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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資訊：

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法規之修訂
環境影響評估法

邱安安

＊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八四）環署綜字第五四○六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八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九一○○二五五七二○號令修正公布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
第 十 二 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收到評估書初稿後三十日內，應會同主管機關、委員會委員、其他有關機關，並邀集專家、學
者、團體及當地居民，進行現場勘察並舉行公聽會，於三十日內作成紀錄，送交主管機關。
前項期間於必要時得延長之。
第 十 三 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前條之勘察現場紀錄、公聽會紀錄及評估書初稿送請主管機關審查。
主管機關應於六十日內作成審查結論，並將審查結論送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開發單位；開發單位應依審查結論
修正評估書初稿，作成評估書，送主管機關依審查結論認可。
前項評估書經主管機關認可後，應將評估書及審查結論摘要公告，並刊登公報。但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
長以六十日為限。
第 十 四 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
無效。
經主管機關審查認定不應開發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但開發單位得另行提出替代方案，
重新送主管機關審查。
開發單位依前項提出之替代方案，如就原地點重新規劃時，不得與主管機關原審查認定不應開發之理由牴觸。
第二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
罰：
一、違反第七條第三項、第十六條之一或第十七條之規定者。
二、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未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或違反第十八條第三項，未提出因應對策或不依因應對策
切實執行者。
三、違反第二十八條未提出因應對策或不依因應對策切實執行者。
【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訂不列】
第一項及第四項所稱按日連續處罰，其起算日、暫停日、停止日、改善完成認定查驗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
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
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行政法院為前項判決時，得依職權判令被告機關支付適當律師費用、偵測鑑定費用或其他訴訟費用予對預防
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有具體貢獻之原告。
第八項之書面告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公路總局規劃組環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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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力混凝土橋梁自動化工法簡介及未來展望
* 莊文宏
壹、前言
公路路網之規劃為避開人口密集地區而沿市鎮外緣或山區佈設路線，且在平原地帶為增進
土地資源作有效運用。道路建造方式，儘可能捨棄土堤，而採不具阻隔性之橋梁構造。因此目
前之二高及北宜高速公路、東西向快速公路、西濱快速公路等設計甚或將來道路路網規劃，橋
梁所佔比例甚高，而且將多為長且高之大型高架橋。
預力混凝土橋梁傳統之施工法大都採用預鑄梁吊裝及現場支撐澆鑄。橋梁特殊工法之引進
及推展乃是因應大量高架橋之興建需要及配合橋梁採多孔連續佈設之趨勢，為傳統工法無法達
成者。特殊工法之特點在於上部結構斷面標準化、施工設備機械化，不由地面支撐，採制式化
循環施工，可克服不良地形因素或在不影響地面交通運轉下，提高工作效率，以降低成本，且
由於橋梁採多孔連續，兩橋面伸縮間距大，增進行車舒適性。隨著西部公路路網建設完成後，
政府將陸續推動東部環島高速公路網，高（快）速公路將由平原區、丘陵區延伸至山岳地段，
屆時高橋墩在陡坡佈設橋梁基礎、橋梁跨越山谷或通過保護區漸進式預鑄橋梁等特殊設計及施
工工法將被採用，而東部公路，因地屬強震區，橋梁結構之耐震、隔震等設計考量及設施均為
目前急需進行研究之課題。
本文係將適用於中等跨徑及長跨徑橋梁構造，且目前在國內混凝土橋梁工程施工中廣被採
用之支撐先進工法、節塊推進工法、場鑄懸臂工法及預鑄節塊工法等四種工法，就其設計考量
及施工方面作一概要性敘述及介紹，另就未來公路建設，通過特殊地形、地區所採用之特殊設
計及工法，新材料及設備之研究、試驗，新型式、新技術發展方向作一重點說明，以供大家了
解台灣目前及未來橋梁設計施工之趨向。

貳、預力混凝土橋梁自動化工法
目前廣被採用於國內重大橋梁工程之自動化施工法計有：支撐先進工法、節塊推進工法、
場鑄懸臂工法、預鑄節塊工法。茲將這四種工法在橋梁規劃設計施工方面考量概要說明如下：
*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第二結構部設計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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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撐先進工法（Advanced Shoeing Method）
1.1 說明
橋梁採用支撐先進工法之起源乃為克服河川、深谷地勢險惡地形或都市交通流量大的地
區，並為提高品質、縮短工期、降低成本、發展出一套特殊施工法，其主要係利用模板組立在
支撐鋼架上，待前一跨施築完畢，將整組支撐鋼架及模板推移至下一跨繼續施築，如此重覆推
移支撐鋼架及模板，直至完成全部橋孔之施築。本施工法之特點在於施工機械化，具有週期循
環性，施工品質較易控制，施工時不受橋下地形或交通之影響，且受路線線型之限制較少，適
用於預力混凝土多孔連續箱型或Ｔ型梁橋，其跨徑在 30 ∼ 60 公尺間，本工法雖因初期機械成本
較高，惟如橋長達一定規模時（通常 2 公里以上），且平面曲線半徑大於 400 公尺時，其造價則
較一般工法為經濟。

1.2 規劃設計考慮事項
國內橋梁工程首度採用支撐先進工法者，為已完工通車之北部第二高速公路內環線之大湳
高架橋及桃園高架橋，其上部結構為雙 T 型預力連續梁結構。目前蒐集資料中，應用支撐先進工
法建造的橋梁有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中山高汐止至內湖高架橋、北宜高速公路、東西向快
速公路等，總建造長度超過 200 公里，橋梁總數亦超過 70 座。累積近幾年來規劃設計本工法之
經驗，就橋梁線形、規模、斷面、跨徑配置、預力鋼腱配置及其他等，所須考慮事項提供參
考。
1.路線線型

支撐先進工法係以活動支撐架及模板，逐跨向前推移，施工橋體。理論上支撐架向前推移
路徑，可無路線線形之限制，考量經濟跨徑及活動支撐系統之實用性及經濟性等，採用本工法
設計時，其平面線形之曲率半徑宜大於 400 公尺。
2.橋梁規模

本工法活動支撐架及模板系統，初期投資成本較高，但其支撐設備及模板可循環性重覆使
用，可節省人力及施工工期，因此採用本工法，其橋長至少在 800 公尺以上，若能達 1,200 公尺
以上時，更具經濟性。
3.跨徑與跨數配置

跨徑與跨數配置常受限於現有地形、景觀需求、橋梁高度及橋梁結構系統，若僅就結構經
濟性而言，則有如下之考量：
(1)連續Ｔ型梁橋主跨徑配置一般在 30 ∼ 40 公尺。
(2)連續箱型梁橋（包括預鑄斜撐版橋）主跨徑配置一般在 35 ∼ 60 公尺間，若跨徑大至 60 公
尺部分必須加設臨時支撐。
(3)連續梁橋其最外側邊跨之跨徑，宜為主跨徑之 0.6 ∼ 1.0 倍。
(4)每一單元橋跨數：橋高 15 公尺以下，以採 5 ∼ 8 跨連續結構。橋高在 15 公尺以上時，則
以 5 ∼ 12 跨為宜。

3

XXVIIII-403

4.斷面配置

上部結構之斷面型式，一般可有連續雙Ｔ型、連續箱型梁、連續箱型梁配合預鑄斜撐版等
三種型式，其斷面選擇可採以下之原則：
(1)採用雙Ｔ型結構斷面，其橋寬應小於 16 公尺。
(2)採用箱型梁結構斷面設計時，一般可有如下考慮：
●

橋寬在 16 公尺以下時，可採單室箱梁。

●

橋寬在 16 公尺以上時，可採雙室箱梁斷面或採單室箱梁配合預鑄斜撐版斷面。

(3)箱梁斷面尺寸，設計常用原則如下：
●

懸臂版長宜控制在 3.5 公尺以下，厚度由懸臂版緣之 20 公分，可漸變至梁腹側之 40 ∼ 60 公

分。
●

箱室內頂版橫向淨長與版厚比宜小於 30 ，惟版厚不得小於 20 公分。如箱室橫向淨長大於

4.6 公尺時，版厚至少須大於 23 公分。
●

腹版版厚須考慮符合所採用預力系統其鋼腱配置規定，惟最小不得少於 30 公分。

5.梁深與跨徑關係

梁深一般約為主跨徑長之 1/15 ∼ 1/17 ，採等梁深斷面
6.隔梁配置

為方便施工中系統模板內模之向前移設，原則上隔梁採後作灌實。
7.預力鋼腱配置

為使預力量能平均傳遞，縱向預力常採每兩跨相互間交錯施拉部份預力。原則上預力採單
邊施拉方式，倘高架橋有多單元橋連續時，部份尾跨無法正常單向施拉預力時，可調整為倒拉
方式。
8.施工縫設置

施工縫配合支撐先進工法階段施工步驟，設置於靜載重作用下，應力變化反曲點位置，約
為每一跨之 0.2 跨徑處。

1.3 支撐先進工法主要設備
支撐先進工法之機具從整體結構而言，可分為支撐型（Support Type）及懸吊型（Hanger
Type）兩種，支撐型式係將支撐荷重之主梁配置在結構之下方，而懸吊型設備係將主梁配置在
結構物上方，這兩種型式之設備都是將支撐之主梁跨過二個跨距而由橋墩支撐，藉此利用主梁
支持模板系統及混凝土重量，再由每一跨距依序重覆施工。對於機具設備選用支撐型或懸吊型
主要係考量施工環境地形、施工空間及經濟性等，如結構體下有足夠空間可設置支撐系統者，
選擇支撐型設備為經濟、便捷，否則宜採用懸吊型之設備，概因懸吊型與支撐型最大差別，懸
吊型係主梁提高至上部結構橋面以上，模板及結構以懸吊方式擔負載重荷重，無需顧慮機具設
備會因地形影響而無法順利推進，且比支撐型更能應用於峽谷、山區或跨越河川、道路之施
工，惟懸吊型機具設備較複雜，其設備成本亦高，除非有地形之特別限制，通常基於經濟性之
考量採用支撐型機具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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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針對箱型梁橋支撐先進工法常採用之支撐型主要機具設備作一簡要介紹：
1.主梁（Main Girders）

箱型梁橋之主梁一般設有兩支，分置橋墩之左、右兩側，結構為版梁結構或桁架，其長度
視橋梁跨長而定，製造時將主梁分成數段，便於運送，組合時再以高拉力螺栓將各段結合連
接。
2.鼻梁（Nose）

鼻梁係延伸裝設於主梁前後兩端，作為支撐設備向前一跨推進時使用，其結構常用桁架方
式，亦可以變斷面之版梁結構，與主梁結合方式以螺栓連結。
3. 支撐橫梁系統（Transverse Beams）

一般在垂直主梁方向大約間隔 4 ∼ 6 公尺，裝設支撐橫梁系統，主要將結構體、模板等荷重
傳遞至主梁。支撐橫梁結構可採懸臂式桁架或懸臂梁方式與主梁結合，與主梁結合又可採活動
式或固定式，視主梁推進空間而做選擇；左、右對稱之支撐橫梁於箱型梁製作時即橫移至箱型
梁結構體下方中間處結合，形成一支連續支撐橫梁，當箱型梁結構體完成預力及脫模後，將橫
梁結合放鬆移除，並向外橫移至橋墩外後併同主梁向前推移。
4.推進工作車（Launching Wagon）

此系統一般包括有控制主梁前進的轉動輪及控制主梁或支撐橫梁可水平方向橫移之滑動裝
置。此機構之設計考量推進工作在移動主梁時，才承受移動設備之載重。
5.支撐托架（Supporting Bracket）

支撐托架係裝置於橋墩上或橋墩周圍之塔架，於結構體澆置或設備移動時，使用之支撐托
架支持主梁，通常須準備三套托架設備，其中兩套是施工跨前後橋墩裝設，另一套則在移動
時，需於下一橋墩上再裝一套托架。
6.內外模板（Formwork）

