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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刊登之文章，文責由作者自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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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風起濤，湧動未來

　　大大小小的點點亮光，不停地在中華顧問工程司身上閃爍著。無數個亮光，慢慢地匯

聚成一條綿延不息的歷史流光，經年留影地走過了五十個春秋歲月。

　　從涓涓潺流到翻轉奔騰，交織出許多燦若星辰的榮光，傳承了諸多工程技術人員的專

業知識，推動一項又一項的國家重大建設，寫下台灣工程史上難以抹滅的卓越刻痕。

　　中華顧問工程司也不斷地引領著時代浪潮，洞見新穎不凡的技術，淘沙見金地將新技

術移入台灣。而那從不停頓的腳步，在工程建設及交通運輸的沃土上，用心地澆灌，為台灣培育出一棵

棵翠綠的新芽，給予各種養料與資源，讓他們得以因此而綻放出萬丈光芒。

　　遠方早已吹起了號角，轉動了新世紀交通運輸技術的軲轆，擂鼓轟轟，敲響了一場場數位科技拚

搏，迫切地演示了一輪又一輪的交通運輸技術革命，為了拉近理論與實務的虛、實距離，中華顧問工程

司將聽風起濤，湧動了台灣交通運輸技術新量能，讓AI、Big Data、IoT 融入交通運輸系統，落實「智慧

運輸」在台灣的理念。

　　中華顧問工程司也會與時俱進地走在時代的前端，以穩健發展的態勢，永不停歇地向前邁進，因

此，我們不僅堅守自己協助政府施政策略執行的角色，善盡公益法人的使命，也企圖以「創新模式」，

使得生活體驗融入交通運輸場域，讓交通運輸串接生活，藉此開發出新的服務模式，點燃下一個世代的

璀璨歷史。為此，我們也張開了臂膀，以百納海川的胸懷，跨越不同領域，尋求更多「異業合作」的空

間，期許能夠因此而連結更多五湖四海的夥伴。

　　這僅僅只是第一個50，對於中華顧問工程司而言，未來，還有許許多多的50週年，為國家、社會持

續地付出與奉獻。

 中華顧問工程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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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承繼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迄今總計已經半

個世紀了，雖然台灣世曦公司成立短短才十二個年頭，但近年來業績屢屢打破紀

錄，106年簽約額53.3億元、營業收入39.95億元，107年簽約額61.08億元、營業收

入43.02億元，對於此行業而言，以前認為不可能的事，近年來都在沒有增加許多人

員的情況下刷新紀錄，而且今(108)年可能還會再創新高。

　　企業經營若是長久不變，將來必會遭遇瓶頸，台灣世曦公司必需要居安思危，

要思考變化轉型。而轉型將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是將傳統的設計，用BIM等技術進

行3D設計自動化，以提高設計效率增加產能。

　　另一方面是台灣世曦近50年來累積了大量的資料及經驗，這些資料、經驗為公

司寶貴資產，可利用於建立國土安全監測系統、工程計畫資訊管理(PMIS)系統、智慧

運輸系統…等等，創造出很多平台。這些平台經過這2-3年來的發展已漸趨成熟，正

慢慢對外推廣中。

　　台灣世曦公司的轉型目標預計3-5年內完成，轉型後世曦將成為平台公司，由不

同的平台創造出許多"藍海"，讓人盡情於此藍海遨遊發揮創意，共創利益。一個企業

能夠長期發展及穩定成長實屬不易，發展中也要『停』、『看』、『聽』，必要時

調整方向。本人在此感謝台灣世曦公司全體同仁不辭辛勞及努力奉獻，期許所有同

仁都能繼續發揮長才，秉持專業素養及操守，以台灣世曦之現行角色與地位，深耕

台灣、服務人群，進軍國際，傾聽大自然的聲音，與大地對話，創造人與土地的和

諧與永續經營，一起共創更美好的未來。

台灣世曦 ／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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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創下個輝煌的5 0年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在此與大家一起恭賀中華顧問50歲生日快樂。

　　50年是一段漫長的日子，中華顧問的同仁們，發揮專業、努力不怠，協助台灣在

建設發展上繳交亮麗的成績單，從早期十大建設之高速公路設計監造技術顧問開始，

服務範圍逐步涵蓋到公路、傳統鐵路、機場、港灣、橋梁、隧道、建築、機電、捷

運、社區與工業區開發、水與環境工程等技術，進而擴展到交通控制、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BOT）、資訊網路、高速鐵路、智慧運輸系統、工程數位處理技術、地理與空

間資訊等工程領域，中華顧問配合著台灣社經發展的需要，不斷的成長與進步，在人

才、技術、設備、經驗、業績、聲譽等各方面，都因此建立起好口碑。

　　 回顧50年來的點點滴滴，其中有太多的付出、故事，值得被褒

揚、傳頌，也為此引以為傲。然而，沈浸在過去輝煌的同時，外面

已是風起雲湧，許多未曾經歷過的遽變，將完全改變大家的生活

與想望，而即將到來的未來，將會與過去完全不同，如何跟隨時

代演化的洪流，發揮工程顧問專業，引領建設相關產業鏈轉型進

入新的數位時代，正是我們能否再創下個輝煌50年的要鍵。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人口結構的改變是第一個關鍵影響

因素。少子化加上高齡化，讓社會生產力、國家承續力與日遽

降，依據行政院國發會先前完成的研究報告，民國150年

後，台灣的人口會比現在減少679萬人（最樂觀的

估計也是減少415萬人），屆時1,660萬人中，

就有730萬是高齡人口，青壯年僅有810萬

人，預想未來，捷運車廂中可能有一半的座

位要設置博愛座，這樣的營運情境，如何能

夠支撐持續擴張的建設。

　　國內目前各類交通建設網絡已然成形，

交通問題已由供給不足轉為需求管理，前

瞻交通運輸場域開始追求進步生活的使用體

驗，施政重心由屬於製造概念之新建工程，

 中華顧問工程司／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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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為營造優質使用環境的養護管理，如何讓現有設施發揮最大的效能，才是各級政府機關與工程業界必須

思考的要點。國內有太多的設施即將步入衰老期，如何加強養護管理以延長其壽年，如何建立高效能的養護

管理體系與平台，如何將「智慧化」與「自動化」導入，如何開創讓民間技術顧問參與的設施維護成效服務

模式等，完全考驗著我們的遠見、智慧與能力。

　　邁向未來的第二個重要影響因素則是科技，「自動化」加上「智慧化」讓機器的生產力大幅提昇，互聯

網、大數據、人工智慧構成綿密的生產與服務網絡，讓我們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觀點或角度來分析問題，並讓

機器具有智能，使之透過數據驅動方式來處理問題。車聯網與自駕車技術的快速發展，讓「設施」、「設

備」與「人」緊密連結與合作，得以創造出前所未有「無縫式戶到戶」的出行體驗。

　　從現在開始，Mobility（移動力）將成為民眾生活中的一種能量，如同電力、通訊力、生活力、治理力

等，都是智慧運輸、未來生活與智慧城市的核心能量。面對新的「移動力」時代，政府施政將從善用「單位

移動力」的觀點切入，例如：一輛5人座的小客車，其移動力單位是5，如果只搭乘駕駛1人，其他4個移動

力單位，在過程中就完全浪費了，若能夠透過服務平台、自駕車等，發展創新共乘或共用服務，就能大幅縮

減車流量，有效解決交通壅塞與空氣污染等問題。

　　中華顧問設立於台灣經濟草創時期，面對國家將邁入新時代所存有的未知性與匱乏，但憑旺盛的企圖

心，引入新知識與新技術，其存在的價值，不僅於參與多少建設計畫，或協助完成多少規劃、設計，而是當

國家發展、經濟產業與社會生活等所有關係體，面臨巨大的潮流與變革，要從舊有的體制與領域，躍升到另

一個層次境地時，扮演一個引領創新與整合培育的重要角色。

　　過去幾年中華顧問的業務方向已有所調整，我們將善用互聯網、大數據等資通訊科技，持續在交通安

全、公共運輸、交通控制與設施維護管理等領域，進行智慧化與服務化的研發與育成，讓資訊加值能夠具體

實踐，以強化整體施政效能，並提供智慧交通解決方案。在這樣的基礎上，公益業務將逐漸從制式、刻板的

資源投入，轉變為揉合科技、施政、創新的產品、服務與環境營造。我們將具體展現開放創新的能力，結合

國內外優秀的團隊，發展成為進步生活型態的共同創造者，以及政府、產業、學研與社會大眾的好夥伴，透

過連結、合作、調和，均衡交通運輸體系。

　　面對未來的50年，最後以「一道。跑出精彩」作為期許。韓愈〈原道〉起言：「…，由是而之焉是謂

道」，「道」是途徑，也是方法，猶如孔子所說：「吾道一以貫之」。用「一道」來期許做對的事，以及把

事做對，得以振奮人心。「一道」也是「一起」的意思，大家難得有緣聚在一起，一起將事情做對、做好。

變革與轉型是中華顧問必須走的路，再創下個輝煌的50年，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參與，以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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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顧問工程司的誕生
經典五十大事記之一

　　當人們享受著平穩舒適的高快速公路、方便快捷的高鐵捷運，歡樂出遊或團聚的幸福機

場；拉近城鄉距離的橋梁道路。50年來，台灣許多角落裡，都有著中華顧問工程司乃至於現

在的台灣世曦、華光工程顧問所有同仁們，頂著烈日冒著風雨寒冬，腳蹬著雨鞋，頭帶著工程

帽，如小巨人般的身影穿梭於興建中的工地，或者萬籟無聲的深夜依舊埋首於成堆的藍圖裡。

這一群人表情是堅毅的，眼神是明亮的，腳步是穩健的。他們在烈日下揮汗如雨，在刺骨寒冬

中咬緊牙根不停歇，在黑暗滴水塵煙瀰漫的隧道裡埋頭苦幹，為了就是工程早日完成以便於民

用。烈日在他們的身上留下了黝黑的英雄印記，完工的工程則是他們的勳章。

　　中華顧問工程司成立至今，見證了台灣的經濟奇蹟，見證了兩岸親人團聚，見證了南來北

往東西交會便利的交通演變，更見證了難以詳述的許多許多。而這一切一切的故事，都要由50

年前一個念頭說起。

◎ 撰      述：張 聖 奕

◎ 資料提供：CECI集團退休同仁聯誼會、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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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島的經濟奇蹟

　　台灣天然資源匱乏，四面臨海土地面積狹

小，早年除了少許煤、林木之外，僅糖、水果

等少數幾項農產品可成為賺取少之又少的外匯

要角。為了台灣經濟能夠持續發展，同時兼顧

內民生需求之際，大開國門從事國際貿易是必

須走的一條路，也是中華民國在國際立足最重

要的關鍵。賺進外匯除了可挹注經濟成長外，

商業的繁盛將造就國民所得提升改善基本生

活。同時，在當時反攻大陸的時空背景下，經

濟的豐厚也是整軍經武的本錢。只是這一切的

願景都須仰賴基礎建設的完備方有可能成真。

  
 

　　1950年到1965年因應韓戰爆發，台灣的

地位越顯重要，為了支援台灣經濟，美國開始

每年撥款台灣一億美金，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美援」。美國此舉讓我國當時近十一億美金

的債務赤字得以緩解。長達15年間美援，政

府透過貸款、技術轉移等，推動有利台灣的民

生工業、戰備物資與麵粉等食品工業，並扶持

輕工業工廠、購買工業機具等，一連串的措施

推動後，逐漸構築起穩定的經濟體質與基礎建

設，台灣經濟與民生狀況大幅改善，國民GDP

達到新台幣5,150元，比美援一開始時成長達

到一倍。

經典五十大事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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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推動的作法為「進口替代」，積極扶

持國內勞力密集為主的工業，例如紡織、石化

等。此時，整體國際民生物資需求大增。台灣

有價廉的勞工與密集勤奮的人力，低成本的商

品對應到國際需求造就出口暢旺，對外貿易呈

現跳躍式成長，每年有10％的成長率。60年

代，台灣為了吸引外資來台設廠，台灣正式進

入出口導向時期。1966

年美援終止的次年，前經濟部長李國鼎倡議之

下，同時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加工出口區—「高

雄加工出口區」正式啟用。因對外有深水良港

高雄港，運輸便利，自然吸引眾多國際公司爭

相進駐。

　　1969年楠梓與台中加工出口區先後成立；

這三個加工出口區成為當年台灣對外出口重要

據點。同時間，台灣正式由傳統農業經濟轉為

進出口對外貿易經濟型態，學者將這段時期定

調為進口替代經濟政策轉向外貿導向的經濟時

期，國際貿易興盛，為後來的黃金十年打下了

基礎。

　　國內經濟經過全民的努力大幅改善，我國

對外貿易由入超逐漸轉為出超，大量的出口賺

入大把外匯，國內經濟實力逐年攀升。在可預

見的榮景即將到來之際，卻有隱憂必須立刻

解決。當中，培育人才是當務之急，但是民生

基礎建設包括交

通、電力供應等並未能隨經濟成長的

腳步而有所並進。

“時任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先生，向
先總統蔣中正報告，一句：「現在
不做，明天就後悔」，十大建設就
此定槌。完成十大建設也成為中華
顧問工程司第一階段最重要的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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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顧問自主，方能掌握未來建設

　　越戰後期，美國已經在其中投入了難以

估計的金錢、資源與人力，在面對這些巨額支

出，美國決議停止對台援助。時任美國總統詹

森派遣由經濟、民生、國防、交通等專業人士

所組成的顧問團，並由白宮科技室主任赫利特

領隊來台進行為期14天的訪問，並於最後一週

向先總統蔣中正先生提出白皮書，並希望政府

能按照此建議進行台灣的建設。

　　「此行主要目的就是要讓台灣能夠逐漸擺

脫仰賴他人協助進而自主，老總統就交辦小蔣

（蔣經國先生）執行」。中華顧問籌備時就參

與其中的退休同仁馬俊雄協理受訪時指出關鍵

點。他回憶當時的情形：「白皮書的內容包括

環島鐵路電氣化、建設高速公路與新的國際機

場、港口（台中港）與中鋼大煉鋼廠等」。

　　在當時為了擴大內需刺激經濟發展，因應

重要工業建設與對外貿易所需，1974年時任行

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先生推出各項經建計畫，

試圖用公共建設來提振石油危機所帶來的景氣

衰退。這些公共建設包括中山高速公路、中正

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北迴鐵路、鐵路

電氣化等在內的六項交通建設；大煉鋼廠（中

鋼）、中船建廠等三項重工業以及一項能源

基礎重要建設核能電廠（核一廠），內容就是

由美方為我國建議的白皮書。總括這十項重大

工程，也就是後人所熟知的「十大建設」。但

是深究其內容，這些計畫部分已經早有計劃可

循，部分已經正在進行中。不過為了振奮人心

凝聚民意，時任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先生，向先

總統蔣中正報告，一句：「現在不做，明天就

後悔」，十大建設就此定槌。

　　只是在現實面上，屬於大型公共工程建

設的十大建設並非輕易可成。主要關鍵點就是

由國府轉進台灣乃至於美援這些年以來，我國

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大都仰賴外國工程顧問公司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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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協助，國內具有專業技術的人能著力的點

並不多，更何況技術能力未到位更甚。因此縱

然有職校、大專院校普設相關土木、機械、電

機、營建、交通管理等科系進行人才培育，卻

無太多實際大型工程案例可以參與。

　　更多的是土建、機電菁英人才為了生活與

前途發展，有很多人都選擇在外籍公司服務。

現實狀況就是這些外國工程顧問公司前來台灣

賺取美金，完成工程後就走人，卻未能將技術

留在台灣，如此輪迴下去，最終國內相關產業

技術無法提升，工程主權更淪為他人手中予取

予求般隨人擺弄，毫無自主權。

　　十大建設願景雖美好，卻有陰影揮之不

去，最大的隱憂除了錢之外，我國當時技術面

上難以與國外比擬，更與國際

最先進技術有著難以跨越的鴻溝斷層。另外則

是缺乏建設所需本國專業技術人員；既有的技

術人員在知識面、技術面水準皆難以滿足如此

大型工程所需，若繼續仰賴外國工程顧問公

司，雖一樣可讓十大建設順利完成，但是對於

未來台灣公共工程發展將有所窒礙，說明白一

點就是只能聽令做事，所有關鍵技術都掌握在

他國顧問公司手上，我國技術人員就僅只於打

下手的工作，更不用說日後能獨當一面。「要

從事這些大建設，必須要有國際水準的工程顧

問公司，但是台灣沒有」馬俊雄直指問題核

心。

　　台灣世曦退休副總經理堵一強也看到了這

個現象，他舉例說，他當時通過專門人員技術

考試分發到公路局擔任工程師，在公路局一年

多的日子，大型工程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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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類似修補道路或者是到偏鄉開路的小型工

程。以當年我國專業技術職人的技術面對如此

巨大工程有心卻無力。

　　「我國的土木人才不缺，也有能力，缺的

是一個成長的機會」。政府決議趁十大建設這

項龐大計畫進行「練兵」。扶持我國自有工程

顧問公司與相關產業鏈所需人才，務必日後讓

這些人可獨當一面，無需再仰他國鼻息。

“必須成立國內的工程顧問公司，
但不受公務員待遇跟任用限制”

　　盤點十大建設，占比最多的莫過於交通

建設，只因不論國內民生所需、居住所需乃至

於進出口貿易，交通胃納量與順暢與否，與未

來民生、經濟成長息息相關難以分割。因此政

府採部分延續或大幅度調整日治時期的交通規

劃作為，更依照未來發展規劃新的交通藍圖，

就是為了讓這塊寶島上的人們得以安居樂

業，更長遠的則是台灣能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

地。前人們的遠見，最終讓台灣躍上世界舞台

大放異彩，成為叱咤風雲亞洲四小龍之首。

　　台灣在對日抗戰時雖不若大陸戰區因戰火

毀壞的這樣徹底，但是日人遠揚後，既有工業

無人可以持續維護，更不況論民生之首的交通

建設。雖然在當時台灣受了許多友好國家的專

業協助下得以讓建設不至於中斷，不過未能培

育出我國自有的專業人才，總是一個揮之不去

的隱憂。因此當時輿論都傾向籌組屬於台灣自

身的工程顧問公司。

　　為了能夠持續長期支援國內交通與建設

並提升我國工程技術，同時協助國內外經濟發

展為前提，並讓台灣自主土木營建等關聯產業

能夠成長，在當時政府官員中，時任經濟部長

孫運璿先生、經濟部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經

合會）秘書長陶聲洋先生與交通部長張繼正先

生，這三位具有長遠眼光認為我國該有自主的

工程顧問公司，以免處處受到外國掣肘。因此

三人聯名寫信給蔣中正總統：「建議必須成立

國內的工程顧問公司，但不受公務員待遇跟任

用限制」。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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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類似現在公辦民營的概念，優點

就是可讓整個顧問公司發揮最大的彈性，而不

受公務員相關任用辦法的限制。在政府決定採

取培育本國技術人材與加速移轉國外工程科技

兩大作為雙管齊下。行政院於1969年通過以財

團法人的方式成立專責於交通、港灣與公路建

設為主的顧問公司，由當年交通部次長費驊擔

任召集人，時任經合會交通小組執行秘書樊祥

孫為籌備小組成員。

一肩扛起技術移轉、培育人才之要

務

　　中華顧問是民國58年11月22日成立，事實

上早在正式成立的兩三年前就已經有了規劃概

念，中華顧問退休的范大陵正是親身參與整個

籌劃過程的見證人。由規劃之初到正式成立都

親身參與，中華顧問成立後，隨即改任到中華

顧問擔任管理職的范大陵，對當時的情形依舊

歷歷在目印象深刻，他說：「當初我剛到經合

會交通小組任職，正好十大建設已經在規劃準

備開始」。

　　范大陵回憶，當時成立的作法也很簡單，

彈性的作為可讓我

們自由的用人，可以吸納更多專

業的人來到中華顧問為國家建設盡一份心力，

同時在國外顧問公司來台進行工程顧問工作時

需簽訂合約，由我方派出對口單位一起協作，

希望透過這個機會進行技術轉移。

“中華顧問工程司退休員工李杉就
是其中一個，放棄高薪回國，他
說：「因為國家需要我！」。回想
當初投入的壯志豪情至今依舊清
晰。”

　　不過美好的規劃卻與當年的現實有所脫

節，要成立一間公司必須要有資金也要有人，

偏偏這兩項在當年都缺，畢竟依照當年的法條

規定，財團法人的成立必須要有資金捐助。人

的問題雖然也讓人頭痛，但相較經費還比較好

解決，當時經費的問題則由行政院特令交通部

及國內各交通事業相關機構，包括郵政總局、

電信總局（中華電信前身）、民航局、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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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局、公路局、基隆港務局、高雄港務局、內政

部營建署、台北市工務局、中國工程師學會等

共同捐助，1969年11月22日於台北市南京東

路再保大樓正式成立「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

司」，費驊擔任第一屆董事長，樊祥孫先生為

總經理。

　　扶持國產自有的工程顧問公司，可不是成

立一個中華顧問之後就了事，而是從各方面著

手，決心排除任何萬難也要將這顆幼苗養成大

樹。范大陵拉高了語氣強調：「政府當時規定

外國公司，要做交通一定要跟中華合作」。不

過，雖然有各單位捐助基金，但是眼前還是沒

有錢可以做營運。因此就拿著拿到的合約先跟

多個單位借錢來營運與發薪水，等到合約完成

拿到了費用後再償還。中華顧問就是這樣一步

一腳印的直到台灣世曦乃至於後期成立的華光

工程顧問。

　　耳聞國內要成立自己的顧問公司，許多有

志青年一一投入，甚至還吸引已經在國外工程

顧問公司任職且享有高薪的人才，毅然決然收

拾好行囊回國加入陣容大展拳腳。中華顧問退

休員工李杉就是其中一個，放棄高薪回國，他

說：「因為國家需要我！」。回想當初投入的

壯志豪情至今歷歷在目。另外，為了領這群工

程新秀，必須要有具有專業與豐富經驗的總工

程師來帶隊，找來找去，找到了一個人，那就

是唐山工學院畢業，來台之後創立聯合工程師

事務所，並參與過台灣多個重大建設，擁有豐

富結構經驗的楊寶琛先生前來擔任總工程師一

職。而同時正在事務所任職的馬俊雄就一併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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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華顧問，開始一輩子的中華顧問土木人職

場生涯。

　　中華顧問成立隔年即投入十大建設最重要

也最受矚目的中山高速公路興建工程。全司同

仁上下一心，秉持著學中做、做中學，接手國

外技術的積極學習態度，與美國帝力凱撒公司

（De Leuw， Cather International Incorporated 

Consulting Engineers，簡稱DCI）共同合作，

由規劃開始，設計到監造，打造出中山高速公

路第一條路段—「基隆內湖段與內湖台北段

工程」；另與德國道基工程顧問公司（Xvaier 

Dorsch Consulting Engineers，簡稱XDCE）合作

承辦中山高速公路嘉義新市路段工程設計。

短暫的太亞工程顧問公司及營造開

發公司

　　大多數的人都知道中華顧問工程司轉投資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台灣世

曦轉投資的華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世曦與華光工程顧問，堪稱中華顧問工程司底

下的子公司與孫公司。甚少人知道，在中山高

速公路興建時期，曾有一間「太亞工程顧問公

司及營造開發公司」，裡面雖然只有三位由中

華顧問過來的人員，卻是與中華顧問有密切關

聯的「子公司」。這間公司短短存在僅七年，

在中山高速公路中、南部路段興建費用危機解

除後不多久就解散，人員歸建中華顧問。

　　曾在太亞工程顧問公司及營造開發公司

服務五年，也是當年中華顧問轉過去的三位同

仁之一馬俊雄回憶：「當初中山高速公路北段

是亞洲銀行貸款，因此經費沒有問題，但是中

南段的經費卻未能籌措到。政府沒辦法，就打

算將中南部路段改『BOT』方式進行。然後由

美國財團、中聯信託與中華貿易要合組一間公

司，當時中華顧問也有加入」。

　　太亞工程顧問公司就按照這些投資者既

定規劃順利成立。就在等待接手中山高速公路

中南部路段建設案時，時任經濟部長孫運璿先

生，率領農耕團與醫療團訪問沙烏地阿拉伯，

在該國全力協助下承諾貸款給中華民國，並於

1976年3月10日由我方代表財政部長李國鼎先

生與沙國開發基金會副主席Mahsoun B. Jalal簽

訂5000萬美金貸款合約。此舉就讓原本要以

BOT案進行的興建模式回到原軌，按照原計畫

繼續興建下去。

　　在等待承接中山高速公路的興建案同時，

太亞工程顧問公司也不是沒事做。馬俊雄說，

當時一邊等待，一邊還接下許多大大小小工程

設計案，他自己親身參與過的就有遠東倉儲八

堵貨櫃集散場、台灣省鐵路局（現台鐵局）七

座穀倉結構設計、遠東倉儲公司高雄與台中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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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裝穀倉（SILO）結構設計等案。

揚名國際名列兩百大工程顧問公司

　　整個營運業務在所有同仁奮力不懈下逐漸

上軌道，1971年分別向世界銀行以及亞洲開發

銀行合格登記，成為能夠跨足海外國際性工程

顧問公司。對內則持續專注於中山高速公路的

規劃興建上；1972年樊祥孫先生接任第二任董

事長，同年持續與美國帝力凱撒公司合作，承

辦中山高三重到中壢段的施工監造工作。

　　回顧當年成立的緣由對照最終所展現的結

果，成績不止超越當年的設想，而是更好。中

華顧問工程司在成立沒幾年後已經成為國內首

屈一指專業的工程顧問公司，甚至足跡也邁向

國外，包括印尼、新加坡甚至是遠在中東的沙

烏地阿拉伯都可看到中華顧問同仁的奮力工作

的身影，而他們的努力，不僅國人看到，也讓

海外國家讚賞不已，讓中華顧問躋身世界兩百

大工程顧問公司之列。

　　這些當年在帝力凱撒公司學習的中華顧

問先鋒們，將工作上所學到的一切毫無保留的

傳授給後進，他們也寫下了中華顧問在我國公

共工程上，甚至是海外工程上輝煌的第一頁篇

章，中華顧問也成為我國公路、橋梁、港灣、

軌道等相關建設的人才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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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試啼聲中山高
經典五十大事記之二

　　中華顧問工程司成立後，一方面海納各方人才，另一方面也配合政府規劃立刻投入十大建

設行列，透過美國帝力凱撒（DCI）、德國道基（XDCE）這兩間工程顧問公司的指導協助，一

段接著一段完成當年視為高難度任務的中山高速公路。這條貫穿台灣本島南北的交通主動脈，

就成為中華顧問的練兵場，也是一炮打響名聲的成就場。

◎ 撰      述：張 聖 奕

◎ 資料提供：CECI集團退休同仁聯誼會、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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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名立萬的起點－中山高速公路

　　「中山高速公路」這一條廣為國人所知，

全台灣第一條貫穿全島南北的高速公路，在大

家既有印象中，這是蔣經國時期推動的十大建

設之一，也是推動國家經濟成長的重要道路。

然而在這條道路興築的背後功臣卻鮮少有人提

起這段過往。

　　1970年代，兩岸局勢持續處於緊張對峙

狀況。政府一方面整軍經武，另一方面持續進

行經濟扎根。國際貿易也由入超漸轉為出超，

對外貿易也蓬勃發展。根據經濟部資料統計，

1969年我國國民總生產額達到新台幣1千900

餘億元，是17年前（1952）的10倍。

  
 

　　雖然經濟表現越來越好，中東戰爭卻開

打，國際原油組織為了制裁以色列實施禁運，

國際原油價格三級跳，我國物價不斷創新高，

演變成歷史上的第一次石油危機。

“一切順利的話，由台灣頭開車到
台灣尾八小時的時間堪稱正常”

　　政府為了穩定國內民生局勢，一方面透過

公務員加薪、物價一次漲足作為維穩手段，另

一方面則是蒐羅列入執行計畫或正在進行中的

大型公共基礎建設共十項，統稱十大建設。做

為刺激我國經濟發展，奠定我國國力基礎最重

要的建設。

經典五十大事記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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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高速公路的興建構想其來有自，而且

概念很早就有，只是遲遲未付諸實現。當年國

內通連南北既有道路以省公路為主，只不過路

幅狹小且過長，穿越密集都市區時所耗費的時

間更久。一切順利的話，由台灣頭開車到台灣

尾八小時的時間堪稱正常。

　　隨著經濟持續發展，交通運輸量需求日

增，既有公路逐漸不敷使

用，根據國道高速公路局統計資料顯示，早在

1950年代時西部幹線公路就已經出現不堪負荷

的現象，因此欲借鏡日、韓推動高速公路建設

以求增加內需並促進經濟發展的模式。

　　然而中山高速公路並非台灣第一條快速公

路。早在1964年時，基隆到台北的麥帥公路

（麥克阿瑟公路）正式完工啟用通車。這條民

生運輸與支援軍事作用的道路興建原意甚佳，

且規劃設計時就是以高速公路規格辦理。只不

過因為礙於經費關係，原本雙向各四線道變成

雙線道，加上南北向道路中無分隔島，且路廊

經過的山區邊坡時有破碎崩落意外傳出，行車

安全上令人卻步，雖持續進行維護整修，先天

體質不佳卻是事實。

縮短南北差距，中山高速公路就此定

案

　　已故前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於1967年擔

任交通部長時，曾推廣村村有道路政策，冀望

透過四通八達的公

路串連起台灣城市與偏鄉，此舉奠

立台灣汽車交通的基礎。也曾有中華顧問的同

仁在進入公司前就曾參與此項政策的測量規劃

工作。

　　但是村里道路充其量屬於人體血管中的微

血管，較大的道路就是縣道、省道，算是較寬

大的血管，只是主動脈的直達公路僅有基隆到

南京東路敦化北路口這段麥帥公路，內湖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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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雄並未有任何足以支應大量運輸需求、快

速通行真正的高速公路。

　　1968年元月，時任省府主席黃杰與經濟

部長李國鼎、交通部長孫運璿進行會商，會中

決議興建台北到中壢直達公路，同年5月與8

月，亞洲開發銀行先後兩次來台考察後建議，

將原訂路線進行南北向延伸。行政院1134次

院會決議興築南北高速公路，並優先辦理北段

（三重至中壢路段）。

　　內湖到基隆部份則是將麥帥公路部分路廊

納入，擴大成為現在為人所知，北起基隆南至

高雄貫穿全島的「國道中山高速公路」，簡稱

「中山高」，並納入十大建設計畫中。

　　此決議一出，全國人民都贊成嗎？其實並

不然。當年在國家建設需要之處與民眾溝通上

有所落差，因此反對意見不少，當初立法院諸

公們就有很多的意見，反彈最多的理由是認為

當年私家車大都屬於少數上位富有者所有，私

家車行駛在高速公路上是一種權貴表現；二來

國內當時現有車輛數不過5萬餘輛，需要一條

高速公路提供使用是否有其必要。等等諸如此

類反對意見。

“政府決議，央請美國帝力凱撒工

程顧問公司、德國道基工程顧問公

司進行主作，甫成立不久的中華顧

問工程司進行協作”

　　鮮少人知道，興建高速公路的決議是洞見

未來的思維下所決定。台灣資源幾希，必須仰

賴出口貿易賺取外匯，交通通暢是經濟跨步成

長的首要，此條件至今依然是放諸四海皆準。

此外，當初政府有意推動兼具經濟發展與戰備

物資所需的「大汽車廠」計畫，但是必須先有

基幹道路後才能滿足車輛衍生的道路需求。

　　另外，這條高速公路的興築，也間接呈現

國父  孫中山先生於實業計畫中所言：「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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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業之母」的經國大略，因此中山高速公路

就以未來20年的車流量規劃為設計點進行建

設。放眼現在，當年的預估交通量成長評估僅

20年的時間來看已經不夠，因此中山高速公路

在完工之後，又依照需求持續分段進行拓寬或

建設平行高架道路以胃納更大的車流，這些後

續工程也大都是中華顧問與子公司台灣世曦的

成果。不過這是後話。

　　有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援加上國內燃料

費提撥等資金挹注，規劃工作開始順利進行。

部分工程的錢是有了，但是設計與興建的技術

能量卻未能跟上，當時我國工程技術底氣還不

足，根本無力獨自規劃如此巨大的交通要案。

此時政府決議，央請美國帝力凱撒工程顧問公

司、德國道基工程顧問公司進行主作，甫成立

不久的中華顧問工程司進行協

作，一

方面跟國外顧問公司學習，一邊為後來國內外

重要工程案打底。

　　我國第一條高速公路大家都知道是中山高

速公路，原名南北高速公路，後更迭全名為：

「國道中山高速公路」，「國道」地位的確認

的由來，是時任行政院長嚴家淦先生在1969年

8月29日當天所定調。嚴家淦說：「南北高速

公路因為穿越台北市與台灣省各縣市，故將列

為『國道』。由中央負責修建、運輸、安全及

其他有關業務」。

　　前副總經理堵一強認為，中華顧問協助興

建中山高速公路，某方面而言是我國經濟向上

走的幕後功臣，只是在幕後鮮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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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東北季風起的寒風刺骨；抑
或是夏炎高熱的氣候，當年每一位
中華顧問工程司的同仁，都是為了
國家未來打拼，把能參與中山高建
設當成人生中最為榮耀的一件事
情”

紙上畫下第一條線段！中華顧問工程
司歷史新頁就此展開

　　根據資料所載，中山高速公路全線規劃區

分三期辦理。第一期為基隆到楊梅，第二期為

楊梅至新竹以及嘉義到鳳山，第三期則是新竹

至嘉義。每一期又區分不同區段，分別由美國

帝力凱撒（DCI）、德國道基（XDCE）進行主

辦，中華顧問進行協辦，並且學習經驗；至於

工程施工方面則有一大部分仰賴最大國軍退伍

官兵歸屬的榮工處承接。

　　中華顧問創立後的第一案，就是與DCI合

作中山高「台北－三重」路段，後續再共同進

行「內湖－台北」以及「中壢－楊梅」路

段設計；另也將原本麥帥公

路部分路廊予

以拓寬，並截彎取直部分路廊，另修築中山高

「基隆－內湖」段。經驗有了之後，在不依靠

國際顧問公司的情況下，第三期計畫中，獨自

完成「新竹－台中段」規劃設計工作。

　　在施工監造期間，中華顧問也是全線的

的要角。根據記載，除第一、二期工程中「楊

梅－新竹」路段由高公局自行監工外，其餘因

部分貸款關係，均由國外顧問公司擔任監工，

並由中華顧問配合作業；第三期工程則是高公

局與中華顧問自行監工。

　　在1971年聯合報7月23日見刊第二版的報

導就簡要說明了基隆－內湖段工程進度，同時

也出現中華顧問的名字：「高速公路內湖基隆

段工程，曾委託中國土木工程學會服務部辦理

運輸量調查分析，現正由中華顧問工程司負責

規劃設計，預計於年底設計完成...」。

　　南部路段部分，中華顧問與德國道基合

作，進行嘉義到新市路段的新建工作。其中，

中山高中部路段最為知名，跨濁水溪的「中沙

大橋」，也是中華顧問的作品，這也是中山高

速公路中最為知名的「友誼之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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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中山高本線外，北起基隆南至高雄共

十四個交流道；后里、員林、斗南以及岡山五

個收費站以及泰安、西螺兩收費站跟戰備有關

的兩條戰備跑道，全都是中華顧問負責項目。

　　綜觀中山高速公路興建工程，中華顧問全

員莫不投入巨大心力上下一心全力以赴。從規

劃、量測、設計、施工、監造等都毫不懈怠，

不論東北季風起的寒風刺骨；抑或是夏炎高熱

的氣候，當年每一位中華顧問同仁，都是為了

國家未來打拼，把能參與中山高建設當成人生

中最為榮耀的一件事情。

　　與國道三號福爾摩沙高速公路相較，中山

高的路堤段比較多，原因就是當年土地徵收紛

爭少，因此採用路堤的方式就可以解決路廊用

地需求，但是國道三號興建時，民意崛起，需

要更多的費用才能徵收土地，因此大都採用橋

梁的方式通過，以減少用地及民意的抗爭。這

也是外界較少人知道的差異點。

“經歷921大地震那樣的強烈地
震，當年我們所負責的工程依舊無
恙沒有損壞，足見當年中華顧問工
程司對中山高速公路下的功夫有多
深。”

天晴天雨，工程之中屹立不搖的身影

　　回想起那段築路過程，曾經參與這段道路

建設的老中華同仁有著說不完的故事，回憶不

完的過往。曾參與該項工程的林樹柱前輩，在

「耆老憶往」一書訪談中回憶苗栗在三義段的

工程艱辛過往，他說：「那段路在標高最高的

苗栗山丘地帶，不僅須跨越眾多巨大河川以及

地質軟弱的平原地帶，地形、地質變化也多，

而多達200餘座的橋梁、箱涵，都必須在短時

間內完成。」

      這個堪稱不可能的任務，就在所有參與同

仁與包商的共同努力下在期限內完工。林樹柱

在那次的訪談中也強調，經歷921大地震那樣

的強烈地震，當年我們所負責的工程依舊無恙

沒有損壞，足見當年中華顧問工程司對中山高

速公路下的功夫有多深。

　　為了讓中山高的設計案能夠順利進行，所

有中華顧問的同仁們發揮通天本領，有關係拿

到資源就拿，遇到沒關係的就想辦法突破。就

這樣一點一滴的讓中山高順利成形。萬惟俊就

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他曾因為參訪的關係到日本，突然想起設

計用的繪圖工具曲線版就是日本的產品，因此

二話不多就聯絡當地供應廠商直接訂購了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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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規模的曲線板共四大箱，然後就這樣一路

由日本扛回台灣。四大箱的曲線板重量自然驚

人，但是萬惟俊不以為苦，因為這是中華顧問

同仁所需要的，而且直接由日本買價格只有台

灣採購的一半。他說：「那時候大家就像一個

大家庭，誰付出多少，有誰計較過？大家都以

身為中華顧問的一份子為榮！」

　　因工程而結下的友誼也讓中華顧問同仁念

念不忘。堵一強就有這樣的感覺。他說，他十

分懷念四年興建中山高的日子：「當初剛進入

中華顧問就被派任到三中段（三重－中壢）擔

任第7標的監工，工作團隊士氣很高，上工時

十分認真一點都不打馬虎，下班時則是一起用

餐，一起歡樂，就像一家人一樣不分彼此互相

協助。」當年因工作發展起來的友誼讓堵一強

至今念念不忘。

　　要是時光再從頭來過，堵一強說還是願意

站在中山高的興建第一線上，為這個國家重要

建設奉獻自己。這句話不僅在他身上說出，許

多曾經經歷這一段工程的中華顧問同仁也有一

樣的看法。

工程品質100分只是最低標準

　　優異品質的工程背後，來自於自我的堅

持與大家共同的信念。中華顧問不只當年或現

在，對於工程品質的要求不是只有100分，而

是超過，100分只是工程的最低標準。也因為

嚴格要求，總是有一些小狀況發生。例如也曾

有同仁發現中午便當裡面有沙子，有人告知是

因為過於嚴格的品質要求因此有人懷恨在心而

故意放沙子在便當裡。但是同仁卻笑笑而過，

未曾當一回事，而是認為是因為現場風沙大吹

進去的。

　　參與中山高速公路第一線設計的中華顧

問，並非全是男性的天下，心思細膩婉約的女

生在當時以男性為主的土木職場雖是少數，卻

是中山高速公路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關鍵要角。

專長於水利工程的張月珠就是其中一個。

　　她回憶剛踏入中華顧問就是在中山高速

公路建設最顛峰的時候，當時的她是才剛踏出

臺大校門的新鮮人。面對緊接而來的高速公路

排水設計工作，她不曾皺過眉頭，就把這個案

子當做自我歷練，在檯燈下看完一張張設計藍

圖，細細幫同仁確認設計圖是否有誤，最終讓

中山高排水系統得以興建完成順利啟用。

　　中山高內湖－基隆段也有段中華顧問同

仁內斂於心的愛意。內湖－基隆段部分前身是

麥帥公路，也是我國第一條收費的直達道路，

這一條美援建造的公路先天體質不良後天又失

調，遇到大雨容易坍方，安全設施也不足。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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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已經在司內任職的王長芳就被派到該路段擔

任監工，而這條路段也是王長芳太太每日台北

到基隆工作往返必經之道。他深深的了解，內

湖－基隆段品質沒堅持，就不會是一條安全回

家的路；對於保護妻小與工程品質責任感驅使

下，王長芳在工地總是專注的緊盯所有細節，

深怕一沒注意埋下日後意外的因子。這樣的堅

持，就是對家人愛的表現。

“因為我們在設計到監造都「照起
工」，也不會對外透露任何訊息，
因此軍方特別信任我們”

堅實國防的推手

　　漢光演習中山高速公路戰備跑道戰機起降

演練屢屢成為新聞要角。中山高速公路於1978

年10月31日全線通車。很多人都不知道，在通

車前曾經有過一段戰備測試過往。中山高速公

路由北到南有中壢戰備道、員林戰備道、民雄

戰備道、麻豆戰備道以及仁德戰備道。這五段

高速公路兼戰備道的設計，主要是師法國外的

戰備觀念，在戰爭時第一個被破壞的就是各機

場跑道，為了讓空中迎敵的我方戰機有一個備

降場能夠進行加油掛彈補給再起飛，因此筆直

的中山高速公路就成了首選。

　　中山高速公路執行起降演習已經許多次，

根據青年日報刊載，第一次起降演練是中山高

速公路全線通車前10天，由時任F104飛行員宋

孝先先生進行起降測試。他在青年日報所刊載

的回憶中提到該次起降事前毫無前例可循，因

此整備特別慎重，也經過多次演練後才在10月

20日正式進行。

　　不過更不為人知的，則是起碼有兩段中山

高速公路工程有戰備跑道的路段，就曾出現起

降測試。副總經理職位退休的堵一強回憶，他

當時負責的是三重到中壢段（三中段）的箱涵

工程。三中段完工後到啟用中的某一天，天空

中出現桃園軍用機場起飛而來的T-33教練機、

F86軍刀機降落在中壢戰備跑道上，而且當時

的駕駛員還下飛機與現場待命的中華顧問工程

司同仁聊天，並且強調：「戰備跑道的平穩度

比桃園軍用機場還要好，十分的舒適」。堵一

強說，這句話讓他與共同參與這項工程的所有

同仁感覺到自豪。

　　另外更不為人知的則是後來的第二高速公

路，也曾有戰備跑道設計構想，地點就在現在

的東山服務區附近，並且可利用東山服務區的

地形作為加油、掛彈補給之用而有相關設施的

規劃，只是後來這個計劃並未施行，我國唯一



　　

1
經
典
五
十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No.123│August, 2019│ 27

能起降飛機的高速公路就只有中山高速公路。

　　中華顧問所給人的印象就是認真不馬虎，

實事求是，工程品質有目共睹，因此屬於機

密的軍方也因此緣由跟中華顧問有所關係。許

多中華顧問資深同仁曾透露有經歷過軍方大小

不一的工程設計或監工，由戰機到戰車，相關

海內外軍事設施等等不一而足，不過卻僅止於

此，細節從未對外透露。前輩們表示，這是因

為我們在設計到監造都「照起工」，也不會對

外透露任何訊息，因此軍方特別信任我們，中

華顧問也對我國的國防盡了很大的心力，也是

我國堅實國防的推手。

南來北往永不止歇

　　中山高業已完工超過40年，40年來，中

山高速公路車流每日不息，南來北往之際，

經過每一路段、每一角落，都有中華顧問工程

司同仁揮汗辛勤工作的身影留駐，勤奮為國的

精神早已深深地刻畫在這條西部重要的交通動

脈中。曾有人言：「軍人的勳章在戰場，在胸

膛，而我們中華顧問工程司的所有同仁，他們

的勳章就在這些工程裡」。簡單的幾句話道盡

50年的榮光，也為這50年來在土木工程顧問領

域兢兢業業的所有中華顧問工程司同仁下了一

個最好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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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印尼放眼國際
經典五十大事記之三

　　中山高速公路、大煉鋼廠（中鋼一期）、台中港、蘇澳港、北迴鐵路、鐵路電氣化...十項

建設工程接續完成後，國內重大公共工程已經進入尾聲。雖陸續還有其他建設接連展開，不過

都不若十大建設那般龐大。中華顧問工程司在十大建設興築的這些年中不斷的吸收經驗成長茁

壯，顧問功力越攀巔峰。

　　只不過十項建設完工後，中華顧問工程司將何去何從？成為許多有遠見的同仁們心中難以

解的疑慮。離開國內，跨足國際，成為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工程顧問公司，成為當時司內少

數人認為該走的一條路，而且這條路要走的早，等到十大建設完成後恐來不及，就這樣的一個

念頭，開啟了中華顧問國際之路。

◎ 撰      述：張 聖 奕

◎ 資料提供：CECI集團退休同仁聯誼會、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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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顧問的起點在印尼

　　在十大建設過程中，中華顧問也成為國內

首屈一指交通業界最具活力也是最大的工程顧

問公司，幾百戶的家庭都靠著中華顧問過活。

既然能力有了，那就跟台灣中小企業的創業

者一樣，拿著一卡皮箱到國外闖蕩，期望能夠

闖出一片天。中華顧問一方面積極進行十大建

設，另一方面則看到國外將是未來的主戰場，

因此在高速公路建設期間就積極規劃進入國外

市場。秉持著這個信念，1973年開始推動海外

業務，讓中華顧問立足國際並榮獲國際兩百大

工程顧問公司的榮銜起點就是印尼。

　　
中華顧問在國內所興築的工程品質優良已

  
 

經逐漸形成口碑，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也

注意到了這點。1971年間，中華顧問完成向

亞銀與世銀的工程顧問機構合格登記，並於

1973年在十大建設興建的同時開始規劃準備跨

足海外國際市場，並於1974年以印尼為工程

領域第一個擴展點。擔任日本太平洋顧問公司

（PCI）印尼蘇拉維西北部A-K-D公路工程分包

顧問工程。

　　亞銀與世銀是為促進亞洲經濟與社會發展

所設立之國際銀行，當初在進行十大建設時，

亞銀同意貸款給我國，附帶條件就是必須由國

際有能力的工程顧問公司進行主導，並同時進

行技術移轉，中華顧問就在這個模式下得以學

習經驗進而成長。

經典五十大事記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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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這兩間銀行有意複製美國帝力凱撒

（DCI）與德國道基公司（XDCE）技術移轉至

中華顧問模式，讓中華顧問接手印尼大型道路

建設、土地開發等案子，藉由此進行技術移轉

而中華顧問在此也有收入。根據中華顧問前雅

加達代表處主任李杉先生所述，在印尼的工程

收入最高佔了整個中華顧問年度收入的一半，

比例不可謂不重。

“三個第一，揭開
中華顧問工程司印尼工程史”

　　中華顧問退休前總經理林宏政也曾經派駐

於印尼長達十多年，對於中華顧問前進印尼過

往則有另外一個角度的看法。他說，當年業務

同仁看到中山高速公路完工後，中華顧問的舞

台可能就此減少很多，為了延續中華顧問的生

存，同時間中華顧問已經向世界銀行登記成為

國際工程顧問公司，既然已經是國際性公司，

就向國際爭取工作。林宏政說，至於印尼的案

子是不是由世界銀行或亞銀透露出來的？由於

時間久遠難以考究，推斷是十分有可能。

　　為了延續中華顧問的存在，1973年中兩

位專精於業務的同仁劉文蔚、沈為家等人啟

程前往印尼，天天到印尼公路廳等相關單位打

轉，就是希望拿到工程案子可以另闢中華顧問

國內之外的收入。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拿到

第一個工程案，就此打開中華顧問在印尼的工

程史。

　　至於中華顧

問到底哪個工程還是哪個時期算是

與印尼的第一次接觸？答案眾說紛紜，關於這

點林宏政提出解答。他說：「有三個第一」。

經由他的說明，也讓原本混沌一直難以理解的

問題終於有了解答。林宏政笑著解釋：「最早

的第一是泗水社區土地開發計畫，不過那只是

一個小計畫，與後來拿到的計畫案相比真的很

小」林宏政強調。當年參與此民間土地計畫，

有劉文蔚、吳明文、胡方正、馮聖賢及張照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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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在CECI的計畫工號是63001。

　　另外一個第一是1974到1975年蘇拉維

西島A-K-D公路建設負責監造工作，這其實是

日本太平洋工程顧問公司（PCI）的分包顧問

案，主因在中山高速公路等建設有合作經驗，

且對於中華顧問有很好的印象，因此就向中

華顧問商借三位同仁前往，其中一位就是張

步陵，另外兩位是張聰州、樊寧生。所謂「借

人」就像是現在航空界「濕租（機組員與飛機

一同借出）」一樣，掛B公司的名稱，但實際

上是A公司的人。

　　「第三個第一就是我所參與過的印尼峇

里島公路改善計畫，同時期在東爪哇也有公路

計畫同步進行。這裡的第一就是正式使用中華

顧問的名稱向印尼公共工程部公路廳拿到的案

子」，一席話讓現場人有著豁然開朗的感覺，

長年的疑惑終於解開。當年最初參與此計畫的

有鍾江元、林宏政及廖政芳等人。

“能順利拿到印尼政府的案子，除
了同仁的努力外，還有一點是中華
顧問獨有的─技術轉移”

持續成長的印尼業務

　　中華顧問雖以道路、港灣、機場為交通專

業，但同時對於土地規劃開發也十分熟稔，由

中壢工業區、新竹科學園區開始到南部科學園

區、中部科學園區甚至後期是大家所熟知的淡

海新市鎮就可窺知一二，這些經驗都成為後來

中華顧問揚名海外的重要基礎。

　　為了達成踏足海外市場的目標，1976

年正式於印尼首都雅加達成立辦事處“CECI 

JRO”，並成功拿到計畫長達8年的泗水公路

改善計畫。隨後，又陸續取得印尼公共工程部

公路廳大大小小超過30個計畫，包括泗水區

公路改善計畫、三寶瓏公路改善計畫、峇里島

公路改善計畫、印尼第五號公路監工計畫、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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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西加里曼丹島移民屯墾計畫、IBRD貸款的

「SRIP蘇門答臘及爪哇島主要道路改善計畫」

等多項工程，直到印尼雅加達捷運計畫。

　　由於業務執行成效斐然，1980年，前董

事長樊祥孫先生還代表中華顧問前往印尼參加

東爪哇島地區公路網改善工程竣工典禮，並接

受印尼公共工程部頒贈成績優異獎。

　　當時的中華顧問已經在國際工程顧問公司

領域中打出了知名度，也讓人不敢小覷中華顧

問的實力。但是對於所有中華顧問在海外打拼

的同仁而言，努力所獲得的成就是心安理得，

更多的人則是抱持著平常心，對於公司獲得的

榮耀與有榮焉但卻不驕傲，收拾好心情繼續投

入工作中。

　　林宏政說，能順利拿到印尼政府的案子，

除了同仁的努力外，還有一點是中華顧問獨有

的。他回憶，當時在印尼的外國工程顧問公司

家數不少，不過大都是賺了錢就走，只有中華

顧問在提案時會加入「技術移轉」的承諾項

目，讓印尼政府對中華顧問產生了信心。「事

實上，雖然在工地現場只能邊做邊教，但都是

毫不藏私」林宏政強調。在工地現場只能邊

做邊教，但是「在雅加達可就曾多次開班授

徒」，派駐雅加達長達20年的老中華同仁李杉

回憶。

　　當然，雖說小心駛得萬年船，可不是由中

華顧問到台灣世曦海外工程都是順風順水一路

順暢地完成。畢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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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不同、民族性不同、語言與文化不同。中華

顧問也遇到過陰溝裡翻船的呆帳事件。例如雅

加達外環公路工程施工監造和泗水東二環路工

程設計等先後遇到呆帳問題。

　　為了讓印尼當地工程顧問業得以成長，

以往外國顧問公司參與當地公共工程的遊戲規

則也開始改變，世銀、亞銀都限制外國工程顧

問公司的參與比例，「因此就變成多家工程顧

問公司一起統包一個大工程並進行分包，中華

顧問則參與其中幾個分包工程擔任顧問，以往

一群人一起工作的模式變成一個人負責一個案

子」。「不過印尼的在地工程顧問公司程度真

的需要加強」林宏政笑著解釋：「因為民族性

的不同吧？」

大型都市計畫的先鋒

　　很多人都不清楚，中華顧問曾經是淡海新

市鎮的推手之一，也是國內許多工業

區的設計監造者。在印

尼也曾有許多次與都市計畫有關的案子經手。

例如印尼泗水社區計畫，這對中華顧問來說只

是牛刀小試，因此只有四位同仁前往。最精彩

的莫過於1980到1991年這11年間在印尼加里

曼丹、蘇拉威西與巴布亞等大島所進行的「移

墾計畫」。

　　印尼是由許多島嶼所組成的國家，較繁

榮大島就是爪哇島，不僅首都在此，也是經貿

重鎮，自然而然也是居住的熱點，尤其是雅加

達。隨著人口越來越稠密，印尼政府需做最妥

切的處理，以免因為過於壅擠對環境對環保與

生態還有健康造成衝擊。於是世界銀行多次貸

款給印尼，推動移墾計畫，中華顧問就在這個

需求下參與這項堪稱全世界第一的移民安置計

畫，最高峰時共有超過7萬3千多戶離開爪哇島

到新的地區生活。

　　雖然印尼政府推動成果眾說紛紜，不過

堪比當年美國開墾大西部這樣的壯舉還是讓許

多曾參與這項計畫的中華顧問同仁至今津津樂

道。這也證明了中華顧問的同仁不僅是交通規

劃的高手，對於都市計畫也是一把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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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仁因為專心於工作，
錯過與家人的最後一面，只能在異
鄉遙祭。也有同仁錯過了最摯愛的
小孩成長最為精采的那段，但是依
舊不悔”

“當年三番兩的印尼排華事件，當
地暴動不斷，華人被殺、被搶的消
息時有所聞，可是中華顧問同仁仍
然如常工作，不以為意，因為知道
萬一狀況來時，公司會有相對應的
撤離方案”

銜命前往使命必達

　　中華顧問跨足海外市場時，許多同仁都有

外派的經驗，長則數年短則數週，有的是因為

工程、業務所需，要長時間在海外工作，有的

則是臨時前往協助踏勘或協助處理技術問題，

不論長短都是一個經驗的累積。以印尼而言，

這個國家氣候溫暖潮濕，風俗民情與台灣差異

很大，當然語言也是一個問題。

　　李杉回憶這段過往記憶猶新。由於李杉早

期曾在海外工作過，因此當印尼業務量大增，

需 要

有經驗的人前往掌

舵時，李杉就成了不二人選，在

1977年到1978年間，他曾長達2年的時間待在

印尼擔任中華顧問的水利專家兼行政主任，不

只參與印尼中爪哇400公里及東爪哇1,200公里

公路改善計畫，後來持續在印尼雅加達任職主

任長達11年之久，堪稱以印尼為家。

　　他回憶，第一次派任4個月，沒想到回國2

個月後一通電話又被派到印尼半年，回國後三

度派任前往，就這樣待了許多年。

　　不只李杉是這樣的狀況，退休的張步陵

協理也是幾乎把大半輩子的職涯投入了海外工

作，泰國、印尼、越南皆可看到他的身影。其

中印尼的工作更把太太拉進來讓她成為中華顧

問印尼工作同仁思念家鄉美食最佳的大廚。張

步陵回憶那段駐守在印尼的時光，眼神就亮了

起來，一切一切彷彿是昨日而已。

　　張步陵提及那段過往十分謙虛，但是所有

經歷過那段時期的人對張步陵卻是感激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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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竟 離 鄉 背

井到完全陌生的異國工作，沒有家人在身邊，

每天都面臨著來自於工作上的巨大壓力，因此

有長時間派駐在外工作經驗的張步陵與夫人兩

人格外照顧同仁，特別是隻身前往的同事更是

照顧有加。而張家牛肉麵就口耳相傳到現在，

吃過的都說讚，派外同仁之間的感情比家人還

要親密。「我可以證明，張家牛肉麵真的很好

吃，而且許多單身同仁都常去蹭飯吃」，也曾

派駐印尼的捷運部馬俊雄回憶那段時光依舊記

憶猶新。

　　當時所有外派的中華顧問員工，遠赴海外

工作，心中念茲在茲唯有工作這件事。所以在

遇到困難時，他們總是以平常心面對，譬如當

年三番兩次的印尼排華事件，當地暴動不斷，

華人被殺、被搶的消息時有所聞，可是中華顧

問同仁仍然如常工作，不以為意，因為知道萬

一狀況來時，公司會有相對應的撤離方案。還

有同仁因為專心於工作，錯過與家人的最後一

面，只能在異鄉遙祭。也有同仁錯過了最摯愛

的小孩成長最為精采的那段，但是依舊不悔。

　　雖然是公司派任前往，不過也還是有同仁

為了家裡的收入增加而自願到海外工作。「畢

竟當時派外的薪水比較高，可以讓家裡生活較

為充裕」。多位有派任到海外經驗的同仁都異

口同聲的這樣說。

　　單身派任後勤遞補實屬不易，遇到狀況遇

到問題就要臨機反應立刻處理，尤其中華顧問

CECI的招牌已經在國際上就是品質的保證，參

與印尼派外工程的同仁們都如履薄冰，深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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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不小心砸了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招牌。

　　例如曾任中華顧問執行長的朱福來，在印

尼從事蘇拉維西道路工程兩年，就面臨語言與

技術的問題。他回憶，當時他的專長在橋梁部

分，高速公路道路設計並不熟悉，最近的同事

距離150公里遠，在那時候根本不像現在行動

電話這麼普及，還可以視訊通話。為了與工程

緊密銜接不讓進度落後，他只能趁同事還未到

另外一個工地時趕緊進行惡補，還好自己畢竟

是土木專業，也有很深的學問基礎，經過多次

的琢磨才突破這個困難。他說，在此之前、之

後各個工地、各個專案，都還有更多的同仁遇

到各式各樣的問題，他們全都是秉持著耐心與

恆心一一化解。

正面迎戰不退卻

　　面對比台灣工程規模大上好幾倍的印尼大

小專案，中華顧問銜命前往的同仁可不是紙糊

的那樣只有外表好看，而是內在都有紮實的本

事，不論任何問題都是正面迎戰。「早期中華

顧問在印尼拓展業務時，前輩都是

單打獨鬥，一個人到印尼公路總局、相關辦事

處詢問，遞送服務建議書，過程中即使遇到困

難，也不曾氣餒。對於好不容易取得的工作，

大家想的都是如何做好工作，再幫公司取得更

多工程。」林宏政提起派駐在外的一切微笑說

到，彷彿哪些苦跟拿到工程獲得肯定比起來，

一點都不算什麼。

　　曾擔任中華顧問海外業務代表張雋，提到

在印尼爭取工程的艱辛，頓時思緒回到當年海

外拓展業務的點點滴滴。他感嘆的說，台灣顧

問公司在國外處境相當辛苦，其他美國、日本

顧問公司靠政府協助推廣業務，但是我們外交

環境艱困，也沒有貸款可以提供來協助顧問公

司發展業務，因此只能靠自己與業主建立良好

互信關係，提供良好的技術服務來爭取業務。

　　在印尼的生活雖苦，同仁們都能苦中作

樂。有的在假期時飽覽當地風光，有的則

是埋首書堆充實自己，那些日

子的辛苦如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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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來卻是異常甜美。

不只是做工程而已

　　中華顧問工程司雖然表面上是協助印尼做

好道路等工程，但在印尼的工作不僅只有工程

而已，在單身赴任後勤無法及時跟上的時候，

所有派駐在外的同仁都要有十八般武藝，這個

情形不僅在印尼發生，在沙烏地阿拉伯、約旦

甚至是越南、新加坡都是如此。

　　張步陵回憶，當時除了監造外，還要擔任

協調者的角色，協調業主、包商之間的關係；

李杉在雅加達擔任主任的時期，還要與印尼

黨政界打好關係，除了有利工程的取得與進行

外 ， 更 重

要的，也是自然形成的隱性任務，就是國民外

交。

　　我國與印尼的正式外交關係於1950年宣

告中斷。檯面上的正式外交關係走不通，就

走檯面下，透過民間的方式與該國政府與民間

持續維持好關係，這樣的做法不僅在印尼上如

此，在日後歐洲、非洲甚至是美洲、澳洲都是

如此。

　　中華顧問一方面持續推動印尼工程業務，

另一方面也積極與印尼官方建立良好互信關

係。要讓對方百分之一百的信任，除了端出

一百分的作品外，就是秉持著「以誠待人」，

且是真心的關懷。訪談許多曾外派印尼的退休

同 仁 們 都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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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印尼的那段

期間，積極與相關單

位打好關係，確實是有助於

我國在該國的外交推展。

　　亞洲開發銀行同意資助我國中山高的建設

條件之一，就是外國工程顧問公司除了主導部

分專案外，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做到技術移轉。

雖然在技術移轉的過程中不見得與亞洲開發銀

行設想的一樣，但確實也讓中華顧問工程司技

術得以茁壯成長。

　　接下印尼的工程後，中華顧問工程司就由

「學生」變成「老師」，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工

程專案裡細細教導當地的工程顧問公司人員，

也特別在雅加達開班授徒，這一切就是複製中

華顧問工程司的成長經驗，也要讓印尼當地的

工程顧問公司成長起來。

持續奮力地向前行，足跡踏

遍海內外

　　有了十大建設與印

尼 經 驗 後 ， 中 華 顧

問積極的跨大步向

前行，足跡更是遍

及海內外，包括約

旦、沙烏地阿拉伯、

新加坡、史瓦濟蘭王國、

中國大陸等。如今在印尼的辦事處

依舊持續運作中，近50年的深耕歷史，已經深

深地刻畫在印尼與許多國家的歷史中。

　　回首前塵，國內的工程更是如繁星般眾

多，令人矚目且熟悉的大台北都會捷運系統、

國道三號高速公路、高雄捷運系統、高雄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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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桃園機場二期、桃園機場三期、高雄國際

機場拓建、北市電腦號誌系統工程、西濱快速

公路、長榮航空機棚、台塑麥寮工業港、東西

向快速道路、北宜高速公路頭城蘇澳段及北宜

高速公路全線交控系統、台灣高速鐵路、鐵路

地下化、鐵路高架化、多處工業區與科學園區

開發、社子大橋、桃園機場捷運、金門大橋、

蘇花改等，都可以看到中華顧問工程司乃至於

後續子公司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所有同仁揮

灑汗水奮力工作的身影。

　　今年是中華顧問工程司成立50週年。回

首這50年來，中華顧問工程司與台灣甚至世界

共同成長，面對下一個50週年，我們持續秉

持發揮我國專門人才之技術知識，促進交通建

設，改進工程技術，協助國內外之經濟發展為

目的，推動智慧交通與智慧城鄉，戮力研發創

新、服務卓越、永續經營與正直誠信，讓台灣

與世界下一個50年更為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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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飛躍成長茁壯的時代
經典五十大事記之四

　　坊間研究企業管理學的文章指出，一間公司之所以能持續成長茁壯，關係到下列三項因

素－「為自己及公司的成長做好準備」、「留意影響公司成長能力的因素」、「公司的的成長

需要員工對未來的展望」。看似攏統的三個要素，其實深入研究卻可以與中華顧問的草創到揚

名的成長軌跡相符。

　　「當年中華顧問的名聲之高，一堆人搶破頭想進來」在中華顧問服務近30年後退休的藍敏

佳回想當年中華顧問的盛況，如今就像昨日剛發生那樣的記憶鮮明。為了讓中華顧問的技術水

平能夠維持在高標，中華顧問不論是在成立當時亦或是現在的台灣世曦，都是秉持著惟才適用

的原則。

　　為了廣納人才，在沒有人力銀行、Hunter的年代，透過學長學弟關係、朋友關係，動員外交

人員、登報招才甚至是工程現場直接挖角，只要是人才，中華顧問一個都不想放過。因此到了

中山高速公路興建後期，中華顧問工程司在國內工程顧問業中已經成為執牛耳的地位。中華顧

問的茁壯，來自於在工作崗位兢兢業業的員工，更來自於為國而無私的所有員工們。

◎ 撰      述：張 聖 奕

◎ 資料提供：CECI集團退休同仁聯誼會、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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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下班時間到了之後離開辦
公室，不是回家，而是簡單吃個
晚餐，然後又回到辦公室繼續加
班”、“當初加班根本沒想到加班
費，就是不想因為自己的工作耽誤
而影響同仁、影響工程進度”

上下一心一家人

　　
中華顧問由中山高速公路開始，受到美國

帝力凱撒以及德國道基兩間顧問公司的提點，

整體實力有著飛躍式的進步，除了國內持續進

行的重大公共工程外，也開始跨足國外。在

1980年代最高峰之時，國內由南到北、由東到

西；國外印尼、沙烏地阿拉伯、約旦、越南、

新加坡等地都可以看到中華顧問同仁的身影在

  
 

工程現場忙碌著。

　　中華顧問成立之初，許多來自不同單位，

如鐵路局、公路局，國內外工程界的傑出人才

等，這些人毫無地域、派系之別，大家一心付

出，那時不管是在大陸大樓也好、光復大樓

也罷，常是通宵達旦工作，燈火通明的情景。

「那是一個大家雖然忙碌，但卻是上下一心為

了中華顧問以及國內建設衝刺的時候」。許多

經歷過那段，由中華顧問退休的同仁在訪談過

程中都提到相同的一點：「許多人下班時間到

了之後離開辦公室，不是回家，而是去吃個晚

餐，然後又回到辦公室繼續加班」、「當初加

班根本沒想到加班費，就是不想因為自己的工

作耽誤而影響同仁、影響工程進度」。

經典五十大事記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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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幾百人的大型顧問公司了，感情濃

厚的就像一家人。「在當時大陸大樓時期，晚

上附近的住家燈都滅了，只有中華顧問的那幾

層樓燈都是直到深夜才逐漸熄去」。

　　雖說中華顧問並未要求員工加班，當年也

沒有所謂「責任制」，但是身為中華顧問一份

子的人都很清楚，手上的工作關係到國家的進

步與民眾的福祉。這話現在看起來可能顯得矯

情，但是在當年的氛圍卻是如此。

　　行政管理職的范大陵一次台北深夜騎機車

衝刺的小故事，就點顯出不是只有工程相關職

務的人是如此思維，就連行政人員也是如此。

范大陵回憶：「一次午夜時分騎著偉士牌機車

一路從台北狂飆到松山國際機場，僅僅是趕著

從清晨自沙烏地阿拉伯飛抵台灣的同仁手中取

得設計圖，能夠即時交付業主手上。」范大陵

認為：「現在許多人都在說文化、企業精神，

我想早期為中華顧問樹立標竿的前輩們，其所

凝聚的典範就是中華顧問的文化精神。」

“上層領導者如何讓每個不同形狀
的員工拼成一個圓，是考驗著領導
者的智慧，更是一間公司能不能持
續營運最關鍵的因素”

管理是一門藝術

　　中華顧問的員工來自於大江南北國內國

外，每個人成長經歷皆不同，從求學到待人處

事觀念，從小習慣到生活，各有各的背景。在

數百人的企業中，如何讓每個人適得其所發揮

最大的力量，是一個挑戰，也是一門藝術。

　　在企業管理學還未成為顯學的40多年前，

中華顧問的歷任掌門人就做到了這點，最為關

鍵的就是人性化、前瞻思維的管理。「上層領

導者如何讓每個不同形狀的員工拼成一個圓，

是考驗著領導者的智慧，更是一間公司能不能

持續營運最關鍵的因素。」一位長年對企業經

營有所研究的學者指出關鍵點。上面這句話簡

單的說就是大家常聽到的：「取人之長補己之

短」，如此一來就會產生「合力」的作用，這

種作用可以推動個人乃至於企業由弱而強，由

小而大。

　　前董事長的鍾正行先生，職場前半段雖是

公職人員，但是卻沒有大家印象中傳統公職人

員的那種拘謹與守舊，而是大膽創新，1996年

開始擔任中華顧問董事長一職，四年半快五年

的時間中，將原本因應時代不斷轉型顯得疲乏

的態勢再加力推上一把回到主流，更讓年虧損

一億多的中華顧問重新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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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切可不是憑空掉下來的，而是一段

抗拒到配合的長時間努力的成果。鍾正行回

憶，他初到中華顧問任職時，中華顧問正處於

虧損，不是幾千萬的那種，而是連續三年每年

都虧損超過一億多。這樣的局勢已經讓企業陷

入經營危機，更不用說當時的中華顧問有超過

一千多位員工，背後所代表的則是一千多個家

庭的生計將出現危機。

“為了擺脫虧損的陰影，並激勵員
工認真面對自已的工作，因此中華
顧問一方面持續進行業務開發的
「開源」，但是在企業體內則開始
推行「節流」”

度過虧損難關，就由一隻原子筆開

始

　　以現在經營管理學的角度來看，一間公

司的虧損要挽救，最快的辦法就是立刻實施大

裁員，透過裁員可快速的降低人事成本費用，

短期對於企業有一定的效果，但是長期來看，

卻不見得是這麼一回事。尤其是會將許多具有

長年經驗的人與企業切割，終究會造成技術斷

層，日後要彌補這個差距並非是一天一夜就可

達到的。

　　長年在一間後勤福利優渥的企業任職，會

養成兩種人，一種是極度的浪費毫無企業營運

成本可言的人，另外一種則是感念企業給予的

而更奮力工作。前者將會造成企業有形與無形

的支出大增。「中華顧問就像是資優班，自視

甚高，要大改變不容易，漸變是可行」，鍾正

行受訪時，一開始就以短短的四句話就把中華

顧問的優秀與改革困難形容得淋漓盡致。

　　他來到中華顧問後，觀察到的就是前者的

風氣已經根深蒂固。鍾正行說，他來到企業任

職，曾自我反問這是「養老站、中繼站、休息

站還是職業的終點站？」。他進一步說：「體

認到是職業的終點站，自然就會認真的工作，

而中華顧問有制度，所有人都尊重制度，因此

只要一點外力就可以開始改變」。

　　為了擺脫虧損的陰影，並激勵員工認真面

對自已的工作，因此中華顧問一方面持續進行

業務開發的「開源」，但是在企業體內則開始

推行「節流」。

　　節流就由一隻原子筆開始，中華顧問不提

供免費的原子筆，而是讓員工自己採購，但是

發放購置金，讓員工自己買趁手的筆。這項措

施慢慢的擴及到其他工作上會用到的文具。鍾

正行說，自己買的東西一方面合乎自己需求，

另外一方面也會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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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文具外，節流的措施逐步擴展到其

他方面，例如在數位相機剛興起之際，中華顧

問就率先採購多部數位相機配發到工地裡，只

要遇到問題就直接拍下後透過網路傳回中華顧

問相關單位，再由負責的人檢閱照片後找出解

決方案，再透過電話聯繫，真的沒辦法隔空處

理，才到現場去。鍾正行說，原本一個月高達

25萬元的機票錢支出就這樣大幅的下降。

　　其餘方面，降低加班費、出差費等支出，

都是中華顧問調整的目標。只不過這些措施實

施，在當時可是飽受批評，但是為了企業的生

存，這是必要之惡。

　　節流政策實施隔年，公司由每月支出六千

萬的零用金下降到不到兩千萬。時間很快的來

到隔年的端午節，中華顧問一口氣發給所有員

工每人5000元的端節獎金。雖說是獎金，「但

實際上是員工自己省下來的」鍾正行補充道。

他說後來再也沒有同仁抱怨這些節流措施。

　　改革的措施不斷的持續推動，中華顧問

開始由虧轉盈，原本一億多的虧損在隔年降低

一半，隨著業務持續擴張，營業額與獲利開始

正成長，兩年多的時間，擺脫虧損惡夢，達到

一億兩千萬元的獲利。

　　減少浪費之虞，中華顧問也開始推動淘汰

制，只要不符合中華顧問企業經營所需，就算

是人才也必須忍痛割捨。因此有了每年5%的

淘汰率。每年各單位主管必須要提出工作表現

最差的末5%名單，並交由人評會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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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還有的救就是「留校察看」，若真的救不

來，就只能忍痛放棄。雖然這樣的政策令當時

的員工同仁大反彈，甚至黑函到上級單位。

　　時隔這麼多年後，鍾正行談到此事表情霎

時凝重了起來，口氣如同當年決定實施的那種

堅毅：「這是從競爭力角度考量」。他進一步

解釋：「如果到處妥協，就沒有業績可言」。

“CECI要做到台灣第一，而且在世
界上是可競爭的對手”

員工與企業共同成長

　　「要形成上面所說的圓，其中有一項關鍵

要素必須要提出來」。在中華顧問具有多年材

料檢驗專業的吳學禮強調：「他在中華顧問的

時候，自認有必要前往參與的國內外會議、論

壇，只要提出來，長官都會點頭同意，甚至中

華顧問會全額負擔所有費用。」

　　吳學禮回憶，1992年他與國工局、台北

市住都局的人共5位前往荷蘭海牙參加國際會

議，每個人需要負擔16萬台幣的旅費，他一提

出想要去的想法立刻獲得同意，並且全額費用

由中華顧問來出。也因為這個政策，讓他常有

機會到外面見識，也學習到很多，造就他能發

表近150篇論文的主因。他也不好意思略帶靦

腆的說，也因為這些機會讓他除了工作外還能

到世界各地走走增廣見聞，也是這份工作帶來

的額外收穫。

　　商場同戰場，工程現場亦然，沒有暢通快

速的通訊，就沒有任何商機可言，更不用說可

便利的溝通並解決問題。1997年時行動電話還

算是高端設備，不說門號要排隊才可能有，就

算有門號手機也不便宜。但是為了中華顧問的

生存，能在工程顧問業市場搶得先機，隨時隨

地找得到人、暢通無阻的通訊就成了中華顧問

的要務。「工程顧問是服務業，不論何時何地

業主都要找的到人」中華顧問觀察到行動通訊

的暢達將有助於業務的推展，因此在當時國內

行動電話才剛起步之時，就依照業務需求大量

配發手機，並補助通訊費，同時要求同仁不論

白天晚上手機都要24小時保持開機狀態，以便

有狀況時可以立刻處理。

　　另外，每人都有個人電腦以及電子公文系

統也是率業界之先。雖然中華顧問使用電腦進

行工程設計起步很早，在中山高速公路設計之

初就已經開始，不過當時必須要寫好程式後向

政府所屬中央財政單位借用電腦跑程式，自己

並未設有任何電腦機房，後來中華顧問也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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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主機以利專案進行，

不過還是屬於少部分人的才會操作，更多的時

候還是靠著手工慢慢的計算與繪圖。

　　鍾正行到任後，看到電腦化作業是未來

必走的方向，因此多方研究後拍版定案，由何

金駒率領相關同仁一同規劃，更新既有大型電

腦，讓中華顧問在工程設計時更為便捷。只不

過前端快了後端還是無法提升速度，關鍵就在

後端依舊靠人工進行。對於急如火的專案可是

沒有這麼多時間可以等待，因此勢必後端工作

的所有同仁都需要有電腦會電腦。

　　中華顧問在節流上有著嚴格的規定，不過

對於投資員工、促進員工成長與更為便捷快速

的作業流程這些部分卻一點都不小氣，導入全

司電腦化作業就是最為重大的決策。雖然當時

有許多人習慣手繪圖、手寫公文等。但是不可

否認的，電腦化作業的確有助於工作速度的推

展，只是政策一出便引起許多人反彈。

　　對於部分員工的反彈，鍾正行沒有氣餒，

而是以鼓勵代替責罰的角度進行推展，並由董

事長開始以身作則，參與資訊部所開的電腦相

關 實 務

班，從零開始一步步的

學習電腦操作與應用，最終讓公司作

業全面電腦化，也大幅縮減不必要的紙張浪費

與開支。

　　林宏政說，公司電腦普遍時，在海外的同

仁還不是這麼熟悉，派駐結束回到國內時，還

有點搞不清楚。他自己就因為不知道公司已經

推動電腦公文系統而差點延誤公文簽辦時機：

「經由同事提醒才知道，公司已經將公文電腦

化，而且很多公文都卡在他這一關，他沒審核

就無法進行後續簽辦」。

　　另外，推動社團活動，提供每個部門預

算用來裝潢屬於該部門的輕鬆小天地、推動閱

讀等等，都是中華顧問提升員工職場競爭力所

用的方法。放眼企業給予員工福利較為普遍的

現在，其實早近20年前在中華顧問就已經開始

施行，許多作為堪稱業界第一，也是國內企業

界首創並不為過。這種緊跟著時代潮流脈動，

並讓職場生活化等作為，讓中華顧問不論在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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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服務、職工福利等

都傲視同業，讓人稱羨不已。

　　中華顧問就在一邊調整內部作業模式，一

邊爭取專案內外雙管齊下，業務蒸蒸日上，國

內土木系、營建相關科系畢業的學生，都把進

入中華顧問當做第一職志。

“雖然中華顧問並不是以營利為目
的，確實這樣的現象也讓中華顧問
持續的被外界質疑”

因應社會期盼，台灣世曦誕生

　　回顧中華顧問工程司的創建歷程，起因為

十大建設中一併培養我國工程顧問人才，由交

通部匯集許多單位捐助下成立，雖是財團法人

頭銜，卻有著一個「司」的名字在內，因此在

某些角度也算是政府單位。

　　成立之後，國內說得出來的重大公共工程

無役不與，因應當年的時空環境，財團法人有

著營業的行為。但是到了90年代後，國內工程

顧問業百家爭鳴，中華顧問工程司僅需繳納營

業稅，而無需繳納20%公司所得稅，這樣的現

象飽受外界批評。

　　朱福來回憶：「財團法人標榜是以不營利

為目的，但是卻與其他需要繳稅的工程顧問公

司一同競標，有著不公平的現象，雖然中華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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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並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確實這樣的現象也讓

中華顧問持續的被外界質疑」。

　　與中華顧問性質相同，只是先後成立的中

興顧問社與中技社，為了符合政府法規，都已

經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顧問則是最後一個

尚未符合財團法人法中規範的財團法人。

　　當時只有三年的時間要解決這個棘手的問

題，依據當時的情勢，成立民營公司是必走的

路。朱福來說，當時提出了三個解決方案，經

檢討後只有成立台灣世曦才能維護既有員工權

益」。第一個方案是中華顧問工程司另外成立

一間新公司，與中華顧問完全脫離。但是這樣

的結果會造成日後取得標案十分困難，因為這

間公司等於是從頭開始沒有任何經驗、經歷，

大部分的案子都需要提出過往經歷為審核項目

之一，基本上想拿案子困難重重。

　　第二個方案就是與其他民間企業合作，朱

福來說這樣會產生圖利的問題，包括既有資產

與之前所累積的資金、工程經驗經歷等，都等

同於被民間企業吸納走，這條路也行不通。

　　第三個方案也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就

是成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由中

華顧問工程司百分之一百持股的新公司，中華

顧問既有員工大多數轉到台灣世曦，且無縫接

軌延續之前的年資、薪資與福利，只剩下少數

人留在中華顧問工程司擔任研發、行政等相關

工作。朱福來說：「中華顧問就轉型成為一個

控股公司」。

　　路，終於找了出來。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於2007年5月1日於百世大樓掛牌

正式成立，未多久將原本分散於四處辦公室的

員工集合到內湖現址統一集中辦公，至此，台

灣世曦的世代就此展開，業務觸角也開始不斷

延伸，由陸上公路、鐵路、高架道到海上的離

岸風電、智慧運輸等，都看得到台灣世曦同仁

們辛勤工作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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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材料實驗，華光顧問誕生

　　「華光顧問的出現，就是為了避免球員

兼裁判的現象」，朱福來強調。一項工程的進

行，由可行性研究開始，就與實驗脫離不了關

係，包括瀝青混凝土（AC）鋪面、水泥、鋼筋

甚至是現地土壤性質等等。承包台灣世曦所發

出去工程的承包商，一方面要按照台灣世曦的

設計施工，另外一方面還要受到台灣世曦的材

料檢驗，這樣有偏袒業主的疑慮。為了提振公

正性，由台灣世曦材料試驗部依照企業併購法

切割後獨立運作，華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於2011年7月1日正式成立，成為有著中華顧

問DNA的新公司。

由中華到世曦到華光，不變的是對

於品質的堅持

　　中華顧問工程司於今年11月22日將屆滿

50年。回首前程，台灣社會經過多次的轉型，

民生如是，政治如是；一批批新員工加入，老

員工退休。不管是中華顧問後的台灣世曦，亦

或者華光工程顧問，CECI人所不變的是對於品

質的堅持與要求，善盡企業對社會之責，就這

樣一代傳一代，持續向著下一個50年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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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祝  福  * * * * * *

*  篳 路 藍 縷  五 十 匆 匆  *

*  中 流 砥 柱  深 耕 交 通  *

*  華 光 耀 眼  世 曦 綻 紅  *

*  顧 後 瞻 前  擘 劃 圓 融  *

*  問 鼎 業 界  永 續 興 隆  *

*  承 先 啟 後  五 十 衝 衝  *

* * * * * * * * * * * * * * * * * * *

CECI集團退休同仁聯誼會

蔡吉仁 敬賀

中華世曦台灣工程業界第一

揚名海內外接天通地五十年

公路捷運高鐵機場隧道橋樑港灣

水環結構管理資訊百強

CECI集團退休同仁聯誼會

牛巽康  敬筆
CECI集團退休同仁聯誼會

廖銘星 

中華顧問建設先鋒，台灣世曦承 

先啟後，創新研發多元超越，專

業踏實合作精進，環保安全 造福

民生，工程翹楚遨翔世界」 祝賀

CECI蒸蒸日上

CECI集團退休同仁聯誼會

朱福來  

中華起步壯大於十大建設

參與高速公路，

中鋼，捷運，榮總重大工程

進軍印尼，越南，沙烏地海外工程

恭賀大司成立50週年慶

CECI集團退休同仁聯誼會

杜湯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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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半百大禹來獻桃

培育工程專才兼公益

國家建設中華均先行

五洲四海中華有足印

再創技術中華進化2.0

CECI集團退休同仁聯誼會

王明盛

十項建設孕育中華之誕生

您我辛勤栽培下卓壯成長

歷盡篳路藍縷艱辛半世紀

兢兢業業固守創新工程路

不若放膽飄遜為揚海外名

稟望承先啟後未來豐偉業

唯世曦華光再創燦爛光輝

CECI集團退休同仁聯誼會

陳智行

五十耕耘與磨練、中華世曦一條心

拓展鴻圖天下聞、周全公益暖人間

智慧交通新氣象、迎來永續未來慶

祝中華顧問50週年生日快樂！！！

中華顧問工程司

翁玉玲

中華顧問走過了50年，有同仁的

歡笑與奮鬥，有各式各樣的酸甜苦

辣，回首盡是難忘的回憶，未來50

年也期望繼續茁壯，再創榮景。

中華顧問工程司

林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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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顧問五十寒暑

建設台灣工程翹楚

公益新姿繼往開來

回饋社會培育人才

中華顧問工程司

林伯勳

民國58年，發生了甚麼事呢?

●  中國電視公司正式開播

●  阿波羅11號宇宙飛船發射升空。

●  波音747的原型機首次試飛。

●  還有還有…中華顧問工程司成立。

你或許會說，一家公司成立能列入世

界大事紀嗎?

那當然，因為中華顧問工程司的產值

超過一般企業的估算價值。

她的影響力，從建立臺灣交通建設的

初步架構，到提升國民經濟生活的品

質，到照顧無數家庭，到培植無數產

業菁英。這一切，感謝中華顧問工程

司的誕生。

50歲的生日格外值得慶賀，是啟航

成為百年企業的起點。

祝福中華顧問工程司與台灣世曦攜手

一家親，同船共駛衝上浪頭，航向百

年基業的碼頭!   

中華顧問工程司 生日快樂!!

中華顧問工程司

王梅

中華顧問工程司

陳德福

司
慶
五
十 

 
 

承
先
啟
後

程
度
厚
實 

 
 

績
效
卓
著 

工
程
專
業 

 
 

日
益
創
新

問
鼎
榮
耀 

 
 

堅
固
磐
石

顧
後
瞻
前 

 
 

樸
實
永
續

華
人
光
彩 

 
 

百
姓
之
福

中
規
中
矩 

 
 

造
橋
鋪
路



2
祝
福
小
語

54 │No.123│August, 2019

花好月圓人團圓， 

司慶歡騰普天慶，

雄鷹振飛千萬里，

傲視群峰達天池；

～祝福公司業績一路長虹。

台灣世曦

林建志

再 接 再 厲

創 業 垂 統

光 前 耀 後

輝 煌 奪 目

五 光 十 色

十 拿 九 穩

年 年 有 餘

這是所有CECI人共同的期望，也是

我最深切的祝福。

中華顧問工程司 

陳燕梅

中華顧問工程司前輩埋頭苦幹奠定

磐石，穩紮穩打克服萬難提攜後

進，以不凡實力引領台灣世曦開疆

闢土成就未來。

台灣世曦

蘇兆輝

中華顧問深耕易耨，台灣世曦繼往

開來，共同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五十而知天命，祝中華顧問五十歲

生日快樂！

台灣世曦

董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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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的秋冬之季，微風和煦，陽

光明麗，中華顧問工程司誕生在這

樣溫馨的日子裡，集日月山川之精

華，匯天地自然之靈氣，成長為一

個優秀團隊。中華顧問工程司順風

順水順人意，大鵬展翅飛黃騰達，

我們為您自豪，我們更為您祝福！

台灣世曦

施亮輝

中華顧問慶半百，

世曦華光「齊」綻采。

繼往開來建新臺，

承先啟後育英才。

知識匯流新藍海，

智慧交通創未來。

台灣世曦

張敬廉

中 流 砥 柱  
華 夏 之 光
顧 司 鰲 首
問 鼎 世 界
五 洲 駐 足
十 方 來 歸
周 而 復 始
年 復 一 年

台灣世曦

傅宣貴

中華顧問50週年

晝與夜更迭，血與汗交融，一路走來50年

與你成長到各自展翅高飛，心裡多了對你一份驕傲

與你分享光耀及掌聲，眼裡看你像一個巨人佇立

生日快樂～願下個半世紀 50年 我仍想與你攜手相扶 

台灣世曦

林宥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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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顧問扛起國內海外無數重大工程建設

五十年以來每個角落裡見證許多建設奇蹟

汗水交融成為我國培育重要建設人才搖籃

引領台灣世曦深耕每寸土地創造美好未來

台灣世曦

劉嘉哲

中華顧問引領工程50年，工程實

績有口皆碑，期望中華顧問繼續

帶領台灣世曦創造佳績。祝福 中

華顧問五十歲生日快樂。

台灣世曦

闕文鏈

中華顧問50年的深耕成長，已在台

灣工程界奠定扎實穩定的根基，原

本以土木為本質的招牌，如今已成

為工程界的“金字招牌”，希望這

招牌未來繼續為工程界創造更多的

奇蹟。祝福 中華顧問五十歲生日

快樂。

台灣世曦

姜興華

中華顧問五十載

世曦承先華光耀

民參擘劃創新局

業務長虹永興隆

台灣世曦

民參部／技術整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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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技術中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

從容走過50年，多少先進戮力起，成就功業後人

享，為人作稼不求名，永續經營慶豐餘。

台灣世曦

郁來福

中華顧問成立50周年的日子，走過50年的風

雨歷程，在政府機構與各界朋友的支持與幫

助下，公司將開始新的征程

台灣世曦

李承翰中 外 信 孚 是 翹 楚

華 堂 開 新 聚 長 才

顧 憶 擘 天 師 自 然

問 覺 華 光 胸 滿 懷

生 生 不 息 育 有 道

日 新 駿 業 聚 五 十

快 意 前 瞻 領 世 曦

樂 育 英 群 傳 一 百

台灣世曦

民參部／財經組

五十年的歲月，這是工程

的洪爐，五十年的日夜，

背向天面向地，山可移海

可填，創造工程的奇跡。

台灣世曦

顏士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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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卓越，領先群倫

顧問專業創新，業界楷模

工程深耕五十，承先啟後

台灣建設高飛，國際接軌

世曦傳承佳績，再創巔峰

台灣世曦

李景棠

中華顧問駿業肇興，台灣世曦大

展經綸，華光工程日新崇隆，期

盼中華顧問的50歲生日、開枝散

葉、源遠流長、且在歡笑中事業

愈展愈盛。

台灣世曦

李文騫

篳路藍縷   胼手胝足

孕育英才   技術卓越

攜手台灣世曦

挑戰新世代  共創新未來

台灣世曦

王子安

五十年工程淬煉的實力累積，持續地

技術研發與創新，工程顧問第一品牌

實至名歸。祝中華顧問未來--技術更

上一層樓，業績更發光發熱。

台灣世曦

江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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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有嶼，寶島台灣

台灣之興，不知土木之辛也

您宛如看不見的巨人

肩負建設重任 一路披荊斬棘

歷經半個世紀 不曾停滯 不曾懈怠 

點滴積累成就高塔

眾人仰望 為之讚嘆 為之驕傲

中華是穩固的基石 是世曦強而有力的支撐

展望未來 飛越天際 創造下一個五十年

台灣世曦

段隆翔‧吳依儒 

中華顧問走過半世紀風華；

祝中華顧問50年生日快樂，繼續伴

著我們至下一個世紀       

台灣世曦

許琍婷

讚呀！中華顧問歷經50年

服務工程人人誇

建橋鋪路頂呱呱

再創五十年

恭賀 中華顧問工程司50週年"生日快樂"

台灣世曦

謝鳳津

民國 58 年，國家十大建設啟動孕

育了中華顧問工程司，經由技術與

創新，持續打造台灣基礎建設

民國108年，走過50年

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来

希中華顧問工程司在未來的日子

持續再創歷史，越走續越輝煌！

台灣世曦

張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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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各路英雄攜手合一

奉獻中華開彊拓土紮根奠基

五十年後集團精英突破創新

締造佳績名揚世界享譽國際

祝中華顧問五十週年生日快樂

台灣世曦

王麗齡

五十年的開拓進取，

五十年的砥礪前行。

中華已培養工程界眾多棟樑之才，

世曦繼往開來將再創造新的輝煌！

台灣世曦

黃玉佩

中華顧問承擔十大建設重責大任為國家福祉中流砥柱，

華光世曦承先啟後專業技術創新為公司奠定百年根基，

五十周年春華秋實共創共榮智慧台灣為交通工業尖兵，

展望未來更上層樓駿業肇興大展鴻圖再創百年新氣象。

祝中華顧問五十周年生日快樂1969至2019永遠長久。

台灣世曦

辛銀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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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週年的歷史是那麼充滿偶然，鳥飛沒有先見之明，萬徑也不能選擇捷

徑，只有舉步為艱情境交融的共襄盛舉。

沒有專業與嚴謹沃土不會有豐盛，沒有熱情和分享赤地長不出光彩。成功

別承諾的那麼遠，還有很多天涯可努力。

在我孤獨努力的每個日子裡，請你悄悄地念一念我的名字，並且要說有人

在思念著我，我還是活在你祝福的心裏。

你的名字叫做 [中華顧問工程司]。

台灣世曦

張大鈞

五十易春秋，風華正茂，

半百載耕耘，碩果累累。

由前輩們的開疆拓土，締造成就基石；繼以後進的挺進不懈，成功創開

新局。如今，站上半世紀的榮耀偉業，台灣世曦是勇而無懼的探索者，

在功成家國建設的桂冠下，是壯志豪情的夢想家。

從來，我們不圖舒適與輕鬆，承擔艱鉅的重負；在他人望而卻步的地

方，勇於闊步攀向巔峰。如今為了半百世紀榮光，全體歡慶與共，熱烈

地祝願台灣世曦 年年創新凱歌奏揚，喜看舉目錦繡河山。未來，在新

的征途中，再勇攀高峰，寫下另一頁輝煌。

台灣世曦

詹佳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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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

中華顧問50週年特刊

摘   要

臺灣隨著科技的進步，包括GPS、LiDAR、InSAR、AI、物聯網…等的應用，加上重大工程的相繼展

開及完工，如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捷運工程、離岸風電…等，期間累積的經驗，促使國內大地工程技

術有長足的進步。惟可供開發的土地日益減少，工程規模愈來愈大，蓋的愈來愈高，挖的愈來愈深，造

的愈來愈長，載重愈來愈重，加上在國內地質環境條件差，地質變異狀況複雜，自然災害頻仍及不確定

性因素多等情況下，以致對大地工程領域充滿著挑戰，本文針對大地工程目前之各項挑戰，探討其因應

對策，以有效解決大地工程困難，供工程界參考。

大地工程
回顧與展望
Review and Prospect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關鍵字(Key Words)： 大地工程(Geotechnical Engineering)、安全係數(Safety Factor)、困難與挑戰(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極限紀錄(Limit Record)、分析模式(Analysis Mode)、

                          
  對策(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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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 use includes GPS, LiDAR, InSAR, AI, IoT to develop the new 

events, such as Highway, high speed rail, MRT system, offshore wind power, etc. Only when the land available 

for development is decreasing, the scale of the project is getting larger and larger, the cover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the excavation is getting deeper and deeper, the construction is getting longer and longer, and the load is 

getting heavier and heavier. In additio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poor geological environment, complex geological 

variation,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and many uncertainties in Taiwan, the land is affected. The engineering field is 

full of challenge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challenges of geodetic engineer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difficulties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engineering 

community.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大地工程部／協理／吳文隆 (Wu, Wen-Long) 1

大地工程部／經理／蕭秋安 (Hsiao, Chiao-An) 2

大地工程部／經理／周永川 (Chou, Yung-Chuan) 3

大地工程部／副理／陳聰海 (Chen, Tsung-Hai) 4

大地工程部／副理／周坤賢 (Chou, Kun-Hsien) 5

1 2 3 4 5



壹、前言

土木工程領域包含橋梁、交通、公路、鐵

路、機場、港灣、捷運、電機、機械、建築工

程等，可為人類生活帶來便利、安全、舒適的

環境，大部分可見的是構築於地面上之設施，

而大地工程往往容易為一般人所忽視。大地工

程領域包含所有位於地表下之各型構造物基

礎、隧道、地下空間、維生管道工程等設施，

為地下構造物，唯有穩定的地下結構物才可以

為工程帶來長期穩定安全。

地下工程與地質材料(包括土壤、岩石、

水等)息息相關，大部分的地質材料都是自然存

在的，具不確定性及變異性，且臺灣位處板塊

交界，地震頻仍，地質破碎，加上極端氣候因

素，降雨引致地質材料弱化，工程災害頻傳，

如圖1所示。

如何將上部結構載重有效地傳遞至地盤

中，不產生過大沉陷量，或地下構造物承受地

盤應力場的改變對其結構的不均衡作用力，而

不產生過大的變位，或剪力破壞，並符合防

水、阻水、透水性能之要求及受震反應，為大

地工程設計分析重要項目。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大地工程納入AI人工

智慧、大數據、LiDAR、InSAR、IoT物聯網等帶

來創新與突破，但如何掌握大地工程地質材料

特性，合理之分析模式，採用適宜安全係數、

考量環境條件變動劇烈及確保設計品質等問題

之挑戰，本文將逐一探討說明。

貳、大地工程之挑戰

一、地質材料變異性大且複雜

大地工程設計須先獲悉可靠合理之地工參

數，惟地層屬非均質天然材料，其形成的環境

及過程多樣又複雜，致地層層次之變異性大，

每一層次之強度、壓縮性、透水性變化大，且

具異向性及依時性。地質方面除地質材料之種

類、物理性質、力學性質外，尚須考慮地質構

造不連續面、弱面、環境因素、風化、侵蝕、

大地應力等，不易用很科學方法或統計學方法

客觀而嚴謹來決定，於是如何擷取複雜而不規

則之地工參數，考驗著大地工程師之智慧與經

驗。近年如金門大橋海域地質調查，同一橋墩

內鑽孔距離25m，其岩盤深度差異達10m以上，

如圖2所示，因此離岸風電地質調查以單一孔代

表風機之地質情況，是否也需謹慎因應。

圖1 臺灣地質環境破碎與極端氣候，對大地工程影響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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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質調查作業困難

不論是基礎工程、邊坡工程、隧道工程

之結構體構築深度可能不同，惟皆深入地層

中，在相當厚之覆土層或岩層下，地層構造變

化大，卻無法加以直接觀察檢視，甚至工址位

於地形險惡崇山峻嶺中或河流中，僅能由河水

面或地表面，以地球物理探測方法或地表鑽探

取樣方式進行探查，又受限於探查機具搬運困

難，資材運補不易，以及有限之孔數或調查點

所得之小尺寸樣品，於地層變異較大之工址，

其調查成果往往與實際地層有較大出入，如何

去推測及描述整個地質情形，有其極高之難

度。因地層不易完全以地質鑽探或其他調查方

法可加以確定，加上地下水文隨著季節或降雨

之變化特性，對於地層土岩體的力學強度、行

為影響甚大，再者，經由一般地質調查及地質

鑽探取樣所獲得之地層力學性質與現地原狀土

岩體之真實力學性質，因取樣、裁樣等擾動及

試驗狀態模擬必然存在相當的差異，影響其調

查之精確性及完整性。

三、低安全係數FS 

工程設計時採用安全係數是為了確保工

程構造物於使用年限內具有合理之安全性與可

靠性。地工構造物及其組成構件須於使用年限

內，承受可能發生之最大載重與外力作用時，

具有相當的安全性，不致產生倒塌破壞情事；

抑或於使用年限內，不得發生過大之變形及材

料損壞現象，如：過大之總沉陷量、差異沉陷

量與側向位移量、裂縫等影響使用功能，大地

工程設計與施工皆涉及甚多無法避免的不確定

性，其不確定性因素包含了客觀部份(如：載

重、載重效應、土岩體強度與壓縮性質)與主觀

部份(如：分析模式、設計方法、技術水準、判

斷、經驗及人為誤差)。雖說一般主觀部份之不

確定性可藉適當之品保(Quality Assurance)措施

予以減低，惟仍須於設計時採用安全係數涵蓋

之，方可確保構造物可獲得妥適之安全性及使

用性。

大 地 工 程 設 計 規 範 之 安 全 係 數 F S ， 在

圖2 金門大橋深槽區岩盤深度差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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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坡工程要求為FS=1.1~1 .5；在擋土構造物

為FS=1.2~2.0；在淺基礎工程為FS=1.0~3.0、

樁基礎工程(壓力樁)FS=1 .0 ~3 .0、(拉力樁)

FS=2.0~6.0，在深開挖擋土支撐工程FS=1.05~2.0

之間，如圖3所示。

有關大地工程設計安全係數FS經檢討比較

結果均較其他工程設計低了許多，例如機械工

程方面電梯鋼纜或吊索設計安全係數FS=8~10，

鍋爐設計安全係數FS=10，錨固螺栓安全係數

FS=7~15。人工製造材料製程嚴謹之鋼筋、混

凝土、電線、鋼結構，生產過程其品質控管良

好可靠度高，材料性能可依設計需求而製造，

材質、特性可充分模擬分析，其設計安全係數

FS皆高於大地工程，況且大地工程所面對之土

壤、岩石係天然材料其工程性質非均質、異向

性，相形之下，大地工程設計面對低安全係數

及高不確定性，雙重考驗之下是重大的挑戰。

至於設計風險方面，建築物之基礎構造

或下部結構物，為建築物最重要的部份，不能

有所損壞，若有所損壞時，則造成結構物倒塌

或無法使用情形，所以性能要求較高，一般而

言，下部結構安全係數應較上部結構為高。

四、大地工程構造物靜不定度低

有關大地工程構造物其結構系統簡易穩定

圖3 大地工程穩定分析安全係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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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較差，與房屋、橋梁結構梁柱系統，動輒幾

千個靜不定度，甚至幾萬個靜不定度，相形之

下實在顯得較不可靠，若有人為設計疏忽、施

工錯誤，或自然力、地震力、豪雨之作用很可

能因無贅餘靜不定度而失去穩定，造成破壞。

實際舉例說明，一般淺基礎、重力式擋土牆、

懸臂式擋土牆、樁基礎、沉箱、地錨等地工結

構物，經簡化後均為靜定結構，僅有邊坡穩定

分析之切片法屬超靜定分析，所以當地工結構

有一部份構件失效或損壞，結構就變成不穩定

結構，且無安全餘裕可提供預警之空間，在短

時間內造成破壞，所以大地工程失敗機率較結

構工程高出許多，以林肯大郡順向坡滑動之岩

錨護坡即為典型之案例。

在大地工程一般都以極限平衡狀態進行分

析設計，然其材料行為屬非線性，變形量不易

模擬分析，加上大地工程構造物大部份屬於靜

定結構，無安全餘裕作為預警空間，因此設計

上是一項高度的挑戰。

五、大地工程分析模式繁多

大地工程理論、分析模式繁多，設計方

法、規範、經驗公式琳瑯滿目，五花八門，不

一而足。雖然有各種理論及破壞準則，但有其

適用條件與假設，在同一種地層條件之下，以

不同的分析模式，可能得到不同的分析結果，

有時候差異卻很大，讓資淺大地工程師甚感迷

惑，而資深大地工程師有時候亦有無所適從之

感覺，無法做出正確研判。因存在有許多的假

設與地工參數簡化分析，且材料性質屬非線性

具遲滯、黏彈行為，可能隨時間變動之依時

性，影響因素多，分析方法有侷限性，如何模

擬或預測現場實際的情況，假設條件對不對？

分析準不準確？是大地工程師經常面臨的重大

挑戰，僅能力求調查之精度，增加試驗數據正

確性，採用合理之分析模式，並於規設階段設

置監測系統，施工階段量測現場實際土層應

力、應變等物理量，以實測值做為分析值之回

饋、比較，藉由不斷修正，累積大量的經驗

值，提高設計品質，並將工程風險減至最低情

況。

六、環境條件變動劇烈

21世紀社會環境瞬息萬變，人類面對全

球暖化、氣候變遷的問題，地質外營力作用加

劇，颱風頻繁、豪雨量屢屢刷新紀錄、洪水氾

濫、平均溫度上升、冰山融化、海水上升、地

下水位變化、山坡地表沖蝕嚴重、山崩、土石

流災害不斷、河川沖刷基礎掏空等等問題，災

害較以前來得嚴重且超乎以往之預測分析及設

計規範，檢視目前設計標準，如何滿足或符合

當今環境條件變動是一項大地工程之挑戰。位

於斷層帶之構造物，隨著調查成果及維護監測

數據的了解，如國道三號中寮隧道穿越旗山斷

層(如圖4所示)，因板塊擠壓，斷層作用使得

營運階段的隧道及橋梁，產生持續性的大量變

位，影響行車安全；臺北捷運新莊機廠座落於

新莊斷層(如圖5所示)，施工時因斷層泥解壓

造成邊坡變位，對結構物形成額外擠壓與作用

力。以上案例說明大地工程如遭受環境條件變

動影響時，其困難與挑戰往往遠超出設計階段

所能掌握。

七、維護管理

大地工程相關設施，由於長期與土壤、

地下水等接觸，故相關設施具有容易老劣化問

題，例如地錨擋土牆、排水構造物、山岳隧

道、邊坡、地下洞道…等需定期維護及檢測，

設施性能降至容許範圍前，適時的維護管理作

為，除可提高設施的安全性，亦可有效的降低

營運成本。國道3.1K邊坡災害(如圖6所示)後，

國內邊坡工程即訂定詳細檢測巡勘機制，以確

保地錨邊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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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國道三號中寮隧道穿越旗山斷層大地變位持續不斷

圖5 新莊機廠施工遭遇斷層泥解壓，邊坡變位大

圖6 國道3.1K邊坡災害(20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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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近接施工挑戰性大

隨著工程建設的推展，大地工程經常面

臨穿越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捷運、機場等重

要設施，該設施通常具有容許變位非常小的特

性，故整體施工過程中，如何確保設施安全與

營運安全是很重要的課題。三重永安路穿越國

道高速公路工程，為國內最淺礫石層管冪工

程，其覆土深度僅75cm，施工期間為維護行車

安全，高速公路路面沉陷控制非常嚴格謹慎，

如圖7所示。

九、河道內施工

國內重大工程，近年常遇到於河中施工。

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採明挖覆蓋工法施工，需

穿越多處橫交設施，其中過愛河段施工難度及

風險性高，採圍堰工法，搭配河道版(圖8)，分

三階段施工完成。

參、大地工程之挑戰極限

臺灣工程建設突飛猛進，從早期之嘉南

大圳、烏山頭水庫、後來的十項建設、十二建

設、六年國建、新十項建設、擴大內需及前瞻

計畫等重大工程依續推動及完成，引進新工

法、新技術，加上培育大量優秀大地工程專業

人才，促使臺灣大地工程技術日新月異，學術

蓬勃發展，例如在隧道工程、基礎工程(基樁、

深開挖、地盤改良)、邊坡工程、水庫工程、捷

運工程等方面，因此都市高樓愈蓋愈高，開挖

的深度愈來愈深，基樁口徑愈來愈大，隧道長

度愈來愈長，土地開發面積規模愈來愈大，各

圖8 過愛河段圍堰工法

圖7  國內最淺覆土礫石層管冪施工(三重永安路箱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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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工程紀錄屢屢刷新，經收集國內外相關文獻

資料，整理目前各項大地工程之施工紀錄，如

表1所示，各項紀錄可供大地工程參考，並做為

將來挑戰的目標。

肆、對策及未來展望

大地工程為確實掌握地層材質性質，需進

行詳細調查，以提高調查點密度及精度，取得

較多、較準確之數據為主，並以既有經驗之類

似地質材料行為為輔，綜合研判而決定地質材

料參數。

表1 大地工程挑戰極限紀錄

項  目 臺  灣 世  界

最高的土石壩 石門水庫133.1m 蘇聯335m高的羅貢土石壩

最長的山岳隧道(交通工程) 雪山隧道12.9km 瑞士Gotthard Base隧道57km

覆蓋層最厚的隧道(交通工程) 雪山隧道750m
瑞士Gotthard Base隧道
2300m

最大跨度的地下空間 明湖地下電廠跨度24m
法國巴黎建成國家工業和
技術中心陳列大廳

最深的永久性通風豎井 雪山隧道1號豎井512.3m
瑞士Gotthard Base隧道
Sedrun豎井800m

最深的捷運開挖
礫石層：臺中捷運G9-1共構車站36.75m
深；土層：臺北捷運徐匯中學站36m深

北韓首都平壤200m深

最深的建築工程地下室開挖 台北統一大樓基礎37m －

最深的土木工程開挖 高雄永安LNG工程，50m －

最大口徑鑽掘基樁 重陽大橋基樁3.5m －

最深的基樁 重陽大橋基樁長100m
杭洲灣大橋樁徑3.1m，樁
長127.8m

最深的沉箱
大安345kV #2直井壓入式沉箱
H=54.8m，膠囊型，長徑17.2m，短徑7m

日本明石大橋人工島，直
徑80m，H=70m

最深的鋼襯板集水井 五灣仔地滑整治，直徑3.5m，H=52m －

最大厚度的連續壁 台北迪化污水處理廠t=2.1m
東京灣川崎人工島
t=2.8m(圓形連續壁)

最深的連續壁 高雄永安LNG工程H=90m －

最大單一直徑之潛盾隧道 核四海水冷卻工程，D=8.28m 西雅圖高速公路D=17.45m

最大的邊坡崩坍 1942年草嶺大崩坍V=2億m3 －

最大土石流災害 敏督利豪雨造成台8線土石流災害(2004) 中國四川省土石流(1981)

最大土壤液化災害 921集集大地震(1999) 牙買加羅伊爾港(1962)

最大地震斷層位移量 車籠埔斷層水平位移量10m
臺灣車籠埔斷層水平位移
量10m

最深地質鑽探孔深 車籠埔斷層調查H=2000m －

最深石油探勘深度 新竹寶山11號井5863m 蘇聯貝加爾湖12262m

最大順向坡滑動 草嶺大崩山，V=2億m3 －

最大之岩壓設施 明湖地下電廠 －

最硬的岩石(單軸壓縮強度) 達見砂岩 －

最大預力的地錨 明潭地下電廠120噸 －

最大填海造陸工程 高雄港填海造陸7.2億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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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調查方面，作業須考量地質調查之

困難性、可及性、代表性及完整性，為減少作

業之困難性與可及性，可研選適宜地質調查方

式，像利用InSAR、UAV、遙測、地球物理探

測方法輔助傳統地質鑽探及試驗；有關調查位

置、調查數量、取樣深度須合適，以取得代表

性之材料，獲得充分而合理之地工參數；而調

查之完整性須同時考量調查範圍、調查項目與

試驗項目是否涵蓋整個工址設施範圍，以利設

計分析之依據。

一、安全係數之取用

設計儘量降低不確定性因素，包括客觀

部份及主觀部份。評估設計風險及參考國內外

設計規範之安全係數要求，取用合宜之安全係

數。若無規範可供參用，可依據學理及工程經

驗選取安全係數或採用性能設計等方法辦理。

必要時應搭配監測及回饋分析修正。

二、大地工程構造物靜不定度低的問題

超靜定分析儘可能採用合適之電腦軟體進

行分析，以便求得真正土壤之應力、應變之狀

況，若屬較單純之工程構造物，結構系統之簡

化或假設，應瞭解簡化與實際情形是否符合，

不能為了簡化分析而有不恰當甚至錯誤之簡

化，一般而言，縱然要簡化亦必須採用偏保守之

假定，經過分析後亦可用以往之經驗加以檢核。

三、分析模式精進

由於各地之土壤、岩石等地質材料組成不

同，在缺乏事先大量之研究、調查試驗分析及

現場實測資料比對驗證條件，無法建立合理之

分析模式，惟有不斷的進行研究分析與配合現

場實測資料回饋分析研究，修正分析模式，方

可得到較佳之分析結果。

四、極端氣候環境條件變動劇烈問題

由於大自然力量無法以人為力量加以抵

抗，順應大自然方為上策，工程規劃儘量避免

大挖大填，可採隧道、橋梁方案避開減少工程

施工對環境之衝擊，工程設施能與大自然和諧

共存，營造永續之大地工程。既有構造物由於

設計條件改變或年久失修，可進行工程使用壽

命檢查、維修並評估，必要時進行補強延壽或

重建，以維護地工結構安全及增加工程使用年

限。

五、新技術之運用

工程調查可使用UAV技術，提供全方位之

評估診斷。可採用InSAR等廣域調查方法，大範

圍、有時序性的監探邊坡變位。採用GPS長期監

測站，了解地盤絕對變位歷史。使用AI人工智

慧、物聯網等技術，提高監測之即時性及大幅

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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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顧問50週年特刊

摘   要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承傳交通部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以下簡稱CECI)，交通建設為CECI專業

技術核心與業務發展重點。CECI自民國58年因應十大建設計畫推動與國家工程專業技術人才培育發展成

立至今50周年，長期參與國家階段性重大指標交通建設之建構與推動，實踐與見證國家快捷公路建設發

展，帶動國家產業發展現代化與經濟成長。

CECI敏銳感知專業技術發展趨勢與社會多元價值脈動，公路規劃設計技術內涵與觀點思維與時精

進，從中山高速公路、第二高速公路、台北市快速道路系統、國道1號五股楊梅段高架、台9線蘇花公路

暨南迴公路改善到台20線南橫公路復建等工程，積極參與國家運輸骨幹建構，體現當代公路工程典範前

瞻技術。茲以本文精要介紹回顧CECI辦理之代表性重大公路建設主要內容，並藉以勾勒未來公路建設發

展願景並淺談公路技術發展面臨之挑戰。

道路建設
之回顧與展望
Road Infrastructure：Retrospect and Prospect

關鍵字(Key Words)： 高速公路(Freeway)、極端氣候(Extreme Weather)、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永續公共工程(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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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s the priority for developing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new business in China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Inc. of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which was transferred to CECI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Int., Taiwa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ECI). Today, CECI has been running its business 
for 50 years (since 1969). It was founded in order to follow the policy of the Ten Maj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cultivate the skilled engineers. The company has been participating in major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over the past five decades, practicing highway infrastructure, and promot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CECI realized that the trend of developing highway design skills and the society values are closely connected in 
the early stage. Both highway design skills and the value of design thinking have been changing with the time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needs for public. The company designed many national highways which are the major roads in 
transportation network such as Sun Yat－sen Freeway (National Freeway No. 1), National Freeway No. 2, Taipei 
Civic Boulevard, the viaduct from Wugu to Yangmet on a segment of National Freeway No. 1, Provincial Highway 
No. 9 (a part of South－Link Highway) Reconstruction, Provincial Highway No. 20 Reconstruction, and so on. Many 
modern highways were completed and became engineering achievements because of the foresight and advanced 
design skills. Thus, this article is to review the iconic highways designed and built by CECI, show the vis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highway infrastructure and discuss the challenges of highway design faced by engineers in 
the future.

道路建設
之回顧與展望
Road Infrastructure：Retrospect and Prospect

1 2 3 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運輸土木部／協理／劉國慶 (Liu, Kuo-Ching)  1

運輸土木部／副理／楊家正 (Yang, Chia-Cheng) 2

運輸土木部／正工程師／翁贊鈞 (Weng, Tsan-Chun) 3

運輸土木部／正工程師／吳劭威 (Wu, Shao-We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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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公路發展論述與永續公
共工程思維)

公路工程為國土空間發展之骨幹，提供區

域人流與物流服務，影響區域的經濟活動與空

間角色。公路建設提昇交通便利性與區域可及

性，為土地開發及產業發展之觸媒，為國家發

展最重要之基礎建設。

台灣公路建設依國家整體經濟規劃發展與

運輸需求分階段推動建構，長期扮演國家經濟

發展之推動與支持角色。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

司(以下簡稱CECI)承傳交通部財團法人中華顧

問工程司，成立50週年，伴隨國家交通建設共

同成長，在深耕台灣、技術創新的專業實踐軌

跡，CECI體認公共建設以民生公益為基，環境

友善為礎，創造人與土地和諧與永續為工程建

設之核心價值。

傳統公路工程於規劃設計以道路定位及設

計速率為專業依據，思考面向侷限於工程技術

及運輸效益，惟隨著全球環境永續觀點，景觀

美學、環境保育、人文關懷與智慧友善成為工

圖1 CECI公路工程體現

程技術發展指標。CECI培養時代脈動敏銳度與

關懷多元價值，以工程及環境全生命周期觀，

透過涵融理性工程科學與感性環境友善的公路

美學實踐，體現具溫度感的當代工程(CECI公路

工程體現如圖1)。

貳、國道高速公路建設

台灣公路建設自1970年啟動中山高速公

路(國道1號)興建，進入高快速公路系統建置

成長期，啟動區域產業發展及空間結構改造動

力，提升國家整體產業競爭力，使台灣進入當

時國際產業分工版圖之重要供應角色。回顧台

灣經濟高速成長的年代，環島高速公路網之建

構，實現台灣一日生活圈成為政府運輸部門政

策願景，因應長期交通建設擘劃與執行，交通

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於1990年1月5日成

立，1991年著手進行台灣區高(快)速公路系統

整體路網研究，初步提出國道系統路網建設藍

圖(如圖2)。目前國道高速公路網已建置營運中

約 1049.26公里(不含興建中之國道4號豐原潭子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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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國道系統路網藍圖

CECI自參與中山高速公路計畫興建，與國

際工程顧問公司技術合作，培育工程專業人才

並落實國內工程技術生根，掌握高快速公路核

心工程技術並長期參與國家高快速公路建設之

建構。以目前營運中之國道高速公路，CECI(含

中華顧問工程司階段)參與可行性研究階段約

70%，規劃設計約400公里佔約 40%。

國道高速公路建置至今，路線暨設施統計

如表1，CECI多年累積豐沛規劃設計及施工等完

整實務經驗，具國內公路運輸之技術優勢，惟

仍不斷積極創新發展先進工程技術，培養當代

環境價值觀點思維，發展世代高速公路工程技

術精進理念(如圖3)與前瞻性策略。

表1 國道路線暨設施統計表(未實施ETC電子收費前)

項次 路段－國道編號 路線長度(km) 交流道(個) 收費站(座) 休息站(處) 服務區(處)

1 國道1號 373 34 10 0 6

2 國道3號－北 117 17 3 2 1

3 國道3號－中南 401 41 8 1 6

4 國道5號－南港頭城段 31 3 1 0 1

5 國道5號－頭城蘇澳段 24 3 0 0 0

6 國道6號南投段 38 4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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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山高速公路計畫─奠定國家經濟發展

基石與CECI專業技術萌芽

(一) 計畫緣起

 中央政府遷台後，由於台灣地形環境

條件，西部平原走廊發展快速，區域南北

交通量高度成長，自1964年至1970年間，

西部幹線日交通量由2200輛增加為21000

輛，既有公路幹道系統交通呈現飽和。

1968年11月，政府與亞銀簽訂技術援助南

北高速公路計畫同意書，1969年1月，省公

路局與美國帝力凱薩工程顧問公司簽訂技

術服務契約啟動計畫執行，經可行性研究

結論建議：臺灣西部海岸縱貫走廊，北起

基隆，南迄高雄，除現有西部幹線公路應

予以拓寬改善，實有迫切需要另闢直達高

速公路。 

中山高速公路又稱國道1號，北起基

隆，南迄高雄，貫穿台灣西部走廊主要城

鎮發展區，路線全長373.4公里，興建經費

429億元，為「十大建設」投資金額最龐大

工程。自1971年8月14日破土興工，1978

年10月31日完工通車，開啟國家高速公路

建設新紀元(如圖4)，其運輸效能大幅提升

國家產業發展契機，奠定早期經濟成長發

展基礎。

(二) 計畫執行團隊

 計畫推動分三期辦理。第一期基隆－

楊梅段全長70 公里。第二期 楊梅－新竹、

嘉義－台南及台南－鳳山三段共長132 公

里。第三期台中－斗南、新竹－台中及斗

南－嘉義三段共長173 公里。

基於當時國家大型工程技術經驗不

足，國內技術團隊尚難以獨自執行如此巨

大複雜的交通工程。政府爰請美國帝力凱

薩工程顧問公司(DCI)及西德道基工程顧問

公司進行主要技術工作，另運籌國內工程

技術發展，除於1970年6月成立交通部台

灣區高速公路工程局(高工局)為專責執行單

位，並由交通部甫成立之財團法人中華顧

問工程司(以下簡稱CECI)進行協作，學習國

圖3 高速公路設計理念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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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工程顧問技術經驗及落實技術移轉(計畫

分期工作執行如表2)。

CECI創立後的第一案為與DCI合作中

山高「台北－三重」路段，後續再共同進

行「內湖－台北」以及「中壢－楊梅」路

段設計；另以原麥帥公路部分路廊予以拓

寬，並截彎取直部分路廊，另修築中山高

「基隆－內湖」段。第三期階段，因高工

局及CECI工程人員均曾配合前兩期國外顧

問協同作業，已獲得充分技術養成與完整

工程執行經驗，故採由國人自辦設計及監

造，故第三期計畫由CECI獨自完成「苗

栗－台中段」、「台中－嘉義段」全部規

劃設計工作，此為CECI公路工程技術萌芽

生根關鍵時期。

在施工監造期間，CECI也擔任全線

工程執行重要角色，除第一、二期工程中

「楊梅－新竹」路段由高工局自行監工

外，其餘因部分亞銀貸款關係，均由國外

顧問公司擔任監工，並由CECI配合作業；

第三期工程則是高工局與CECI自行監工。

於今回顧，中山高速公路建設計畫可謂孕

育CECI公路先進技術之搖籃，更培育CECI

創司至今最精實深厚工程技術的導師前

輩。

圖4 中山高速公路建設紀錄 (資料來源：國道高速公路局)

表2 中山高速公路計畫分期工作執行表

承辦單位 路段及工作內容 備註

高速公路工程局
楊梅新竹段、新竹苗栗段規劃設計
內湖台北段細部設計

中華顧問工程司 基隆內湖段、苗栗台中段及台中嘉義段規劃設計

美國帝力凱薩工程顧問公司
台北楊梅段及新市鳳山段規劃設計
內湖台北段初步設計

西德道基工程顧問公司 嘉義新市段規劃設計

林同棪國際顧問公司 圓山大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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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程技術重點  

1.  設計標準依區域環境屬性，平原區及

郊區採速率120KPH、丘陵區與都會區

100KPH為原則，基本車道配置依區域運

輸需求，台北重慶北路－林口段為雙向8

車道，長17 公里；台北松江路－重慶北

路、林口－南崁、楠梓－鳳山各段為雙

向6車道，共長18 公里；其餘各段總長

338公里均採雙向4車道配置。考量北部

區域都市化發展潛力，三重林口段規劃

階段採雙向8車道路幅預留，先期以6車

道施築；林口至桃園機場交流道則規劃

為雙向6車道，先期以4車道配置，並預

留用地以因應後續建設擴充。

2.  考量駕駛順暢安全及整體線形美學，路

線設計幾何線形於平曲線變化段採克羅

梭曲線設計，此與當時省公路設計模式

不同。

3.  中山高為國內第一條封閉式系統收費公

路，採主線柵欄式收費方式，全線設置

10處收費站，依西部走廊運輸服務需求

設置32處交流道，另考量長途運輸用

路者休憩及餐飲服務，路段設置中壢服

務區(55K)、湖口服務區(86K)新竹縣湖

口鄉、泰安服務區(159K)、西螺服務區

(229K)、新營服務區(284K)、仁德服務

區(335K)等六處服務區。

4.  考量當時國家財力及工程技術條件，構

築方式除跨河橋梁外，工程配置以路堤

及路塹為主，縱坡限制平原區3%，丘陵

區為5%。計畫工程路基土石方共計約

9,800萬立方公尺，橋梁結構包含路橋、

水橋共349 座，長度共35,000 公尺。

5. 林口泰山爬坡段與三義路段爬坡段

  路 線 於 林 口 至 泰 山 區 間

(35K+594~40K+574)及三義至后里路

段(150k+130~154k+760)，為平原與臺

地接壤路段，因地勢高程落差大，縱

坡配置長陡坡路段，三義爬坡段坡度

達 4.9%(如圖5)，林口爬坡段最陡達 

5.2%。

圖5 中山高速公路后里三義爬坡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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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路段通車營運後，泰山林口段因坡長

達5公里，易衍生肇事。泰山收費站因

位於北上線下坡段終點100公尺處，屢

有重車因煞車失靈衝撞收費亭意外事

件，後經CECI檢討並參考國外經驗提出

改善構想，除加強收費亭庇護槽化島結

構，並於1997年於收費站北向之車道外

側，闢設失控車輛緊急滑行道(Emergency 

Escape Ramp) (如圖6)，提供失控車輛透

過標誌導引，駛離主線車道，並利用減

速設施降低車速而停止。

  路線於林口臺地及三義臺地路段，為減

輕開挖回填之地貌擾動，局部縱面設計

依地形採高低差分離配置，並營造整體

景觀植生空間，成為中山高沿線重要景

觀亮點。(如圖7)

6.  大地工程面，路線於台北盆地內湖至泰

山段屬軟弱地盤區，以沿基隆河一帶為

甚。為加速路基沉陷穩定，於特別軟弱

地帶加設砂樁，打樁量累計長達400公

里，並配合長期沉實(約二百天)或預加

超載等工法，以縮短路基穩定期。

7.  中山高橋梁路段比重僅約10%，當時國

內橋梁工程技術經驗有限，仍於部分路

段工程限制高處導入開創性工程技術。

圖6 中山高速公路泰山收費站緊急滑行道

圖7 中山高速公路林口及三義段高低分離道路景觀



3
專
題
報
導

80 │No.123│August, 2019

  圓山大橋工程為國際林同棪公司規劃設

計，全長1,385 公尺(主橋長671公尺)，

為計畫最艱鉅工程之一。為配合圓山地

區景觀、地區防洪及維持中山北路繁忙

交通，特採用大跨徑懸臂式及部分連續

(中間絞節)之預力混凝土結構(圓山橋施

工如圖8)。其中主要跨徑長度達150 公

尺，橋寬平均寬37.5 公尺。此工法為建

設引用之新技術，開啟國內大跨徑橋梁

技術發展新頁。

  中沙大橋為CECI規劃設計，全長2,345 

公尺，跨越濁水溪下游，濁水溪山區雨

量豐沛，洪汎季節長，溪流河床比降甚

大，水流湍急，衝擊破壞力極強，故下

部墩柱結構基礎打樁、吊梁工作甚為艱

鉅。中沙大橋(如圖9)於1978年完工，為

當時台灣第一長橋，計畫全線完工通車

典禮選擇在此橋舉辦，橋與整段高速公

路一同完工啟用(1978年10月31日)。

二、第二高速公路計畫─高快速公路網願景

體現與CECI公路專業技術茁壯

(一) 計畫緣起

 國道1號通車提供高效能運輸服務，區

域產業快速發展促進國家經濟持續成長，

車輛持有率急劇增加，國道1號逐段呈現壅

塞，為紓解交通，高公局先後完成國道1號

林口桃園段、桃園楊梅段拓寬工程及持續

進行全線拓寬改善，同時交通部核定推動

北部第二條高速公路汐止新竹段之建設工

程，並續於1987年進行台灣西部走廊第二

條高速公路後續計畫可行性研究，擘劃國

家整體高速運輸路網建置，以因應長期運

輸需求成長。

1990年1月交通部成立國道新建工程

局，負責辦理北二高未完工程及推動二高

後續建設計畫之規劃設計工作。至此，整

體第二高速公路建設包含主線(國道3號)、

台北聯絡道(國道3號甲)、機場支線(國道2

號)、臺中環線(國道4號)、臺南支線(國道8

號)、高雄支線(國道10號)等路線。建設計

畫分為先期之北部區域第二高速公路(北二

高)與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二高後續)兩

部分(如圖10)。計畫路線於1987年啟動施

工，2004年1月全線完工通車，工期長達

17年。

圖8 中山高速公路圓山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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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中山高速公路中沙大橋

圖10 國道1號與第二高速公路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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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後續計畫的構想始於一日生活圈

的概念，為環島高速公路網的前置計畫，

此時期除了西部走廊建設，台灣東部路廊

及東西向橫貫路廊之國道高速公路建設亦

接續進行工程可行性研究及規劃，這階段

為台灣高快速公路建設發展最高峰時期。

第二高速公路計畫全線可行性研究及

規劃作業由CECI辦理，因應空前之龐大工

程規模及專業技術複雜性，為強化計畫團

隊專業協調及作業整合效能，CECI成立第

二高速公路專案計畫，為CECI成立50年來

最大之規劃設計專案團隊。

(二) 工程概述

1.  第二高速公路計畫之北二高路段自汐止

沿北部山側廊帶布設至新竹，包含桃園

環線及台北聯絡道共108公里，主線中

和至鶯歌段配置8車道，其餘路段為6車

道，環線暨聯絡道採4車道配置。桃園環

線由鶯歌系統交流道至桃園國際機場長

約12公里；台北聯絡線由深坑至北市基

隆路長約6公里。

2.  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路線總長約401

公里，包括主線333公里及環支線68公

里，主線設計速率120KPH，環支線設計

速率100KPH為原則。車道配置主線除霧

峰至南投間為8車道，九如至林邊為4車

道外，餘為6車道；環支線除高雄支線燕

巢系統交流道至鼎金系統交流道及臺中

環線中港系統交流道至新山線鐵路段為6

車道外，餘為4車道。

3.  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環支線中，臺中

環線(國道4號)西起臺中縣清水東至豐

原，長約17.8公里。臺南支線(國道8號)

自新化鎮西行經新市跨中山高速公路後

經安定鄉，路線長約17公里。高雄支線

(國道10號)分為二高主線以西路段高雄

環線，自燕巢往西經大社、仁武，跨越

國道1號後銜接高雄市大中路，路線長約

18公里；二高主線以東段旗山支線，自

燕巢向東延伸於旗山東南端銜接台3外環

道止，長約14公里，高雄支線合計約32

公里。

4.  第二高速公路計畫(含北二高)，設置服務

性交流道64處、系統性交流道18處、收

費站11處、服務區共7處。路廊因大部分

路段屬丘陵山區，全線共設置14座隧道

(雙孔)，9座位處臺北盆地東側山區，最

長的隧道為1,875公尺長的木柵隧道。

(三) 公路工程

1.  路廊研選以台灣西部廊帶軸國道1號服務

未及區域為範疇，路線布設與國道1號建

構相輔架構。為建構路網運輸系統，與

國道1號相交處由北而南分別設置汐止系

統交流道、新竹系統交流道與彰化系統

交流道等3處，提供與國道1號系統轉運

服務。

2.  車道寬於北二高計畫，維持中山高車道

寬3.75公尺標準，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

畫則檢討縮減為3.65公尺，且中央分隔

帶考量植栽及金屬鋼板護欄養護不易，

全面改採為混凝土紐澤西式護欄並加設

防眩板。

3.  基於路廊環境限制較國道1號艱困，考量

環境縫合及撙節用地，地形複雜區段以

橋梁及隧道工程施築，鄰都會區段則以

高架橋配置為原則，整體工程技術性較

國道1號為高(國道路線構築型式比較如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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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於國內高架橋及隧道工程技術提升，

工程構築對於地貌衝擊大幅減輕，導入

大跨徑及高橋墩之橋梁先進設計及施工

技術，路線幾何設計也有更大的優化空

間，路線平曲線流暢性提升，最大縱坡

度則調降至3.5%。

(四) 工程技術重點 －運輸流暢與公路景觀

1. 交流道工程

  交流道工程為路線幾何設計最具挑戰工

作項，思考上需就動線順暢性、匝道匯

出入安全、路線幾何美學、立體化橋梁

結構配置及用地需求等向度之最佳化考

量。CECI傳承國道1號經驗，精進交流道

設計技術發展，除匝道線形力求協調平

順，並簡化行車動線及降低主線車流干

擾影響，主線匝道匯出入以整併一次出

入口為原則。CECI團隊完成許多技術複

雜度高具代表性之交流道，北有瑪東系

統交流道，中部有霧峰交流道，南部有

台南系統交流道、燕巢系統交流道及位

處高雄都會區用地嚴峻之鼎金系統交流

道(如圖11~13)。

2. 田寮燕巢段泥岩月世界

  國道3號大部分路廊為丘陵區，路線於田

寮燕巢段穿經台灣最大泥岩區域，區域

表3 路線構築型式比較表

計畫 路堤 % 橋梁 % 隧道 %

中山高速公路 90 9.8 0.2

北二高 74.8 18.5 6.7

二高後續計畫 49.7 48.9 1.4

圖12 燕巢系統交流道與台南統交流道

圖11 瑪東系統交流道與霧峰交流道 (國道高速公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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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為上新世古亭坑層，以泥岩為主，

常夾數公分厚之薄層細砂岩。岩性軟弱

不透水，岩體強度低，地表面幾無植

生，形成強烈切割之惡地地形，且區域

為泥火山活躍區及穿經旗山斷層，工程

條件嚴峻，規劃階段，除對泥岩工程特

質進行專題研究並進行區域泥火山群分

布縝密調查。本路段為計畫路線研選工

程技術課題最複雜路段，路線工程考量

係以泥岩工程課題、田寮收費站配置、

中寮隧道洞口位置、燕巢系統交流道工

程、高屏溪橋工程及路段縱坡最佳化為

定線方案評估重點(路段工程如圖14)。

3. 橋梁結構

  計畫橋梁構造大幅增加，總長約157.5

公里，占主線長約37%，設計強調技術

創新與橋梁結構美學，大量導入自動化

工法技術，如支撐先進工法、節塊推進

工法、平衡懸臂工法、預鑄斜撐版工法

及預鑄節塊工法，解決許多艱困區施作

困難，並大幅縮減工程經費，計畫團隊

合作，展現與國際接軌之工程技術水平 

企圖。

  瑪陵橋位於基隆汐止段(CECI規劃設

計)，跨越七堵瑪陵坑溪山谷地形，考量

環境擾動及區域景觀，主橋孔採大跨徑

拱造型，主橋孔拱跨徑138公尺(鋼骨混

凝土構造SRC)，橋面採鋼筋混凝土中空

版梁；為克服地形施築困難，主橋孔採

合成拱預架工法施工，另配合支撐先進

工法施築上部中空版梁。整體橋拱與山

谷對照協調，橋體尺度與地景融合，環

境低衝擊施工，成為橋梁美學體現案例

(如圖15)。

圖13 鼎金系統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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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田寮燕巢泥岩區路段工程

圖15 瑪陵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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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屏溪橋(CECI與國際公司技術合作)跨

越高屏溪中游，全長2617公尺，考量區

域地勢變化地景開闊，定位為地標性景

觀橋梁，與北部的碧潭橋成為國道3號南

北兩大亮點工程，藉此展現國內橋梁工

程技術現代化進展。該橋經國際競圖評

選，由奧地利維也納工程顧問公司提案

單塔非對稱斜張橋獲選，主橋段長510公

尺，主跨330公尺，採全斷面銲接鋼箱型

梁與鋼床板構造，施工由國內及日本多

家公司合作完成。高屏溪(如圖16)橋新建

創立多項工程紀錄，為國內第一大跨徑

橋梁，同型橋梁世界排名第二及橋塔全

台最高，至今於工程界仍具指標性。

4. 服務區發展

  高速公路提供中長途快速運輸服務，採

用完全進出管制，因此提供用路者服務

之休息站或服務區等附屬設施應運而

生。服務區於中山高建設階段，初始設

置概念係提供用路者簡單之短暫休息、

用餐、如廁及加油需求，然隨著公路運

具及高速公路使用強度快速成長，使服

務區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爰提昇站區多

元服務機能成為發展趨勢，此亦為第二

高速公路計畫特色重點。

  台灣於高速公路營運發展至今已有40

年，服務區於1980年導入民間經營模

式，歷經長期調整，發展富活力多元的

行銷概念與品牌精神，創建獨特成功的

台灣高速公路服務區商業經營模式。

  國道3號服務區結合基地景觀、行旅驛

站、鄉土文化，進而發展『一區站一特

色』，以CECI規劃設計之關西服務區及

東山服務區為案例說明。

  關西服務區(如圖17)位於國道3號南下

76.8K處臺地，基地面積約23公頃，位於

新竹縣客家小鎮─關西鎮，為北區最大

服務區。規劃小型車停車位410個，大

圖16 高屏溪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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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關西服務區

客車、聯結車、大貨車停車位120個。

服務區規劃導入建築與站區整體環境景

觀營造，結合當地客家風格建築意象，

並善用基地居高遠眺地景特質，區內規

劃客家文化底蘊之休憩公園，為高速公

路服務區多元服務概念進化之先鋒。

  東山服務區(如圖18)基地位於丘陵地，

視野遼闊，設計保留基地內百年古榕，

服務中心配置發想以此為重心，建築

圖18 東山服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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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及戶外廣場呼應大樹之”圓型”

意象，組成圓形空間架構。站區面積包

含進出匝道轉運站用地(未營運)約50公

頃，提供停車服務，小型車約420輛，

大型車70輛，聯結車35輛。主建築體以

半圓形空間構架使室內產生良好的流動

效果。視覺透過大面積之玻璃帷幕牆，

穿過圓形廣場聚焦於大榕樹，構成良好

的空間層次與造型趣味。戶外規劃水綠

開放空間及公共藝術，建構土地環境對

話與豐富景觀內涵，成為高速公路服務

區經典案例。

三、國道一號五股楊梅高架工程－有限環境

空間 寬宏工程夢想

(一) 計畫緣起

 國道1號廊帶北部路段從國家政經中

心的台北，經蓬勃產業發展甫升格為院轄

市的桃園市，到台灣科技搖籃核心發展區

新竹，建構國家經濟發展核心區。近年來

政府部門持續強化本區域大眾運輸系統建

構，惟隨著區域高強度產業發展及人口聚

集，國道1號短程交通亦大量增加，造成

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呈現經常性壅塞。

鑑此，2004年7月高公局完成「桃園地區

(高、快速公路及交流道連絡道路)整體路網

運輸供需及路網建設推動之探討」研究計

畫，建議國道1號五楊段應拓寬改善。

計畫於2008年6月經環保署環評委員會

第167次會議審議「有條件通過」。2009年

2月建設計畫奉行政院核復原則同意並加速

推動。工程於2009年2月4日奉交通部指示

由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接辦。

(二) 工程概述

 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以下

簡稱五楊拓寬工程，圖19)，北銜接汐止五

股高架橋，南至楊梅收費站北端，全長約

40公里。沿國道1號兩側布設，工程自2009

年10月28日正式動工，中壢至楊梅路段於

2012年12月先行通車，五股至中壢路段於

2013年4月完成，全線完工通車，建設經費

587億。

五楊拓寬工程主要功能為提供中長程

旅次服務，以系統服務動線為主，全線於

起點五股端及泰山段設置配對銜接國道1號

平面道路之轉接道，並於中壢處設置轉接

道與既有國道1號平面道路車流轉換(如圖

19)；另於機場系統交流道增設4股匝道，

圖19 五楊拓寬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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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國道2號提供往返桃園國際機場之服

務。在車道配置上，泰山轉接道至中壢轉

接道之間雙向各為3車道，內側車道設置

國內首次採用之全天候高乘載專用車道

(HOV)，提供大客車、計程車及3人以上之

小客車行駛；拓寬工程於中壢轉接道以南

則為雙向各2車道配置。

(三) 工程主要特色

 本工程於2010年1月全面展開施工；

考量工程環境限制及施工期程等條件，本

工程於部分大跨徑橋梁、須施作迅速之路

段採用單價較高之鋼構造型式；特就其中

跨越國道1號平面車道之兩座國內最大跨徑

(216m)鋼箱梁橋，泰山林口雙層共構橋等

最具技術創意工程說明(如圖20)。

前述特殊橋設置考量，主要係國道1號

里程37K+400～39K+100北上側屬岩屑崩滑

高敏感區，依環評承諾路線須予以迴避，

故五楊拓寬工程北上線於林口及泰山地區

兩度跨越國道1號以避開地質敏感區；而兩

座跨越橋之間約3公里路段，則採雙向上下

交疊之橋梁結構，以減輕對鄰近環境之衝

擊影響。

1. 泰山跨越橋及林口跨越橋(如圖21)

  工程於里程37K+400～39K+100間土石

流高危險潛勢區，依環評承諾路線須迴

避，設置林口跨越橋於里程40K跨越國

道1號至南下線側，而泰山跨越橋設置於

里程37K附近再度跨越國道1號回歸原北

上線側，上述兩座跨越橋中央主跨徑長

達216m，藉以跨越國道1號不落墩，為

國內最大跨徑之鋼箱梁橋。

  泰山跨越橋與林口跨越橋，在不同地

形、工址環境及承攬廠商的施工專長

下，採不同施工方式：

(1)泰山跨越橋—懸臂工法

考量施工限制條件，邊跨位於國道路

側，有足夠的場撐空間，採用逐跨架

設施作；跨越段則受限於國道無法長

時間封閉施工，故以自行研發之懸臂

吊裝工作車搭配四座門型架施工(如圖

22~23)。

(2)林口跨越橋—旋轉工法

林口跨越橋兩側邊坡路塹空間狹窄，

臨時塔柱設置之地錨恐侵入鄰地，亦

可能影響鄰標之施作空間，進而影響

工期。經施工團隊研議後，為降低對

圖20 泰山、林口跨越橋及雙層共構橋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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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泰山跨越橋上部結構安裝示意圖

圖23 泰山跨越橋施工懸臂工作車

泰山跨越橋

圖21 泰山、林口跨越橋

林口跨越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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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車流之影響、提供較佳的施

工空間、滿足日間施工的需求，增加

施工品質及安全，故引進日商「川

田」的施工經驗與設備，於跨越國道

路段採用臺灣工程界首次橋梁「旋轉

工法」。施工分區示意如圖24，針對

鋼橋「旋轉工法」施作步驟說明如圖

25。

圖24 林口跨越橋施工分區圖

圖25 林口跨越橋旋轉工法施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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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泰山林口雙層共構橋

  工程於泰山與林口爬坡段，路線採上下

行分離雙層橋梁布設於南下側，該路段

緊鄰大窠坑溪與國道，考量大窠坑溪及

溪側地表植栽之日照、下層橋面之採

光、用路人視野、橋墩造型以及施工條

件之限制，設計採上下層橋面部分投影

重疊方式布設，雙層外懸帽梁之樹狀外

型單柱及結構大偏心方式配置橋墩(如圖

26)，使共構橋柱避免侵入河道，提供最

佳之大窠坑溪地表植栽日照及環境影響

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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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泰山林口雙層共構橋段

3. 鋼構之輕量化設計

  五楊拓寬計畫橋梁工程約占85%，各標

工期均不到三年，設計採用高效率施工

材料及工法，大量採用鋼梁設計，總重

量高達16餘萬噸。路線於五股至林口

段，施工環境限制嚴峻，包括大跨徑、

跨國道1號主線、收費站交通衝擊較大及

南北線共構段等處，均採鋼構之輕量化

設計，並將橋梁構造物之混凝土強度提

高，減少工程結構量體，以更簡潔與精

緻之結構型式，讓平面車道用路人有較

大的透光性及觀景度。

三、工程技術創意

五楊拓寬工程基於環境生態友善、避開地

質敏感區，於泰山與林口間，路線兩次以216公

尺大跨徑不落墩跨越國道1號，為目前全臺灣最

長跨度鋼箱型橋梁，為減少國道1號交通影響衝

擊，施工分別採用懸臂吊裝及旋轉工法，寫下

橋梁工程技術之新里程碑。兩處跨越橋之間則

為國內首見的透空型雙層橋長度2.9公里。

本計畫橋梁工程美學構思與創新工法，達

成避開環境敏感區、減少大窠坑溪生態擾動、

降低既有國道交通衝擊及縮短工期等重大效益指

標，工程團隊突破技術挑戰，以新工法、新思維

出發，與環境共融、永續發展的角度定義工程

挑戰，榮獲2015年國際道路協會( International 

Road Federation，IRF) 所頒全球唯一的「GRAA

全球道路成就獎」設計類首獎(如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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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省道東部公路永續建設挑戰

一、台9線蘇花公路改善計畫─多元環境價

值激盪  公路人新世紀挑戰

(一) 計畫緣起與推動論述

 蘇花公路為台灣東部與北部區域間唯

一聯外公路，因路廊地形險峻且山勢傍依

海岸，路段大部分臨海鑿岩闢建(如圖28)。

因長期天然災變屢致交通中斷及人命損

傷，對路段產業運輸及沿線聚落交通形成

重大安全風險。初始以蘇花高速公路計畫

為改善構想，惟因東部區域國土發展環境

議題，計畫推動長期以來，建設論辯被簡

化為經濟與環保二元價值之兩極爭議，致

歷10餘年未果。然現有蘇花公路提升基本

安全穩定之運輸及抗災性為社會共識，交

通部爰指示公路總局辦理蘇花公路改善，

歸零思考，以多元價值與永續環境發展思

維為計畫推動核心。

蘇花改計畫於2010年11月9日經環保

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200次會議有

條件通過(如圖29)。續於2011年~2012年進

入施工階段，改善工程約38.4公里，建設

經費約528.8億。其中蘇澳東澳路段於2018

年初竣工通車，南澳和平路段及和中大清

水段預計於2019年底竣工。

計畫執行論述：

1.  蘇花公路安全穩定改善具急迫性，為回

應東部民眾長期「安全回家的路」訴

求，計畫推動從「社會正義」觀點切

入，並兼顧「環境保護」理念。

2.  考量花東環境敏感性，於區域公共建設

及相關配套措施仍需強化前提，階段推

動以安全可靠服務為目標，以路段災損

阻斷及交通肇事率高路段進行改善。先

行推動蘇澳至東澳段、南澳至和平段及

和中至大清水段，兼具工程減量、環境

友善及強化公路抗災(如圖30)。

圖27 國際道路協會(IRF)

頒全球唯一的「GRAA全球道路成就獎」設計類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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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蘇花公路險峻環境地景

圖29 蘇花公路改善計畫環評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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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計理念與主要工程內容  永續公共工

程與全生命週期觀

1.  歸零思考，尊重多元觀點，建立全光譜

改善策略，可行性研究從議題分析辯

證、光譜方案評析、對外社會溝通到建

立計畫論述，實踐以往未有的工程推動

操作流程。

2.  區域路廊地形險峻，友善環境生態，路

線構築以隧道及橋梁為主體，建構全生

命週期觀之規劃設計整體性指標策略，

期達成安全、環保、友善及智慧之永續

公共工程。(如圖31)

圖31 全生命週期觀之蘇花改工程規劃設計策略

圖30 蘇花公路改善計畫優先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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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善工程階段性工程減量採雙向雙車道

配置，惟規劃設計預留未來公路服務等

級提昇擴充彈性，優先改善路段蘇澳東

澳段、南澳和平段及和中大清水段工程

長約38.4公里，其中隧道8座23.3公里、 

橋梁13座8.3公里(如圖32~34)。

(三) 公路工程

1.  主要幹道省道定位，速限採60 KPH，以

蘇花路廊全生命週期發展思考觀點，路

圖32 蘇澳東澳段平縱面配置示意

圖33 南澳和平段平縱面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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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和中大清水段平縱面配置示意

圖35 計畫公路標準斷面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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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幾何設計預留道路等級提升之技術空

間(70~80 KPH雙向4車道)。除端點車流

轉向需求，車道配置以雙向雙車道(單向

單車道配置)為原則，路肩(寬3公尺) 提

供緊急救災通道(如圖35)。

2.  長隧道(長度3000公尺以上)採雙孔配置

(單向單車道)，考量長隧道群封閉運輸

模式之救災需求，設置3M寬路肩，提供

緊急救災或故障車停靠(如圖36)。

3.  隧道工程主要風險為地質條件、地下水

及工進掌握，故路線研選將就路廊範圍

地質條件與地下水問題易於勘測及掌握

度高處為優先考量，既有鐵路隧道路線

可提供本計畫選線重要區域地質水文參

考資料。

(四) 工程重點課題與策略  

 CECI辦理蘇花公路改善計畫全線可行

性研究、工程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後續

辦理優先路段南澳和平段工程設計暨監造作

業，茲就工程設計重點與策略綱要說明：

1.  兼具環境友善及景觀美學之路堤、隧道

與橋梁

  生物廊道與棲地環境營造，以南澳和平

段為例，南澳南溪路堤段，考量環頸

雉、白鼻心及鼬獾等陸域動物的習性、

設置動物廊道，串連被新舊台9線切割的

動物路徑;而於橋下設置蝙蝠及鳥類巢箱; 

路堤段以綠資材及隧道之碴料營造多孔

隙之棲地環境，增加地形變化營造近自

然雨水貯留池，提供多元生態棲地(如圖

37)。

圖36 長隧道段標準斷面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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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隧道洞口研選除考量地形地質條件，尚

需考量整體洞口機房管道、迴車道及救

災空間需求，亦將隧道景觀納入設計重

點，以簡潔及原民底蘊思考，整體洞口

景觀融合環境(如圖38)。

  橋梁是道路構造主體美的體現，亦是視

覺地景舞台主角。南澳北溪景觀橋位

於南澳溪沖積平原，路段地景為開闊

平原、粗獷河川與險峻山區交會點，地

景韻律豐富且鄰南澳聚落區，橋型設

計採具視覺張力的脊背橋。橋型採三跨

95+160+105M配置之雙橋塔單索面脊背

橋(如圖39)。灰白色橋塔及斜拉鋼纜融

合秀麗山勢，橋塔造型如雙手托天，隱

喻對天地與自然環境之敬意。在橋梁結

圖37 南澳南溪路堤段友善生態設計構想

圖38 觀音隧道及武塔隧道洞口景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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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力學上，配合施工條件及結構尺度比

例，各跨節塊以不平衡方式設計；在橋

梁造型美向度，橋塔高度與跨度比協調

性、橋體色彩肌理質感與環境之融合意

像美為設計模擬重點。

2. 長隧道防災及安全營運規劃設計

  改善計畫以橋梁及隧道構造為主體具封

閉性，整體防災管理為一綜合土木機電

硬體、資訊軟體及維管策略之整體考量

課題，為行車營運維管安全考量，隧道

主體相關構造說明如下(如圖40)： 

(1) 長隧道採雙孔單向配置，南下隧道及

北上隧道中間以車(人)行連絡隧道相

通，事故時，人員可經由防火門及橫

坑隧道通達另一孔主隧道避難逃生，

圖39 南澳北溪景觀橋透視模擬與完工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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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單位及消防車亦可利用此車行連

絡隧道作為接近火災事故之路線。依

公路隧道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規範，每

隔350公尺設置人行橫坑(兼做小避難

聯絡道)，1400公尺設置車行橫坑(兼

做大避難聯絡道)。

(2) 長隧道洞口設置迴車道或於隧道口前

擴大局部道路(橋梁及路堤)斷面，提

供交警公務執勤及事故時可於隧道洞

口成立指揮站。

3. 隧道通風消防與智慧交控系統

(1) 依國際隧道防災技術發展經驗，長隧

道採用「點排式通風系統」(POINT 

EXTRACTION)，設置獨立排煙管道，

事故煙霧限縮於事故區段。每350公

尺設排煙口，與人行聯絡隧道交錯配

置。排煙口採動態定址式，有效將事

故區之煙熱迅速排除，並配合監控及

交控資訊導引，協助用路人逃生。(如

圖41~42)

圖40 隧道人行及車行橫坑系統

圖41 長隧道口前規劃緊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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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計畫開放重貨車通行，依據各型車

種火災熱釋放率，長隧道消防通風系

統規格採火災熱釋放率(HRR)建議 100 

MW，並設置主動式消防設備，此為

國內隧道工程設置先例(如圖43)。

(3) 完善交通控制智慧安全管理，隧道機

電交控設施配置如圖44。

4. 路線設計施工利用舊台鐵閒置隧道

 隧道工作面最佳化規劃設計與隧道施工

全能工班─計畫隧道工程規模龐大，為

各路段標工期要徑，南澳和平路段兩座

主要隧道觀音隧道(7.9公里)及谷風隧道

(4.7公里)以60公尺長鼓音高架橋銜接

形成超長封閉隧道段，為縮短工期主要

課題標的。路線於觀音隧道段利用既有

鐵路閒置隧道為施工導坑及增設橫坑工

作面，兼具環境友善及縮短工期雙贏策

略 (符合環評審查不由既有台9增闢工作

面)。施工階段導入全能工班之施工人員

機具隧道掘進作業。為於環境限制下充

分開展工作面增進工進之最佳化對策(如

圖45~46)。

5. 土石方鐵路運輸策略

  為減輕施工外運土石方對既有台9線交

通衝擊，環評階段承諾推動工程土石方

鐵路運輸，交通部協調臺灣鐵路管理局

執行「台鐵配合蘇花改北迴鐵路貨運運

能提升計畫」。此配套策略需增加台鐵

擴充相關設施(貨車斗改造及場站裝卸股

道)含舊鐵路隧道租用等費用高達18.5億

(如圖47)。

圖42 南澳和平段 觀音隧道暨谷風隧道通風系統示意

圖43 點排式排煙系統於100MW火載量溫度分布示意



3
專
題
報
導

104 │No.123│August, 2019

圖45 舊北迴隧道新闢施工橫坑示

圖46 觀音隧道及谷風隧道施工工作面規劃示意

圖44 隧道機電交控設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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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台鐵車站場站及貨櫃斗車鐵路運輸

  工程土方開挖量除近運利用，規劃估需

鐵路輸運305萬鬆方(458萬噸)，其中包

含土石方123萬方及有價料182萬方需利

用鐵路運輸。另路廊礦砂(礦砂車)移轉

至鐵路輸運量，則利用台鐵和平、和仁

車站北運80萬噸/年，利用台鐵和仁車站

南運至花蓮港200萬噸/年(中鋼煉鋼石)。

此鐵路運輸配套策略大幅降低施工期間

對既有台9線交通衝擊，實為國內工程執

行典範案例。

6. 蘇花路廊重車安全管制策略

 (1) 車間距及重貨車流量管制為隧道營運

安全提升之重要對策，於長隧道路段

前設置地磅站。全線分別於蘇澳、東

澳、南澳、和平、和中及和仁設置6

處地磅管制站，大貨車行經管制站受

檢，違規車取締驅離，合格車輛匯入

儀控匝道。

(2) 大貨車匯入匝道設儀控設施，管制貨

車瞬間通行量。匯入主線以車間距管

控，保持貨車、客車間距原則以車間

距約50~150公尺管控(如圖48~49)。

圖48 端點重貨車地磅管制站及儀控管理示意

圖49 和平端地磅管制站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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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定Blihun漢本遺址對於工程影響策略

 B3標谷風隧道南口2012年3月5日發現

疑似文化層，搶救團隊中央研究院漢本遺

址搶救發掘計畫業經宜蘭縣政府於2012年

9月3日核備，搶救發掘作業並於2012年9

月15日開始進行。後中研院提報預估所需

搶救期程尚需10年，搶救工作已超過考古

團隊最大負荷量，為縮短遺址搶救發掘時

程，蘇花工程處將台9線以西區域重新發

包，引進新搶救團隊庶古進行全面發掘工

作。(如圖50)

中央研究院進行考古發掘工作，初判

遺址為距今1,200~1,600年前之金屬器時代

文明。2015年7月，考古團隊續向下挖到第

2個文化層遺址，初判是2000年前的新石器

時代後期遺址，且範圍達300公尺長、100

公尺寬，遺址不僅有完整的部落和房子，

也發現100多具遺骸，對北台灣和東台灣

的考古文化將具有重要突破和關鍵意義。

漢本遺址續經文化部於2016年7月1日「第

六屆遺址審議委員會第1次會議」決議同意

指定「Blihun漢本遺址」為國定遺址，並

於2016年7月11日召開「第六屆遺址審議

委員會第2次會議」，針對谷風隧道南口機

房及滯洪沉砂池設施調整議題啟動專家審

查。(如圖51)

本案經團隊縝密檢討，以尊重文化遺

址保留審議、工程配置技術可行及減輕工

期影響為原則，順利完成審議並全力辦理

工程變更設計，主要內容包括：

1.  洞口機房建築：原RC建築變更結構形式

B1層為鋼筋鋼骨混凝土(SRC)，1F~4F 為

鋼構(SC)，基礎高程提高並調整機房機

電設施配置。 

2. 隧道通風管道及電纜管道尺寸調整及平縱

面配置變更。

3. 油水分離池及滯洪沉砂池位置及尺寸調

整。

4.洞口填方整地工程及排水設施變更。

圖50 谷風隧道南口漢本遺址範圍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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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谷風隧道南口漢本遺址搶救挖掘

二、台9線南迴公路改善計畫

(一) 計畫緣起

 台9線南迴公路為花東地區與高屏地

區之主要運輸幹道，因環境地形限制，道

路縱坡陡、平曲線線型變化大及超車道不

足影響，行車速率介於20~30KPH，且致災

阻斷性高，對區域經濟發展及產業運輸造

成重大影響。交通部曾計畫興建南橫高速

公路，但因計畫路線通過大武山自然保留

區，受限於《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規定而

無法興建。

南迴公路香蘭至大鳥段沿海段路堤長

期受海浪淘刷損壞，臨山邊坡易受風化而

崩落，造成交通中斷及人員傷亡，既有安

朔至草埔沿山段則多以高路堤、高邊坡方

式施作，道路安全性及穩定性皆不佳。公

路總局於2002年5月辦理太麻里香蘭至大

武段及安朔至新路段兩路段拓寬為四車道

可行性評估。依據評估結果建議：香蘭至

大武以三至四車道辦理拓寬、安朔至草埔

部分路段以隧道方式截彎取直辦理(四車道)

拓寬，環境影響說明書於2010年9月20日

環保署環評審查委員會第198次會議審查通

過，建設經費204.5億元，建設期程2011年

至2020年(如圖52)。

(二) 工程主要內容

 既有路線香蘭至大鳥段傍海沿山側蜿

蜒布設，路線總長24.9公里，改善路線平縱

面線形原則上依循現有台9線道路拓寬，局

部彎道改善。基於路段地形陡峭，腹地狹

小，為減輕工程大挖大填對地貌、生態衝

擊，路線構造以海側單邊拓寬。多良－加

津林段緊鄰海岸線，工程構築著重防止海

浪淘刷；大鳥段沿山坡而行，路線設計採

分離線方式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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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路線安朔至草埔段雙向雙車道中