外模板包含底模、腹版模、懸臂版模等，整跨距之外模系統，配合機具推移需要，以縱軸
中心線分割成左、右側對稱構造，經過橋墩部分模板為特殊構造外，其餘每單元標準模板大約
以 4 ∼ 6 公尺長材料組成。內模包括頂模、腹版模、支撐桿件機構、模板移動工作車、軌道等，
一般內模亦配合前進移動之需要，沿著箱梁縱軸分割成左、右兩對稱構件，每一單元內模長約 4
∼ 6 公尺。頂模、腹版模及模板移動工作車三者以支撐連桿構件結合一起，脫模時，先將頂模下
降少許，然後頂模與腹版模向中央內縮，再利用模板工作車將整組內模系統推移至下一跨。
7.懸吊錨碇橫梁架（Suspension Gallows）

在澆置混凝土時，橋跨後方支撐設備係以橫梁架懸吊錨碇於箱型梁懸臂端，這個橫梁架系
統包括一組橫梁架及一組預力鋼棒及油壓千斤頂。油壓千斤頂於箱梁腹版位置上，其支承頂緊
橫梁架，而預力鋼棒貫穿箱梁頂底版預留孔連結橫梁架與主梁。這個機構主要目的係控制連續
梁前後銜接面之變位一致，以期達到施工縫混凝土面之平整。
8.工作平台及爬梯（Platforms & Ladders）

主梁頂版處以加設翼版並以欄桿圈圍組成工作平台，並於橋墩外模處設置進出爬梯。位於
底模下面支撐橫梁上之通道，係用來調整模板及放鬆或鎖緊預力鋼棒之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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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設計及施工問題綜合探討
1.採用支撐先進工法之橋梁一般考量機具設備之適用性、經濟性，橋梁之平面線型其曲率半
徑最好大於 400 公尺。
2.支撐先進工法箱型梁橋，以單箱室構造施工較為便捷且經濟，如橋面甚寬時亦可配合以預
鑄撐版合成斷面設計。如橋梁無扭矩傳遞問題，可採用雙Ｔ型梁斷面。
3.本工法採逐跨施工，因此混凝土材齡甚早即承受荷重，且各跨施工時程互異，有關乾縮及
潛變問題於設計施工時應特別考量。
4.各跨施工縫設於跨徑約 1/5 處，為使混凝土之銜接面密合平整，於澆築混凝土時支撐架之
後端係懸吊錨碇於已完成之箱梁上，故設計時考量前一懸臂端於施工階段將承受一集中荷重。
同時施工時亦應估算預拱量，以使結構銜接面平順。
5.鋼腱配置避免全部均於施工縫處續接，以防應力過於集中，並可避免因續接器須有足夠設
置空間而採用較厚之腹版。
6.橋梁規模甚大時（單元橋數量多），為考量施工程序、工期及機具設備之配合，可於適當
單元橋之最後一跨之預力採倒拉方式設計。
7.本工法初期設備成本較高，通常橋長達一定規模時（橋長 2 公里以上），其造價較其他工
法經濟。
8.基於經濟之考量，本工法跨徑配置盡量以等跨距為原則，則機具設備規模亦考量能滿足標
準跨距即可，全橋若有少數跨距過長時，可依個案設置臨時支撐。
9.本工法支撐系統之選擇應考量橋梁規模、施工環境、經濟性等因素。通常有地面活動支撐
架、支撐型或懸吊型等三種方式。

二、節塊推進工法（Incremental Launching Method）
2.1 概要說明
節塊推進工法係將預力混凝土箱型梁由節塊組成，每一節塊先在橋台後方所設置之臨時預
鑄場內鑄造，俟混凝土達到規定強度後拆除模板，並於節塊上、下版施軸向預力，續將節塊向
橋台另一端推進，至節塊推離底模後，隨即於其後方鑄造一新銜接節塊並施預力，使前後節塊
相連，繼續向前推進，如此重複鑄造，施預力及推進，直至全部箱型梁推至定位為止。
採節塊推進工法之箱型梁橋，單孔跨長一般為 40m ∼ 65m ， 10 ∼ 15 孔連續箱型梁結構為一
單元，每一單元之長度約 300m ∼ 700m 時較為經濟，而本工法之特點為：
1.無須架設支撐，適合在都市街道交通流量大之地點施工，而不影響高架橋下之交通運作，
或於地形起伏較大之丘陵、山區或跨越大河川，或因橋墩較高不適合設置地面支撐之地點。
2.預鑄場內可設防護措施，施工不受天候影響，且節塊箱型梁可週期性鑄造，品質及工期均
較容易控制。
3.鑄造節塊之活動模板及推進設備，裝卸作業便捷，且能重複使用，可節省大量人力及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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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工法箱型斷面之施工係於現場鑄造再推進，限於均一斷面模板之設備，故較適合用於平
面線型為直線及圓曲線路段，縱面（Pro-file）線型為直線坡段或圓曲線；若平面為克羅梭曲線
或縱面為豎曲線段時，則必須模擬為圓曲線施工時，其可容忍之偏差，可分別由懸臂版或 AC 面
層調整。

2.2 結構配置原則及設計分析
1.橋梁規劃配置原則

由於節塊推進工法係於定點推動已完成之預鑄箱梁節塊、使逐漸到達其預定之位置，故節
塊體所移動前進之路徑要盡可能單純。一般而言，設於平、縱面為直線路段或全段均位於等曲
率之平、縱面曲線之橋，始宜採用本工法。
2.梁深、跨距與節塊之配置

在節塊推進施工階段之預力鋼腱配置需求及梁斷面之經濟性比較考慮下，「梁深／跨徑」
之比值較一般工法者為大，其梁深／跨徑之比值約在 1/12 ∼ 1/15 間，如為配合工址條件而有特
別大之跨徑，則可考量施工時於跨徑間設置臨時橋墩，避免因配合少數大跨徑而使梁深過大。
本工法預鑄節塊一般標準節塊長度為標準跨徑的 1/2 ，因節塊間的接縫常為結構之弱點。是
以節塊接縫宜選於跨徑 1/4 點處，該斷面彎矩甚小，因而安全性較高。
3.箱型梁斷面設計

節塊推進工法之大梁斷面宜採單室箱型梁。由於推進期間大梁前端必須連接一鋼製鼻梁，
又起始數個節塊所須配置的鋼腱較多，故箱型梁斷面分為兩種不同的設計。前端的數個節塊其
下翼版與腹版須能容納錨錠支承鈑、固定鼻梁，其餘各節塊之鋼腱佈置可在腹版附近，下翼版
中央部分之厚度則盡量減小以減輕自重，惟尺寸變化須配合支承、千斤頂尺寸及反力的大小而
設計。腹版配合活動模板的施工，其寬度則可固定。
4.橫向分析（Transverse Analysis）

橫向分析之目的在求得各載重作用下，箱型梁橫斷面內應力分佈及設計配筋，而設計分析
時所必須考量之載重包括靜重（如桿件自重及護欄、金屬欄杆、防音牆、管線附掛、 A.C.面層
等附加載重）及活載重。在對橫斷面進行分析時，可視為單向版結構，取一公尺寬度為分析單
元，依靜重及活載重兩部分加以分析。
5.縱向分析（Longitudinal Analysis）

節塊推進係一種機械式循環施工法，其上部結構乃由數個節塊以預力鋼腱接合成一連續單
元體，在進行縱向分析前，須先行分割上部結構之施工節塊，而施工節塊之切割配置，可按下
列原則決定之：
A.為配合系統模板之運用，節塊長度宜一致化。
B.各孔節塊切割位置宜約於跨徑四分之一處，因該處彎矩較小。
節塊推進工法係將澆鑄完成之節塊，藉由千斤頂將其由一端橋台逐次推向另一端，亦即節
塊每前進一次即對結構形成不同之影響，因此在結構系統模擬上，其邊界條件須能合理地反應
出推進作業程序，故在施工階段應力分析時，可作如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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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確保節塊能自預鑄場向前推進，故將預鑄床以若干剛性虛擬桿件加以模擬。
節塊作業推進期間，於各橋墩設置臨時支承及支撐架，可合理假設，各橋墩位置為一剛性

虛擬桿件且與上部結構輥接。
●

推進作業之鼻梁依其構材性質模擬為數個虛擬元素。

乾縮、潛變效應在施工階段對結構應力並無影響，然其應變卻會造成鋼腱鬆弛，進而影響
預力效應，故在考量預力所造成之效應時，必須針對每一節塊在不同施工階段代入不同之乾
縮、潛變係數，以求取其影響值。
預力在節塊推進工法可分為推進前施拉之預力及全數推進完成後施拉之預力。推進階段由
於節塊斷面須承受正負彎矩交替出現之變化荷重狀態，故推進施工期間採用軸心預力。俟整個
推進作業完成後再配合包含活荷重之最終應力之要求施拉佈設於腹版內之曲線連續鋼腱。
當最後一節塊推至定位後，即分段拆除鼻梁及施拉曲線鋼腱，然後再行換裝永久性支承並
施作橋上相關附屬結構，此時結構系統進入服務載重階段。

2.3 施工流程、循環工期
1.推進工法施工流程步驟如下圖

預鑄場佈設
鼻梁安裝／臨時橋墩

鑄造箱梁節塊

鋼腱施預力

換裝永久支承

連續梁最後施預力

推進全部完成

橋面舖 AC

安裝伸縮縫

欄

杆

推

進

2.箱型梁節塊鑄造流程如下圖

底模、外側腹模安裝

底版、腹版紮筋及鋼腱安裝

定位，校正

內側腹模安裝、定位

內側腹模拆除

頂版混凝土澆鑄

內頂模安裝
定位，校正

底版、腹版混凝土澆鑄

頂版紮筋及鋼腱安裝

養護 2 ∼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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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節塊鑄造與推進施工之循環工期如下表：

天

數
第一天

第二天∼三天

工

項

施預力及節塊推進

●

調整底模、側模及定位、校正

●

底版、腹版鋼筋及鋼腱配置

●

底版、腹版澆鑄混凝土

第四天

頂版鋼筋及鋼腱配置

第五天

頂版澆鑄混凝土

第六天∼七天

作

●

目

混凝土養護

2.4 節塊推進工法之主要設備
1.預鑄床

預鑄床的設計依所採用推進方式之不同（推進、拉進、頂進或夾推）而有其個別考量。預
鑄床基礎仍以 R.C.結構製作以提供足夠的承載力。另依現場狀況架設防護鋼架廠棚，以保持推
進作業不受天候影響。
2.系統模板

系統模板的設計須考量組裝之工作性以增加模板施工之效率，且內模的設計應考慮連續預
力鋼腱的埋設空間及橫隔梁的施工。
3.側制導架

為引導推進路線不致偏離設計之軸線，並承受橫坡度、地震力、風力等所產生的橫向力，
故須於每一墩柱上裝設側制導架。
4.滑動支承

推進中為減少摩擦力，須於墩頂裝設臨時性的滑動支承，於推進過程中循環塞入鐵弗龍墊
片以降低其接觸面摩擦力。滑動支承位置須設置於箱梁腹版下方，以便直接承受結構體重量，
並須考慮是否有足夠之承壓面積。
5.鼻梁

設置於節塊前端的鋼製鼻梁其長度約為跨徑之 60% ，係利用鋼材重量輕、勁度大之特性以
減輕節塊前端於懸臂狀態時產生極大的彎矩力，並藉其與下一橋墩取得部分支持以減少撓曲應
力。
6.推進千斤頂

為本工法主要機具，須備二組，其中一組供推進已鑄造完成之節塊使用；另一組供換裝永
久支承座及臨時支承之用。
7.推進臨時支撐

係供鼻梁安裝及拆卸作業之需，構築材料採用鋼架或混凝土結構物，易於拆除者。
8.安全制動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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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作業過程中為防止節塊自行下滑，須採用剎車千斤頂俾供拉力，於需要時可將節塊即
刻拉住，以免發生意外。