央標線分隔，路寬約7.8公尺，路線於安朔

轉東西向進入中央山脈，改善工程路線於

達仁鄉達仁社區附近與台9線分離，沿安朔

溪堤岸左側，行經安朔社區後，以橋梁型

式跨越安朔溪主流，並沿五福谷溪左岸向

西南而行，闢建草埔隧道穿越中央山派，

於楓港溪支流銜接回既有台9線，計畫長約

11.1公里，雙向4車道配置。

(三) 工程技術重點

1.  香蘭至大鳥段 －海闊天空 友善海岸景

觀道路 

  本路段太平洋近在咫尺，壯闊藍色海洋

與自然綠色山林為路廊地景資源及用路

者視覺體驗，為不破壞原有山壁或避免

大幅邊坡開挖，臨海側北上線採新設與

原路線雙向分離且高程較低之單向雙車

道橋梁(如圖53)，橋梁構築採以環境衝

擊及交通影響最小之支撐先進工法自動

化施工，橋梁護欄設計採兼具景觀通透

性及交通安全性之雙層金屬護欄。另考

量海浪長期淘刷路基與暴潮時大浪拍擊

路面影響車行安全問題，海側橋梁縱面

高程整體評估最適高程策略，下部結構

須設置必要防護措施或採橋梁深基礎施

作。

2. 安朔至草埔段－環山繞谷與地景韻律相舞

安朔至草埔段區域路廊環境山勢陡峭，工

程改善採新闢路線、闢建長隧道並以橋梁

及路堤銜接之，除減輕環境擾動，並可大

幅優化路線幾何標準，提升運輸服務之安

全及效率。

安朔至草埔段跨越安朔溪及沿五福谷溪

路段採橋梁設計，避免對生態棲地阻

隔，以「藏橋於林」的設計理念，工程

量體與尺度融入地貌，環山繞谷，行經

其間有悠遊山林環抱的感受(如圖54)；

另隧道段消防安全設計規格亦採蘇花改 

標準。

圖52 南迴公路改善計畫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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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 香蘭至大鳥段海側拓寬工程

圖54 安朔草埔段藏橋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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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大武漁港南側養灘工程

3. 工程技術課題

  香蘭至大鳥濱海路段易受海風及富含鹽

份飛砂侵蝕，橋梁採特殊防蝕設計，並

提高混凝土強度降低結構量體。路線順

應地形採海側拓寬新建橋梁，橋墩採井

式基礎縮減開挖穩定邊坡，並採支撐先

進工法施築降低長浪颱風侵襲風險。工

區緊臨東部海岸線，易有強陣風及長浪

發生，施工便道經常損毀，為維護施工

人員安全，除配置動力救生艇、臨水監

視人員、風向袋、風速計、水位警報器

外，於金崙溪出海河口處加設攔截索及

救生圈，加強人員落水防護措施。

  安朔草埔段溪谷保育類動物及稀有植物

豐富，從調查、規劃、設計至施工均

考量避開生態敏感區域，並妥善規劃

施工動線，以降低環境衝擊。包括採中

大跨徑橋梁佈設，維持生物通道，橋墩

基礎採用竹削護基與井式基礎減少開發

面積。施工便道沿線設置動物穿越通

道，溪流交匯或鄰水域等生態敏感區採

施工便橋，降低生態衝擊；隧道挖方除

運用在仰拱回填及路堤填築，更併同香

蘭至大鳥段剩餘土石方，用於大武漁

港南側養灘工程，保護受侵蝕之台9線

路基安全，建立土石方回收再利用目標 

(如圖55)。

4. 碳足跡查證聲明書 

  多良至大竹段B1標工程在施工中定期由

查證公司查核及辦理碳足跡盤查，是東

部地區第一件獲頒碳足跡查證聲明書的

工程計畫。最終目標期望依據實際盤查

結果，瞭解工程生命週期之整體碳排放

量，及建立本土化之產品碳排放係數及

工程碳足跡參數。

肆、臺北市快速道路系統－市民
大道 多目標使用之都市快速
道路

臺北市自1967年改制為直轄市後，成為

國家政經中心，經濟蓬勃發展及人口成長，持

續成長之運輸需求，導致市區幹道交通負荷龐

大，呈現嚴重交通擁擠，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於1973年開始辦理快速道路建設計

畫，逐步建構臺北市快速道路路網(如圖56)。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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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 台北市快速道路路網

北市快速道路系統全長約59.6公里，其中由CECI

承辦設計之合計長度約占55%，茲以具多目標

使用特色之市民大道綱要說明。

市民大道分為平面與高架道路兩個部分，

高架道路原名臺北市東西向快速道路，與建國

南北路高架橋十字跨越，成為都會中心快速運

輸經緯幹線。

市民大道高架橋西側引道銜接忠孝大橋與

環河南北快速道路，東側於基隆路直接銜接正

氣橋，路線6.4公里，續延東可連接環東快速道

路。市民大道高架橋大部分路廊系利用鐵路地

下化後之騰空路廊佈設(1983年臺北市區推動鐵

路地下化工程)。工程於1991年12月開工，並於

1996年10月陸續完工通車。

快速道路與鐵路共用路權段，高架橋橋墩

基礎分別與地鐵隧道、地下街或地下停車場等結

構體共構，為國內首創高架橋與地下建築或鐵路

隧道共構工程。考慮整體都市土地資源利用，以

高架、平面及地下層多目標利用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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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 市民大道高架橋

一、公路工程

(一)  高架道路沿線設有匝道6處，服務主要

街廓道路銜接。設計預留銜臺北長途

客運轉運站之出口及匝道進入興建中

的臺北文化體育園區。

(二)   高架橋採雙向4車道配置，設計速率

60~80KPH。橋下兩側設置雙向4車道。

考慮都會施工性及構造輕巧，全線採

鋼構設計。

(三)  基於路權寬僅約40公尺，進出匝道採

中央佈設(與建國南北路高架橋匝道為

兩側進出不同)，橋下地面層中央空間

大部規劃為進出車道，局部規劃公共

空間及地下停車場出入道(如圖57)。

二、工程特色

(一)  為使地下構造物承受力減少，採用自

重較輕之鋼橋，且用多孔連續性結

構，減少橋面伸縮縫數量，以提高行

車舒適度。

(二)  橋下空間多目標利用：地面層規劃地

面車道、橋下公共空間及公共藝術

地下層規劃為鐵路隧道、地下停車

場、地下街商場及建構共同管道(如圖

58~60)。 

(三)  地下一層為地下街商場，串聯臺北火

車站地下街.捷運.及交九轉運站地下商

場。

(四) 地下結構－整合共同管道

1.  共同管道為現代化城市發展趨勢，可改

善交通路平、街道景觀、管道統一維

管、都市空間利用及都市防災。

2.  市民大道共同管道工程2000年完工營

運，幹管5,300公里，支管11,000公里。

完工以來未曾受理道路挖掘，促使該道

路平整交通順暢，效益顯著。

3.  共同管道施工成本高，透過軌道地下化

工程整體規劃一併施工，提升共同管道

工程執行性。

(五)  高架快速道路與地下構造共構工程為

高度利用都市有限空間之特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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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 市民大道橋下開放空間

圖59 市民大道與地鐵共構多目標空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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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0 市民大道地下街

整合高架橋與功能不同之地下停車

場、地下街或地鐵隧道等構造物一體

興建，在工程技術具多項突破創新。

工程曾榮獲1997年結構工程學會結構

工程技術獎、1998年中國工程師學會

工程優良獎等獎項肯定。

伍、極端氣候下之山區道路復建
工程 

一、緣起

1999年921地震後，台灣山區邊坡坡體受

到強烈擾動而結構更加破碎，加上極端氣候

強降雨影響，山區公路災損日益嚴重，其中以

2009年中度颱風莫拉克刷新歷史紀錄大雨，造

成中南部山區公路(台18、台20、台21、台24)

大規模路基崩塌、橋梁毀損、土石崩落及河川

土石積高，調查推估土石坍塌量有14億M3，其

中坡面殘餘量10億立方公尺，土砂流出量 4億

立方公尺。為推動災後重建工作，由行政院設

置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專責權處。

由於台灣地形及河川特質(如圖61)，強降

雨衍生嚴重水土型複合性災害，且侵臺颱風頻

率增加提高二次災害風險與復原難度，交通部

依據上位計畫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於

2014年 5 月訂定維生基礎設施領域行動。公路

總局路因應山區公路脆弱性訂定復健工程設計

原則：

路廊迴避：土石流、易淹水、環境敏感地區

採長路段分標施工：減少施工介面，縮短

工期

衝擊減輕：山區採最適斷面，減少開挖擾動

路(橋)河共治：由橋河共治提升至路河共治

橋梁設計：慎選橋址、迴避土石流、大跨

徑、深基礎

CECI團隊於莫拉克風災後，即積極投入協

助區域公路橋梁復建工作，以災損最為嚴重之台

18線及台20線山區路段為主要工作區，多年已

獲具體復建成效，茲以台20線勤和復興段案例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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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台灣河川特性示意

圖62 台20線復興勤和段

二、台20線 與環境自然災害共容相處的道

路

台20線南橫公路經歷多年復建，由於山

區地質狀況及崩塌區極不穩定，修復過程屢因

二次災害影響修復進度，且山區地形險峻，豪

雨土石災害整治不易。台20線勤和復興段沿

荖濃溪河谷建造，路線多建造於河床旁之半山

腰及河階地形(如圖62)，莫拉克風災後路段河

床因崩基墊高30~40公尺，搶救工程於勤和段

(98k+500~99k+400)開鑿右側山壁施作便道，跨

河部分改建為鋼便橋。惟路段於2011年5月完工

通車後，歷經2011年颱風，局部便道路基流失

及鋼便橋遭沖毀導致交通中斷，故本路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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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莫拉克風災修復工程的最後一哩路」。

針對計畫路廊環境二次災害紀錄，CECI

團隊擴大區域環境條件檢討評估，鑑於另闢新

線涉及選線及環評，短中長期難以執行，經評

估仍以溪谷路廊便道復建為原則。便道方案定

位，以提升便道抗災能力及縮短修復時間並預

定使用年期為10~15年為思考(如圖63中期改善

策略)。

在路線規劃作業，本工程先行辦理區域水

文地質穩定性及穩定廊帶安全評估工作，釐清

影響路廊安全之潛在危害，並與台大卡艾瑋教

授研究團隊合作，採用水文序率分析妥善考量

河床沖淤之變化推衍，納入中期道路修復工程

設計考量。

路線設計於平縱面原則上採現有河床便道

既有線形，避免大規模開挖或回填。除玉穗溪

與布唐布瓦那斯東溪採鋼便橋型式跨越外，原

削山便道段改以鋼便橋方式加高及加固基礎，

於河道束縮段則採路堤方式銜接至布唐布瓦那

斯東溪，以提高抗災能力及縮短搶修時間(如圖

64)。

橋面高程設計考量除需銜接前後路段路堤

高程外，針對荖濃溪之洪水位、河床淤高造成

之溢淹影響，參據卡艾瑋教授研究團隊推衍成

果，技術團隊建議以荖濃溪20年重現期之洪水

位Q20(考量氣候變遷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因素，

提高設計重現期)，及序率分析15年期2029(+)之

淤積高程(如圖65)，再加上莫拉克風災後河床淤

高變化高度、布唐布那斯溪影響等因素，作為

中期便道橋梁段高程設計之依據。

本工程區域環境之水文地質非常不穩定，

荖濃溪上游坡面殘餘崩基土方龐大，復建工程

設計準則與傳統考量標準不同，需多元考量各

樣複合式災害潛勢及其影響，前期辦理水文地

質穩定性及穩定廊帶安全評估，進行災害敏感

區辨識、修復工程選線及方案評估，以利工程

得以順利施工(如圖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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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 台20線復興勤和中期改善便道構想

圖65 台20線復興勤和段水理及沖積分析模擬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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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6 台20線復興勤和段中期便道完工現況

陸、公路建設展望

公路脈絡與土地肌理緊依相融，公路建設

的發展也成為土地空間演變的觸媒，公路工程

師的專業定位，不僅僅只是提供運輸交通服務

面，對整體國家民生、經濟、人文與環境具有

極大影響力。CECI深耕台灣公共建設，從中山

高興闢年代創司，參與經歷國家每一個階段重

大交通建設計畫，對每一個世代的CECI公路工

程師，是榮譽也是責任，是專業技術傳承也是

志業執行信念。

1994年12月30日環境響評估法頒布對工程

建設推動產生巨大衝擊，以人文關懷與生態保

育價值為核心的永續環境思潮衝擊工程界，工

程師技術思維向度必須更多元而開闊。回顧過

往工程實踐軌跡與台灣國土發展脈絡，展望未

來，公路建設發展仍具高度想像與挑戰。

一、技術思維

(一)  永續環境思維為全球趨勢，新世代道

路設計之理念將跨越專業技術量化數

據轉化之工程尺度，調整為建構多元

價值關懷及考量環境願景具藍海彈性

發展策略之永續設計概念。

(二)  路線工程師的思考高度為“空間走廊

建築師”，公路融入環境成為地景韻

律，成為區域住民記憶的主角。綠色低

碳人本友善，通勤、行旅、停駐、觀景

及生活多元服務之公路生活美學實踐

(如圖67)。

二、西部走廊

(一)  區域高快速公路網系統強化(國道7

號、國1甲、國2甲延伸、西濱全線)及

節點與瓶頸路段改善。

(二)  綠色運輸服務導向，複合式運輸觀

點，鐵公路多目標轉運站建設將積極

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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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7 公路建設未來式

三、花東區域

(一)  花東區域具綠色產業資源及發展基

礎，惟考量在地住民生活與產業交通

服務，快捷運輸系統建構仍具重大意

義，尤其是當西部高速鐵路建構完成

運轉多年，高速公路建設主張對區域

交通發展論述將持續產生板塊擠壓。

(二)  蘇花改採分期推動與工程減量策略( 雙

向雙車道，並預留容量提升彈性)，可

消彌推動阻力及滿足東永情境，惟完

工營運，路廊仍面臨風災預防性封閉

管制，具效益及政策完善性質疑，且

局部改善通行風險仍存在，與花東民

眾安全穩定訴求仍有落差，蘇花路廊

後續改善計畫之推動仍具必要性。

四、都會交通

六都時代，高度立體化都會快捷公路及

軌道系統仍將持續建構，然追求人本友善與可

親尺度的街區改造運動亦將更為蓬勃，都市交

通運具將有更多可能，大眾軌道捷運、快捷街

車、自行車、人行將成為街道的主角。

五、郊區公路

以環境縫合、安全順暢、公路行旅服務及

型塑在地特色為導向，聚落道路空間成為聚落

生活與休閒觀光的帶狀長廊。

六、山區公路

(一)  極端氣候因應，山區國土環境養息優

先，災區公路復建採中期目標策略，

減少邊坡擾動，道路量體精緻，結構

型式以提高道路抗災力及縮短道路搶

修時間為考量。

(二)  在公路維護上，強化橋梁與邊坡全生

命週期管養系統建構，公路安全監控

系統建置及建立預警安全封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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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

中華顧問50週年特刊

摘   要

中華顧問工程司自民國58年成立以來，參與許多國家重大建設及海外工程，均能秉持專業素養全力

以赴，圓滿達成任務，其中橋梁工程是本公司最重要的業績之一。欣逢中華顧問工程司成立50週年，本

文將回顧50年來台灣橋梁之發展情況，分別介紹鋼橋、預力混凝土橋及鋼與預力混凝土複合/混合橋梁之

發展歷程，及其在梁橋、拱橋、桁架橋、雙層橋、斜張橋或脊背橋等橋型中具代表性之橋梁案例。

台灣位處地震帶，且因極端氣候影響，橋梁之耐震、抗洪補強及延壽技術益受重視，茲提出近年來

研發新穎之材料及工法，例如橋梁換底工法、震災緊急修復及隔震支承應用等，可提昇橋梁之安全性及

延長其使用年限。

隨著經濟的發展及生活品質的提昇，橋梁建設不僅須滿足交通需求，更應重視安全防災及與自然環

境之融合，展望未來，工程碳足跡、橋梁CIM及橋梁防災管理等方面，將是橋梁發展之新方向，本文將

就此重要課題提出說明。

五十年來台灣橋梁 
建設之回顧與展望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aiwan's Bridge 
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50 Years
關鍵字(Key Words)： 拱橋(Arch Bridge)、桁架橋(Truss Bridge)、雙層橋(Double-deck Bridge)、 

斜張橋(Cable-stayed Bridge)、脊背橋(Extradose Bridge)、耐震補強(Seismic Retrofit)、　
換底工法(Bridge Substructure Replacement)、工程碳足跡(Engineering Carbon Footprint)、 
橋梁CIM(Bridge CIM)、橋梁防災管理(Bridge Disaster Preven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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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established in 1969, the China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Inc. (CECI) has participated in many Taiwan major 
constructions and overseas projects. All of them have been able to uphold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fulfill the tasks. 
Bridge engineer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CECI. Appreci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CECI,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bridges in Taiwan in the past 50 years, and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teel bridges, prestressed concrete bridges and steel/PC composite/hybrid bridge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such as arch bridge, truss bridge, double-deck bridge, cable-stayed bridge or extradose 
bridge.

Taiwan is located in the seismic hazard zone, and due to the extreme weather, the bridge's seismic and flood 
retrofit, and life-sustaining technologies are highly valued. It is proposed to develop new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recent years, such as bridge substructure replacement, earthquake disaster emergency repair and isolation 
support, etc. These applications can improve the safety of the bridge and extend its service lif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bridge construction must not only 
meet the transportation needs,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safety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engineering carbon footprint, bridge CIM and bridge disaster 
prevention management will be the new prospects.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an explanation for those important 
topics.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前總經理／王炤烈 (Wang, Jaw-Lieh) 1

總工程師／林曜滄 (Lin, Yew-Tsa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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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結構部／協理／曾榮川 (Dzeng, Dzong-Chwang) 4

第二結構部／經理／蔣啟恆 (Chiang, Chi-Heng) 5

第一結構部／經理／陳光輝 (Chen, Kuang-Hu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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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是個叢山峻嶺、河川密集的海島，且

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颱風路徑要衝，天然災

害頻仍，在這特有的地理與自然環境下，首要

的建設，便是建構安全可靠與順暢便捷的交通

路網，而橋梁為其中最主要的關鍵工程，不僅

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石，也是民生建設中的維

生線，同時是災害發生時，搶救災不可或缺的

一環。

中華顧問工程司成立於民國58年，並於民

國96年，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台灣世曦公司)繼受其工程業務。本公司

50年來參與了國內外重大工程建設，為國內經

驗最豐富、技術最專精的顧問公司，尤其在橋

梁方面，更是首屈一指。不管是造型優美的地

標景觀橋梁，或是高、快速路網的高架橋、抑

或災後重建的橋梁，以及配合包括電腦資訊等

科技的研究發展與進步，橋梁相關的規劃設計

與施工技術發展與引進，CECI始終是台灣橋梁

建設的先鋒及技術的領航者。

圖1 舊大甲溪鐵路橋(1906年)

圖3 巴陵吊橋(1966年)

圖2 西螺大橋(1953年)

圖4 羅浮吊橋(1966年)

本文將回顧台灣50年來之橋梁發展情況，

並展望未來之橋梁建設方向。

貳、五十年來台灣鋼橋的發展

臺灣早期的鋼橋建設，大家所熟知的是建

於20世紀初期鐵路桁架橋(圖1)[1]、1953年完工

的西螺大橋(圖2)[2]，以及1966年完工的巴陵與

羅浮兩吊橋(圖3及4)[3]。但由於臺灣早年鋼板

需由國外進口，故採用鋼橋建設者極為少數，

直至1977年中鋼公司開始生產鋼料，並於1983

年完成關渡大橋後，鋼橋才逐漸被採用。近年

來更因設計能力的提昇，以及自國外引進高水

準的製作設備與吊裝技術，臺灣之鋼橋建設始

邁入新里程碑。

一、近年來臺灣主要之鋼橋建設

鋼橋由於重量輕、強度高、韌性佳，適用

於大跨度的各種橋型，如鋼梁橋、鋼拱橋、鋼

斜張橋、鋼雙層橋及鋼桁架橋等，且因造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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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可配合景觀需求創造城鄉地標。各橋型建

設實例如表1至表5。

二、鋼與預力混凝土結構結合之橋梁技術

近年來橋梁技術在不斷的演進下，追求經

濟合理性的複合結構(Hybrid Structure)已成為國

內外最新橋梁的新建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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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合橋梁(Composite Structure Bridge)及不同材

料構件一體化組成的混合橋梁(Mixed Structure 

Bridge)兩個範疇。各橋型建設實例如表6。

參、五十年來台灣預力混凝土橋
的發展

一、台灣主要之混凝土橋建設

波特蘭水泥自1820年代問世以來，混凝土

材料以其廣泛的適用性和低廉的造價而成為土

木建築工程中不可缺少之材料。國外最早使用

鋼筋混凝土結構約在西元1880~1890年間，而預

力混凝土則始於1930年代，可克服鋼筋混凝土

無法有效承受拉力之限制，成為20世紀橋梁結

構之主流。台灣首座預力混凝土橋為台灣糖業

公司於1955年在屏東糖廠調車場建造之複線鐵

路橋，跨徑為18.4公尺；首座預力混凝土公路

橋梁為公路總局於1956年在桃園台3線建造的

表1  近年來臺灣主要之鋼梁橋建設

橋 名 說 明 照 片

臺北市建國北路
民族路口高架橋

[4]

本橋採單柱鋼橋墩三孔連續
(37.94+54.12+37.94=130m)立體剛構曲線鋼橋。
於1982年完工，為臺灣首座採用鋼橋墩之三孔
連續立體剛構曲線鋼橋。

台4線溪州大橋
本橋為三孔連續鋼橋(95+120+95=310m)。於
1987年完工，為臺灣當時最大跨度鋼梁橋。

台北巿水源快速
道路新店溪橋[5]

本橋依傍河岸天然地勢而行，呈S狀線形，採用
五孔連續(80+3@125+80=535m)鋼橋面板之鋼箱
型梁橋，本橋於1992年完工。

東河橋[6]
位於台東縣馬武窟溪出海口，採用三孔連續
（60+ 102 + 60 = 202m）鋼π型橋，於1992年
完工，為臺灣首座π型鋼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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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名 說 明 照 片

十八王公橋[7]
位於西濱公路十八王公廟前，跨越台電核
一廠出水口，採用三孔連續鋼箱型梁橋
(100+150+100=350m)，本工程於1996年完工。

台北巿洲美快速
道路基隆河橋[8]

跨基隆河之主橋採用三孔連續鋼箱型梁橋
(126+168+126 =420m)，於2002年完工。

國1五楊拓寬工程
泰山跨越橋[9]

本橋位於國道1號泰山路段跨越國道1
號，為三孔連續大跨徑鋼床板箱型梁橋
(135+216+135=486m)。於2013年完工，為臺灣
目前最大跨度鋼梁橋。

國1五楊拓寬工程
林口跨越橋[9]

本橋位於國道1號林口路段跨越國道1
號，為三孔連續大跨徑鋼床板箱型梁橋
(135+216+135=486m)。於2013年完工，為臺灣
目前最大跨度鋼梁橋。

桃園機場捷運
跨越二重疏洪道

橋

本橋為四孔連續鋼橋(60+100+60+60=280m)。
於2013年完工，為臺灣目前鐵路橋梁之最大跨
度鋼梁橋。

表2 近年來臺灣主要之鋼拱橋建設

橋 名 說 明 照 片

關渡大橋[10]
為五孔連續(44+143+165+
143+44 =539m) 鋼繫拱橋，係利用潮差架設，
於1983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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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名 說 明 照 片

台北巿麥帥二橋
[11]

跨徑210m紐爾遜式(Nielsen)鋼拱橋，拱高
35m，於1996年完工，為目前臺灣最大跨徑之
鋼拱橋。

環東大橋[12]
本橋為跨越基隆河之雙層 Lohse 式雙拱肋鋼拱
橋，跨徑166m、拱高30m，於1998年完工。

臺北市麥帥一橋
[13]

本橋為跨徑170m、拱高30m之單弦拱肋雙層鋼
拱橋，由Lohse型單拱肋與兩側Virrendeel桁架組
成之雙層拱橋，此種橋型在世界上尚屬罕見，
於2000年完工。

花蓮太魯閣大橋
[6]

本橋緊鄰太魯閣國家公園，採五孔紐爾遜式
(Nielsen)鋼拱橋，跨徑70~150m，主跨拱高
25m，兩側邊跨拱高分別為18.5m及12m，本橋
於2002年完工。

屏東進德大橋
[14]

本橋為跨徑155m、拱高30m之單拱肋鋼拱橋，
兩根拱肋自橋面兩側拱起，交會合一，橋面由
拱肋以鋼索懸吊，於2002年完工。

大溪崁津大橋
[15]

本橋位於桃園縣大溪，主橋為三孔連續
(60+150+60=270m)鋼拱橋，本橋於2002年完
工。

阿里山
芙谷峨橋[16]

本橋為半穿式鋼拱橋，鋼拱肋對稱向外傾斜，
全長198m，拱高約32m，橋面全寬10m，於
2013年完工。



3
專
題
報
導

128 │No.123│August, 2019

橋 名 說 明 照 片

新北市
汐止聯絡道橋

[17]

本橋跨越基隆河，採單斜鋼拱肋跨越橋面，為
國內首座利用主梁平衡拱肋水平力之鋼拱橋，
跨徑119公尺，橋面寬11公尺，拱肋高度約36公
尺，於2014年完工。

臺北市中正橋

本橋跨越新店溪，桁架透空拱肋以弦月形狀為
設計概念，並由雙拱合併成單拱，跨徑210m，
拱高50m，橋寬31~44.5m。預計於2023年完
工。

表3 近年來臺灣主要之鋼斜張橋建設

橋 名 說 明 照 片

重陽大橋[18]
本橋跨淡水河，採用92.5 + 200 + 92.5 = 385m
三孔連續斜張橋，塔高72m，雙面鋼索採扇形配
置，於1989年完工，為臺灣首座鋼斜張橋。

高屏溪斜張橋
[19,20]

本橋為單塔非對稱複合式斜張橋，全長510m，
主跨330m為鋼結構，邊跨180m為預力混凝土結
構，塔高183.5m，鋼索採單面混合扇形配置。
本橋於1999年完工，為目前臺灣跨度最大之斜
張橋。

南投貓羅溪斜張
橋[21,22]

本橋配合路線之線形與橋寬變化，採用鋼
拱橋塔之斜張橋，橋寬17.2~21.8m，跨徑為
51m+119m，為單塔非對稱式斜張橋，拱塔高
60m，塔底寬85m，於2002年完工。

台北巿大直橋
[23]

本橋跨徑為50+172+23= 245m，斜張鋼索採不
平衡方式配置，背拉鋼索以自錨式錨碇於橋台
錨座，主塔高67m，狀似釣竿，本橋於2002年
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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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名 說 明 照 片

新北市
二重疏洪道斜張

橋

本橋跨越二重疏洪道，跨度配置為
200+200=400m，為亞洲最長的對稱型單橋塔斜
張橋，其跨徑長度排名世界第3，僅次於德國萊
茵河橋及台灣南二高的高屏溪斜張橋，於2010
年完工。

臺南市運河星鑽
新臨安橋

本橋結構為單跨不對稱斜張橋，跨距配置80公
尺，橋梁寬度20~25公尺。以50公尺高之人字型
鋼橋塔搭配3根吊索懸吊鋼床版主梁，以形成穩
定結構，於2012年完工。

臺北市
社子大橋[24]

本橋跨徑為70+180=250m，採斜橋塔不對稱跨
徑斜張橋，亦為自錨式斜張橋，主塔高105m，
以模擬白鷺鷥的肢體語言抽象轉化而成，本橋
於2013年完工。

桃園市
水汴頭大橋

本橋位於桃園市，跨越南崁溪，採帆船意象橋
型。主橋採用不對稱斜拉鋼索之單塔斜張橋，
跨徑80公尺，塔高41公尺，橋寬20~26公尺，於
2016年完工。

安坑輕軌
新店溪橋[25]

本橋為斜張鋼桁架複合式橋梁，採傾斜橋
塔搭配三跨連續鋼桁架主梁，跨徑配置
225+150+127=502m；以帽梁形式之單柱橋墩搭
配A型橋塔，塔高130m；預計於2020年完工。

表4 近年來臺灣主要之鋼雙層橋建設

橋 名 說 明 照 片

臺北巿
水源快速道路[5]

本工程高架橋為雙層橋面之鋼板梁橋與單柱框
架之鋼橋墩，並與RC堤防共構。於1992年完
工，為臺灣首座雙層橋面之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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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名 說 明 照 片

臺北市
環東大道

環東大道沿現有道路段是採單層鋼箱梁橋，沿
堤防段是高架橋與堤防基礎共構，並採雙層鋼
箱梁橋，全部採用鋼橋墩，於1998年完工。

臺北市
正氣橋

正氣橋西接市民大道，東向環東大道，位居數
條交通要道之樞紐。於2001年完工，是臺灣第
一座在繁忙市區興建的雙層高架橋。

國1五楊拓寬工程
泰山林口雙層橋

[26]

沿大窠坑溪設置，採F型單柱大偏心橋墩支撐雙
層橋面，避免橋墩侵入河道，兼顧交通需求與
生態保育，橋柱高達約30～45公尺，跨度配置
為50~60m，於2013年完工，為臺灣非框架式雙
層橋。

表5 近年來臺灣主要之鋼桁架橋建設

橋 名 說 明 照 片

臺灣高鐵
筏子溪橋

本橋跨越筏子溪，長150m，為高鐵主線土木
工程最後一段完成高架橋合龍之地點，是臺灣
規模最大的「推進式鋼橋」，於2004年完工當
時為臺灣最長跨徑鋼桁架橋，在全世界也屬罕
見。

臺灣鐵路
武荖坑橋

本橋位於宜蘭縣蘇澳鎮，跨越新城溪，桁架橋
全長250公尺，主橋跨徑76公尺，桁架高12公
尺，寬20公尺，此橋是目前臺鐵唯一一座三線
寬度的鋼桁架橋，於2007年完工。

高雄六龜
新發大橋

本橋跨越荖濃溪，長465公尺、寬13公尺，橋面
距河床約30公尺，採山型桁架，高約30公尺，
象徵著六龜地方展翅高飛，引領向上氣勢，於
2011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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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名 說 明 照 片

新北市
新社后橋[27]

本橋跨徑161m，下層為公路，寬度17.5m，桁
架兩側外懸3.0m人行及自行車道；上層預留為
民生汐止線捷運路廊，橋面寬10m；最大桁高為
27m，於2015年完工。

第一預力橋，跨徑為30公尺。受限電腦分析能

力，早期多以簡支Ｉ型梁設計為主，近年來預

力混凝土橋數量及長度快速成長，設計與施工

技術皆有長足的進步，在跨徑及工法上也不斷

突破，中華顧問工程司及台灣世曦公司參與其

中，造就不少具代表性橋梁。

中山高速公路之建設 (1970年～1978年)，

是台灣預力混凝土橋大量發展時期，雖然300多

公里的道路設計以路堤為主，於跨越河川、谷

地、重要設施、路口處仍興築了300餘座預力混

凝土橋。受限於當時國內橋梁設計施工技術及

結構計算工具，故橋長、橋高、橋跨等規模較

表6 近年來臺灣主要之鋼與預力混凝土複合/混合橋梁建設

橋 名 說 明 照 片

臺中生活圈
4號線工程

草湖溪橋[28]

本橋為4跨連續波形鋼腹鈑複合梁橋，上下翼板
為預力混凝土結構，腹鈑為波形鋼鈑結構，橋
寬22.8m，跨徑93m+2@145m+93m=476m。本橋
主跨145m，於2013年完工時為世界此類橋型之
最大跨度者。

新北市臺65線
波形鋼腹鈑複合

梁橋

本路段高架橋位於板橋湳仔溝左岸，配合湳仔
溝整治與綠美化工程，橋梁型式以新穎之波形
鋼腹鈑預力箱型橋為主，為國內首次應用支撐
先進工法施工之波形鋼腹鈑複合梁橋，於2013
年通車。

國1五楊拓寬工程
高公局前鋼與PC

混合梁橋

本橋跨越進出高公局匝道路段，採四
跨連續鋼與PC混合梁橋，跨度配置為
50+85+55+50=240m，中央跨中間配置60m長鋼
橋以減輕自重，其餘部分為等梁深預力混凝土
箱型梁橋，於2013年完工。

臺中生活圈2號線
跨崇德路鋼與PC

混合梁橋[29]

本橋跨越路口採三跨連續鋼與PC混合梁橋，跨
度配置為42+86+42=170m，中央跨中間配置
61m長鋼橋以減輕自重，其餘部分為等梁深預力
混凝土箱型梁橋，於2014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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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上部結構多採用簡支且跨徑大多不超過40

公尺之預鑄PCＩ型梁，以吊裝施工。若加上同

時期公路、鐵路橋梁之建設，累計預力混凝土

橋總長超過100公里以上。

1987年～2004年間，第二高速公路、北宜

高速公路、東西向快速公路及西濱快速公路等

大量道路工程建設推出，以往以簡支式PCI為主

流之橋梁，已被外型美觀且能增進行車舒適性之

多孔連續PC箱型梁橋所取代，在橋梁比例、橋

高及規模上皆大幅提昇。支撐先進工法、節塊推

進工法、平衡懸臂工法、預鑄節塊工法等自動化

施工法皆為本時期引進推廣，國內預力混凝土橋

梁技術快速進展，開啟另一新里程碑。

近10年來由於環境意識抬頭，節能減碳成

為橋梁設計的重點，自動化施工愈來愈普遍，

且橋梁與環境之搭配融合益受重視，橋梁不再

僅提供交通的功能，更以各種不同的造型展

現，提昇觀光效益，更成為當地的地標。

以下謹就五十年來台灣預力混凝土橋的發

展簡要說明介紹如表7～表10。

二、特殊混凝土橋之建設

因應環境條件限制，橋梁之外形及施工方

式需符合民意期待，並減少對環境之影響，近年

來混凝土橋之設計與施工技術快速發展，也造就

不少特殊橋梁，以下謹提出2個代表案例說明。

表7 台灣主要之預力混凝土梁橋

橋 名 說 明 照 片

長虹橋
[2] [3]

位於台11線海岸道路終點，跨越秀姑巒溪。
跨徑120m，為國內首座採用懸臂工法施工之PC
箱型梁橋。
完工於1969年，為當時除吊橋外最大跨徑之橋
梁。

澎湖跨海大橋
[31]

連接白沙與西嶼兩大島，橋梁全長2,160m。
為我國首座多孔連續懸臂工法PC橋。
1970年完工，曾是東亞第一座深海大橋。

圓山橋
[32] [33]

位於中山高台北圓山路段，主橋長671m，最大
跨徑為150m。
上部結構採用三箱室變梁深，跨徑中央鉸接之
PC場鑄節塊，以懸臂工法施工。
於1978年完工，為當時跨徑最大PC橋。

關西大橋
[34]

位於新竹縣關西鎮，北二高跨越牛欄河及台3線
處，全長700m，橋高約49m。
採五孔連續的長跨徑(120m)變梁深PC箱型梁，
以懸臂工法構築。
於1991年完工，為首座長跨徑PC剛構架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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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名 說 明 照 片

頭前溪橋
[34]

位於新竹縣竹東鎮，北二高跨越頭前溪處，全
長793m。
單向橋寬16.35m，採PC單室箱型梁設計。於橋
兩端同時向橋中央推進閉合。
於1992年完工，為首座節塊推進工法橋梁。

台南支線C371Z
標高架橋

[35]

南二高C371Z標包含兩座規模較大之高架橋，即
台南支線主橋、安定高架橋。等橋寬段考量機
械施工以縮短工期、降低經費。
於1998年完工，是首座採支撐先進工法施工之
箱型梁橋。

彰化二號與四號
高架橋
[36]

位於中二高，連接和美及快官交流道，橋長分
別為2,870m及2,052m。
以預鑄節塊工法施工，節塊寬32.1m，長2m，高
3.2m。
於2004年完工，為國內最大的預鑄節塊組。

台中生活圈四號
線大里聯絡道高

架橋
[37]

位於台中市霧峰區，銜接國道3號霧峰交流道區
域匝道橋梁
橋墩及箱形梁皆為預鑄設計，橋長總計
1,484m。
於2012年完工，為國內首次採用全預鑄工法之
橋梁。

表8 台灣主要之預力混凝土拱橋

橋 名 說 明 照 片

馬槽橋
[38]

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台2甲線。
鋼骨鋼筋混凝土上承式拱橋，橋長232m，主拱
跨徑134m。
於1994年完工，為首座以下弦拱鋼骨作為臨時
支撐施工之拱橋。

碧潭橋
[34]

北二高跨越新店溪，橋長約800m
採主跨為160m長之弧形拱橋，主橋墩上方為一
鏤空之倒三角形，呈現三度空間立體曲線構造。
於1996年完工，為當時跨徑最大PC拱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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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名 說 明 照 片

鐵路鯉魚潭橋
[39] 

位於苗栗縣三義鄉，南北兩端分別銜接山岳隧
道。
採用四孔連續PC拱橋，跨徑配置70＋134＋134
＋70＝408m。
於1998年完工，是台灣唯一的鐵路PC拱橋。

國道5號冬山河橋
[40]

位於宜蘭縣，跨越冬山河。
三孔連續PC拱橋，跨徑配置94＋187＋94＝
375m，拱體深變化3.0～19.8m。
於2005年完工，是目前台灣PC拱橋中跨徑最大
者。

七股溪橋
[41]

位於西濱公路台南路段，跨越七股溪。
五孔連續PC拱橋，跨徑配置
65+80+150+80+65=440m，為台灣最長連續加
勁式拱橋，以場撐工法施工。
於2007年完工。

新豐溪橋
[42]

位於西濱快速公路新竹路段，跨越新豐溪。
跨徑配置100＋180＋100＝380m，避免施工影
響紅樹林生態，拱橋段亦以懸臂工法施工。
於2008年完工。

表9 台灣主要之預力混凝土斜張橋

橋 名 說 明 照 片

光復橋
[2]

跨越新店溪，連絡板橋市與台北市。
為國內首座混凝土斜張橋。
跨徑134m，三孔共長402m，塔高18m，於1977
年完工。

集鹿大橋
[43]

位於南投縣集集鎮，跨越濁水溪
採用單橋塔單面豎琴型鋼索配置之雙孔PC斜張
橋，跨徑配置為2@120=240m。
於近完工階段，適逢921地震，在更換部分鋼纜
及損壞修復後，於2004年始開放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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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名 說 明 照 片

鵬灣跨海大橋
[44]

位於大鵬灣環灣景觀道路跨越出海航道處。
於跨航道段南側設置鋼活動橋，跨徑39.5m；緊
接著於跨越航道中段設置單塔雙孔非對稱單面
PC斜張橋。
跨徑配置為55+100m，於2011年完工通車。

表10 台灣主要之預力混凝土脊背橋

橋 名 說 明 照 片

愛蘭交流道聯絡
道南港溪橋

愛蘭交流道聯絡道銜接國道6號與台14線，於跨
越南港溪部分採用脊背橋設計。
橋長300m，主跨跨徑140m，採懸臂工法施工。
於2008年完工通車，為國內首座脊背橋。

媽祖大橋

位於北港鎮新闢外環道。
跨越北港溪主橋部分採用脊背橋，跨徑配置為
2@125m。
橋塔於頂部採鳳冠造型，營造裙擺之意象揣摩
媽祖尊身神態，於2009年完工通車。

新豐平橋
[44]

位於花蓮縣壽豐與鳳林交界，跨越壽豐溪。
主橋跨徑84+2@140+84=448m，主塔以白鷺鷥
意象融入設計。
國內首座三塔雙主跨脊背橋，於2012年完工通
車。

蘇花改白米景觀
橋

[45]

台9線蘇花改蘇澳東澳段，位於宜蘭縣，跨越蘇
澳溪
跨徑95+150+95=340m，橋塔外觀似飽滿米粒的
造型，靈感來自當地的舊地名「白米甕」
國內首座波形鋼腹板脊背橋，於2018年完工通
車

金門大橋
[44]

跨越金門港道，連結大、小金門
主橋橋跨配置為125+4@200 +125=1050m，為
國內首座5塔連續脊背橋
台灣第一座大規模跨海大橋，預計2021年完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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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中山高延伸

路廊及商港區銜接路廊

 本工程位於高雄港市區，主要係改

善港區周邊道路容量不足及客貨車衝突問

題，故配合港區交通需求，於現有道路布

設立體高架道路。然於規劃設計階段，為

考量工程施作期間對現地之影響，並達有

效減少環境干擾、維護施工安全、增加施

工品質和效率，以及維持原有交通流量和

行車安全等效益，因此橋梁方案之研選除

需考量工程經費之經濟性、橋型之景觀

性、工期及施工性等因素，另施工中之交

通維持亦為本工程考量之重點。本工程於

主線段採用預鑄節塊預力混凝土箱型梁、

預鑄橋墩和隔震橋梁系統進行橋梁設計，

於滿足耐震能力等交通建設安全需求下，

加速完成高雄港區聯外旅次之提昇與銜接

聯外主幹道的功能，增加港區周邊整體運

轉效率與國際競爭力[46]。

全預鑄工法施工包括上、下部結構

皆採用預鑄節塊工法，預鑄節塊工法應用

於上部結構(如圖5)，在國內外已有相當

豐富之工程實績，但下部結構採用預鑄節

塊橋墩雖有案例，卻較少有大規模採用之

案例。國內全預鑄工法橋梁係由國道新建

工程局及本公司首次設計運用於台中生活

圈四號線大里聯絡道工程中，現已完工通

車；而於都會區中大規模運用本工法，並

搭配隔震系統，則首見於高雄港聯外高架

道路計畫之設計及施工，本案現也已完工

通車(如圖6)。台中生活圈四號線與本案均

由國道新建工程局主辦及本公司負責設計

與監造，惟因本工址位於沖積層，於地震

力設計及考量上與台中生活圈案之橋梁有

較大差異。

根據中央氣象局公布之地震資訊，依

工址附近強地動資料分析，水平譜加速度

平台段週期較耐震規範規定之平台段週期

長，為有效反應本工程工址之地盤地震特

性並確保橋梁生命週期安全，於隔震橋梁

下部結構設計時，只採用隔震器(LRB)所提

供的阻尼係數進行設計地震力之折減，不

圖5 預鑄節塊逐跨吊裝工法預力混凝土箱型梁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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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因週期延長而降低之地震力效益，用

以保障下部結構耐震容量之餘裕度，達到

通盤考量且達成耐震設計目標。

另於橋梁隔震系統配置方面，因本工

程係首次大規模運用全預鑄工法並採用多

單元連續之隔震橋梁系統，為確保案例確

實可行，經審慎檢討和通盤研究後，本工

法僅運用於規則型橋梁結構，其中中山高

延伸路廊採預鑄節塊懸臂工法長度890公尺

及預鑄節塊橋墩15墩，商港區銜接路廊採

預鑄節塊逐跨工法長度1,983公尺及預鑄節

塊橋墩34墩(如圖7)。

(二) 金門大橋

 金門大橋跨越金門港道銜接大、小金

門島，路線全長5.414公里，橋梁全長4.77

公里，為台灣首座大規模之跨海橋梁。橋

梁規劃設計考量海域水深、地質狀況、航

道需求、施工性與經濟性等因素，橋梁配

置分為主橋段、邊橋段與引橋段(如圖8)，

主橋段主要跨越通航航道及深槽區採5橋塔

6跨連續之超大跨徑脊背橋，配合航道寬度

需求主跨徑採200公尺，邊橋段位於主橋兩

側亦位於深槽區，考量主橋跨徑之銜接及

海上基礎施工的困難性，儘量減少深槽區

落墩數，採主跨徑為150公尺之變梁深預力

箱型梁橋配合懸臂工法施工，引橋段為銜

接海上橋梁至陸域引道，考量經濟性及施

工性，則採用中跨徑之等梁深預力混凝土

箱型梁橋配合支撐先進工法施工[47]。

圖7 預鑄墩柱吊裝

(6a)台中生活圈四號線

圖6 預鑄橋墩工程案例

(6b)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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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址最大水深達23公尺，潮差達6公尺

以上，另經地質調查顯示，工址基盤面屬

花崗岩，岩盤深度及風化程度變化大，配

合地質變化情形基礎施工須採複合機具及

工法施作，設計及施工皆極為困難，極富

工程技術之指標性。

本工程主橋之高粱穗心型橋塔(如圖

9)，為國內首次經由當地住民票選決定，

具當地意象之自明性，此橋塔造型獨特更

是世界首見，本計畫完成後將可提供烈嶼

與金門地區全天候的交通聯繫，並提升觀

光效益。

肆、橋梁之防災與延壽

台灣已擁有數以萬計之鐵、公路橋梁，

共同擔負交通運輸、維生救災之重任，但橋梁

使用受到運量增加、超速超載及地震洪水等不

圖8 金門大橋平縱面圖

圖9 金門大橋夜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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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因素影響，其承載、耐震及抗洪能力日益降

低。因此在耐震及抗洪補強技術方面，尚待研

發更新穎之材料及工法，例如橋梁換底工法、

隔震支承應用等，可提昇橋梁之安全性及延長

其使用年限，分別說明於後。

一、橋梁換底工法

台灣位屬環太平洋地震帶，並處颱風路徑

要衝，不僅地震頻繁，也常遭受水害。加上本

島河川坡陡水急，上游常有水壩與攔河堰等攔

阻砂石量下輸。造成河川橋梁因河床下降及沖

刷而導致橋基裸露嚴重，並衍生橋梁耐震及耐

洪能力不足，而有安全上之疑慮。有鑑於河床

加固保護工及橋基加固補強工法仍無法完善解

決橋基嚴重裸露所造成之問題，且為因應各種

橋梁使用狀況、交通維持需求及施工限制條件

等，以及由歷次橋梁洪害經驗的汲取，對於既

有橋梁橋基耐震及耐洪能力提升之問題，因此

發展出橋基換底工法。

換底工法之使用必須配合橋梁結構及工址

現況條件等因地制宜，故各橋梁換底方式及過

程皆有所不同。換底工法依施工方式及順序之

不同，大致上可分為先拆後建及先建後拆2種

方式。本文介紹2座目前已完工的換底工法成功

案例，包括首座成功橋墩換底之台1線溪州大橋

[48]，以及首座採先建後拆換底工法之鐵路大甲

溪橋[49]，分別說明如下：

(一) 台1線溪州大橋

 溪州大橋跨越濁水溪，為連接彰化與

雲林間之重要橋梁，民國83年2月完工通

車，橋長3,030m。為二座獨立並列之預力

Ｉ型梁橋，每座橋寬13m，總寬26m，主孔

跨徑35m。下部結構為單柱式混凝土墩柱，

基樁為直徑60cm，長度28m之空心PC樁。

本橋完工後歷經了民國85年賀伯颱風及90

年桃芝颱風等颱洪侵襲，造成固床工嚴重

損壞或流失，深槽區河床下降5m以上，橋

基嚴重裸露，最大達10m。因橋基嚴重裸

露，影響橋梁結構安全，爰辦理台一線溪

州大橋橋基加固工程，並以國內創新之橋

梁換底工法進行橋基加固，施工過程詳圖

10所示，本橋施工步驟為：

1.  施築直徑1.5公尺之全套管基樁並於樁頂

插入鋼柱。

2.  以插入基樁之鋼柱為主幹，架設安全支

撐構架及帽梁托架。

3.  裝設千斤頂，進行頂升作業，將橋梁載

重移轉至安全支撐構架

4.  裝設化學錨栓固定帽梁，使橋梁上部結

構之作用力可平均傳遞至帽梁托架。

5.  在預定施設新基礎版四周先打設擋土用

鋼板樁，再人工拆除原有墩柱混凝土保

護層及柱底部。

6.  基礎開挖至設計深度後，構築新基礎

版，並向上續築新橋柱。

7.  新舊橋柱接合處澆築約3公尺高度之早強

無收縮混凝土，以確保不同材齡之混凝

土結合良好。

8.  當新橋柱與原有墩柱完成接合，拆除安

全支撐構架及帽梁托架，完成換底。

(二) 鐵路大甲溪橋

 鐵路臺中線大甲溪橋跨越大甲溪主河

道，橋梁全長約829公尺，共計26跨，民

國85年完工。本橋全寬10.5公尺，上構為

預力混凝土簡支梁，下構為單柱鋼筋混凝

土T型橋柱，基礎則為沉箱基礎，其中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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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箱長度為17公尺、P2～P6沉箱長度為24

公尺、P7～P13沉箱長度為20公尺、P14～

P26沉箱長度則為16公尺。本橋址因上游石

岡壩，攔阻砂石量下輸，加上921大地震造

成河道地貌大幅改變，使得橋址上游河段

北側之河床下降，導致河道束縮、沖刷加

劇。民國97年辛樂克颱風豪雨侵襲，造成

沉箱基礎裸露，使本橋耐震、耐洪能力及

穩定性嚴重不足。為同時解決橋梁耐震能

力不足及沉箱裸露洪害問題，故採換底工

法辦理本橋橋基加固保護工程。施工過程

詳圖11所示，本橋施工步驟為：

圖10 溪州大橋換底工法照片

1. 桃芝颱風災後橋基裸露

3. 拆除裸露橋基部分

5. 施作新橋墩

2. 架設安全支撐構架

4. 橋基拆除後，原有墩柱懸空

6. 橋梁換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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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裝設監測系統後，再於既有沉箱外側

施 築 全 套 管 基 樁 ， 並 於 頂 部 插 入 一 

節鋼柱。

2.  於新基礎施作位置實施降挖，架設地面

以上鋼柱，並於沉箱頂部架設沉箱支撐

構架。

3.  打設擋土設施，並開挖至新基礎設計 

高程。

4.  施築新基礎及底柱後拆除部分沉箱支撐

構架，並回填至河床原地面高度。。

5.  施作上段橋柱，再以混凝土施築橋柱上

方兩側帽梁，並預埋鋼斜撐及水平桿件

接頭。

6.  安裝並固定預埋接頭間之鋼斜撐桿件及

水平臨時H型鋼支撐。

7.  施作新帽梁並以低震動工法分離舊有

墩柱，並拆除新墩柱與舊有沉箱連結 

之鋼梁。

8.  裝設水平橫撐構件，拆除臨時鋼支撐，

並以鋼筋混凝土包覆水平橫撐，完成橋

基保護作業。

(三) 換底工法特色

1.  換底工法可在維持原橋交通的情況下進

行，可減少工程推動阻力，並降低因交

通維持或車輛改道等社會成本；且可保

留原橋上部結構，將改建範圍最小化，

節省工程經費。

2.  對橋基耐洪及耐震能力不足問題，採用

更換新橋墩的換底工法，可將具有足夠

承載能力的新基礎降至經長期沖刷後之

河床面下，改建後的橋梁可符合最新耐

震設計規範的要求，與一般橋墩局部補

強工法不同。

3.  本工法拆除橋基裸露部份，可增加通洪

斷面、改善河川排洪功能；且新設橋墩

可同時兼具橋墩造型，提昇橋梁景觀並

延長橋梁使用壽命，提高經濟效益。

4.  本工法需考量原橋上部結構型式及河川

特性。例如，鐵路橋對於變位限制較嚴

格，宜採先建後拆方式；或橋址處河川

水流沖擊力大，易造成臨時構造物損

毀，宜採免設安全支撐構架及開挖擋土

之樁柱式橋墩等。

1. 原橋沉箱基礎裸露 2. 施築新基礎及底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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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工法拆除舊橋柱時，須先以低振動工

法分離舊有墩柱，以避免因振動損傷既

有結構；載重轉移過程中，須詳細考量

橋梁幾何一致以及力量傳遞路徑，避免

導致橋梁額外變位。

6.  換底工法必須針對各橋梁條件研訂嚴謹

及詳細的施工步驟與施工管理重點，包

括近接施工(新築基樁、人工拆除帽梁

頂部使與上部結構分離、拆除橋基部份

等)、橋梁安全監測、轉移橋梁載重的千

斤頂同步頂升作業、臨時支撐設施的安

全強化、新橋基與既有結構間的接合(新

舊帽梁或墩柱之結合)等。

二、橋梁耐震補強應用

橋梁一般使用年限為50~100年，而中山高

速公路、二高及快速公路等大量橋梁興建迄今

也有數十年，歷經多次地震，耐震規範已配合

修訂，故橋梁之耐震能力需重新評估甚至需要

補強，才能維護橋梁安全，延長橋梁之使用壽

命。以下謹就橋梁震後之緊急修復補強及利用

隔震支承之補強新技術分別說明。

(一) 台86線24號橋地震災害修復

 2016年2月6日之美濃地震造成距離震

央約24公里之台86線快速公路24號穿越橋

受損，原東西行線分離的橋面板結構由中

央分隔護欄向外錯位最大達到59cm，且有

多處支承受損，伸縮縫橋墩的支承更因過

圖11 鐵路大甲溪橋換底工法照片

3. 架設鋼斜撐桿件及水平臨時桿件

5. 舊有墩柱分離，載重移轉至新橋柱 6. 橋梁換底完成

4. 施作新帽梁，混凝土包覆鋼斜撐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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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橫向位移而陷落，詳見圖12，故緊急

辦理受損盤式支承更換及大梁復位，並進

行耐震補強作業。

修復設計前先於現場調查大梁之裂

縫受損狀況，並透過結構分析模型檢視橋

梁變形與受力的情形，發現斷面上的應力

值部分超過開裂應力，但大梁垂直撓度初

步檢視並無異常，故於大梁頂升修復支承

後，將橋梁橫移復位，並經由車輛載重試

驗，確認預力混凝土箱梁變位皆屬彈性範

圍，上部結構應無結構安全疑慮。

於本次修復過程一併進行橋梁下部結

構之耐震補強，支承部分增設水平力抵抗

裝置(雙向活動盤式支承+鋼止震塊)，墩柱

則採鋼板包覆補強，詳見圖13。本橋梁為

國內第一座通車中震損橋梁橫移復位及耐

圖13 大梁橫移復位及橋梁耐震補強完工照片

圖12 大梁向外側橫向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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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補強的案例，本次寶貴的經驗亦可作為

未來橋梁災害修復的重要參考。

(二) 應用隔震支承系統之橋梁耐震補強

 國道3號烏山頭高架橋民國83年設計，

採用76年公路橋梁設計規範，設計之地

震力係數kh約為0.15，經評估既有基礎穩

定性及結構強度無法符合最新耐震設計規

範，如採傳統基礎補強方案將需進行大規

模開挖、擴基增樁工程，補強經費高且施

工困難。本橋多數單元南、北向橋墩均為

對齊配置，且相同柱位之橋墩高度相同，

基本振動週期相近，地震位移應為同向且

同相，如將既有盤式支承更換為LRB隔震支

承，應可增加橋單元系統阻尼，延長基本

振動週期並降低地震力。本案挑選其中6個

等橋寬單元(南、北向各3單元)進行隔震補

強評估，其中U2L/R為獨立隔震橋梁單元，

U4L/R、U5L/R為連續隔震橋梁單元。

為確保隔震單元與相鄰非隔震單元處

橋面伸縮縫功能，以及避免單元間橫向水

平相對變位，於此伸縮縫端橋墩頂可增設

橫向位移束制裝置；對於連續隔震橋梁單

元伸縮縫端間，上構箱型梁內部亦須考量

增設單元間橫向位移束制裝置，以確保上

構箱型梁及隔震支承於地震時能夠發揮橫

向位移之消能效益。由於配置位移束制裝

置，連續隔震橋梁單元之地震橫向變位將

趨近如圖14所示。

依LRB性質模擬非線性元素，並建立

隔震橋梁分析模型，進行模態分析以初

步瞭解隔震前後之基本振動週期變化，

整理如表11所示。原結構基本振動週期

約為0.6~1 .0sec，隔震補強後可延長至

1.2~1.4sec，系統等效阻尼比為20%。依耐

震設計規範規定之加速度反應譜Sa(g)與振

動週期T關係圖，如圖15所示，可知當基

本振動週期由0.6sec延長至1.3sec時，最大

考量地震(MCE)加速度反應譜值將由1.0g降

至0.53g，如再考量LRB阻尼貢獻，則降至

0.35g，因此，本案例於換裝LRB支承後，

對於地震慣性力抑制效果明顯。

圖14 隔震橋梁橫向變位示意圖 圖15 工址設計地震與最大考量地震加速    

       度反應譜

表11 隔震橋梁基本振動週期彙整

振動單元

縱向 橫向

ξe
原結構(sec) 隔震後(sec) 原結構(sec) 隔震後(sec)

U2 0.717 1.407 0.630 1.235 0.2

U4 0.730 1.348 0.612
1.381

0.2

U5 1.000 1.404 0.638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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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3烏山頭高架橋經採隔震補強方案，

振動週期得以延至長週期段，並經由LRB支

承遲滯消能作用增加系統阻尼，使得結構

系統地震力降低，且LRB支承兼具地震力

分散效果，多數橋墩均可保持在彈性範圍

內，大幅縮減基礎補強規模，有效降低補

強經費具經濟性。

伍、橋梁發展之新技術

隨著經濟的發展及生活品質的提昇，橋

梁在交通路網上之重要性愈來愈大，所擔負之

社會責任也愈來愈重。台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

帶，近年來極端氣候更常帶來超大豪雨，地

震、洪水造成橋梁之災害，已嚴重影響人民生

活與社會安定，故橋梁建設不僅須滿足交通需

求，更應重視安全防災及與自然環境之融合。

橋梁擔負著交通運輸之重責大任，興建費

時且成本高。為因應氣候變遷、地球暖化，如

何節能減碳，減少工程碳足跡，都是我們今後

應努力的目標。另外，橋梁之設計已進入3D時

代，導入CIM技術建置專案模型，可整合各項

專業，避免衝突。展望未來橋梁發展，既有橋

梁的防災管理也是未來橋梁技術發展的重要課

題，謹簡要說明如下。

一、工程碳足跡發展

工程建設主要目的為增進人類福祉，而工

程技術已從早期之人定勝天，進步到工程與自

然融合。近年來，更因全球暖化、極端氣候對

環境之衝擊，喚醒世人為維繫地球永續生存而

努力；其中又以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藉由

全生命週期考量的碳足跡盤查與減量作為，減

緩對整體環境影響，成為工程規劃設計之重要

課題。

我國自民國97年起推動公共工程節能減

碳，民國101年公路總局率先推動以碳足跡盤查

方式確實瞭解國內道路橋梁工程生命週期碳排

放情形，進而有效落實減碳策略，達成減碳目

標。國內首例為蘇花公路改善計畫，後續本公

司亦參與多項計畫，如「台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

善後續計畫安朔草埔段、金崙大鳥段」、「淡

江大橋第1標及第2標」、「鐵路南迴計畫潮枋

段土建及一般機電」、「代辦高雄機廠遷建潮

州-臺1線高架橋」、「臺中市水湳經貿園區」等

工程之碳管理暨碳足跡盤查技術服務計畫。

工程碳足跡盤查係以符合ISO 14067標準，

依據國際EPD(環境產品宣告)系統之產品類別規

則(PCR)，以及我國環保署公告之碳足跡產品類

別規則（CFP-PCR），於施工階段將工區內所有

材料、設備及能耗等活動數據加以記錄，以及

蒐集或計算各活動數據對應之排碳係數，完成

施工階段之碳排放量盤查計算。另外，於工程

完工時，推估計算營運階段之能耗、維護修繕

之碳排放量，即為以生命週期評估原則之工程

碳足跡盤查。最終，將盤查成果向國際認證機

構申請查驗，取得符合ISO標準之查證聲明書(如

圖16)，進而與國際碳管理先進國家接軌。

綜整工程碳足跡盤查計畫成果如下：

(一)  建立工程生命週期碳排放量設計階段

推估基準及施工階段盤查作業程序

(二)  建議工程施工期間減碳作為，展現整

體工程減碳成效

(三) 取得工程標案之碳足跡查證聲明書

(四)  建立本土化工程材料之排碳係數資 

料庫

(五) 建置結構單元之單位碳排放量資料庫

(六)  提供未來工程規劃設計階段辦理減碳

工法、低碳材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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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橋梁CIM 

(一) CIM於橋梁工程之未來發展

 營建/土木資訊模型」(Construction/

Civil Information Modeling，CIM) ，是由

「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衍生而來，其擁有與BIM

相同之3D可視化與整合直觀優點。但兩者

在應用上有著截然不同之本質[52]，BIM在

建築領域發揮顯著的功能與效益，但由於

建築領域與橋梁領域在使用機能、維護管

理等需求及結構特性有所不同，於全生命

週期各階段之作業要求也有相當幅度的差

異。橋梁CIM之發展也由早期的純3D模型、

發展至3D模型帶有資料(Data)的營建/土木資

訊模型。在這階段CIM主要用途為橋梁方案

展示工具之一，但近年橋梁領域隨著工程

資訊化的浪潮，CIM也朝著追求精度細緻化

方向演進。

且如同文獻[52]所提，橋梁CIM在規

畫、設計各階段模型間有著模型差異大、

相互續用性低之特點，但目前市面上商用

軟體所提供之功能還無法滿足各階段需

求。而CIM模型又有著上述之優點，因此將

橋梁領域知識(Bridge Domain Knowledge)透

過程式二次開發相關設計工具為一條勢在

必行的道路。

2016年台灣世曦公司開始運用二次開

發技術於橋梁CIM上，如以預力混凝土橋為

主的淡江大橋第二標案[53]，此案為透過

Excel VBA程式計算道路中心線座標與關鍵

斷面空間座標，並運用C#將相關運算透過

Tekla Open API匯入 Tekla中，進而透過近

似斷面方式繪製出精度很高的橋梁模型。

2017年，台灣世曦公司將二次開發技術運

用於以鋼箱型橋為主的三鶯大橋一期改建

案[54]，此案為透過橋梁設計工程師語彙以

參數化參數來定義鋼箱型梁橋設計資料，

並透過C#計算道路座標與鋼箱型橋每一

片鋼板構件座標，再將相關計算資料結果

拋轉至Tekla與AutoCAD中繪製出高精度模

型。相比於淡江大橋第二標案，三鶯案為

精度更高之模型，其鋼橋模型精度已可直

接於現地放樣。此後台灣世曦公司結合上

述兩案所獲得經驗用以持續精進發展橋梁

CIM技術。並開始嘗試於加入預拱效應之鋼

箱型梁橋細設模型中產出部分製作、施工

資料，期許未來能達到設計與製造施工資

圖16 工程碳足跡查證聲明書及授證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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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流(Data Stream)通用之一貫化目標。

(二) CIM於橋梁工程之未來應用

 如同前節所述，橋梁CIM未來會朝著

高精度模型方向發展，而隨著設計資料流

(如圖17)於橋梁生命周期各階段的延用、

優化，各項資料的保存、彙整、編碼為一

圖17 設計資料流

圖18 施工高程檢核

項漸趨複雜的難題，因此規劃完善的資料

結構，方便橋梁各階段作業取用、修正與

優化相關參數為橋梁CIM建置前最重要的課

題。而高精度之橋梁CIM未來可應用項目

於現地放樣、全面衝突檢核、施工高程檢

核(如圖18)、節塊吊裝質心展示平台(如圖

19)、曲面板展平等項目(如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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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橋梁防災管理

臺灣地區地震、颱風、洪水、土石流等天

災頻傳，近年來發生頻率與強度更有加重的趨

勢，對於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及相關產業發展，

造成極大之傷害與影響，亦對企業經營競爭力

及台灣的經濟產業造成衝擊，不利國家整體競

爭力之提升。所以，必須嚴肅面對此一衝擊與

挑戰，亟需將防災戰略思維「大震不倒、中震

可修、小震不壞」的觀念延伸，再進一步追求

降低經濟損失之「災後功能性之維持」，最終

以追求災後快速的應變與「強化國家災後恢復

力」，俾達成建立韌性永續的家園為目標。

基於上述考量，台灣世曦公司於2017年成

立「防災工程技術整備中心」，第一階段先聚

焦在橋梁設施之防災，因橋梁安全，與民眾生

活息息相關，對國家經濟發展，具舉足輕重地

位，藉此著手進行「橋梁災害管理平台」技術

開發，並提出「認知風險、嚴陣以待」（Know 

the risk, be prepared），以順應自然的防災思

維，應用GIS技術開發了此ㄧ管理平台。在此

平台中陸續蒐集橋梁基本資料庫、防災資源資

料庫、自然環境資料庫、社經環境資料庫、地

形資料庫、航照影像資料庫等資訊，以提供支

援決策參考。另研發建置橋梁「快篩」功能，

篩選出重要度高且危險及老舊高風險橋梁，進

行分級管理，提供各橋管單位作為橋梁管理及

圖19 節塊吊裝質心

圖20 曲面板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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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下一階段優先詳評與監測或加固補強之參

考，當高風險的危險及老舊橋梁經過加固補強

後，即可提升其抗災能力，保障人民行的安

全。今年正值莫拉克八八風災10周年、九二ㄧ

集集地震二十周年、1959年八七水災六十周年

一甲子的年代，我們要更積極思考面對嚴峻的氣

候變遷環境，配合資通訊科技導入工程產業的時

代及5G時代的來臨，後續應用到更多國家關鍵

基礎設施之安全照護，相信這是我們工程界所企

盼的。 

結 語

近年來，國內新建橋梁的數量逐漸遞減，

而隨著橋梁建設趨於飽和、國家財政拮据，加

上耐震規範的不斷更新，耐震能力大幅的提昇

需求下，既有老舊橋梁正面臨逕行打除新建，

抑或補強延壽的抉擇。因此，橋梁的耐震補強

理論與技術發展，已成為土木工程師現階段的

重點課題。工程師將學習如何於橋梁改建與補

強延壽間，找出最大效益方案並予以執行。

另一重要課題則為新材料、新工法的發

展，提供橋梁興建的新思維。由於土木材料突

破、施工工藝精進，傳統土木工程材料，包括

鋼材、鋼筋、混凝土等，已更能往高強度領域

拓展，提供橋梁工程師更大的設計空間與可能

性。再藉由電腦科技日新月異，BIM概念的導

入、3D自動化設計等皆逐漸成為橋梁工程不可

或缺的新潮流。

回顧過去建設成果與展望未來努力方向，

期待能在現有基礎上，不斷提昇橋梁工程的技

術水準，使未來之橋梁建設更能滿足交通運

輸、環境融合、安全防災與社經發展之多元化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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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顧問50週年特刊

摘   要

臺灣初期商港的發展多由漁港漸進衍生，隨著日治與政府初期的修建，為後續港埠發展奠定了基礎

與雛型，而後隨著政府積極推動十大建設、十二項建設、六年國建計畫、新十大建設、愛台十二建設等

國家重大建設計畫，更為不同階段的臺灣國際商港提供不同的競爭力基礎，隨著港埠建設的積極發展，

相關面臨需克服問題的工程技術亦因運而生。

於產業發展型態逐漸改變之時，除前述工程技術的改善外，在港埠投資與管理的改變上，工業專用

港的階段性需求因運而生；近期隨著政府能源政策的發展，或將為後續港口發展注入新的推力。如今臺

灣港口的發展已與以往不同，而本文期能概述各時段的努力與發展，希望協助大家多了解前人對臺灣港

口建設與技術提升的努力與時序。

港灣建設之回顧
與展望
Review and Prospect of  Harbor Construction  
in Taiwan

關鍵字(Key Words)： 端進法(End Process Method)、跳島法(Jump Process Method)、外港區闢建(Outer Port 
Development)、漂飛沙整治(Sedimentation Remediation)、載重噸位(Deadweight Tonnage, 
DWT)、20呎標準貨櫃(twenty-foot Equivalent Unit, T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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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ports in Taiwan at the beginning was mostly derived from the fishing port.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apanese-Occupied Period and following the restoration project by the government, it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the port. Then, as the government actively promoted the Ten 
Maj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12 Maj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Six-year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the Ten 
New Maj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the i-Taiwan 12 Projects national major projects, it provided a competitive 
basis for Taiwanese ports. With the a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rt, the related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that need to overcome the problems are also born.

Whe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ttern gradually changed, in addition to engineering improvement, the industrial 
exclusive port was created due to changes in the demand for private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of the por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overnment's energy policy in the near future, it will inject new impetus into the subsequent 
port development. Today,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ports i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and this article tries to 
outline past efforts and developments. We hope to help you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efforts and timing of the 
previous port construction and technology upgrading in Taiwan.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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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港口建設從漁港出發，隨著日治與政

府初期的修建，進到國家各期重大建設計畫積

極的建設，隨階段需求工業專用港設置因運而

生，近期更隨政府的能源政策發展而有新的推

力。如今臺灣的港口已與以往不同。各時段的

努力，初步概述如下，希望能初步協助大家了

解臺灣港口建設的時序與努力。

一、從漁港出發的契機

依文獻記載臺灣港口闢建，主要始於明清

時期，雖有以商港型式開港者，惟多數係先以

漁港型式興建而後再轉發展為商港者。高雄港

開港前即為一小漁村，港口暗礁起伏，港口外

則有堤狀淺洲，1624年 (明天啟4年)荷蘭人入侵

臺灣後，進行漁港開拓；1683年(清康熙22年)

臺灣入清版圖時，高雄港已兼具漁港與商港的

功能，且為當時主要移民登陸之地；1743年(清

乾隆8年)蔡調等人由海上前來布袋經營漁業，

最先拓植布袋港，為開港之始，後因長年受漂

沙淤塞而逐漸沒落；1863年 (清同治2年)，安平

港已具輔助港地位，此時高雄港已漸開放成為

國際貿易商港。梧棲港於前清時，原為臺灣中

部對大陸貿易的貨物集散地，後因流沙淤塞而

被其他港口所取代，至1913年(日大正2年)才恢

復停泊帆船。1863年 (清同治2年)雞籠成為滬尾

(淡水古地名)的副港，與打狗(今高雄)同時開發

為商埠，後續漸進成為世界交通的要衝。

二、為港埠奠定基礎與雛型

臺灣港埠工程建設有系統、有計畫的推

動，始於日治時期，如1899年～1943年(明治32

年～昭和18年)推動基隆港興築五期計畫，1906

年～1937年(明治39年～昭和12年)高雄港興建

二期計畫，1931年～1937年(昭和6年～昭和12

年)花蓮港築港計畫，1939年～1944年(昭和14

年～昭和19年)帝國會議通過開闢中部港，在梧

棲成立「中部港築港工事事務所」展開對新高

港(臺中港)的開發等，該等建設為臺灣港埠的發

展奠定初步基礎。1949年(民國38年)國民政府

播遷來臺，為提供國際救援物資輸入及國內農

產品輸出之需求，隨即進行二次大戰受損碼頭

的修復工程，此項工程與持續建設為後續臺灣

港口的規模建立雛型。

三、積極建設與經濟發展推波助瀾

隨著政府推行以農業發展工業策略與持續

的經濟發展，政府陸續進行十大建設(民國63

年～68年，如臺中港第一階段第一期工程、蘇

澳港新建工程)、十二項建設(民國69年～74年，

如臺中港第一階段第二、三期工程)、六年國建

計畫(民國80年～86年，如擴建高雄港、基隆

港、安平港)、新十大建設(民國93年～97年，如

推動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愛台十二建設

(民國97年～104年，如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

一期工程、高雄自由貿易及生態港計畫)；過程

中，隨工程建設完成與經濟不斷發展，曾經造

就高雄港成為世界第三大貨櫃港的美名。

四、產業型態改變創造工業專用港機會

隨產業發展型態的改變，工業生產逐漸

走向資本密集化、技術專業化、生產大型化及

上、中、下游關聯產業整合趨勢，為滿足工業

區內龐大的海運需求，因此，新設大型工業區

多位屬濱海地區，為進一步引入民間業者龐大

資金的投入，促進產業鏈的發展，經濟部遂規

劃出結合建置工業區與工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

碼頭)的模式，允許工業興辦人可以投資興建工

業專用港，以提高民間業者投入建設工業區並

解決所屬原物料及成品進出口的需求，工業專

用港建設的時代隨之開始(含麥寮工業專用港、

和平工業專用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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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能源政策帶來未來新的展望

隨著政府對能源政策的確認，LNG接收站

與風場開發的新建設勢必增加，而該等建設與

港口的發展息息相關，除了中油LNG第三接收站

的興建外，從臺中港與基隆港外港水域，台電

及中油所提出不同的LNG接收站設置需求開始，

到配合風電產業之風機塔柱、水下塔架所需組

裝、安裝的重件及運維碼頭等需求，或將為未

來的港口發展，帶來新的契機與新的發展。

貳、臺灣港口建設現況

透過以往的積極建設，現有的臺灣商港依

其屬性，可概分為11個商港與2個工業專用港

(觀塘工業港尚未營運暫不計入)，相關位置如圖

1所示。其中商港部份(屬商港法規範)又可區分

為7個國際商港與4個國內商港。所謂7個國際商

港包含基隆、臺中、高雄及花蓮港等4個主要國

際商港，及3個屬輔助港性質的蘇澳港、臺北港

(基隆港的輔助港)、安平港(高雄港的輔助港)。4

個國內商港則包括布袋港、澎湖港(皆為高雄港

的附屬港)、金門港與馬祖福澳港等商港。另隨

臺灣經濟發展階段性需求所衍生之工業專用港

(屬產創條例所規範)，計有麥寮港、和平港及尚

未營運的觀塘港等三港。

參、臺灣港口建設之回顧

臺灣稍屬現代化的港口建設，多於近五十

年才開始進行，推動初期海岸工程學亦剛發

展，理論與工程技術尚不甚成熟，遂有港口興

建阻斷上游輸沙而引致下游海岸侵蝕之情事，

或因受長浪影響無法克服港池共振現象而影響

船隻靠泊安全；隨著船舶朝大型化發展，現有

港口與之搭配，在港口水域寬度與水深均顯多

資料來源：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06～110年)，2016年

圖1 臺灣地區各港埠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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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足，近期港口建設已漸朝深水區域發展；

由於碼頭因應進出口量不斷增長，其後線供堆

置與動線使用的空間已愈趨擁擠，土地不足等

現象不斷呈現，填海造陸工程需求應運而生。

伴隨著需求不斷的變化，臺灣港口建設的技術

亦有所精進。

港口興建初期，鄰近都會區多屬尚未開

發，惟隨著經濟不斷的發展，都會區域也越來

越向港區靠近，漸漸的港區與市區間緩衝空間

變小，互不相容與衝突因而屢屢產生，或因港

口腹地受限，進出港交通不便，市區及港區的

發展同時受到影響。隨著港域空間配置經驗的

增加與理念的精進，港域空間的利用與鄰近都

市土地的相容性，已納入歷次每五年檢討一次

的「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中考量。

隨之，港區與市區土地空間的分配與使用，在

相容與限制上，或有舒緩。

受篇幅所限，本文將以四大國際商港與麥

寮、和平工業專用港的工程要項回顧為例，希

望能帶出不同時段於工程要項與時間歷程的關

聯性，或可看出臺灣港口建設的發展概要。

一、國際商港建設之回顧

(一) 基隆港

1. 基隆港現況與土地使用配置

  基隆古稱「雞籠」，清光緒年間取「基

地昌隆」之義更名為「基隆」，基隆港

位於東經121°44'23"，北緯25°9'27"，

居於臺灣北部，富貴角與鼻頭角之間。

基隆港原屬形勢天成，港域東、西、南

三面為層巒環抱，港口向西北開敞，向

西南彎入內港，形成長約2,000m，寬約

400m之狹長水域。基隆港雖屬天然良

港，但相對空間較為狹小，港域總面積

572公頃，其中水域面積376公頃，陸域

面積196公頃。現有基隆港的面貌，如

圖2所示。

  隨著港域空間分配理念的引入，港域空

間利用與鄰近都市計畫土地相容性問

題已是歷次每五年檢討一次「國際商

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的要項。透過

港區土地利用色系表達的統合與確立，

資料來源：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2016年

圖2 基隆港航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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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06-

110年」中，基隆港整體港區土地使用

狀況，如圖3所示。

2. 基隆港建設之回顧

  基隆港原屬天然良港，惟於三面層巒環

抱下，隨港口需求不斷的擴大，克服現

有港區東岸或西岸可用土地不足的問

題，成為陸續推動的工程要項之一。

(1) 1974年完工第1突堤貨櫃碼頭，其

中西22碼頭長190m、西23碼頭長

210m、西24碼頭長240m、西25碼頭

長300m、西26碼頭長210m，水深介

於11至13m間。

(2) 為 增 加 西 岸 櫃 場 儲 運 能 力 與 裝

卸 效 率 ， 先 後 完 成 西 岸 高 架 橋

2,634m(1974年通車，現已拆除)及

西岸港區聯外道路3,980m(2000年通

車)，俾利中山高及北二高延伸至港

區，除可避免貨車穿越市區外，透過

與內陸集散站的連結，尚可擴展基隆

港的腹地與競爭能力。

(3) 配合西20碼頭延伸80m，將西19碼頭

向外拓建40m，於1992年(民國81年)

完成第2突堤貨櫃碼頭改善工程，完

成後，碼頭長分別為324m(西19)、

326m(西20)、236m(西21)，水深介於

10至14.5m間。

(4) 1997年(民國86年)基隆港成為國內最

先建置VTMS(船舶輔助導航管理系統)

的港口，藉此提升港口對船舶交通秩

序及安全管理之能力。

(5) 於2002年(民國91年)完成外港航道、

迴船池拓寬及浚深計畫，將外港航道

(由港口至東11號碼頭)由原CD.-14m

浚深至CD.-15.5m；外港西29至西32

號碼頭前火號澳船渠航道由原CD.-12m

浚深至CD.-15m，提昇進港船型至6

萬DWT(Deadweight Tonnage,載重噸

位)級散雜貨輪及5,000TEU(Twenty-

foot Equivalent Unit, 20呎標準貨櫃)貨 

櫃輪。

(二) 臺中港

1. 臺中港現況與土地使用配置

  臺中港位於臺中市梧棲區，以信號台位

置的標示，港口位於東經120°31'1"，北

緯24°17'24"。梧棲古稱「竹筏穴」，

居民多以捕漁為生，故又稱為「網罟

寮」，復因位居鰲峰山西麓亦稱「鰲

西」，清光緒17年(1891年)地方士紳集

議更名，乃取「鳳非梧不棲，非醴泉不

飲，非竹實不食」之寓而更名為「梧

棲」。現有臺中港面貌，如圖4所示。

  臺中港域總面積11,285公頃，其中水域

面積8,382公頃，陸域面積2,903公頃。

透過港區土地利用色系表達方式的統

合，於「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

106-110年」中，臺中港整體港區土地

使用狀況，如圖5所示。

2. 臺中港建設之回顧

  臺中港為大型人工港開發的首例，各階

段的工程要項略述如下：

(1)第一階段興建期

圖3 基隆港土地使用配置現況圖

資料來源：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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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分三期施工，自1973年(民

國62年)10月31日進行第一期工程，

於1976年(民國65年)10月31日啟用通

航，其後第二及第三期工程至1984年

(民國73年)6月全部完成，民國73年臺

中港運量為768萬噸。

A. 第一階段第一期建港工程屬國家十大

建設之一，1973年11月開始建港，至

1976年10月31日開放營運，年營運量

約280萬噸。臺中港因潮差較大，施

工期間沉箱式防波堤的施築受到極大

限制，除採傳統端進工法外，曾研創

出「跳島法」輔助施工；以端進法與

跳島法合併進行，歷經三年完成46座

沉箱安放，以當時施工技術與經驗而

言，實屬難能可貴。施工過程如圖6～

圖8所示。

B. 第一階段第二、三期工程列為國家12

項建設之一。工期自1976年(民國65

年)11月起至1984年6月止，年營運量

達1,100噸。

(2)第二階段興建期

第二階段工程旨在對擴大港埠的營運

功能，開發工業港區並加強船舶進港

安全為主。於1984年(民國73年)7月開

工，1995年6月底完成，於1995年營

運量成長至4,953萬噸。相關工程要項

簡述如下：

A .配合船舶大型化趨勢、因應台電進

泊大型煤輪需求及提高貨櫃輪進港安

資料來源：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2016年。

圖4 臺中港航拍圖

資料來源：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2016年

圖5 臺中港土地使用配置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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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故辦理此項港口擴建計畫，包括

延伸北防波堤850m，拓寬港口及航

道、浚挖內航道首段750m至-13m，寬

200m，填築新生地68公頃等，工程自

1987年(民國76年)7月至1995年6月。

B. 配合台電興建火力發電廠需求，進行工

業港區第一期工程開發。工業港區開發

包括：圍築5,000m、航道浚挖3千餘萬

方、新生地填築640公頃等，1985年11

月開工，至1992年12月完成。

C. 因臺中港北側淤沙區於退潮後露出大

片沙灘，冬季受東北季風吹襲形成飛

沙，乃積極辦理北側淤沙區整治第一

期工程，除大幅改善飛沙危害外，並

填築新生地116公頃。於1992年(民國

81年) 奉准，1994年10月完工，為臺

灣海岸大面積飛沙危害整治之首例。

D. 為因應貨櫃裝卸量的成長，推動31

號、32號屬第二貨櫃中心的興建工

程，除碼頭及貨櫃場舖面由港務單

位興建外，其餘則開放給民間投資經

營，以落實當時民營化的政策， 32

號碼頭於1995年(民國84年)11月完工

營運；31號碼頭於1996年12月完工營

運。

(3)第三階段興建期

配合營運成長增建各類碼頭13座，北

防波堤再延長480m、港口及航道浚深

至-16m與拓寬為400m，以供12萬5千

噸級散裝船及4,000TEU貨櫃船進港。

利用浚挖土方造地220公頃，供港埠

及工業發展使用。考量觀光及遊憩休

閒發展，於後線及漁港北邊規劃遊憩

區位，另為串聯該等遊憩景點，於中

一路北段及北堤路新建景觀道路，為

臺中港多元發展奠定基礎。本階段於

1995年(民國84年)7月開工，2006年

12月底興建完成，於2006年營運量成

長至9,032萬噸。

A. 配合台電興建火力發電廠，辦理工業

專業區(Ⅰ)開發工程，部份供台電設

廠外，其餘開發為鋼鐵相關工業專業

區，於1998年(民國87年)4月完成第一

期建廠並開始生產。

B. 為因應貨櫃快速成長，興建33、34

號、35號貨櫃碼頭，自1994年(民國83

年)7月至1998年12月。

C. 為因應中部進口煤炭需求，增建104號

公用煤炭碼頭。自1997年(民國86年)7

月起至2000年10月。

資料來源：臺中港第一期工程報告下冊，1976年

圖6 端進法安放沉箱圖 圖7 跳島法安放沉箱圖 圖8 沉箱崁入安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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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為減緩飛沙危害，降低東北季風對船舶

進出港影響，再次於北側淤沙區進行第

二期整治工程，辦理海堤興建及抽沙填

地、防風定砂設施等，創造出新生地39

公頃供港埠發展之用，自1998年(民國

87年)7月至2002年6月完工。

E. 為配合亞太營運中心海運轉運中心之推

動，及為因應運量快速成長所衍生之交

通需求，適時建設港區及聯外道路新建

工程以銜接國道、省道或生活圈主要道

路，自1994年(民國83年)7月至2003年

6月完工。

F. 為使第四代貨櫃輪及海岬型散貨輪安

全進泊，進行港口第二期擴建工程，

自1999年(民國88年)7月至2003年12月 

完工。

G. 為解決短中期公民營業者投資興建碼

頭的挖泥處理問題，進行南填方區(Ⅰ)

圍堤工程，以收容港區浚挖土方，填

築完成新生地220公頃，供港埠發展之

用，自1998年(民國87年)7月至2005年

12月。

(4)第四階段興建期

除繼續配合營運需求增建碼頭外，亦

進行港埠設施改善工程，包括北填方

區開發、二港口外港區闢建、漂飛沙

區整治及港池泊渠維護浚深等工作，

主要項目如下：

A. 43號碼頭新建工程：屬業者投資開發專

業區時，政府承諾協助的事項，藉以提

昇業者的投資意願，並改善港埠運輸能

量，擴大港埠服務功能。自2005年(民

國94年)1月起至2007年12月止。

B. 中油興建西13號LNG碼頭，碼頭長400

公尺，96年9月完工；中龍公司興建

98號碼頭，碼頭長393公尺，97年7月 

完工。

(三) 高雄港

1. 高雄港現況與土地使用配置

  高雄港一港口位於東經120°15'25"，

北 緯 2 2 °3 7 ' 1 " ； 二 港 口 位 於 東 經

120°18'26"，北緯22°33'21"。現有高雄

港面貌，如圖9所示。

資料來源：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2016年

圖9 高雄港航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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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域總面積17,736公頃，其中水域面積

15,865公頃與陸域面積1,871公頃，一

港口水深-11m，有效寬100m，可通行3

萬噸級船舶；二港口水深-16m，有效寬

148m，可通行10萬噸級船舶。

  透過港區土地利用色系表達方式的統

合，於「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

106-110年」中，高雄港整體港區土地

使用狀況，如圖10所示。

2. 高雄港建設之回顧

  繼12年擴建工程及中島新商港區開發執

行後，高雄港加工出口區、前鎮漁港、

臨海工業區、一貫作業大煉鋼廠、百萬

噸級大造船廠等計畫陸續施工。隨著經

濟起飛，1967年(民國56年)起高雄港裝

卸量擴大，此時貨櫃船亦漸趨大型化、

貨櫃的裝卸比重逐年增加，高雄港陸續

進行第二港口開闢工程、第二、三貨櫃

中心，第四貨櫃中心（含過港隧道工

程）、第五貨櫃中心等計畫；近年更因

民眾親水需求增加，且舊港區已鄰近市

區，導致貨車車流及裝卸作業時，造成

鄰近居民間關係的不協調，而有舊港區

再開發的需求；隨著貨櫃量持續成長與

原化學品碼頭緊鄰市區等問題待解，在

港區內已無可用空間下，高雄港邁向外

海填地發展的時代。透過洲際貨櫃中心

計畫之執行，可同時滿足增建貨櫃中心

與遷移舊港區石化業者，另成立石油化

學品儲運中心與舊港區再開發之需求。

相關推動要項，依序說明如下。

(1)第二港口開闢及航道之加深

1967年(民國56年)進行第二港口開闢

工程，至1975年完成，計畫目標為

75,000噸級貨輪進出港暢通無阻，並

抒解一港口壅塞情形，在經濟上則

加速臨港區大煉鋼廠、大造船廠之 

興建。

計畫內容包括開闢水深-14m航道

6,250m，總挖方22.56百萬方用以填

築新生地144公頃。於二港口南北兩

側興建北防波堤長1,320m，南防波堤

長2,014m，該防波堤工程採用圓形沉

箱係屬首創，圓型沉箱之立面及斷面

圖，如圖11所示。

為配合十大建設一貫作業煉鋼廠之器

材及10萬噸級貨輪載運礦砂進港及靠

泊需求，除二港口航道及迴船池加深

至-16m外，並建立台灣首座10萬噸級

資料來源：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2016年

圖10 高雄港土地使用配置現況圖

圖11 高雄港二港口圓形沉箱立面及斷面圖

資料來源：第二港口開闢工程，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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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靠泊碼頭。該計畫於1973年(民國

62年)開始，1980年完成。

(2)第二貨櫃中心

為迎接貨櫃時代來臨，與貨櫃船持續

加大，第一貨櫃中心碼頭已不符所

需，且當時貨櫃船已朝不自設起卸設

備發展，故貨櫃碼頭設置裝卸設施已

屬趨勢，新設第二貨櫃中心需求因此

產生。第二貨櫃中心興建4席碼頭，碼

頭長1,060m，水深-12m；儲轉場面積

45公頃，可儲貨櫃12,000個，另設置

每台總重750噸，軌距50呎，每輪荷

重35噸貨櫃起重機6台。於1972年(民

國61年)完工啟用。該計畫使高雄港成

為當時遠東各港具有最優越設備的貨

櫃碼頭。

(3)第三貨櫃中心

貨櫃船仍持續大型化及高雄港貨櫃量

亦逐年增加，1975年(民國64年)開始

興建第三貨櫃中心，包括68～70號

等3座碼頭，至1981年完工，其間興

建-14m水深碼頭長1,050m，貨櫃場

433,234平方公尺，貨櫃起重機6台。

此後，高雄港擁有9座貨櫃碼頭，全長

2,376m，貨櫃起重機13台，全年裝卸

能量達806,333個。

(4)第四貨櫃儲運中心

依據相關預測，於1981年時，高雄港

需處理貨櫃量將超越貨櫃裝卸能量，

遂推動第四貨櫃儲運中心計畫。興

建116～122號等7座-14m水深貨櫃碼

頭，於1983年開工至1993年完工，碼

頭總長2,256m，櫃場面積784,000平

方公尺，貨櫃起重機14台，可供7萬

DWT級貨櫃船靠泊，平均荷重每平方

公尺2噸，軌道距離80呎。

(5)過港隧道開闢工程

 高雄過港隧道的開闢為開發第四貨櫃

中心之先決條件，藉此亦可促進旗津

地區的經濟繁榮，該工程於1981年5

月開工至1984年3月完工。因隧道需

跨越主航道，施工時不得妨礙航道暢

通，及考量可用腹地狹小需縮短引道

長度，故採用沉埋管施工法。隧道由

前鎮漁港邊漁港南三路穿越寬440公

尺、水深-14m主航道至旗津第四貨櫃

中心，全長1,550m，包括6節沉埋管

(共長720m)及斜坡引道長830m，最大

縱坡度4.5%，為臺灣首座且唯一的過

港隧道建設(如圖12所示)。

(6)海堤及立體交叉道

為因應過港隧道及第四貨櫃中心所帶

來之大量車流，避免隧道口產生交通

延滯，於過港隧道出口將海堤線向外

移約230m，於二港口北堤根至二號

突堤間(水深-1m至-4.5m)興建971.35m

新海堤，藉第四貨櫃中心開發疏浚之

土方填築新生地，作為立體交叉道之

佈設用地。該海堤及立體交叉道工程

於1987年(民國76年)動工至1991年完

工。

(7)第五貨櫃儲運中心

貨櫃裝卸業務量仍日益增加，第五貨

圖12 高雄港過港隧道縱剖面圖

資料來源：高港二十年，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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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中心自1989年起興建，至2000年8

月完工。共興建74～81號等8座貨櫃

碼頭及後線場地與附屬設施， 其中

74號碼頭水深-13m，長341m兼具重

件碼頭功能，75、76、80、81號4座

碼頭，水深-14m；77～79號碼頭，

水深-15m(設計-16m)；貨櫃碼頭總長

2,130m。

(8)洲際貨櫃中心計畫

於2005年(民國94年)起至2010年辦理

洲際貨櫃中心第一期工程計畫，於大

林商港區以民間投資方式興建4座水

深-16.5m，碼頭岸線總長1,500m深水

碼頭，後線場地面積75公頃之第六貨

櫃中心。同時，政府亦於二港口南側

水域-7m處興建2,584m長之海堤，並

利用港域航道、迴船池疏浚土方產生

100公頃新生地。

配合政府延續石化產業發展、確保高

雄樞紐港地位及整體性調整舊港區使

用，於2010年(民國99年)起接續辦理

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計畫。計畫

於洲際貨櫃中心第一期計畫區外海構

築6,515m之外廓防波堤與5,249m碼頭

岸線，並利用外海取沙及港區疏浚土

圖13 花蓮港航拍圖

資料來源：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2016年

方完成422.5公頃造地。洲際貨櫃中

心計畫整體可提供162公頃之新式貨

櫃場地、250公頃石化中心、50.9公

頃散雜貨用地、51.5公頃物流園區，

同時佈設5席水深-18.0m貨櫃碼頭，

可供22,000TEU級巨型貨櫃輪靠泊；

10席石化碼頭，可供42,000DWT～

100,000DWT級以上石化油品輪靠泊；

4席散雜貨碼頭，可供70,000DWT散雜

貨輪靠泊。

洲際貨櫃中心完成後可促成港市再

造，塑造具璀璨風貌且多元價值的都

會港灣，奠定高雄港未來20年營運發

展之根基。

(四) 花蓮港

1.花蓮港現況與土地使用配置

  花蓮港位於臺灣東部，港口經緯度為東

經121°37'35"，北緯23°59'11"。現有

花蓮港面貌，如圖13所示。

  港域總面積1,469公頃，其中水域面積

1,310公頃，陸域面積159公頃。港口防

波堤間最短距離約275m、有效寬24m、

水深-16.4～-19.6m。外港迴船池直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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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m、水深-14～-16.5m；內港迴船池

直徑約200m、水深-10.5m。

  透過港區土地利用色系表達方式的統

合，於「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

106-110年」中，花蓮港整體港區土地

使用狀況，如圖14所示

2. 花蓮港建設之回顧

  花蓮港在三期擴建未完成時，即有鑑於

內港航道與內港水域之狹窄，應該延續

三期擴建工程，儘快提出外港擴建計

畫，以因應船舶大型化趨勢，遂於1976

年(民國65年)1月辦理四期擴建整體規劃

(如圖15)及細部設計。

(1)四期擴建計畫

擴建工程自1978年7月起至1991年(民

國80年)12月止，相關說明如下：

  建造9座深水碼頭(水深-12m～-16.5m)。

  延長東防波1,837m，新建西防波堤

1,050m。

  構築沉箱渠1座(改建為1萬5仟噸級修  

造船塢)。

 填築碼頭新生地5公頃。

可供6萬噸級船舶進港泊靠，年吞吐

量達3,200萬噸，完成水域面積104.2 

公頃。

圖15 花蓮港分期擴建示意圖

資料來源：花蓮港務局

二、工業專用港建設之回顧

(一) 麥寮工業專用港

圖14 花蓮港土地使用現況配置圖

資料來源：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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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麥寮工業專用港現況

  麥寮工業專用港配置如圖16所示，主要

設施如下：

  港口方向朝西偏南34度、水深EL.- 24m 

，為現有國內水深最深之港口，可供

26萬噸級超級油輪進出港。

  防波堤：西防波堤長3,243m，南防波

堤長2,227m，合計5,470m。

  航道長2,500m，迴船池直徑900m。

  備有進港疊標、堤頭燈塔、航道浮

燈標、信號台及船舶交通管理系統

(VTMS)等助導航設施。

  備有港勤船舶與港勤船渠、機工廠與

修船滑道供港勤船舶維修、檢驗及保

養。

  陸域面積104.7公頃、港內水域面積

515公頃、港外水域面積978公頃。

  專用碼頭20席(第一期)、公用碼頭10

席(第二期)。

2. 麥寮工業專用港建設之回顧

  隨著產業型態的改變、生產走向資本密

集及上、中、下游關聯產業匯聚於一大

型工業區，並需滿足進駐業者龐大的海

運需求，經濟部遂規劃出結合建置工業

區與工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碼頭)的模

式，允許工業興辦人可以投資興建與經

營工業專用港，民間參與工業專用港建

設的時代隨之開始，麥寮工業專用港是

首例。

  興辦工業人自建完成西1～3，北1、北

2、北5～7、東1～7及東8～東10(N/S)

等20席專用碼頭及專用碼頭用地造地

34.5公頃。

   公用碼頭10席及南公用碼頭區用地造

地工程，則俟未來雲林離島式基礎工

業區之新興區、臺西區、四湖區等開發

後，配合擴建以提供工業區廠商的海運

需求。

  經濟部工業局麥寮工業專用港管理

小組於2000年(民國89年)10月1日

進駐麥寮港，於2001年3月1日開始 

營運。

圖16 麥寮工業專用港配置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麥寮工業專用港簡介，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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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和平工業專用港

1. 和平工業專用港現況

  和平工業專用港配置如圖17所示，主要

設施如下：

  港口方向朝南偏西10°。

  迴船池直徑500m，水深-15m。

  進出港航道長自南、北外防波堤堤頭

連線中點至港內迴船池中心為止，

總長1,200m，水深自EL.-20m漸變至   

EL.-15m。

  北外防波堤長1,100m；南外防波堤長

927.05m；南外堤全長240m；南內防

波堤長66m，北內防波堤內側堤長66公

尺，外側堤長75公尺。

  迴船池北端護岸978m，採緩坡拋石結

構之消波設計。

  主航道導向燈杆、堤頭燈塔、迴船池

警示浮燈等以引導及協助船舶航行安

全；信號台設施：備有海事專用特高頻

(140~163.5MHz)無線電通信系統。

  備有拖船(兼領港船)、帶纜船(兼清潔

船)用以協助船舶進出港及泊靠碼頭。

  港務大樓設位港區南端，供和平港公

司人員及政府相關單位使用。警巡大

樓：位於港務大樓東側，供花蓮港務

警察所、海洋巡防總局第六(花蓮)海巡

隊、海岸巡防總局東部地區海岸巡防局

等單位使用。

  第一期興建N2、S1、S2、S3、S4及

港勤碼頭等6座碼頭，第二期規劃興建

S5、S6、N1及N3等4座。

2. 和平工業專用港建設之回顧

  經濟部規劃結合工業區與工業專用港(或

工業專用碼頭)的建置模式，允許工業興

辦人可以投資興建與經營工業專用港，

和平工業專用港為第二個案例。

圖17 和平工業專用港配置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和平工業專用港(修訂)規劃報告書，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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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工程包含防波堤、6座碼頭、相

關助導航設施等均已完成。

  第二期規劃興建S5、S6、N1及N3等4

座碼頭，施工時程需視和平工業區內興

辦工業人產能及和平港碼頭運量逐步擴

建。

  經濟部工業局和平工業專用港管理小

組於2000年(民國89年)12月1日進駐和

平港，於2003年12月正式營運。

結  語

鑒於前人或因當時技術發展欠缺，或因整

個經濟環境發展過速，相關建設或許一時無法

配合，然前人的努力因應方式，仍足供作為經

驗傳承，以作為積極吸收先進技術，瞭解實際

需求，建立永續建設之參考。臺灣港灣工程未

來方向應朝「港市共容，永續發展，建設智慧

型港口」目標邁進，相關方向如下：

一、外廓防波堤建設將越來越深，設計仍應朝

生態化之多元功能設計。

二、外廓港區配置應儘可能以不影響下游海岸變

遷為前提，實非得已亦應提出因應配套措

施。

三、舊港區更新並綠美化環境，將臨近市區之舊

港區儘可能整建還給市民一個親水休憩空

間。

四、港區土地與市區發展應能共容與相輔相

成，聯外交通應互為考量，避免相互影

響。

五、舊碼頭宜進行檢測並予加強延壽，以提供

船舶停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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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

中華顧問50週年特刊

摘   要

隨著全球經濟發展、航空技術提升，航空運輸已成為交通運輸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機場工程為

服務航空運輸而生，需配合航空運量成長、航空器演進、飛安規範修訂等變動進行規劃及建設，方能提

供安全、便捷、舒適的服務。

中華顧問工程司成立以來，投入參與我國機場包含桃園、高雄、松山等之規劃及建設，對於我國航

空產業及機場發展瞭解深刻。適逢中華顧問工程司50周年，本文回顧我國民航運量發展、全國機場規

劃乃至桃園、高雄國際機場之主計畫及旅客關切的航廈發展歷程，並順應新時代機場建設發展趨勢，以

「韌性」、「綠色」、「科技」為主軸，展望臺灣未來機場工程的發展方向。

臺灣機場建設
歷程與展望
Th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 of Taiwan Airport 
Construction

關鍵字(Key Words)： 機場主計畫(Airport Master Plan)、機場整體規劃(Airport Overall Planning)、機
場工程(Airport Engineering)、航廈設計(Terminal Design)、韌性機場(Resilient 
Airport)、綠色機場(Green Airport)、科技機場(Technology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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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aviation technology, air transport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ransportation. Airport engineering is derived from air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need to be implemented following the growth of air traffic, the evolution of aircraft, and the revision of 

the standard to provide safe, convenient, and comfortable servic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a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it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airports including Taoyuan, Kaohsiung, and Songshan, and has a great understanding of Taiwan’s 

aviation industry and airport development. With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a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civil aviation traffic growth, the civil airport system plan, the master 

plan of Taoyuan and Kaohsiung International Airports, and the terminal construction. On the base of the trend in the 

new era, the future of Taiwan’s airport engineering will be in the direction of "resilience," "green," and "technology".

臺灣機場建設
歷程與展望
Th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 of Taiwan Airport 
Construction

32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運輸土木部／副理／王道安 (Wong, To-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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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土木部／工程師／林奕君 (Lin, Yi-chu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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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代航空器自發明至今已超過百年的歷

史，噴射飛機已成為連接世界不可或缺的交通

工具，航空產業亦於世界各地蓬勃發展。機場

作為提供航空器起降之空間，其功能從僅具備

基本起降機能之飛行場(Airfield)，發展至有較為

完整客、貨運機能之機場(Airport)，及具備航空

貨運、物流、辦公、零售、旅館等功能之機場

城市(Airport City)。近年國際上並提出以機場為

中心，航空運輸業為核心功能，以依托機場的

區位優勢、交通運輸優勢和港區優勢，發展具

備新興多目標功能區域之航空城(Aerotropolis)。

中華顧問工程司成立於1969年，2007年轉

型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CECI)繼受

其工程技術業務。本公司50年來積極參與我國

機場重點建設計畫，服務範圍涵蓋上位系統規

劃、機場主計畫、跑滑道停機坪、客運航廈、

貨運站、航機維修棚廠之規劃設計監造工作。

本文將回顧50年來，我國機場系統規劃以

及重點機場主計畫之發展情況，並選擇一般民

眾較為熟悉之航廈建設，探討時代發展與科技

持續進步對機場規劃設計之影響，並展望未來

發展方向。

貳、機場整體規劃演進

一、從歷史運量觀察我國民航發展

我國民用航空局於1947年成立，1949年隨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1950年於松山機場成立臺

北航空站，為我國民用航空事業與建設萌芽階

段。基於國際航線需求穩定成長，松山機場腹

地不敷使用，民航局於1968年著手研究新國際

機場之解決，至1979年桃園機場啟用，引領我

國民航發展進入嶄新的階段。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社會與政治環境日益

開放，1987年政府實施「開放天空政策」，放

寬航空運輸管制，將民航發展推至蓬勃發展的

階段。新國籍航空公司紛紛成立，投入國際與

國內航線市場，國內線旅運量因當時陸路運輸

系統飽和，自1986年約530萬人次/年快速成長

至1997年之3,740萬人次/年，達到最高峰。國際

旅運量亦以平均成長率3.8%持續成長，至1997

年約達1890萬人次。(詳圖1)

然而自1998年開始，國內航線運量由於國

道3號陸續通車與航空票價因應航油調漲，西

部航線與陸運系統競爭優勢逐漸喪失，導致旅

運量開始下滑，至2007年高鐵通車後，西部航

線即全面被陸路運輸取代。隨後東部航線之運

量，亦受花東鐵路電氣化之影響，使國內航線

圖1 我國國際與國內線運量成長趨勢圖 (民航運輸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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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服務對象逐漸轉為離島航線，整體國內航

線運量目前約維持在1,100多萬人次/年。

國際航空部分，除於2003年因受SARS事

件，以及2008年受全球性金融海嘯影響等特

殊事件略有波折之外，均呈現穩定成長趨勢，

1997年至2008年間年平均成長率2.8%。2008

年政府推動「兩岸直航」，加上開放陸客來臺

旅遊、國人出國觀光風氣日盛、新興市場蓬勃

發展、低成本航空出現、全球化發展等正面因

素，2009年至2016年國際航線運量以年平均成

長率11.5%顯著成長。

2016年兩岸政治氛圍改變，大陸採取來臺

旅客限縮政策，我國政府則積極推動「新南向

政策」因應，以避免過度依賴單一市場。在持

續加強對外國之行銷觀光，積極開拓東南亞與

穆斯林等新興市場，以及放寬簽證措施多管齊

下，2016至2019年國際航線運量雖受兩岸航線

的負面影響，整體仍呈現4.2%的成長率，未來

仍有持續成長之潛能。

二、全國機場整體規劃

(一) 機場發展上位布局

 我國民用機場眾多，過往各機場之

建設投入，僅就個別機場發展角度進行，

缺乏考量彼此間之協調、競爭與牽制等議

題。行政院於1998年指示交通部，應對全

國各機場發展進行整體性規劃，使機場之

建設與發展更具整體性與協調性，將有限

的資源做有效與合理的分配。為確保整體

規劃布局契合社會經濟發展與變遷需求，

應每5年辦理一次滾動式檢討。

民用航空局於2002年首次完成「臺灣

地區民用機場整體規劃及未來五年發展計

畫(91年至95年)」，該報告由於松山機場遷

建議題無法獲得政策共識，未獲行政院核

定。CECI有幸承辦「台灣地區民用機場整

體規劃及未來五年發展計畫(98~102年)」，

以及「臺灣地區民用機場整體規劃(102-106

年)」，並於2014年獲行政院核定(詳圖2)。

依核定之上位發展策略，國際機場

布局配合國土發展採一主多輔策略，依區

域與城市需求發展，帶動機場周邊產業發

展。國內機場則健全航網，保障離島空

運，並適時結合當地觀光資源，強化機場

經營特色為機場分工發展主軸。[2]

(二) 現階段滾動式檢討方向

 有鑑於一主多輔之論述，往往引起地

方對資源分配之誤解，加上部分低使用率

機場之活化利用，一直未能找到地方可接

受之解決方案。爰此，民航局希望能引入

圖2 臺灣地區民用機場整體規劃(102-106年)-機場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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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方創生之經驗，委由日系顧問公司

現正進行「臺灣地區民用機場2040年(目標

年)整體規劃」[3]。

最新一期之整體規劃，將納入近年各

界提出之區域/離島機場群發展、國內低成

本航空發展趨勢、航太維修產業及物流產

業發展、導入新興科技打造智慧機場、永

續經營發展低碳機場、因應全球氣候變遷

發展韌性機場等議題，對我國機場分工再

度進行滾動式檢討。

在考量全球區域競爭之趨勢，並配合

我國社經結構變化、國土發展計畫及新南

向政策等我國未來整體發展方向，初步以

「群體對外、分級發展」的策略，擬定三

大定位功能：

1.  國家門戶以結合桃園機場、高雄及松山

機場，提供區域航網競爭力；

2.  地方機場掌握地方資源、產業需求，增

強對外連結；

3.  民生基本運輸則維持提供基本空運需

求。

三、機場主計畫

全國機場整體規劃為各機場布局與分工之

最上位指導計畫。在確立個別機場之功能定位

與市場區隔後，需進一步為個別機場擬定主計

畫與分期發展計畫，並規劃硬體建設之啟動門

檻。以下就桃園與高雄兩大機場回顧主計畫之

發展歷程。

(一) 桃園主計畫

1. 奠立發展基礎：主計畫釐訂(2000)

  1960-1970年代，政府考量空運成長蓬

勃，邀請中外專家研討並確認松山機場

不適合長期發展後，經一系列之場址研

選，確立於桃園闢建一新國際機場。

  民航局委由美國派森斯公司(The Ralph 

M. Parsons Company)進行主計畫規劃，

以2000年為目標年，客運量達2,500萬

人次/年，貨運量達100萬公噸/年，配置

兩條主要跑道，並於中央配置三座旅客

航站及貨運站區，為桃園國際機場確立

長期發展的基礎，預定分三期建設，詳

圖3，並奉行政院核定為當時十大建設

之一。第一期建設歷經4年多完成並於

圖3 桃園國際機場主計畫配置圖(2000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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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正式啟用，成為當時東南亞最具

規模的國際機場。

2.  發展受阻，維持雙跑道機場：主計畫修

訂(2020、2035)

  隨著航空運量成長趨勢，以及訂定桃園

機場成為國際空運中心之目標，民航

局陸續於1993年、2000年、2006年進

行主計畫修訂，與此同時進行第二航廈

興建，並於2000年啟用，提升機場服 

務容量。

  1993年完成第一次主計畫修訂，將目標

年調整為2020年，預測目標年客運量

為9,000萬人次/年，貨運量為230萬公

噸/年，並完成以「北跑道北移300ｍ，

南跑道南移200ｍ，候機室採指狀式配

置，於南側空軍基地發展第三跑道」之

發展藍圖，然於執行跑道北移計畫時，

遭受到大園鄉民的反對而未能推動。

  民航局復於2000年完成第二次計畫修

訂，以2020年為目標年，客運量調整

為6,500萬人次/年，貨運量340萬公噸/

年，規劃「北跑道不遷移、維持線狀停

機方式，於南側空軍基地跑道發展第三

跑道」，仍因機場南側住民反對而終止

執行。

  CECI於2004年受委託辦理第三次主計畫

修訂，第三跑道需求多有討論，惟當時

決策考量前兩次修訂均遭受民意反對而

無法推動後續建設，且對動輒6,000萬

人次/年以上之運量預測存在懷疑，加上

空域受限之議題限制了決策思維，最終

在不發展第三跑道之原則下，以2035年

為目標年，客運量調整為4,750萬人次/

年，貨運量402.7萬公噸/年，完成了主

計畫修訂。

3.  航空城計畫啟用，確立三跑道發展方

向：綱要計畫(2030)、實施計畫(2042)

  政府為確保我國於全球市場之競爭力，

於2008年提出「桃園航空城計畫」，以

桃園機場發展為主軸，帶動機場周邊土

地與產業發展。為配合政策推動，2009

年頒布「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擬

定相關計畫位階及定位架構。

  民航局依規定辦理「園區綱要計畫」，

將機場園區之未來發展定位為「起迄及

轉運均衡發展之東亞樞紐機場」，並以

「提供優質便捷之客貨流通環境，以協

助我國產業發展」為具體目標。以目標

2030年客運量推升至5,890萬人次/年，

貨運量達448萬公噸/年之規模，建議興

建第三航廈，並計畫於機場北側取得土

地興建第三跑道與衛星式候機廊廳，以

及擴大自由貿易港區範圍。

  2011年完成綱要計畫行政院核定程序

後，機場公司依規定辦理「園區實施計

畫」，CECI與AECOM於2014承辦「園

區實施計畫修正版」，納入智慧機場概

念，以2042年為目標年，推估客運量為

8,660萬人次/年，貨運量500.2萬公噸/

年，提出具體未來配置如圖4，其成果於

2019年獲行政院核定並作為後續重大建

設之依據。

  依核定之實施計畫，未來十年，桃園機

場將投入2,000億元之費用，從事第三航

廈、第三跑道、衛星廊廳、軌道運輸系

統、給水、污水、電力、資通訊等基礎

設施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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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雄主計畫 

1.  新建國際航廈，拓建國內航廈：主計畫

釐訂(2010)

  高雄機場原由空軍官校作為為岡山基地

之備用機場，於1964年為拓展南部地區

空運才交由民航局接管。於1969年辦理

以1990年為目標年之建設計畫，闢建國

際線與國內線共用之航廈，並進行跑道

延長、平行滑行道新建及停機坪擴建等

工程。

  因應開放天空政策，CECI於1989年受

民航局委託辦理「釐訂高雄機場主計

畫」，以2010年為目標年，客運部分將

原有航廈改為國內航廈，並新建一國際

航廈，於1997年啟用(詳圖5, 圖6)；貨運

部分原規劃於機場北側發展，然因土地

取得成本高昂，未被執行。

  民航局於2000年進行第一次高雄主計畫

修訂，行政院僅核定「北側跑道地帶寬

度不符國際規範之土地徵收」，後續就

「跑道改善、國內航廈改建、立體停車

場興建、貨運站擴建及宵禁影響對策」

等項目進行檢討，再行提報。

  CECI於2004年承辦「高雄國際機場跑道

延伸計畫可行性評估」，顯示跑道延長

效益不大，且在民眾反對跑道延長及宵

禁解除的狀況下，建議藉由增設滑行道

提高機場運能。

圖4 桃園國際機場2042年全區配置圖[5]

圖5 高雄國際機場航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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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航局遂於2006年再度委託CECI辦理

「高雄機場整體規劃及未來五年發展計

畫」，將高雄機場定位為南部地區之

區域性國際機場，同時作為兩岸直航機

場，以及大高雄地區主要之國內機場，

以2035年為目標年，預測目標年國際與

國內客運量分別為604萬與122萬人次/

年。然適逢兩岸重大政策以及高鐵開通

之影響，研究基礎與當時政策有所差異

等因素下，僅於2010年奉行政院指示先

行備查。

2.  發展區域性國際機場，改擴建航廈設

施：整體規劃(2035)

  民航局為因應南部地區地方政府及民意

爭取新設國際機場之訴求，於2015年

完成「南部地區興建24小時營運國際機

場可行性研究」。研究成果顯示南部地

區現況暫無符合新建大型國際機場條件

之用地與空域，建議目前仍可將南部地

區主要航空運輸發展維持於既有高雄機

場，並重新針對高雄機場辦理整體規劃

檢討。

  CECI於2015年承辦「高雄國際機場2035

年整體規劃」工作(詳圖7)，依據「臺灣

地區民用機場整體規劃(102～106年)」

賦予高雄機場之區域性國際機場功能定

位，以2035年為目標年，預估客、貨運

量將達865.6萬人次/年及11.9萬噸/年。

圖6 高雄國際機場

圖7 高雄機場未來配置藍圖(2035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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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充分因應新南向政策及低成本航空發

展可能衍生航線/航點需求，重新進行

空間資源調整，並確立國際航廈擴建、

場面設施改善等工程，以提升國際線服 

務容量。

  「高雄國際機場2035年整體規劃」已於

2018年獲行政院核定，未來十年政府將

投入250億元之預算，進行國際/國內航

廈之改擴建工程，以及空側設施之優化

工作。

參、由航廈建設看時代發展

桃園機場自1969年進行規劃，1974年正式

動工興建，發展至今已50年。以下藉由回顧各

航廈建設，一窺機場規劃發展歷程及演進。

一、第一航廈

第一航廈為當時機場航站區重要中心建

築，如圖8，有地下室、一樓、一樓夾層、二樓

及二樓夾層共五層，長198公尺，寬120公尺，

總樓地板面積約15萬6,500平方公尺，外觀具有

中國建築之風格，主建築物屋面為吊纜預鑄混

凝土楞瓦屋面，其他周邊建築結構，均為預力

混凝土構架結構。

本航廈由華裔結構專家林同棪(T.Y. Lin)採

用當時最先進的預力結構系統設計而成，雖外

型讓人聯想到美國建築師沙里南(Eero Saarinen)

在維吉尼亞州杜勒斯機場(Dulles Airport)設計的

航站大廈。但對於表達「懸垂鋼纜」的構造設

計概念是有所不同。林同棪利用1,334(23x58)預

鑄水泥方型藻井架設出面積200米乘96米的龐大

的弧面屋頂。以創造航廈所需大面積之無柱干

擾空間，與當時國際航廈規劃趨勢的大垮距開

闊空間意象一致。

第一航廈最初設計年旅客量為500萬人

次，尖峰小時出入境旅客量為4,000人次。主要

提供旅客出、入境之証照查驗、檢疫、海關等

必要設施及空間，考量配合相關之行李運送、

儲存、分送及裝卸的作業空間。以當時時空環

境，航廈僅以處理旅客出、入境的管制程序的

空間為主，附屬的商業設施如免稅商店及餐飲

設施空間僅符合當時的基本需求。行李處理係

採用一對一的人工分揀輸送方式。

為方便出、入境行李處理之運送，主要的

報到大廳與行李提取大廳全部設於一樓，所以

出、入境鄰接道路的路緣也分別位於航廈一樓

的東、西兩側各約200公尺。

在第二航廈完成後，隨著旅客量的不斷成

長，第一航廈也配合觀光局舉辦之「門戶系列

國際競圖」，於2004年由日本建築師團紀彥

圖8 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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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ihiko Dan)取得設計權，如圖9，配合在地的

許宗熙建築師，歷時9年將此航廈脫胎換骨的提

昇相關服務設施與使用空間，把年旅客量提高

到3倍之1,500萬人次，總樓地板面積擴大為16

萬9,500平方公尺，成為嶄新的國門意象。

團紀彥以變型的「弧形鋼梁」(Bended steel 

box beam)呼應原有之弧形屋面，同時利用弧面

外殼達到兼具採光與遮陽的功能。讓位於下方

的擴充空間，不管是上方之證照查驗區或下方之

出境報到大廳及入境迎客大廳，都少經由屋頂集

光調整器，展現戲劇性光影變化[7]，如圖10。

二、第二航廈 

CECI於1988年底參加第二航廈公開競圖，

於1989年經嚴謹評選過程後，獲選於第一名，

接受民航局委託辦理設計監造工作，如圖11。

圖9 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擴建示意圖

圖10 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擴建

圖11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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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航廈以國際間適用於超大跨距之空間

桁架進行設計，並以象徵中國建築之斗拱意象

支撐航廈的超大屋頂，以3.6X3.6M之空間桁架

尺寸，形成18M柱距的開間柱列，讓室內最大

跨距可達54M。利用屋頂造型之變化，融合中國

宮殿之歇山頂形式，以空間桁架的屋簷懸挑，

表現中國建築屋簷仰翹之特質。以晶瑩之帷幕

玻璃分割，展現宮殿建築琉璃屋瓦的演化。其

建築造型融入應鳥展翅飛翔之意念，表現航空

飛行之意象。整體建築形是延續中國建築基本

精神，並展現航廈文化性、科技性及航空性的

多重意象[8]，如圖12。

第二航廈在航站南、北路限制的基地面積

內，以出、入境分層的方式增加可利用之路緣

空間，同時也增加可使用之樓板面積，包含廊

廳之總樓地板面積達31萬8,000平方公尺，將近

是第一航廈的兩倍。可提供年旅客量達1,700萬

人次。除引進行李自動分檢系統，讓報到櫃檯

更容易隨航空公司班機進行調度外，大幅增加

航廈管制區內、外之商業空間，提供旅客多元

化的休閒消費空間，提升旅遊品質，並提供機

場更多的非航空業外收入。

隨著旅客不斷的成長，第二航廈原設計年

旅客量已不敷使用，遂於2014年底，CECI經競

圖再接受機場公司委託辦理擴建工程。此擴建

工程將第二航廈年旅客量提升至2,200萬人次，

擴建區位置為主體航廈之南北兩翼，除擴伸航

廈面積外，同時也延伸既有主體航廈大鵬展翅

之主要設計意象，如圖13。圖12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意象

圖13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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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桃園機場第三航廈完工示意圖

圖15 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廈內部完工示意圖

第二航廈之擴建工程除增加報到大廳之

空間外，也增加辦公空間與非管制區的商業空

間，使航廈在不進入管制區也可欣賞到機坪及

跑道飛機起降的開闊景觀。在設備方面導入自

助行李託運系統，使旅客從自助取得登機證到

托運行李，都可以不再透過長時間的排隊等

待，能迅速完成報到手續，減少在報到大廳停

留的時間，也可提升航空公司地勤服務人員的

作業效率。

三、第三航廈 

第三航廈為CECI領銜代表與Rogers Stirk 

Harbour + Partners、Ove Arup & Partners Hong 

Kong Limited、宗邁建築師事務所於2015年經數

個月之兩階段國際競圖評選，在三家優秀國際

團隊激烈競逐下於10月公告獲得優勝，共同承

攬辦理此項工作，如圖14。

第三航廈規劃是以年旅客量4,500萬人次

為目標，隨著全球技術不斷的發展演進，以提

供旅客舒適、便捷、美觀，且達到LEED及綠建

築標章黃金等級的智慧綠航廈[9]，是本設計之

主要概念。藉由單純簡潔的堅固屋頂，搭配內

部柔性的雲頂天花，確保下方不斷變換的室內

空間，讓機場無時無刻因應空間內涵與其延伸

範圍而調整，達到機場保持在最好與最合適的

狀態，成為臺灣甚至世界上最主要的交通門戶

[10]，如圖15。



3
專
題
報
導

182 │No.123│August, 2019

隨著時代的發展，第三航廈在商業空間規

劃與科技之應用上，也別有一番巧思。空側商

業區不同於第一、二航廈分布於登機廊廳的設

計理念，而採集中設於主體航廈，以提供來自

本航廈出境、一、二航廈轉機或未來遠端登機

廊廳都會經過的空側商業空間，達到商業服務

的最大化的效益。

科技之應用上，增加設置自助登機證閘門

機、智慧隨身行李安檢設施、人體掃描儀、行

李追蹤查詢、臉項特徵辨識等多項先進設備，

經後端擴充大數據分析及定位推播，發揮管

理、維護等多方面的智慧化，同時也可作為加

強安全、反恐的有效措施，如圖16。對於未來

擴充的需求如5G機房的預留，太陽能光電板擴

充建置預留的餘裕空間。

肆、未來展望

CECI長期參與機場規劃建設，一直能掌握

民航事業的發展趨勢與時代脈動。有關機場建設

之未來發展，我們認為可以由「韌性」、「綠

色」、「科技」三個關鍵詞，為本文做個總結。

一、韌性機場

我國地理位處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

板塊的接觸帶上，造就了地質與水文條件之特

殊性。在面對極端氣候現象越發頻繁發生，單

靠提高工程設計標準無法絕對防災，而不斷的

投注成本防制危害的情況下，也很可能造成過

度設計。因此近年「韌性防災」的概念逐漸興

起，強調系統如何在短時間內恢復，或者利用

備援的方案維持系統正常運轉。

應用於機場系統上，如何加強我國大型機

場相互備援的能力，國內航線與陸運(公路、鐵

路等)或海運等之臨時互為替代方案，以及針對

單一機場條件下，如何提升聯外交通的多樣性、

電力及水源的備援系統、滯洪與排水設施間搭配

等措施，都是未來機場建設之重點議題。

二、綠色機場

近年國際社會環保意識抬頭，節能減碳成

為全球共同的目標，國際間諸多組織研提減碳

計畫，期待透過管理機制或將外部成本內部化

的方式，達到減碳的目標，諸如ICAO的CORSIA

計畫、ACI的ACA計畫等。

圖16 手提行李安檢區先進設備提昇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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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我國機場建議之綠能及減碳的具體作

法，可展現於：

(一) 碳足跡量化及碳中和；

(二) 儀航程序之改善，採持續下降操作；

(三) 生物燃料及綠能設備的應用；

(四) 低耗能或回收的建材使用。

三、科技機場

近十年內科技變化極大，智慧手機的興

起、5G網路時代的來臨、人工智慧趨於成熟

等，科技的應用更加廣泛，使用者習慣大幅改

變，無論旅客或管理營運單位，對於機場新科

技的期待殷切。

隨著自動/智慧化設施之持續發展，以人

臉或其他生物辨識系統，搭配市區預辦登機及

行李託運，強化都市與機場的連結，將可大幅

減少航廈空間需求。人工智慧(AI)及大數據(Big 

Data)可應用於包括收集風力、天氣和降落方向

資訊，提高預測班機抵達時間的準確度。5G及

物聯網則可能應用於機場管理，強化場面運作

效率，工業物聯網亦可能實現機器人行李分撿

系統及貨運站自動化的目標。

航空器的部分，近年超大型航機市場不

如預期，在引擎技術不斷提升之下，窄體航機

長程化逐漸被實現。點對點的長程航線逐漸興

起，過去「樞紐機場(hub)」的概念可能被翻

轉，可能衝擊過往興盛的大型國際機場運量。

同時，電動飛機目前也進入實驗階段，更長遠

的未來或能取代過往短程使用的螺旋槳引擎飛

機，未來機場除了航油補給需求外，須配合建

置充電系統，因應電動航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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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

中華顧問50週年特刊

摘   要

政策法令對於公共建設計畫之推動方向具有關鍵影響，本文首先聚焦於政府水資源運用及水環境保

護方面相關政策法令演變，顯見其沿革與各階段水能資源工程建設計畫間均緊密結合。

為進一步了解國內水能資源工程發展及歷程，回顧歷年來主要參與之水能資源工程建設及技術應

用，就自來水、公共污水下水道、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再生水與生質能工程等工程建設範疇，列舉代

表性案例概述工程內容及效益。

根植於此，後續隨外部環境變遷所致政策法令可能之更迭發展，牽動水環境工程建設，本文研討在

工程規劃設計方面需關注面向，包括政策法令管制趨勢、工程建設招標推動方式、工程技術融合應用、

營運管理智慧分析、其他水能資源發展趨勢等，進而總結顧問公司未來應扮演之角色及所需具備能力，

敦促做好技能學習與調整準備。

水能資源循環之
回顧與展望
Th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progress in the 
cycling of water, wastewater and biomass energy

關鍵字(Key Words)： 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es)、再生水(Water Reclamation)、生質能(Biomass Energy)、
污水處理率(Sewerage Treatment Rate)、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Public Sewer System)、
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Specific Sewer System)、厭氧氨氧化(Anaerobic Ammonium 
Ox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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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licy and legislation play a major role on the trend of public construction plann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volution of relevant laws about water resources and wa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 is obvious that the 
evolution is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water and energy resources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t all stag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and energy resources engineering,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nstruction and technical application of water and energy resource which have been mainly involved in the past 
years, and enumerates the project contents and benefits by listing representative cases on the areas of water 
supply, public sewer system, specific sewer system and water reclamation, and biomass energy engineering.

With the alteration of external conditions, the policy and legislation may change as well, which affecting the water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points that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engineering planning and design, including the trend of policy and legislation, the way of bidding and promotion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telligent analysis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other water and energy resources, etc. Finally, the authors summarize 
the role of the consulting companies in the future and the essential capabilities, which accordingly enhance the 
promoting and preparation of technic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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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水是生命的基本要素，人類生活、生產

與各種活動幾乎無水不能，臺灣地區年均降雨

量雖超過二千毫米，但因主要河川坡陡湍急、

停留時間短促，名列世界前二十名缺水地區。

在水資源有限之情況下，仍需兼顧產業發展需

求，在用水需求持續成長、水資源新闢不易且

污廢水對水環境威脅壓力日增下，水環境維護

已無法由單純污染控制作為獲致滿足。

因應各類環境因素，長期以來在政府政策

調整與法令修訂引導下，水能資源循環趨勢逐

漸成形(參見圖1)，為提供用水無虞的生活與

滿足產業用水需求，臺灣正朝向新生水資源開

發，並於水污染削減過程中伴隨產生生質能加

值應用之附帶效益，除潔淨水域環境，亦進一

步建構水能資源循環拼圖，經由再利用與溫室

氣體減量，自然鏈結相關環境氣候公約或協定

內涵。

圖1 水能資源循環趨勢示意圖

隨政府調整管制策略帶動水能資源相關建

設轉型期間，中華顧問工程司及台灣世曦工程

顧問公司有幸參與各階段建設，工程涵蓋公共

下水道、各類園區專用下水道、再生水與沼氣

中心等範疇，因應各階段性目標，持續引進並

推動技術應用，由精進用水與廢水污染控制削

減技術、材料應用思維，轉進如水再生利用及

生質能資源應用等水能資源永續之循環經濟模

式。

貳、水環境保護相關政策與法令
沿革

臺灣地狹人稠、水資源有限，為滿足各類

用水需求與因應污廢水對水環境影響之壓力，

在用水及污廢水排放過程中，各環節須由相關

部會如環保署、內政部、經濟部、農委會等橫

向聯繫合作，落實污染削減作為。由表1所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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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臺灣地區50條重要河川民國88年與107年污染情形比較表

年
(民國)

河川長度(公里)

總長度
未(稍)受污染
(RPI ≦ 2.0)

輕度污染
(2.0 < RPI ≦ 3.0)

中度污染
(3.1 ≦ RPI ≦ 6.0)

嚴重污染
(RPI > 6.0)

88 ≒ 2934 1943.4 223.2 416.6 351.9

107 ≒ 2934 1938.8 262.6 622.3 110.6

註： 1.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資料庫」。



臺灣地區50條重要河川民國88年與107年污染情

形可知，20年來重要河川之嚴重污染河段已明

顯往中度與輕度污染推移，長度由約352公里減

少至111公里，縮減率約68.6%，顯見透過政策

法令妥為管控約制已具成效。以下區分供水系

統與污廢水系統，概述歷年來因應水環境保護

所調整之主要政策與法令沿革。

一、供水系統

(一) 自來水法

 「自來水法」頒訂於民國55年，係由

行政院廣集學者專家及機關代表組成「給

水法研訂小組」，並參考英國、美國、印

度、日本、香港等自來水相關法令草擬，

實施迄今已逾50年，其間歷經13次修正，

詳表2。[1]

「自來水法」攸關民生及工業用水需

求，經數度修法仍有部分議題尚待溝通，

例如水價偏低，長期無法反應產水成本，

除影響自來水事業經營外，亦無法有效提

升民眾用水效率；另自來水法規範包含公

權力執行及企業經營權，如何有效區分權

責及完善管理，亦是後續調整重點之一。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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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自來水法歷次條文修正彙整表

公布時間 修訂重點

55年11月
中央與地方機關權責劃分、專營權性質、供水制度、以公營為原則、水價需報由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

84年6月
水質水量保護區依都市計畫程序劃定為水源特定區者，其土地應視限制程度減免土地增值
稅、贈與稅及遺產稅。

86年4月 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應依用水設備標準裝設，該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91年11月
配合精省調整內容、中央主管機關調整為水利主管機關、將「自來水管承裝商登記規則」部
分條文內容提昇至法律位階、修正改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施行細則。刪除專營權證及自來水
循環基金等規定。

93年6月
規範水質水量保護區內取用地面水或地下水者之許可及權益事宜、主管機關應訂定國民基本
生活用水量，並鼓勵民間參與省水技術研發。

94年4月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徵收前能依法繼續於水價外附徵與協助臺北水源特定區內之地方建設，新
增本條第三項規定。

96年1月
供水量300CMD以下之簡易自來水，得不適用第五十七條之規定；考量經濟規模，在經自來水
事業同意後，得交由自來水事業代管或接管，規範相關代管權責事宜。

98年1月 明訂簡易自來水定義；說明「加壓設施」定義、範疇、土地及代管等權責。

99年1月 以折扣優惠引導全民使用高效能自來水供應設備。

99年5月
水質水量保護區內原住民地區非屬自來水供水系統之簡易供水設施，應加速辦理；跨二以上
保護區者，得經各該保護區之運用小組協調及審議通過後運用之。

101年12月
考量無自來水地區低收入戶之財力因素，訂定用戶設備得予以補助，並授權補助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101年12月
修正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支用項目之規定。可用於保護區所屬村里之全部行政區，並限定專做
水資源保育及公共建設之用。自來水管亦可由縣市政府興辦或代辦，訂定公有土地及私有道
路等埋管權責。

103年1月
規範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之量水器後至水栓間裝設工程應由自來水管承裝商辦理及不在此限
之條件。

105年4月
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名稱、鼓勵使用省水設備，並鼓勵民間參與節水技術研發，及國內銷售
未具省水標章產品之罰責。

資料來源：立法院法律系統網站彙整，https://lis.ly.gov.tw/lglawc/lglawkm



(二) 用水計畫

 供水及供電為開發計畫之必備要件，

臺灣因水資源有限，各種開發行為均面臨

用水問題。基於資源統籌分配及合理管理

需求，經濟部於民國92年3月訂定「用水計

畫書審查作業要點」，主要係依據「開發

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十一條，

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

第九點規定，要求核發用水、供水之同意

文件而訂定。其間經94年10月及103年11

月修正部分條文，然因該要點屬「行政規

則」位階，主管機關有感於管理強度不

足，遂於107年6月修法將用水計畫納入水

利法第54-3條第1項規範，即「興辦或變更

開發行為，其計畫用水量達一定規模或增

加計畫用水量者，開發單位於興辦或變更

前，應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用水計畫

或修正用水計畫，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轉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將用水計畫提

升為「法規命令」位階。

為有效管理及合理分配水資源，中央

主管機關於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申請

興辦或變更開發行為許可階段，應檢視事

業用水需求與區域水資源供給能相互配合

且符合節約用水政策措施，並針對核定用

水計畫後實際用水情形納入管理，是故，

主管機關依據水利法第54-3條第7項擬具

「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全文計23

條，條文重點彙整詳圖2，其目的係透過合

理管理手段達到水資源分配之目的。

(三)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已於民國

104年12月通過，其立法目的為工業用水優

先利用再生水係既定政策，透過立法促進

再生水利用，提高整體供水可靠度，開放

民間投資開發、帶動產業及水資源永續發

展。目前都市污水處理再生利用案均依條

例積極推動中，其中鳳山溪案已於107年8

月供水，透過工業及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

水回收再利用，期於民國120年再生水供應

量能達到132萬CMD目標，降低對自來水供

應之依賴。而配合條例推動需求亦同時制

定九項子法(詳圖3)，以利國內再生水計畫

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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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條文重點彙整圖



二、污廢水系統

國內於水環境保護與污染控制削減之政

策與法令，受水資源使用、污染排放量、水體

承受能力、水體用途維護等影響。水污染來源

包括民生、工業、農漁業，由於污染來源質量

與時間的變異，為切合當時水環境保護需求，

政策管制與排放標準即因時、地、物而與時俱

進。而欲達成各時期政策目標，需透過污染防

治建設配套，除個別事業依「放流水標準」要

求，自行設置污水處理設施處理至符合規定後

排放外，對於集污範圍大、污染集中處理之下

水道系統，則依「下水道法」區分為公共與專

用系統，前者公共下水道由內政部營建署與各

縣市政府合力推動，目前已進入五期建設階

段；後者專用下水道部分，通常配合工業區、

產業園區或科學園區開發建置，開發區依據引

用法源為「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民國99年廢

止)、「產業創新條例」或「科學園區設置管理

條例」，其開發主管機關可能為經濟部、縣市

政府或科技部，除依開發區特性於「放流水標

準」有不同規定外，通常尚需考量環評書件之

加嚴承諾事項。

下水道系統建設包含污水收集與污水處理

廠，為重要之公共建設，將是討論污廢水系統

相關政策與法令沿革之主要切入點，以下分就

「下水道法」、「水污染防治法」與「放流水

標準」彙整說明。

(一) 下水道法

 民國73年12月公布，將下水道定義區

分為公共及專用下水道，規定專用下水道

由各該開發之機關或機構建設、管理；89

年主要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

整修正；96年修正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

裝商名稱並納入自來水管承裝商；107年第

三次修正則針對指定之地區或場所，縱由

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所開發，亦應設

置專用下水道，並由各該開發之機關或機

構建設、管理。

營建署於民國81年起針對公共污水下

水道陸續推動包含挑戰2008在內之各期建

設計畫，表3為目前國內用戶接管普及率及

污水處理率統計，至108年4月止，整體污

水處理率約為60.31%，以新北市(含約20%

專用污水下水道)之87.54%最高、臺北市

82.91%次之。建設計畫規模大、期程長，

且深入民眾居住空間，施工具挑戰性，須

圖3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九項子法彙整圖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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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推出計畫，每期計畫為期六年，各

期計畫之期間、目標或效益概述如下。

1. 第一、二期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

  污水下水道建設開始大規模推動，第

一、二期計畫效益目標相近，第一期計

畫自民國81年至86年，第二期計畫自

87年至92年，均以改善都市居住環境衛

生，提升生活品質，防止水域污染，確

保良好水源水質為主要目標；優先辦理

都會區、省轄市、新市鎮、水源保護區

及經主管機關指定河川污染整治地區之

鄉、鎮、市地區。[2] [3]

2. 挑戰二○○八污水下水道建設實施計畫

  計畫時間自民國91年至96年，以改善都

市居住生活環境品質，防止水域污染為

目標；優先辦理水源地區已核定的污水

下水道系統及污水處理廠已建設完成之

地區，加速用戶接管，提升普及率。[4]

表3 全國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率及整體污水處理率統計表
資料截止日期：108年4月

縣市別

五期修正後污水處理率(%)

公共污水下水道普
及率(1)

專用污水下水道普
及率(2)

建築物污水設施設
置率(3)

整體污水處理率合計 
(4)=(1)+(2)+(3)

新北市 60.27 19.77 7.49 87.54

台北市 78.29 2.72 1.90 82.91

桃園市 12.00 23.71 23.94 59.65

台中市 18.09 9.99 32.77 60.85

台南市 19.33 6.55 18.07 43.95

高雄市 43.22 5.45 13.95 62.62

臺灣省 12.88 6.55 18.24 37.67

宜蘭縣 30.89 5.72 13.79 50.40

新竹縣 17.56 18.56 29.05 65.17

苗栗縣 18.05 4.36 18.34 40.75

彰化縣 1.04 3.47 30.78 35.28

南投縣 4.68 1.93 15.51 22.12

雲林縣 4.57 2.02 19.89 26.48

嘉義縣 8.33 2.02 9.63 19.97

屏東縣 12.84 2.33 12.95 28.12

台東縣 0.58 0.30 11.41 12.28

花蓮縣 33.72 1.31 7.15 42.17

澎湖縣 0.00 1.15 20.02 21.17

基隆市 35.10 26.61 6.31 68.02

新竹市 17.23 18.76 24.12 60.12

嘉義市 0.55 3.31 15.32 19.19

福建省 37.08 0.15 1.37 38.60

金門縣 34.61 0.01 1.48 36.10

連江縣 69.92 1.98 0.00 71.91

全國 34.19 10.26 15.86 60.31

資料來源： 內政部營建署網站(https://www.cpami.gov.tw/最新消息/業務新訊/51-下水道工程處/9995-全國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
普及率及整體污水處理率統計表.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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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污水下水道第三期建設計畫

  計畫時間自民國92年至97年，擴大民

間參與污水下水道建設，部分改採民間

參與方式辦理，以民間參與來撙節政府

短期資金與人力，引進民間的技術與活

力，達到提昇生活環境品質及水資源之

永續利用，避免河川污染，提昇國家競

爭力，促進經濟發展效益。[5]

4. 污水下水道第四期建設計畫

  計畫時間自民國98年至103年，考量促

參計畫(BOT)對廠商有其執行規模限制與

風險，恐後續執行不易，未完成簽約之

系統彈性轉換為政府自辦，以普及率為

促進污水下水道建設之指標，另以處理

率為對外國際評比之績效指標。[6]

5. 污水下水道第五期建設計畫

  計畫時間自民國104年至109年，檢視

前期計畫執行所遭遇問題與績效指標適

宜性，除改以整體污水處理率為主要績

效指標，持續建設污水下水道外，考量

只做污染處理已不符國際永續發展之

趨勢，故將原侷限於污染管控之末端角

色，轉為優先推動污水處理廠廢棄污泥

及放流水回收再利用，包括再利用技術

研發、再利用管道規劃及辦理示範驗證

計畫，期將污泥及放流水處理再生後賦

予價值，進而拓展污水下水道建設整體

效益。[7]

(二) 水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自民國63年7月公

布施行迄今，歷經八次修正，除配合執行

水污染防治措施需要外，尚包含考量弱勢

農民負擔、因應污染事件修法強化刑責及

罰則、追繳不法利得與鼓勵檢舉不法，除

藉由強化法令規範事業妥為操作處理設施

外，期透過水污費徵收之誘因，創造潔淨

水域環境。107年6月最近一次修訂則是將

徵收水污染防治費對象，修正為公告之下

水道使用區域內，基於「污染者付費」精

神，規定將所徵收水污染防治費專款專用

於污水下水道建設及改善生活污水等有關

用途。

(三) 放流水標準

 「放流水標準」於民國76年5月訂定發

布，歷經18次檢討修正，為各類行為活動

污廢水排放之管制依據，事業、工業區、

園區、公共下水道系統需配合因應，並規

劃預留功能提升之彈性思維。針對位於水

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外之既設公共與專用下

水道，歷年來有關污水處理廠功能規範之

水質項目與管制限值演進歷程，彙整如圖4

所示。

放流水標準未發布前主要以初級處

理為管制目標，民國76年發布訂定共同標

準及個別標準，提升至二級處理目標，其

後80年1月研訂發布82年與87年放流水標

準，以三級處理為目標規劃，並於87年納

入生活污水放流水管制，BOD、COD、SS限

值分別為30 mg/L、100 mg/L、30 mg/L。民

國98年後迄今，本標準因應產業脈動經歷

8次密集修訂，其中涉及工程建設部份，首

先鑒於工業區內之事業種類多元複雜，先

調整工業區放流水標準，區分石化專業區

與以外之工業區，自100年與105年起分兩

階段採不同管制標準並增加七日平均值管

制限值。100年起石化專業區外之工業區放

流水七日平均值管制限值為BOD 25 mg/L、

COD 80 mg/L、SS 25 mg/L，105年起並依

新設、既設與許可排放水量10,000CMD以上

規模，最大管制限值加嚴為BOD 25 mg/L、

COD 80 mg/L、SS 25 mg/L，七日平均值管

制限值則加嚴為BOD 20 mg/L、COD 65 mg/

L、SS 20 mg/L。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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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高科技產業使用之原物料與製程

化學品日益複雜，基於污染防治及風險管

理考量，民國99年12月增訂「光電材料及

元件製造業」放流水管制項目及限值，將

高科技產業聚集之科學工業園區污水下水

道系統納入優先管制對象，增訂銦、鎵、

鉬、總毒性有機物及生物急毒性；101年10

月生物急毒性管制項目，改以「水污染防

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進行管理，

將科學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濃度偏

高之氨氮納入管制，並單獨訂定「科學工

業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標準」，對

放流水排放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外之

既設科學園區，採兩階段管制目標，於提

出放流水污染物削減管理計畫經核定後第

一階段限值為75 mg/L，自104年1月施行，

第二階段限值為30 mg/L，自106年1月施

行，此階段國內三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為

達成管制目標，除透過輔導廠商端源頭減

量、納管標準加嚴把關外，並同步檢討各

園區污水處理廠，視需要提升生物處理硝

化脫硝功能；而對於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與其他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於民

國106年12月修訂，自民國110年起分階段

管制，前述污水下水道系統相關管制內容

彙整如表4所示，公共下水道管制標準依系

統流量與收受處理事業廢水、截流水或水

肥比例，及完成工程招標時間等條件而有

不同考量，其他工業區專用下水道部分，

則以完成工程招標時間為主要分界。

放流水標準為強化風險控管、維護水

體品質，陸續修訂增列或加嚴特定對象真

色色度、重金屬、氨氮、有害物質等管制

項目；另配合民國104年12月「再生水資源

發展條例」制定公布，呼應108年5月修正

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新增「再生水

經營業」、「畜牧糞尿或生質能資源化處

理中心(或沼氣再利用中心）」二種業別，

推動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減少使用化

學肥料創造有機農業、河川減少排入污

染，更有助於溫室氣體的減量及生質能源

的發展；同時為強化事業、污水下水道系

統之管理，精簡本標準及特定業別標準，

整合以附表一至附表十四臚列。

圖4 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標準加嚴或項目新增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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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公共及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水質項目及限值

適用範圍 項目 限值(mg/L) 備註

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流量大於250 CMD

BOD 30

放流水標準
附表十四

COD 100

SS 30

氨氮 10 (110年1月1日施行)

總氮
50 (110年1月1日施行)

35 (113年1月1日施行)

流量250 CMD以下

BOD 50

COD 150

SS 50

共同適用 硝酸鹽氮 50 (不適用有總氮管制者)

其他工業區專用污水
下水道系統

許可核准排放水量
為10,000 CMD以上者

BOD 25

放流水標準
附表十一

COD 80

SS 25

許可核准排放水量
未達10,000 CMD者

BOD 30

COD 100

SS 30

共同適用

硝酸鹽氮 50

氨氮

100 (110年1月1日施行)

75 (113年1月1日施行)

30 (116年1月1日施行)

總氮 -

科學園區專用
污水下水道系統

許可核准排放水量
為10,000 CMD以上者

BOD 25

放流水標準
附表九

COD 80

SS 25

許可核准排放水量
未達10,000 CMD者

BOD 30

COD 100

SS 30

共同適用

硝酸鹽氮 50

氨氮 30

總氮 -

註：表列管制對象為：1.排放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外；2.收受處理事業廢水、截流水或水肥設計量未達總廢(污)水處理量

     

 20%(公共污 水下水道系統)；3.於期限內完成建造、建造中或已完成工程招標者。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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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能資源工程發展及歷程

有關用水與污廢水系統之水能資源相關工

程，以下區分自來水、公共污水下水道、專用

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再生水與生質能工程等建設

範疇，藉重要工程參與歷程，說明水能資源工

程發展進程。

一、自來水系統

(一)  原水工程–湖山水庫工程計畫下游連

接管路工程

 湖山水庫計畫於民國90年核定實施，

水庫總容量5,347萬立方公尺，有效容量

5,218萬立方公尺，於106年開始供水，

主要供水標的為雲彰地區民生用水。為使

水庫蓄水能有效送達計畫供水區域，於水

庫出水工下游設置下游連接管路系統，系

統計畫供水量694,000 CMD，最大供水能

力860,000 CMD，工程內容詳圖5，包含

30,000立方公尺穩壓池乙座及全長約12.8公

里之φ2200mm～φ1800mm輸水管路，完

工後供應湖山淨水場及林內淨水場，於區

域原水供應扮演重要角色。[8]

(二)  淨水工程–澄清湖淨水場增設高級淨

水處理設備工程

 淨水工程設施因原水水質而異，台灣

自來水公司為因應日趨嚴格之飲用水質標

準並提昇大高雄地區自來水口感、味覺與

硬度等適飲性，於90年6月奉行政院核定

辦理「大高雄地區自來水後續改善工程計

畫」，由中華顧問工程司進行「澄清湖淨

水場增設高級淨水處理設備工程」(詳圖

6)之細部實施計畫、基本設計、招標文件

以及施工監造等工作。本計畫於澄清湖淨

圖5 湖山水庫工程計畫─下游連接管路工程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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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場增設高級淨水處理設備，設計出水量

為45萬CMD，主要設施及高級處理單元包

含原水抽水站、前後臭氧接觸槽、快混及

膠凝沉澱池、結晶軟化進流站、結晶軟化

槽、快濾池及生物活性碳濾床、反洗廢水

回收、污泥處理系統等工程，同時包括完

工驗收後統包商之15年整場代操作維護管

理，為提昇自來水適飲性之重要計畫。[9]

(三)  輸水工程–大度淡海線φ1200mm輸水

管潛盾工程

 輸水工程為供水系統之命脈，臺北自

來水事業處為配合淡海新市鎮之開發，規

劃新設大度線輸水專管詳圖7，工程起自大

度路與貴子坑溪交叉口東南側（大度配水

池），沿大度路往西，至淡水區民權路交

叉口槽化島附近與台水公司既有φ1000 mm

管線銜接，總長約2,300公尺，採潛盾及內

穿自來水管（φ1200mm）之工法施作，截

至108年5月已完成所有潛盾程序，續辦穿

管作業。本工程穿越大度路上3條溪流、捷

運淡水線、台電345KV高壓管線、大度路陸

橋及共同管道，且地盤性質複雜，增加施

工困難度。另考量輸水管線行經斷層帶，

於其間設置6組不鏽鋼可撓管以吸收可能

之變位量，而潛盾隧道與管線間之空隙，

圖6 澄清湖淨水場增設高級淨水處理設備鳥瞰

圖7 大度淡海線∮1200mm輸水管潛盾工程平面示意圖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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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般管段採混凝土背填，於穿越斷層帶

時，則以泡沫混凝土填充，減少受地震力

時之變形。該等工程措施，大幅提高維生

管線之可靠度。[10]

(四)  境外引水–配合大陸引水工程辦理相

關岸上受水、導抽水系統新建工程

 離島地區受限於地理環境，常須面臨

水源不穩定之困境。為解決金門地區用水

成長及原水水質不佳等供水問題，經濟部

經評估相關方案後採行大陸晉江引水工程

計畫，金門縣自來水廠爰辦理「受水調節

池暨抽水泵站工程」及「導水管工程」，

主要內容係於田浦水庫西北側設置15萬立

方公尺之受水池(詳圖8)以蓄存由大陸導送

之原水，再由抽水泵站經φ800mm導水管，

將原水導送至洋山淨水場(新建)處理；本工

程可增加金門地區蓄水能力及提高供水穩定

性。[11]

二、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污水下水道建設為衡量國家或城市進步重

要指標，內政部營建署自民國81年起推動各期

圖8 受水調節池暨抽水泵站工程鳥瞰

建設計畫，時序進入五期建設階段，因應環境

變遷及氣候暖化，將邁入水再生、污泥資源化

與沼氣生質能利用之環保永續新思維；配合各

期建設計畫推動，以下就參與之公共污水下水

道系統工程建設計畫，依屬性例舉具代表性計

畫摘要說明。

(一)  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臺南市污水下

水道系統檢討

 民國99年配合縣市合併升格，臺南市

政府水利局通盤檢討各污水下水道系統規

模，為撙節建設及營運操作成本，就原依

行政區劃設之獨立小規模系統，或適當之

區域性（或流域性）污水下水道系統，整

合全市污水處理資源通盤檢討，期減少重

複投資，加速提升接管普及率。本計畫範

圍涵蓋臺南市23處行政區，如圖9所示，推

動期程搭配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辦理系

統整併銜接可行性評估、檢討規劃，並提

送實施計畫。

原臺南市污水下水道系統主要包括土

城、鹽水、安平、虎尾寮及臺南等系統，

其中安平與虎尾寮水資源回收中心已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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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臺南市污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計畫範圍

圖10 新北市中和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分期工程推動現況

營運，鹽水系統以BOT方式興辦，臺南系統

原以BOT方式辦理，後由臺南市政府收回自

辦，考量臺南系統各污水分區分散，其併

入周圍系統應具可行性，土城系統則因位

處原臺南市西北角，人口密度較低，污水

量相對較少，亦進行系統整併檢討。

　　至於原臺南縣31個行政區本即有17處

系統完成污水下水道規劃，其中官田、柳

營與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已建設營運，考

量污水處理資源，藉由系統整併規劃，加

速污水下水道建設。[12]

(二)  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中和地區污水

下水道系統一、二期工程

 中和地區人口密度為全國之最，區內

新店溪屬淡水河系，為重要河川，故優先

於挑戰二○○八與污水下水道第三期建設

計畫推動，該地區污水收集後匯流至八里

污水處理廠處理。

中和系統第一期工程共12標，民國93

年起陸續開工並於100年完工，計畫面積

約308公頃，污水下水道管線長度約40,179

公尺，管徑介於300mm-1800mm，完成

用戶接管數約62,479戶。該系統第二期工

程共11標，101年起陸續開工，預定110

年完工，主要搭配污水下水道第四期建設

計畫，計畫面積約690公頃，管線長度約

62,000公尺，管徑介於300mm-1000mm，

預定完成用戶接管數約51,000戶。整體系

統至108年5月，分期推動現況如圖10所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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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高雄中區污水處理廠鳥瞰

示，藉由污水下水道系統之建設，大幅改

善河川水質及生活品質。[13]

(三)  污水處理–高雄市中區污水處理廠工程

 污水經管線收集後須續行妥善處理，

以中區污水處理廠為例，其隸屬於高雄污

水區，廠址位於旗津區中洲大汕頂海濱區

域，佔地面積約12.6公頃，因緊鄰臺灣海

峽，規劃採初級處理後海洋放流，計畫終

期處理規模為平均日1,000,000 CMD，圖11

為第四期工程完工後之鳥瞰全貌。

中區污水處理廠建設始於民國68年，

依「高雄仁愛河污染整治及污水下水道第

一期工程計畫」執行第一階段實施計畫，

於75年12月完成第一期容量400,000CMD之

前處理設施，第二期接續完成初沉池與污

泥濃縮、消化、脫水處理程序。

民國77年配合愛河及前鎮河污染整治

計畫，辦理中區污水處理廠第三期工程擴

建，容量擴充至平均日500,000 CMD；民

國88年則配合前鎮河污染整治計畫，截流

前鎮河250,000 CMD晴天污水量納入處理，

並依據「高雄市中區污水處理廠第四期工

程實施計畫」主要工程內容辦理第四期工

程建設，達到平均日750,000 CMD之處理

能力，該廠後續功能提昇工程尚持續研議

中。[14]

(四)  污水下水道系統促參計畫–羅東污水

下水道系統

 於污水下水道第三期建設計畫中，考

量撙節政府短期資金與人力，部份污水下

水道建設採民間參與方式辦理。本計畫於

94年採BOT(興建–營運–移轉)方式辦理，

工程範圍包含羅東、學進、順安及五結等

四處都市計畫區約1,410公頃之污水下水

道與羅東水資源回收中心；另冬山都市計

畫區及利澤地區約468公頃，則由宜蘭縣

政府自行興建污水下水道系統後納入羅東

水資源回收中心；水資源回收中心全貌如

圖12所示，處理程序包括前處理、初級處

理、二級生物處理與過濾單元，全期處理

水量45,000 CMD、分三期建設，管線系

統長度約141,617公尺，管徑介於300mm-

1200mm，完成用戶接管數約33,684戶。本

計畫為藉由促參方式加速污水下水道建設

之重要案例。[15]

三、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因應產業發展、都市人口集中趨勢及土地

使用水環境影響控制需要，中華顧問工程司及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承辦數十處科學園區、

工業區及都市計畫土地開發之專用污水下水道

系統規劃設計監造工作，依屬性例舉具代表性

計畫概述如下，藉此可瞭解專用污水下水道發

展概貌。

(一) 園區專用下水道–台南科技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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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宜蘭羅東BOT水資源回收中心設施與鳥瞰

圖13 台南科技工業區污水處理廠設施與鳥瞰

 台南科技工業區目前已完成東區開發，

面積約496公頃，區內工業廢水經廠商前處理

至符合納管標準後，經由污水下水道集中收

集至污水處理廠處理。區內污水下水道長度約

33,486公尺，管徑介於300mm-700mm，由於幅

員廣、地勢平坦，另設有三座污水揚水站。基

地所在原地貌為鹽田，地下水位高且表土為軟

弱土層，距海邊約3公里，設計時除注意設備耐

久性、材料耐蝕性與結構體基礎型式外，開發

初期考量污水量較小，先以應急處理設施滿足

進駐廠商污水處理需求。本工業區污水處理廠

已於91年5月正式運轉，現況如圖13所示，佔

地約6公頃，處理程序包括前處理、調節池、二

級生物處理與過濾單元，全期處理規模42,000 

CMD，分三期建設，每期處理容量14 ,000 

CMD，目前完成第二期工程。其因應開發初期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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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新竹科學園區污水處理廠MBR處理程序與單元設施照片

污水量小之處理需求，以應急處理設施維護環

境品質之作業方式，於後續園區開發計畫已廣

納為參考。[16]

(二)  污水處理功能提昇–新竹科學園區污

水處理廠功能提昇工程

 「科學工業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

水標準」於民國101年10月12日公告，將氨

氮有條件、分階段納入放流水標準管制，

竹科管理局除由源頭督促園區廠商加強廢

水氨氮削減管理外，102年並同步提昇既有

污水處理廠除氮功能，處理程序與機房設

施現況如圖14所示，於用地空間受限條件

下，導入中空纖維式MBR(活性污泥膜濾法)

處理技術，將MBR處理單元串連既有處理

程序，分別於約0.3公頃與0.2公頃空間內，

建置處理容量35,000 CMD及20,000 CMD之

除氮生物處理設施，已於107年7月完工加

入運轉，本廠利用既有設施改建辦理功能

提昇，為國內目前最具規模之除氮處理設

施，應用於科學園區複雜廢水之處理，更

有其難度代表性。[17]

四、再生水與生質能工程

再生水與生質能工程屬循環經濟產業鏈，

經濟部依據行政院107年12月核定之「循環經

濟推動方案」計畫設立「循環經濟推動辦公

室」，統籌辦理跨部會政策協調及資源整合工

作。再生水工程方面，經濟部水利署與內政部

營建署合作，陸續媒合用水供需雙方，推動國

內六座大型具有放流水再生潛勢且鄰近有潛在

用水需求之都市污水處理廠；生質能工程則由

環保與農政單位合作，朝較具經濟效益之廚餘

共消化方向進行。

(一)  高級處理模廠測試–南科台南園區模

廠計畫

 南科台南園區為南部產業重鎮，用水

短缺足造成國家經濟鉅額產值影響，因園

區位於高缺水風險地區，確有採多水源穩

定供水之必要。本計畫係水利署委由南科

管理局代辦推動園區再生水計畫，於園區

進行再生水廠先期規劃，辦理模廠水質效

能評估、廠商需求及意願調查、經費建置

等可行性研究工作。本計畫設置外掛式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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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臺中市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工程配置