2.5 設計及施工問題綜合探討
1.本工法適合跨距在 40 至 65 公尺間，橋長在 300 至 700 公尺間。
2.本工法之橋梁其平面及縱面線型宜為單純直線或圓曲線，但平面線形與縱面線形可不必為
相同形式。當橋梁位於複曲線上時，如直線接緩和曲線或緩和曲線接圓曲線或直線接曲線時，
亦可以圓曲線模擬施工。
3.橋梁長度過長時，本工法可考量配置為兩個單元橋，分別由二端預鑄場往中央推進施工。
4.本工法推進設備之型式，目前常用者有推進式、拉進式、頂起推進式及夾推式，可視工程
情況選用，另推進設備應設有制動設施（剎車或防滑移系統）。
5.本工法在推進施工時，對於方向及高程之修正較不易，故施工作業之精度宜作嚴格控制，
於推進作業中隨時觀測調整。
6.預鑄場選定，應考慮基礎承載問題，避免有沈陷發生而影響結構體推進作業，一般在預鑄
場模板下方設置千斤頂以控制預鑄場沈陷問題。
7.本工法在推進作業時，各橋墩應裝設監測設備，當推進時橋墩頂部變位過大或推力超過估
計值時，均應停止推進，檢討問題原因及修正。
8.全橋梁若有少數跨徑過長時，應考量設置臨時橋墩，以避免梁深或鼻梁須為少數跨徑而增
大，造成不經濟之設計。
9.本工法於推進時採用臨時支承，於推進至定位後再換永久支承，各橋墩（台）換裝支承
時，須將箱型梁頂起約 10 公厘，故設計時應考量相鄰二座橋墩（台）間至少須有 10 公厘之差異
沈陷。
10. 施工時因混凝土受溫差、潛變、乾縮及預力等之影響，節塊長度隨時在變，故鑄造最後
一節塊時應調整節塊長度。

三、場鑄懸臂工法
3.1 說明
橋梁跨越山谷、深湍河川或交通頻繁之地區，為配合地形，需配置較長跨徑時，最適宜採
用懸臂工法構築。懸臂工法係採用工作車或工作桁架於橋面上施工，不受地形影響，當橋墩愈
高，橋梁跨徑愈長時，就工程之經濟性而言，將愈形有利。
懸臂工法橋梁，跨徑可從 60 公尺至 200 公尺，甚或更長者。橋梁類型除常用之預力混凝土
連續梁橋、連續剛構架橋外，諸如π型橋、拱橋及斜張橋等皆可採用懸臂工法構築。

3.2 場鑄懸臂工法橋梁施築之方式
係在已完成之橋墩或橋台頂箱梁上安裝施工作業車（wagon），接續組合模板，排置鋼筋、
預力鋼腱、澆鑄混凝土及施拉預力後，該節塊逐漸向兩側或單側延伸循環施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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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橋梁之結構型式
懸臂工法橋梁在結構上屬靜不定結構，早期之橋梁除第一座預力懸臂工法橋，其橋台一端
固定式（Rigid），另一端為活動外，其他多於中央設鉸接，後經演變為連續梁及梁、橋墩澆築成
一體之連續剛構架，高次靜不定結構。
最初之設置鉸接是為了設計及分析易獲解決，後來演進了連續及剛構架型式是為解決撓度
所產生之問題，至於連續剛構架合併活動支承型式是為克服因潛變、乾縮及溫度變化等所產生
之過大應力。
其結構型式，就早期的鉸接構造到目前採用之剛構架多孔連續橋梁，依序介紹如下：
1.中央鉸接剛構架型式。
2.一端固定，一端活動之合併剛構架式。
3.中央鉸接或不設鉸接之連續梁型式。
4.多孔連續剛構架，設置鉸接型式。
5.多孔連續剛構架型式。
6.多孔連續剛構架活動支承合併式。

3.4 橋梁設計考量問題
採用懸臂工法橋梁，是依其適宜性及需要性而定，茲就其設計程序說明如下：
1.跨徑配置及結構型式選定

採用懸臂工法橋梁設計，先依地形研擬跨徑長度及橋墩位置，再根據橋梁高度以決定連續
孔數及結構型式。
連續梁及連續剛構架為近年來懸臂工法橋梁所採用之型式，橋墩高度較小者，可採用連續
梁結構，而連續剛構架結構，則於橋墩較高時採用之。
2.橋梁縱斷面及橫斷面

跨徑決定後，依據跨徑及橋面寬度研擬橋梁之縱斷面及橫斷面，以作為結構分析之依據。
(1)梁深及線型
梁深與跨徑略成正比，跨徑愈長，梁深愈大，懸臂工法梁其梁深有採用等梁深及變化梁深
者，此需視跨徑長短而定，但一般都採用變化梁深。梁深變化時，梁底之曲線型式有拋物線及
正弦曲線兩種。橋墩處之梁深最大，一般為跨徑之 L/15 ∼ L/20 ，愈近跨徑中央，梁深愈小，一
般在中央處取跨徑之 L/35 ∼ L/50 。
(2)橫斷面及箱室（Cell）
懸臂工法橋之梁體構造，一般都採用箱型梁，其箱室之多寡視橋面寬度而定，就以往之設
計實例統計，橋寬在 12 公尺以下者採用單室， 12 ∼ 15 公尺採雙室， 15 ∼ 20 公尺者採 3 室設
計。但近年來梁之橫斷面設計已漸趨精簡，箱室盡可能減少，以提高施工效率，尤其在歐洲各
國，不論橋寬多少，箱梁多採單室設計，因此懸臂版長，箱室跨徑大，橋面皆施拉橫向預力，
橋梁之外型可較為輕巧。
3.預力鋼腱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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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頂版鋼腱
配置於箱型梁頂版之鋼腱稱為主鋼腱，當施工作業車於橋墩或橋台向外延伸施築時，即以
此鋼腱負擔懸臂狀態下梁之自重及施工中其他荷重。當橋梁完成後，其外加載重、活載重及溫
度變化……等作用力，亦大部分靠此預力鋼腱來承擔。
(2)底版鋼腱
底版鋼腱稱為附加鋼腱，配置於端跨外側及中間跨梁中央底部之腹版或底版上，其作用為
當橋梁閉合後，呈連續狀態時，承擔部分之梁體自重、活荷重，溫度變化及外加載重等。
4.施預力方式
橋墩上方施築預力梁，一般採同時向兩側外伸施工，頂版鋼腱由兩端施拉預力，以使其較
長跨徑之梁斷面上留有較大之預力。梁之節塊亦可於橋墩之兩側交互延伸施築，鋼腱採單邊交
替施預力，這施工方式需要配置較多量鋼腱。
至於底版鋼腱，在端跨部分多為箱梁內單邊施預力，中間跨部分則為雙邊施預力。

3.5 施工工法
本工法之特點，上部結構預力梁施築，乃利用架設於橋面上之工作車或施工桁架，按照節
塊之大小，逐節向外延伸、施預力、一直至全橋閉合為止。
1.工作車（Wagon）

場鑄法施工之工作車，可分為錨碇式及壓重式兩種，一般以採用錨碇式較多，主要因它重
量輕，施工階段考慮之施工載重較小，可減輕懸臂梁之負荷。壓重式工作車多在橋寬較小及跨
徑較短之橋梁採用，橋寬小以壓重式工作車施工，其所加之後方壓重，對梁之負荷增加有限。
2.施工程序

橋墩及柱頂部節塊澆築完成後，於橋面上安裝工作車，向兩側延伸逐次施築節塊，然後以
支撐方式（或工作車）施築兩側末端部分，最後於中間跨中央部以懸吊式（或工作車）閉合。
3.柱頂部施工

一般高度之橋梁，柱頂部之箱型梁通常採用地面支撐方法施築，但如橋梁甚高，不適合採
用地面支撐時，則是以柱頂下方設置托架之方式施築。
4.箱型梁節塊施工

柱頂部施築完成後，即於橋面上安裝工作車，按節塊之大小組立模板、排置鋼筋、預力鋼
腱、澆注混凝土及施預力，逐次由兩側延伸施築箱型梁，待該節塊完成後，再移動工作車施築
下一節塊，如此週而復始直至橋梁閉合為止。
工作車由定位移動至下一節塊，為一個工作循環，其工期可由 5 天∼ 7 天不等，此需視橋寬
及節塊而定。
5.施工中不平衡載重之處理

橋墩兩側之箱梁，因施工程序或相鄰跨徑長度不等，致施築過程中左右未能平衡，在剛構
架橋，其不平衡彎矩可由橋墩承擔。而連續橋梁，因梁、柱並未澆鑄成一體，不能穩定，因此
須以輔助設施維持其施工中之平衡，一般常用之方式可在柱之兩側與梁之間埋設預力鋼棒、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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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預力，作為臨時平衡措施，或於該柱頂部之梁澆築完成後，在其外伸較長之梁底設置臨時支
柱支撐之。

3.6 設計及施工問題綜合探討
1.以往懸臂工法之跨徑中央接合處係採鉸接方式，完工後由於混凝土之乾縮、潛變及預力鋼
腱鬆弛之影響，於鉸接處產生較大之垂下，影響結構外觀及行車之舒適性。目前該工法橋梁設
計於中央部分採連續性之剛性接合方式，可使橋面平整，並增進行車之舒適性。
2.以懸臂工法設計之長跨徑長橋目前均以多跨連續方式設計，致使混凝土之乾縮及長期潛變
對橋墩產生較大之彎矩，為改善此種情況，必要時並於圖說上規定節塊閉合之時機及天候限
制，或採結構預頂方式施工。
3.多跨連續之橋梁，為減低混凝土乾縮、潛變對橋墩產生過大之彎矩，橋墩與上部結構為鉸
接或滾承時，則須考慮於節塊施工中加設臨時固定設施使橋墩與上部結構剛接，以維持施工中
之結構平衡，臨時固定設施可為臨時橋墩或橋墩頂上設置預力鋼棒。
4.長跨度配合短柱時，溫度、潛變、乾縮對墩柱影響很大，一般可由設置滾動支承而減緩，
或於施作閉合節塊前，於多跨多製作一個平衡節塊，以期墩柱先行外彎，以平衡閉合後之墩柱
受上部橋梁軸向縮短之彎矩。

四、預鑄節塊工法
4.1 說明
在近代預力混凝土橋梁施工技術之發展中，節塊施工法乃為主流，無論節塊推進工法、支
撐先進工法或懸臂工法皆為節塊施工概念之應用與延伸，其意均為將橋梁施工簡化為單純、反
覆循環操作之節塊鑄造與施預力工作，以達到縮短工期、降低造價之目標。
預鑄節塊工法係將上部結構箱型梁設計劃分為適當大小之節塊，於橋址鄰近擇一大小合
宜、地形平坦的場地實施節塊之預鑄作業。於下部結構完成，且預鑄節塊養護達安定狀態後，
實施節塊運輸及安裝於預定橋梁位址之作業，並按步驟施拉預力、逐步完成上部結構。預鑄節
塊之安裝方法可採用逐塊吊裝及施預力方法，或採整跨組裝後再一齊施預力方法；前者通常係
配合大跨徑之平衡懸臂工法以節省場鑄之工期，惟須有合宜之運輸道路以利節塊之運送；後者
則須輔以施工臨時支撐鋼架以支托全跨之預鑄節塊，其施工速度較快，預力錨碇裝置少，故經
濟性較高，惟一般係適用於中等跨徑（30 ∼ 50m），否則臨時支撐鋼架之費用將甚昂貴而影響工
程造價。
預鑄節塊工法具有下列各項優點及特色：
1.以預鑄工法鑄造梁體結構，工作場地集中、品質易於管理控制。
2.預鑄節塊之安裝可毋須自地面架設支撐，不受天候及地形影響，施工速度快、工期易於控
制。
3.對於結構斷面單純之長橋採中等跨徑配置者，因其所需組裝設備單純、逐跨施工循環快
速，故具有極佳之經濟性與極短之工期。