RO、沉浸式UF/RO及MBR共三組模廠，現場

照片如圖15。經穩定操作及水質分析結果

得知，兩座UF/RO模廠對於13種水質項目之

去除率差異不大，皆可達到90%以上之去除

效率，並可符合當地自來水與南科廠商之

用水標準，惟部分廠商重視之尿素水質需

另行處理。[18]

(二)  放流水回收再利用計畫–臺中市福田

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統

包工程

 考量都市污水相較工業廢水，具有水

量穩定、水質單純優點，為舒緩水資源開

發壓力，依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

將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經快濾及消

毒，水質符合再生水之水質標準後，藉由

輸水管線送至臺中港工業專區再生使用，

預定民國113年開始供應5.8萬CMD再生水，

工程配置如圖16所示，前處理設施設置於

工程起點之福田廠內，區外輸水管線預計

佈設管徑為1,350mm、長度約29公里，統包

工程內容除工程本體尚包含水資源回收中

心與再生水前處理設施營運作業。計畫推

動過程中，針對水質及設施界面，供需單

位多所研商，水價及維管議題明顯影響計

畫推動。[19]

圖15 南科再生水模廠現場照片

外掛式UF模廠 沉浸式UF模廠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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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東海豐負壓水濂及綠能設計豬場統包工程配置

(三)  再生水廠工程–台南科技工業區再生

水廠工程

 為解決台南科技工業區目前放流水

之導電度過高無法回收再利用之困境，在

「台南科技工業區開發計畫第五次環境影

響差異分析報告」，承諾將於污水處理廠

增設2,000 CMD UF/RO產水程序，以放流水

為水源產製再生水供廠商或公共設施作為

補充用水。同時為符合放流水標準，將氨

氮納入放流管制並訂定執行期限，考量現

階段污水處理廠並無總氮去除能力，為確

保放流水符合法規限值，並有利於再生水

產製後之濃排水水質管控，將檢討辦理污

水處理廠功能提升工程。為達前述目標，

於污水處理廠內設置UF/RO模廠進行相關水

質測試、參數收集及彙整作業，俾利後續水

質提昇及再生水廠工程之設計需求。[20]

(四)  豬場水能資源利用–東海豐負壓水濂

及綠能豬場統包工程

 豬糞尿中含有大量化學元素如碳、

氮、磷，若按傳統思維以放流水標準進行

管制，不但喪失許多元素再利用之可能

性，且於處理過程中將產生溫室氣體，排

入承受水體後亦會對水體產生負荷。

本計畫以循環經濟構思，推動以豬糞

尿與廢棄蔬果共消化進行沼氣發電，並將

產生之沼液及沼渣做為農地肥分，不但可

達成綠能發電、增加自主能源，更可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化學性肥料使用及承受水

體之負荷。本計畫配置如圖17所示，主要

包含豬場、區域沼氣中心與公共設施等三

大部分，為台糖公司首座以「循環經濟養

豬示範場域」為使命，期盼作為改進國內

畜殖場養殖技術及推廣豬隻糞尿轉化沼氣

綠能發電，提供國內公(民)機關觀摩之場

域。[21]

肆、工程推動展望與技術融合應用

國際環境氣候公約是引領世界各國環境政

策之重要指標，在溫室氣體減量共識下，循環

經濟發展普遍受到政策支持，面對各類開發需

求，除持續並妥為管控水環境影響外，在水資

源開發不易、用水需求仍持續成長壓力下，水

再利用已成為開發計畫新水源之重要選項，並

列入法令要求，欲順利推動建設計畫，則有賴實

務經驗豐富之人力，結合各種工程技術應用。

預期水環境工程建設範疇，在公共污水下

水道方面，除仍將延續各期建設計畫推動提升

污水處理率外，伴隨污染削減所產生之廢棄污

泥及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結合水肥處理之厭氧

消化、擴展至含沼渣沼液利用之廚餘與豬糞尿

沼氣中心生質能計畫，乃至於水中重要元素之

資源回收，將逐漸成為重要推動方向；在工業

區、科學園區專用污水下水道方面，鑒於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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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料與製程化學品日益複雜，考量承受水體

污染風險管控，後續針對新增管制項目，除產

源減量配合外，污水處理廠功能提昇則是主要

推動方向。

綜觀上述牽動水環境工程建設推動因素，

供水輸配水管線與污水收集管線工程技術已臻

成熟，展望未來水環境工程建設將偏向由廠站

設施類工程導引，其包含技術應用與宜關注之

面向彙整歸納如下。

一、政策法令管制趨勢

放流水標準加嚴始終是污染削減、水環境

影響控制、維護生活環境品質之重要手段，民

國98年放流水標準修正，除最大管制限值外新

增七日平均限值規定，隨時間推演後續放流水

標準修正，即將原七日平均限值加嚴改為最大

管制限值，並另行訂定加嚴之七日平均限值；

此外，考量潔淨水域環境，下水道系統依設置

區位、規模、時間等條件，亦增訂氨氮、總氮

或毒性物質管制項目，未來隨水環境品質持續

管控，面對能資源日漸消耗，放流水水質加嚴

增列重要物資元素管制、污染削減伴隨溫室氣

體減量管考機制，或將納入政策法令要求，此

將增進水再利用潛勢，並帶動新工程技術應用

與發展。

二、工程建設招標推動方式

由於再生水或沼氣中心之生質能均有售水

或供電等收益，財務可支撐營運自足，因此目

前相關工程計畫之推動均結合操作營運，採統

包工程招標或民間參與投資方式，例如高雄鳳

山溪、臨海與臺中水湳再生水等計畫採BTO，桃

園市生質能中心為BOT、臺中外埔綠能生態園區

與臺南市生質能中心採ROT，臺南永康、安平與

臺中福田再生水計畫則以統包工程發包。

三、工程技術融合應用

政策法令管制將趨嚴，提昇放流水水質與

產製再生水時導入之處理技術，需同步注意控

制溫室氣體產生量，近年來，廠站配置與設施

選用均納入節能減碳檢討，選用高效率設備、

降低能耗、減少揚水站設置，處理程序以重力

流方式配置更有利於操作控制，惟對既有廠應

特別考量處理程序與水力串聯、設施設置空間

限制等條件；而統包工程招標或民間參與投資

方式，投標廠商或投資申請人可整體考量，讓

技術應用選擇更具彈性。依據應用目的與時

機，彙整提昇污水生物處理功能與再生水產製

等常用技術概述如下：

(一)  生物處理技術

　　水污染削減技術中以生物處理方式最

具經濟效益，由於傳統活性污泥MLSS濃度

約3,000 mg/L以下，需較大生物處理池槽空

間，因此生物處理技術普遍朝增加微生物

濃度之反應機制發展，包括蜂巢狀或繩狀

濾材、纖維單體濾料、流動床生物膜反應

器(MBBR, Moving Bed Biofilm Reactor)等技

術，利用固定介質或移動性擔體大比表面

積特性，提供微生物駐留空間，以生物膜

增加微生物濃度達到縮減生物池槽體積目

的，該等技術可應用於提昇既有處理廠框

架下之硝化脫硝功能；而目前應用逐漸普

及之MBR則採用活性污泥原理，利用薄膜阻

留微生物增加MLSS濃度，同樣可達到前述

處理功能與目的。

　　另為減輕傳統生物硝化脫硝程序所需

大量曝氣動力、鹼度及有機碳源添加之缺

點，已發展出利用ANAMMOX菌群之厭氧

氨氧化除氮技術，實廠應用於處理氨氮濃

度較高之污泥上澄液，有利於溫室氣體減

量，目前研究單位並同步結合大比表面積

介質或擔體，朝測試應用於主流程處理之

可行性發展。[22]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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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再生水產製技術

　　檢視放流水標準規定，水資源回收中

心放流水水質應可符合「再生水水質標準

及使用遵行辦法」第二條規定之再生水水

質要求，該標準要求氨氮10 mg/L以下，未

納入導電度管制；然而用水端對所引接再

生水用途之水質要求通常較嚴格，以興建

中臺南永康再生水廠為例，再生水水質要

求導電度250 μS/cm、氨氮0.5 mg/L以下(參

照表5)，以放流水為原水，尚需經過包含超

過濾(UF)、逆滲透(RO)等高階產水單元，同

時為控制產水過程濃排水所含氨氮與總氮

濃度，則可能需再強化水資源回收中心生

物除氮能力；目前以污水下水道放流水作

為原水之再生水產製技術，通常選用薄膜

技術，主要為UF(或以水資源回收中心MBR

取代)與RO。

四、營運管理智慧分析

廠站的設施操作管理依處理規模，採階層

方式透過單元控制盤(UCP)、區域控制盤(ACP)

而至中央主控盤(MCP)，可即時監控與資料傳輸

並完整掌控各單元主要設備操作狀態，此為通

常採用之操作管理架構，而基於更靈活方便的

管理，另可利用APP、簡訊作為操作狀態查詢與

自動通知介面，此外，亦有導入QR CODE或無

線射頻(RFID)技術，結合BIM輔助作為設備管理

與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工具，由於廠站監控架構

已成熟，有關營運管理智慧分析，主要針對自

來水及再生水，概述供水營運管理智慧分析應

用情形。

供水系統有管網分布幅員廣、服務對象

需求不一與具變動之特性，在人力資源逐漸不

足情況下，為確保供水服務品質、減少漏水損

失、符合節能減碳操作，並於缺水時了解停水

影響提供決策參考，透過智慧水網，以系統化

方式管理輸配水管網，提升水管理及使用效率

已是國際趨勢，而此對於屬缺水地區的臺灣則

更顯重要。

智慧水網為現代物聯網應用的一環，涵蓋

範圍廣泛，除了供水事業，一般工業園區、智

慧住宅、商辦大樓、學校機關亦可適用建置；

其主要架構如圖18所示，是以數據資料蒐集

為基礎，透過穩定的傳訊設備回傳至後端系統

中，使管理者即時掌握水網內的供水狀況，並

透過建置分區管網(DMA)以及分析平台工具優化

供水流程，期望達到即時漏水評估、最佳系統

操作等功效；國內除自來水營運單位，台灣世

曦工程顧問公司另已協助中科管理局，於台中

園區擇定示範區建置此套管理流程架構。[23]

五、其他水能資源發展趨勢

國內水環境管理已由單純污染削減，往溫

室氣體減量及循環經濟之水能資源方向發展，

除前述再生水示範計畫與其他水回收再利用計

表5 再生水水質標準與臺南永康再生水水質要求比較表

項次 水質項目 單位
標準限值

再生水水質標準 臺南永康再生水水質要求

1 導電度 μS/cm - <250.0

2 pH - 6.0~8.5 6.0~8.5

3 濁度 NTU <5 <0.3

4 總有機碳 mg/L <10.0 <1.0

5 氨氮 mg/L <10.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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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智慧用水管理平台系統架構

畫已陸續展開外，中央與各縣市政府計畫將畜

牧業糞尿或家庭、餐廳、屠宰場、果菜市場等

廚餘集中，朝較具經濟規模之能資源共消化方

向利用，設置區域生質能或沼氣中心。

上述區域生質能或沼氣中心，依區位特性

與需求將有不同推動方式及工程配套，桃園市

生質能中心具備厭氧消化、熱處理單元與固化

掩埋場等功能，處理廚餘、污泥、廢棄物等高

熱值垃圾；臺中外埔綠能生態園區處理廚餘及

稻稈為主，採廚餘厭氧發電及稻稈氣化發電技

術；而臺南生質能中心，則是以家庭、餐廳、

屠宰場、果菜市場等廚餘為共消化對象，將廚

餘透過適當技術轉化為能源使用。廚餘去化為

各縣市政府亟待解決問題，預期將持續參照上

述案例經驗整合區域特性，以較具經濟規模之

能資源共消化方向推動。

結  語

推動臺灣地區水能資源循環工作有賴政

策法令引導，因地理天候條件獨特，使得水資

源管理政策發展上，勢必強化水循環再利用作

為，如用水計畫與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之規

定；而政府近年來全方位落實包含生質能中心

設置之循環經濟政策，屬延續性的污水下水道

系統建設計畫與水污染管控策略則均已納入法

令修正執行，由整體水能資源循環相關之政策

法令與工程建設緊密發展歷程可知，臺灣地區

水能資源循環脈動始終貼近國際趨勢，未自外

於國際共同關注之環境氣候議題。然計畫推動

需運用各種工程技術方能達成階段性政策目

標，而各項工程技術融合運用，則需本於知識

學能、經驗累積與新技術吸收，所融合技術廣

度與深度應能兼備。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始終積極參與國內

各階段水環境工程建設，隨外部環境變遷，綜

觀歷來所參與之建設計畫，工程範疇主要有導

輸配水系統、公共與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再

生水廠及沼氣中心等水能資源領域，工程屬性

則涵蓋重力、壓力管網、場站處理廠設施，並

擴及監控管理之智慧化營運體系，而因應政策

發展、招標方式、技術應用、智慧化管理與水

能資源發展等趨勢，未來在規劃設計作業上，

仍將秉持工程顧問公司專業、研判趨勢、預為

準備，了解新技術並轉換本土化應用能力，蓄

積足夠能量，於國家推動建設計畫需要時，順

勢而為、持續開創新局。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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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

中華顧問50週年特刊

摘   要

台灣世曦投入捷運工程建設，迄今已近38載，其服務的領域從可行性研究到營運規劃，貫穿捷運全

生命週期；技術層面則廣及土木、建築、結構、大地、水電、機械及環控等工程，並完成界面整合；所

服務的區域涵蓋國內各大都會，包括：臺北、新北、高雄、台中、桃園。甚至遠及印度德里、印尼雅加

達及馬來西亞吉隆坡。台灣世曦長期以來，一步一腳印的在捷運工程園地苦心耕耘，終於有了豐碩的結

果，如今台北捷運、高雄捷運、機場捷運、德里捷運及雅加達捷運均已相繼運轉，為旅客提供安全、舒

適與便捷的服務，無疑的也對台灣世曦的技術口碑作了最佳詮釋。

今欣逢中華顧問工程司創立50週年，特撰本文除衷心祝賀外，並綜整台灣世曦在捷運建設所累積之

創新技術成果，與工程界的同行進行交流。同時，亦將台灣世曦參與國外捷運工程設計的經驗，與國人

分享。

展望未來，捷運工程的環境愈加嚴苛，同仁們面對的挑戰也更甚以往，非在技術上力求精進不得以

突破。有鑑於此，周董事長上任以來，苦心孤詣的推動設計自動化與創新設計4.0，已於今年7月展現具

體成果，作為中華顧問工程司50週年慶的最佳獻禮。本文僅就捷運潛盾隧道、捷運車站建築、地下車站

結構及水電的自動化設計議題，概要說明研發成果。

捷運建設經驗的回顧 
與展望─創新技術與 
國外經驗分享
Review and Prospect of CECI’s Consultancy Services 
About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Oversea Experiences
in MRT Engineering 

關鍵字(Key Words)： 台灣世曦(CECI)、捷運(MRT)、輕軌(LRT)、創新技術 (Technical Innovation)、設計自
動化(Design Automation) 、預辦登機(In-town Check-in)、雙圓形潛盾隧道(DOT)、地
下車站(Underground Station)、預鑄U型梁(Precast U Girder)、疊式車站(Stack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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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CI has been engaged in consultancy services in MRT engineering for 38 years, of which service scopes are so 
comprehensive, stretching from feasibility study to commercial operation planning, that it almost covers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MRT. The technical services provided in MRT engineering encompass various disciplines including 
civil, architect, structur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and MEP etc., together with interfaces integration. The cities 
where CECI provided service are situated not only in Taiwan but also in oversea metropolitan areas, such as 
Delhi, Jakarta and Kuala Lumpur (KL). Both of which metro systems, except for KL MRT2, have been launched 
in commercial operation smoothly to provide a safe, convenient, comfortable and high quality transit service for 
passengers. These facts prove that CECI’ efforts have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its credit in the MRT engineering 
field. 

By the end of November 2019, the CECI will greatly celebrate its 50 anniversary. This paper is presented to 
sincerely convey the best regards to it. Besides, major technical innovations in MRT engineering made by CECI 
during the past 38 years together with the experiences of executing oversea MRT projects we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to have technology reciprocal exchange with those engineers involved in MRT field. It is realized that 
the CECI will face more serious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it endeavors to develop design automation for 
upgrading technology and these achievements are shown in July, 2019. Of which four topics pertaining to MRT 
engineering are briefly illustrated.

捷運建設經驗的回顧 
與展望─創新技術與 
國外經驗分享
Review and Prospect of CECI’s Consultancy Services 
About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Oversea Experiences
in MRT Engineering 1 2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捷運部／經理／王慶麟 (Wang, Ching-Lin) 1

捷運部／資深協理／陳幼華 (Chen, Yu-Hua) 2

捷運部／經理／諶家瑞 (Chen, Jia-R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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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民國60年以後，台灣經濟開始起飛，臺北

都會區交通擁擠問題益顯嚴重，對捷運系統的

需求日殷。民國70年9月交通部運委會聘請「英

國大眾捷運顧問工程司」(BMTC)與中華顧問工

程司(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前身)組成計畫小

組，就初步規劃報告深入研究，此後台灣世曦

就亦步亦趨的一路伴隨著台灣捷運工程的成長

(詳表1)。先從76年起，積極參與初期路網的細

部設計工作，當時淡水線、新店線、中和線、

南港線、板橋線、木柵線六條路線幾乎同時動

工，因而有幸躬逢「六線齊發」的盛況，至民

國89年底初期路網完成，打造出安全、舒適、

便捷具有國際水準的捷運系統，世曦團隊與有

榮焉。繼而台北捷運二期路網開始，民國90年

起，先後又有高雄捷運、機場捷運、台中捷運

等建設陸續開工，現均已或即將投入營運。近

期則是三環三線及桃園捷運綠線的開工，台灣

世曦同仁以精進的專業技術，兼顧工程的自然

環境，本著「建構安全的捷運建設、追求人本

的捷運系統、造就優質的捷運工程、推動永續

的捷運環境」四大目標，戮力參與建設，以創

造出世界級捷運新都會的價值。

經過多年在捷運工程園地努力耕耘之下，

世曦團隊不斷在技術上累積經驗與追求突破，

並不吝發表於國內外相關的研討會或工程技術

刊物，與工程界的先進交流。本文礙於篇幅，

僅綜整其中主要的創新技術，撰寫設計構思及

施工過程中遭遇的困難與解決方案，藉此與工

程界的朋友分享，以收拋磚引玉之效。並將技

術與經驗傳承，期望捷運工程技術百尺竿頭更

進一步。

貳、創新技術優質捷運

台灣世曦投入捷運建設，即積極引進各項

新工法或自行研發新技術，為提昇國內捷運工

程技術水準，不遺餘力，屢屢獲得業主或工程

會頒發的獎狀與獎盃。最近的第八屆亞洲土木

工程聯盟大會(CECAR8)，於2019年4月16日至

19日在日本東京舉行，是土木工程亞洲地區最

盛大的聚會。「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

統建設計畫」經由中國土木水利學會推薦，榮

獲亞洲土木工程聯盟(2019ACECC)優良工程獎，

這是台灣之光，世曦身為重要的設計團隊，與

有榮焉。在得獎的紀錄片中，有以下一至五項

表1 台灣世曦參與捷運建設的主要計畫及時程

項目 時間 技術服務內容

1 1970 中運量導軌自動化運輸需求運輸工具及路線之規劃研究

2
1981~
1983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可行性研究及優先路線初步工程規劃

3
1987~
1999 

1.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總顧問(1987~1995)
2.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建專業顧問(1997~1999)

4
1991~
1993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總顧問第一期服務專案計畫

5
1990~
1991

台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規劃

6
1990~
1997

台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路線及場站規劃 

7
1996~
2015

1.桃園(中壢)都會區運輸系統整體規劃(1996~1999) 
2.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暨土地 整合發展建設計畫綜合規劃
(2011~2013)
3.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暨土地整合發展建設計畫優先路段基本設計
(201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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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旅客在A1車站預辦登機

圖2 DOT潛盾隧道洞口

項目 時間 技術服務內容

8
2001~
2007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興建管理顧問

9
1987~
迄今

1.臺北捷運工程細部設計顧問，承辦南港線、新店線、中和線、內湖線、板橋線、新
莊線、蘆洲線、萬大線、環狀線等共計15個標案之細部設計及施工中服務，包括45個
車站、48公里路線及2座機廠
2.承辦臺北捷運新店線(DL165)及板橋線(DL183)全線的水電環控細部設計(1988~1992)

10
2001~
2008

高雄捷運統包工程細部設計顧問，承辦CR2,CR7,CO1,CO3共計4個標案之細部設計及施
工中服務，包括18個車站、20.5公里路線。

11
2005~
迄今

1.桃園國際機場捷運細部設計顧問，承辦DA115,DU01, DE01, DU02標共計4個標案之細
部設計及施工中服務，包括14個車站及27公里路線
2.SC02標軌道及供電系統監造

12
2007~
迄今

1.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DJ102標細部設計顧問服務工作，包括8個
車站、7.1公里路線
2.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施工期間技術服務(含監造簽證)及軌道工程
監造服務

13 2010~2013 淡水捷運延伸線綜合規劃與環境影響評估

14
2015~
迄今

三鶯線捷運系統計畫基本設計及專案管理顧問

15
2012~
迄今

1.國內第一條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基本設計
2.高雄環狀輕軌捷運第一期專案管理顧問
3.高雄環狀輕軌捷運第二期專案管理顧問與監造。

是出自世曦的創新設計，在此提出與讀者分

享。此外，另有第六項內湖線的全跨預鑄U型梁

工法、第七項環狀線的高架疊式車站及第八項

無架空線的高雄輕軌捷運，也是深受業主肯定

的捷運創新技術，分別敘述如下：

一、A1車站提供預辦登機服務

搭乘飛機出國的旅客可先在A1車站報到，

辦理預辦登機服務(如圖1)，提早在市區車站託

運行李、劃機位，同時取得登機證，毋須帶著

行李而可繼續在市區購物或洽公，提供觀光及

商務旅客更便利的服務。

二、雙圓型潛盾隧道(DOT) 穿越淡水河

穿越淡水河河床的潛盾隧道工程，為全線

最艱鉅的任務之一。為避免傳統雙孔單圓在河

床下方施作聯絡通道的風險，本捷運系統引進

雙圓型潛盾隧道(DOT)新工法(如圖2)，雖然在日

本及中國大陸均有施工案例，但用在穿越河床

本案則屬全球首例，將國內潛盾技術提升至新

的水平。

三、竹削型護基工法

機場捷運經過青山路段，其橋梁係沿青山

路路側邊坡施築，部分橋墩基礎位於陡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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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橋梁基礎施工期間之作業空間及邊坡穩定

之安全需求，選擇竹削型護基工法施築，如圖3

所示。此係近年來日本所開發之新技術，可降

低施工對工址環境之影響，原已穩定的邊坡不

致受擾動。

四、超高橋墩的支撐先進工法

機場捷運建設計畫CE01D施工標路線全長

約3.3公里，其路線係沿著青山路路側邊坡設置

高架橋梁，沿線之地形從25公尺爬升至250公

尺，落差達225公尺，路線縱坡達4.9%，橋面平

均高度約達36公尺(最高橋面高度為45.9公尺)，

故橋梁上部結構約有70%採用較安全可靠之支

撐先進工法，本工程支撐先進工作車之主梁長

74公尺，前後鼻梁各為40.6公尺，合計155.2公

尺，重量高達約1,450公噸，每組兩側托架之重

量各約45噸，長各約10公尺，堪稱國內最大且

最重之工作車(圖4)。

本路段為山坡地形其縱坡大，路權線緊鄰

民房，施工腹地不足，加上橋墩高度甚高，部

分路段線形曲率小等因素(圖5)，故其托架拆移

裝設及工作車推進之困難度極高，施工期長。

經加強工班技術及修改內模等設備後，工程進

度顯著改善。 

圖3 青山路段橋梁竹削型護基

圖5 支撐先進夜間施工全景

圖4 國內最大型支撐先進工作車

圖6 全測站監測儀器配置

圖7 隧道施工之灌漿與監測

五、潛盾隧道安全穿越桃園機場

潛盾機穿越塔台區機房及滑行道最淺覆蓋

僅6公尺，屬高風險施工區段，全區採全自動化

監測(圖6)，配合機內灌漿、盾尾即時背填與二

次灌漿等措施(圖7)謹慎掘進，最大地表沉陷僅

約3.5公厘，達到施工零災害目標，不影響機場

設施的正常運轉。

六、全跨預鑄U型梁及預鑄帽梁的引進

國內預鑄U型梁首次由本公司於90年應用於

北捷文湖線，採先拉預力法，具有側牆可阻絕

噪音、斷面輕薄經濟性佳、造型美觀等優點(如

圖8)。梁長設計須考量道路轉彎半徑、重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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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等因素，利用夜間載運至現場，以全跨吊

裝方式施工(圖9)。

施工期間委託國家地震中心進行U型梁現地

載重試驗，試驗結果與理論分析相符，證明整體

結構安全無虞，後續捷運高架橋設計競相採用。

七、國內首創捷運疊式高架橋及車站

捷運環狀線DF112 標之Y11、Y12、Y13 車

站座落於景平路、板南路等狹窄路段，因捷運

車站寬度約為20公尺，幾乎佔滿道路，為提供

足夠的都市消防救災活動空間、不衝擊都市景

觀及影響兩側鄰房居住品質，採「疊式月臺」

車站方式設站，以確保車站與鄰房建築線至少

維持6m距離。Y11 站至Y13 站之間高架橋亦以

疊式佈設，首創國內捷運高架段採用疊式線形

之案例(如圖10～圖12)。

此外，本標高架橋在中和區景平路上Y8站

至Y10站的路段，約有1.9公里與台64線高架道

路共線，必須在台64線東西行線間預留3m間隙

設置橋墩(圖13)，並於其上方建構橋梁，高度

圖12 捷運Y13中原站

圖10 捷運Y11中和站及疊式路段

圖11 捷運Y12橋和站及疊式路段

圖8 預鑄Ｕ型梁橋優點

圖9 全跨預鑄U型梁夜間吊裝

在地面上20公尺以上，且仍需維持台64線的交

通，經研究決定採發進吊裝工作車進行吊裝。

在橋墩完成後，利用橋墩逐跨前進，鋼箱梁節

塊由台64線高架橋間的3m空隙吊起安裝。本標

順利完工，並榮獲106年結構工程技術獎。

圖13 捷運橋墩夾在台64線高架道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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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內首創無架空線的高雄環狀輕軌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是國內第一條輕軌捷

運，路線全長約22.1公里，全線採無架空線系

統以降低對都市景觀衝擊，同時以高雄海洋都

市意象設計車輛外型，塑造輕軌成為美麗高雄

的移動新地標。候車站設計考量高雄氣候的

特性，結合都市景觀塑造，配合各站區域環

境特色設置公共藝術，使候車站成為生動的

活動場景，且輕軌高達85%綠草覆蓋率，充分

展現高雄「水之都‧綠之軌」新意象(如圖14 

及圖15)。

參、邁向國際開拓藍海

自民國96年起，台灣世曦開始跟統包商合

作備標，爭取國外的捷運建設計畫，得標後提

供細部設計及施工中服務。迄今(2019)共爭取

到三個都會區的捷運設計，分別為：(1)印度德

里捷運BC-16標；(2)印尼雅加達捷運CP106標細

部設計；(3)吉隆坡捷運DDC7標。其中(1)(2)兩

標工程已完工並順利通車營運，DDC7標則尚在

進行施工中。國外標案設計工作，除了語文溝

通上的問題外，與國內技術服務還有很大的差

別，包括：設計規範、圖說審查、地質條件、

施工材料、施工工法、介面協調、工程成本等

因素，都要列入考慮。茲就以上述三標工作的

經驗綜整如表2，與讀者分享。

各標設計上具有的特色與技術，分別如

表列所述，以茲比較。必須強調的是，參與國

外工程建設，就是要「入境隨俗」。除了應用

的規範與設計方法都應遵循當地的法規與標準

外，尚須就當地的建材與慣用工法，審慎研判

後再行選用。值得一提的是，混凝土及鋼筋強

度都較國內為高，可以節省不少工程費用，及

減小結構尺寸，增加使用空間。

由於世曦團隊在雅加達捷運CP106標的優

異表現，深受業主肯定，也贏得其他標統包商

的信任，而直接委託世曦承辦三個標案，計畫

內容如表3。其中輕軌採預鑄箱型節塊吊裝工法

(圖16)，施工進度快速，現已進入試營運階段

(圖17)。

圖14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標準站

圖15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特色站

圖16 預鑄箱型節塊吊裝工法施工

圖17 雅加達輕軌第一條線試營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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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自動化世曦展新猷

台灣世曦自2017年起，開始推動設計4.0，

利用資通訊科技，全面導入BIM技術，進行3D設

計整合協同作業，加速設計技術升級，減少界

面衝突及數量錯誤；發展設計自動化，以提升

設計速度及品質，降低人力成本。運用在捷運

技術上，目前已研發四項設計自動化議題，其

成果略述如下：

一、捷運潛盾隧道參數化設計

捷運潛盾隧道路線穿越都會區的核心區

域，受到外部環境影響，如用地、地形、水

系、地質與地下障礙物等複雜因素控制，必須

透過地理資訊系統(GIS)的協助，整合所有影響

因子進行評估與分析，以決定最佳化的線形。

近年來BIM與GIS整合技術的突破，可將完整的

3D隧道線形結構量體與地形、地下障礙物等重

表2 台灣世曦參與國外都會捷運設計案例綜整

項目 德里BC-16標 雅加達CP106標 吉隆坡DDC7標

時間 2006～2009(已營運) 2012～2019(已營運) 2016～迄今(施工中)

工程規模
世曦承辦8個站內工作井及4.1km
長雙孔平行潛盾隧道的設計工
作。

工程全長2.5公里，包括兩座
地下車站、一座明挖覆蓋轉轍
軌結構及兩段潛盾隧道結構。

工程包括二座地下車站之土
木、大地及結構設計暨一座既
有地下交會站配合機電之開口
補強。

統包商 大陸工程&SOMA JV 日本三井住友(SMCC)
馬來西亞金務大(GAMUDA) 
公司

潛盾隧道
RC環片內徑5.8m，厚度27.5cm，
環片寬度1.2m，每立方混凝土鋼
筋量約95kg/m3 採EPB-TBM鑽掘。

RC環片內徑6.05m，厚度
30cm，環片寬度1.5m；每立
方混凝土鋼筋量約190 kg/m3

採EPB-TBM鑽掘。

環片設計非本標範圍。土層用
EPB-TBM；石灰岩用泥水加壓
式(variable density slurry type)
TBM鑽掘。

設計規範
及方法

印度國家規範(IS Code)，英國規範 
(BS 8110)，採2D設計。

日本RTRI「鐵道構造物等設計
標準．同解說耐震設計」採性
能設計及印尼國家規範；導入
3D BIM技術，並採德國發展的
Vissim軟體進行動態人流模擬
分析。

英國規範
BS8110,BD31/01,CIRIA C660
及馬來西亞相關規範。建築、
機電各標的BIM模型交由本土
建設計標負責整合。

材料規範

環片混凝土強度f'ck =50 N/
mm2；鋼筋直徑20mm以上
fy=500 N/mm2，直徑18mm以
下fy=415 N/mm2耐久性達120年。

站體混凝土抗壓強度f'ck=29N/
mm2；環片混凝土f'ck=40N/
mm2；鋼筋強度fy=390 N/mm2

站體混凝土抗壓強度為40N/
mm2，鋼筋強度fy=500N/ mm2

地質條件
由表土層、粉質粘土及石英岩所
組成。粉質粘土層SPT-N值約30，
自立性佳，地下水位低。

15m深度內為軟弱海底黏土；
以下則為堅實高塑性粉土，岩
盤深度大於300m，水位高。

肯尼山(Kenny Hill)礫砂層覆蓋
在石灰岩地層上，水位高，地
層有溶洞下陷風險。

車站工法 主體逆打，工作井順打。 逆打。
順打；岩盤開挖採控制爆炸
(振動<3mm/sec)。

擋土支撐

逆打(連續壁+樓板)；工作井(連續
壁+鋼支撐)；連續壁需有剪力箍
筋，接頭為無翼尾的鋼製端版加
設橡膠止水帶。

逆打(連續壁+樓板+逆打柱)；
工作井(連續壁+鋼支撐)；連續
壁接頭為有翼尾鋼製端版(與
台灣同)。

上部土層擋土採樁牆加地錨；
下部石灰岩盤則噴凝土加岩
釘。擋土牆後加止水灌漿，防
地下水流失造成地表下陷。

結構系統 版牆結構，單牆(連續壁)。 版牆柱結構，單牆(連續壁)。 版牆結構，單牆(另築外牆)。

區外地下
水

開挖區外地下水若有下降，依規
定須予補注。

開挖區外地下水若有下降，依
規定須予補注。

擋土牆後方須施作止水灌漿
(curtain grouting)，避免開挖區
外地下水下降。

界面分標
建築、機電、土建分別由不同細
設顧問設計，統包商整合施工。

建築、機電、土建之細設均由
世曦負責，三井住友施工。

建築、機電、土建、潛盾隧道
分別由不同細設顧問設計，統
包商整合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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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資訊整合在一個平台上，進行視覺化的呈現

(如圖18及圖19所示)，更進一步縮短各專業間的

隔閡，改善捷運隧道線形設計協調與決策的效

率，達成隧道線形最佳化設計的目標。潛盾隧

道工程之施工與設計須考量地質變異性、地中

障礙物、環片內淨空需求、隧道線形以及沿線

建物保護等主要項目。

 本研究透過參數化之數值模型已完成下列

成果：

(一) 隧道環片與鋼筋配置最佳化：

 預鑄環片內之灌漿孔、螺栓孔及其開

孔補強鋼筋等數量繁多，藉由3D環片鋼筋

展示圖，使環片鋼筋與灌漿孔、螺栓孔及

補強鋼筋等之配置最佳化。

(二) 精確的數量計算：

 預鑄環片所採用之數量除環片本體材料

外，其餘如：止水條、螺栓、灌漿孔及其孔

蓋等，均可利用隧道環片參數化模型計算。

(三) 全面檢視潛盾隧道線形所面對之工程

與非工程議題：

 透過地理資訊系統的資料整合與視覺

化的展現，協助設計者快速掌握潛盾隧道

全線遭遇之議題，例如用地條件、道路寬

度限制、複合地層或異常地質之區，以便

於事先採取防範措施。

二、 捷運建築輔助設計自動化之應用

由於建築資訊模型(BIM)具有圖面一致性、

跨專業整合、全生命周期運用等功能，可有效

的協助包含捷運車站、出入口及土開建築三部

分的捷運建築設計及周邊專業的整合工作。在

導入BIM協助捷運車站建築設計後，為提高工作

效率，並提升整體設計品質及成果，藉由軟體

及程式的協助，從設計初期的檢核標準計算、

設計中期的建模及圖說整合，到設計末期的成

果檢核及數量計算等工作，採用電腦輔助設計

自動化，針對建築模型資訊化及3D化的特質，

圖18 隧道與周邊地形地物之整合模型

圖19 隧道與地下障礙物之整合模型

表3 雅加達捷運統包商直接委託之計畫綜整

計畫名稱

項目

CP101標及CP102標(重運量捷運)
第三方驗證認證(3PVC)技術服務

LRT JAKPRO Corridor 1 (第一
階段)獨立設計檢核及監造
顧問服務 

LRT JABODEBEK (第一階段)
Line 1 to Line 3軌道標獨立
審查顧問服務

服務期間 2013～迄今 2016～迄今 2018～迄今

統包商(業主) 日本東急建設株式會社(Tokyu)
PT WIJAYA KARYA  (Persero) 
Tbk 

PT Adhi Karya (Persero) Tbk

服務內容
土建工程細部設計之獨立驗證認
證

土建工程獨立設計檢核(IDC)及
品保品管(QAQC)

軌道設計獨立審查(IDC)

工程規模
高架段長約10km；
7個高架車站及1個機廠 

長度5.8km(高架)；
6個高架車站及1個機廠

高架段總長44.43km；
17個高架車站及1個機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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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數值資訊整合、輔助建模、協助衝突檢

查、資訊自動修正等目標，讓BIM可發揮最大的

功能，降低設計者在這些階段的工作量。

本案輔助設計自動化模組切入點大概可區

分為三個部分，包括：設計資訊的計算分析、

協助建立建築資訊模型、及設計資訊的整合與

檢核。

(一) 設計資訊的計算分析

 藉由數值資料綜整的輔助設計自動化

模組，將專案的數值資料輸入後，依照設

計規範所要求的標準，綜整計算包含：月

台寬度、電扶梯數量、自動收費機數量、

公共廁所數量及緊急疏散數量等資訊，提

供設計的參考依據。後續更可先依據計算

的數量，將專案所需元件置放於專案檔案

中，以供設計者選取及確認目標的達成。

(二) 協助建立建築資訊模型 

 藉由輔助建置裝修元件建立的功能，

設計者點選空間設定的牆、地板及踢腳等

裝修屬性後，程式會協助建立房間裝修元

件，並將房間名稱、房間編號等對應的資

訊填入指定參數欄位，以利後續整合。車

站的定位則經由讀取車站資訊的資料表

格，自動將車站位置、座向、高程依據軌

道定線資料加以調整，以利全線整合。並

可將車站一定範圍的軌道建置於模型上，

作為後續車站設計及軌道結構包絡線的衝

突檢查。

(三) 設計資訊的整合與檢核 

 設計資訊經整合後即可進行衝突檢

核。在淨空衝突檢查的部分，提供兩種方

式來檢核設計成果，一是依據設計規範需

求放置衝突檢查量體；二是讓輔助檢核程

式，藉由設計成果自動產生檢核量體，以

運用該檢核量體來查核空間是否有衝突。

三、捷運地下車站結構自動化

本案目標為開發地下箱型結構3D自動化，

將BIM模型之幾何形狀自動匯入結構分析模型，

再透過分析模型進行結構分析，結構分析程式

計算各板元素(Element)力量結果後，進行後處

理設計工作，亦即設計3D板元素配筋，最後將

配筋結果反饋到BIM 3D模型中。

本自動化設計流程可以使3D模型單一來

源，透過自動化匯入幾何模型，減少人為輸入

錯誤及建築模型與分析模型差異的困擾；配筋

自動後處理程式簡化3D板元素配筋之複雜性，

將配筋結果以色塊呈現，簡單清楚呈現，使得

工程師了解整體配筋需求，並且減少工程師設

計的錯誤率；配筋結果反饋自動化可以大量減

少BIM 3D模型手動輸入鋼筋之工作量，並且透

過表格化輸入，減少建置模型時的人為錯誤。

「捷運軌道相關地下車站結構自動化」是

一套完整結構細設流程(圖20)，由BIM模型出發

最後在回到BIM模型裡，中間省去了大量人工輸

入的時間，也減少人為錯誤的可能性。加速了

整體設計時間，減少了設計周期與所須人力，

為專案提升更好的品質與競爭力。

圖20 地下車站設計自動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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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電設計自動化

在捷運水電設計自動化的研究，主要朝三

大領域開發程式，以完成自動化配置為目標，

其成果略述如下：

(一) 消防撒水頭

 根據空間及消防相關規定，設計工程

師透過軟體介面輸入相關參數，完成程式

自動於空間內設置撒水頭及撒水支管。

(二) 火警探測器

 先由設計工程師依空間特性選用火警

探測器後，程式依空間規模、高度，自動

配置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所規定之探測器數量。

(三) 照明燈具

 設計工程師依空間特性所需照度，選

用燈具及數量，程式依空間規模自動配置

燈具。

伍、展望未來任重道遠

目前政府正投入巨額經費，積極推動前瞻

軌道建設，以留給後代子孫一個安全優質的生

活環境。而國外尤其是東南亞的捷運建設，也

正方興未艾，響應政府的南向政策，台灣世曦

責無旁貸。可以預見未來，我們將有更多的機

會，在國際舞台上與知名廠商一較長短。台灣

世曦經過兩年來推動「設計4.0」的淬鍊，已然

脫胎換骨蓄勢待發，準備迎接更嚴厲的挑戰，

秉持優良傳統，恪遵企業責任，為國家社會

營造一個安全、人本、優質及永續的捷運新都

會。在慶祝中華顧問工程司50周年的前夕，期許

不久的未來，台灣世曦不只是台灣第一的世曦，

更是國際知名的世曦，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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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顧問50週年特刊

摘   要

本篇先回顧臺灣鐵道工程之發展歷程，再介紹臺鐵立體化工程改建現況及臺灣高鐵建設技術重點，

以及近期鐵道建設特色與創新、前瞻軌道建設計畫與發展願景等，使讀者能一窺鐵道工程需求與技術進

化之方向與內涵。

臺灣鐵道建設
之回顧與展望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aiwan's Railway 
Construction

關鍵字(Key Words)： 鐵路建設(Railway Construction)、高速鐵路(High Speed Rail)、
前瞻建設計畫(Forward-Looking Infrastructur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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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aiwan's railway engineering, then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ailway underground and elevated re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for TRA and the technical focus for 

Taiwan high-speed rail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recent railway construction features and innovations, forward-

looking railway construction design and development vision, etc., so that readers can have a glimpse the direction 

and connotation of railway engineering requirement and technology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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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鐵路自清朝劉銘傳於1887年創辦以

來，歷經日據時代(1895～1945)及光復後之

整建與擴建，使臺灣西部鐵路建設由北向南延

伸，並逐步擴及東部鐵路、北迴線及南迴線，

完成環島鐵路網。由早期肩負經濟與運輸動脈

之重責大任，經過1978年高速公路與2007年高

速鐵路陸續加入運輸市場的震盪洗禮，長程旅

客大量流失，促使營運型態由單純的鐵路運輸

服務，逐步轉型成為大眾運輸系統無縫接駁的

一環，以城際列車、區間列車、支線列車，搭

配都市捷運、高速鐵路，建構具有高效率、低

污染以及對環境衝擊較小的軌道運輸系統，符合

現今的環保意識，「大眾運輸為主、私人運具為

輔」的概念逐步成形，而大眾運輸又以軌道系統

為主，為當前政府推動交通運輸建設的主軸。

台灣世曦鐵道工程部設有土木、建築、

大地／結構、機電及工務等五組，一直秉持誠

信及專業的企業倫理投入全臺鐵路之新建、改

建及效能提升，多年來本著人本及及永續的原

則，賡續辦理臺灣鐵路管理局、鐵路改建工程

局及高速鐵路工程局(後兩局於2018年6月整併

為鐵道局)委辦之業務，協助完成多項傳統鐵路

立體化、捷運化、電氣化、雙軌化及高速鐵路

之建設，成效卓著。以下概述臺灣鐵路工程的

發展，並就台灣世曦參與臺灣鐵路建設三十餘

年所累積之創新技術與思維及未來展望等，提

出摘要說明。

貳、台灣鐵道建設之回顧

台灣百年來軌道建設的發展態樣，和世界

經濟關係、軌道技術開發，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從清朝時代、日本時代至目前，台灣軌道

陸續吸納了日本與歐美的軌道技術。例如日本

技術的臺鐵，歐美技術的台北捷運，以及混合

日本與歐洲技術的高鐵，當然在各種技術中也

融入台灣在地文化與人文環境，並經過淬煉、

創新，逐漸演化形成台灣目前特有之軌道技

術。展望未來，在台灣近幾年來與兩岸、東南

亞逐步發展之多邊關係下，台灣軌道產業也將

帶起新的經濟版圖。擁有日本、歐美技術與兼

具台灣在地文化的台灣軌道界，在經歷美日技

術之試煉並吸收其精髓後，將更具優勢，相信

可對兩岸與東南亞作出高價值的技術服務。有

關臺灣傳統鐵路與高速鐵路的發展歷史分別概

述如下。

一、臺鐵幹線與支線

1887年(清光緒13年)，巡撫劉銘傳奏請興

建臺灣鐵路，於1891年(清光緒17年)10月開通

基隆至大稻埕段；繼任的邵友濂巡撫續築大稻

埕至新竹段，並於1893年通車。

後來日本政府於1908年貫通總長404.2公

里，由基隆到高雄的縱貫鐵路，臺灣南北往來

的交通縮短為可朝發夕至。於此期間，臺北至

淡水、高雄至九曲堂兩支線亦相繼完成。後續

更因山線坡度甚陡，運輸能力受限，乃於1922

年完成竹南至彰化間的海線鐵路。

1917年日本開始修築八堵經宜蘭至蘇澳的

宜蘭線，並於1924年完成通車，後續並於1927

年收買電力公司的集集支線，及於1929年收購

平溪支線。臺鐵東線則於1909年從花蓮開始修

築，1917年通車至玉里，長度約87公里。而玉

里至臺東長約83.3公里的路段，原係由臺東糖

業公司所築，1926年由臺鐵收購後成為花東幹

線。此外，西部幹線因運輸漸繁，為擴大運能，

1919年於基隆-臺北間鋪設雙軌，1926年後的十

年間，臺北至竹南及臺南至高雄間亦鋪設雙軌。

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著手恢復日本所留

下的鐵路建設，並於1973年起推動「十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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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其中「鐵路電氣化」與「北迴鐵路」即

佔兩項。1979年縱貫鐵路完成電氣化工程，大

幅減少了臺灣南北的交通運輸時間；而同年完

成的北迴線，則聯結了臺東線與宜蘭線，使臺

灣東西部鐵路能互相連結。2003年7月及2014

年6月，北迴線及花東線分別完成鐵路電氣化

工程(圖1)。1979年起，政府持續推動包括修建

南迴鐵路、鐵路全面電氣化及統一軌距等軌道

建設在內的「十二項建設」。1982年，臺東線

762公厘軌距完成與西部鐵路相同1,067公厘軌

距的調整；1991年南迴線通車，臺灣的「環島

鐵路網」正式完成。除了主幹線的建設外，臺

鐵陸續修建了深澳線、林口線、中和線等鐵路

支線，提供貨運或客運服務，並接續完成內灣

線、東勢線支線。

因應平面鐵路造成台北市區交通壅塞問

題，於1983年成立「臺北市區地下鐵路工程

處」辦理鐵路地下化工程，1989年完成華山～

萬華路段，臺鐵臺北新站啟用；接續完成松山

段、萬華～板橋段、南港段(2008年9月，圖2)

地下化，於執行南港專案期間，將地鐵處改制

為「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接續辦理全臺

鐵路改建(立體化、雙軌化、電氣化建設等)、維

修機廠遷建(圖3)及車站效能提升(圖4)等工程，

如彰化員林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於2014年11月

通車啟用；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全

長21.7公里)於2016年10月通車；高雄市區鐵路

地下化計畫(含左營及鳳山延伸段總長約18.16

公里)則於2018年10月切換啟用。並完成連接臺

鐵、高鐵的新竹六家支線、台南沙崙支線建設。

二、高速鐵路

為改善臺灣西部走廊城際間交通瓶頸，提升

運輸服務品質，促進經濟成長與區域均衡發展，

並兼顧環境維護與節約能源需求，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奉行政院指示於1990年3月完成「臺灣西部

走廊高速鐵路可行性研究」報告，綜合規劃並於

1992年6月獲審議核定。而為推動高速鐵路興建

圖1 花東鐵路電氣化 圖2 南港車站及鐵路地下化

圖3 臺鐵富岡基地遷建 圖4 花蓮車站效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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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交通部1990年7月成立高速鐵路工程籌備

處，1997年1月並改制為高速鐵路工程局(後續於

2018年6月改制為交通部鐵道局，簡稱鐵道局)。

高速鐵路北起臺北車站，南迄高雄左營

站，路線全長345公里，行經臺灣西部走廊12個

縣市，沿線設置八站，總投資金額超過新台幣

5,000億元，原採政府規劃、興建，惟依立法院

1993年7月決議，改採民間投資方式續予推動。

1994年12月「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正式

公布施行，臺灣高鐵計畫即依此法源於1996年10

月公告徵求民間參與投資，經甄審委員會1997年

9月評定以臺灣高鐵企業聯盟為最優申請案件申

請人，後續並於1998年7月由交通部與台灣高鐵

公司簽訂「臺灣南北高速鐵路興建營運合約」。

2000年3月，臺灣高鐵土建工程標動工，

並陸續展開軌道、車站、核心機電系統與基地

工程的建設，至2004年11月全部完工。2005年

1月相關工程舉行啟用典禮，並進行運轉測試，

2005年10月高鐵列車最高試車速度達315公里

/小時，符合最高300公里/小時營運速度的要

求。2006年12月，板橋至左營路段獲交通部履

勘通過，並於2007年1月正式通車營運；2007

年3月，臺北至左營全線正式通車營運(圖5)。

此外，為因應地方對高鐵運輸的需求，台灣高

鐵公司2010年1月啟動新增三站(苗栗、彰化、

雲林站)的設計規劃，並於2015年12月正式啟用

(圖6)，而臺北車站東延南港路段及南港站，則

在2016年7月啟用。

參、台灣鐵道改建現況與發展

一、臺鐵建設與演變

(一) 臺鐵橋梁建設與演變

 臺灣鐵路橋梁最早興建於1887年，百

餘年來隨著工程技術與材料的發展及社會

變遷，鐵路橋梁不論在構造、材料及橋型

上均有很大的變化。以上部結構而言，早

期曾有木鐵混合結構，至日本時代則多已

改採鋼梁結構，而臺灣光復後，臺鐵更設

置鋼梁廠，以專供養護與更新加固各鋼梁

橋。近年來則考量防制噪音、養護需求及

施工技術等因素而多採混凝土梁結構，或

是於鋼梁上方再施築混凝土橋面板後，舖

設枕木與鐵軌。在下部結構部分，早年常

用磚石構造，而後逐漸採用鋼筋混凝土；

基礎則自早年的淺基礎，變化為木樁、鋼

軌樁及短沉箱，目前則多為PC樁、RC場鑄

樁或沉箱等深基礎。

(二) 臺鐵車站建設與演變

 鐵路運輸是最有效的陸上交通工具，

早期公路不發達時，各地對外交通十分倚

重鐵路，使得車站往往成為都市的主要出

入口，車站之於城市不單只是城市門戶與

特殊地標，也帶動早期產業繁榮的發展，

形塑出當地特殊的歷史文化，同時更承載

了人們許許多多共同的生活記憶。

圖5 台灣高鐵高架橋段 圖6 台灣高鐵苗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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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期所建造的車站中，基隆、臺

北、新竹、臺中、嘉義、臺南及高雄等七

個鐵路車站均極具特點及意義，隨著時空

的變遷，由其造型、建材與規模的調整，

拆建或改建等變革，可約略勾繪出日本時

期至臺灣光復後的鐵路生態史，其中臺中

(圖7)、嘉義、臺南及高雄等雖配合各都會

區鐵路立體化工程改建，但部分原有站體

仍進行現地遷移或保存。

(三) 臺鐵軌道道床型式

 臺鐵目前營運中路線的軌道系統大部

分是以鋼軌、扣件、軌枕及道碴所構成，

除傳統鋼橋是將鋼軌與軌枕，以扣件固定

於鋼梁上，不採用道碴外，一般路線列車

行駛的軌道，係以道碴來支撐列車載重，

因傳統道碴軌道須經常投入龐大的人力、

物力維修，故臺鐵陸續開發安全、堅固、

耐用、易維修及低壽年成本的「省力化軌

道結構」(圖8)。

(四) 臺鐵核心機電系統

1. 電車線系統

  臺鐵的供電系統採用交流電，由臺電引進

特高壓三相電源，經鐵路變電站的GIS開

關組、Le Blanc變壓器、25kV開關及諧波

濾波組等，轉換成25kV單相交流電饋送至

電車線，以供應所需驅動電力，其中電車

線係採用95mm2主吊線的單純懸垂式電車

線系統，主要設備包含主吊線、接觸線、

電力桿及懸臂組等。目前隧道工程內更已

逐漸改採頂部導電軌系統。

2. 號誌系統

  臺鐵號誌系統主要設備包括中央行車

控制系統(Centralized Traffic Control, 

CTC)、聯鎖裝置、閉塞裝置、列車位置

偵測系統(包括軌道電路和計軸器)、列

車自動防護系統(ATP)、號誌機、電動轉

轍器及平交道防護裝置等。

3. 電訊系統

  電訊系統主要任務為支援行車及營運，

提供全線列車調度、電力調配、號誌

遙控、安全監測、維修養護及旅客服

務等所需的通訊，包含主體電信系統、

同步數位階層網路(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 Network, SDH Network)及行車

調度無線電系統。

圖8 彈性PC軌枕直結軌道(沙崙支線) 

圖7 臺中新舊車站融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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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會區鐵路立體化及捷運化建設

(一)  臺北都會區鐵路地下化(含萬華、板

橋、松山、南港)計畫

 1983年啟動辦理臺北都會區臺鐵地下

化工程，其中兩軌空間後來更提供給高鐵

營運，更藉著臺鐵、高鐵與捷運共構的創

新設計，以臺北車站為軸心，結合其他大眾

運輸系統，促成都會地區無縫接駁與轉乘的

交通運輸新局面(圖9)。

臺北都會區鐵路地下化工程共分四

期進行，第一期為臺北車站暨華山至萬華

間的鐵路地下化(簡稱臺北車站地下化：

1983~1989年)；第二期由華山延伸至松

山(簡稱松山專案：1989~1994年)；第三

期進行萬華至板橋地區(簡稱萬板專案：

1992~2002年)工程；第四期則完成松山

至南港地區(簡稱南港專案：1998~2011

年)路線。其中板橋、南港與臺北車站均

為臺鐵、高鐵及捷運三鐵共構的車站，以

南港站為例，配合南港經貿園區建設開

發，結合公車、中長程客運及商場等多目

標使用機能，不僅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鐵

路車站，更促成南港成為臺北東區交通轉

運樞紐及商業生活核心。至於南港以東的

汐止至五堵路段則採取高架化，一舉解決

交通壅塞及長久以來水患影響鐵路營運 

的困擾。

臺北都會區鐵路立體化工程前後歷

時28年，除消除40座鐵路平交道，促進

都市縫合再發展外，並利用原有鐵路路廊

建設東西向的市民大道，不僅再提供一條

運輸大動脈，同時更加速催化沿線土地開

發及都市更新的蛻變。另外臺北及松山、

南港車站特定區域的建設，亦帶動都市景

觀變革與經濟成長契機，建構都市長期發 

展遠景。

(二)  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含左營及鳳山)

計畫

 大高雄地區的鐵路地下化工程於2006

年啟動，包含高雄市區地下化、左營延伸

與鳳山延伸等計畫，分三階段進行，除縫

合及織補原被切割的都市紋理與活動系統，

帶動原站區及鐵路沿線周邊土地更新再發展

外，並可達重構高雄市交通路網與強化大眾

運輸發展的效益。此外，配合臺鐵都會區捷

運化政策，計畫範圍內除原有的新左營站、

高雄站及鳳山站外，另設置左營、內惟、美

術館、鼓山、三塊厝、民族、科工館及正

義站等通勤站(圖10)，其中高雄車站與捷運

R11車站共構，提供旅客轉乘的便利性。

 高雄都會區地下化計畫可消除大高雄市

區共7處平交道及16處立體交叉路口，可改

善道路壅塞、減少事故，促進都市均衡發

圖9 臺北車站地下化示意圖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3
專
題
報
導

No.123│August, 2019│ 227

展，提升土地利用價值及經濟活動力，效

益可期。

(三) 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化計畫

 臺中與臺北及高雄相同，都市發展長

久受平面鐵路阻隔，因此政府於2006年推

動鐵路立體工程，同時配合臺鐵都會區捷

運化計畫增設短距通勤車站，以利都會通

勤所需。本計畫範圍由臺中市北端豐原站

至南端的大慶站，全長約21.7公里(圖11)。

計畫內容包含第一階段改建豐原、潭子、

太原、臺中及大慶等5座現有車站，已於

2016年10月通車，其中臺中舊站並已列為

國定古蹟，將予原地保留，站區將設置車

站站體、交通廣場、停車場、交通轉運中

心、綠地等公共設施。第二階段為新建栗

林、頭家厝、松竹、精武及五權等5座高

架通勤車站，已於2018年10月通車，其中

松竹及大慶站分別與臺中捷運綠線預留轉

乘機制；第三階段則為臺中車站新建第三

月台，並配合舊有遺構保留做高架結構調

整，預定2020年中旬完成。

(四) 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

 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於2009年啟

動，範圍北起永康橋以南，南至生產路以

南，全長8.23公里，除改建原有的臺南站

外，增設林森站與南臺南站等2座通勤車站

(圖12)。原臺南舊站站體已列為古蹟原地保

留，周邊的站區則闢建為廣場、停車場、

交通轉運站及綠地等公共設施使用，預期

圖11 臺中都會區高架捷運化工程

圖10 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

圖12 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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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如下：

1. 提供都會區快鐵的便捷交通。

2.  消除鐵路沿線兩側地區發展的阻礙，均

衡都市發展。

3.  消除鐵路沿線9處平交道、4處地下道及

3處陸橋，改善橫交道路所衍生的交通問

題，增進行車安全。

4.  改善鐵路行車所產生的噪音、振動等環

境公害問題。

5.  改 善 市 容 景 觀 、 提 昇 都 會 區 環 境 生 

活品質。

6.  提 昇 都 市 土 地 利 用 價 值 ， 增 加 經 濟 

活動力。

(五) 桃園段鐵路地下化計畫

 由於桃園都會區快速發展，搭乘鐵

路運輸的旅客急遽成長，旅運服務設施已

不敷運用，長久以來桃園市政府及地方民

眾皆積極爭取將桃園段鐵路立體化，故於

1998年進行「桃園－中壢都會區鐵路立體

化與車站土地利用」研究，經過綜合整體

效益及工程可行性評估後，建議鐵路採用

高架立體化方式辦理。之後，依上述建議

辦理「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高架化建

設計畫」綜合規劃報告，2009年2月經行政

院核定，同意辦理臺鐵桃園段高架化建設

計畫。

臺鐵桃園段高架化計畫辦理細部設計

及發包施工期間，由於內壢、中壢路段現

有鐵路路廊較為狹窄，為維持現有鐵路營

運，並辦理鐵路高架施工，須局部徵收土

地及辦理拆遷而衍生民眾抗爭，致因土地

取得作業不順利，高架化計畫進度落後。

桃園市政府鑒於桃園段鐵路路廊寬度不

足，且高架化後對於桃園、中壢都會區沿

線的景觀、噪音衝擊過大，而桃園站與中

壢站為僅次於臺北車站全臺最繁忙的交通

運輸樞紐，考量桃園市為國家門戶且已升

格為直轄市，為有利都會永續發展，及因

應地方民眾訴求，桃園市政府辦理「臺鐵

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高架化建設計畫改採

地下化可行性研究」，業奉行政院2017年

7月核定，並已列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依據可行性研究報告內容，地下化路線起

於鶯歌鳳鳴陸橋北側，迄於平鎮台66線附

近，全長約17.945km，其中新北鳳鳴段長

約2.12km，桃園段長約15.825km，共設8

站(包括鳳鳴、中路、永豐(桃園醫院)、中

原、平鎮等5座新增通勤站)，沿線消除平

交道20處、陸橋8座、地下道8處，其中桃

園車站與捷運綠線G07站、中壢車站與機場

捷運A23站銜接轉乘(圖13)。

圖13 臺鐵桃園段地下化研究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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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基隆計畫

 配合政府「基隆車站周邊都市更新

案」的推動，進行臺鐵基隆車站改建計

畫，將車站站體南移及月台向北延伸(圖

14)，原車站區域內的土地，則提供都更開

發使用。計畫完成後，忠一路可連通中山

一路，新基隆站結合公車、長途巴士、輕

軌及客輪等運具，打造基隆市交通轉運中

心新契機，形塑基隆為北臺灣海洋城市的

角色定位。

肆、臺灣高鐵建設與營運現況

高速鐵路由台北至高雄左營全長約350公

里，沿途經過台灣西部地區12縣市，分別設

置南港、台北、板橋、桃園、新竹、苗栗、台

中、彰化、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左營)等

十二處車站。其橋梁與高架橋總長約251公里

餘，佔全長之71.7%；由彰化至高雄段其連續

鐵路高架橋路段長達157公里；隧道總長約68

公里，佔全長19.4%，其中八卦山隧道長約7.4

公里，開挖斷面達135平方公尺；在軌道工程方

面，全線採標準軌距(1.435公尺)雙軌化舖設，主

線採用無道碴軌道構造長度約達347公里，在施

工階段由紀錄顯示其連續長度亦屬世界前茅。

一、橋梁工程

高速鐵路橋梁之特性在於須達到列車高速

行駛安全性、舒適度、活載撓度等特殊需求，

以及軌道與橋梁結構間互制行為影響等，在橋

梁型式與跨徑之設計與配置上，儘可能採斷面

尺寸相同制式化之預力混凝土箱型梁(圖15)，

橋面寬度13公尺，梁深約2.8~3.15公尺，梁重約

700公噸，以及選擇30公尺跨徑為主之標準化簡

支橋配置，其長度約佔全長之95%，以期能達

成縮短工期與經濟性之目的。

二、隧道工程

高速鐵路自板橋車站出站後，沿線隧道主

要通過樹林市大同山、林口台地、湖口台地、

新竹犛頭山、寶山、苗栗丘陵區及彰化八卦山

山脈。總計鑽掘隧道42座，明挖覆蓋隧道6座，

隧道總長度約47.2公里，其中最長之隧道為長度

7,364公尺之八卦山隧道(圖16)。

高速鐵路之鑽掘隧道均採新奧工法(New 

Austrian Tunneling Method, NATM)施工，為單

孔雙股隧道，斷面型式採雙心或三心圓構成之

斷面，開挖斷面之扁平率(H/W)約為0.91，接近

圓形斷面有利於隧道體之穩定。其開挖寬度約

為13.5公尺，高度約為11.7公尺，開挖斷面積約

130~140平方公尺。

圖14 基隆車站都市更新改建

圖15 支撐先進箱梁施工

圖16 八卦山隧道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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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軌道工程

在舒適度考量下，高速路段銜接圓曲線與

直線之介曲線，採用日本新幹線之正弦半波長

型式；考量高速進出入車站，道岔採用歐洲33

號道岔進出入速度為160公里／小時。軌道系統

之施工、材料品質除須符合歐洲規範(EN)、日本

規範(JIS)外，亦須符合國內CNS相關規定。

有別於傳統道碴軌道系統，台灣高速鐵路

99%採用非道碴軌道系統(圖17)，引進日本新

幹線之版式軌道(J-SLAB)系統與歐洲Rheda、

LVT(低振動軌道)、埋入式等軌道系統，非道碴

軌道系統之特性為穩定性及耐久性較佳，故可

減少大量之維修人員與維修費用。

四、核心機電系統工程

高鐵的核心機電系統工程，於90年6月22

日正式開工展開。民國93年5月24日臺灣高鐵的

首列700T列車運抵高雄港(圖18)，經過調整、

測試後，自94年1月27日起於南部試車線，展開

核心機電系統整合測試。南部試車線試車成功

後，系統整合測試工作延展至正線，全線整合

測試歷時一年餘完成，後經交通部履勘通過，

板橋車站至左營車站間於96年1月5日開始進行

試營運，並於2月1日正式營運，台北車站至板

橋車站間路段，則於3月2日亦正式納入營運。

電力系統由主變電站接引台電161kV 60Hz

雙迴路電源(圖19、圖20)，經變換為單相交流

25kV 60Hz電力，由架空電車線系統傳送全線，

供線上列車經由集電弓引接使用。號誌系統為

高可靠度與妥善度之系統，採用失效自趨安全

(Fail Safe)、自動化、多重化及模組化之設計，

並具有雙向號誌、數位化自動列車控制、程式

化車站停車控制、備用道旁號誌、引導進路、

軌道防護及災害警告等功能，可確保行車安全

及人員之保護，並能提高列車運行效率，以滿

足每3分鐘可以發一班車之要求。通訊系統則配

合列車營運、保安及行政需求，提供高鐵全線

之語音、影像及數據訊號之傳遞。其主體是由

光纖電纜所構成的網路傳輸骨幹，作為通訊各

圖19 楊梅變電站電纜連接架

圖20 高鐵變電站設施

圖18 車輛抵台卸船作業

圖17 非道碴軌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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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統、號誌系統、維修管理資訊系統、電力

遙控系統、道旁機電設備及自動收費系統之通

信媒介。

五、車站建築工程

高鐵，為台灣空間發展添增活力與節奏，

揭啟一日生活圈的脈動場景；高鐵車站，自將

成為特定區計畫開發先驅與傳世地標，故無論

在設計構思與興建構築，已然開啟一個嶄新意

象的時代，亦擔負更厚重的時代期許。

於前述台灣高鐵公司所辦理興建的11座車

站中，除高鐵桃園站為地下車站及高鐵左營站

為地面車站外，其餘車站均為高架車站，車站

設計特別重視隔音、減振、消防、逃生、環保

及地方文化特色，呈現各地交通樞紐及現代化

新市鎮結合的風貌(圖21、圖22)。

伍、台灣鐵道建設特色與創新

一、財務自償永續經營

軌道系統因建設及營運成本高，本業票

收低，因而除非有足夠的其他如場站開發等業

外收入，不然很難吸引民間參與投資，故國內

的鐵道系統一般都為政府投資辦理建設。惟近

年來中央政府財政狀況吃緊，已難大幅補助地

方推動軌道建設所需成本，地方政府除透過編

列預算或舉債等不同方式自籌經費外，提升計

畫自償率已無可避免。以鐵路立體化的推動經

驗，建設完成後，除了對交通運輸有直接且立

即的優化效益外，也將為沿線土地/建物帶來

大幅的增值與發展空間。因此，適度的將計畫

外部效益具體轉化為建設財源，將可提升計畫

財務效益並符合財政公平。目前軌道建設推動

已導入「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理念(圖23)，以活化及開發周

圖21 高鐵彰化車站

圖22 高鐵雲林車站

圖23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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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土地方式，增加收益；同時並實施租稅增額

融資機制(Tax Increment Finance, TIF)，使外部效

益內部化，共同挹注建設及營運經費，達到財

務自償與永續經營的目標。

二、結合社經與區域發展—土地開發與資產

活化

早期開發的軌道系統車站，主要位於都

市發展重心的熱鬧城鎮，除運輸功能外，站區

亦是匯集人流、物流、金流及資訊流的重要區

域。但隨著時間更迭，原先熱鬧繁華的站區漸

漸老舊而趕不上周邊城區的發展，站區更新就

成為各地方政府重要的課題。現階段政府主要

透過「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或「都市更新」等

方式以活絡車站及其周邊的地方發展，而站體

更新部分則配合於路線調整或更新(如立體化)等

工程中一併改建。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充分結合

了政府公權力及民間資金、創意及經營效率，

透過 BOT、BTO、ROT、BOO或 OT等方式，共

同規劃、興建、經營公共建設，其中以BOT方式

辦理案例最多，如臺鐵南港車站、松山車站、

萬華車站等(詳圖24~26)。

藉由軌道系統的推動，都市內將產生新的

發展核心，進一步帶動土地開發機會，因此為

有效運用土地資源，可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

設相關規定，調整用地得為商業開發及多功能

使用，以強化地方生活機能及都市發展(詳圖

27~29)。

三、環境友善與性別平等

近年來親子友善環境已受到社會高度重

視，為順應潮流及與國際同步，國內軌道系統

已建構親子旅客便利、安全與具互動性的專屬

空間，避免與一般旅客相互干擾，以營造舒

適、愉快又安全的共乘環境與服務。隨著高齡

化社會的來臨，公共運輸需營造有利於高齡及

行動不便者都能方便使用的無障礙環境，空間

及設施規劃應考量可及性(Accessible)及使用性

(Usable) ，詳圖30~31。

圖24 臺鐵南港車站

圖27 高鐵桃園站－國際商務城

圖25 臺鐵松山車站

圖28 高鐵新竹站－生醫科技城

圖26 臺鐵萬華車站

圖29 高鐵臺南站－綠能˙會展與 

       新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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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轉乘換乘無縫接軌

因應臺北車站站體設施與日俱增，指標、

動線漸多且日趨紊亂，為改善臺北車站指標動

線，並落實智慧城市及防災理念，臺北市政府

於臺北車站特定區(包含臺鐵、高鐵、機場捷

運、捷運臺北車站、北門站、臺北地下街、站

前地下街及K區地下街），針對人行導引系統、

室內導引APP、觀光交通資訊、消防安全監控

與停車場智慧化等五大面向，推動「臺北車站

智慧化投資營運案」，以改善指標動線混亂現

況，朝智慧城市邁進，如下述，可供未來多鐵

共站之轉乘車站設計參考。

(一) 人行指標導引系統結合觀光交通資訊

 設置觸控式數位看板Kio s k查詢機 

(圖32)，讓旅客親手操作各式數位內容，

以即時了解餐飲、伴手禮、交通等導引資

訊，快速找到自己需要的服務，到達想去

的地點。除車站區域外，於臺北車站交六

公車站區和周遭地區亦設置數位看板和數

位地圖牌，提供完善導引服務。

圖31 台灣高鐵車廂無障礙設施

圖30 臺鐵親子車廂設施及配置

親子互動空間 娃娃車置放區 親子共乘座位 多功能友善廁所

圖32 人行指標導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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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消防安全監控結合室內導引APP

 整合各區域監控系統，同時強化安全

防災警示，建構動態導引系統，將逃生避

難指示燈與消防設備連動，並且將防災資

訊與「臺北車站通」APP串接，一旦發生火

災，即時的火警資訊即可透過手機傳送警

報訊息，透過動態導引主機即時規劃安全

逃生路徑，協助快速疏散站內旅客。

(三) 時刻表配合轉乘

 臺鐵部分車站鄰近或與高鐵共站，

透過班表調整或加密班距，可強化雙鐵連

結，並提供旅客更便利及快速的轉乘接駁

服務。2017年臺鐵東幹線微調時刻表，新

自強號並增停南港站，與高鐵的平均轉乘

時間可縮短為12分鐘；西幹線自強號增停

新左營站，平均轉乘時間縮短為15.3分鐘。

另支線車站配合高鐵時刻微調，縮短民眾

轉乘等候時間。此外，為方便屏東地區民

眾轉乘高鐵，新左營至屏東列車班次平日

由147班增為153班，假日由149班增為155

班，以強化兩鐵轉乘便利性。

五、降噪減振

軌道運輸帶來交通的便捷與舒適，惟不可

避免的也會有噪音及振動問題，而隨著民眾對

生活品質的要求不斷提升(圖33)，降噪減振已是

軌道建設重要的工作，以臺灣高鐵為例，降噪

做法如下：

(一) 音源端改善

1.  軌道及結構音的改善：採用無接縫長焊

鋼軌、軌道平滑化及定期磨平、軌道與

道版銜接處隔音防振設施、銜接處防振

設施、道版旁鋪設道碴、設置低振動軌

道方式及車輛輕量化。

2.  氣動力音的改善：包含列車車頭平滑

化、車廂與車廂聯結處密合處理、車窗

與車體一體化，及於長隧道設置約30公

尺長的假隧道(含上方兩處解壓井)，以

防止微氣壓波所產生的超低頻噪音。

3.  集電弓噪音的改善：採用低噪音集電

弓，並在兩側設置隔音板。

(二) 傳播路徑改善

 除全線高架橋段設置高於軌道面1.25公

尺的混凝土隔音牆外，並於聚落密集附近

設置吸音式金屬板隔音牆。

六、節能減排綠建築

(一) 節能減碳具體作為(以臺灣高鐵為例)

1.  推 動 「 列 車 駕 駛 節 能 運 轉 」 節 能 管 

理計畫。

圖33 於密集聚落處設置吸音式金屬板隔音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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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合政府再生能源政策，與電業公司合

作利用烏日基地、燕巢總機廠及左營基

地的廠房屋頂，設置太陽能發電設備。

再於苗栗、彰化及雲林車站外圍屋面及

遮陽雨庇架設太陽能板。

3.  各車站管控照明、空調，採行「照明迴

路修改」、「兩段式時間電價變更為三

段式時間電價」、「調整契約用電容

量」等多項節能與能源管理措施，2015

年起車站執行「空調溫度設定26℃」、

「依列車時刻表調整電扶梯啟動及停機

時間」、「電扶梯加裝變頻器」及「關

閉屋頂投射燈」等節能改善措施。

  為具體量化能耗及碳排的趨勢與現況，

臺灣高鐵建立「每延人公里用電量」及

「每延人公里碳排量」指標。其中平均

每延人公里的用電量由2016年0.0569

度，降至2017年新低0.0555度(圖34)；

CO2排放量則由2012年的32.96 g，

降至2016年的30.19 g及2017年新低

29.46g(圖35)。

(二) 綠建築標章

 行政院於1996年成立永續發展委員

會，並頒布「綠建築推動方案」，訂定我

國綠建築（EEWH）評估系統及標章制度，

成為現行9大指標(表1)，並區分為合格級、

銅級、銀級、黃金級及鑽石級等5級。

圖34 高鐵營運總用電之每延人公里用電量

圖35 高鐵營運總能耗之每延人公里碳排放量

表1 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

指標群
指標內容

指標名稱 評估要項

生態

1.生物多樣性指標 生態綠網、小生物棲地、 植物多樣化、土壤生態

2.綠化量指標 綠化量、二氧化碳固定量

3.基地保水指標 保水、儲留滲透、軟性防洪

節能 4.日常節能指標（必要） 外殼、空調、照明節能

減廢
5.二氧化碳減量指標 建材二氧化碳排放量

6.廢棄物減量指標 土方平衡、廢棄物減量

健康

7.室內環境指標 隔音、採光、通風、建材

8.水資源指標（必要） 節水器具、雨水、中水再利用

9.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雨水污水分流、垃圾分類、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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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綠建築執行案例(以臺鐵車站為例)

1. 臺鐵北湖車站

  為本公司鐵道工程部設計，2013年獲

頒鑽石級綠建築標章，符合綠化量、

日常節能、二氧化碳減量、室內環境、

水資源及污水垃圾改善等六項指標。本

站設有完善旅運服務設施，並於周邊廣

場大量規劃汽機車、腳踏車停車格，

方便轉乘旅客停車。有別於一般都會車

站，臺鐵北湖車站以輕巧的樹狀結構模

仿樹蔭下的等候空間，轉化成月台雨棚

支柱，塑造成「低耗能」、「開放」、

「輕巧」新風格的車站，並採全罩式太

陽能屋頂(每年總發電量約50,900度，

可節省電費約65萬元)，響應綠色節能 

措施(圖36)。

2. 臺鐵新城車站

  2018年獲頒黃金級綠建築標章，符合

綠化量、基地保水、日常節能、二氧

化碳減量、廢棄物減量、室內環境、水

資源、汙水垃圾改善等八項指標。本站

採用高爐石代替部分水泥，降低二氧化

碳排放率。外牆以自然石材吸熱，日

曬方位開窗率高，室內環境則採環保標

章建材，搭配採木紋清水混凝土減少

裝修，打造一個節能永續生態建築的 

車站(圖37)。

陸、前瞻建設計畫與發展願景

一、臺灣軌道未來30年發展願景

臺灣高鐵於2007年通車後，200公里以上

旅次的運輸市場有明顯結構性的重整，臺灣西

部走廊空中航線幾乎全面停飛，長途國道客運

旅次也持續下滑，而臺鐵及高鐵的客運量卻持

續成長。因應高鐵長途運輸的競爭，臺鐵已轉

向強化城際與都會的通勤服務功能，導致環島

城際運輸服務中，西部走廊長程運輸以高鐵為

主，臺鐵為輔；中程運輸則以臺鐵為主，高鐵

為輔；而都會的短程運輸則是以完整軌道運輸

網絡，輔以公車路網來服務。整體而言，高鐵

主司城際長程運輸，中程運輸由高鐵與臺鐵合

作分工，都會區域內則以臺鐵、捷運及輕軌系

統為主。

圖37 新城車站綠能建築

太陽能光電顯示器 新城車站

圖36 臺鐵北湖車站綠能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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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旨在服務人群，因此應由「以人

為本」的角度評估需求。展望未來，「智慧世

代的優質軌道」已成為國內軌道運輸發展的願

景，後續將以優質的服務讓軌道運輸成為旅客

的第一選擇，並緊密結合城鄉發展，營造軌道

廊帶成為國人活動與無縫運輸的主軸，並帶動

軌道關聯產業成長。未來軌道運輸系統的願景

目標及七大方向主軸如圖38。

二、前瞻軌道基礎建設計畫

政府刻正規劃擴大全面性基礎建設投資，

著手打造未來30年國家發展需要的基礎建設，

並配合當前重要國家發展政策，因應新產業、

新技術、新生活趨勢所提出的關鍵需求，以達

成前瞻、永續與區域均衡的願景。另為因應綠

色交通運輸之趨勢，各縣市對軌道交通之需求

不斷增加，且一般公共建設經費不足，使軌道

建設延滯，因此有必要針對未來30年發展之需

求，就全國鐵路網之建置，包括骨幹、城際及

都會內之鐵道建設做全面性規劃，以提升資源

流通效能，縮短區域落差，並建構安全便捷之

軌道運輸系統。

行政院於2017年4月核定通過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採取具前瞻性的積極財政政策，全面擴

圖38 未來軌道運輸系統願景目標與主軸

大基礎建設的投資，有關軌道建設經費即高達

4,241億元，包括五大建設主軸共計38項計畫，

其中與鐵路建設相關部分為三大主軸17項計

畫：1.高鐵臺鐵連結成網、2.臺鐵升級及改善東

部服務及3.鐵路立體化或通勤提速等。藉由強化

軌道與公路系統的整合與分工、市場定位的調

整及營運管理策略的提升，並輔以適度的工程

建設，希望能打造臺灣的鐵道系統成為友善無

縫、具產業機會、安全可靠、悠遊易行、永續

營運、及富觀光魅力的臺灣運輸骨幹。

三、前瞻軌道建設推動建議

(一) 軌道產業本土化

 由於市場規模小且通過驗證認證不

易，因此國內廠商在技術、工法、資金、

供應鏈等方面落後國外廠商甚多。目前各

軌道業者採用之系統設備，多數均由國外

廠商提供，後續維修採購也多受制於外國

原廠，除採購成本偏高而不利於生命週期

財務體質之外，也不易吸引國內相關廠商

參與，致使產業發展緩慢，因此推動軌道

產業本土化實為目前當務之急。台灣世曦

公司曾與台灣軌道工程學會合作，參考日

本常磐新線及東部鐵路改建經驗，研發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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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PC枕防振軌道，即為國內可垂直一貫製

造生產與施工的減振軌道型式。另外由於

維修需要多樣且大量之零組件，故國內軌

道工業的發展，可從已有成熟技術的零組

件著手，開發國內供應商源，作為軌道產

業本土化的優先推動目標。

產業本土化因涉及不同部會的業務，

為了順利推動，已由交通部、經濟部及工

程會等籌組「軌道產業推動會報」，於

2018年3月5日召開啟始會議，分別從需

求面、供給面及採購程序面組成跨部會平

台，藉以媒合國內產業與前瞻計畫的採購

需求，排除障礙，期望儘速達成軌道產業

本土化的目標。

(二) 建置鐵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

 鐵道產業要落實本土化，將面臨驗

證與認證的問題。交通部要求國內廠商生

產鐵道零組件或設備，除須符合國家標準

外，亦須通過檢測驗證的程序與標準，藉

以提升國內產業技術。因此建置鐵道技術

研究暨驗證中心 (以下簡稱鐵研中心)是落

實鐵道產業自主不可或缺的一環。此外，

對於鐵道營運機構行車人員之培訓，亦可

交由鐵研中心統一辦理。

將來國內鐵道產業本土化所需資源，

包括標準與規範的制定、關鍵性零組件產

品的檢測驗證作業等，均將交由鐵研中心

執行。並結合國內相關檢測驗證機構或相

關學術研究機構，如工研院、金屬工業發

展中心、車輛研究測試中心、中科院等，

共同研究開發。目前鐵研中心已納入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編列特別預算推動，預計8年

投入41億元建設，並由本公司辦理細部設

計作業(圖39)。

結  語

走過130餘年，四通八達的臺灣鐵道路網曾

長達將近5,000公里，雖因公路建設的興起而暫

時失去優勢；然隨著環保意識抬頭及大量運輸

需求，軌道系統儼然又成為交通主流。在歷經

歐美及日本技術輸入後，臺灣軌道運輸建設已

發展出最適合本土的軌道文化，淬鍊出以「便

捷、人性、精緻、永續」為主軸的永恆價值，

不僅符合世界先進潮流，更融入臺灣在地特

色。如在工程設計方面，充分掌握「精而美，

小而巧」的精隨，與因應地方特性，配合自然

圖39 鐵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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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勾勒出與環境協調並展現力與美之結構造

型，且發展出獨特的工法。

一路從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蛻變至

今，台灣世曦始終堅守工程師的職責，攜手各

界鐵道先進與工程尖兵，參與各項鐵路建設，

如高鐵建設與營運、臺鐵立體化與捷運化、機

廠遷建及車站效能提升等，足跡涵蓋全臺，為

臺灣鐵道貢獻諸多心力，也幫助

業主獲得許多榮譽獎項，包括金

安獎、金質獎、金路獎等，代表

政府、社會及業主給我們的肯

定。展望未來，臺灣仍將以軌道

運輸為主流，且秉持永續發展的

理念精益求精，是個充滿商機的

市場，值得投資與開發；尤其前

瞻基礎軌道建設計畫的推動，更

是我們的機會與挑戰，台灣世曦

將以過去50年來經營所累積的技

術與經驗，期望能落實本土化、

品質再提升、技術更精進，再造

臺灣鐵道的榮景。

參考文獻

1. 「台灣軌道建設與發展」，台灣軌道工程

學會，2015.05

2. 「循軌‧尋軌：台灣軌道的根與芽」，台

灣軌道工程學會，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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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

中華顧問50週年特刊

摘   要

測繪科技日新月異，帶來了機會也帶來競爭，台灣世曦(以下簡稱 CECI)延續前身中華顧問工程司自

1969年成立以來，即為因應國內公共工程建設需要提供測量專業服務，所以CECI不僅是地形圖資的使用

者，也是國土測繪資料的生產者。回顧這50年來隨著測繪科技進步發展，測量工作從傳統地測發展到多

元遙測技術的空間測繪，地形圖資應用也從單純的工程二維紙圖應用提升到三維空間資訊應用。又鑒於

資訊產業快速發展，通訊網路由4G邁向5G，以及大數據(Big data)、物聯網(IoT)、雲端平台、人工智慧

(AI)、自駕車、虛擬實境(VR)及擴增實境(AR)等技術整合應用發展，對於空間資訊使用將更為廣泛，而資

料使用量亦將暴增，因此使用端的應用效益將是未來發展重點，展望5G及大數據時代來臨，空間資訊應

用發展將不可限量。

空間資訊技術之
回顧與展望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關鍵字(Key Words)： 地理空間資訊(Geospatial Information)、合成孔徑雷達干涉技術(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三維地理資訊(3 Dimension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 3D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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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pping technology brings u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ompetition. China Engineering 

Consultants,Inc. a.k.a. CECI has been providing professional surveying services for domestic public works ever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69. CECI not only uses map data but also produces surveying and map data. Over 

the past 5 decades, surveying technology has developed gradually from traditional land surveying method to 

diverse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ies. The utilizations of 2D engineering map drawings also evolved into 3D spatial 

information. Owing to the rapid advancement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5G communication, Big data 

analysis, IOT, cloud platform, AI, Self-Driving Car, VR ,AR ,etc., spatial information will be widely used. Along with 

the explosion of the amount of data, the user-end development will be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Looking ahead to 

the coming of 5G communication and big data era,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n spatial information will 

be unlimited.