13

XXVIIII-413

4.2 設計考量及細節探討
1.設計考量因素

(1)橋梁線型及幾何因素
橋梁之線型佈置單純、曲率半徑大且斷面型式一致者，較宜於採用預鑄節塊工法。
(2)跨徑配置
受地形、地物及橋梁線型之影響；應注意避免相鄰跨徑差異過大，以利預力合宜安排；跨
間之橋梁平面曲折角度不宜過大，以免扭矩導致應力過大。
(3)節塊斷面之研擬
預力鋼腱如係置於梁體外部而不穿行梁腹版內，則腹版厚度可予精減。頂、底翼版尺寸，
與一般梁斷面相仿。
(4)節塊長度決定因素
●

預鑄場地之大小與平整度：預鑄場地愈大、平整度愈佳，則可選擇之節塊長度愈有彈性；

否則仍以短節塊較適宜。
●

結構幾何形狀：梁體採變深度或橋梁平、縱面線型變化較大時不宜採用長節塊。

●

工程規模：如橋梁工程規模大，考量節省設備費用，以採短節塊較宜。

●

交通及運輸條件：運輸道路或車輛設備所能容許之條件對節塊長度有絕對影響。一般採用

短節塊較利於長距離、路程較差之運輸條件。
●

吊裝機具設備：節塊愈大，則起吊設備愈昂貴，一般仍以採用短節塊較具經濟性。

●

施工期：長節塊所需吊裝次數與接合問題較少，施工期較短時可考量採行。

(5)預力鋼腱配置
預力鋼腱之配置係按結構應力之需求以研擬計算其設置路徑與需求數量。套管均可採用低
摩擦性材料，預力以逐跨（或逐節）方式施拉。
2.結構分析

預鑄節塊橋梁之結構分析計算與其他特殊工法橋梁一樣，均須考量完工通車與施工階段之
結構應力狀況。完工通車階段橋體之承載荷重情形與各類橋梁工法相同，故分析計算之模型與
方法可參考前述其他橋梁工法；至於施工階段之結構分析計算須依節塊組裝方法和步驟，研訂
結構模型後逐步分析計算。
一般預鑄節塊橋梁之組裝施工可採用懸臂安裝法或整跨組裝法。前者之結構應力分析計算
與懸臂工法相同。而後者則與逐跨澆鑄施工之支撐先進工法相同。
由於預鑄節塊間並無鋼筋接續以承受軸向拉應力，故一般預鑄節塊橋梁之設計，多不容許
斷面有拉應力產生。
3.設計細節

(1)接合面剪力榫：係設置於梁腹版端面，以增加節塊間契合作用，俾抵抗垂直載重或扭矩
所致剪力。該剪力榫斷面積需求可依設計規範之材料抗剪強度並考量適當安全因數以決定之。
至於剪力榫形狀與尺寸，應考量易施工、不易損壞且具最佳抗剪功效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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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力鋼腱錨碇座：係用以安置預力端錨。其功能在承受錨座之壓應力並均勻傳遞於梁體
斷面，故應有適當之尺寸大小。
(3)節塊細部：節塊外形及尺寸須就橋梁整體設計一起考量，惟細部地方尚須考量預鑄施工
之易行性酌予調整，如轉折處予以鈍角化或圓隅化，可利於脫模作業。
(4)節塊接合面處理：可區分為濕式或乾式接合處理。前者通常係採用環氧樹脂類粘著劑料
塗佈於各節塊接觸面後，接合並施壓使之緊密貼合；後者則無任何接著劑料，須考量於接合面
頂版上緣設置止水封條材料。
(5)場鑄工作縫：為利橋跨內節塊長度及高程面誤差之調整，可設置場鑄工作縫於跨間合宜
位置。俟橋體調整正確後，將該工作縫澆鑄早強混凝土以閉合之。
(6)橋面防水層：如有防潮或防蝕需求，應於橋面舖設防水層。一般橋面防水層可採噴塗式
或蓆舖式，須配合結構特性、舖面系統及天候因素妥善選擇。

4.3 施工方法之探討
預鑄節塊之施工方法，可分別以預鑄階段、節塊運輸及橋址節塊組裝階段概要說明之。
1.預鑄階段

(1)預鑄場地之選擇
●

●

地形：須平整方正；若為坡地，則應予整治為梯狀台地，並設置連通道路。
面積：節塊生產、節塊儲存期及吊裝施工階段所需節塊儲存量及相關設備所需場地等為場

地面積之考量因素，須就整體施工時程安排以決定最小面積需求。
●

●

交通：預鑄節塊之運輸須有良好之道路及順暢之交通狀況予以配合。
距離：按經驗評估，距橋址 10 公里範圍內均可考量選擇預鑄場地，惟應與交通因素共同評

估以定取捨。
(2)預鑄設備及預鑄場地配置
●

預鑄設備

(A)預鑄模板設備：須按標準節塊、墩頂節塊及特殊節塊分類，以利採生產線作業法快速製
作節塊。各類節塊所需節塊模板套數應按節塊產量需求、工期及儲存場地大小決定之。模板材
質可採木質或鋼質，視循環使用次數及經濟性決定之。
(B)節塊支承基床：為預鑄模板設備及銜接節塊座落之支承構造。一般係採混凝土基礎版及
支承矮牆之構造型式；其基底須適當整治以提供基床足夠之承載能力。長線鑄造法之基床尚須
考量避免基礎發生沈陷問題，以減少節塊製作誤差。
(C)蒸氣養護設施：須配合預鑄節塊之生產速率設置足夠之蒸氣養護設施，以利縮短節塊循
環製作週期。
●

預鑄場地配置

完整之預鑄場地須包含預鑄場、混凝土拌合場、鋼筋加工場與鋼筋籠儲放場、節塊儲存場
及工舍、辦公室等。
●

預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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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謹之製作程序與精密之誤差要求，為節塊預鑄施工階段最重要之控制作業。
為有效控制預鑄節塊尺寸及整體橋梁平、縱面線型與橫坡度之精確度，預鑄施工前，應研
訂節塊鑄造流程、幾何量度控制步驟及鑄造累積誤差之調整修正方法。
(A)長線鑄造法
本法係於預鑄模板開放端連接一甚長之節塊試裝基床，將鑄造完成之節塊依序密合排列以
隨時校核完成之橋體幾何尺寸是否合乎要求，並即於次一節塊之鑄造中調整修正誤差。此種鑄
造法之基床通常須可容納一個跨徑以上之橋體節塊拼裝使用，可有效控制鑄造精密度而減少累
積誤差與橋體短期乾縮變形量估計值誤差，對於橋梁幾何條件較複雜者極為適宜。
(B)短線鑄造法
本法一般係採用於較小之預鑄場。於預鑄模板端只要至少有一銜接節塊之餘裕空間及車輛
或吊放機具操作通道即可。此種鑄造法須有極嚴密之精度控制程序，於鑄造後應有較高頻率之
平整度與幾何尺寸測量校核作業，並在鑄造完成後一段時間內繼續追蹤記錄，以利後續節塊製
作時之調整作業應用，及供整體精度控制作業之參考。
(C)接合鑄造（match cast）
此種鑄造方式係以前一已完成節塊之後端作為次一節塊前端之模板，以確保兩節塊間之接
合面能相契無誤。為隔離相接端面新舊混凝土之粘結性，須於前節塊鄰接面塗佈一層防粘合劑
薄膜，以減少脫離時之端面剝損率。
●

節塊儲存

節塊鑄造完成後應移置於儲存場地，以備運送至橋址吊裝。儲存場地宜緊臨預鑄場，俾節
塊之後續養護與尺寸校核作業可密切配合實施。儲存場之養護儲存時間以 14 日以上為宜，俾節
塊於吊裝時有較佳之安定性。節塊在儲存場可採腹版下方三點支承法放置，亦得以兩層堆疊方
式以增加儲存容量。在儲存場內，節塊仍須以適宜方法養護以達材料設計強度。儲存始、末，
應就各節塊各部進行損壞檢查，俾於安裝施工前進行修補。
●

節塊生產循環工時

為求簡化節塊之鑄造作業，縮短每節塊之產製工時，宜採專業生產線配置製作方式。每套
預鑄模板設備可連接串列之材料與機具支援系統，從外模定位與調整、鋼筋籠組立與預力鋼腱
套管配設、內模移設與調整，至澆築混凝土與養護等步驟，整個生產作業循環操作至純熟流
暢，則每循環之工時可精簡而易於控制。下表為預鑄箱梁節塊之生產循環工時例。
箱梁節塊生產作業循環工時表（16m 寬× 2.5m 長）
作

業

項

目

作

業

工

脫模移位

4時

08:00 ∼ 12:00

組模、鋼模調整

4時

13:00 ∼ 17:00

吊放鋼筋籠

2時

08:00 ∼ 10:00

內模移入

2時

10:00 ∼ 12:00

澆築混凝土

4時

13:00 ∼ 17:00

蒸氣養護

15 時

17:00 ∼ 08:00

時
第一天

第二天

計 3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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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節塊運輸

預鑄節塊之運輸須有合宜之交通路線與適當之管制措施。除施工前之評估及研究作業外，
實際運輸工作開始前，仍須就研訂之路線及替代路線進行詳細勘查與模擬作業，然後編訂運輸
作業計畫，以確定道路整理與運輸管制之工作內容。
3.橋址節塊組裝階段

預鑄節塊自預鑄場運送至橋址後，即須實施組裝施工以組立上部結構體。
(1)橋址之節塊運移方式
●

●

由節塊運輸車輛逕自施工道路運至施工橋跨，由吊裝設備起吊安裝。
節塊運輸至橋址適當處所，由吊車起吊轉由橋面運輸設備，自已完工橋面運移至施工橋跨

進行安裝。
(2)節塊組裝施工法
節塊之組裝須經由節塊端面契合及施預力連接後，始能發揮整體承受荷重之功能。一般節
塊組裝方法有下列二類：
●

逐塊懸臂安裝法

係從橋墩頂部節塊開始向兩側逐塊吊裝，懸臂伸出，直至與前一伸出之懸臂合攏接合為
止；隨後將吊裝設備移至下一組橋墩，繼續下一循環吊裝施工。
●

整跨組裝法

係將整跨節塊吊置於支撐鋼梁上，一齊施預力組裝完成；隨後將支撐鋼架移至次跨，繼續
施工。本工法優點為施工簡單、快速，下表為一逐跨組裝之循環工期例。且整跨一起調整，橋
體幾何誤差，可獲較佳之施工精確度。
節塊逐跨施工法之單跨循環工期（以 45 公尺跨徑為準）
工
工

作

項

作

天

目

時
間
0
2
4
6
︱
︱
︱
︱
——————————————————————︱
———︱
———︱
————
———
———
———
—————————————————
1.節塊運送吊放及調整高程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2天
天天

2.環氧樹脂填縫及節塊接合
3.空隙澆鑄及預力鋼鍵安裝
4.施預力
5.施工鋼架推移

天天天天

1天
2天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1天

天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1天
計7天

(3)預力鋼腱施工
預力鋼腱之安裝，其步驟依序為：穿置預力鋼腱、安裝錨具、施預力及錨碇、灌漿及封頭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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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法之綜合比較
工

法

經濟跨徑配置
‧單孔長：
35m ∼ 60m
‧橋單元長：

支撐先進工法

250m ∼ 400m

工

法

特

點

‧不必地面支，不受地形
天侯影響

工

適

用

性

‧平、縱面線型不受限制
‧曲率半徑不宜過小，影響

‧機械化施工，品質高、工
期短

法

移動桁架作業
‧橋寬變化不宜過大

‧設備裝卸便捷、節省人力
‧適合交通繁忙、河流、溪
谷等地點
‧單孔長：
40m ∼ 65m
‧橋單元長
節塊推進工法

400m ∼ 700m

‧無須架設支撐、作業不受

‧適合直線或圓曲線平面線

交通、地形限制
‧節塊可週期性鑄造，品質

型
‧適合直線或均一曲線縱面

及工期易控制
‧節塊在預鑄場內澆鑄，不

線型
‧適合單一橋寬斷面

受天候影響
‧週期性施工，節省人力成
本
‧大跨徑長：
60m ∼ 200m
場鑄懸臂工法

‧邊跨為大跨之
0.6 ∼ 0.7

‧無須地面支撐，不受交通
地形限制

‧平、縱面線型不受限制
‧較小曲率半徑時，扭矩效

‧工作範圍小，進度易掌握
‧重複性施工程序，工人易

應須詳加考量
‧適合較單一化橋寬斷面

熟練，品質易控制
‧適合大深谷，河川等地點
‧單孔長：
30m ∼ 50m
預鑄節塊工法

‧橋單元長：
400m ∼ 700m

‧梁體先行預鑄，工作場地

‧適合線型單純，曲率半徑

集中，品質易控制
‧無須架設支撐，不受地形
、交通影響

較大之路段
‧縱面線型不受限制
‧橋寬變化不受限制

‧循環性節塊吊裝，施工迅
速，工期易控制

肆、預力混凝土橋梁未來之發展方向
伴隨著材料技術的研發及電腦科技的精進，未來預力混凝土橋的發展將有別於傳統預力混
凝土橋梁，將引用高科技的產品，以達到更安全的結構、提供更舒適的服務，並減少對周遭環
境的衝擊與破壞。國內預力混凝土橋梁的未來發展可大至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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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工法－預鑄橋墩施工、漸進式橋梁
二、新材料－高性能混凝土、隔、減震支承
三、新構造－波狀鋼腹鈑預力混凝土箱梁、外置預力
四、新技術－橋梁自動化設計

一、新工法－漸進式橋梁及預鑄橋墩施工
目前規劃、設計中的南橫高速公路、中橫快速公路及花東高速公路多穿過群山峻嶺、急湍
深谷，長跨徑、高橋墩高架橋的興建是不可避免的。然在山區中及生態保護區域內，因施工道
路不易達到工址，且須將環境破壞的程度降至最低，一般傳統施工方法是無法達成此一目的。
一種從橋梁兩端向中央或由一端向另一端施築方式的漸進式預鑄橋梁工法則可對沿線地表的損
害減低到最小程度，此一工法將所有人員、機具、材料或預鑄節塊利用已完成的橋面運輸至橋
梁前端的工作面，逐步地向中央或它端施築，而橋墩亦可利用新完成的橋面吊運至地面施工，
免除臨時施工便道、支撐鋼架等臨時設施。本工法除了可達到免於破壞工址周遭環境，且因其
構件多為預鑄成品，施工期間亦可減少工址振動、噪音等污染。
此外，為配合漸進式工法，橋墩的施作方式亦可配合採預鑄橋墩施工。傳統所使用模版工
法澆鑄高橋墩，無論在鋼筋彎紮或混凝土澆注均費事耗時，施工甚為不便，而使用預鑄節塊橋
墩則可減少此方面的問題，因為節塊在預鑄場內製作，所有的工作如鋼筋彎紮、混凝土澆注均
可採自動化、機械化施作，完成後再運至現場組裝，施工迅速，對環境衝擊亦可減至最低。

二、新材料
1.高性能混凝土

高性能混凝土係由高強度混凝土演變而來，具有高強度、工作性佳、水密性高、低乾縮潛
變等優點。應用於橋梁結構工程上，由於混凝土強度提高，使得斷面尺寸得以縮小，自重減
輕，結構造型將可更輕巧、美觀。另外，因具較佳的耐久性亦可延長橋梁的使用年限。
目前國內在建築結構上已有多項使用高性能混凝土的案例，而在橋梁結構上則在第二高速
公路快官草屯路段之烏日交流道中，烏日連絡道交流道穿越橋，為國內首座採高性能預力混凝
土設計之橋梁，混凝土設計強度 560 kg/cm2 ，坍度 24 ∼ 27cm ，坍流度 45 ∼ 65cm 。此外，為了
驗証與比較本座高性能混凝土橋的設計成果，乃於橋體中埋設了溫度計、混凝土應變計、鋼筋
應變計、位移計及乾縮補償計等量測儀器，期望藉由現場量測得來的數據能更進一步了解高能
力混凝土在橋梁構造上應用功效。
2.隔、減震支承

台灣地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時時刻刻受到地震災害的威脅，而根據以往世界各地發生
大地震的經驗，均帶給受災地區交通網路相當程度的破壞。因此，橋梁耐震能力之提昇應是當
今橋梁工程師最重要的研究課題。而採用隔、減震支承系統已由實際應用案例中証實可有效加
強橋梁的抗震能力。隔、減震支承用以增長橋梁的振動週期，進而減少地震作用於橋梁下部結
構之能量。目前台灣在南二高白河新化段及中二高工程中已設計多座隔震橋梁，隔震支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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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採鉛心橡膠支承墊，此一支承墊是在天然橡膠積層中置入鉛心組合而成，在其構造中橡膠積
層墊提供垂直向剛性及水平向勁度，以減少搖擺效應及束制橡膠層側向變形，鉛心則提供阻尼
以消耗地震能量，並提供平時所需的水平勁度以抵抗風力及剎車力的變形。
台灣地區地震不斷，在橋梁隔震技術發展上有相當的需求，宜多方位的開發，如鉛心橡膠
支承、高阻尼橡膠墊及緩衝裝置等，以確保橋梁安全。現今國內已有的隔震橋梁設計經驗可進
一步應用在國道東部公路，位於強震區之蘇澳台東段道路上。

三、新構造—波狀鋼腹鈑預力混凝土箱梁配合外置預力
預力混凝土橋梁常因自重甚大而在規劃與建設中受到若干限制。對於箱型梁斷面的預力混
凝土橋梁而言，腹版面積一般約佔總斷面積的 25% ∼ 30% 。因此，合理地利用結構勁度，減少
腹版厚度，將對減少箱梁自重、減少預力鋼腱用量都具正面的效果。為了減少腹版厚度，法國
提出用波狀鋼腹版取代傳統 RC 腹版，此種波狀鋼腹版在橋向為折疊狀版，在承受軸向預力作用
時可自由壓縮，因此對由頂版與底版的乾縮、潛變所產生的變形將不受束制作用，進而避免了
由於鋼腹鈑的束制而造成預力損失。
此種結構系統法國於 1986 年先後建造了 Congac 橋， Macupre 橋與 Asterix 橋三座波狀鋼腹鈑
之預力混凝土複合箱型梁橋。而日本亦於 1993 年 11 月興建了首座波狀鋼腹鈑預力箱型梁橋梁，
即位於日本新瀉市高山地內的新開橋。
為了配合波狀鋼腹鈑預力箱型梁構造，預力鋼腱多採外置預力。傳統預力箱型梁預力鋼腱
均隨正負受力之分佈採曲線埋置於混凝土構造體內。然為了容納鋼腱之配置，腹版常須加寬進
而增加自重，且又有鋼腱配置位置不易正確控制、灌漿作業無法確實、埋置鋼腱難於檢視、維
護、抽換等問題，而外置預力則無上述之缺點。
波狀鋼腹鈑預力箱型梁配合外置預力可大幅減輕橋梁自重，在現場施工作業時間減少，縮
短工期上的經濟效益上也十分顯著，此一造型新穎的橋梁構造亦可引進台灣，提供國內橋梁工
程師另一思考空間。

四、新技術—橋梁自動化設計
橋梁設計過程中的分析計算及繪圖常是非常瑣碎繁雜且為重覆性的工作，由於電腦的普
及，現在大部分的計算工作已交由電腦執行，設計圖也使用商用套裝軟體繪製，方便工程師複
製、修改。然目前整個設計流程仍須多位工程師從事分析計算、繪圖、數量計算等不同的工
作，橋梁自動化設計系統可使設計流程能一貫作業，將結構分析資料檔建立及自動化繪圖、數
量計算、估算等設計工作串連，減少分析、設計、繪圖、估算等介面連接與執行的輸入錯誤，
並藉自動化設計縮短設計時程，提昇工作效率。

伍、結論
預力混凝土橋梁以支撐先進工法、節塊推進工法、場鑄懸臂工法、預鑄節塊工法等自動化
工法構築，在歐美先進國家已發展二十餘年，而國內最先自北二高頭前溪橋使用節塊推進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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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這些工法已陸續並普遍在新建高（快）速公路橋梁規劃設計施工中被採用，累積之經驗
證實，採用這些施工法之優點在於工期縮短、造價降低，且施工之週期性、自動化減少勞力，
並能克服地形障礙，減低環境衝擊，更提昇國內造橋技術與施工品質。由於國內橋梁在公路建
設中所佔之比率日益增加，為克服大量橋梁之建造，採用結合專業技術與現代機械設備之自動
化工法乃必然趨勢。
健全完善交通路網為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石，因此在推動各項公共工程建設時，交通工程均
為其中重要的一環，而橋梁工程又為交通工程建設中的命脈，在已邁入 21 世紀之際，除了回顧
過去橋梁先進們所做的貢獻，也要展望未來預力混凝土橋梁可能的發展，在工程建設與環境維
護均須兼顧之時，對於新施工法之引進與推動、新材料之開發與實體驗證、新橋梁結構型式之
研發以及在工程技術上從分析、設計、施工能達成自動化之專家系統之應用，無一不是為著環
島高速（快速）公路網之興建預作準備，冀望所有橋梁工程師均能貢獻一己之力，為更美好的
將來一同打拼，奉獻出自己之學識與經驗，建造更安全、更美觀、更先進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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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公路工程

第二十九卷

第十期

民國九十二年四月
Taiwan Highway Engineering
Vol. 29 No. 10. Apr. 2003. pp.22-34

赴歐洲公路長隧道機電與防災設施研習心得
* 陳進發

** 郭拱源

摘

要

本文係奉派於 91 年 10 月 7 日至 20 日赴歐洲先進國家參訪公路隧道機電設施之研習心得，旨
在吸收新知，並瞭解國外對於長隧道機電管理維護體制，以利本局辦理長隧道之參考。本報告
藉由參訪先進國家之公路隧道、機房、交控中心及各相關廠家工廠之過程與所見，綜合整理出
隧道所需之機電系統與設施，並吸收國外隧道之通風考量與維護管理方式，提出國內日後辦理
隧道之建議事項，諸如區控中心之建立、管理維護預算之預先籌備等。另有鑑於隧道行車安全
之重要性，本報告亦藉由日本道路公團之隧道防災設置基準比較瑞士公路隧道與國內東西快漢
寶草屯線八卦山隧道防災設施之異同，比較結果為八卦山隧道之防災設施符合國際頂級水準。
而為檢討公路長隧道之防災緊急應變計畫，本報告引用自 1949 年至 2001 年國外發生公路隧道重
大災禍統計，提出隧道防災之構成因素，供日後編訂防災緊急應變計畫之參考。

一、目的
國內目前施工中之長大型公路隧道，最長者為國工局辦理之雪山隧道長 12.6 Km 外，其次就
是本局辦理之八卦山隧道（長 5 Km）。八卦山隧道屬東西向快速公路漢寶草屯線 E407-1 標，該
隧道甫於 91 年 11 月 27 日凌晨貫通左線上半斷面。預計 93 年 6 月土木標完工。然土木標完工後，
尚須待機電標工程建置完成後，始能開放通車。本局有鑑於以往缺乏對於長大型隧道營運通車
後機電工程管理維護經驗及完備之緊急應變計劃，遂陳奉行政院 90.7.19 日台九十交 038486 號函
核准派兩員赴歐洲研習公路長隧道機電工程。其主要目的在於研習先進國家公路長隧道機電工
程之通風系統、火警預警、消防系統、輸配電力、照明、安全監控及其整合。其中尤以通風系
統及安全監控直接關係用路人安全，更具重要性。期擷取、吸收先進國家隧道資訊管理與整合
公路系統新知為日後本局管理維護長大型公路隧道之參考。
瑞士為一多山之國家，交通系統極為發達且完善，甚多長大型之公路隧道均有完善且現代
化之設施。該國於 1980 年 9 月通車之 Saint Gotthard 公路隧道，位於南部貫穿阿爾卑斯山，隧道
* 公路總局東西向快速公路中區工程處設計課長
** 公路總局東西向快速公路高南工程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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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度約 17 公里，其通風設施、交通控制及防災避難設施相當完善，值得前往參觀學習。