1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地理空間資訊部／副理／姜興華 (Chiang, Shing-Hua) 1 地理空間資訊部／協理／鄭宏逵 (Chengh, Ong-Kue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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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空間資訊是各項工程建設的重要基礎資

訊，也是發展數位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元

素，正確及完善的空間資訊可以提升都市規

劃、設計、建設、及經營管理之效用，並可作

為支援決策參考。空間資訊的內容主要包含了

位置、圖形及屬性等資訊，其資料來源可以從

測量、調查、拍照…等各種方式得到，但後續

要達到有效的應用則須透過輸入、建檔、繪

圖、系統化處理後，方能提供最佳的使用效

果，所以空間資訊技術它是包含了所有測繪學

的內容，以及計算機運算對空間數據和資訊處

理的過程。

隨著測繪技術的發展，以及電腦科技的

應用發揮，測量資料使用日趨廣泛及多元。過

往因使用需求層面較低，加上軟體與儀器設備

之限制，工程使用上多以採用二維地形圖資為

主。現今資訊數位科技發展，地形圖資已逐步

導向三維空間資訊的方式呈現，包括三維地

形圖、三維城市模型、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 BIM) 、三維管線模型、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3 Dimension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 3D GIS)、自駕車高精地圖

(High Definition Map , HDmap)等，因此測繪產

業面對的環境已有很大的改變。

CECI自1969年成立以來，即開始針對國家

公共工程建設提供專業測量服務，回顧這50年

來隨著測繪科技進步發展，CECI亦恰逢此測繪

產業發展變遷之過程，並隨之成長，因此本文

將針對CECI的測量技術發展歷程綜整回顧，並

對於測量產業現況做一個概觀性的剖析，期能

對未來發展趨勢預做準備。

貳、多元空間測繪技術整合

CECI成立初期，測量服務主要係針對工

程設計及工程施工所需之測量工作為主，而後

因應工程建設、土地開發等大範圍地形圖資需

求，於1999年成立航測中心，後於2003年首創

結合地理空間資訊技術，成立地理資訊部(後於

2008年10月更名地理空間資訊部，以下簡稱空

資部)，自此開啟多元空間資訊技術整合之測繪

及應用服務。彙整CECI測量設備發展歷程如圖1。

圖1 CECI測量設備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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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傳統測量使用大量人力以掃街方式測

量地形圖，其曠日廢時且人力成本耗費高，已不

符合現今科技數位之發展趨勢。近年來以多元化

遙感探測測繪技術的發展最為積極且快速，包

括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 GNSS)、航測數位像機、衛照影像、光

達掃描(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 LiDAR)、

測量車、無人飛行載具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  U A V ) 、 雷 達 衛 星 合 成 孔 徑 雷 達 干 涉 技 術

(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 InSAR)等

設備(如圖2)技術不斷精進，不僅使測繪作業效率

大幅提升，且測繪成果精度品質亦相對提高；而

測繪成果之應用更從傳統二維紙圖的工程使用，

擴大到三維的空間資料加值應用。

空資部於2014年承辦臺北市政府「臺北市

市區道路普查計畫」案時即應用光達掃描技術

進行地形圖測繪作業(如圖3)，光達掃描測量其

優點為作業快速(掃描頻率每秒可達百萬個測

點)，短時間即可完成作業並獲取大量之3D空間

位置點雲(Point Cloud)資訊，且精度可達毫米等

級(依掃瞄模式及儀器等級而不一)，掃描作業

亦不受光源之限制，於夜晚或隧道、坑道中均

可進行。若於具有光源地區作業時，可同時獲

圖2 多元化的遙感探測設備

圖3 地面光達掃描3D點雲(臺北市市區道路普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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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被測點的色彩值，增加3D點雲模型之實境效

果，因此更能提升三維地形之應用效益。

近年無人機空拍技術在測繪業界已被廣泛

應用及討論，其搭配穩定且相對低廉的空拍攝

影設備，彌補了傳統專業航測與傳統地測二者

間的作業空隙，它可以以較低的成本、較短的

作業時間及氣候條件要求較低的情況下，同時

取得空拍影像及地形圖成果，甚至在後續應用

上更增加了加值應用的空間，因此其所帶來之

效益將日趨廣泛，有逐漸成為小區域地形圖測

繪作業方式之一。CECI於2018年承辦花蓮縣政

府「花蓮縣智慧國土示範先期計畫案」執行無

人機空拍製作正射影像成果(如圖4)。

因應3D數位城市的新時代，以多元空間測

繪技術整合，結合航空攝影、傾斜攝影、光達

掃描、立體測繪及3D建模等技術測繪都會區數

位城市地形圖，以3D數位化的呈現，可以更完

整展現豐富的都市景觀及現況資訊，並透過地

理資訊(GIS)加值應用，更可提供市政建設及都

市發展之重要支援決策參考。

參、二維圖資到三維圖資測繪

內政部為積極將現有2D國家底圖升級為3D

國家底圖，於2018年7月30日宣示啟動「三維

國家底圖建構工程」，以深化我國3D加值智慧

應用及產業發展，並以「數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 DEM)」及「臺灣通用電子地

圖」為象徵三維國家底圖必備元件。

空資部於2005-2006年即參與前述內政部

「高精度及高解析度數值地形模型測製案」，

以航測方式建置臺灣地區廣域範圍之5公尺網格

間距DEM/DSM(Digital Surface Model)資料(如圖

5)；並於2007年起開始參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置計畫」(如圖6)，至

今已連續參與超過11年之久；又於2018年開始

參與「108年度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建置工作採

購案」及「108年度三維道路模型資料建置試辦

採購案」二項計畫，計畫將現有二維國家底圖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轉置為三維圖資。

 2010-2012年空資部參與臺北市政府都市

圖4 無人機空拍正射影像(玉里醫院祥和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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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之「臺北市3D航測數值地形圖重製工

作案」，將現有的二維圖資重新建置為三維圖

資，利用全市房屋之三維結構線資料，搭配實

景及隨機貼圖技術，建置符合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OGC) CityGML所定義的LOD2(Levels 

of Detail , LOD)的三維城市模型，藉由Skyline軟

體為建構數位城市之基礎平台，將臺北市地形

圖以趨近真實地景之三維城市模型呈現(如圖7)。

近年來使用空拍影像密匹配產生點雲之

技術亦日益成熟，使用垂直攝影結合傾斜攝

影之影像，藉由密匹配技術來產製DSM、正射

影像、三維城市模型等產品。空資部目前亦

使用此技術，採用ContextCapture(Acute3D)、

PhotoMesh等軟體，快速產製3D影像點雲及網面

(mesh)構建三維城市模型，此方式對於地景三維

建模之細緻度有大幅提升的效果，其模型成果

套疊於工程BIM模型更能發揮效益，圖8為嘉義

圖6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圖5 數值地形模型(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數值高程模型(DEM) 數值地表模型(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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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三維地景模型結合工程模型所呈現之效果。

在工程救災部份CECI亦使用三維地形模型

搭配實景影像進行災後復建模擬，如2015年8

月蘇迪勒颱風造成台9甲線10K+200路段災害，

CECI以無人機空拍建置三維地形模型提供復建

方案研擬(如圖9)。於2018年0206花蓮地震雲門

翠堤大樓傾斜，CECI亦以無人機空拍協助勘災

及現況三維模型建置(如圖10)。

肆、空間資訊應用加值

空資部之核心技術主要係結合包括全球衛

星定位系統(GPS)、衛星遙感探測(RS)、地理資

訊系統(GIS)等3S技術整合應用的部門，將空間

資訊整合應用於包括工程、環境、生活等各專

業領域，透過跨領域整合平台，有效的獲取、

儲存、處理、分析、應用及顯示等空間資訊，

擴大發揮使用效益。

圖8 影像密匹配構建三維城市與工程BIM模型結合(嘉義火車站高架)

圖7 臺北市城市建模成果圖(內湖科技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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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臺灣地區天然災害頻仍，受颱風、

強降雨、地震等侵襲，經常造成民生重要設施

橋梁損壞，亦對於民眾生活及安全帶來影響。

根據統計臺灣目前約有2萬8千餘座橋梁，其中

超過50年以上老舊橋梁即超過360餘座，由於橋

梁是民眾維生基礎設施與經濟命脈，因此橋梁

防災為現今國家重要防災工作項目之一。CECI

多年來在防災相關之工程設計、檢測、評估、

補強技術研發等方面蓄積了豐富的經驗，鑑於

CECI對於社會環境之關注，在公司高層長官帶

領下，於2018年利用GIS空間資訊技術研究開發

完成「公路橋梁災害管理暨決策支援系統」(如

圖11)，整合橋梁基礎資料、防災資源、自然環

境、社經、環境等資料建置防災資料庫，透過

系統平台快篩分析提出預警資訊參考，並於災

害發生時快速整合資源提供決策參考。

另外，在衛星資源的應用上，利用雷達衛

星之合成孔徑雷達干涉測量法(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 InSAR)也是目前漸漸被

圖9 台9甲線10K+200災害路段UAV地形建模_復建方案研擬

圖10 0206花蓮地震雲門翠堤大樓災害現場_UAV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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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大地測量工具，雷達波擁有優越的穿透

性，能輕易穿透雲霧煙塵的遮蔽，能快速地提

供大區域的地表資訊。而且衛星於軌道運行，

能持續不斷地提供地表雷達影像，藉由不同時

間點所擷取的影像進行比對，可以計算出地表

在不同時段內的變形速率。空資部於2018年開

始投入研發，利用多時序衛星影像資料建置全

臺變位監測資料庫，並整合地質資料及其他既

有監測資料庫，同時結合地質專業及GIS空間資

訊技術，以大數據分析及資料探勘技術，達到

地表變位查詢及災害預警目地(如圖12、13)，提

供決策支援參考。

圖11 公路橋梁災害管理暨決策支援系統

圖12 InSAR及地質資料庫查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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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三維空間資訊平台

在全球智慧城市發展的浪潮下，各國對於

三維地理資訊(3D GIS)發展的需求日增。依據

2017年5月市場研究公司 P&S Market Research 

的報告，全球地理資訊產業(GIS industry)將以複

合年均增長率10.1％的速度持續成長，產業規模

從2016年的89億美元將增加至2023年的175億

美元，約合新台幣5,250億元。空資部為推動三

圖13 InSAR多時序地表變位查詢

圖14 三維地理資訊圖台

維地理資訊系統發展，創新研發網際網路三維

地理資訊平台(如圖14)，強調以開放標準，建立

低軟體授權成本、簡化資料建置難度、可即時

動態編修等實用性之地理資訊圖台。各設施皆

為物件化模型，所有管線、人孔及附屬設施皆

可點選查詢詳細資訊，並且即時繪製管線孔蓋

設施精確尺寸圖。

由於近來工程BIM模型的發展對於工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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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三維地理資訊圖台整合簡易BIM模型成果圖

界帶來重大改變，工程設計資訊透過三維模型

呈現能更有效掌握未來施工品質並降低施工

風險。因此，空資部為發展三維地理資訊平台

與BIM模型整合應用，透過轉換程序將BIM模

型簡化後，以適合之檔案格式(JSON Geometry 

format)呈現，並且開發剖面查詢功能，可於三

維地理資訊圖台上，查看模型基本資訊及橫、

縱剖面圖(如圖15)。

結論與展望

目前世界各國對於三維地理資訊(3D GIS)發

展的需求日增，國發會亦已擬定國家三維地理

資訊發展需求、技術、標準及本土產業相關策

略，期望成為國土資訊系統下一階段之發展重

點。三維空間資訊發展已成為不可抵擋的主流

趨勢，空資部於2005年即開始投入相關技術，

參與多項三維圖資建置計畫，產製三維城市模

型，並藉由相關GIS軟體建構三維展示平台，以

及開發相關管理應用系統。對於空間資訊技術

的發展，略歸納以下幾點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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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多元遙測設備的進步發展，空間資料取得方

式及資料內容將更多元，未來在技術的整合及資

料的應用將是發展的重要目標。

 二、光達掃瞄與影像密匹配產生點雲的技術，

為目前經濟快速的方法，已成為獲取三維空間

資料的主要來源。

 三、因應多元化的空間資訊整合應用加值，包

括CAD模型、BIM模型、影像模型、3D GIS模

型等，各種三維空間資料格式將朝向標準化發

展。

 四、空間資訊3D視覺化呈現，提升分析功能及

解說效益，三維地理資訊平台開發技術將持續

提升。

 五、三維國家底圖建構工程已啟動，三維圖資

的應用愈趨廣泛，各項三維空間資訊將成為政

府重要的公開資料，對於各產業應用發展帶來

正面的效益。

 六、隨著5G通訊網路的發展，行動裝置、IoT、

自駕車的應用，對於三維空間資訊的使用帶來

更大的發展空間。

由於測繪設備及技術仍將持續進步，各式

應用發展將不可限量，未來空資部仍將持續增

加服務之廣度與深度，除加強支援各項工程規

設作業提供完善之地理倉儲環境，並導入3D智

慧城市、發展行動裝置APP(Mobile application)

應用，結合工程資訊建立全生命週期管理平台

創新加值，以期提昇公司整體競爭優勢，攜手

共創測繪空間資訊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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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顧問50週年特刊

摘   要

基於公路建設已告一段落，且公路路網增長速度尚不及私人車輛之成長速度，以「管理取代建

設」、「調整需求因應變化」之管理方法因應而生，而隨著資通訊技術之快速發展，公路亦導入智慧化

管理之概念，嘗試利用智慧化之手段解決問題及符合需求。台灣公路智慧化歷經基礎建設、系統擴充、

及區域整合階段，已具相當豐碩之經驗與成果，然而新興科技日新月異，新興的關鍵技術，包含大數

據分析、人工智慧、自動駕駛及車聯網等，均正在影響或即將影響公路智慧化發展趨勢。回顧公路智

慧化之發展歷程並綜觀未來，公路智慧化已由過去重視系統功能，轉為強調跨界合作與協調，未來勢

必須橫跨運具、系統及管理組織，緊密協調、持續溝通及有效連結，方能提供符合民眾需求之整合性 

運輸服務。

公路智慧化
之回顧與展望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Intelligent  
Highway Transportation System

關鍵字(Key Words)： 智慧運輸(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大數據(Big Data)、車聯網(Internet 
of Vehicles (IoV))、公共運輸行動服務(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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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the highway construction has come to an end, and the growth rate of the highway network is not as fast 
as the growth rate of private vehicles, the management method of “management replaces construction” and 
“demand adjustment” is proposed. . The concept of intelligent management in highway is also introduced to 
solve the issues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 by rapid-develope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Through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hase, system expansion phase,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phase, intelligent 
highway transportation system has acquired considerable experiences and achievements. However, the 
emerging technologies, e.g., big data analytics, AI, autonomous car, and IoV, are changing the trend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highway transportation system. By reviewing the past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intelligent highway transportation system has been changed from system 
functions to cross-domain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public and provide 
integrated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the future trends of intelligent highway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clude 
intermodal transportation, systematization management, tightly coordination among organizations,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公路智慧化
之回顧與展望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Intelligent  
Highway Transport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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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台灣公路建設階段已逐步告一段落，

且公路路網增長速度尚不及私人車輛之成長速

度，以「管理取代建設」、「調整需求因應變

化」之管理方法因應而生；著重於安全、有

序、效率之交通管理為目標，且隨著資通訊技

術之快速發展，公路亦導入智慧化管理之概

念，嘗試利用智慧化之手段解決問題及符合需

求。以下將簡要說明台灣公路智慧化之發展、

未來發展趨勢及永續營運管理等。

貳、回顧過去-台灣公路智慧化發
展現況概述

台灣推動公路智慧化已有二十餘年，包含

高快速公路與都會區公路之智慧化，以及跨區

域之整合協調控制，以下依序就此三面向回顧

其發展歷程，簡要說明台灣公路智慧化之發展

現況。

一、高快速公路之智慧化

隨著中山高速公路基隆楊梅段之交控系統

於民國73年啟用，開啟國內高快速公路交通管

理邁向電腦化、自動化與智慧化之新紀元，之

後北二高、汐止五股高架段、二高後續基隆汐

止段、北宜高速公路、二高後續古坑林邊段、

二高後續竹南古坑段與新竹員林段、國道1號員

林高雄段、國道2、4、6、8、10號、五楊高架

段等交控系統陸續建置完成，分別由北、中、

南三區及坪林交管中心管轄。

而隨著臺灣地區12條東西向快速公路逐條

建置完成，形成完整綿密之高快速公路路網，

既有4個交管中心獨立運作方式已無法滿足整

體交通管理需求，故成立交通資訊管理及協調

指揮中心(TIMCCC)，對內讓各區交控中心進

行資訊整合與交換，使各區交管中心可緊密整

合運作，藉由整合各分區交管中心之資源，以

「事權統一」為原則，達到交通管理智慧化為

目標；對外則透過單一之高速公路交管系統對

外窗口，可完整獲得國道即時且多元之交通資

訊，以整合台灣地區城際高快速公路與異級公

路間之資訊，進而提高國內高快速公路整體路

網運輸效益及增進交通安全，使臺灣地區高快

速公路交通管理系統邁入新世代。

目前於高快速公路交通管理方面，除可提

供用路人相關交通資訊(網頁、個人化行動資

訊)，並可執行交通事件管理操作、壅塞資訊自

動發布及交通感應式匝道儀控等智慧化交管措

施，彙整如表1所列；後續則朝向重現性壅塞整

合式匝道儀控、非重現性壅塞路徑導引與匝道

儀控整合運作、高快速公路與平面道路整合控

制及西濱快速公路與高速公路整合交管等方向

發展，彙整如表2所列。

二、都會區公路之智慧化

台灣都會區公路智慧化歷經基礎建設、系

統擴充、區域整合及科技發展融合等進程，如

圖1所示。

於基礎建設階段(民國92~96年)，各縣市開

始建置智慧交通控制系統，建構智慧交控基本

功能，打造一良好基礎。於系統擴充階段(民國

97~100年)，各縣市著重建立交控中心，並依自

身交通管理需求，進行號誌時制重整工作提升

路口、幹道及路網運轉效能，建立動態查表、

動態TOD、半觸動控制及公車/緊急車輛優先等

動態號誌控制功能；另並建置交通資訊偵測與

發布設備，藉由蒐集相關交通資訊，提供用路

人有用之交通路況資訊。

於區域整合階段(民國102~104年)，則於

既有智慧交控之建置基礎下，推動區域交通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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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整合服務，於跨縣市或跨組織之交通控制系

統運作交界處，建立交通管理合作、協調及裁

決機制，發展區域交通控制策略、演算邏輯及

相關軟、硬體設備，導入專業交通管理技術服

務，擴充並提升系統功能。並進行適應性號誌

控制實驗，以及現場交控設施之設置、更新與

維護等。

於科技發展融合階段(民國106~109年)，著

重於融合科技發展與未來環境預測，以改善目

前交通環境所面臨之課題，執行策略包含智慧

交通安全(如智慧機車安全)、運輸走廊壅塞改

善(如整合式交通控制、擴大即時路況資訊涵蓋

面、運輸走廊整合道路交通資訊、智慧停車管

理等)、車聯網科技發展應用(如車路互動、自動

駕駛車輛等)。在交通資料蒐集方面，由初期之

表1 台灣高快速公路智慧化交通管理措施彙整 

項目 說明

事件管理

手動及自動化(VD壅塞事件、IID偵測事件、天候、資訊交換等)事件登錄

依事件類型、發生位置及嚴重程度自動產生建議之反應計畫

隨事件發展，自動或手動更新事件內容或結束事件

壅塞資訊
自動發佈

依據VD偵測績效，自動判定壅塞事件並發布壅塞資訊

上下游路段多重壅塞事件自動判斷

交通感應式
匝道儀控

依據VD即時交通量及佔有率資料，與相關參數設定，即時演算儀控率

表2 台灣高快速公路智慧化交通管理措施後續發展方向

項目 說明

重現性壅塞整合式匝道儀控
整體考量壅塞路段及其上游之車流狀態，實施整合式匝道儀控策略，以
改善重現性壅塞情形

非重現性壅塞路徑導引與匝道儀控
整合運作

非重現性壅塞對車流影響大，須配合路網路徑導引控制，實施整合匝道
儀控策略

高快速公路與平面道路整合控制
目前下匝道車流回堵經常對主線車流造成干擾，須建立最佳化協控機
制，達成整體交流道運作最佳化

西濱快速公路與高速公路整合交管
將西部濱海快速公路納入既有之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期
能有效分散整體運輸需求

圖1 台灣都會區公路智慧化發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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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偵測器(VD)、車牌辨識設備(AVI)、公車車

載機資訊等，逐漸演變為電子標籤偵測(ETC)、

信令資料…等，隨著資料來源方式改變，亦衍

生不同演算分析方式，例如大數據分析已被廣

泛應用於多項服務。

三、區域整合協調控制

利用智慧化之手段解決問題及符合需求

應由整體公路路網考量，然囿於各單位之階段

性目標、策略措施、預算編列、執行方法等差

異，於跨區域與跨單位交界處之管理策略、資

源運用、應用服務等一直未有較為完整之整合

規劃。故時下著重整合性服務，系統建置涉及

跨單位之標準制訂、設備一致與資料共享等功

能，在執行機制面應重視建立組織間之溝通平

臺。以下以新竹區域交控及高屏區域交控為例

進行說明：

(一) 新竹區域交控

 交通部自101年度起推動為期4年之

「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前三

期計畫選定國道1號竹北及新竹交流道主線

與匝道及周邊地區幹道為示範場域，進行

模式開發、設備建置與實測運作。影響範

圍對象包括高速公路北區交控中心、新竹

市政府交通處、新竹縣政府交通旅遊處、

及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等單位，經由雲端

系統示範平臺，可無縫、即時地整合各單

位之交通控制資料，並進行跨單位的交通

管理協同合作、降低縣市交通控制系統之

建置與維運成本、提高交通控制之實際效

益，以有效紓緩道路交通壅塞狀況、提升

整體道路路網之行車效率與服務水準。

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系統架構

如圖2所示，運作時應依照協控委員會討

論結果，將設備建構與交通資料收集並上

傳至雲端建置之「區域交控雲平台」；當

跨區域性交通壅塞發生時，雲端平台將會

向各交控中心發出協控請求，而各單位之

交控中心需進行協控請求之相關回應，再

由各相關單位依各自權責啟動相關交通管 

理策略。

(二) 高屏區域交控

 為達成高屏區域內交通資訊互通、策

略共治及設備共用之目的，於102~104年

建置高屏區域溝通協調平台(以下簡稱區控

平台)，並完成區域內交通管理策略與事件

反應計畫訂定。該計畫範圍影響單位包括

高雄市交控中心、屏東縣交控中心、國道

圖2 雲端號誌控制架構

                                                                                                             資料來源:「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3/4)」期末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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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局及公路總局，事件反應計畫定

義了計畫範圍內路側設備的控制與顯示策

略，於事件發生時可即時將反應計畫執行

作業傳送至各單位交控中心，各交管中心

在接收到區控平台傳送之策略執行指令並

回覆接收確認後，即下載控制訊息至各單

位交控中心所轄之資訊可變標誌、即時交

通資訊網發佈執行，同時區控平台亦下載

控制訊息至區控平台所屬路側設備，確保

事件反應計畫之決策被各單位完整執行，

各單位所屬路側設備偵測資訊再回饋至區

控平台，重新演算形成下一階段控制策

略。區域交控平台系統架構如圖3所示。

參、展望未來-公路智慧化未來發
展趨勢說明

回顧前述發展歷程及現況可知，台灣公路

智慧化已具相當豐碩之經驗及成果，然新興科

技日新月異，故於探討公路智慧化未來發展趨

勢前，須先檢視當前尖端技術研發與應用之發

展趨勢。

一、技術亮點與趨勢

從公路智慧化之觀點出發，針對目前正在

影響或未來可能產生影響之關鍵技術，包含大

數據分析、人工智慧(AI)、自動駕駛及車聯網

等，說明如下。

(一) 大數據分析

 大數據分析係藉由大量、快速、複

雜資料之分析，挖掘其中有價值之資訊，

目前已被廣泛使用於實際應用與服務中。

以汽車保險為例，近年來部分保險業者開

始依據個別駕駛之行車模式數據及駕駛行

為，做為客製化保費計算基礎，為駕駛習

慣較好之駕駛人提供更優惠之保險費率，

大幅顛覆了傳統僅透過駕駛人年齡等靜態

紀錄來計算保險之模式。此外，運用大數

據分析也能夠幫助提升道路之使用效率，

如透過多元交通資料蒐集分析，可進行路

況資訊之演算及預測，提供用路人行駛路

徑與時段決策及政府單位管理決策之參考

依據，並可用以即時調整號誌時制，藉以

改善交通壅塞情形。

圖3 區域交控系統整體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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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工智慧(AI)

 人工智慧之概念在80年代就已經出

現，而近年來在雲端、大數據、硬體運算

之技術發展驅動下，帶動相關技術之實現

並延伸至更多應用場景，進而創造新一波

之人工智慧時代。在交通方面，人工智慧

已被應用於交通路況預測及壅塞路段分析

預警、路徑導引與行程規劃、號誌自動化

控制、人流車流行為分析等場景，乃至於

目前如火如荼發展中的自動駕駛。

(三) 自動駕駛

 有鑑於自動駕駛之巨大發展潛力，

亦被視為未來將改變運輸行為之殺手級應

用，目前世界上各主要汽車製造/消費國

家，如中國大陸、美國、德國、法國與日

本等，都公開宣布投入自動駕駛技術之研

發與場域測試，並且開始進行法規與相關

配套措施之檢視與討論，如美國聯邦政府於

2016年9月發布「自動駕駛車輛政策指南( 

Federal Automated Vehicles Policy)」，除為

自動駕駛技術之應用建立相關法規之基礎，

也提供車商與科技公司發展依循方向，顯示

其推動自動駕駛技術之積極態度。

另一方面，配合各國政策鼓勵，亦

有許多廠商已積極投入自動駕駛技術之商

業應用與服務，目前以自動駕駛小型巴士

為自動駕駛應用商業化最可行之切入點，

由具備人工智慧、汽車自動控制、強固型

電腦運算及偵測技術之專業廠商跨域合

作，打造無人駕駛巴士；而部分廠商則專

注於研發完全自動駕駛，包含Waymo(美

國)、Ube r (美國)、nuTonomy (美國)、

Oxbotica(英國)以及Robot Taxi(日本)等。其

中 nuTonomy於2016年8月率先宣布在新加

坡進行全球首例以無人駕駛計程車進行載

客營運，Waymo亦於2018年12月推出世界

首個自動駕駛載客服務Waymo One。

此外，各國亦積極發展自駕車試驗場

域，如美國密西根-Mcity、日本-Jtown、韓

國-K-City、中國-北京、上海等。國內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中，行政院於2017年4月核定

推動以沙崙地區為自駕車示範場域，台灣

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該自駕車

試驗場域及行控中心之規劃設計、專案管

理(含監造)技術服務，該計畫建置國內第一

座封閉式自駕車測試場域，其包含13種道

路情境測試及後台整合管理系統，藉以協

助推動國內自駕車產業發展，並提供業者

產品展示、兼具民眾體驗、社會大眾教育

功能。

(四) 車聯網

 車聯網(Internet of Vehicles, IoV)為物聯

網於交通領域之應用，是目前物聯網應用

領域中最具有潛力產業之一，根據Gartner

在2016年之預測，無論成熟或新興汽車市

場，聯網汽車產量都快速增長中，而根據

美國研究機構BI Intelligence推估，全球擁

有車聯網功能的車輛，2016 年起將以每

年35%之速度成長，到2021年可望增加至

9,400萬輛，換算約82%之車輛具備車聯網

功能。

車聯網技術係用來實現人、車、路、

環境之間的智慧協同，除提供駕駛者相關

資訊外，也可應用於交通安全、交通服

務、城市管理、物流運輸、智慧收費等，

提供主動安全(路口防碰撞、前向煞車提

醒、超車提醒等)、交通管理(紅綠燈車速引

導、交通資訊及路徑規劃等)與資訊服務(汽

車分時租賃、重要服務地點提醒、充電站

引導等)，來改善許多交通問題。而隨著歐

美日等國積極佈署V2V、V2I乃至於V2X之

發展，都將促使交通運具更加智慧化甚至

自動化，引發新一波運具轉型革命，進而

改變我們日常交通方式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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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路智慧化之未來-「智」動駕駛

綜觀公路智慧化之發展現況及相關科技

發展趨勢，已從過去著重於單一技術或個別系

統，逐漸走向聯結、協調與跨域整合，並強調

合作(Cooperative)、協調(Coordinated)及互聯

(Connected)，以達成「多元運具合作」、「車路

整合」及「自動化與個人化服務」之運輸環境。

由於交通資源有限且利用不均，因此如

何更有效地運用既有交通資源之整合性服務

MaaS(Mobility as a Service)便因運而生，透過大

眾與私人運輸(public and private transit)、公共

自行車(bike share)、乘車共享(rideshare)，乃至

未來自動駕駛計程車(robo-taxi)等多元運具系統

整合，提供更切合需求之運輸服務。而MaaS提

供之服務，須視掌握與分析移動需求之能力，

以客製化打造可讓使用者信任並放心使用之交

通服務，從而改變用路人習慣，並改善運輸環

境與提高品質。

隨 著 自 動 駕 駛 技 術 逐 步 發 展 ， 可 實 現

「單」車智慧，即車輛自身基於感測器、內建

地圖及光達等機制，讓車輛可在道路上自動駕

駛，並且避免道路上突然發生之意外狀況或其

它車輛之碰撞。而自動駕駛結合車聯網技術，

可讓車輛跟道路變得更為智慧，藉由相關數據

之自動感知與採集，道路上之相關資訊都會被

即時蒐集並迅速反饋，根據不同之功能需求對

車輛與道路交通狀況提供即時正確之路況資訊

及確保行車安全，以更好地實現人、車、路間

整合性之協同運作，並提供個人化之差異服

務，讓車輛可從自動駕駛邁向智動駕駛之境

界，亦可衍生其他創新加值服務。

肆、永續運營-智慧公路營運管理

根據國外研究報告顯示，公路建設工程

在全生命週期中，規劃設計、施工建置及營運

管理各階段所佔之時間比例分別為4%、6%及

90%，可看出營運管理階段在全生命週期中佔

了最重要的地位，於智慧公路之全生命週期中

亦然。以「新舊台9線蘇花公路交控中心暨交控

及機電系統」營運管理為例，於營運管理階段

須執行系統維護管理、交通維運管理及緊急事

件處置等工作，如圖4所示。

圖4 新舊台9線蘇花公路交控中心暨交控及機電系統運營管理之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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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營運管理工作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團隊實際參與，除處理連假疏運計畫

(包含規劃疏導路網分散車流、因應車流特性調

控號誌時制、CMS動態訊息發布內容、跨單位協

調及區域交控等)、防救災演練、設備故障追蹤

及分析與維運作業e化等業務，並於交控中心執

行路況監視及訊息通報、交控策略下達、緊急

應變處置與系統故障通報及排除等工作，且定

期巡檢測試交控及機電設備，以提升設備妥善

率與維持營運安全。

而在公路智慧化消防方面，以蘇花公路改

善工程路線為例，設置隧道主動式消防系統-水

霧系統及火警自動警報系統-火警偵測器，採用

光纖式溫度偵測，提高偵測精準度，營造一有

利於用路人自力避難及後續救援之安全環境。

蘇花公路改善工程亦首度採用最先進之縱流+點

排式通風及排煙系統，可有效地將發生事故或

火災區域之煙熱由排氣(煙)管道排除，不向下游

方向擴散，並簡化操作方式，提供用路人良好

空氣品質，並確保火災時人員避難安全。

考量未來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自動駕

駛及車聯網等技術之發展趨勢，預期未來將改

變我們日常交通方式與行為，也將顛覆傳統公

路管理方式。藉由公路營運管理過程中路網監

控、緊急處置、用路人資訊服務各種資訊之互

通共享，能確實掌握路網交通狀況，並重點解

決橋梁、隧道、易肇事路段等重點區域之通行

效率及安全問題且即時主動預警，同時也能實

現對公路設備之細緻化管理。

結  語

回顧台灣公路智慧化之發展歷程，於高快

速公路、都會區公路及區域整合協調控制(跨單

位、跨區域)皆已具相當豐碩之經驗及成果，而

綜觀未來發展趨勢，公路智慧化已由過去重視

系統功能，轉變為強調跨界合作與協調，未來

必須橫跨運具、系統以及管理組織，進行緊密

協調、持續溝通以及有效連結，方能提供可符

合需求之整合性運輸服務，故此整合者之角色

將更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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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公路之全生命週期中，台灣世曦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皆參與其中且扮演領頭羊

角色，全台灣高速公路智慧化100%由本公司辦

理規劃、設計、施工監造作業，並有全台灣過

半都市交控系統規劃、設計、監造及建置之豐

富經驗，且實際參與新舊台9線蘇花公路交控中

心暨交控及機電系統之營運管理，同時掌握大

數據分析、人工智慧、自動駕駛及車聯網等技

術之發展趨勢。因此，在台灣公路智慧化的未

來，本公司將持續領銜前進，協助打造更為智

慧、更為便捷且更為安全之智慧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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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

中華顧問50週年特刊

摘   要

專案管理單位為工程主辦業主在管理技術面之重要幕僚，於工程執行時，更為工程專案之領航者。

為達成工程總體目標，執行專案管理業務時，不僅須有完善之規劃及組織，且須著重於協調、推動、控

制等作業的有效落實。數十年來，本公司已執行許多類型的公共工程專案管理，累積技術經驗及口碑

後，擴展到民間工程服務，使業務類型更加多元。正文植基於本公司執行百件專案管理案之實務經驗，

藉由專案管理之服務範疇及功能、公共及民間工程之業務執行回顧，進而依目前國家政策及工程技術的

演進，展望未來專案管理技術服務的努力方向，以供實務作業參考。

專案管理業務及
技術之回顧與展望
Review and Prospect of  Project Management

關鍵字(Key Words)： 專案管理(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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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ject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nagement technology. When the project is executed, it 

is the leader of the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verall project objectives, when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management,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have a complete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but also to focus on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coordination, promotion, and operation control. For decades, 

CECI has implemented many types of public project management works, accumulated technical experience and 

reputation, and expanded to civil engineering services to make the business more diverse. It is based on CECI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completion 100 project management cases, through the scope and function of project 

management, business executive review of public and private projects,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project 

management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current national policy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evolution. These 

services are for the reference in practical operations.

專案管理業務及
技術之回顧與展望
Review and Prospect of  Project Management

1 2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管理部／經理／江秉修 (Cheng, Chih-Wen) 1

專案管理部／協理／邱水碧 (Chiu, Shui-Pi) 2

總經理／李順敏 (Lee, Shun-Mi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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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言

工程專案要成功執行需要多方條件成就，

依經驗回饋，主要關鍵在於提昇優質廠商投標

意願，此須有合理預算、足夠等標期、公平契

約、充分資訊及減少工程窒礙等；其次，在於

審慎遴選廠商，此須調查潛在廠商、訂定適當

資格、以最有利標遴選等。另外，執行工程時

需要完善的設計及施工管理。上述幾個成功關

鍵在在都顯示需有優質的工程管理顧問來辦理

規劃、審查、諮詢、督導及履約管理，以協助

業主達成工程目標。自民國87年政府採購法公

佈、88年開始施行後，賦予機關遴聘專案管理

顧問之法源，以解決機關辦理工程採購之專業

性能力或人力不足等問題，使專案管理技術服

務日益受到重視。本公司為國內外知名之大型

顧問公司，早於政府採購法施行前即以工程技

術專業協助公、私部門推展多項大型建設，為

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打下穩固的技術基礎；政府

採購法施行後，為配合政策推展，更責無旁貸

地扮演專案管理業界火車頭角色，積極參與各

類型態工程之專案管理技術服務，並進行多項

專案管理專業技能之研發，其成果有目共睹。

貳、專案管理之服務範疇及功能

專案管理服務係指受委託之技術服務單位

按照契約約定，在需求決策階段，為業主審查

可行性研究報告，提供可行性分析和策劃之諮

詢；在工程執行階段，為業主提供招標管理、

設計管理、採購管理、施工管理和試營運（竣

工驗收）等服務，代表業主進行品質、安全、

進度、預算、契約等管理和控制。簡言之，專

案管理即提供管理服務，協助業主完成專案之

任務。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專案管理服務範疇

可涵括整個工程生命週期或部分階段，包括：

(1)可行性研究之諮詢及審查、(2)規劃之諮詢及

審查、(3)設計之諮詢及審查、(4)招標、決標之

諮詢及審查、(5)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

審查。

圖1 專案管理知識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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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管理之領域多以PMBOK(或CNS 21500

專案管理指引)所訂專案管理知識體系作為專案

管理的標準而被廣泛接受，包括：整合管理、

範疇管理、時間管理、成本管理、品質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溝通管理、風險管理、採購管

理、利害關係人管理等十大知識領域。各知識

領域及內容架構，如圖1所示。

參、公共工程專案管理之回顧

在政府採購法實施前本公司即參與十大

建設及六年國建等重大建設，由於本公司各專

業部門完備，可提供全生命週期一次到位的服

務。採購法施行後，配合各級政府政策推動，

亦提供各類型公共工程完善之專案管理服務。

回顧本公司專案管理業績十分豐碩與多元，主

要業績依政策時序及工程類別，說明如下。

一、老舊眷村改建服務 (圖2～4)

　　民國85年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公佈，本

公司為協助政府達成加速更新老舊眷村、提高

土地使用經濟效益及改善都市景觀之美意，自

民國87年起陸續辦理「桃園僑愛新村」、「台

南縣精忠二村」、「台北縣信義新村」、「高

雄勵志新村」、「桃園縣埔心營區」、「台南

市志開新村」、「台南縣二空新村」及「宜蘭

縣政中心眷村」等專案管理或專案管理及監造

服務。每案均有其專案特色，其中，宜蘭縣政

中心眷村發揮統包工程之創新優勢，採用預鑄

工法，克服宜蘭多雨氣候，加速工進完成，並

採用當層換氣、窗臺雨庇傾斜、陽台側排水孔

等多項增進居住品質作法，榮獲金質獎肯定。

二、九二一震災重建服務 (圖5～7)

　　民國88年發生九二一大地震，為有效、迅

速推動災後重建工作，本公司受託辦理「南投縣

政府新建縣政中心暨縣警察局新建大樓工程」之

專案管理暨工程監造作業。為加速重建速度，本

公司協助訂定統包招標文件，發揮統包工程邊

設計邊施工效益，於不到2年時間即完成南投縣

政中心，為政府採購法施行後統包工程之先驅案

例，奠定日後國內相關招標文件及統包執行模式

之基礎。

三、機關大樓興建及修繕服務 (圖8～10)

　　自民國87年起，適逢採購法公佈初期，機

關採專案管理制度方興，本公司陸續受委託辦理

「交通部綜合辦公大樓（含中華電信）、「國家

衛生研究院竹南院區」、「總統府局部辦公室修

繕」、「總統府牆面修復及玉山寓所整建」、

「國定古蹟總統府南側附屬建築物修繕」、「衛

生福利大樓」、「南科高雄園區建築工程」等專

案管理服務案。以近年完工之「衛生福利大樓」

為例，不僅讓50年來無自有辦公室的衛生福利部

終能有個現代化的「家」，並取得鑽石級綠建築

及LEED黃金級標章，對於節能減碳益顯效益。

圖2 僑愛新村 圖3 精忠二村 圖4 宜蘭縣政中心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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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軍事工程服務 (圖11～13)

　　自民國88年迄今，本公司服務多項軍事

營舍及基地工程專案管理服務，包括「忠勇分

案」、「旗津＃11、＃12碼頭整建」、「GO

專案營區整建」、「桃園基地軍事設施代拆代

建」、「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205廠

光復營區、大樹北營區暨中科院林園營區」、

「海湖訓練中心」等，其中「旗津＃11、＃12

碼頭整建」榮獲公共工程金質獎。

五、體育場館興建服務 (圖14～16)

　　民國92年起政府推動全民體育活動，本公

司受委託辦理「臺北市南港區市民運動中心」、

「新竹縣體育館」等技術服務。民國95年配合

圖5 南投縣政中心

圖8 交通部大樓

圖6 南投縣政中心廣場

圖9 國家衛生研究院

圖7 南投縣警察局

圖10 衛生福利大樓

圖11 忠勇分案

圖14 新竹縣體育館

圖12 旗津＃11＃12碼頭

圖15 高雄世運會主場館

圖13 光復營區

圖16 臺北市體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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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2009世運會及臺北2009聽障奧運等體育賽

事，分別辦理「2009年世運會主場館」及「臺

北市體育場(田徑場)」等專案管理暨監造服務。

以高雄「2009年世運會主場館」服務為例，過

程中發揮價值管理業，與統包商及其外籍建築

師、施工顧問有效溝通設計及工法；要求統包商

製作馬鞍型結構mokeup，品質及期程管控良好；

取得IAAF及FIFA認證，如期舉行世運會，並獲得

金質獎殊榮。

六、醫院工程興建服務 (圖17～19)

　　植基於早年榮總中正樓及臺大醫院之工程

經驗，民國92年起「臺大醫院雲林分院虎尾

院區」為本公司醫院類型專案管理業務之始，

後續陸續辦理「署立雙和醫院第一期工程」、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大陸東莞台心

醫院」、「臺北榮總新建醫療大樓」、「臺北

醫院急重症大樓擴建工程」等。服務特色上，

以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為例，面臨預算新台

幣(下同)50億元調降為20億元之困境，協助業主

迅速啟動修正計畫，另爭取設計時間及善用標

餘款，採結構及裝修機電分標，並採用異值最

低標，使標案發包順利推動。

七、交通類工程興建服務 (圖20～21)

　　本公司專案管理不限於建築工程，民國101

年起受委託辦理「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

一、二階段專案管理技術服務，使用無架空式

電車線，減少城市景觀視覺衝擊與基礎設施建

置維護成本。民國103年辦理「三鶯線捷運系

統計畫」，為國內第一個捷運統包工程內容涵

蓋全部土建、軌道、車輛、系統機電，減少介

面，並包括八年代操作維修之擴充採購，確保

營運順利銜接。

八、興建社會住宅服務 (圖22～24)

　　各級政府為健全住宅市場、滿足市民居住

需求及提升環境品質，具體實現社會居住正

義，自民國102年起陸續推動社會住宅工程。

本公司參加了「臺北市廣慈園區開發計畫」、

「臺北市瑞光公宅」、「桃園中路二號社會住

宅」、「桃園八德一號公宅」等專案管理或專

案管理及監造服務。每處公宅均以取得耐震標

章、住宅性能標章、至少銀級智慧建築標章及

銀級綠建築標章等為基本目標，並於前期導入

物業管理，使後續維護管理更具效益。

圖20 高雄輕軌

圖17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圖21 三鶯線捷運

圖18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圖19 北榮新醫療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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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前瞻計畫服務 (圖25～26)

　　「新北市新店區寶高智慧產業園區開發」

配合中央排除企業投資五缺障礙之政策，為解

決企業設廠缺乏產業、工業用地問題，運用中

央前瞻計畫補助經費，以市府自行興建、管理

之工業用標準廠辦、廠房。因推動時程緊迫，

本公司於計畫執行初始即律定縝密計畫時程管

控，提供機關於府內跨局處協調會議建立目標

管理，爭取協同作業之共識，自本專管團隊民

國107年11月進場，民國108年3月底即已完成

統包工程招標，展現整體工程團隊積極推動計

畫之企圖心與行動力，本公司將持續展現專管

專業，管控各項節點，如期、如質、如式達成

業主期許。

十、其他類工程服務

　　例如六輸變電計畫變電所北部七張、保

生、成福等台電工程、基隆海洋科技博物館、

大故宮計畫、士林官邸等專案管理，更顯示本

公司因各項專業俱全，更能將服務範圍擴大其

廣度。

肆、民間工程專案管理之回顧

本公司公共工程之設計及監造技術紮實，

且專案管理實績豐富，深受業主信賴，自民國

93年起，陸續獲民間業主委託專案管理服務，

以下以BOT工程、企業總部大樓、住宅大樓及其

圖22 廣慈園區

圖25 寶高園區基地

圖23 臺北瑞光公宅 圖24 中路二號社宅

圖26 寶高園區規劃透視

圖27 雙和醫院 圖28 華航園區開發案 圖29 華航園區開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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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民間建築工程等分類予以說明。

一、BOT工程服務 (圖27～29)

　　政府為減輕財務負擔，以BOT方式辦理開

發。民國93年，本公司第一次受業主委託辦

理「署立雙和醫院第一期工程」專案管理技術

服務；民國95年辦理「華航園區開發工程專

案」，時值物價大幅波動，本服務實施結構及

機電等價工，節省經費約1億元，並實施良好分

段設計及施工管理，於3年內完成設計及施工，

提前達成開幕營運目標。

二、企業總部大樓服務 (圖30～32)

　　民國94年起獲民間業主邀請辦理企業總部大

樓興建服務。於「中信銀南港總部大樓」提出共

同投標發包策略簡化管理，另以指定專業分包確

保品質、提供興建連接捷運空橋建議，以引入人

潮增加商業收入，並以價工建議採冷梁系統節省

營運費NT1,000萬元/年，取得國內首座辦公大樓

鑽石級綠建築標章。「中鋼集團總部大樓」統籌

整合41分標、優良管理零工安，獲得鑽石級綠建

築；另「板信商業銀行總部大樓」及「民視林口

總部大樓」等服務，亦如期如質達成，倍受業主

肯定；其中「民視林口總部大樓」更獲2017年

第19屆「施工品質類」金質獎及全國首獎。

三、住宅大樓服務 (圖33～35)

　　民國94年「板信商業銀行總部大樓」為本

公司民間住宅專案管理服務之開端， 近年來，

為增進住宅品質，本公司亦受委託辦理「國泰

建設國泰沐善及竹科介壽路住宅」、「吉田建

設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住宅」及「勤美璞真台

中綠園道開發案」(下稱勤美案)等。其中，「吉

田建設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住宅」獲2018年

第20屆「施工品質類」金獅首獎。勤美案則包

括住宅、商場、旅館、教堂等，業主發了約28

個專業設計顧問包，本公司進行各系統界面整

合及設計管理；另對地下室開挖工法、結構材

料、設備節能、空調及熱水供應等實施價工研

析，至少減省業主工程經費約5億元；提出發

包策略，配合設計進度以「土建總包，下構先

行」，有效促進工進。

圖30 中鋼總部大樓

圖33 勤美璞真綠園道

圖31 中信銀南港總部

圖34 吉田北安路建案

圖32 民視林口總部

圖35 國泰沐善建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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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民間建築工程服務 (圖36～38)

　　本公司專案管理服務範圍廣，除上列企業

總部及住宅大樓外，亦包括「景碩科技石磊廠

研發中心前廠辦」、「景碩科技新豐一廠二廠

一期」、「佛光山台南福國寺」、「佛光山大

道滴水坊二期工程、便利商店及樓電梯塔」、

「佛光山工程」、「佛光山潮州講堂」、「佛

光山惠中寺」、「佛光山六分地員工宿舍」、

「臺北三創資訊園區室內裝修」等，服務成效

良好，並獲業主肯定。

伍、未來專案管理之展望

本公司累積數十年、百件以上專案管理服

務之經驗，面臨工業4.0時代的來臨及政府的建

設政策，創新、效率、整合及大數據應用是必

然的走向。基此，就專案管理未來業務及技術

之展望，分析如下。

一、服務範圍增廣

　　面對小而美的政府體制演進，以及日益大

型化及複雜化的工程趨勢，專案管理亦顯重要

及必要。本公司專案管理業務以建築工程為

多，目前政府力推都市更新及危老建築等政

策，為可協助政府及百姓之業務之一。未來配

合政府推行軌道、能源、港灣工程等大型基礎

建設，專案管理的業務範圍勢必更加廣泛。

二、新材料及新工法之因應

　　為增進工程品質及施工效率，加以統包方

式標案仍將持續應用，推陳出新的材料及工法

等創意於現代化工程應用已不可避免，故相關

材料特性、工序及需時等應當積極地廣泛蒐集

及深入瞭解，轉化後訂定管理方法及重點。此

外，對於智慧綠建築及物業管理等專業已為服

務所必需，為未來專案管理人員必需培養的專

業。

三、智慧化管理工具之應用

　　近10年來BIM應用正逐漸地展開及落實，專

案管理對於BIM規範之訂定及執行過程之技術討

論與履約管理，是落實辦理BIM依據的重要管理

工作。其次，BIM在設計階段的主要應用綠能分

析、空間展示及佈設檢討、淨高及面積檢討、

衝突檢討、數量計算，以及建管行政與技術檢

討等。刻正推行施工階段BIM檢核的落實，包括

3D轉2D圖紙、施工模擬檢討及優化、4D時程檢

討、工序檢討、現場品質查證、數量比對、竣

工模擬等；維管階段有應用設施管理的部分案

例，極具大數據蒐集及回饋之效益，為未來幾

年內BIM於管理的重要應用。

四、工程管理資訊系統之應用

　　就工程實務而言，目前國內專案管理之服

務工作量大，須及時溝通協調及管控之事項繁

多，提供一良好資訊平台能不限時間地點地瞭

圖36 景碩科技新豐廠 圖37 佛光山惠中寺 圖38 三創資訊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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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工程最新資訊，以及遠距輔助管理決策，將

是目前國內專案管理業務發展趨勢，故具有自

動統計分析、提醒追蹤及資料庫功能之智慧化

專案管理資訊系統有其必要。本公司目前的工

程管理資訊系統具大事紀要、文件庫、統計、

自動提醒及追蹤、工程履歷紀錄、現場影像等

功能，已應用於多案，成效良好。因應行動化

時代的來臨，持續研發相關APP，使用更加便

捷。後續更將朝向大數據應用及結合BIM應用之

里程邁進。

結  語

專案管理是智慧型服務工作，亦非純科

學，主要任務在於代理業主執行專案計畫管理

業務，管理的過程有賴高度的溝通技巧及態

度，以及行政與管理方面的統合能力。回顧過

去數十年，本公司已執行百件以上專案管理業

務，為業主創造價值與獲利：包括制定前瞻策

略與意見，整合相關利害關係人成功推動計

畫；完善界面衝突溝通協調；高效專業技術諮

詢、審查及協助業主履約管理。展望未來，在

既有的專案管理實務及技術研發的基礎上，面

對服務範圍增廣、新材料及新工法之因應、智

慧化管理工具BIM之應用、工程管理資訊系統之

推展等必然的趨勢，則是現在專案管理努力往

前邁進的方向。但最重要的是，專案管理最終

須達成對利害關係人的承諾，也就是須清楚地

對於專案管理的定位是什麼？專案的目標是什

麼?要做什麼?要如何做?服務團隊皆須以良好之

規劃、組織、協調、推動及控制來達成工程專

案管理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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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

中華顧問50週年特刊

摘   要

中華顧問工程司成立至今50年，與其成立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CECI)(以下簡稱本公司)

先後參與了許多國家重大建設及海外工程監造業務，均能秉持專業素養全力以赴，圓滿達成任務。主要

包括了高速公路工程、快速公路工程、橋梁工程、隧道工程、港灣工程、軌道工程、機場工程之監造業

務，而近年來，隨著資通訊技術快速發展，本公司積極推動的營管資訊化在監造工作應用亦日益精進。

欣逢中華顧問工程司成立50周年，本文將50年來本公司參與主要監造業務及施工技術作回顧，首先分別

介紹每10年的主要監造業務，續說明橋梁工程、隧道工程、港灣工程、軌道工程、機場工程等各項專業

工程施工技術之回顧。另外針對未來營管資訊化技術精進與展望也作一整體的前瞻檢視。

五十年來監造業務及 
技術之回顧與展望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in the 
Past 50 Years.

關鍵字(Key Words)： 主要之監造業務(Main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高速公路工程(Highway 
Engineering)、快速公路工程(Expressway Engineering)、橋梁工程(Bridge 
Engineering)、隧道工程(Tunnel Engineering)、港灣工程(Harbor and Coastal 
Engineering)、軌道工程(Railway Engineering)、機場工程(Airport  Engineering)、
資通訊技術(ICT)、營管資訊化(Informatization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No.123│August, 2019│ 273

3
專
題
報
導

Abstract

The China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Inc. has been in business for 50 years since established. Participated in 

projects including major public works and overseas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all of the above can go all out with 

professionalism and a tasks successfully. Among our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businesses, freeway, bridge, tunnel, 

harbor, railway, and airport are the main scope of work.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our initiative to promote the informatization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 

our business is also advancing dail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50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a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Inc., this article 

will review our major business of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and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in the past 50 years, and 

introduce the major supervision business every 10 years, such as bridge, tunnel, harbor, railway, and airport.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will also introduce future advancement and prospect for informatization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1 2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李順敏 (Lee, Shun-Min) 1

經理部／資深協理／李正剛 (Lee, Jeng-Gun) 2

營管部／技術經理／林聰能 (Lin, Chong-Lur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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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目前國內公共工程大多委託廠商，代表業

主執行工程專案之監造，監造單位需整合專案

資源，按預定計畫執行最適切的管控與監督承

攬商依設計圖說施工，並扮演居中溝通協調的

角色，以達成工期、成本、品質、安衛環保、

契約等要求。

中華顧問工程司成立於民國58年，因政府

法令規定轉型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CECI)繼受其工程技術業務。本公司50年來參

與了國內外重大工程建設監造業務，為國內監

造人數最多、經驗最豐富、技術最專精的顧問

公司。

本文將回顧台灣50年來之主要監造業務及

施工技術發展情況，另外並針對未來營管資訊

化技術的精進與展望也作一整體的前瞻檢視。

貳、五十年來監造業務之回顧

1969年因應政府十大建設計畫成立「財團

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投入國內外交通及經濟

建設，期間於2007年依法轉投資成立「台灣世

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持續為建設台灣而

努力迄今已半個世紀，承接超過1000件以上工

程監造案件，包括公路、軌道運輸、機場、港

灣、工業區及科學園區開發等，對台灣的工程

建設擔負承先啟後的社會責任，同時也見證了

台灣步向繁榮的經濟奇蹟，茲將50年來相關主

要監造業務彙整如表1～4。

表1 1969年~1988年主要監造業務

與美國帝力凱撒國際
公司合作，承辦交通
部中山高速公路三
重、中壢段總長30.1
公里施工監造工作，
本路段於1974年通
車。

1980年10月27日動
工，1982年10月10
日竣工，總面積約12
公頃，圍牆內面積約
4.5公頃，建築特色為
環形、密閉式，形狀
呈八角形之八卦式建
築。

中山高三重中壢段 花蓮監獄新建工程

中山高速公路西螺~新
營總長約55公里包括
6處交流道、2處收費
站及1處休息站，本
路段於1978年通車。

將原五棟中央大樓全
部拆除，改建為地下
三層、地上二十四
層，共計二十七層的
綜合醫療大樓，是當
時全國最大的建築
物，於1985年完工啟
用。

中山高西螺~新營段 台北榮總中央大樓改建工程

北二高中和至關西段
長約45公里，包括8
處交流道2處收費站
及1處休息站，本路
段於1993年通車。

為地上6層、地下4
層，長149公尺、寬
110公尺之建築，為
台灣第一座地下化鐵
路車站，1989年隨著
鐵路地下化完工通車
啟用。

北二高中和至關西段 台鐵地下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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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開發面積140.55公
頃，第一期標準廠房
為602個設廠單位，
於1989年完工，第二
期標準廠房150個設
廠單位於1998年完
工。

國際線航站大廈樓板
面積7萬平方公尺，
共四層樓，設有12
個登機門及空橋，於
1997年完工啟用。

五股工業區廠房新建工程 高雄機場航站新建工程

表2 1989年~1998年主要監造業務

設置鶯歌與機場系統
交流道連接國道1號
與國道3號，全長約
12公里，於1997年完
工通車。

第二航廈於1991年3
月9日動工，2000年7
月29日正式啟用。

北二高桃園內環線 中正機場二期航站

中山高第一個高架拓
寬路段長20.3公里，
於1991年9月動工，
迄1997年全線完工通
車。

全長4,935公尺。連
接彰化縣員林市與南
投縣草屯鎮，為當時
第二長的公路隧道，
1996年11月動工，
2005年4月29日完工
通車。

中山高汐五高架 快速公路八卦山隧道

1989年7月行政院核
定二高後續計畫，
起自基隆並於汐止銜
接北二高計畫路線，
2000年1月31日基金
至汐止系統南下路段
通車，同年8月1日基
金至汐止系統北上路
段通車。

1999年12月30日燕
巢九如段通車，2000
年2月2日田寮燕巢段
通車，其中高雄燕巢
至屏東九如路段，橫
跨高屏溪之高屏溪河
川橋工程為本計畫地
標。

北二高基隆–汐止段 二高後續田寮~九如段

位於台南市新市區、
善化區、安定區間，
1996年1月20日動

土，開發面積638公
頃；2001 年9月完成
台南園區二期基地，

面積400公頃。

本段全長17公里，往
南銜接國道三號草屯
至九如路段，並與中
投公路、中彰公路形
成區域快速路網，於
2003年完工通車。

台南科學園區開發 二高後續快官草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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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市民大道、麥帥
二橋及基河快速道路
的新雙層高架道路，
全長1.19 公里，於
2001年 9 月通車。

國內第一座半地下化
污水處理廠，採用全
面加蓋式地下化理念
設計，可防止臭氣逸
散，2004年7月22日
驗收完成正式操作運
轉。

正氣橋改建工程 內湖污水處理廠

表3 1999年~2008年主要監造業務

北自大度路及大業路 
口，南至重陽橋附近
的環河北路段，是臺
北市最北端的快速道
路，屬環西快速道路
系統北向的延伸線，
道路寬度為40至60公 
尺，全長5.5 公里，
2002年12月通車。

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
畫林邊端延伸段高架
橋銜接第二高速公
路，路工段工程銜接
大鵬灣環灣景觀道
路，2008年2月25日
林邊至大鵬灣端延伸
線通車。

北二高桃園內環線 中正機場二期航站

包括長度592公尺之
高港車站主體工程及
長度2770公尺之大
坑溪至昆陽街隧道段
非系統機電工程，於
2008年9月21日陸續
完工啟用。

隧道全長2,660公尺，
斷面淨寬12.8公尺，
淨空4.7公尺，單孔雙
向雙車道，採NATM
工法施工，於2007年
6月16號正式通車。

中山高汐五高架 快速公路八卦山隧道

北起苗栗縣通霄鎮南
至五北里，全長計
1,928m，全線採高架
施工，於2006年12月
竣工。

為2009世界運動會
主場館，基地約19公
頃，觀眾席4萬並保
留1.5萬席之擴充空
間，場館於2006年11
月22日動工，2009年
1月完工。

西濱WH33-3標 世運會主場館工程

包括后里農場與七星
農場，作為中科第三
期發展區，用地面
積合計約246公頃，
總建設經費約111億
元，於2006年3月動

工興建。

場鑄逐跨工法加肋預
力混凝土箱形梁橋，
及波形鋼腹板合成
梁橋、PC-鋼混合梁
橋、全預鑄工法橋
梁， 2013年5月15日
全線完工通車。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三期 臺中生活圈2與4號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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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一個提供機場聯
外交通為主要目的之
捷運線。「三重站－
臺北車站」段於2006
年9月25日正式開
工，全線於2017年3
月2日營運通車。

2009年5月16日開
工，2013年5月31日
完工；2013年9月18
日通車。
主線段長630公尺，
跨越基隆河主橋採斜
張橋，為國內首座自
錨式斜張橋。

桃園機場聯外捷運 社子大橋工程

表4 2009年~2019年主要監造業務

於高雄港二港口南側
外海水域新建外廓防
波堤6,515公尺、填築
新生地約585公頃、
闢建19座深水碼頭(水
深18.5公尺)。

配合第三航站區規劃
配置，將現有WC滑
行道位置西移740公
尺，同時擴建為雙向
滑行道，並辦理航站
南北路地下化工程。

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 桃機WC滑行道遷建

國道１號五股至楊梅
段拓寬工程乃中山高
速公路第二個高架拓
寬路段，全長38.4公
里於2013年全線通
車。

金門大橋西起烈嶼后
頭、東迄金寧湖下，
銜接大、小金門，橋
梁長約4.8公里，主橋
採脊背橋型式跨越金
烈水道。

五股楊梅高架道路 金門大橋

為環中路(中清地下道
終點至台3省道)高架
橋工程，共分二標工
程，總長度約4,750公
尺，寬80公尺。各路
段2013年12月31日完
工通車。

包含中山高速公路延
伸路廊(漁港高架道
路)長1.13公里，設1
處匝道，新生高架道
路長3.4公里，設4處
匝道。

臺中生活圈2號線 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

位於高雄市大寮區，
園區總面積共136.13
公頃，為全台第一
個依據「產業創新條
例」核准設置的政府
產業園區。

為台9線
407k+264~432k+180
拓寬改善路段之主要
橋梁

和發產業園區 台9線金崙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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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路段長約20公里，
其中觀音隧道約7.96
公里、谷風隧道約
4.59公里，兩隧道間
以60公尺之鼓音橋銜
接。

全長約12.85公里
含3處交流道，共
分E707-1A、1B及
E707-2等3個工程
標，自2010年10月開
工，於2014年9月27
日通車。

蘇花公路改善工程 北門玉井線E707標

參、五十年來主要工程施工技術
之回顧

一、橋梁工程施工技術之回顧

(一)預力混凝土橋梁工法 

 國內橋梁初期之預力上部結構以PCI

型梁為主，其跨徑約30餘公尺而被廣泛使

用，該期間亦屬國內預力工法橋梁之啟蒙

階段。隨後連續性預力箱型梁逐漸推展應

用，除加大跨徑約達50餘公尺，亦塑造外

型，提升橋梁美觀。

 北二高及二高後續計畫期間，隨著工

作車、油壓機、吊裝機等施工機械性能之

提升等，及各類預力端錨、低鬆弛鋼腱提

高了預力材料品質，特殊橋梁工法逐漸應

蘊而生，加大橋跨達60~150m，克服許多

地形、地貌的限制，並大幅提升橋梁美學

意象。

 大鵬灣斜張橋為國內首次採用活動橋

方式啟閉橋梁上部結構，以配合高桅帆船

進出海口航道，主橋部分為風帆造型之預

力混凝土斜張橋，活動橋則採鋼箱梁與鋼

床板構造，完工後已成為極具觀光價值之

地景。

 另外國道高速公路、西濱公路、東西

向快速道路中亦大量採用新型橋梁工法，

目前我國預力橋梁施工技術已達成熟階

段，謹列舉具代表性的橋梁如照片1～7。

照片5 

國五冬山河橋 (預力拱橋)

照片6

台61新豐溪橋 (PC加肋拱橋)

照片7

西濱七股溪橋 (預力拱橋)

照片1 

國三關西大橋 (場鑄懸臂)

照片2

國二C173標 (支撐先進)

照片3 

國三基汐段(預鑄節塊推進)

照片4 

國五C511標 (預鑄節塊吊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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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鋼構橋梁工法

 國內早期鋼構橋以桁架型式為主，

直至1977年中鋼公司開始生產鋼料，並

於1983年完成關渡大橋後，乃逐漸廣泛

使用鋼橋。連續鋼箱梁加大了橋梁跨距達

120m，並可克服曲線橋梁之斷面扭矩，在

都會區域狹小空間中，常使用於捷運高架

橋或交流道之曲線匝道橋。

 隨著鋼板材料、分析設計、焊接施工

及吊裝機械能力等技術層面提升，各類型

跨河懸索鋼拱橋不斷推陳出新，不僅再加

長橋梁跨距達到約150m，亦將橋梁上弦

拱之美融入當地河景。例如：花蓮太魯閣

大橋、台四線崁津大橋(照片8)、麥帥二橋

等。

 跨河橋梁在儘量不在河中落墩考量

下，再將橋拱加高為橋塔而成為斜張橋，

其跨距加長至200～330m，形成地標性的

橋梁，例如高屏溪橋(照片9)、大直橋、社

子大橋(照片10)，而貓羅溪橋(照片11)則為

單塔非對稱曲拱斜張橋，係絕佳造型的力

學與美學展現。

 五楊高架904A標越跨中山高林口路段

係國內首次採用旋轉工法(照片12)施工，鋼

箱梁先於高速公路兩側邊坡上組裝，並於

夜間時段架設三柱式臨時門架，減少影響

中山高之正常通行，於門架上設置台車將

兩側鋼箱梁推移至中間銜接，最後再拆除

臨時門架，克服了大跨度鋼箱梁無法一次

吊裝之困難，實為鋼箱梁組裝技術的一大

躍進。

 在短短50年間，國內之橋梁技術不斷

吸收國外新知，有效地藉由大型建設計畫

付諸實際設計與施工，展現長足的進步，

相信未來在橋梁人才長期培養之下，將可

更創佳績。

二、隧道工程施工技術之回顧

本文挑選近20年較具代表性之隧道工程共

五座，分別為東西向快速公路漢寶草屯線之八

卦山隧道(1997年~2005年)、銜接台9線及台11

線之玉長隧道(2004年~2007年)、蘇花公路改善

工程之觀音隧道及谷風隧道(2011年~2020年)、

台9線南迴公路安朔至草埔段之草埔隧道(2013

年~2020年)。

照片12 旋轉工法：五楊高架904A標

照片8 崁津大橋 照片11 貓羅溪橋照片10 社子大橋照片9 高屏溪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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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山隧道(照片13)位於彰化縣與南投縣

之間，全長約5公里，隧道覆土最深者距地表約

250公尺。左、右雙孔隧道各設兩線車道，每車

道寬3.75公尺。

玉長隧道全長2.66公里，為首座穿越花東

斷層且貫通海岸山脈之公路隧道，本隧道全線

採單孔雙向設計，標準車道寬為3.5公尺。

觀音隧道(照片14)及谷風隧道位於南澳與

漢本間，其中觀音隧道長約7.96公里、谷風隧道

長約4.59公里，兩隧道間以60公尺之鼓音橋銜

接，合計總長約12.6公里。兩隧道皆採雙孔各單

向斷面，每一孔配置單車道寬3.5公尺。

草埔隧道銜接安朔及草埔，長約4.6公里，

採雙孔單向斷面，每一孔配置雙車道共寬7.0

公尺，內外路肩寬各0.3公尺，合計路面寬7.6 

公尺。

綜觀前述隧道之施工皆採新奧工法(鑽炸

法或機械開挖)，輔助工法部份則採止水化學灌

漿、J.S.P高壓灌漿及管幕工法。工法部份看似

無大幅度的改變，但於現行施作之台9線蘇花

公路改善工程與南迴公路隧道工程中，係導入

較為先進之施工及管理技術，如三維數值分析

技術、運用LiDAR進行岩體三維監測、以BIM技

術協助工程管理及作業、採用隧道內震波探測

(TSP)、建置監造資訊管理系統及啟用UAV製作

空拍紀錄等，使隧道施工更為安全準確、管理

與紀錄更為完善。

另有鑒於雪山隧道後，國人對於長隧道

安全極為重視。因此隧道工程之重大進展乃著

重於隧道內安全設施之設置。除早期隧道之照

明、監視監控、通風消防…外，目前在建之隧

道均依據交通部頒「公路隧道消防安全設備設

置規範」，增加自動水霧系統，其主要功能為

壓制火勢、冷卻作用、防阻延燒控制火災及保

護隧道結構體完整性，爭取緊急應變救援時

效，以營造有利於用路人自力避難及後續救援

之安全環境。而台9線蘇花公路改善工程之超長

隧道更有別於其他隧道之通風系統，採車、煙

分離方式。在隧道上方增設排氣管道，將廢氣

或火災濃煙經由排氣管道排出，俾增加營運階

段行車之安全性。

總而言之，隧道工程已不再只是施工層

面，更須考量到未來營運、救災之全週期生命

管理，使工程品質成果更優、更安全。

三、港灣工程施工技術之回顧

台灣經濟起飛與商港之快速發展密不可

分，民國48年高雄港啟動12年擴建計畫，伴隨

二港口之闢建，中鋼、中船、中油與台電相繼

於高雄港區建廠發展，開創交通建設帶動經濟

建設之典範。

照片13 台76線八卦山隧道施工

照片14 台9線觀音隧道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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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完整參與國內各項港灣建設，除全

台四大商港、離島碼頭港灣新(擴)建外，亦參與

中油LNG接收站建港、台塑麥寮六輕建港，績效

斐然深獲好評。

近年來隨著經濟產業轉型，加上中國大陸

經濟改革開放及廣建深水港影響，導致台灣商

港成長受阻，排名逐年下滑。政府為協助提升

高雄港競爭力、吸引外商前來布局，積極推行

自由貿易港區並擘畫「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

畫」(照片15)，於二港口南側興建外廓堤6,515

公尺、填築新生地約585公頃、闢建19座深水碼

頭(水深18.5m)，其中，5席貨櫃碼頭(屬第七貨

櫃中心，可供18,000TEU貨櫃輪泊靠)、10席石

化碼頭可供現有舊港區石化業者遷移，重建南

部石化儲運中心，延續石化產業競爭力。餘4席

散雜貨碼頭則供中島商港區遷移綜合運用。

回顧過去至今，港灣工程從傳統簡易拋石

方塊堤防、鋼(管)板樁棧橋碼頭，演進至兼顧生

態環保(具消坡艙室)之沉箱堤防、岸線碼頭；海

事沉箱製作也從浮船塢工法，進化到應用軌道

機械原理，採用「陸上軌道台車工法」之創新

製作與移運；抽沙浚填不再是用小型水力幫浦

吸管式抽砂船，取而代之的是超大型先進耙吸

(絞吸)式浚挖船(泥艙容量2.3~3.2萬m3)，配合水

下多音束測量與差分式全球定位系統(DGPS)定

位，精準取沙造地，短短數月滄海即成百頃桑

田。「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完整見證了

港灣工程技術質變發展與提升。展望未來，除

持續精進國內港灣工程(如LNG接收站、港區整

改建工程)專業技術外，離岸風電計畫亦是本公

司港灣工程領域之重要發展範疇。於建置風電

發展所需水下基礎及重件碼頭，如高雄海洋科

技產業創新專區及台中港離岸風電產業專區(至

114年風電累積設置量目標為6.7 GW)等關鍵工

程，本公司亦將扮演先驅開拓者角色，並逐步

深化技術層次，期使專業與競爭力再次躍升。

四、軌道工程施工技術之回顧

交通系統為國家經濟動脈，亦是一國公共

工程的基準指標。政府於106年提出「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其中軌道建設高達4,000億元預

算，顯現軌道建設的重要性。這些重大的軌道

交通工程，在各界共同努力之下，不僅引進國

際新穎技術，使其深植本土應用發展及累積經

驗，更帶動了國內工程營建技術的快速發展。

照片15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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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配合國家運輸政策，先後完整的

參與鐵路、捷運、高鐵等國內各項重大軌道建

設，尤其在軌道技術部分，本公司於累積多年

實務經驗下不斷精進，茲就創新技術執行現況

簡要說明如下：

(一)  軌道工法：為減少軌道養護及維修成

本、提升行車舒適性，新建軌道系統

趨勢已朝採用無道碴軌道，並舖設長

焊鋼軌方式施作，其中台鐵台南沙崙

支線工程高架段為台鐵首次於高架橋

上舖設無道碴道岔(照片16)及無道碴

伸縮接頭之成功案例；另高雄環狀輕

軌案為國內首座施作之輕軌系統，配

合無架空線車輛系統採用嵌埋式軌

道，目前一期工程已順利通車。

(二)  鐵路地下化：隧道兩端受既有鐵路及

引道坡度之限制，隧道上方覆土淺，

通常採明挖覆蓋工法施工，因於都會

區交通及人口密集地區施工，困難度

高且極具挑戰性。在遭遇跨越鐵路陸

橋之橋墩基礎、既有地下障礙物、重

要民生管線等，均需妥善考量周遭環

境，因地制宜研提最適工法，例如遭

遇橋墩基礎則採用托底工法克服，以

免影響民眾通行，鳳山計畫遭遇中山

高既有橋台障礙物即採用雙層連續壁

工法(照片17)因應。

(三)  系統機電：電車線系統原係平面路段

單接線系統，於鐵路地下化過程為提

高線路的運轉容量改為雙接線系統，

另為提高電車線的可靠度及降低維護

搶修時間，在台南鐵路地下化更全面

採用頂部導電軌系統。在號誌系統

方面為提升設備可靠度，近年已汰換

ATW/S系統(automatic train warning/

stop system)改採ATP系統(automatic 

train protection system)，藉由連續速度

控制並提供司機員正確的允許速度及

目標距離等資訊，俾其監控範圍除號

誌機顯示資料外，也監控路線彎道、

坡度等限速，使行車更安全。

  展望未來，本公司除持續配合國家重

大軌道建設精進外，考量軌道建設乃

技術及資金密集之事業，除國內市場

外，並亦將在台灣成功的經驗及方

法，推廣到海外開發建設中之國家及

都會區，目前本公司已配合國家推動

南向政策，積極參與東南亞各國捷運

工程業務，希望藉由工程領域的擴大

合作及技術層次的深化，讓本公司在

軌道工程方面的競爭力持續提升。

照片16 台鐵沙崙支線無道碴道岔

照片17 中山高雙層連續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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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機場工程施工技術之回顧

台灣地區四面環海，機場係連接國際的

門戶，也促進與離島間之客貨流通。早期台灣

機場建設，是將日據時期之軍用機場復舊及擴

建，基於民航需求於台北及台南闢建民航專

區。嗣後大規模闢建民用機場則始於民國60年

代的桃園及高雄機場，此時機場工程即開始依

據美國聯邦總署或國際民航組織規範標準進行

設計與施工。

民國70年代，在經濟自由化政策下台灣經

濟快速成長，隨之而來的國際航線持續擴充開

辦，本公司在此期間配合政府重大建設目標，

完成了桃園機場跑道整建、松山機場跑道延長

及貨運站擴建機坪、新竹基地跑道整建、高雄

國際機場國際線航站大廈(照片18)、擴建綠島及

蘭嶼離島機場、金門尚義機場民航站區(照片19)

等監造工作。

於民國80年代完成了中正機場第二期航站

大廈興建及停機坪滑行道整建等22件工程、松

山機場停機坪擴建，及綠島、七美、蘭嶼、豐

年、恆春機坪跑滑道道面整建監造工作。

於民國90年代完成了馬祖南竿機場新建(照

照片23 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照片22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擴建

照片18 高雄機場國際線航站大廈 照片19 金門尚義機場民航站區

照片20 馬祖南竿機場新建  照片21 桃園機場WC滑行道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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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20)、高雄國際航空站擴建、桃園國際機場跑

道滑行道道面翻修、松山機場滑行道整修、金門

尚義機場飛安改善、馬公機場跑道暨滑行道道面

設施整建等監造工作。

近10年內則完成聖文森Argyle國際機場航

廈、桃園國際機場WC滑行道遷建(照片21)及雙

線化工程、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擴建(照片

22)、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照片23)等監造

工作。總計本公司陸續完成約70件機場工程之

監造工作，完整參與了我國機場建設歷程。

肆、未來營管資訊化技術精進與
展望

因應社會老齡化及勞動力逐年下降等現

象，如何藉由工業4.0精神的導入，提升現有工

程技術及流程，建立彈性且高效率的智慧化作

業程序，以確保符合品質、時間、成本及安全

的工程建設計畫，已成為工程業界必須積極重

視之課題。

本公司在營管資訊化及自動化議題之發

展，除了在設計與施工階段廣泛應用BIM外，計

畫資訊管理系統、UAV等資訊化科技及行動化軟

硬體應用等領域亦為接續投入發展之重點，其

執行經驗及未來展望簡要概述如下:

一、BIM在施工階段之應用

利用資訊視覺化等特性，可於施工前協助

提早發現設計或施工規劃衝突，並利用3D模型

檢討並研擬改善方案。應用實例在高鐵苗栗站及

台鐵鳳山新站工程中，包括機電管線之碰撞衝突

檢核及配合Dynamo等專業軟體，建置列車動態

包絡線執行淨空檢核(如圖1)；另以VR虛擬實境

於工程解說或旅運資訊及消防逃生指標妥適性檢

討部分助益甚佳。基於既有執行經驗，後續可在

非建築工程領域推廣應用，諸如公共管線模型資

料庫、COBie維管資訊研擬及建置(如圖2)、GIS

及數位城市空間資訊模型結合運用等；另藉由結

合AR、VR、ITC、IoT等技術來整合日趨複雜化

的營建生產與管理技術，配合AI科技研發，工程

計畫執行將更自動化及智能化，展現更安全、更

高效率的工程服務型態，深化應用至營運維護管

理階段，可為國內營造業帶來新的契機。

二、計畫資訊管理系統(PMIS)

計畫管理隨著資訊科技演進，已由過去偏

重被動性資料蒐集傳遞，轉化為增進溝通互動

與提升應變能力的動態服務。經由五楊高架、

蘇花改、台9南迴至桃機T3工程的洗鍊，除將工

程案例資料庫整理及循環再利用，另善用WEB

資訊服務之特性，建置管控資訊及溝通平台，

提供協同作業與資訊分享，已可達到工程資訊

整合、決策資訊即時化及工程文件紀錄完整留

存等多重效益(如圖3)。

圖1 BIM 3D 模型應用

圖2 COBie 格式維管資訊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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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動化軟硬體應用

基於資訊3C科技日益普及，智慧手機及平

板等行動裝置成為工程人員必要配備，故除配

合PMIS系統開發走動式管理應用之APP，以協

助提升工程資訊存取及應用效益；另投入研發

關聯式資料庫、網頁程式及APP構成之工程查

檢電子化系統(如圖4)，將有利於工程執行成果

大數據分析，更可藉由標準化及資訊智能輔助

降低執行疏失風險，後續搭配區塊鏈技術之推

廣，將可達到無紙化作業環境。

四、UAV等資訊化科技應用

UAV因其記錄之影像較衛星遙測精細，視

角亦較傳統攝影更適用於工程規劃研討及說明

而廣為工程團隊應用，在人員不易到達之海域

工程，更可將現場作業回傳提供會議成員或參

訪團隊即時閱覽；另可搭配相關3D處理軟體以

建置工程環境模型或進行現地開挖回填測繪，

均大幅提升工程規劃、紀錄或查檢之效益。後

續隨著AI或IoT技術之發展，UAV定位測繪精度

之提升，將可取代既有測量儀器而達成全面測

繪之效益，亦可協助執行施工管理及高風險作

業監控。另外，在公共基礎建設定期巡檢及災

圖3 PMIS 應用

圖4 APP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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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勘察、山坡地坍滑及海岸沖蝕記錄亦為當前

UAV應用之趨勢(如圖5)。

 鑑於各產業均利用資訊科技來轉型升級，

工程界應急起直追以跳脫既定模式加速提升執

行能力，期可有效地將工程資訊緊密連結與快

速彙整，營造有效橫向聯繫溝通之協同作業

環境，並藉由視覺化模型提升協調溝通之準確

度，俾利管理階層可迅速掌握工程決策資訊，

達到強化工程執行管控以帶動工程品質及績效

之再提升。

結  語

中華顧問工程司成立於民國58年，因政府

法令規定轉型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CECI)繼受其工程技術業務。本公司50年來參

與了國內外重大工程建設監造業務，在業主、

廠商與本公司共同努力下，經統計至今共榮獲

監造類金質獎37座、金安獎35座、金路獎14座

及中國工程師學會優良獎、特別獎等學協會表

揚，監造品質績效卓著。

近年來，隨著資通訊技術快速發展，營管

資訊化包括建築資訊模型(BIM)、計劃資訊管理

系統(PMIS)、無人機(UAV)、行動化軟硬體(如智

慧手機及平板與行動裝置APP)等應用在本公司

目前及未來監造工作應用將日益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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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UAV 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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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顧問50週年特刊

摘   要

設計工具是工程顧問公司傳達設計意念、溝通、整合及成果交付最重要的工具，台灣世曦延續前身

中華顧問工程司自1969年成立以來，隨著科技演變歷經手繪圖、CAD到BIM時代，工具的世代交替反映

了工程的解決方案、設計溝通整合…等議題與觀念的進步，BIM也是在這個情況下發展出來的。

BIM技術演進對工程顧問公司有重大且深遠的影響，本文將說明台灣世曦如何面對工具軟體的變

革，以十餘年的發展經驗說明BIM發展沿革，從啟蒙到成熟階段，從台灣BIM發展經驗到台灣世曦海外計

畫BIM技術輸出，以及台灣世曦因應資訊化趨勢發展「設計4.0」的成果及經驗，文末說明全生命週期與

未來挑戰，做一完整的回顧與展望，以期台灣世曦的BIM技術應用能再展新頁。

BIM技術之回顧 
與展望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BIM Technology

關鍵字(Key Words)： 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3D設計(3D Design)、
設計4.0 (Design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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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ign tool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ol for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to deliver design ideas, communication, 

integration and result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69, CECI’s design tool has advanced from hand drawing, 

digital CAD to BIM, which also reflected the improvement of engineering concepts and solutions. For instance, 

increase in construction productivity, complex engineering solution, design communication integration, and so on. 