二、過程
2.1 研習經過
本次研習行程包括機電設備實際製造廠、火災試驗、全尺度試驗隧道及 Leissigen 與 St.
Gotthard 兩條隧道之交控中心，並安排多場專題討論，使本行程獲益匪淺。而在德國行程，主要
係參觀有關交通安全之機電展覽，茲將研習經過分述如下：
1.參觀國際隧道安全展

本展覽一年舉辦一次，每次輪流由不同國家舉辦。 91 年輪由德國於 Essen 舉行。由於展覽地
點即位於 A52 公路交流道旁及 DB 火車站旁，交通非常便利，展覽期間自 10 月 8 日至 11 日，為期
4 日。展覽區分為 12 館，於 1 、 2 、 3 、 4 館係為與隧道安全有關之展覽外，其餘各館為民生有
關之安全器材展示，如保全系統、汽車安全鎖等。展覽項目如下：
1.機械安全系統
2.營建防火科技
3.中央控制室之監控設備及通訊系統
4.煙霧之預警儀器及火警偵測器
5.個人儀器及防護衣
6.量測儀器
7.危險警戒之施工、文書及維護
展示產品與隧道安全有直接關係者計有：消防器材、監控系統、火災預警、通訊系統（防
火）……等，其中對於監控系統展示有所謂 Fire Vision 之系統，因該系統係利用 CCTV 之影像傳
輸至電腦螢幕，再予判釋火災或濃煙（詳如照片 1,2），並即傳送訊號至管理人員，該系統據了解
已開發成功，目前正於瑞士某隧道試驗，俟試驗通過後，即可上市供交控中心使用，預計將可
取代一般偵煙器或火災預警等器材。另外參觀各種專供隧道專用之緊急電話，該設備強調器材
外殼及線路均為防火且耐高溫，因為根據國外多起案例，通常隧道內發生火警事故，週邊逃生
器材均無法耐高溫而融化，故緊急電話之主要設備，應能耐高溫，方能於第一時間內發揮通報
功能。
本次展出設備，不乏隧道火災預警設備，大致可區分為偵煙式、差動式之非線性偵測器與
銅管偵溫之線性偵測器兩種。所謂非線性偵測器主要是偵測器為定點分佈配置，透過預埋線路
拉至受信主機，遇有異常事故，便可由資訊面板判釋異常區域。惟其缺點是偵測有死角，較無
法涵蓋全部斷面。另一種產品設備即是銅管偵溫式偵測器，其主要強調係線性分布於隧道內，
故偵測無死角。倘若其預埋管線故障，則將造成大區域偵測之空窗期，並且查勘故障管線亦非
易事，雖然該產品強調其系統均會自動定期自我偵測，惟仍需再進一步詳細了解其特性。據悉
國內北二高隧道群，已有多起採用線性銅管偵測器之實例，其使用、維護甚至維修機制，仍有
待進一步觀察。
中央控制室之監控設備及通訊系統用於公路隧道監控者甚多，其中用於隧道現場及中央控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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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 CCTV 及監視螢幕，其功能除可即時掌握突發狀況並立即處理，亦可遙控遠方之系統設備。
由於公路隧道必須長時間監視、儲存資料量龐大，因此本次參展產品有推出四分格及九分
格之監視螢幕，以及可長時間大量儲存之硬體等設備。並有用於中央控制中心管理單位直接於
螢幕上監控各區域之軟硬體設備。並有較新之水霧滅火設備，該設備類似手提式滅火器，可放
置於固定位置使用，亦可機動攜帶使用（詳如照片 3,4），由於其噴出時為水霧狀態，除可滅一般
火災，亦可用於油類火災。因隧道火災多為汽車碰撞引起之汽油燃燒，將來亦可考慮設計於公
路隧道使用。
2.參觀機電設備廠家工廠

(1)Securiton 公司
Securiton 公司員工多達 7000 人以上。本次係參訪總公司，除聽取該公司簡報及交換意見
外，還實地觀摩符合國際級之火災試驗（Fire test）。
Securiton 公司主要研發與產製有關安全之設備，公路隧道安全設備亦為該公司之業務之一。
因此，於聽完簡報之後，利用此難得之機會與 Securiton 公司人員諮詢有關歐洲長大型隧道有關
機電設備之維修機制及每年應負擔多少維修經費。以下即是該公司根據其受瑞士政府委託之維
修經驗摘要：
於瑞士公路長大型隧道，政府可直接委託該公司擔任維護，以目前該公司辦理瑞士公路隧
道中，最長者為 Seelisberg 隧道，長 9.2 公里雙孔雙向。以一般公路隧道而言，每年機電設備基本
之維護（如即時修復及定期檢修）費用約為 50000-100000 歐元（約相當台幣 175 萬∼ 350 萬），
惟特別強調該費用係包含風險負擔及固定成本。所謂固定成本主要為即時修復費及定期檢修費
與機動待命費用。而風險負擔費用則尚無法以量化估算，因受委託公司之觀念係為公路隧道之
風險控制者，而非安全管理者。
專業人士均認為以風險控制者自居，可將公路隧道之災害發生率控制於某一定值以下，而
所謂安全管理者，則必須負擔公路隧道零災害始堪稱為安全，正因如此，其隧道維護管理費
用，端賴受委託公司負擔多大之風險而定其成本費用。
根據該公司維護管理經驗，隧道管理之最大問題在於維護中心（交控中心）內之操作人員
不知道問題在哪？而延宕處理之最佳時機，其次則為過度信賴資訊面板之訊號，而不懂得確實
檢查之重要性。因此維護中心內之操作者，必須肩負 1.檢查系統是否正常運作， 2.訊號傳入時必
須確認是否誤報， 3.即時判斷事故形態， 4.確認啟動逃生之各項系統（如通風運轉、禁入號誌、
照明）， 5.通報支援體系。其中尤以通風設備之啟動責任更形重大，通常正確或錯誤判斷之通風
運轉策略，可導致隧道內逃生人員之存亡，而於災後檢討時，如有錯誤行為發生，則可能犯上
業務過失致人於死之法律責任，因此完備之通風運轉策略係公路隧道完工通車前所必須建置。
(2)Hetatron 公司
Hetatron 公司位於德國與瑞士交界，屬德國邊界之 Sulzburg 鎮內，該公司主要生產各類火災
預警器材，參訪時由該公司簡報說明，隨後引領參觀生產線及品檢、試驗流程。
該公司強調生產部門之人力規劃調配係以『島』
（Island）為主體，同一樓層依產品特性區分
為數個島區，同一島區其操作許可，應領有公司許可證照，員工可經由自行受訓，取得其它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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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之操作許可證，如此才可保障其工作機會，因為該公司強調零庫存，係因應訂單才通知員工
上班。此外，還實地參觀火災預警器之生產流程，其電路板生產雖由機械化生產，為最後品檢
仍需藉由人工檢視再予補焊，並非機械化生產即完全符合要求，只是最後尚須整體組裝、整合
做電路測試及各項火災、煙霧測試。
另實地參觀其試驗流程，瞭解實際上各國採用該器材前，均會自該公司欲船運至該國產品
中抽檢數個，直接辦理廠測，而廠測流程即為本次參觀之項目，其流程雖均有專業人士解說，
惟認為欲出國辦理廠測前，仍應先了解該公司測試流程及相關數據值，預先做好功課，避免辦
理廠測後，廠方及抽檢者於會簽時，發生爭執，而需再辦理第二次測試。
於交換意見討論時，曾請教該公司產品既為零庫存，倘若產品寄達工地，發現少數不合格
品，是否有備品立即補送，以免影響工期，該公司之答覆為並無備品，惟該公司會即刻生產、
測試，為期需 5 日，再加上運送時間，約需二星期內即可收到。另談及保固問題，該公司產品對
訂購承商保固一年，而承商對其業主則依契約規定。然目前國內公路多有已完工未通車之情
事，惟若通車後不久，該產品即失效，則會產生保固年限上之爭議。因為原廠對產品保固一
年，而承攬廠商對產品之保固，依契約而定，假設完工驗收後一年，則此時出現承商與原廠間
之保固起算時程爭議，而若業主於完工驗收後一年始通車，假設通車後不久即失效，承商依契
約論認為保固期已過，然業主基於通車前並未啟用，啟用後即告失效，難免認為承商仍應負保
固之責，此種紛爭已陸續於國內工程出現，只是承商礙於商譽大都認賠了事。
(3)VSH/Test 公司
Versuchstollen Hagerbach 公司位於瑞士南部 Sargans 鎮內，其公司本身即是設置於隧道內，
而公司整個工作場所均係由隧道開鑿而成，總長累計 4.5 公里，公司主要且唯一之營業項目即為
所有有關隧道工程之一切全尺度試驗，據悉，為世界唯一專門辦理隧道試驗之公司，因該公司
曾辦理隧道火災試驗，故安排本行程觀摩。
於聽取負責人有關簡報後，即由其引領參觀各類型已辦理過之試驗，諸如歐洲新研發之隧
道開挖機具、鑽堡、排水盲管、岩栓，甚至與隧道有關之火警預知感應器之火災試驗均曾辦理
過。該試驗雖非親眼目睹，惟據現場勘查該試驗隧道及殘留之火災遺物，可想像試驗當時之逼
真性。其係利用開鑿一長約 300 公尺之公路隧道，利用廢棄車輛模擬實際肇事起火之車輛，及預
埋於隧道內之偵測器及火災預警器材，實施全尺度模擬試驗，該試驗成果係當為研發成果改進
或印證確認用。最後並參觀目前施工中最長之鐵路隧道 St Gotthard Basic Tunnel（長 47km）所委
託該公司試驗有關鑽炸之相關事宜，主要目的僅係為瞭解於 Alps 山脈地質使用炸藥量之多寡與
開挖面之裂縫關係，據瞭解當日開炸後，隔日委託者（德國人）即會至試驗現場量取需要之成
果值，可見先進國家對於隧道工程施工技術之研發，真可謂不遺餘力。
3.參觀瑞士公路長隧道之機電設施與機房設備

(1)Leissigen 隧道
Leissigen 隧道長 2.2 公里，施工四年於 1993 年竣工，位於瑞士 A8 公路約 12K 處，為通往著
名觀光景點 Interlaken 之主要公路，屬雙孔雙車道。經由管理人員同意並由其引領進入機房內參
觀，平時該機房係為無人機房，惟機房內設有巡查紀錄簿，亦即需由管理人員定期巡查。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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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總機出現異常訊號時，總機被設定自動撥號通知管理人員，另總機旁亦連接列表機同步列印
所有狀況，俾供技術人員檢修參考用。整體機房配置；資訊面板係位於機房正中央，其餘管
路、各類受信總機設置靠牆壁側，角偶並有備用品之專用架，而 CCTV 則吊掛於資訊面板之上
方，俾供資訊面板（照景盤）比對確認用（詳如照片 5）。 Leissigen 隧道配置有緊急求救電話
（詳如照片 6,7），該求救電話一經使用者拿起話筒免撥號即直接連接最近之警察單位，再由值班
員警依狀況之性質分向聯繫相關單位。
經詢問得知 Leissigen 隧道消防配置對於初期滅火僅用消防水，而對於汽油類之火災係由用
路人使用隧道內配置之滅火器，餘則需俟消防單位派遣儲有化學泡沫之消防車，因此隧道內發
生火警事故時，通報者必須先行快速研判火災類型，以利消防單位滅火。隧道內通風系統採橫
流式，內設一處豎井，一處通風機房，軸流式風機全部採自動切換及控制（詳如照片 8），以節
省電力；當發生火災時，特別設計之通風運作程式可以使火災熱量及煙霧侷限於最小範圍內。
(2)St. Gotthard Tunnel
St. Gotthard 隧道長 17 公里，施工期長達 11 年，於 1980 年竣工通車，位於瑞士 Uri 省
Goschenen 鎮和 Ticino 省 Airol 鎮間，係瑞士通往義大利之公路隧道，屬單孔雙向單車道，由於該
隧道長度相當長，車流量又極大，因此其機電設施與管理維護體制，常受到世界各國之參觀學
習。此次參觀流程包括觀賞隧道興建與通車後改善設施之介紹影片、聽取簡報、實地參觀交控
中心、參觀逃生廊道及避難橫坑與主隧道，僅扼述如下；
由討論獲悉，該隧道雖長 17 公里，又屬單孔雙向，可能發生追撞、對撞事故之機率頗大，
惟當地政府並未限制載運危險物品之車輛進入，僅於隧道內限制速率 50km/hr ，跟車需保持一定
距離，並於稍後實地乘車感受隧道內駕車之感覺，發現 1.隧道內因亮度不足，且需費時 20 分鐘
沿途景象單調並有壓迫感，容易產生暈眩及焦躁。 2.長隧道內空氣夾雜車輛廢氣，易引起身體不
適狀。
聖哥達隧道控制中心位於隧道北口之 Goschenen ，其控制理念與一般控制中心不同，控制中
心分成三個區域（詳如照片 9），左側為警勤廣播區，包括無線電廣播、緊急電話、警勤廣播、
隧道擴音器等；中間為交通控制區，包括資訊顯示、閉路電視監視器、速限標示、車道管制號
誌、車輛偵測器；右側為機電操作控制區，包括電力、通風、照明、消防、火警等機電設備控
制維護。各區之系統各自獨立運作，但相互備援。機電設施如通風，照明在控制中心故障無法
操作時，可由隧道內各通風機房自行運轉控制，若機房故障，則由機房內以手動操作。由於該
中心建於 20 年前，故其中央監控並非全自動，在當時是屬最先進之監控系統，執行全自動作業
時，需經由人力下達相關指令後才能動作，而現代之全自動作業，係經由電腦軟體自動接受偵
測結果計算、判斷後，啟動相關機電及交控設施，以達全自動運轉。控制中心平時僅一至二
人，負責警勤廣播區，機電監控及維護區平時無人，當有事故、維護或檢查時，始有人進入該
區操作。控制中心之執勤人數與八卦山隧道機房規劃中之執勤人數相當，惟八卦山隧道機房係
規劃為儀電設備監控與機械維修兩大類，尚未將警勤班納內規劃。參觀控制中心時，曾特別留
意中心內資訊面板主要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屬交控類，由警察負責監控，另一類則屬機電儀表
類，由技術人員監控。兩大類均留一人於中心內值班，職等參觀時，交控類資訊面板恰有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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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入，不久後值班員警即接到緊急聯絡電話，該員警經 CCTV 確認後，即刻聯絡位於隔壁之消防
單位出動，此時另一名待命員警亦由外面進入中心支援，直至狀況解除前，中心內值班人數計
有兩名員警及兩名技術人員（詳如照片 10）。
由於控制中心擔負 Gotthard 隧道交安之責，因此該中心人員絲毫不敢鬆懈，且據解說人員說
明其交控中心有兩處，另一處位於另一端洞口附近，由於屬不同州，因此兩個交控中心各負責
15 日之交安權責。
最後實地參觀逃生廊道（詳如照片 11），而欲進入逃生廊道前，必須先經過兩道閘門，再開
啟第二道閘門後進入廊道，一股新鮮空氣撲鼻而來，並非一般所想像潮濕密閉空間之霉味，且
稍後進入避難橫坑亦有新鮮空氣源源注入，正當解說員打開主隧道與避難橫坑之閘門時，一股
強勁之風是由橫坑往主隧道吹出，一來避免火災時，濃煙吸入逃生空間，一來可補注主隧道之
新鮮空氣。
(3)Zurich Airport Tunnel
蘇黎克機場隧道長 1 公里，於 2002 年開工，參訪時機電設施及機房已將近完工階段，由於
蘇黎克機場屬國際機場，而該隧道係穿越飛機跑道，為機場中央機坪倉庫聯絡舊機場之機場隧
道，因機場之重要性，故其隧道機電設施及其管理維護，頗具有參考價值。
隧道內設有一圓環疏導交通，該隧道採軸流式通風系統由洞口排氣，並全部採自動切換及
控制。隧道控制中心設於隧道內，所有電力、通風、照明、消防、火警等機電設備均由控制中
心自動控制；若收到火災訊息時，閉路電視系統將自動啟動火警區之閉路電視供消防隊研判火
勢，再經由機場消防隊發出警報，同時通風機、速限標示、車道管制號誌等，將自動開始運
作，必要時得經由人力下達相關指令後始能動作。控制中心平時均無人看守，當有事故、維護
或檢查時，始有人進入該區操作。
參觀該隧道之機房，部分設備（如通風機）雖尚未建構完成，惟主要之監控、火災預警、
照明、電力等設備已在整合測試階段，該機房與其他長隧道機房較特殊者為並無照景盤（資訊
面板），係由受信箱內之觸摸式螢幕替代，由觸摸選擇管理人員想要瞭解之項目，顯現於螢幕上
判讀。隨後實地參觀隧道，該隧道實際為一雙孔車行箱涵，兩側經由箱涵中間壁開門相通，其
緊急逃生策略，據實地了解，大致如下；火災事故發生時，即有可能濃煙密佈，此時雖以啟動
通風機強力抽送，惟用路人可能仍無法辨別逃生方向，因此該隧道於人行步道上方約 50 公分
處，約 20~30 公尺埋置一處閃光燈，指引用路人逃生方向，外圍並以鋼套保護，內部則為防爆
燈，並於適當位置設有橫移式逃生門（詳如照片 12 至 17），惟逃生門另側即為對向快車道，應予
妥設護欄，以免逃生人員遭車撞。其餘無論管制號誌、照明、通風系統，皆一應俱全，其中車
道邊線並無設置反光標鈕，而係以凹凸標線代替標鈕，提醒用路人已輾壓邊線，該標線之設計
方式值得國內學習。

參、參觀及研習心得
本次參訪歐洲先進國家公路隧道之機電設施，旨在吸收新知，並瞭解國外對於長隧道機電
管理維護體制，以利本局辦理長隧道之參考，亦因如此，每一參訪行程，即利用討論時間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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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維護體制、透過實地觀摩瞭解機電設施之一二，期間並有多次參訪廠家，對於日後廠測、
試驗、驗收之一般流程與應注意事項，均有所斬獲，以下謹整理出此次研習期間所獲心得並分
述如後；

3.1 機電設施之整合與測試
長大型隧道為維持通車時用路人之舒適感與行車安全，照明、通風設備是基本必須的，而
為保護用路人於發生事故災害時之生命安全，緊急逃生系統則為不可或缺。本次研習參訪了許
多公路隧道，如 Leissigen（2.2 公里）， Pieterlen（1.6 公里）， Weesen（5.8 公里）， Speizberg ，
Seelisberg（9.2 公里）， St. Gotthard（17 公里），其中除 St. Gotthard 隧道是單孔雙向外，餘均為雙
孔雙線道，與國內公路隧道相似，其機電系統經整理區分如下；
1.緊急逃生系統包括：緊急照明、逃生指示號誌、逃生門（多設置於避車灣處）、緊急避難
空間（多為橫坑或廊道）、基本維生器材（如醫藥設備）、求救電話等。
2.交控系統包括：號誌管制燈號、監視器（CCTV）、廣播系統（含洩波電纜）等。
3.營運系統包括：基本照明、通風設備（含運轉策略）、火災預警設備、消防滅火設備、電
力供應設備等。
以上三大系統為歐洲目前公路隧道所常見，因國內目前已通車之長隧道並不多，因此僅配
有營運系統之機電設施較多，而世界上之公路隧道究竟應配屬何種系統規模之機電設施，則尚
無一定之規範可供遵循，本局目前辦理中之八卦山隧道則是以日本道路公團之隧道防災設置基
準辦理機電設備設計。惟長大型隧道機電設備之多，是可以想見，倘若各系統設備各自獨立運
作，是無法發揮其應有效能，因此各系統設備間需予以整合，由於參觀時間有限，尚且無法實
際了解其整合技術之精髓，惟據與專業人士討論得知，機電整合工作，固然各介面之相容性考
量甚為重要，最重要者仍在於故障原因之確認與排除，惟整個龐大且複雜之機電設備，匯集於
一間機房（或交控中心）內，出現異常訊號時，究屬線路原因、設備本身，或介面不良，以及
應由何種機電設備廠商巡查及負責？均為整合工作期間所面臨的。於瑞士國家，各類機電設施
多為同一家承商承攬，因此可減少許多整合介面之紛爭，惟需特別注意日後維修、更新設備
時，恐怕已別無其他選擇了，而必須指定同一廠家，因為各機電設備於整合介面之前係各自獨
立，如需更換其中某零組件，則勢必無法再購其他廠牌產品組裝，此為目前隧道機電設備採購
時所必須特別注意的，即『後續設備之擴充與維修』 ，因此若於選擇材料前即能預先請承商提
出維修（護）計畫書，則可能對於日後編制維護預算助益頗大。
機電測試工作應含材料試驗、單機測試、整合測試，其中材料及單機測試屬一般工作，而
整合測試則分屬各不同隧道之需求所辦理之試驗工作，其測試期約需半年，較為遺憾者是目前
並無規範訂定隧道之整合測試工作（單機測試各國規範則略有不同），因此該整合測試工作則常
伴隨以委託研究方式，供業主諮詢。

3.2 長隧道之通風考量
隧道內通風為一很重要之安全設施，它關係到隧道之造價、施工難易度、及行車安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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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Gotthard 長隧道為例，該隧道為通風考量，有四座通風豎井（詳如照片 18），而隧道內之通風
管道均設於隧道頂拱隔板內，採橫流式通風，新鮮空氣經豎井進入隧道內之通風管道，再由側
避隔牆於路旁之開口排出。廢氣則由上方隔板之排氣口經管道及豎井排出（詳如照片 19）。採橫
流式通風系統，具有強力汲吸能力，可將火災事故處兩端各數百公尺內行車區域中之濃煙除
去，尤其該隧道汲吸口設計為起閉式，濃煙高溫時能自動增大汲吸口，以達到排除濃煙之目
的。本局八卦山隧道所採用之通風方式為縱流式通風，利用行進車輛之活塞效應與中央豎井並
搭配縱流式通風機排放廢氣。惟活塞效應通風與行車速度及車輛所佔空間與隧道斷面之空間比
例有關，一般而言，以鐵路隧道效果較佳。由於長隧道之通風型式攸關全工程之造價及日後運
轉功能，故規劃時常基於工程環境及實際需求，研究各種可行之方案做比較後再定案。於瑞士
公路隧道之通風規劃、設計型式，其考慮之層面較廣，常將各種通風方式配合實際需要，相互
應用，而不侷限於某種通風方式，如 St. Gotthard 隧道之通風區間長達 5.1 公里才設置一座通風豎
井，均係經過分析比較。

3.3 長隧道之維護管理
瑞士各隧道之維護工作，可謂已上軌道，無論其工作組織、裝備、器材及備用品均甚完
善，如 St Gotthard 長隧道，惟於 2001 年台灣時間 10 月 24 日下午，於南端出口約 2 公里處發生兩
輛貨車猛烈相撞而起火燃燒，溫度曾一度高達攝氏 1000 度，救難人員並無法靠近，且因溫度過
高，隧道襯砌曾發生掉落塌陷，同時因相撞之卡車有一輛係滿載輪胎，輪胎經燃燒產生有毒濃
煙，現場並有數人被活活嗆死，此事故造成國際相當大之震撼。因此長隧道之行車安全問題再
度受到關注，而其管理及維護機制亦再度被主管機關探討改善之道。基本上，檢討該事故發生
之成因，可歸納幾點供日後管理維護之參考；
1.緊急應變組織與計畫應完備且應定期會同相關單位演練。
2.單孔長隧道儘量避免雙向行車，尤其以國內之行車習慣及高速公路發生對向車衝破護欄與
來車對撞之機率研判，隧道內發生對撞之機率相當大，屆時所付出之社會成本將更大。
3.載運危險物品之車輛，應先行報備，指定時間限制通行。