The evolution of BIM technology has a significant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engineering consultancy companies. 

How to deal with the revolution of software in CECI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first. Moreover, we will explain 

CECI’s BIM evolution with more than ten years, its application from domestic to overseas projects. Beyond BIM, 

we will introduce “Design 4.0”, which is proposed by and under development in CECI. The full life cycle and the 

future challenges will be discussed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BIM技術之回顧 
與展望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BIM Technology

1 2 3 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BIM整合中心／協理／周昌典 (Chou, Chang-Tien) 1

BIM整合中心／經理／賴建中 (Lai, Chien-Chung ) 2

BIM整合中心／副理／蘇瑞育 (Su, Jui-Yu) 3

BIM整合中心／副理／盧祥偉 (Lu, Hsiang-we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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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80年代末期，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以

下簡稱台灣世曦) 前身中華顧問工程司正逢承攬

台北捷運細部設計服務發軔階段，因應捷運工

程的複雜特性，與歐、美、日等國之工程顧問

公司合作，引進國外先進之管理、設計與施工

技術外，將工程設計圖從傳統手繪完全改為電

腦繪圖，將電腦繪圖與工程專業結合，正式邁

入CAD時代。

進入CAD時代後，隨著資訊技術及電腦硬

體運算能力不斷提升，電腦繪圖能力獲得跳躍

式的進步。1990年代，Frank Gehry建築師首先

嘗試使用3D繪圖軟體進行西班牙畢爾包古根漢

美術館等自由曲線建築的造型設計，揭開了建

築3D設計、施工的新技術發展序幕。美國喬治

亞理工學院教授Charles M. Eastman(圖1)最早提

出參數化3D模型的概念，運用資訊化、邏輯化

的方式打破傳統營建產業依靠直覺與經驗的常

態。後續Autodesk、Bentley、Tekla、Dassault…

等軟體廠商經過不斷研發及併購整合，發展出

現在為人所熟知的BIM商用工具軟體。

隨著國際上BIM應用如火如荼展開，台灣

世曦從2006年起開始導入BIM技術，嘗試在規

劃設計中使用BIM進行設計作業。於2010年，

台灣世曦率先業界成立BIM整合中心，協助公司

各專業部門導入BIM技術及提供統籌支援。台灣

世曦導入BIM技術至今已十餘年，在工程概念設

計、細部設計、施工管理到維運階段大量的應

用BIM技術，從民間業主到公共工程都有豐富的

實績案例，提供新一代優值的工程技術服務。

BIM所代表的意義不僅僅是設計工具軟體，

BIM是國際工程先進們與資訊技術結合所提出的

解決方案，是足以改變一個工程顧問公司體質

的良方，唯有加速調整作業方式，發揮BIM工程

價值，才能從中提昇企業的競爭優勢。

圖1 BIM之父Charles M. Eastman 2016年來訪台灣世曦，攝於世曦大樓華光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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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台灣工程業界BIM發展

一、官方、學界及學會的BIM發展

2011年是台灣公共工程導入BIM的起始

年，台北捷運萬大線首次將BIM納入工程設計

契約中，新北市政府有多個運動中心同時要求

BIM技術應用，台灣公共工程開始大規模採納

BIM技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在2014年宣

示成立「公共工程運用建築資訊建模(BIM)推動

平台」，同年新北市政府更發出第一張以 BIM 

模型審核通過的建照，交通部於2016年訂頒

「交通部所屬各機關(構)工程建置建築資訊模型

(BIM)作業推動原則」，要求所屬各機關(構)於

辦理工程採購，應考量建置BIM模型，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歷年來亦提供經費支持許多BIM相關的

研究計畫。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為推動營建產業提

升BIM技術，自2010年起各辦理四屆「BIM技術

優良獎」及「BIM學生軟體應用競賽」，台灣世

曦亦連續四屆參加「BIM技術優良獎」競賽，共

獲得四項優勝獎及三項入圍獎，是獲獎數最多

的參賽單位。

學界包括台灣大學、台科大、成功大學、

高應大、逢甲大學、中華大學…等，均意識到

業界對於BIM人才的需求，紛紛開設BIM相關課

程，其中多個學校亦成立BIM中心，透過產學合

作方式培育更多BIM技術人才。

台灣BIM聯盟為國內集合產、官、學各BIM

相關單位的推動組織，其目標係以BIM技術促進

台灣營建產業升級與創新，每季辦理活動，提

供會員之間BIM知識、技術、經驗與研發的交流

平台。

二、產業界的BIM發展

隨著越來越多工程案使用BIM，內政部建研

所參考新加坡BIM應用指南研擬台灣BIM指南，

提供產業界參考使用，台灣世曦亦參與該研究

案。在桃園市公營住宅統包工程專案管理服務

中，台灣世曦亦配合桃園市府政策，首先引用

台灣BIM指南發展出統包工程的BIM管理執行計

畫，從BIM相關的契約條款、統包需求、作業流

程、審查機制、會議管理、到成果驗收訂定出

完整的作業規範，以合理、合作、有效之思維

來管理BIM工作，使業主、統包商與PCM三方之

間在互信、互利的基礎上落實BIM工作。

在產業發展，許多大型工程顧問公司及營

造廠相繼成立BIM中心，從企業內部投入資源

發展BIM技術，引領BIM的最佳化執行及發揮綜

效，增加競爭力。

參、台灣世曦BIM發展

一、BIM啟蒙及成長

2006年台灣世曦先由地工部嘗試將BIM技

術用於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美術館車站」的

規劃設計(圖2)；資訊部(BIM中心前身)與台灣肥

料公司合作，在幾項著名土地開發案，以BIM顧

問方式協助導入工程實務應用，透過BIM技術達

成優化設計、圖面整合減少衝突及節省工程經

費…等多重效益。

2010年台灣世曦企業總部搬遷至內湖，新

成立的BIM中心配合內湖大樓重新裝修工程導

入BIM技術，以BIM驗證資訊機房虛擬設計及施

工(Virtu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 VDC)的可能

性，在有限空間中以BIM技術進行機房管線、設

備設計，並在短時間檢討排除施工問題與預先

虛擬安裝模擬，提前完成資訊機房的複雜施工

及啟用，成為台灣第一個綠色BIM設計、施工、

營運的機房，在此時已萌起BIM模型續用至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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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全生命周期應用構想。

2011年，台北捷運萬大線計畫為台灣公共

工程首例將BIM列入契約項目，並於契約加入

BIM特定條款，以利BIM於工程中順利執行。由

地工部、捷運部完成DQ123細設標中所有車站

設計(圖3)，運用網路環境建立跨專業協同作業

機制，全程皆採用BIM軟體進行設計及出圖成果

交付，驗證BIM技術已能融入設計作業流程，奠

基台灣世曦BIM技術成功應用的里程碑。

在捷運計畫後，台灣公共工程掀起BIM風

潮，不僅建築及機電類，並擴及各類土木工

程，台灣世曦多項專案計畫積極導入BIM技術

的實際應用，公司內除透過大量的教育訓練課

程培養工程師的BIM實作技術能力，BIM中心

於2017將BIM作業納入公司ISO程序，制訂BIM

共同作業標準，實踐各專業協同作業規範，包

含檔案名命、檔案交換、設計整合會議作業模

式，全面運用BIM技術提昇跨專業設計協作。

圖2 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美術館車站」

圖3 台北捷運萬大線「LG06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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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程3D設計，BIM這股風潮也吹向施

工應用領域，在高鐵苗栗新增車站工程中，世

曦監造團隊協助業主在施工前建置BIM模型來檢

討設計方案，透過各專業模型整合與介面檢討

多項土木機電的衝突議題，透過業主安排的設

計協調會中預先排除解決各項介面衝突問題，

藉此減少設計變更，加速工進，使本案提早竣

工完成履勘作業。

由上述說明可得知BIM標準、制度與協作

方式需要從企業的文化與特質中發展出來，並

經過多項計畫的執行經驗的累積與修正，由上

至下，獲得企業高層長官的政策支持；由下而

上，基礎技術能力的養成與發展，由BIM技術專

責單位歸納總結這些經驗。

二、BIM於桃園機場T3專案的應用

由於桃園機場既有設施容量已無法滿足旅

客成長需求，必須儘速增建第三航廈及其周邊

相關設施，桃園機場公司乃於2015年招標「臺

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委託設計及監造技

術服務」案(簡稱T3專案)，並由台灣世曦領銜的

國際JV團隊經評選取得本計畫。本計畫除工程

本身規模的龐大與複雜外，最大的特色即為要

求採用BIM來進行整體的設計及整合(圖4)，為

國內應用BIM的最大規模計畫。

第三航站區計畫包括每年處理容量為4,500

萬名旅客的航站大廈、行李處理系統、多功能

大樓、南北登機廊廳、站區道路系統、旅客運

輸系統及各類公共設施工程等20餘個後續施

工發包項目。涉及的工程專業包括建築、建築

結構、道路、橋梁、地下箱涵、共同管道、機

械、電機、給排水、景觀、藝術、綠能等，工

程規模龐大，界面複雜，本公司所有的專業部

門均參與本計畫的設計。

T3設計是一個國際性的團隊合作，由台

灣世曦領導英國的Rogers建築師事務所、香港

圖4 T3航站區複雜模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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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Arup工程顧問公司及台灣的宗邁聯合建築師

事務共同進行BIM設計作業。鑑於計畫的複雜

度，本團隊一開始即選擇國際標杆的英國PAS 

1192-2標準來執行BIM。包括BIM執行計畫、檔

案命名、模型資訊的拆分、模型及資訊的細緻

程度、資料交換與管理、協同作業的流程等均

依循該標準執行。所有資料的共享、提交、發

布、歸檔等均在「共用資料環境(Common Data 

Environment, CDE)」中運行。並透過每二週一次

的模型交換與整合，持續進行設計的發展及優

化，同時也讓業主及總顧問透過該平台即時檢視

整合模型，有效進行溝通及議題的追踪處理。

由於計畫的複雜性，本計畫採用許多BIM軟

體來進行不同專業的設計，並加以整合，例如

主體航廈的波浪形屋頂造型及其結構，即採用

曲面BIM軟體來進行參數化建模及設計。本計畫

亦採用許多BIM相關技術，如基地實景建模、各

類綠能分析、人流模擬、車流模擬、VR等。

在如此大型及複雜的專案各專業同步使用

BIM來進行設計及整合，除了展現台灣世曦多年

來累積的實力之外，經由本計畫的歷練，使各

專業部門的BIM能力亦有顯著的成長。本計畫亦

參選2017年土水學會「BIM技術優良獎」，並

獲得優勝獎。

三、BIM於海外捷運計畫的應用

台灣世曦有鑑於海外工作能跟國際一流工

程顧問合作與競爭，2011年以BIM 技術投入印

尼雅加達第一條捷運系統的CP106區段標之細部

設計與施工中諮詢服務。台灣世曦團隊藉由BIM

設計技術到施工階段的介面整合，模擬安裝與

搬運動線，協助系統標廠商與土建廠商縮短界

面整合的時程。CP106標以BIM參數式的模型進

行衝突檢查、空間法規檢核及4D排程，提早發

現設計衝突與缺失，借助BIM所建置的3D圖例化

資料庫，設計成果更可以直接由模型以斷層掃

面的方式切出大量的斷面，方便現場施工人員

的2D紙筆作業。在設計與施工團隊的緊密合作

下，CP106標整體施工進度未受到系統標發包與

用地取得延誤影響，率先通過都市設計審議及

地工結構外審，也是所有標段中工程進度最佳

的一個區段標，印尼雅加達捷運系統於2018年

正式通車。

在馬來西吉隆坡地鐵二號線工程的DDC7

標細部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圖5)，BIM也發

揮了相當高的應用價值，從細部設計到施工、

安裝階段全面導入BIM技術應用。不僅設計階

段以BIM作為設計整合溝通的平台，所有專業

之設計成果，如建築設計圖、結構設計圖，機

電設計圖乃至於CSD/SEM設計圖，皆由BIM模

型完成設計。細部設計的2D平面圖、剖面圖等

都是直接於Revit 3D模型產生製作。即使是鋼

筋詳圖，亦是由Revit模型建置後再出圖產出鋼

筋剖面圖及鋼筋平面圖。本計畫在設計階段，

圖5 馬來西亞捷運二號線DDC7標細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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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因成功地達到BIM Level 2目標，於GeoSmart 

Asia 2017 Conference，獲得數位工程類獎項

(Digital Engineering Category)的Asia Geospatial 

Excellence Awards 2017。

肆、BIM實務與檢討

一、BIM執行的問題及挑戰

台灣自台北捷運萬大線正式將BIM列入契約

項目後引發群起效尤的風潮，只要在一定規模

的公共工程計畫都把BIM納為履約工作項目，但

一般中小型企業並沒有足夠資源投入BIM人才養

成，大型企業組織則面臨多專業分工與整合，

以至於BIM技術難以落實為真正的設計工具。所

以市場上開始出現BIM顧問或BIM廠商的角色，

以第三方的角色使用BIM工具輔助工程檢討。台

灣業界普遍的價值認定，由設計及施工單位自

行執行BIM才是真正的BIM，外委建置BIM只是

過渡期權宜的做法。

經過近10年的觀察，BIM在工程影響力越

來越大，業主對BIM的接受度也逐年增加，但是

設計單位相較於施工單位投入BIM的意願卻低很

多。可以歸納幾個原因：一、BIM高精度高整合

的設計作業所需的費用與時間比傳統作業高出

甚多。二、建築師沒有足夠的費用複委託有BIM

能力的機電設計廠商。三、計畫的BIM目標、應

用項目與規範不明確，造成執行及驗收的履約

爭議。四、業主搶建照與搶開工的態度難以改

變。由於上述種種原因，設計單位只求在有限

資源、有限時間趕辦開工所需請照圖，造成BIM

工作仍然是外委建置居多，這問題不僅發生在

設計端，施工端亦常因現場施作變更過多，導

致BIM施工模型與實際脫節。

當業主變更次數越多、需求不確定時，BIM

在設計端投入人力成本會比傳統CAD作業還要

多，BIM介面整合的主要效益卻在施工階段才發

生，運用BIM減省工程成本的利潤分配不合理的

狀況，反不利於設計端的BIM應用發展，亟需要

業主觀念的調整及相關主管機關重視與改善。

二、BIM推動及發展建議

(一) 業主觀念改變

 未來工程發展越來越複雜且精緻化，

BIM的導入不僅是工具的改變，更是需要

觀念的改變及配套條件。「慢慢來，比較

快。」、「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

成。」這類的價值觀要落實在設計階段需

要業主的支持。以新發布的ISO 19650 BIM

標準來看，建議業主在發包設計前，業主

的需求及應用目標需制定的非常清楚才進

到BIM作業，方能真正減少設計變更與重工

的狀況。在配套條件上，政府部門應有專

責單位頒布相關標準，避免為了BIM而BIM

的過度建模要求，並提供適當的調整利潤

配置與合理時程。當有了適當的資源與環

境，方有助技術人才的養成，有利工程產

業齊步成長。

(二) BIM產業方向

 美、英、日、韓、新加坡、中國..等國

都已建立國家BIM政策白皮書，其由官方帶

領業界發展產業轉型昇級的目標，反觀目

前台灣BIM的發展是業主廠商單向的發展，

在甲、乙雙方長期處於不對等關係下，很

難有對話的平台，無法建立長期互相成

長、修正的機制，使得BIM技術經過這麼多

年多僅是3D建模或工程衝突檢討的工具，

致策略性BIM應用需求及效益無法有效地釋

放出來。從國家角度來看推動BIM是產業提

昇必要的，更有賴政府的主導帶動及提供

適當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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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營建生產力提升

 在Charles M. Eastman教授最早提出

BIM構想時，目的是為了提升營建產業生產

力、營建生產資訊化，台灣目前發展BIM多

數人的認知仍停留在介面干涉檢討，在施

工自動化生產部分，在加拿大已有廠商開

始將建築構件由機器生產，台灣產業界應

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建議透過媒體宣傳與

說明會，讓工程業界更瞭解政府推動BIM發

展的決心、服務項目、實質內容與目的，

將BIM應用成功經驗推廣複製至各工程機關

及廠商，吸引工程機關/廠商自發性發展創

新延伸服務，將實際應用落實至日常業務

流程中。

伍、設計4.0

一、設計4.0的內涵

近年來BIM技術及觀念突飛猛進，加上各

級政府要求，3D設計與自動化已為必然趨勢。

有鑑於此，台灣世曦周禮良董事長提出「設計

4.0」概念，作為公司脫胎換骨的重點發展策

略。它包含二部分：(一)3D視覺化溝通---以視覺

化模型為基礎，運用BIM 3D技術及實境模擬，

縮短溝通的時間，並能充分掌握業主需求及提

出更優化的方案。(二)設計自動化---利用「軟體

善選善用」、「開發外掛程式」，並整合建置

不同領域之專業資料庫，加速發展設計自動化

的整體作業環境，進行設計作業流程的優化加

速，確保高品質服務。(圖6)

二、設置BIM及設計自動化發展委員會

為有效整合各專業自動化小組資源，共同

推動設計4.0的全面發展，由總工程師召集各

部門經理為成員的「BIM及設計自動化發展委

員會」，作為設計自動化的管理體系，確立整

體推動的方向、策略及機制，並扮演監督的角

色，透過制度化的機制進行定期報告與委員會

議，管控各分組工作項目的進度及成效，並擔

圖6 設計4.0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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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跨專業分組的協調者角色，促成不同工具軟

體使用、技術學習及資料庫的整合及共用。(圖7)

三、依專業分工進行深化發展

成立跨部門之專業小組分別檢討現行工作

流程與需求，整理適合各專業設計自動化作業

需要的標準軟體、標準流程、資料串接API程

式、資料庫及專業知識庫，擬定出各專業之自

動化項目、API需求與設計工具箱。採點、線、

面、體的形式漸進推展，透過「點」由各專業

發展適用的2D/3D設計工具與資料庫，再逐步

往作業流程上下游發展串連成「線」，將在不

同階段使用的軟體靈活搭配應用，建構完整的

設計自動化流程。並在協同作業平台上與其他

專業聯合優化設計、共享數據與元件，透過整

體滾動式推展進入「面」的橫向跨專業協作整

合。最終合力協作完善「體」階段-將大數據資

料庫轉化為應用創新，可直接透過模型檔案進

行互動，產出最適的設計方案，縮短溝通與設

計的時間，以提昇整體協作的能力。(圖8)

圖7 設計自動化推動機制

圖8 更優質化的工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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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訊基礎環境的整備

因應各專業小組設計自動化發展需求之

落實，實際的發展工作須由各專業部門主導落

實，另由資訊單位配合提供技術支援，確實

做好「支援」、「管理」、「整合」、「共

享」、「標準制訂」及「資訊安全」等任務。

(一) BIM支援網

 彙整提供3D設計專業所需共用資料

及工具的整合性資訊平台，蒐存彙整「標

準指南」、「技術新知」、「教育訓練

教材」、「履約指引」、「出圖算量樣

板」、「元件庫」、「軟體程式API」、

「美編素材」及「計畫實績」等九大類專

業資料於單一窗口平台，提供全司同仁使

用，以達到公司BIM資源集中共享與統一管

理之目的。(圖9)

(二) 算量估價支援網

 建置俱備算量與估價整合功能的資訊

平台，實現以BIM 5D為基礎的算量估價自

動化作業，讓設計算量到成本估算成果交

付的流程可以更快速精確，並開發工程預

算數量正確性及金額合理性的智慧化自動

檢核程式，可用來快速複核工程預算編製

成果的品質及可靠性。(圖10)

 (三) GIS支援網

 整合各部門專業之空間圖資，建置

「GIS支援網」，提供完善的GIS圖資搜尋、

瀏覽、查詢及下載服務，如CAD地形圖向量

檔、衛星影像、3D數值地形檔、地形圖掃

描檔、航照正射影像檔、地質圖等電子地

圖及3D數值模型等，以支援公司發展設計

自動化及3D設計等作業需要。(圖11)

圖9 BIM支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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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算量估價支援網

圖11 GIS支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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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工程基礎資料庫

圖12 BIM軟體工具箱

(四) BIM軟體工具箱

 兼顧認證/應證需要，又能滿足專業

多用途使用的原則精簡標準軟體的種類，

並結合自行研發的外掛程式，減省軟體成

本，提昇公司設計生產力。(圖12)

(五) 工程基礎資料庫

 依照不同用途，個別性資料庫由專業

部門自行建置管理，共用性資料庫由跨部

門專業小組合力建立，共通性資料庫則由

資訊支援單位來協助建置，建立資料庫的

共用管理流程。(圖13)

(六) 安全高效的軟硬體基礎環境

 工程專業軟體的種類由各專業小組討

論後訂定，資訊部協助專業部門評估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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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的最適硬體規格，提供軟體網路共用

為原則，訂定「公司自行研發核心專業程

式安全管理要點」，藉以規範公司自行開

發或委外研發之核心專業程式的管理、查

驗及登錄程序等，使公司自行發展的專業

程式的管理能有所依循。(圖14)

五、 持續精進整合創新

固然各專業的設計自動化發展重點各有不

同，但成功的關鍵在於透過合作共享讓同仁能

發揮專長職能，將不同軟體串接轉換成更好用

的輔助設計工具，透過先進的科技持續驅動設

計觀念與工作方法的轉型與創新，持續配合國

際化軟體的進展，精進發展達到全3D的自動

化。以資料庫的蒐集、整理再應用為競爭力的

基礎，運用大數據分析發展「智動化設計」，

為業主提供更優質的服務與價值貢獻。

陸、BIM全生命週期應用與未來

一、全生命週期應用

BIM技術簡而言之是以工程專業為核心、

資訊(Information)數據化，模型為資訊的載體的

工程資訊技術，在工程的全生命週期都可以使

用，端看使用者的目的為何。我們可以說BIM

模型是實體建築的分身，在虛擬世界中完成設

計、模擬、除錯、估算數量、出圖、施工排

序，最後才實踐到實體施工，是一種虛實整合

的技術，甚至竣工之後的模型經過加值處理之

後，還能續用到維護管理，這也是將來業主最

關注的BIM應用價值。

在台灣世曦搬遷內湖總部大樓的過程中，

我們建置了竣工BIM模型，且嘗試將維護管理

資訊整合於模型當中，並思考是否能運用這些

BIM資訊進行大樓的營運管理，於是我們自行

開發一套BIM的設施管理平台-V3DM(Visual 3D 

圖14 安全高效的軟硬體基礎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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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management)，經過多年的開發及實

際案例驗證，於2018年正式使用於內湖總部大

樓的設施維護管理，物業管理人員可簡易的使

用行動裝置進行一整天的檢修及回報作業，設

備所有的維護歷程都可以在線上查閱，以電子

流程漸漸淘汰傳統紙本作業。(圖15)

由於V3DM在世曦大樓的試辦成效良好，

在 台 鐵 鳳 山 車 站 工 程 中 在 施 工 過 程 中 導 入

V3DM，以V3DM作為竣工成果交付的平台，

完整蒐錄BIM模型與設備竣工驗收文件，過

程中以COBie(Construction Operations Building 

Information Exchange)國際竣工交付標準格式確

實紀錄，並經過V3DM系統驗證。在完工前，車

站營運單位提前進入V3DM系統了解未來營運設

施設備，大幅縮短竣工移交營運的摸索時間，

營運階段可接續維護管理使用，開啟公共工程

BIM模型實際營運管理的示範應用。

二、BIM國際標準

2018年底ISO 19650-1 / ISO 19650-2標準

發布，這份以英國PAS 1192系列為基礎改寫的

ISO文件宣示了BIM作業國際標準化，重點放在

共用資料環境(Common Data Environment)與資訊

交付循環(Information Delivery Cycle)的概念，這

對工程營建產業無疑是一項資訊作業的轉型。

台灣世曦基於BIM設計作業的流程與品質管理建

立公司ISO「建築資訊模型建置與應用程序」，

接續在桃園機場第三航站區設計與國際JV團隊

合作採用PAS 1192執行BIM作業。由於BIM作業

是多人、多專業協作的交互過程，非傳統流水

線的生產模式，BIM標準的履行對於管理與產出

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三、未來願景及挑戰

在資訊的時代，工程行業與資訊化的結合

是必然的，近期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

區塊鏈…等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即將從資訊時

代邁入人工智慧時代，BIM技術也將持續演化。

從台灣世曦推動設計4.0的執行經驗來看，我們

慢慢勾勒出未來工程智慧化設計將是以需求參

數、設計行為、專業知識庫、模型資料庫、分

析驗證…等一連串數的據運算的過程，尋求最

佳解決方案。可預見的未來，當人工智慧與深

度學習越來越成熟，終將能簡化或取代設計師

的工作，工程顧問公司將面臨轉型，其核心價

圖15 世曦大樓物管單位應用V3DM設施管理APP現場設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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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仍是以創意為主，以工程專業為出發，對現

況提出檢討與改善，從傳統工程服務產業轉型

為知識服務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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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顧問50週年特刊

摘   要

「試驗」不是政府法令規定的特許行業，設立以試驗為業務範圍的公司，只需向所在地縣市政府申

請公司設定登記，即可開始營運，但是「試驗室」卻是個特殊的產業，試驗室與業主或委託顧客間具有

業務縱向分工的供應鏈性質，而委託試驗結果卻帶有品質監督管理的內涵；無論公共工程或民間建設，

營建試驗室皆以工程品管為主要業務，它不是分包商、不是供應商，然而角色的特殊性更甚於其他試驗

領域，因此營建試驗室的業務發展，除了受工程景氣興衰、政府法令變動等因素影響外，尚與身處之組

織性質及經營發展策略息息相關！對試驗部的營建試驗室而言，後者因素尤甚於前二者。

華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華光)營建試驗室始於中華顧問工程司(以下稱中華顧問)時期，初

始單位設立於民國62年，歷經母公司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母公司)，迄今已近46載光

陰歲月，今逢中華顧問成立50週年，營建試驗室46年歲月應可堪稱元老級單位！鑒古知今，本文試以歷

史軌跡與技術發展等二個面向，回顧華光公司營建試驗室自成立至今的發展史。

從中華顧問、台灣世曦
到華光公司─試驗部
營建試驗室發展憶往
From CECI to NOVA -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s laboratories of Test Department.

關鍵字(Key Words)： 營建試驗室(Construction Materials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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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ST INDUSTRY” is not stipulated by government business regulations, just approv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n get the business right to operate in test industry. In terms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s laboratory which is a 
special industry, the vertical relationship of supply chain always exists in the owner, client and test laboratory. 
However, for the public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private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materials laboratory 
always plays a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role in quality control proced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quality 
control event becomes key business outcomes. Due to the construction materials laboratory is not a subcontractor 
or supplier, it is always as more particular standpoint than other test industry field. The economic circulation and 
government proposal law had an inherent influence on the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benefit of the construction 
materials laboratory, as well as about the team organization and business strategy had to be dominantly 
considered.

Construction Material Laboratories of CECI NOVA Technology Co., Ltd. (NOVA) teamed in the period of China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hina Consultants). The first laboratory was normally established in 1973, and 
experienced 46 years under CECI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ECI). China Consultants is 50th anniversary in this 
year. NOVA Construction Material Laboratory was 46 years old, it may call elder department. Look today in history, 
the content contains the two phases of the 46 years historical trajectory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o review 
of the establishment history of NOVA Construction Material Laboratories.

從中華顧問、台灣世曦
到華光公司─試驗部
營建試驗室發展憶往
From CECI to NOVA -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s laboratories of Test Department.

1

華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華光公司試驗工作群／副總經理／陳裕新 (Chen, Yuxin) 1



中華顧問時期成立的第三個試驗室是位於

高雄的環境檢驗室，成立於民國78年，原隸屬

於水及環境工程部，主要辦理南區水質分析檢

驗。

民國83年9月以前，中華顧問只有這三處分

屬不同單位的試驗室，尚無試驗部門存在；民

國80年代初期正值包含第二高速公路等多項重

大新建工程，工程需要材料試驗與品管人員，

而材料試驗所需的人員條件及品管試驗作業模

式，皆與規設或監造單位不同，因此石中光董

事長核定於民國83年9月1日成立試驗部門，名

為「試驗中心」，將桃園試驗室、大地工程部

之土壤及材料試驗室更名為台北試驗室、水及

環境工程部之環境檢驗室更名為高雄環工試驗

室等三處試驗室，整併為試驗中心初始架構，

以試驗及品管人員的訓練及調派為部門任務，

至此，試驗室方有歸屬部門。

試驗中心成立後，鑒於高雄地區營建工程

亦有品管試驗需求，於民國84年成立營建試驗

室，即為現今的高雄營建試驗室。

二、責任中心制度的影響

民國86年鍾正行董事長實施責任中心制，

各部門的營收應符合公司設定的目標值。

材料試驗因樣品運送及品管關係人會同或

監督需求等因素，除少數項目外，多數業務具

有區域特性，單一試驗室的營運涵蓋範圍有其

侷限，試驗中心以試驗及品管人員的訓練及調

派任務成立，面對責任中心制度，試驗中心未

獲免除其責任，但是既有的三處營建試驗室營

運範圍有限，難以撐持一個部門所需的營收規

模，何況在之前並沒有積極的對外營業，因此

在開拓各地區工程試驗業務以增加營收及擴大

試驗專業範圍等因素下，陸續再成立若干試驗

室。

壹、前言

在民國83年9月以前，中華顧問是沒有試驗

部門的！

華光係母公司依「企業併購法」分割材料

試驗部於民國100年7月1日設立，設立之初沿

用原材料試驗部的一切組織架構，至民國103

年3月修訂公司組織規程，將材料試驗部分割為

現有的試驗一部、試驗二部，合併為試驗工作

群，試驗一部轄管楊梅試驗室、台北試驗室及

其分支之地區或專案試驗室，試驗二部轄管高

雄環工試驗室、高雄營建試驗室及其分支之地

區或專案試驗室；但是試驗室的歷史軌跡是源

自民國62年開始。

貳、歷史軌跡

一、試驗室的成立與試驗中心的誕生

中華顧問時期最早成立的試驗室是位於桃

園大園鄉的桃園試驗室，成立於民國62年，原

隸屬第二土木部係為配合當時中華顧問承辦的

桃園中正機場、中油桃園煉油廠及中壢工業區

等工程的品管檢驗工作而設立，斯時與工務所

共同作業，除此之外，包含軍用機場、中正機

場二期航站大廈工程、航站區土木工程、五股

工業區、長生電廠等工程，亦在桃園試驗室的

服務範圍。

中華顧問時期成立的第二個試驗室是台北

試驗室，成立於民國66年，原名土壤及材料試

驗室，隸屬土壤及基礎工程部(後更名為大地工

程部)，成立宗旨在於協辦規設部門於地質鑽探

之樣品試驗，提供規設部門設計之需，以服務

內部顧客為主，未主動對外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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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開拓新竹科學園區工程品管試驗業務，

及配合當時交通部公路局西濱公路工程計畫，

以桃園試驗室技術轄管設立新竹試驗站，業務

量漸增之後，民國86年1月升格為試驗室。

為開拓台南科學園區工程品管試驗業務，

於民國86年2月成立台南試驗室。

為配合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新建工

程品管工作，且拓展中部地區試驗業務，於民

國88年5月1日成立台中試驗室。

鑒於國內橋梁工程於支承元件、預力系統

及相關金屬材料缺乏試驗單位，無法有效提供

國內橋梁工程品管試驗需求，且為擴大試驗中

心整體專業範圍，不侷限於傳統的混凝土、土

壤及瀝青等材料，在鍾正行董事長的大力支持

與指導下，於民國89年4月1日成立楊梅科技實

驗室，後續於民國91年4月9日更名為楊梅試驗

室。

試驗中心於民國91年3月27日更名為材料試

驗部。

回首持平看歷史，試驗部門的設立初衷係

為整合訓練及調派試驗與品管人員，原無營運

目的，只是在責任中心制度下，為增加營收達

到公司目標值，方才廣設試驗室，部門發展軌

跡在本質上並非因為工程品管試驗有利可圖而

投入市場！斯時，若試驗部門設立任務未因責

任中心而改變，或許不會有母公司分割材料試

驗部設立華光的日後發展。

三、三級品管制度的影響

民國80年代中期，國內開始推動工程三

級品管制度，廣義而言，一級品管為承商自主

品管，二級品管為主辦機關或監造單位的品質

監督，三級品管則為督導機關的品質查核；不

知是否是制度設計者所預期的發展或變化，此

制度的影響之一是讓原本與監造工務所併存且

職務位階相當的材試所位階逐漸下降，如今已

勢微至幾乎不具任何試驗功能，其二是政府機

關試驗單位逐漸裁撤，如今仍保有試驗功能的

公部門試驗室所剩無幾，其三是一級與二級品

管試驗既代表不同意涵，且分別由施工及監督

單位執行，辦理一級與二級品管試驗的單位，

在執行過程是否必須予以嚴格的角色區隔？這

個區隔在字面上看似有其需要，惟在實際執行

層面卻非完全的必然，涉及的因素包含主辦機

關的觀點與信賴度、試驗項目的特殊性及區域

性，與工程所在區域的試驗室資源是否足夠亦

有關聯。但是不諱言，這是限制材料試驗部發

展的最大影響。

試驗室的生存法則在於試驗範圍的廣度及

試驗項目的特殊性，各試驗室成立之後，在公

司資源挹注、工程師先進多年的努力下，至民

國90年代中期已建立具有一定市場優勢的試驗

廣度與項目特殊性，在試驗領域具有相當的話

語權，惟卻是材料試驗部艱辛的開始。

當年的中華顧問及民國96年5月轉投資成

立的母公司，均屬工程技術顧問業，核心業務

在於規劃、設計、監造，試驗並非主要業務，

在三級品管制度推動前，材料試驗部具有特殊

性，營運績效可符合公司目標值，各級長官似

也樂觀其成，但是三級品管制度讓同屬公司的

試驗部門與監造部門在一、二級品管產生角色

疑慮，當材料試驗部試驗廣度越大、試驗項目

越具有特殊性、甚至唯一性，與監造單位業務

的關聯程度便越高，以中華顧問或母公司監造

業務範圍之廣泛，暫不論具有特殊性或唯一性

的試驗項目，試驗服務要完全避開監造業務，

實務上並不容易。在材料試驗部發展羽翼已豐

的情形下，公司雖難以決斷是否存續試驗部

門，但是相較於監造業務是顧問公司業務完整

性的一環，材料試驗部持續發展所需要的人力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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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用及設備投資等資源，雖未完全中斷，實際

上已無法像往日般獲得公司的正常挹注。至

此，材料試驗部陷入發展困境，對試驗業務而

言，公司經營策略的影響遠大於工程市場景氣

的興衰！

四、組織減併與成立子公司

民國98年3月至華光成立前的2年4個月時

間，材料試驗部的發展在公司內受到更多的限

制，諸多可擴大服務範圍的異業合作，眾多的

業務機會，都在此限制下拱手讓予競爭同業，

且部分效應持續影響至今！但是在同仁的努力

下，材料試驗部仍保持不俗的業務績效(如表

1)，可惜的是此時業務績效已經不是公司看待材

料試驗部的視角了！同個時期監造業務高度發

展，中山高五股楊梅段拓寬工程、桃園機場捷

運工程、國道二號拓寬工程等正籌組監造計畫

組織，民國99年初，奉時任營管事業群督導林

文雄副總經理指示，材料試驗部要配合調派各

監造計畫所需的品管人力，營建試驗室再遇是

否可持續營運的挑戰！

試驗作業需要人力執行，需要符合認證規

定，運作模式與監造工作截然不同，當人力減

少到某個程度以下時，試驗室便無法運作；為

了配合監造計畫品管人力，加上材料試驗部在

公司所受到的限制，無奈中自民國98年5月至99

年9月做出了一個決定及一個建議：

(一)  決定向公司報告依序裁撤台南、台

中、桃園、新竹等4處試驗室，同仁

依其個人意願及履歷條件，分別調派

至監造單位或併入台北、楊梅、高雄

營建試驗室，少數同仁已成就退休資

格，尊其意願榮退，材料試驗部僅保

留台北、楊梅及高雄營建等三個認證

規模較大的試驗室繼續營運，營建試

驗室人數自60人降至45人；裁撤作業

至民國98年8月完成。藉此文感謝斯時

被裁撤試驗室同仁的無私配合，更感

謝已榮退、時任營管部吳銘堂協理、

中辦處王潤台協理、高辦處阮振興資

深協理等三位長官，寬容且妥善安排

試驗人員的調派，在材料試驗部最艱

辛的時期，給予最溫暖的支持與指

導。

(二)  但是組織減併並未解除材料試驗部在

公司內的困境，在參酌外界經驗且順

應公司往集團化發展的策略思維下，

民國99年9月向李建中董事長進行業務

報告時，便主動建議將材料試驗部分

割設立子公司，期能區隔角色疑慮！

此建議在當下即獲准，經母公司管理

部、業研部(現為企劃部)及資訊部的鼎

力協助，逐步推動成立華光，成為母

公司第一個子公司，也是母公司迄今

在國內唯一的子公司。

五、華光時期

華光成立於民國100年7月1日，會以工程技

術顧問公司設立，係因為高雄環工試驗室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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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材料試驗部於母公司時期之產值績效

年 度 產值比 獲利目標達成率 盈餘薪資比

96年 2.95 3.60 －

97年 3.06 3.15 －

98年 3.87 6.81 －

99年 4.03 － 1.66

100年6月 4.25 － 2.11



插曲；「試驗」非特許行業，原規劃登記華光

為檢測業，但是材料試驗部尚有高雄環工試驗

室辦理環境監測，其業務形態於投標資格涵蓋

檢測業及顧問業，比重趨近各半，雖然環境監

測業務在公司內基本上並無角色疑慮，惟在籌

設過程中仍奉指示須一併分割設立為子公司，

因此華光形態必須自檢測業轉變為工程技術顧

問業，環境監測業務方能有足夠的市場機會。

這也是華光組織架構裡出現技術部與工務部的

主因，畢竟既為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業務範圍

僅試驗/檢測似過於單薄！然而世事如棋，日後

母公司對於華光在專業培育及發展策略的競合

討論也起因於此。

華光成立後，試驗業務與母公司監造單位

的角色獲得區隔，營建試驗室開始能有自主且

符合市場特性的發展構想，為了開拓各地區及

專案工程的試驗業務，不侷限於區域業務的市

場範圍，陸續有南澳專案試驗室(民國101年6

月)、洲際貨櫃專案試驗室(民國102年5月)、台

南試驗室(民國102年9月)、桃園試驗室(民國103

年6月)及南迴專案試驗室(民國103年12月)的成

立，期以單一窗口完整服務的經營模式，提供

工程業主及顧客在地化的優質試驗服務。

華光的成立為營建試驗室開啟成長的年

代，公司成立之初，營建試驗室人數僅46人，

迄今已達76人(如表2)，高雄環工試驗室亦自

17人增加至28人，藉此文謹再誠摯感謝鄭明源

董事長、管長青董事長、周功台董事長、楊世

琛總經理等長官對試驗部的鼎力支持與悉心指

導，是試驗業務成長的最大助力。

參、技術發展

民國80年代以前，國內試驗單位主要為

政府機關及大學所設立，中華顧問是當時極少

圖1、2 民國100年7月1日華光成立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3
專
題
報
導

No.123│August, 2019│ 309

表2 營建試驗室歷年單位及人數

年 度 營建試驗室單位 人數和

96年12月 台北、楊梅、高雄營建、台中、新竹、桃園、台南 66

97年12月 台北、楊梅、高雄營建、台中、新竹、桃園、台南 68

98年12月 台北、楊梅、高雄營建 45

99年12月 台北、楊梅、高雄營建 46

100年6月 台北、楊梅、高雄營建 46

106年12月
台北、楊梅、高雄營建、台南、桃園、南澳專案、洲際貨櫃專
案、南迴專案

72

108年5月 台北、楊梅、高雄營建、台南、桃園、洲際貨櫃專案 76



數非官方、非學術機構、具有工程技術領導地

位且擁有可對外服務試驗室的單位，在工程品

管試驗的市場需求下，中華顧問試驗室受到工

程業界的極大倚重，其技術憑藉乃工程師前輩

在各大工程歷練中所累積的深厚工程涵養；那

個年代，中華顧問試驗室確實在業界執牛耳地

位！

一、實驗室ISO認證的影響

國內自民國79年開始推動實驗室ISO認證，

先於工研院量測中心成立「中華民國實驗室認

證體系(CNLA)」，續於民國92年9月改制法人，

即如今眾人熟知的「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民國80年代初期，實驗室認證推動

尚在起步階段，新設立及參與認證的試驗室不

多，中華顧問試驗室在業界的地位尚能維繫，

至民國80年中期，在政府機關支持且重視的加

持下，認證推動成長幅度加快，試驗中心亦加

入認證行列，於民國85年由台北試驗室取得第

一張認證證書，惟當時認證項目僅為混凝土、

鋼筋等4個傳統項目，往後3年，雖有增加認證

項目，卻僅止於瀝青混凝土等類別，且不過10

餘個項目，但是此時因大力推動認證，民間試

驗室經認證通過後，在業務市場上可與官方及

學術機構的試驗室平起平坐，出具的試驗報告

獲得業主承認，因此民間試驗室如雨後春筍般

設立，試驗領域出現結構性的市場變化，中華

顧問試驗室未察覺認證對試驗市場的影響，在

短短數年間即漸失工程界非倚重不可的寡佔條

件。

民國87年高鐵興建工程啟動，外籍顧問對

於欲參與高鐵工程品管試驗的試驗單位，初期

的查訪觀察首重認證項目是否足敷工程需求，

而中華顧問試驗室對此並無優勢，在民國80年

代中期之後，試驗中心業務績效並不出色！但

是危機是轉機，壓力是動力，台北試驗室自民

國88年開始積極推動認證，在不到3年的時間裡

將認證項目增加到約50項，認證項目增加也帶

動業務績效的成長。

二、擴大認證廣度

民國80年代後期雖開始積極推動認證，

但是專業範圍仍屬於混凝土、粒料、土壤、鋼

筋、瀝青混凝土類之傳統項目，專業服務廣度

有限，自民國90年代起，甫成立的楊梅試驗室

推動金屬材料、支承元件、預力系統等認證；

高雄營建試驗室與環工試驗室比鄰作業，藉環

工同仁於化學領域的專長，協助在混凝土原材

料物性試驗之外，推動化性分析；至民國96年

5月母公司成立前，僅計算台北、楊梅及高雄營

建等三個主要試驗室的認證項目總和已達238

項，範圍涵蓋主要工程材料及元件，其中多個

項目更是業界中的僅有或少數，至此，材料試

驗部在認證項目的廣度及特殊性可謂重回工程

試驗領域的領先群。

材料試驗部在民國96年至100年6月尚身處

母公司的時期，因推動認證帶動業務成長，績

效表現尚屬不俗(如表1)。

三、發展高階技術

至民國107年，三個主要營建試驗室認證項

目總和已逾320項，對公共工程品管試驗的服務

需求具有極佳的覆蓋率，但是高覆蓋率也讓營

建試驗室面臨挑戰－我們還能發展什麼項目以

維持在試驗領域中不至落後？而且發展策略必

須和既有項目的完整性及工程市場需求等二個

指標結合，方具有經營價值，在此策略下，營

建試驗室選擇了幾個工程市場需要或具有未來

潛力的項目，與學界合作[1]及編列資本支出投

入發展，冀望能帶領試驗業務邁向持續具有競

爭力的下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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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莫忘初心，鞭策自我，面對
挑戰，開創未來

在為文的此刻，華光成立已近8年，營建

試驗室目前在職且具有中華顧問舊制年資的同

仁尚有39位，自母公司時期到職的同仁亦有5位

在職，如今營建試驗室同仁人數已達76位，其

中32位同仁是在華光成立之後方才到職，文末

誠心感謝每位同仁在工作崗位上克盡職責，戮

力從事，讓營建試驗室始終是試驗部的業務支

柱，亦奠定華光業務發展的良好基礎，對於營

建試驗室的發展故事，謹借用民國99年9月時任

營管試驗群督導管長青副總經理給予我們的勉

勵：「身處職場，重要的是真正瞭解自己所處

的市場環境，而且要從中找到自己的生存法則

與生存模式」！

有句話說：「在成長的年代，即使二軍、

三軍都有肉屑可以撿食；在停滯、甚至衰退的

年代，只有最強的一軍才能存活」！謹以「莫

忘初心，鞭策自我，面對挑戰，開創未來」與

試驗工作群全體同仁共勉。

參考文獻

1.  華光與國立成功大學土木系合作之「改質

瀝青混凝土工程性質、產製特性和績效評

估」研發暨產學合作計畫，民國104年11月

至109年12月。

圖5 改質瀝青動態剪切相位角[1]

圖3 預力鋼絞線疲勞負載

圖6 預力系統疲勞載重

圖4 支承元件遲滯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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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

中華顧問50週年特刊

摘   要

臺灣人口密度甚高，在經濟持續發展的過程中，交通系統為必要之重大建設，過去並無相關之法令

規範交通系統所產生之噪音，而每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統計之環保公害陳情受理案件，其中噪音陳情案

件逐年增加，可見噪音問題之重要性；為使交通營運或管理機關應負改善交通噪音之責，確實改善噪音

源，管制生活噪音，噪音管制法歷經多次的修正，加上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之訂定，顯示陸上運

輸系統噪音量測技術以及品質管制至關重要，不正確的量測方式及數據分析，噪音音源判斷錯誤，將導

致結果失真，使營運或管理單位之責任難以釐清。本文主要針對陸上運輸系統噪音防制策略發展進行探

討，及實際執行過程經驗分享。

陸上型運輸系統噪音 
防制與量測技術的 
發展與演進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measurement 
and noise prevention techniques on l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s

關鍵字(Key Words)： 陸上運輸系統(Transportation System)、噪音計(Sound Level Meter)、
均能音量(Equivalent Sound Level)、鐵路噪音(Railway 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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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high density of population in Taiw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is crucial to nation’s maj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re were no related policies 

to regulate the noise generated from the l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 citizen petitions for noise pollution filed b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have been increased year by year. In order to ensur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oise source, government’s transportation related agencies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ies to regulate 

living environment noise resulted from public l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e noise control law has been 

amended several times, and the setting of noise control standards for transportation systems show that noise of 

measurement technology and quality control are essential. Incorrect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data analysis 

will cause distortion of the results and incorrect noise sources. Make it difficult to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operation or management unit of government. This paper is mainly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noise prevention 

strategy for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to share the experience of the actual measureme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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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噪音問題已成為國人生活環境重大污染

類別之一，不但影響生活品質，更可能危害身

體健康，然而陸上運輸系統與生活環境息息相

關，衍生之噪音問題難以避免，自「陸上運輸

系統噪音管制標準」及「陸上運輸系統噪音測

量方法」頒定後，只要受到民眾陳情且經量測

該路段音量超過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

則營運或管理機關將要負起噪音改善之責，故

從民眾陳情到噪音改善計畫據以執行之過程，

均需依照符合法規規定之噪音量測設備及方

法，陸上運輸系統噪音測量結果正確與否，攸

關噪音音源之分析，是否超過管制標準，及營

運或管理機關改善噪音問題之方向。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尚未

公告噪音管制法以前，民眾僅能透過營運或管

理機關自我約束及改善，效果明顯不彰，自噪

音管制法於72年5月13日公布施行後，其間於

81年2月1日、88年12月22日及92年1月8日修正

3次，於97年12月3日修正之噪音管制法，將道

路、鐵路細分為快速道路、高速公路、鐵路及

大眾捷運系統等陸上運輸系統，並增訂該運輸

系統內車輛行駛所發出之聲音音量超過陸上運

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者，營運或管理機關應訂

定改善計畫或補助計畫。

目前環保署於102年9月11日最新公告「陸

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於103年12月8日

公告「陸上運輸系統噪音測量方法」，自104

年3月15日開始實施，開放具有環境檢驗測定

機構許可證之檢驗室，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

證，取得許可之檢驗室，依據「環境檢驗測定

機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進行管理及

查核；然而國內目前取得「陸上運輸系統噪音

測量方法」認證之許可檢驗室僅有6家，各家之

陸上運輸系統噪音量測技術不盡相同，數據分

析及結果判讀亦有不同見解，唯有經驗交流分

享，陸上運輸系統噪音量測技術始能更臻成熟。

貳、噪音測量方法/法規標準

過去道路及軌道系統之噪音量測係採環境

噪音量測方法，對應之法規標準為環境音量標

準，道路系統採均能音量作為管制標準，軌道

系統採小時均能音量作為管制標準，自「陸上

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公告後，則道路系統

採道路系統小時均能音量作為管制標準，軌道

系統採軌道系統小時均能音量及軌道系統平均

最大音量作為管制標準，導入軌道機車車輛事

件數之計算公式。(參見圖1)

目前主要噪音量測方法為環保署公告之環

境噪音量測方法(NIEA P201.96C)、環境低頻噪

音量測方法(NIEA P205.93C)、陸上運輸系統噪

音測量方法(NIEA P206.90B)。相關噪音法規主

要有噪音管制法、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噪音

管制標準(含低頻噪音)、環境音量標準、陸上運

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及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

則等，其中噪音管制法第十四條規定，快速道

路、高速公路、鐵路及大眾捷運系統等陸上運

輸系統內，車輛行駛所發出之聲音，若超過陸

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營運或管理機關應

於限期內訂定該路段噪音改善計畫，於通過審

查後據以執行(參見圖2)。

參、陸上運輸系統噪音量測技術

噪音量測儀器設備款式多樣，除符合「陸

上運輸系統噪音測量方法」所規定之需求外，

測定地點選定、量測條件、儀器設定、結果處

理、品保品管等，皆有一定的規範及程序；陸

上運輸系統噪音大致可分為道路系統及軌道系

統(參考圖3)，若有整體音量包括2個以上交通系

統所產生並合成之音量，則為複合式系統，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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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噪音改善計畫流程

圖1 國內與噪音量測有關之方法與法規標準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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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陸上運輸系統噪音之分類（含動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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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環保署公告之陸上運輸系統噪音檢測方法作

為主要架構下，就陸上運輸系統噪音測定標準

作業程序進行說明：

一、原理及干擾

噪音計大多搭配電容式麥克風，其內部構

造包括一個金屬薄膜與固定背板，金屬薄膜與

背板間留有小間隙，固定於麥克風之外環上。

利用麥克風內之金屬薄膜將聲波轉換成電子訊

號，當聲波衝擊至金屬薄膜時，薄膜產生位

移，薄膜與背板間的電容量改變，電容變化所

產生之電流訊號與聲壓成比例，再經由增幅放

大器將電能轉變至可量測程度，及衰減器控制

音壓位準之讀數範圍，並通過聽感修正回路(頻

率修正權衡電網)來修正人耳對聲音之感覺，及

整流電路將量測噪音中各頻率部份之能量和以

指示值顯示於噪音計上。

陸上運輸系統噪音之干擾包含氣象條件(溫

度、溼度、氣流、氣壓等)、強風、電場、磁

場、振動、大型反射物等之影響，噪音傳播路

徑中，如有實體易產生噪音陰影區，測量時亦

須避免。

二、儀器設備

陸上運輸系統噪音檢測硬體系統，所需使

用之主要儀器設備包含有噪音計、聲音校正器

(參見圖4)、聲音感應器、防風罩、風速計、噪

音計支撐(三腳)架、錄音設備、錄影設備、測

速槍(儀)，其採用之噪音計均符合我國國家標

準(CNS 7129)1型之噪音計或國際電工協會標準

(IEC 61672-1)Class 1噪音計，且量測範圍包含

20 Hz至20 kHz，其可量測之項目包括，Leq(均

能噪音位準)、LE(噪音曝露噪音位準)、Lmax(最

大噪音位準)、Lmin(最小噪音位準)、LN：L5、

L10、L50、L90、L95(時間百分率噪音位準)、

Lp(單一噪音位準)、Lcpeak(C權峰值噪音位準)、

Lpeak(平坦峰值噪音位準)、LAI(衝擊噪音位

準)、LAIeq(衝擊均能噪音位準)。

三、測定程序

噪音量測程序，大致可區分為，量測前

準備工作、監測中執行工作及量測後執行工作

等。各程序流程主要工作內容及事項，分別說

明於表1，實際現場量測狀況參見圖5。

圖4 音源音位校正器基本認識



圖5 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現場量測

圖6 列車噪音事件歷時時間示意圖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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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處理

(一) 道路系統

 道路系統小時均能音量(Leq,1h)指特定

時段內一小時所測得道路系統交通噪音之

能量平均值，計算公式如下：

(二) 軌道系統

 軌道系統小時均能音量(Leq,1h)指特

定時段內一小時所測得軌道系統交通噪音

之能量平均值，若要計算軌道系統小時均

能音量(Leq,1h)須先求得單一列車事件音量

(Lp,T)，而事件音量(Lp,T)須先定義出列車噪

音事件之歷時時間長度(T)。圖6為一完整列

車事件之噪音歷時圖，表示列車事件音量

及其前後背景噪音歷時時間長度之定義。

表1 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監測工作內容

監測前
準備工作

監測中
執行工作

監測後
整理工作

噪音基本原理之認識
各監測儀器之認識

相關法規之蒐集/研讀
監測計畫內容之了解
監測地點現勘與選擇
監測器具之準備/檢查

各量測設備之架設
各量測設備之對時

噪音計使用前之校正
各量測設備之實測

記錄現場音源及狀況
拍照並定時定點查看

噪音計使用後之校驗
檢驗其他相關之器具
測定結果與適用標準
以監測數據製作報告
以品保品管查核報告
符合品保要求即完成



圖8 快速道路噪音量測結果（Leq,1h）

圖7 快速道路噪音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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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陸上運輸系統噪音量測經驗

一、噪音量測實例─道路系統(快速道路)

依照前述之陸上運輸系統噪音測量方法，

分享道路系統噪音量測經驗及結果，量測地點

選定於高雄市大寮區大明街(參見圖7)，鄰近快

速道路附近之2樓、3樓等2處量測交通噪音，交

通噪音量測結果參見圖8。由本次實際量測經驗

可得知，2樓明顯受到一般道路噪音影響，3樓

量測高度所測得之數據，更能呈現快速道路噪

音之結果，依據現場量測數據，初步研判該路

段交通噪音來源主要來自引擎音及車輪與路面

摩擦音兩大部分。

二、噪音量測實例─軌道系統(鐵路)

依照前述之陸上運輸系統噪音測量方法，

分享軌道系統噪音量測經驗及結果，量測地點

選定於宜蘭羅東車站附近之大樓(參見圖9)，鄰

近一般鐵路之3樓及10樓，分析於量測期間通

過路段上行、下行之車種及其事件音量，並就

事件均能音量、最大音量、最大瞬時之噪音頻

譜進行分析，交通噪音量測結果參見圖10、圖

11。此次量測分析之列車種類包括推拉式自強

號、普悠瑪號、太魯閣號、莒光號、區間電聯

車、柴聯自強號及貨物列車等，共186列次有效

事件。



圖9 一般鐵路噪音調查

圖10 一般鐵路噪音量測結果（Leq,1h）

圖11 一般鐵路噪音量測結果（Lmax,mean,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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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超過管制標準之列車噪音頻譜

圖13 列車音源特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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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通過路段之單班列車事件音量最大一秒

噪音頻譜，統計繪製超過管制標準3樓及10樓

兩測點上、下行最大一秒平均噪音頻譜(參見圖

12)，依其圖中主要噪音頻帶分布位置，據以說

明各車型的列車噪音特性。

經初步研判該路段鐵路交通噪音來源主要

來自鋼輪/軌道噪音(輪軌音)，參考過去量測經

驗(參見圖13)，可知「輪軌音」包括鋼輪輻射

音，以及軌枕輻射音；「動力音」包括機車及

客車引擎、發電機、壓縮機所產生噪音源頻率

與機械轉速有關，其噪音傳遞路徑包括由排氣

管、散熱口等開口之氣傳音，與經車身之穿透

音及結構輻射音(參見圖14、圖15)。



圖14 輪軌撞擊音源特性分析

圖15 動力音源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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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果與討論

環保署公告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

後，交通部管轄之陸上運輸系統所產生之交通

噪音，均有被民眾陳情之可能，同時若測量結

果超過管制標準，還須提出噪音改善計畫書或

訂定補助計畫書，再依照改善期程進行改善或

補助。有鑑於此，環境檢測單位所扮演之角色

極為重要，除依照陸上運輸系統噪音測定標準

作業程序進行外，儀器設備定期校正、現場環

境背景噪音干擾、特殊噪音事件發生等，可能

影響噪音量測結果之狀況，需特別注意。

由於陸上運輸系統之噪音來源甚為複雜，

仍需搭配不同之儀器設備，如聲像儀(Acoustic 

Camera)，始能更進一步鑑別音源，以下僅以陸

上運輸系統噪音量測結果、現場監測記錄表、

錄音檔資料等，推斷可能之噪音來源，以供參

考；道路系統噪音之音源，可能來自車輛引擎

音、車輪與路面摩擦音、伸縮縫撞擊音等，軌

道系統噪音之音源，可能來自輪軌撞擊音、引

擎動力音車輪、列車鳴笛音、號誌音等；若量

測過程容易受到反射音干擾及一般道路背景噪

音影響，需慎選測定地點，或進行背景音量之

修正，始能提供正確資訊予噪音改善計畫有關

之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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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

中華顧問50週年特刊

摘   要

橋梁位居陸路運輸之重要樞紐，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目前登錄公路與道路系統之正常使用橋

梁(含箱涵)為27,456座，橋梁管理機關透過定期目視檢測掌握橋梁狀況，以進行後續相關維護作業。我

國自民國76年交通部頒布第一版「公路養護手冊」起，正式邁入橋梁管理制度化之路程，早期各機關

自訂檢測手冊，各有不同之檢測方式及構件劣化評等標準，及至民國92年第二版「公路養護手冊」明定

DER&U檢測法為我國橋梁定期檢測標準，建立兩年至少需一次的橋梁檢測規定。考量法規位階，交通部

遂於民國100年頒布「公路養護規範」取代原有「公路養護手冊」；其後，於民國101年函示地方縣市政

府，檢測作業應建立必要之品質管制、品質保證、外部稽核制度，並於同年底啟動橋梁檢測外部稽核作

業試辦，民國102年正式展開外部稽核作業管控。迄今，我國公路橋梁檢測具備一致且完善的檢測作業

及品質管理制度。

臺灣公路橋梁檢測 
作業之演進與展望
The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Bridge Inspection 
Operation in Taiwan
關鍵字(Key Words)： 橋梁維護管理( Bridge Management)、檢測規範( Inspection Specifications)、

檢測手冊(Inspection Manual)、DER&U檢測法(DER&U Rating Criteria)、
ABCDN檢測法(ABCDN Rating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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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idges occupy an important role for land transportation. The Taiwan Bridge Management System (TBMS) archives 
27,456 in-service bridges, including culverts, in the Taiwan road network system. Bridge agencies could effectively 
manage the conditions of bridge and take contingent countermeasures to response the findings on visual 
inspection. In 1987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MOTC) issued the 1st version official 
Manual for Highway Maintenance in Taiwan and allowed the bridge agencies to establish their own inspection 
manual with different inspection methods and rating criteria on bridge components. In 2003, the updated Manual 
for Highway Maintenance stipulated the official DER&U rating criterion and biennial inspection regulation. In 2011, 
the MOTC enacted the new Highway Maintenance Specifications in order to consider the lawfulness of regulatory 
level for bridge management. Subsequently, the MOTC instructed the local governments to establish a three-level 
appraisal framework on quality control (QC), quality assurance (QA), and third-party audit for bridge management 
and started the pilot third-party audit operation since late 2012. The formal third-party audit operation has been 
well functioned since 2013. So far, Taiwan has a consistent and complete system on the inspection operation and 
quality management for bri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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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興建之橋面板面積長條圖，可知我國自民

國65年以後興建之橋梁總面積開始成長，民國

85至95年這十年間成長幅度最為驚人，共增加

1千7百萬平方公尺。由「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

訊系統」之資料統計，目前臺灣地區公路及道

路系統「正常使用」橋梁(含箱涵)總數為27,456

座，其中公路總局3,680座，高公局2,707座，各

縣市政府及其他機關(內政部及觀光局等)所轄橋

數共計21,069座，如圖2所示。面對數量如此多

的橋梁，管理機關首先需透過目視檢測掌握橋

壹、前言

橋梁對於臺灣地區陸上交通一直扮演重要

的角色，臺灣地形南北狹長且多山多谷，河川

及溪流遍佈，陸路運輸必須仰賴橋梁連結，我

國自民國54年開始經濟快速發展，隨著民國62

年底政府宣布十大建設，高速公路、機場、港

灣等交通建設於雨後春筍般展開。圖1為透過

「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統計出系統內

公路及道路系統橋梁(含箱涵)，自民國40年迄今

圖1 臺灣地區公路及道路橋梁累積興建橋面板面積 (民國108年5月統計)

圖2 臺灣地區正常使用公路及道路橋梁數量分布圖 (民國108年5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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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狀況，再針對不同狀況進行後續處置，例如需

進一步進行儀器檢測、直接發包進行維修、結構

補強、暫時封閉、拆除或改建等，故橋梁檢測作

業實為維護陸路交通安全順暢之重要任務。

貳、臺灣公路橋梁檢測制度演進

一、民國76年至84年

民國76年11月24日，交通部頒布第一版

「公路養護手冊」，可視為我國橋梁檢測制度

化之始。隔年，民國77年，經建會委託國立臺

灣大學進行「臺灣地區橋梁安全之初步研究」

[1]，研究中提出建立重要橋梁設計審查制度、

建立橋梁檢測制度、建立橋梁管理系統、進行

全國橋梁普查、提升橋梁施工技術水準、建立

工程品管體系等重要建議。至民國84年，行政

院責成交通部積極進行各項橋梁安全維護作業

[2]，交通部據此提報「橋梁安全維護工作計

畫」，擬定橋梁維護與管理之短、中、長期做

法，長期工作項目包括建立橋梁管理系統、定

期進行橋梁普查、檢討修訂橋梁作業規範、持

續研發推廣橋梁工程之新工法、新材料及檢測

補強技術等。同年，由國立中央大學橋梁工程

研究中心主辦，公共工程督導會報（現為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交通部科技顧問室、臺

灣省公路局（現為交通部公路總局，以下簡稱

公路總局）、國道高速公路局（以下簡稱高公

局）、臺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現為內政部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以下簡稱住都局）、臺

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鐵路局）及昭淩工程

顧問公司協辦，開辦第一期橋梁檢測維修訓練

班[3]，內容包含橋梁結構損壞模式、橋梁檢測

方法、橋梁養護維修要領、非破壞檢測以及橋

梁管理系統，並有現地檢測實習課程，橋梁檢

測作業逐漸受到重視。

二、民國85年至87年

自民國84年後高公局、公路總局、鐵路

局、住都局、基隆港務局、臺北市政府、臺北

縣政府、臺中縣政府、臺南市政府等單位均配

合交通部之橋梁管理政策，自行委託學術單位

或顧問公司開發所屬之橋梁管理系統，同時，

部份機關也著手編定橋梁檢測手冊，當時國內

並未有統一之橋梁檢測制度及方法，例如高公

局、公路總局所採用之檢測法是從南非引進之

DER&U檢測法[4][5]。市區道路部份，當時的住

都局所採用之檢測法則是從日本引進之ABCDN

檢測法 [6]。

三、民國88年至92年

民國88年3月，中央橋梁技術諮詢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之決議，確認進行開發全國性之橋

梁管理系統，並進行全國橋梁基本資料普查作

業。同年9月21日凌晨一點，臺灣地區發生芮氏

地震規模7.3之強震，震央位於南投縣集集，即

為國人所熟知之921大地震(或稱集集大地震)。

921大地震為車籠埔斷層錯動所引發之內陸淺層

地震，在震央附近的南投縣及臺中縣市造成極

大之災害，共有二十六座橋梁斷裂或嚴重損壞

[7]。當時雖高公局、公路總局及臺中縣政府均

已建立橋梁管理系統，然系統各自獨立，且資

料欄位不統一，交通部難以透過橋梁管理系統

掌握災區橋梁之數量、所在位置，以及是否有

因聯外橋梁中段而造成孤島之區域，因此突顯

全國性橋梁管理系統之重要性。同年11月，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委託國立中央大學橋梁工程研

究中心，進行「臺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日

後更名為「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簡

稱TBMS）之開發，同時，全國橋梁普查作業

也積極展開，並限期於89年底前完成普查[2]。

民國89年底，「臺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正式

上線，供交通部部屬機關及各縣市政府使用，

全國橋梁普查作業之成果亦已輸入在系統中，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3
專
題
報
導

No.123│August, 2019│ 327



除了橋梁基本資料，亦包含定期檢測資料，而

「臺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內之檢測表格為當

時高公局及公路總局所使用之DER&U目視檢測

表，因此，雖然並未有全國統一之明文規範，

但由於交通部部屬機關及各縣市政府均使用

「臺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也促使橋梁檢測

方法的統一。及至民國92年，交通部頒布第二

版之「公路養護手冊」，規定橋梁定期檢測是

採用DER&U目視檢測法，同時規定新橋自完工

後第五年開始要進行定期檢測，之後至少每兩

年要檢測一次[8]，自此，我國有了全國統一之

檢測方法及檢測頻率。

四、民國93年至101年

民國93年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開始實施橋梁

維護管理作業評鑑，之後每年定期辦理評鑑至

今，評鑑辦法會逐年檢討並微幅調整，目的在

於引導受評機關逐步重視橋梁維護管理之各面

向，從橋梁基本資料建立、基本資料完整性、

定期檢測率、維修率以至於更加積極主動之管

理作為。民國97年辛樂克風災造成后豐大橋斷

橋，如圖3所示，民國98年莫拉克風災重創南部

地區，也造成129座橋梁斷橋，如圖4即為其中

一座遭土石流沖斷之六龜大橋。因此，交通部

於民國99年8月2日召開部頒規範公路養護手冊

是否修正事宜會議，結論為部頒技術規範應為

原則性、政策性或訓示性之技術規定，如屬實

際操作面之詳細規定，應由各執行單位制定，

民國92年頒布之「公路養護手冊」其內容多屬

執行細節規定，與規範性質不合，應從部頒技

術規範抽離[9]，遂就原部頒技術規範「公路養

護手冊」內容，提列原則性之技術性規定編訂

「公路養護規範」草案，民國100年9月召開複

審會議，民國101年3月正式頒布，取代「公路

養護手冊」。

五、民國102年迄今

民國101年8月交通部發函指示縣市政府

於橋梁檢測作業中，建立三級品管制度，依交

路字第1015008319號函之內容，「為確保縣

市政府橋梁檢測資料正確性，橋梁檢測作業應

建立必要之品質管制、品質保證、外部稽核制

度。」民國101年底開始進行橋梁檢測外部稽核

試辦作業，民國102年正式展開外部稽核作業，

由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會同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辦理。與此同時，交通部亦展開了第二代

「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簡稱TBMS2)

之建置規劃，由中央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進行

圖3 后豐大橋斷橋 (資料來源：中央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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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包含行動裝置檢測應用程式(簡稱TBMS2 

APP)之開發，橋梁檢測人員需要攜帶平板至

現地使用TBMS2 APP進行檢測，過程中TBMS2 

APP會記錄其檢測路徑及時間，並且無論所檢測

之橋梁構件有無劣化，均需要拍攝照片用以佐

證[10]，系統於民國105年底完成，民國106年

開放橋管機關使用，但因TBMS2之定期檢測需

使用TBMS2 APP，有鑑於各機關委外橋梁檢測

之合約最長為兩年一約，舊合約內容仍要求廠

商使用TBMS，而非TBMS2，故於民國107年1月

1日起公路橋梁才全面使用TBMS2，我國橋梁管

理再次向前邁進一步。

參、臺灣公路橋梁檢測規範及手
冊之演進

民國84年交通部提報「橋梁安全維護工作

計畫」，其中包含檢討修訂橋梁作業規範，民

國85年高公局及住都處發佈了各自之橋梁檢測

手冊，公路總局也於民國86年發佈了混凝土橋

梁檢測手冊，然而如2.2小節所述，當時國內並

未有統一之橋梁檢測制度及方法，高公局及公

路總局手冊中採用DER&U檢測法，而住都局則

採用ABCDN檢測法，至民國92年交通部頒「公

路養護手冊」將橋梁定期檢測法明定為DER&U

後，其後之橋梁檢測規範或手冊均採用DER&U

檢測法，表1為我國公路橋梁相關檢測規範及手

冊列表，以下再分別簡介各規範及手冊。

一、公路橋梁一般目視檢測手冊 (民國85年)

民國85年，由高公局委託昭淩工程顧問公

司編撰「公路橋梁一般目視檢測手冊」，其內

容包含橋梁檢測基本原則、DER&U評估準則、

劣化程度與整體結構安全性與服務性評估、一

般目視檢測項目、各跨結構桿件評估，以及鋼

橋之檢測。在DER&U評估準則部份，詳述了D、

E、R、U值之意義及評分系統，如表2所示；每

座橋需檢測之21項檢測項目，如表3所示；定期

檢測表格採用矩陣式的填列方式，如表4所示。

在劣化評等說明部份，提供了12個範例，說明

在何種情境下D、E、R、U值分別應評為多少；

另外，在劣化程度與整體結構安全性與服務性

評估部分，以表格方式詳列了各構件常見之劣

化現象、不同劣化程度之描述及所對應之D值，

針對劣化現象對整體結構安全性與服務性評估

(即R值)、修復方法和修復急迫性(即U值)，手冊

也提供相關的表格[4]。

圖4 六龜大橋斷裂 (資料來源：中央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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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國公路橋梁相關檢測規範及手冊

NO 文件名稱
頒布年
(民國)

頒布機關
(或單位)

適用橋梁
檢測使用之

評估法
劣化評估

準則

1 公路橋梁一般目視檢測手冊 85 高公局 公路混凝土橋 DER&U 詳細列表

2
混凝土、鋼橋一般檢測手冊及混
凝土、鋼橋特殊檢測概要手冊

85 住都局 公路混凝土及鋼橋 ABCDN 詳細列表

3 混凝土橋梁檢測手冊 86 公路總局 公路混凝土橋 DER&U 詳細列表

4 高速公路養護手冊 91a 高公局 公路橋梁 DER&U
原則性說

明

5 公路養護手冊 92 交通部 公路混凝土及鋼橋 DER&U
原則性說

明

6
公路鋼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
範

97 交通部 公路鋼橋
DER&U
+ABCDN

詳細列表

7 橋梁目視檢測評估手冊(草案) 100
交通部運研

所
鐵/公路混凝土及鋼

橋
DER&U 詳細列表

8 公路養護規範 101b 交通部 公路混凝土及鋼橋 DER&U 無

9 公路養護手冊 102c 公路總局 公路橋梁 DER&U 無

10
公路鋼筋混凝土結構橋梁之檢測
及補強規範

104 交通部 公路混凝土橋
DER&U
+ABCDN

詳細列表

11 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 107 交通部 公路橋梁 DER&U 詳細列表

12 高速公路橋梁目視檢測手冊 107 高公局 公路橋梁 DER&U 詳細列表

a 民國106年7月部份內容修訂

b 民國107年10月部份內容修訂

c 民國108年1月部份條文修訂

表2 DER&U目視檢測法評分系統(民國85年版)

評分 0 1 2 3 4

程度(D) 無此項目 良好 尚可 差 嚴重損害

範圍(E) 無法檢測     ＜  10%   ＜  30%  ＜   60%  ＜

重要性(R) 無法判定重要性 微 小 中 大

急迫性(U) 無法判定急迫性 例行維護 3年內 1年內 緊急處理維修

表3 DER&U目視檢測法檢測項目(民國85年版)

編號 整體檢測項目 編號 逐跨逐墩檢測項目

1 引道路堤 12 橋墩保護設施

2 引道護欄 13 橋墩基礎

3 河道 14 橋墩墩體/帽梁

4 引道護坡 15 支承/支承墊

5 橋台基礎 16 防落設施

6 橋台 17 伸縮縫

7 翼牆/擋土牆 18 主構件（大梁）

8 摩擦層 19 副構件（橫梁）

9 橋面排水設施 20 橋面版

10 緣石及人行道 21 其他

11 橋護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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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公路橋梁一般目視檢測手冊－定期檢測表格

高速公路橋梁一般檢測評估及狀況報告表

橋梁編號：
橋梁名稱：

檢測單位：
檢測員：

高速公路名稱：        中心樁號： 
橋梁地點：              結構型示：
□南向   □北向        橋斜曲角度：

檢測日期：
建造日期：

橋孔數：                 橋梁長度：
橋墩數：                 橋梁淨寬：

檢測項目
評 估 值

檢測項目
評 估 值

檢測項目
評 估 值

D E R D E R D E R

1.引道路堤
N  

5.橋台基礎
N

9.橋面排水設施
S S

2.引道護欄
N

6.橋台
N

10.緣石及人行道
S S

3.河道 7.翼牆/擋土牆
N

11.欄杆及護牆
S

4.引道護坡
N

8.磨擦層 21.其他
S

橋
台
或
橋
墩

12. 橋墩保
護設施

13. 橋墩基
礎

14. 橋墩墩
體

15. 支承/
支承墊

16. 止震塊
/拉桿

17.伸縮縫 橋

孔

號

18.主構件
(大梁)

19.副構件
(橫隔梁)

20.橋面版
、鉸接版

D E R D E R D E R D E R D E R D E R D E R D E R D E R

 

項目 位置 修復項目及工法 單位 急迫性 附註

 

檢測人員意見：

N/A：無此項目 U/I：無法檢測 R/U：無法判定相關重要性 是否進一步檢測？(Y/N)

評估等級 D 範圍 E 對橋梁重要性 R 急迫性 U

N/A     良好     尚可     差 
U/I  局部  全

面
R/U  小                     大         5年內 2年內 

0     1      2      3      4 0 1 2 3 4 0 1 2 3 4    1        2       3        4

嚴重
損壞

緊急處理
搶修

例行
維護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3
專
題
報
導

No.123│August, 2019│ 331



二、混凝土、鋼橋一般檢測手冊及混凝土、

鋼橋特殊檢測概要手冊(民國85年)

民國85年，住都局委託中華顧問工程司

辦理「臺灣省市區橋梁檢測、評估系統工作計

畫第一期作業」，並配合臺灣省市區道路管理

自治條例第三章第十八條之規定，編定混凝

土、鋼橋一般檢測手冊及混凝土、鋼橋特殊檢

測概要手冊。該本手冊共分為兩大部份，其一

為「一般檢測手冊」，採用目視檢測，其二為

「特殊檢測手冊」，詳述各類破壞性及非破壞

性檢測技術之適用範圍、檢測原理、檢測方法

及判定標準。

在「一般檢測手冊」中，將橋梁分為A~H

共8類構件，如表5所示，並將橋梁檢測分為日

常檢查、定期檢查及臨時檢查，其檢測頻率及

應檢查構件如表6所示。各類檢查之劣化評估等

級由A~D共分為4等，再加上N及OK，因此稱為

ABCDN評估法，各等級之描述請詳表7。

ABCDN評估法在檢測表之設計上，是以檢

核單(Checklist)形式供檢測人員填寫，礙於篇

幅，僅摘錄部份如表8所示，表中詳列各構件

之檢查項目，即該構件可能發生之劣化，最後

再針對各個構件進行整體判定，填至綜合評估

表，如表9所示。另外，在「一般檢測手冊」中

對於結構物劣化之判定標準附有詳細之表格及

圖說[6]。

三、混凝土橋梁檢測手冊(民國86年)

民國86年，公路總局委託國立中央大學

橋梁工程研究中心針對全省62座橋梁進行一般

目視檢測，並召集學者編寫相關手冊，其中包

括「混凝土橋梁檢測手冊」，內容為一檢測評

估技術、非破壞性檢測介紹以及橋梁綜合評估

方法。該手冊中一般目視檢測所採用之方法為

表5 橋梁結構物分類及檢查對象表

檢查之結構分類 檢查對象

A.橋面版構件 1.磨耗層2.緣石3.人行道4.中央分隔島5.胸牆6.欄杆7.橋面沉陷

B.上部結構 1.橋面版結構2.主構件3.副構件

C.橋墩 1.帽梁2.墩柱

D.基礎及土壤 1.基礎2.河道沖刷、侵蝕、沉積3.地形斜坡4.土壤液化5.保護設施

E.橋台及引道 1.橋台2.背牆3.翼牆4.引道5.保護設施

F.支承 1.支承及其周邊2.阻尼裝置3.防止落牆措施

G.伸縮縫 1.伸縮縫裝置

H.其他附屬設施
1.標誌、標線2.標誌架及照明設施3.隔音牆4.維修走道5.排水設施
6.其他設施

表6 檢查種類及檢查頻率表

檢查之結構分類 日常檢查 日常檢查頻率 定期檢查 定期檢查頻率 臨時檢查

A.橋面版構件  1次/1~4週 

1次/半年

災

害

發

生

或

必

要

時

B.上部結構 

C.橋墩 

D.基礎及土壤 

E.橋台及引道 

F.支承 

G.伸縮縫  1次/1~4週 

H.其他附屬設施  1次/1~4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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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ABCDN檢測法評分準則

判定等級 狀況

A 損傷輕微，需作重點檢查

B 有損傷，需進行監視，必要時視狀況補修。

C 損傷顯著，變形持續進行，功能可能降低必需加以補修。

D
損傷顯著，有重大變形及結構物功能降低，為確保交通之安全順暢，或避免對第三者造成障
礙，必須採取緊急補修。

N 無此項目或無法判斷結構物之損傷狀況。

OK 上述以外之場合。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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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混凝土、鋼橋一般檢測手冊－定期檢查表

A0. 橋面版構件：

分類整體評斷： □A □B □C □D= □N □O.K.

照片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查對象及檢查項目 判定 說明 相片編號

01

磨耗層 □A □B □C □D □N □O.K.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裂縫、車轍、表面凹凸 □A □B □C □D □N □O.K.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剝離、坑洞 □A □B □C □D □N □O.K.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其他損傷 □A □B □C □D □N □O.K.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02

緣石 □A □B □C □D □N □O.K.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混凝土裂縫 □A □B □C □D □N □O.K.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混凝土剝落 □A □B □C □D □N □O.K.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其他損傷 □A □B □C □D □N □O.K.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03

人行道 □A □B □C □D □N □O.K.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混凝土裂縫 □A □B □C □D □N □O.K.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混凝土剝落 □A □B □C □D □N □O.K.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鋼結構銹蝕 □A □B □C □D □N □O.K.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鋼筋外露、銹蝕 □A □B □C □D □N □O.K.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其他損傷 □A □B □C □D □N □O.K.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A：損傷輕微，需做重新檢查。     B：有損傷，需進行監視。       C：損傷顯著，變形持續進行，必須加以修補。
D：損傷顯著，必須緊急修補。     N：無此項目或無法判斷結構物損傷情形。 O.K.：上述以外之場合。

檢查日期：__________
檢查人員：__________

表9 混凝土、鋼橋一般檢測手冊－綜合評估表

檢查結構物分類 分類整體判定 說明

A0. 橋面版構件

B0. 上部結構（混凝土）

B0. 上部結構（鋼結構）

C0. 橋墩（混凝土）

C0. 橋墩（鋼結構）



DER&U目視檢測評估法，D、E、R、U值之意義

及評分系統、21項檢測項目、定期檢測表格及

裂化評估準則均與高公局之「公路橋梁一般目

視檢測手冊」相同[5]。

四、高速公路養護手冊(民國91年)

高公局於民國91年訂定「高速公路養護

手冊」，供轄下各養護單位依循，該手冊歷經

兩次修訂，第一次為民國100年2月，第二次為

民國106年7月，手冊之內容不僅限於橋梁，亦

包含鋪面、路基、邊坡、排水設施、隧道、護

欄、標誌、標線、照明及防眩設施、建築物、

交控設施、電力設備、機電設備、路容景觀、

養護設備、路權管理、交通事故處理及安全衛

生等。其中針對橋梁檢測部份，定期檢測表格

與表4相同，同樣採用DER&U目視檢測評估法，

其附錄中含「橋梁檢測要領」，提供橋梁各構

件之檢測要領、常見之裂化發生位置、但並未

提供劣化現象對應之D、E、R、U評估值之參考

表格[11]。

五、公路養護手冊(民國92年)

民國92年3月，交通部頒布第二版之「公

路養護手冊」，第一版為民國76年頒布，由於

原有之養護規定已不符合實際需求，交通部於

民國90年指定公路總局辦理修訂作業，歷時兩

年完成修訂，其中第五章為橋梁，明定橋梁檢

測分為經常巡查、定期檢測及特別檢測，同時

明確提到「橋梁檢測結果採用DER&U方式評定

之，本評估方法具有(1)簡化檢測工作(2)強調缺

陷對橋梁整體重要性之影響(3)簡化電腦資料輸

入等優點。」手冊中述明了D、E、R、U值之意

義及評分系統(同表2)，以及每座橋需檢測之21

項檢測項目，其附錄中亦提供定期檢測表格，與

表4非常類似，僅部份欄位如公路編號、橋梁名

稱、檢測單位、檢測人員等之排版略有不同，各

構件及DER組成之矩陣式表格部份均相同[12]。

由於原臺灣省住都局已併入內政部營建

署，營建署並未頒布相關之橋梁檢測規範或手

冊，加上各縣市政府除了負責維護市區道路，

尚包含公路系統之縣道及鄉道，故各縣市政府

亦依循交通部頒之「公路養護手冊」規定進行

管理維護作業，因此民國92年第二版「公路養

護手冊」頒布以後，高公局、公路總局及各縣

市政府均依此手冊規定進行橋梁檢測。

六、公路鋼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民國

97年)

民國97年12月，交通部頒布「公路鋼結

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此為交通部首次

單獨針對鋼結構橋梁所制定之規範，規範所定

義之鋼橋，係主構件(通常指大梁)為鋼構造之

橋梁，橋墩及橋面板等構件材質仍可能為混凝

土，因此規範中除提供鋼構件之檢測要領及劣

化程度評估表，亦提供混凝土構件之檢測要領

及劣化程度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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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結構物分類 分類整體判定 說明

D0. 基礎及土壤

E0. 橋台及引道

F0. 支承

G0. 伸縮縫

H0. 其他附屬設施

A：損傷輕微，需做重新檢查。     B：有損傷，需進行監視。       C：損傷顯著，變形持續進行，必須加以修補。
D：損傷顯著，必須緊急修補。     N：無此項目或無法判斷結構物損傷情形。 O.K.：上述以外之場合。

檢查日期：__________
檢查人員：__________



該規範之檢測部分係以交通部92年頒布之

「公路養護手冊」、住都局之「混凝土、鋼橋

一般檢測手冊」、「混凝土、鋼橋特殊檢測概

要手冊」及高公局之「公路橋梁一般目視檢測

手冊」為藍本，其中定期檢測以DER&U目視檢

測評估法為基本架構，但劣化評估則參考3.2小

節中住都局「混凝土、鋼橋一般檢測手冊」的

ABCDN評估法之標準。檢測表格部份，該規範

針對橋梁各項構件提供了詳細的檢查表，如表

10所示(礙於篇幅僅摘錄橋墩墩體構件)，以使現

場檢測人員可具體明確了解所應檢查的項目與

重點，同時對於檢測項目可做較標準化及一致

性的規定，避免遺漏部分檢查項目或流於主觀

意識。表10之各別項目評定完成後，需再將結

果彙整填入公路鋼結構橋梁檢測狀況評估表(與

表4類似)[13]。

七、 橋梁目視檢測評估手冊(草案)(民國 

100年)

民國100年，交通部運研所發佈了「橋梁目

視檢測評估手冊(草案)」，以高公局之「公路橋

梁一般目視檢測手冊」及公路總局之「混凝土

橋梁檢測手冊」為基礎，重新檢討其內容、增

加劣化評估判定參考範例，更新及增加構件各

類型之劣化照片，並納入特殊橋梁、鐵路橋梁

相關構件，擴大該手冊之適用範圍，提供國內

車行(火車及汽機車)橋梁進行目視檢測評估時之

標準，使橋梁管理機關及單位之人員有明確之

依據。

表10 公路鋼結構橋梁定期檢測表_橋墩墩體構件(民國97年版)

路線：______________樁號：______________ 橋名：______________
橋台或橋墩號：_______

項
次

檢測項目
細項判定及其說明 照片

編號

綜合判定及其說明

D E 說明 D E 說明

14

橋墩墩體
(混凝土)

混凝土裂縫

混凝土剝落

混凝土蜂窩

混凝土空洞

鋼筋、鋼腱或錨定部位外露、銹蝕

滲水、游離石灰

構件彎曲、變形

墩柱傾斜、沉陷

阻水面積比與河川流向

其他損傷

橋墩墩體
(鋼結構)

構件損傷(裂縫、彎曲、變形)

銲接處損傷

螺栓損傷、欠缺及鬆動

生銹及腐蝕

油漆銹蝕

油漆剝落

油漆龜裂

油漆白華化

積水或漏水

墩柱傾斜、沉陷

阻水面積比與河川流向

其他損傷

檢查日期：                                                                      檢查人員：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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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各類型特殊橋梁增加(替換)之檢測構件(民國100年版)

橋梁結構型式 增加(替換)檢測構件

斜張橋、脊背橋 橋塔、鋼纜系統、錨碇裝置

拱橋 拱圈、橫桿、吊桿/立柱/拱肩牆

桁架橋 上下弦桿、豎桿、橫桿、斜桿

π型橋 將檢測項目「橋墩墩體/帽梁」替換成「斜撐」

註：
1. 拱圈一般亦稱為拱梁或拱肋，橫桿亦稱為橫梁。
2. 拱肩牆為拱圈與橋面板間，以鋼筋混凝土牆或石材建造之牆面，一般常見於上承式拱橋中，此時則無吊桿
及立柱等構件。
3. 拱橋若採用吊索構件，則鋼纜之錨碇裝置同斜張橋方式，歸類至「主構件」及「拱圈」進行評估。

該手冊採用DER&U目視檢測評估法，檢測

項目則依橋梁類型而有所區別，車行用梁式橋

之檢測項目同表3所列之21項，鐵路用梁式橋

之檢測項目共有20項，較公路橋增加「擋碴牆

/無道碴道床」、「人行道板」及「避車台」項

目，少了「引道護欄」、「引道護坡」、「摩擦

層」及「緣石及人行道」項目。特殊結構橋梁則

會增加或替換部分檢測構件，如表11所示。

手冊中對於劣化程度(即D值)判定有詳盡說

明，並分成公路橋、鐵路橋及特殊橋梁構件，

就每一劣化現象的劣化程度由輕微到嚴重逐項

列表說明；針對劣化現象對整體結構安全性與

服務性評估(即R值)、修復方法和修復急迫性(即

U值)，手冊亦提供詳盡說明，並逐項列表[14]。

八、公路養護規範(民國101年)

有鑑於民國92年頒布之「公路養護手冊」

已相對老舊，其內容多屬執行細節規定，與規

範性質不合，其應從部頒技術規範抽離。因

此，交通部於民國99年8月10日函請規範草案之

研擬單位公路總局，就原部頒技術規範「公路

養護手冊」內容，提列原則性之技術性規定編

訂「公路養護規範」草案，再經資深專家學者

組成複審委員會詳細討論後定案，於民國101年

3月頒布「公路養護規範」，取代原有之「公路

養護手冊」[9]。

「公路養護規範」中第五章為橋梁，規

定公路養護單位應依規定辦理橋梁巡查，並應

進一步進行定期檢測及特別檢測，並明確提到

「一般橋梁之檢測結果採用DER&U方式評定

之。」但規範中未訂定定期檢測之相關表格及

評估準則，而將檢測表格及相關之評估準則等

細節部份，交由公路養護管理機關依其橋梁特

性於機關內之養護手冊內訂定之。

九、公路養護手冊(民國102年)

公路總局依交通部民國99年8月2日召開之

「公路養護手冊規範研商會議」結論，檢視組

織規模及人力狀況，擬訂「交通部公路總局省

道公路養護手冊」，以落實公路養護權責。該

手冊於民國102年11月正式頒布，經多次修訂，

最新版本為108年1月發佈，手冊共有15章，其

中第五章為橋梁，內容包含橋梁損壞態樣、檢

測類別及方法、檢測評估、養護維修補強工法

等。手冊中特別針對公路總局所養護之橋梁特

性，將橋梁分為A~F類，其中，A類為養護重點

監控橋梁、B類為基礎有輕微裸露或基礎不明尚

未完成非破壞探測橋梁、C類為震度5級易受輕

微損壞之橋梁、D類為公路防災一級監控橋梁、

E類為尚未完成耐震評估補強之橋梁、F類為

上一年度汛期前檢測橋梁狀況指標及優選指標

最低前三名之橋梁。手冊中採用之檢測方法、

DER&U值之意義及評分系統、每座橋需檢測之

項目、定期檢測表格，都與民國85年公路橋梁

一般目視檢測手冊相同，僅定期檢測表格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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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欄位如橋梁名稱、橋梁編號、檢測單位、檢

測員等基本資料欄位之排版略有不同，但該手

冊並未提供劣化現象對應D、E、R、U值之評等

表[15]。

十、公路鋼筋混凝土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

規範(民國104年)

交通部於民國100年底責成高公局辦理

「公路鋼筋混凝土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

範」草案研究計畫，並於民國104年1月正式頒

布。該規範之檢測部分係以交通部頒之「公路

鋼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公路養護

規範」、「橋基保護工設計規範」、住都局之

「混凝土、鋼橋一般檢測手冊」、「混凝土、

鋼橋特殊檢測概要手冊」、高公局之「公路橋

梁一般目視檢測手冊」與日本國土交通省「橋

梁定期点検要領(案)」為藍本，其中定期檢測以

DER&U目視檢測評估法為基本架構，劣化評估

則參考住都局「混凝土、鋼橋一般檢測手冊」

的ABCDN評估法之標準與日本國土交通省「橋

梁定期点検要領(案)」，將其判定構件損傷情況

之標準融入DER&U中[16]。

檢測表格部份，該規範針對橋梁各項構件

提供了詳細的檢查表，基本上與「公路鋼結構

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之表格相同，但僅提

供混凝土部份之檢測項目。各別項目評定完成

後，需再將結果彙整填入公路鋼筋混凝土結構

橋梁檢測狀況評估表，與民國104年以前之各規

範及手冊之DER&U檢測表相較，過去之檢測表

中U值僅需填寫在維修項目及工法後，但「公路

鋼筋混凝土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之檢

測表則將U值也加入矩陣表中，即針對各檢測項

目除了要評定D、E及R值外，U也成了必要的評

定值[16]。

十一、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民國107年)

民國104年「公路鋼筋混凝土結構橋梁之檢

測及補強規範」頒布後，同一時間共有三本交

通部頒公路養護類技術規範，作為公路橋梁檢

測作業一致性之依循參考，分別為「公路鋼結

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公路鋼筋混凝

土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及「公路養護

規範」，然此三本規範對於橋梁檢測頻率、評

估及維修補強等卻有不一致處，又因「公路鋼

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訂頒至民國106年

已屆十年，為期規範條文內容能配合橋梁檢測

各項技術發展，與時俱進，並切實符合公路橋

梁檢測實務所需，交通部於民國106年責成高公

局就「公路鋼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進

行檢討修訂，同時，為避免混凝土及鋼結構橋

梁兩本規範相互抵觸競合，經交通部同意，擴

大檢討修訂範圍至「公路鋼筋混凝土結構橋梁

之檢測及補強規範」，將兩本規範合併為「公

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單一規範。

「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草案於民國

107年4月提報交通部，交通部委請財團法人中

華顧問工程司以公益協作方式擔任複審作業單

位，經十次審查會議，詳細反覆討論琢磨後始

告定稿，並於民國107年10月底正式頒布。複審

作業亦同時協助交通部修訂「公路養護規範」

第五章「橋梁」部分條文規定，以使「公路養

護規範」與「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之規

定一致。[17]

該規範之修定原則是依交通部99年8月2日

召開之「部頒規範公路養護手冊是否修正事宜

會議」結論，部頒技術規範應為原則性、政策

性或訓示性之技術規定，如屬實際操作面之詳

細規定，應由各執行單位訂定。因此規範主文

採原則性規定方式撰寫；執行細節由各公路養

護管理機關於其養護手冊、檢測手冊內另行規

定，其作業標準以不低於本規範主文規定為原

則。規範以交通部頒布之「公路鋼結構橋梁之

檢測及補強規範」、「公路鋼筋混凝土結構橋

經典五十‧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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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公路養護規範」、

「橋基保護工設計規範」、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公路橋梁一般目視檢測手冊」、南非科學暨

工業研究委員會「橋梁目視評定手冊」(CSIR-

Visual Assessment Manual for Bridges)為參考

藍本，並配合現行交通部之橋梁管理系統相關

作業手冊訂定。其中定期檢測所採用之方法為

DER&U目視檢測評估法，針對D、E、R、U值之

意義及評分系統與過往之規範及手冊有些許調

整，如表12所示，包含(1)U填1由「例行維護」

改為「例行養護」、(2)U填2由「3年內維護」

改為「3年內維護或持續追蹤」、(3)U填4由

「緊急處理維護」改為「緊急處置」以及(4)E填

0加註「為此構件裂化範圍無法直接目視評等，

如地面下之橋台基礎或橋墩基礎等構件」，符

合養護單位實務上之作為。

規範解說中對D、E、R、U值之判定有逐項

列表說明，但解說之目的為輔助檢測相關作業

人員了解主文涵義，屬參考性質不具強制性，

因此如劣化類型、評等及損傷示意圖等均僅供

參考，公路養護管理機關得於其養護手冊或橋

梁檢測手冊中提供更詳盡之判定說明及參考圖

說。民國107版規範解說中之劣化評等表格，與

過往之規範相較，具有以下幾項特點：(1)劣化

程度評等標準採用定性化描述、(2)將D、R及U

值之評等整合在同一表格中，方便檢測人員查

閱，及(3)當D、R及U值均為4時，以粗框線及粗

體字強調最嚴重之劣化情形。但礙於篇幅，僅

摘錄部份如表13所示。

十二、高速公路橋梁目視檢測手冊(民國107年)

配合部頒技術規範應為原則性、政策性或

表12 橋梁定期檢測評等準則

0 1 2 3 4

D 無此項目 良好 尚可 差 嚴重損壞

E 無法檢測* 10%以下 10%～30% 30%～60% 60%以上

R 無法判定重要性 微 小 中 大

U 無法判定急迫性 例行養護 3年內維護或持續追蹤 1年內維護 緊急處置

*E=0，為此構件裂化範圍無法直接目視評等，如地面下之橋台基礎或橋墩基礎等構件。

表13 橋墩/帽梁劣化評等(RC)

劣化類型 劣化狀況 D值 R值 U值

混凝土結構裂縫

細微裂縫，沒有滲水或鋼筋銹蝕現象。 2 2 2

細微裂縫，但有滲水或鋼筋銹蝕現象。
明顯裂縫，但沒有滲水或鋼筋銹蝕現象。

3 2 2-3

明顯裂縫，但有滲水或鋼筋銹蝕現象。
嚴重裂縫。

4 3-4 3-4

混凝土剝落、破碎、
鋼筋外露、銹蝕

混凝土剝落或破碎，鋼筋未外露或輕微外露。 2 1-2 1-2

混凝土剝落或破碎，鋼筋明顯外露。 3 3 3

大面積剝落、破碎或鋼筋嚴重腐蝕。 4 3-4 3-4

滲水、白華
滲水及白華。 2 1-2 1-2

滲水及白華且銹水流出。 3 2-3 2-3

墩柱傾斜、沉陷

墩柱輕微傾斜或沉陷，尚不影響行車安全。 2 2 2

橋面與欄杆有分離、下陷，恐影響行車安全。 3 2-3 2-3

傾斜或沉陷異常，嚴重影響行車安全。 4 4 4

其他損傷
不影響行車安全的瑕疵。 2 1-2 1-2

影響行車安全或造成第三者障礙。 4 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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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主梁(混凝土橋梁)損傷劣化案例

劣化類型 混凝土結構裂縫 混凝土剝落、鋼筋、鋼腱或錨碇外露、銹蝕

D=2

劣化描述與評等

DER & U
D E R U

DER & U
D E R U

2 1 2 2 2 2 2 2

細微裂縫，沒有滲水或鋼筋銹蝕現象。
對箱型梁結構影響程度輕微。

主梁混凝土剝落，鋼筋輕微外露。

D=3

劣化描述與評等

DER & U
D E R U

DER & U
D E R U

3 2 2 3 3 2 3 3

梁側水平裂縫、細微裂縫，且有滲水或鋼筋
銹蝕現象，有持續惡化可能。對結構影響程
度較小。

梁底混凝土剝落或破碎，鋼筋明顯外露。
對結構影響程度中等。

訓示性之技術規定，高公局於民國107年11月

訂定「高速公路橋梁目視檢測手冊」，以不低

於部頒規範主文規定為原則，增加實際操作性

說明、劣化照片及評等供橋梁檢測人員參考依

循。該手冊適用高速公路混凝土結構及鋼結構

橋梁，以及斜張橋、脊背橋及複合梁橋之目視

檢測，所採用之檢測方法為DER&U目視檢測評

估法，針對D、E、R、U值之意義及評分系統

同民國107年交通部頒「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

規範」，手冊中亦提供詳細之各構件劣化評等

表，基本上與「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之

表格相同，僅有小部份調整。手冊中提供大量

之構件損傷案例，以照片搭配劣化描述與D、

E、R、U值評等，礙於篇幅，僅摘錄部份如表

14所示，為橋梁檢測人員提供明瞭且詳細之參

考資料，同時對於新進之人員亦為良好之教材

[18]。

肆、未來展望

隨著臺灣地區橋梁數量及橋面板面積逐年

增加，平均橋齡亦不斷攀升，橋梁檢測作業必

須投入更多人力及資源，交通部頒之檢測規範

及各橋梁管理機關之檢測手冊均以實務可操作

為原則進行修訂，目前高公局及公路總局都有

自訂的手冊，也期望各縣市政府亦能有相關之

手冊，或許日後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邀集六都

市政府共同研議適用於縣市政府之橋梁檢測手

冊，在不低於交通部頒規範標準之前提下詳述

各項檢測頻率、檢測方法及劣化評估標準。

此外，臺灣地區橋梁應落實分級分類管

理，在現有資源有限之情況下，需要將人力及

預算作有效分配。臺灣地區有相當多版橋或單

跨之梁式橋，這類橋梁損壞之風險通常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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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壞後修復之時間及經費亦較低，與有河床沖

刷問題之重要跨河橋相比，後者需投入更多資

源。因此橋梁管理機關應將所轄橋梁依其重要

性及劣化狀態予以分級，按「公路橋梁檢測及

補強規範」，橋梁定期檢測間隔最長不超過4

年，然目前各橋梁管理機關均依照2年一次之頻

率進行定期檢測，未來應可於機關自訂之檢測

手冊中研議將部份橋梁之檢測頻率拉長至3年或

4年檢測一次。

除了檢測作業制度面的完善，隨著科技

的發展，檢測工具的提升將日趨多元，過去對

於步行難以到達之處，只能依賴檢測人員透過

攀爬或搭乘橋檢車之方式進行檢測，現階段已

可使用多旋翼無人飛行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進行影像拍攝，如圖5所示，再由

檢測人員進行判釋，惟目前仍有續航力不足、

抗風能力不足、失控墜落之風險、影像解析度

有限、橋下光線不足、橋下無GPS訊號、逆光拍

攝等不利因素有待克服，但就目前世界各國在

UAV等各項技術上的發展速度，相信不久的將來

會有更適合橋梁檢測之產品問世。

結  語

橋梁檢測作業逐年受到重視，並從學術界

開始擴展至政府及產業界，早年「臺灣地區橋

梁安全之初步研究」中提出的相關建議，例如

建立橋梁檢測制度、建立橋梁管理系統、進行

全國橋梁普查等，如今都已逐一落實。發展過

程中，交通部及運輸研究所扮演了相當重要的

角色，交通部透過規範之頒布，引導各橋梁管

理機關將橋梁檢測制度化，從明定橋梁至少每

兩年要進行一次定期檢測、採用DER&U目視檢

測法、提供統一之劣化評等標準及參考表格，

最後將部頒技術規範回歸到原則性、政策性或

訓示性之定位，而各橋梁管理機關也據此自訂

更詳細且符合實務操作之檢測手冊，使得我國

橋梁檢測制度已相當健全。運輸研究所則透過

技術性之支援，使各橋梁管理機關能將制度落

實，例如建立全國性之橋梁管理系統並無償提

供各橋梁管理機關使用、完成全國橋梁普查、

辦理橋梁檢測人員訓練、實施橋梁維護管理作

業評鑑、執行橋梁檢測外部稽核，以及攜手學

術界及產業界研發橋梁檢測工具，例如車載式

檢測手臂、自動飛行UAV、長桿水下檢測工具及

搭配行動裝置之橋梁檢測應用程式等，對於第

一線之橋梁檢測單位及檢測廠商帶來相當大之

助益，也期許隨著政府持續重視橋梁維護管理

作業，能投入更多資源，如檢測預算及人力培

訓，使臺灣地區2萬7千餘座橋梁得到良好之管

養，保障所有用路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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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利用UAV進行橋梁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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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

中華顧問50週年特刊

摘   要

智慧交通系統的布建範圍十分寬廣，依交通部「智慧交通系統發展建設計畫」分為六大項：智慧交

通安全、運輸走廊雍塞改善、偏鄉交通便捷、運輸資源整合共享、車聯網科技應用以及智慧運輸科技與

基礎研發，在這六大項中，影像辨識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透過深度學習，使電腦擁有與人類媲美的影

像辨識能力，用來輔助汽車行駛、車流控制和設施維護，甚至用在自動駕駛車上。本文將分別描述電腦

怎麼辦到影像辨識、影像辨識與深度學習的關係、影像辨識在現今交通上的應用以及未來影像辨識在智

慧交通系統中會是什麼樣子。

影像辨識與深度學習
在智慧交通系統的現
況與未來展望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Image 
Recognition and Deep Learning i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

關鍵字(Key Words)： 影像辨識(Image Recognition)、機械學習(Machine Learning)、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智慧交通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自駕車(Self-
driving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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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ope of the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 is very large. It is divided into six major items according 

to the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and Design”, which is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R.O.C.: (1) improving safety of transportation through ITS, (2) corridor 

congestion improvement, (3) rural transportation improvement, (4) transportation integr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5) internet of vehicles (IoV) application, and (6)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mage recognition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se six items. Through deep learning, the machine has the 

image recognition capability comparable to human beings. It is used to assist car driving, traffic control, facility 

maintenance, and autonomous vehicles. This article will describe how the computers do image recogn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e recognition and deep lea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image recognition in today's 

transportation, and what the image recognition will look like in future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

1

中華顧問工程司 

智慧運輸技術中心／專案計畫研究員／詹博帆 (Chan, Po-F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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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影像辨識與深度學習

一、電腦如何更聰明地辨識影像

電腦是把一張圖視為一個矩陣，矩陣中

的每個方格我們稱作像素(pixel)，我們使用一

個byte(8 bits)儲存該方格的色彩訊息(0~255)，

如果是一張灰階圖，一張圖等於一個矩陣，如

果是彩色圖，一張圖有三個矩陣，分別是紅色

(r)、綠色(g)、及藍色(b)矩陣。簡而言之，對

電腦來說，影像處理就是矩陣運算。簡單的影

像處理如辨識點、線、或圓等基本幾何圖形，

使用簡單的矩陣運算就可以達到效果。複雜的

影像處理如人臉辨識、花朵辨識、或車牌辨識

等，在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與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發展起來後，才開始蓬勃發展。

人類的學習方式是透過經驗累積，如小

時候大人告訴我們這是「火車」，我們下次看

到捷運時說它是「火車」，大人就會糾正我們

火車沒有什麼特徵，應該是有什麼樣的特徵。

我們就不斷修正自己的判斷式，直到可以準確

辨識出「火車」。有了電腦，我們想要教會電

腦認識火車，傳統的作法是透過程式語言，把

一個個跟「火車」有關的規則都寫進去，像是

有幾個門、門的位置、車廂長度及車廂色彩等

等，這樣的規則可能要數百條，才有辦法在辨

識特定火車種類時達到一定的準確率。而且一

旦出現新型火車或撞成奇形怪狀的火車，這個

規則可能又要重新撰寫。有沒有辦法讓電腦像

人類一樣，透過經驗自己學會怎麼辨識「火

車」呢？這個方法就是機器學習。我們給電腦

「看」非常大量的火車照片，包含各種類型的

火車以及撞成奇形怪狀的火車，讓電腦(機器)自

己產生一個判定「火車」的模型(學習)，以後看

到新火車時，丟入這個模型中，就可以判斷是

否為「火車」。

實作方面可說是化繁為簡，因為我們已

經不用像從前一樣需要將「火車」的特徵全部

轉換成程式碼，電腦才會判斷他是「火車」，

我們只需要把各種火車的照片分別放在資料夾

中，讓電腦自己去認識他，這樣就行了，如圖1

所示。所以只要一套演算法，就可以達成辨識

各種東西，這就是機器學習運用在影像辨識厲

害的地方。這個概念主要由李飛飛等人提出，

她與普林斯頓大學的李凱教授於2007年開始

ImageNet專案，用大量圖片教導電腦辨別物品，

一共聘請了來自167個國家，約5萬個工作者，

來協助分類處理並標示將近10億幅影像，現在

圖1 機器學習與應用到影像辨識示意圖，以「火車」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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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ImageNet已經是個公開的資料庫，免費提供給

全世界的研究單位進行機器學習的開發。

二、與人類媲美的影像辨識水準

機器學習是達到人工智慧的方法，深度

學習是執行機器學習的技術，示意圖如圖2，

深度學習的另一面就是廣度學習，因為廣度學

習容易造成結果發散，所以現今以深度學習為

主流。讓我們回到「火車」的例子，電腦視覺

辨識火車，當遇到火車高速行駛、大雨、或一

部分被物體遮掩時，會造成無法辨識或辨識錯

誤，這樣的情形使得機器學習還達不到媲美人

類的辨識水準。原因是因為電腦看得不夠多，

它需要看到成千上萬，甚至數以百萬計的圖

像，藉此掌握各種實際狀況，讓它幾乎每次都

能得到正確答案。

從 早 期 的 機 器 學 習 延 伸 出 類 神 經 網 路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已經有幾十年的歷

史。我們將對大腦生物學中神經元相互連接的

理解，發展成神經網路的靈感，建構出類神經

網路。在生物大腦中的神經元，可以在一定的

物理距離內連接其它神經元，呈現一個完整且

複雜的網狀結構；類神經網路神經元則不同，

每個神經元有它專屬的分層，如圖3(A)所示。例

如將圖像切成一堆碎片，先送入第一層分析圖

像邊緣，再送入第二層分析簡單幾何形狀如圓

形，接著第三層分析特定特徵如車輪，一直傳

到最後一層並產生出最終結果，神經元以層狀

呈現，各神經元對於輸入內容都會分配一個權

重，評估與否正確執行任務，並且由權重的加

總值來判斷最終產出的結果，在「火車」的例

子中，類神經網路會產出一個「機率向量」，

是一項基於權重、經過高度訓練的猜測，系統

可能有 91.2% 的把握，覺得圖像是一輛區間火

車，6.3% 的把握認為是一輛捷運，2.5% 的把

握認為是一輛貨櫃車。

類神經網路建構的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步

驟叫做訓練(Training)，將判斷的結果與實際資

料比對，來調整每一層中神經元的權重，如圖 

3(B)所示。類神經網路建構時，會出現大量的錯

誤答案，這是一個極佳的機會，它需要的正是

訓練，它需要看到成千上萬的圖像，直到精確

調整神經元的輸入權重，讓它幾乎每次都能推

論出正確答案，如圖3(C)所示。最後，訓練完的

類神經網路就能被應用到各個需要影像辨識的

地方，如圖3(D)所示。

圖2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及深度學習的關係與演進 (參考自NVIDIA Website, Deep Learning Series, C.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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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機器學習到深度學習，就是讓電腦有辦

法看懂更多，我們藉由加深類神經網路(增加層

數)，而不是加寬類神經網路(增加每層神經元

數目)來達到此目的。要讓電腦運算數以百萬計

的影像使電腦影像辨識媲美人類的辨識水準，

硬體與軟體都需要跟進，因應「訓練」所需的

龐大運算資源。硬體部分，需要強大的平行運

算能力，圖像處理器(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在此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軟體部分則是

需要演算法進步，從傳統的類神經網路演變成

卷積類神經網路[1-3]，加入區塊的概念，使原

本需要耗費時間的暴力搜尋法改變成為鄰近資

料搜尋法，大幅增加訓練的效率，除此之外，

在2014 Google的GoogLeNet、2015 Microsoft的

ResNet在演算法上大幅地突破，使得深層的類神

經網路不再是難事。

貳、現今交通上的影像辨識

一、從一台汽車到整個交通運輸系統都在用

影像辨識

全台交通系統約有167,000支攝影機，建置

於各治安要點，這些攝影機所錄到的影像，以

往都是給人看的，再經由人的判斷後做出相對

應的決定，以「國道五號南港系統交流道」為

例，當攝影機拍到車流開始回堵的影像，監視

人員發覺後向上呈報，到最後相關人員決定進

行「匝道管制」還是「高乘載管制」所需花費

的時間，沒辦法即時應變，容易造成「高速公

路車流都順暢了，匝道還在管制中的情形」。

影像辨識所做的事就是把這167,000支攝

影機所錄到的影像，交由電腦去判斷，如圖4

所示，一台路口攝影機所錄到的影像能夠擷取

出許多訊息，我們可以用影像辨識進行車禍判

斷、車流判斷、以及違規判斷，如果事件成

圖3 類神經網路示意圖，以「火車」辨識為例子：

(A)未經訓練的類神經網路模型 (B)類神經網路訓練過程，以現有的資料訓練神經網路

(C)完成訓練的類神經網路，各神經元的權重已調整完畢 (D)以完成訓練的類神經網路辨識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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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則電腦自動通報相關單位，再經由相關單

位進行處理。有些部分已經不需要人類插手

了，譬如在「車流」的應用，當電腦辨識出攝

影機所拍攝的路口某一向已經開始塞車時，自

動調整號誌燈以解決雍塞問題，所以您將不會

看到交通警察在路口調整號誌燈，如亞特蘭大

的智慧廊道計畫，利用攝影機與SmartTraffic-

td應用程式作為交通感測器，進行影像處理，

再藉由SURTRA交通號誌AI管理系統來掌握即

時路況，進而進行交通號誌的最適化排程，安

排最佳通行方案，達到自動化號誌路網。不僅

如此，若將影像辨識結合預測演算法，當路口

車流漸漸增加時，電腦就開始微調號誌燈的時

間，達到即時控制，這就是智慧交通時代到來

的標誌。

從一台汽車到整個交通運輸系統都在用影

像辨識[4-6]，在一台汽車上，影像處理用來辨

識車道白線，結合汽車控制系統開發出自動循

跡系統，可有效地幫助駕駛人控制車身動態；

在一台巴士上，影像處理用來進行人臉辨識，

迅速判別身份並自動扣款，創造出不需現金、

卡片或任何載具的「靠臉搭車」模式[7]；在一

個小巷道或路口，影像處理用來辨識特定臉孔

或車輛(如圖5)，加速員警辦案；在一個大型的

十字路口或高速公路交流道，影像處理用來辨

識各方向之汽機車流量[8-10](如圖6)和行車軌

跡，以調整各向號誌燈時間與後續改善道路設

計或標線等相關工程；在高速公路上，影像處

理用來辨識天氣與道路狀況，以看板通知駕駛

人前方路況[11]。空拍機也結合影像辨識運用

在交通運輸系統，大範圍的影像可監看整個十

字路口甚至多個路口的車流，在車流的預測與

控制上做出更準確的判斷，不僅如此，多軸無

圖４ 影像辨識應用在路口攝影機的示意圖

圖５ 同時辨識人與車

(Formosa 台灣街景深度學習影像訓練資料庫在街道辨識上的應用)



3
專
題
報
導

348 │No.123│August, 2019

人空拍機還結合三維影像技術用在辨識橋梁生

鏽及劣化[12]，如圖7，以及運用在廠區道路的

安全監控。影像辨識甚至帶動空拍機產業的發

展，如自動降落平台、連續線路供電系統、及

無人操作自動巡航模式。不論汽車行駛、車流

控制、或設施維護，影像辨識都扮演重要的角

色且相關技術正在大幅的進步。

二、影像辨識的難題與抉擇

人類的眼睛與邏輯判斷能力是一套強大的

系統，當坐在駕駛座上駕車在高速公路行駛，

在天雨路暗的情況下，左前方車輛突然失控打

滑，駕駛能在第一時間煞車、轉向、閃躲，這

是人類一項了不起的能力。對一台電腦來說，

白天、黃昏、夜晚、雨天或起霧，車子的影像

都長得不一樣，這對電腦視覺是個難題，所以

需要有相對應的方法讓電腦能在各種情況下皆

能判斷那是台車。第一種方法是將在各種情況

下拍到的影像，先依情況進行影像分類，再使

用色彩運算(整張影像矩陣轉換)取出能夠辨識的

特徵，最後進行特徵辨識，如在雨天取得的影

像，使用對應雨天的色彩運算，矩陣轉換後得

到一張灰階圖，再以灰階圖進行特徵辨識以看

出這是一台車子。第二種方法是先讓電腦看各

種環境下的車子照片，使用大量照片進行類神

經網路的訓練，也就是深度學習，完成訓練的

類神經網路可以直接辨識各種情況下影像中的

車子。兩種方法各有優缺點，第一種方法，先

矩陣轉換再行辨識，優點是快、效率高，缺點

是沒遇過的情況可能就無法辨識或辨識錯誤，

譬如遇到下雪的天氣，電腦沒有對應的影像轉

換法，就無法辨識出車子；第二種方法，以訓

練完成的類神經網路直接進行影像辨識，優點

圖6 影像辨識進行車流分析 (Smart Taipei Website)

圖7 橋梁生鏽及劣化影像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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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適用於更多情況，類神經網路能夠自己進行

推論，缺點是訓練需要耗費大量的運算資源及

冗長的時間。這兩個方法間接顯示出了人類智慧

與人工智慧的戰爭，第一種方法用人類對影像的

了解寫成程式碼去進行辨識，第二種方法則是電

腦自己學習如何辨識一台「車子」，當然，也有

結合兩種方法的影像辨識法，隨著硬體(如圖像

處理器GPU)與軟體(如圖像演算法、類神經網路)

的快速進步，在不同的領域運用到影像辨識都需

要審慎的評估，必須充分了解自己所擁有的硬體

與軟體資源，再選擇使用哪一種方法，當然，也

必須了解每個方法各有什麼限制。

參、智慧交通上的影像辨識

一、將更多的任務交給電腦與機器

製造電腦的最終目標是達成人工智慧，這

對人類來說還是相當長遠的目標，不過將範圍

縮小到特定領域，只處理特殊任務的時候，我

們現今已有人類聘美的人工智慧，甚至達超越

人類的境界，如Google DeepMind團隊開發的

圍棋應用程式AlphaGo於2016打敗世界上圍棋

最優秀的選手李世乭。在影像辨識領域，2012 

ImageNet ILSVR (ImageNet Large Scale Visual 

Recognition Competition)年度大規模視覺識別挑

圖8 ImageNet ILSVR 每年度冠軍程式的影像辨識錯誤率 (參考自ImageNet)

戰賽中， 深度學習之父Geoffrey Hinton的徒弟 

Alex Krizhevsky[13]首次採用深度學習架構參與

此競賽(AlexNet)，並以極大的差距擊敗了使用

Support Vector Machine技術Xerox Research Centre 

Europe隊伍，自始以後，揭開了深度學習影像辨

識的布幔。兩年後，2014，Google[14]也使用深

度學習的方式來運行影像辨識(GoogLeNet)，這

次的成績已經達到人類辨識水準。再隔一年，

2015， Microsoft[15] ResNet的成績打敗大賽中

人類最高的成績，在此宣告影像辨識能力已達

超越人類水準，如圖8所示。

智慧交通時代的來臨，範圍從小到大包括

智慧汽車、智慧道路儀控、智慧道路警察、智

慧設施維護、智慧城市聯絡網，「智慧」這兩

字的意思就是將更多的任務交給機器去完成，

機器的程序控制流程主要包括偵測、分析、決

策、控制，就如同人類眼睛觀察事物、腦袋分

析與決策、接著動手去執行，如圖9之內迴圈。

影像辨識涵蓋的範圍只有偵測與分析，我們要

將決策與控制都交由機器去做，這樣才是讓

「機器」達到真正的「智慧」，如第二章影像

辨識結合預測演算法(量測與分析)，由電腦進行

判斷(決策)，執行號誌燈的調整(控制)就是個智

慧交通的案例。現今的科技，在智慧交通最具

代表性的是Google Waymo自動駕駛汽車，在台

灣，我們有台灣智慧駕駛的Turing Opal和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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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phire自動駕駛小巴士、工研院的自駕車中型

巴士、ARTC車輛中心自駕車以及日本電氣(NEC)

台灣公司與喜門史塔雷克合作的「靠臉搭車」

自駕小巴。由多台攝影機同時進行影像拍攝以

及光達輔助偵測，再由圖像處理器平行運算分

析，中央處理器決策之後進行駕駛控制，從偵

測到控制為一個「控制迴圈」，如圖9之外迴

圈，這個迴圈運作一圈需要控制在相當短的時

間內才可以確保汽車行駛的順利與安全。要達

到「智慧交通」最首要的任務就是降低這個迴

圈運作所需的時間，目前最花時間的步驟就是

影像辨識，所以我們推測影像辨識產業將會有

越來越多人的投入，將有更突破性的發展，機

器將取代人類執行更多的任務。

二、從集中的雲端控制走到個體的智慧控制

攝影機的影像必須被傳到雲端上，集中在

一間監控管理室由相關人員負責控管，當監控人

員察覺有異態時，再進行處理。如果把人的角色

拿掉，交由機器去完成這件事，不論在高速公路

還是在街道巷口的攝影機，所擷取的影像皆上傳

至雲端，接著進行影像分析與相關決策，再傳回

公路或路口進行號誌燈或相關的控制。

雲端控制的集中管理是智慧交通時代的最

佳配制方式嗎?讓我們回到愛迪生的年代，看看

當初發生了什麼事。十九世紀初，在製造業，

電力逐漸取代了蒸汽動力，我重提這段時期，

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訊息：從一個動力

源過渡到另一個動力源的轉型過程，企業該如

何做選擇。回顧這段歷史，我們知道新技術(電

力)的採用者後來發現，一些存在已久的限制

已不再成立，一旦使用電力，能源可以延伸至

整棟建築，機器不用再圍繞在煙囪與煤堆旁，

工廠的配置從圍著蒸汽動力機的環形配置，改

變成直線的流線化生產配制，大幅提升生產效

率，這種能源去集中化的延伸後來發展出單元

圖9 機器的程序控制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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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Unit Operation)的概念，機器不再受到蒸汽

動力的限制，畢竟相較之下馬達體積相當小，

且用一條小小的電線就能將電力連到工廠各個

位置，不受限制的單元操作也迅速發展成各式

各樣的應用型態。

回到影像辨識，當攝影機取得影像，如

果在機上就直接進行分析與決策，去掉了影

像從攝影機傳到雲端的這段時間，可以大幅

縮短「控制迴圈」運作的時間，所以到達智

慧交通的時代，我們預測將會看到下列二種

情形：一、從集中的雲端控制走到個體的智

慧控制，因此都可見到圖像處理器(GPU exists 

everywhere)，如圖10所示；二、每一台機器都

帶著不一樣的大腦，且發展成更多樣化的應用

型態，就如同人類具有多元性，所以面臨「智

慧交通」的到來，政府在人工智慧領域的法規

必須跟上時代。

肆、未來的交通與運輸系統

從傳統交通走到智慧交通，人類就是讓更

多的任務交由機器去完成，影像辨識扮演重要

的角色，因為它就像人類的腦袋在處理我們眼

睛看到的事情，我們在成年後才能考取駕照去

駕駛一輛汽車，在取得學位或證照後才能到交

通單位進行交通儀控，對人類而言，這並不是

件簡單的事，尤其涉及到安全的問題。智慧交

通時代的到來，我們必須確保，機器的學習已

經涵蓋足夠詳盡的各種狀況，且必須受到政府

的規範，就像人類必須遵守法律，當我們放開

手讓他去執行時，能夠享受這美好的科技。

自2010年6月iphone4問世以來，它陪伴大

家走過10年智慧型手機所帶來的App創業潮。

2017年11月，Google Waymo開始在不配置安全

駕駛員的情況下測試自動駕駛汽車，並在鳳凰

城有限度的進行載客。2018年底，首款自駕叫

車服務Waymo One推出市場，標誌著自動駕駛汽

車正式上路，以這個時間作為起點，將開啟智

慧交通一波又一波的創業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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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

中華顧問50週年特刊

摘   要

隨著科技重塑運輸產業，區塊鏈之應用已然成為大多數組織要達成的目標。區塊鏈是一個分散式分

布技術，並可使用於改變業務運作。本文先介紹區塊鏈的組成和原理，再根據傳統OSI七層模型衍伸出以

智慧運輸為導向的區塊鏈模型，並以遊覽車產業為例，提出區塊鏈模型導入後，改善舊營運模式與建立

新營運模式的建議，最後歸納關鍵要項，提出必須達成這些項目才能使遊覽車區塊鏈充分發揮其潛力。

區塊鏈在遊覽車
產業上之應用
A blockchain application on tour bus industrial

關鍵字(Key Words)： 區塊鏈(Blockchain)、遊覽車(Tour Bus)、智慧運輸(Intelligence Transport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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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echnology reshapes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has become the goal of 

most organizations. Blockchain is a de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technique that can be used to change business 

operations.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composition and principle of the blockchain, and propose a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oriented model base on the traditional OSI seven-layer model with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as the 

guide. Taking the tour bus industry as an example, it proposes how to improve the old operational model and 

establish a new one. Finally summarize the key items, and highlight which one must be done in order to make the 

tour bus blockchain fully realize its potential.

1

中華顧問工程司

智慧運輸技術中心／主任／張季倫 (Chang, Chi-Lun) 1



3
專
題
報
導

356 │No.123│August, 2019

壹、前言

隨著科技重塑運輸產業，區塊鏈之應用

已然成為大多數組織要達成的目標。區塊鏈是

一個分散式分布技術，並可使用於改變業務運

作。此概念是由Satoshi Nakamoto於2008年10月

的白皮書中開始發揚。一年後，第一次應用於

轉移兩機關間之資產。從那時起，區塊鏈開始

廣泛應用於金融組織並逐漸萌芽於其他產業，

包含供應鏈及醫療保健產業。近期，電影產業

亦開始探索該技術所能帶來的益處。

區塊鏈可能可用於解決全球性的健康問

題，舉例來說，Walmart、Nestle及Unilever等大

型企業已與諸多的科技公司合作，專注於避免

食物汙染的發生。還記得在Chipotle所爆發的

大腸桿菌事件嗎?雖然區塊鏈無法完全避免意外

發生，但它可用來更快速的追溯事件爆發的來

源。區塊鏈不只可使使用者追蹤其產品，更可

追溯至其合作廠商所供應之原料，從而讓使用

者以全面性的角度追查整起事件。這些優點使區

塊鏈對諸多企業產生吸引力，雖然區塊鏈已然被

供應鏈區塊所廣大接受，但其目前仍未有一公正

的標準來驗證區塊鏈的實施是否已然成功。

貳、區塊鏈組成和原理

一、區塊鏈的組成 (詳圖1)

區塊鏈主要由以下4大基本元素組成

  會員服務：負責管理身分、權限及級別。

 �共識管理者：負責驗證數據並進行數據 

維護。

 �分布式分類帳：儲存有時間標記的已驗

證交易。

 智慧合約：藉由chain code執行業務。

二、區塊鏈的原理 (詳圖2)

區塊鏈的核心為一受加密保護的共享數位

帳(shared digital ledger)，其包含儲存在分散式

分布網路的的連結塊。每一連結塊都包含加密

圖1 超級帳本的區塊鏈架構設計圖 (Courtesy from 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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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與連結前一區塊的標記，促使我們很難

在不修改網路中整個鏈的情況下，對其進行追

溯修改。新的區塊能被網路上的對等方進行驗

證，驗證程序可提供新區塊的可信度，並可避

免網路的惡意攻擊或其他手段干擾。加密方及

會員將能輕鬆的進行資料共享，並可避免發生

資料洩漏或資料遭竄改，所有的過程皆有完整

的時間與紀錄。以下為比特幣的區塊鏈交易。

區塊鏈技術使任何人能以PoS為共識機制，

進行比特幣的資訊讀取與交易。目前市場上約

有共計900多種加密貨幣，比特幣是其中最受歡

迎且價值最高，亦是第一個使用區塊鏈技術的

加密貨幣。

三、區塊鏈的類型

區塊鏈平台有三種主要類型，分別為公共

類型、私人類型和聯合類型，不同單位依據其

需求使用這三種主要類型的區塊鏈平台。

(一) 公共區塊鏈

 即加密貨幣平台，是一分散式的框

架，可供任何人將其自身加入到網絡內，

進行讀取、交易、轉移等等，並能藉PoS、

PoW或其他機制參與共識程序。公共區塊鏈

中，比特幣及以太幣皆是有名的例子。

(二) 私人區塊鏈

　　須經過嚴格審查，只有預先經過允許

的成員才能閱讀、交易與參與共識程序。

私人區塊鏈常用於管理內部組織，尤其用

於審計。數據管理系統是私人區塊鏈很好

的例子，快速和高性能是私人區塊鏈的主

要優勢，主要是因它是設置於一有限節點

的受控環境，因此執行的速度相當快。相

比之下，公共區塊鏈雖然需要2~10分鐘進行

驗證交易，但其帶來的好處往往讓人忽視

較長時間驗證的缺點。

(三) 聯合區塊鏈 (詳圖3)

 係公共和私人區塊鏈的混合體，它利

用了公共區塊鏈的分散性和私有區塊鏈的

審查能力，由成員與節點管理整個網絡、

驗證規則與策略，成員與節點可控制區

塊鏈的各項層面，包含交易驗證、節點添

加、管理節點權限、智慧合約、chain codes

的部署等等。

圖2 比特幣區塊鏈交易原理流程圖(Courtesy from Bitcoin Wiki)



3
專
題
報
導

358 │No.123│August, 2019

參、智慧運輸導向的區塊鏈模型

本節介紹了以智慧運輸為導向的概念模

型，對區塊鏈系統的典型架構和主要元件進行表

徵和標準化，並對其基本關鍵技術進行說明。

如圖4所示，與眾所周知的OSI模型類似，

區塊鏈模型具有如下堆疊的七個層級。

一、實體層 (Physical Layer)

實體層封裝各種物理實體(例如，設備、車

輛、資產和其他環境物件)，比如交通號誌、攝

影機、汽車等。這一層的關鍵技術是物聯網，

當與區塊鏈進行集成時，設備安全性和資料隱

私性得到增強。現今通常由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管理的大量實體，可以在未來被數位化，

並使用所謂的「物聯鏈(blockchain of things)

技術」登記到去中心化的區塊鏈中。目前因應

物聯鏈需求的特殊類型晶片已經被設計出來，

並且可以將其嵌入到可連接至網際網路的設備

中。這些晶片可把設備轉變為挖礦平臺，由此

建立與區塊鏈的連接。這種物聯網晶片有望在

智慧運輸區塊鏈中發揮關鍵作用。一旦連接，

運輸網路中的實體就可以在區塊鏈上建立一個

安全可靠的通信網路，並形成一個自我組織、

自我適應、去中心的自發式生態系統。不僅如

此，區塊鏈還可用於設備的終身管理和監視。

例如，從車輛完成最終裝配的時刻開始，它就

可以由製造商註冊到通用區塊鏈中，代表其生

命的開始。在其生命週期內各種事件，包括生

產、轉售、保養、檢驗、轉售和事故等，以及

從感測器、車載設備、路側設備、GPS模組乃至

駕駛員的智慧手機產生的各種即時資料，都可

以安全地記錄到區塊鏈的不可變、不可撤銷的

分類帳中，從而形成其完整、可追溯的歷史。

圖3 區塊鏈三大類型比較表(Courtesy from Wiki)

圖4 以智慧運輸為導向的區塊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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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據層 (Data Layer／詳圖5)

這一層提供鏈式資料塊和相關技術，包括

非對稱加密、時間戳記、雜湊演算法和梅克爾

樹(Merkle Tree)。在區塊鏈系統中，贏得共識競

爭的每個計算節點，都將被授權創建新區塊的

權力，將特定時間段內生成的所有與交通相關

的資料，打包成具有時間戳記(指示該區塊的創

建時間)的可信樹結構資料區塊。區塊的結構如

圖5所示。標題部分指定元資訊，而主體部分封

裝所有驗證資料，以雜湊的(如通過雙SHA256

演算法)梅克爾樹的形式存儲，而其根則寫入標

頭中。這些區塊按時間順序逐個連結，組成了

包含從第一個區塊到最新區塊的整個歷史的主

幹。在這一層中，梅克爾樹結構可以對區塊鏈

資料存在性和完整性進行快速、高效和安全的

驗證，而時間戳記則實現區塊鏈資料的可追溯

性和精確定位。因此，區塊鏈有望在時間敏感

的智慧運輸場域中廣泛使用。更重要的是，時

間戳記可以給交通大數據帶來時間維度，因而

可以重現過去的資料歷史。

三、網路層 (Network Layer)

網路層指定分散式網路、資料轉發和驗證

的機制。大部分智慧運輸系統和應用場景是由

大量分散式的、自治的、動態決策設備或車輛

組成，因此可以在拓撲上建模成為P2P網路。

用戶(peers)間具有同等權限，均為等效的參與

者，沒有任何中央協調員或等級結構，而且可

以分為全用戶端和羽量級節點。前者擁有自創

始區塊以來所有區塊鏈資料的完整副本，而後

者(通常是智慧手機、物聯網設備等)只擁有一

小部分，但可以使用特定協定從相鄰節點請求

必要的資料。一旦一個資料或一個新區塊被創

建出來，它將被廣播到網路，所有節點都會繼

續監聽。每個節點將根據預定義的規範驗證接

收的資料或新區塊，丟棄無效的資料並將其他

資料轉發到相鄰節點。被大多數節點驗證過的

資料或區塊，將被附加到區塊鏈中。因此，區

塊鏈可被視為下一代“完全去中心的”大數據

技術。區塊鏈資料存儲在每個節點上，即使在

只有一個節點有用，而其他所有節點都出現故

障的最壞情況下，也可以輕易地進行同步和恢

復。這在智慧運輸實體之間的通信和互動中格

外有用。

四、共識層 (Consensus Layer)

共識層包含所有可能的共識演算法。區塊

鏈的一個關鍵優勢，便是促使所有去中心化節

點就資料有效性達成共識，這是節點之間相互

信任的基礎。目前有許多共識演算法，如最廣

泛使用的演算法是基於PoW的共識，它要求節

點重複運行雜湊函數或其他用戶端難題來驗證

資料；權益證明(PoS)共識則要求具有較大權益

數量的節點(例如，代幣、里程、速度等)來驗證

資料；其他演算法包括委託權益證明(DPoS)、移

動證明等。在所有共識演算法中，非計算密集

型演算法(如PoS和DPoS)比較適合智慧運輸生態

系統中的大多數羽量級設備和車輛。

五、激勵層 (Incentive Layer)

這一層把經濟獎勵納入了區塊鏈，並指定

其發行和分配機制。一旦創建了新區塊，將生

成一定數量的代幣作為獎勵，以激勵網路繼續

進行它們的資料驗證工作。根據所有可能的13

圖5 區塊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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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分配機制，這些硬幣將根據其貢獻率分配給

所有節點。經濟激勵是區塊鏈的主要推動力。

六、合約層 (Contract Layer／詳圖6)

這一層包含各種腳本、演算法和智慧合

約，它們是區塊鏈中存儲的靜態資料、資金或

資產的重要啟動者。具體來說，如圖6所示，智

慧合約是一組自我驗證、自我執行和自我實施

的狀態回應規則，存儲在區塊鏈中並由區塊鏈

施以保護。一般來說，一旦兩方或多方同意合

約中的所有條款，他們就會以加密的方式簽署

智慧合約，並將其廣播到P2P網路進行驗證。

當觸發預定條件時，智慧合約將自動執行協議

的規定，並觸發相應的回應動作，無需任何協

力廠商的發明。因此，智慧合約在控制和管理

智慧運輸系統中的物理和數位資產方面非常有

效，使他們成為程式化的“智慧產物”。

七、應用層 (Application Layer)

該層包含潛在的應用場景和使用案例。在

實際應用中，區塊鏈技術仍處於起步階段，特

別是在交通運輸系統中的應用。目前雖然出現

了不少新穎的商業模式，如基於區塊鏈的交通

資料存儲和驗證、P2P交易和支付、資產管理

等，但都屬於物流領域的應用，直接運用在大

眾運輸領域的案例目前還未見，因此第四節將

介紹基於區塊鏈在遊覽車產業上的可能應用。

肆、區塊鏈在遊覽車產業上的應
用

對於許多企業而言，最有吸引力的好處之

一為能夠有效的追蹤供應鏈中的貨物，然而，

在遊覽車產業中，區塊鏈技術仍有其他同樣吸

引人的優點，本節將逐一介紹 (詳圖7)。

一、遊覽車產業現況

遊覽車在經營規模上門檻較低，但車種有

其特定用途與營運市場，因此具有進入容易退

出難之特性，在市場需求經常變動下，常有供

需失衡之情形，因此正本清源的方式應該要透

過健全的市場機制建立有效秩序，而非一窩蜂

的跟風。

遊覽車產業以往一直缺乏完整的資訊揭

露與資訊提供服務，不管對業內還是對乘客都

充滿資訊不對稱性，除造成個體理性選擇無法

達成效益最大化，亦無法透過使用者的自我選

擇，發揮監督與導正的功能，致使市場機制難

以發揮。

區塊鏈導入的目標在於透過遊覽車資訊服

務平台的建立與有志改變困境的遊覽車業者合

作，藉由資訊科技讓遊覽車產業跟上數位時代

圖6 智慧合約的結構

圖7 區塊鏈技術中應用於大眾運輸領域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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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腳步，達成『安全成本內部化』、『資訊揭

示透明化』、『租賃商務電子化』、『營運監

控即時化』及『評鑑考核多元化』，逐步健全

市場機制與市場監督功能，再造遊覽車產業。

二、舊模式的改善

(一) 車隊管理

 近年來，運輸業早已使用GPS技術進行

追蹤。在過去，我們使用電話聯繫進行位

置追蹤，隨著時代演進，這些追蹤方法被

API自動化系統取代。然而，隨著遊覽車產

業面臨挑戰，大量團客時代已不再，可以

預期的是未來遊覽車產業在車輛調度及旅

客運送上將愈來愈要求彈性，決策時間將

愈來愈短，為了能主動做出決策並分享資

訊，企業需要持續更新資訊，並促使其他

用戶或系統亦要持續更新資訊，當資訊傳

遞於不同系統時，它都可能被有意或無意

的誤解、改變或篡改，這將導致供應鏈的

不穩定，區塊鏈以整個網絡對資訊進行驗

證，提供十分精準的可信度。此外，由於數

據以分散的形式儲存，因此數據得以簡化，

使用者可更簡單的獲得可信數據。我們認為

區塊鏈技術是未來的機會，它不僅滿足彈性

的需求，更能提供相當精準的資訊。

(二) 履歷稽核

 要挑選到一台安全的遊覽車並不容

易，因為它涉及驗證營運商的駕駛及車輛

紀錄好壞，以證明營運商的安全能力。傳

統上，客運業依靠紙質或電子形式進行資

訊傳遞，這種方法在大型客運公司是可行

的，但遊覽車產業存在於大量的靠行車。

當一般民眾或旅行社尋找遊覽車公司時，

大多選擇價格便宜或知名度高者，若嘗試

蒐集各種資訊以驗證該公司或該駕駛的安

全能力是否符合標準時卻非常困難，原因

在於這些安全資訊並不會與其他人共享，

即便是監理單位都需要投入相當大的心

力，蒐集相關資料才能進行稽核。

從交通運輸角度來看，我們可發現數

個從物聯網與區塊鏈技術相結合的應用。

在遠端資訊處理方面，它能使製造商增設

更多感應器，以使中心能更安全、更真實

的獲得設備與載具的資訊，該資訊可與機

器學習演算法(Machine-learning algorithms) 

一同使用，以確認設備、載具何時需要進

行維護，區塊鏈在此例是為提供分散的資

訊儲存、消除單點故障、防止資訊篡改與

紀錄，並使設備之間能夠相互連結。

 藉由區塊鏈與物聯網的結合來解決

履歷稽核的問題，在車輛生命週期內各種

事件，包括生產、轉售、保養、檢驗、轉

售、事故與違規等，以及從感測器、車載

設備、路側設備、GPS模組乃至駕駛員的

智慧手機產生的各種即時資料，都可以安

全地記錄到區塊鏈的不可變、不可撤銷的

分類帳中，從而形成其完整、可追溯的歷

史。而網絡成員進行的驗證等動作能獲得

類似以太坊系統獎勵模式的獎勵。

(三) 調度媒合

 遊覽車靠行現象為常態，單就新北市

遊覽車工會所提供的資料，車主車就高達

461部，全國的車主車數量更遠超過這個數

目。換言之，在沒有有效系統管理及資訊

揭露下，要整合散佈在各地的車主車幾乎

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常造成運能閒置，供

給失調，駕駛與車輛品質難以保證。目前

業內所遭遇的問題主要有三

1. 媒合成本過高

  當業者接到租車訂單後，若自有車輛無

法滿足需求，則需依靠同業調度支援，

調度方式都是以電話聯絡，往往一張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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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要打多通電話與多方確認時間、地

點、車況、意願，且通常無法得到立即

答覆，需等對方回電，為媒合一張訂單

需耗費大量通話成本與時間成本。

2. 媒合效率太低

  因調度車輛係採電話聯絡方式，需一通

一通聯絡，需一通一通等待回覆，中間

過程除等待時間長，耗費通話費之外，

還常發生供過於求或供不應求之情形，

當供過於求時，需去電取消；供不應求

時則需設法再找其他車主支援或忍痛放

棄訂單。

3. 媒合品質不穩

  為了求取媒合效率，在業內車主們會自

成小群體，當訂單來時，優先從自己的

群體中選擇，以兼顧服務品質。但當媒

合出現供不應求狀況，即自己熟悉的群

體無法滿足訂單需求時，則必須求助於

外部群體支援，此時所找到的車主通常

是透過間接轉介或陌生拜訪而得，在服

務品質上處於不確定狀態，同時也缺乏

評級機制獎優汰劣，若是媒合到不良車

主，只能自認倒楣。

 綜觀上述問題，主要的問題在於資訊

本身，在很多情況下，交易的數據已經過

時且不正確，即或是有資訊系統輔助，當

使用者要訂車時，該訂車資訊可能會輸入

給多個業者，導致數據重複、不準確的需

求預測及大量訂單取消。

圖9 於調度媒合中使用區塊鏈技術示意圖

圖8 傳統調度媒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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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區塊鏈模型中，所有遊覽車業者共

享一份行事曆，當Ａ試圖發布一項訂單於

某遊覽車業者時，必須先比較時間戳記來

確認該項工作是否已經存在。此時，若Ｂ

嘗試發布相同的工作，則平台將會提醒B此

工作已經存在，這可以確保每個遊覽車業

者所收到的訂單必為真實的紀錄。該模型

的另一個優點在於它還解決了資訊過時的

問題，當運送人於區塊鏈中更新資訊時，

所有參與者都將顯示更新後的最新資訊(詳

圖8~圖9)。

三、新模式的建立

前節旨在論述區塊鏈應用到遊覽車產業

後，可以預期改善的項目，然而如前文所述，

目前遊覽車產業遭遇到相當大的挑戰，改善舊

有的模式無法面對市場的改變，考量到座位的

不可儲存性，閒置即是浪費，本節擬提出新的

營運模式，透過區塊鏈技術提昇遊覽車產業營

運彈性，以因應新的市場挑戰。

現有遊覽車營運模式為整車包租，這樣的

模式在有大量團客市場下，無太大問題，但當

市場改變，團客瞬間銳減時，整車包租模式將

無以為繼，因此未來遊覽車產業的轉型，應該

是透過區塊鏈技術將座位化整為零販賣，換言

之即為乘車共享之遊覽車版本。透過區塊鏈結

合所有遊覽車業者及乘客，建立一個開源的與

去中心化的乘坐共用網路。

遊覽車區塊鏈的基本原理基本上遵循前揭

智慧運輸系統的區塊鏈模型。任何可以運行遊

覽車區塊鏈的去中心化應用程式(Dapp)的設備，

如使用者社群的智慧手機和電腦，都可以註冊

為遊覽車區塊鏈的計算節點之一，可被稱作道

路挖礦機(實體層)。即時資料經過驗證並存儲

在社群維護的加密分類帳中，所有乘車共用行

為、時間表和付款都得到協調和執行(資料層)。

在沒有任何中央權力機構(網路層)的情況下，道

路挖礦機與P2P網路互連。遊覽車區塊鏈可透

過「運動證明」達成共識，鼓勵道路挖礦機駕

駛在他們的智慧手機或電腦上運行的遊覽車區

塊鏈的Dapp。通過這種方式，道路挖礦機可以

通過分享在途中的交通資料並為遊覽車區塊鏈

提供現地的交通網絡(共識層)資訊來為社群做出

貢獻。作為獎勵，遊覽車區塊鏈自動為道路挖

礦機生成新代幣，這些代幣可用於支付共用乘

車和其他交通服務費用。駕駛的距離越長，他

們獲得的代幣就越多(激勵層)。此外，各種演算

法可被設計出來並集成到遊覽車區塊鏈的Dapp

中。在沒有人為干預的情況下，這些演算法可

用於做出具體決策，例如，檢測特定地理區域

的使用率，並在活動用戶數超過「臨界數量」

的區域中啟動服務…等等(合約層) 。

四、資訊安全

在本文中，我們已經討論如何使用區塊

鏈技術來導入遊覽車產業，並透過驗證方式證

明資訊的正確性，然而驗證的基本概念是在網

絡中所有的節點上複製數據，並允許網絡中的

成員進行存取，雖然這對驗證至關重要，但對

某些敏感或機密的資訊來說，如金額、合約、

路徑、人數、費率、身份等等，乘客與業者都

希望能夠保密，但由於區塊鏈是基於分散的概

念構成，因此所有節點都有相關資訊，針對此

點，我們可針對資訊進行加密保護，並要求成

員若需要此類資訊，需要有相對應的權限級

別，若無相關權限則無法存取此類加密資訊。

五、數據管理

隨著資訊科技的革新，交通大數據在近年

成為熱門議題，透過大數據的分析，可以有效

的對遊覽車產業進行管理，有鑑於遊覽車產業

長年缺乏有效且正確的數據提供給監理部門，

若我們以不同角度看待遊覽車區塊鏈，探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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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需求之外的應用，將能發現它能很好的應

用於主要數據管理(MDM)系統。若它能成為數據

管理的核心，則能存取圖10關鍵資訊。

由圖10可知，區塊鏈可成為監理部門對

遊覽車產業進行數據管理的完美方案，由於它

本身支持網絡成員進行資訊驗證，因此可提供

主要數據管理方案中數據管理員的功能。除此

之外，在此模式中，它的資訊驗證過程將更加

精準，是因其會對提供正確資訊的成員給予獎

勵。該模型還透過在特定位置提供相關數據來

鼓勵研究，分散式架構亦可允許每個業務實體

在網絡中具有節點，從而蒐集各種資訊，並可

同時透過加密保護重要資訊。以上種種優點促

使區塊鏈成為構建遊覽車產業數據管理的完美

框架。

結  論

區塊鏈有幫助建立一個安全、可信和去中

心化的遊覽車生態系統的潛力。在本節中歸納

關鍵要項，唯有達成這些項目才能使遊覽車區

塊鏈充分發揮其潛力。

一、去中心化的自主交通系統

遊覽車區塊鏈的核心組成部分，包括P2P

網路、基於共識的分散式協調和基於貢獻的經

濟回報，是複雜交通系統建模的自然方式。每

個計算節點(例如IoT設備、車輛或具有計算能

力的其他實體)都可以被視為該網絡中的自主

代理。通過各種基於區塊鏈的去中心化的應用

程式(Dapps)連接大量節點並相互通信，從而實

現專用於特定需求或場景的去中心式自治組織

(DAO)，並在宏觀層面形成去中心化的自治系

統，乃至中心化的自治社會(DAS)。

二、眾包激勵的機制設計

從本質上講，分散式共識競爭可被當成是

大量運輸節點的眾包任務，貢獻其計算能力來

驗證區塊鏈資料。這些節點是自利型代理人，

因此必須設計激勵相容型的眾包機制，使收益

最大化的個人行為與保證安全、可信的遊覽車

生態系統目標保持一致。

三、對遊覽車生態系統的信任

在建立去中心化和非仲介式的遊覽車區塊

鏈方面，區塊鏈驅動的信任發揮著重要作用，

使得許多應用成為可能，包括點對點交易、支

付和通信。這種信任得到了程式、數學和大

多數驗證的擔保，因此可以被視為「軟體定義

圖10 主要數據管理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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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任。它具有大大降低結構複雜性的潛

能，從而降低遊覽車生態系的社會複雜性，使

得資金和資產在遊覽車產業實體之間得以實現

自由流動。如基於點對點信任，二手車可以通

過基於區塊鏈的Dapp直接轉售和註冊，而不需

要經過中心化的管理機構或平臺。

四、基於智慧合約的智慧交通

智慧合約充當區塊鏈的「啟動者」，通過

多種演算法(如機器學習、大數據分析等)和高級

商業邏輯提供靜態資料，以構建程式化遊覽車

生態系統，提高遊覽車產業的智慧性應用。自

動執行的智慧合約還通過降低人為因素的重要

性，來顯著降低遊覽車產業的社會複雜性，還

可以代表其創建者甚至自己充當軟體代理。因

此，研究特定智慧合約的設計和實施和研究基於

智慧合約的管理和控制，這部份為未來關鍵。

五、資料安全和隱私保護

儘管區塊鏈對加密貨幣中的安全風險和威

脅表現出強大的穩健性，但在具有大量羽量級

設備的遊覽車區塊鏈中，應該進一步加強其非

對稱加密框架，以對抗可能更易出現的「51％

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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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白駒過隙，窗間過馬，一晃眼，中華顧問工程司已邁入50年，

為此，本工程司特別與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華光工程顧問公司，及

退聯會的先進前輩們，一同回首檢視來時之路，探討CECI集團在

大地工程、道路、橋梁、機場、水環、港灣、捷運、鐵路、空間資

訊、BIM、智慧交通、監造及專案管理等各類工程建設技術成就，

期許能因透析過去，而搭建出一條展望未來的渠道，以延展我們的

抱負與遠景。

    是以代表CECI「經典五十」的第123期《中華技術》專輯特

刊，不僅僅只是一篇篇工程技術人員真知灼見的華章推砌，也如

同「123」的期數，是年年攀升，年年締造更多卓越不凡佳績的期

許，更是CECI「迎向未來」，想要在這個因數位網路的廣泛運用，

而不斷劇變的時代下，逐步地鏈結產、官、學、研等社群，間接促

使相關產業生態系的形成，藉此再創下一個「經典五十」的宏圖大

志。

    由衷感謝參與本期撰稿的所有撰寫者，由於您們的耕耘，讓CECI

的光輝得以散發。最後，於此尚祈各界賢達惠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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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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4 9 1 內 湖 區 陽 

光 街 3 2 3 號 1 0 樓 ， 台 灣 世 曦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企 劃 部 

轉『中華技術』編輯小組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