3.4 國內外公路隧道防災設施之比較
本局辦理之東西向快速公路漢寶草屯線 E407-1 標八卦山隧道工程原規劃係依據日本道路公
團之隧道防災設置基準利用八卦山隧道目標年交通量與隧道長度設計，為比較該隧道之國際等
級遂將本次參訪瑞士公路隧道做一比較，詳如表一，比較結果八卦山隧道業已符合國際先進國
家公路隧道之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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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國內外公路隧道防災設施之比較

註：上表內「○」為原則上須設置。
「＊」為視情況而決定設置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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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隧道防災緊急應變計畫
因隧道為一限定出入口之管狀空間結構，一旦發生火災，不僅須考慮產生高溫的問題，亦
需考慮煙霧對隧道內人員之影響，因此，火災發生後最重要的是「初期滅火」及「早期避難」。
但預防火災發生之困難性，滅火工具及消防作業之規定，初期滅火及早期避難之平衡點等問
題，仍需藉由國外實例研究借鏡，才能降低災害發生率。表二係整理於 1949 年至 2001 年國外發
生公路隧道重大災禍統計；
表二

1949 年至 1998 年國外發生公路隧道重大災禍統計

其中亦包含本次參訪之 St.Gotthard 隧道曾發生之災禍，檢討各事故災害之啟示如下：通報遲
緩、初期滅火措施不當、忽視洞口管制信號、避難誘導措施之重要性、隧道之安全管理。爰將
本次研習隧道防災構成因素條列如下；
1.迅速獲得正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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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救援之機動性
3 、防止二次事故
4 、初期滅火之設備
5 、避難誘導措施
6 、防災教育宣導
7 、執勤人員之養成訓練

四、建議
1.公路長隧道之防災緊急應變計畫應著眼於交控系統之設置、救援設備之充實（拖吊、消防
隊及公路警察隊）、維護管理體制之建立等，為因應八卦山隧道營運通車後，其交控系統設施及
機電系統設施之複雜程度，應比照瑞士 St. Gotthard 隧道設置區控中心因應及督導監控操作及維
護保養兩項工作，惟定期保養及故障維修工作則建議委託民間專業廠商辦理。
2.鑑於瑞士公路隧道每年龐大之維護費用，而其主要支出係因應隧道通風、防災、照明設施
所使用之機械、電氣、通訓設備之維護及更新，而此僅為維護管理硬體之一部份，另外，人員
組織之操作運轉費用（人事費、水電費、設備保養及更新），建議應預先籌備納入預算。

照片 1

利用 CCTV 自動偵測煙霧警報系統

照片 3

照片 2

水霧滅火設備

利用 CCTV 自動偵測煙霧警報系統

照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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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照片 7

隧道控制中心照景盤及閉路電視

照片 6

Leissigen 隧道避車彎之緊急電話標誌燈

照片 9

照片 8

聖哥達隧道控制中心

照片 11

Leissigen 隧道避車彎之緊急電話凹槽

照片 10

Leissigen 隧道上半部（通風通道）

隧道控制中心正處理突發狀況

聖哥達隧道內防災避難室及避難通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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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2

機場隧道火警緊急按鈕及緊急電源接頭

照片 14

機場隧道消防泡沫系統機房

照片 16

照片 18

照片 13

機場隧道緊急逃生照明燈（防爆型加護欄）

照片 15

機場隧道緊急逃生出口

照片 17

聖哥達隧道通風方式及豎井示意圖

照片 19
34

機場隧道消防泡沫系統接頭

機場隧道緊急逃生出口指示燈

聖哥達隧道通風方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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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公路工程

第二十九卷

第十期

民國九十二年四月
Taiwan Highway Engineering
Vol. 29 No. 10. Apr. 2003. pp.35-48

屏 63 線進德大橋改建工程之設計與施工（一）
林清洲 *

陳懋琦 **

一、工程概述
(一)緣起
進德大橋位於東港溪入海口，為連絡屏東縣新園鄉與東港鎮兩地之交通要道（位置如圖 1）
，
舊橋建成於民國七十二年三月，橋面淨寬 7.5M（雙向各一車道），橋長共計 588M 。本橋上游與
東港大橋間之水域，為屏東地區端午節龍舟競賽之場地，下游左岸為東港至小琉球交通船之渡
船場。此外，東港漁港及鹽埔漁港均在附近，再加上東港鎮三年一次之燒王船祈福祭典，以及
享譽國際之東港三寶：黑鮪魚、櫻花蝦、油魚子，使當地成為南台灣重要之觀光據點。
近年來由於交通日漸擁塞，原橋車道容量已不堪負荷，交通事故頻仍，加以原橋老舊，梁
底高程亦無法滿足「東港溪治理基本計畫」之需求，亟需改建，地方人士乃極力爭取將原不甚
顯眼之舊橋改建為一兼具地標及運輸功能之橋梁，以解決本地長期交通壅塞問題及促進地區觀
光發展，當時省府於民國八十三年三月將本橋改建列為重大工程並交由本局辦理。本工程為配
合大鵬灣風景特定區之開發、東港溪親水公園以及龍舟賽、燒王船、黑鮪魚觀光季等地方活
動，主橋型式採深具東港溪“門戶”意象之提籃型鋼拱橋，完工後將成為屏東地區之新地標，
可彰顯東港、新園兩地之人文景觀特色，並將帶動地方觀光事業蓬勃發展。

(二)工程內容
本改建工程主要內容可概分為四部份，如下述（參考圖 2）：
1.橋梁工程：主橋為提籃型鋼拱橋，長 155M ；新園鄉端引橋為鋼箱型梁橋，長 180M;東港
鎮端引橋為 90M 之鋼箱型梁橋及 15M 之預力中空版梁橋；橋梁全長 440M ，佈
設雙向四車道及人行道。
2.引道及平面道路部份：包括新園端 185M ，東港端 79.5M 。
3.新園鄉三孔烏龍排水箱涵。
4.代辦台灣省自來水公司、中華電信公司、中國石油公司、台灣電力公司管線附掛工程。
* 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養護課課長
** 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幫工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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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概要
(一)設計通則
1.設計規範
(1)交通部 76 年頒行『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2)交通部 84 年頒行『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
(3)交通部 75 年頒行『公路路線設計規範』
(4)交通部 76 年頒行『公路排水設計規範』
(5)美國 AASHTO「STANDARD SPECIFICATIONS FOR HIGHWAY BRIDGES」第 15 版 1992
(6)美國 AASHTO「A POLICY ON GEOMETRIC DESIGN OF HIGHWAYS AND STREETS」
1990
(7)台灣省政府 65 年編訂「台灣省市區道路工程設計標準」
(8)日本道路協會「道路橋示方書」
(9)日本道路公團「設計要領第二集」
(10)日本阪神高速道路公團「構造物設計基準（橋梁編）」
(11)美國 ACI 318-83「鋼筋混凝土設計規範」
(12)美國 AWS「電焊協會設計規範」
(13)美國 AISC「鋼構造設計規範」
(14)內政部 77 年頒布修正之「建築技術規則」
(15)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鋼筋混凝土建築設計規範（土木 401-84）

2.設計載重
(1)設計車輛載重： HS20-44 提高 30% 且三車道以上均不折減。
(2)最小設計水平震力
依據交通部 84.1.9 公佈之「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
V=MAX[ZICW/(1.2 αyFu)； ZICW/(3.0 αY)]
其中
Z

（工址水平加速度係數）=0.18（東港鎮及新園鄉屬於地震三區）

I

（用途係數）=1.0（本工程橋梁屬於一般橋梁）

C

（工址正規化水平加速度反應譜係數）：依橋梁周期與地盤種類而定。

W （橋梁設計單位全部靜重）：包括上部結構之靜載重與橋墩重量。
αy （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數）：依橋梁之構材材料種類及設計方法而定。
Fu （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依橋梁結構型式、結構系統之韌性容量、基本振動周
期及工址地盤種類而定。
(3)設計溫度變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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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結構平均溫度為 25 ℃，溫度變化範圍為 0~50 ℃。
混凝土結構平均溫度為 25 ℃，溫度變化範圍為 5~45 ℃。
(4)基本設計風速： 48m/sec
設計風速依回歸期 100 年 10 分鐘之平均風速為設計標準，高度、形狀及陣風等效應另計。
(5)計畫洪水位：東港溪 50 年洪水頻率，最高洪水位標高 3.17M 。
(6)設計沖刷深度 6.2M 。

(二)橋梁規劃
本橋改建規劃設計之考量因素除滿足交通量需求，並提高梁底高程以配合東港溪治理基本
計畫洪水高程，另一主要目的為塑造一特殊景觀，以成為當地之地標及景觀焦點。由於橋址位
於河口，位置特殊，深具“門戶”意象，故跨越東港溪之主橋採提籃型鋼拱橋。此外，橋梁設
計尚須考量下列因素：
(1)橋梁結構須具備良好的耐風、抗震穩定性。
(2)橋梁位於東港溪出海口，對於鹽害、鏽蝕須加以防範。
(3)工程材料之選用及其來源、品質、耐久性、經濟性與運送等事項皆須詳加考量。
(4)結構型式須考量工程安全、經濟、施工迅速及配合國內施工技術水準。

1.主橋
改建後之進德大橋主橋為一跨徑 155M ，拱高 30M ，橋面寬 21.3M 之提籃型鋼拱橋。兩根箱
型主拱肋（或稱拱腳）自橋面版兩側拱起合而為一，成一虹型單拱肋，並以單面鋼索支撐橋
面，造型宏偉壯觀，用路人視野佳。為減輕下部結構之負荷，橋面採用鋼床鈑設計，以減輕自
重。基於結構需求，鋼拱橋橋墩採四柱門架式鋼筋混凝土橋墩，然為避免拱肋巨大之水平推力
傳至橋墩，造成橋墩及基礎設計困難，在拱腳以兩根繫梁與主梁連接，將拱肋水平推力轉換成
主梁之拉力，使鋼拱橋傳遞至下部結構之作用力，在常時（靜載重及活載重作用下）僅為垂直
力，而不會有水平力產生。
鋼拱橋與下部結構連接之方式，在拱腳部份，一端為鉸支承（Hinge），一端為輥支承
（Roller）；而在主梁的部份，則兩端皆使用輥支承。採用此種配置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在溫度
升高的狀況下，將所引致結構體之額外應力減至最小，並且在垂直載重作用時，不致引起結構
產生水平方向的作用力。而主梁由於透過繫梁與拱腳連接，因此在縱向亦不會產生不穩定的情
形。
整體而言，鋼拱橋在受到垂直方向之載重（靜載重、活載重）時，由拱圈（包含拱肋及拱
腳）、主梁及吊索共同承擔。由於鋼索無法傳遞水平力，因此在受到水平方向載重（風力、地震
力）時，則由拱圈及主梁分別承擔，鋼拱橋之結構平、立圖如圖 3 、圖 4 所示。

2.引橋
為配合東港溪治理基本計畫河床高及現況河道位置、河床高程等，於水道治理計畫線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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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引橋基礎須置於 EL.-5.0 M 以下，且橋址為海岸平原區，軟弱土層分佈頗厚，因此橋梁下部
結構之工程費將高於上部結構。經評估，上部結構雖採造價較高之鋼箱型梁橋設計，然因其自
重較輕，下部結構節省之工程費較上部結構增加之工程費為多，且採用鋼箱型梁橋之工期亦較
短。
本工程新園鄉端引橋長 180M ，採三孔連續鋼箱型梁橋（55M+70M+55M）；而東港鎮端引
橋長 105M ，其中銜接主橋部份採 90M 長之兩孔連續鋼箱型梁橋（2@45M），另因梁底淨空限
制，再銜接一 15M 長，梁深 100CM 之預力中空版梁橋。
引橋下部結構均採門架式圓形鋼筋混凝土橋墩，可減輕水面壅高及沖刷，使流況較為平
順。而基礎部份依橋址之地層概況、施工環境以及工程造價等條件綜合評估，採用樁長 55M ，
樁徑 1.5M（橋台）及 2.0M（橋墩）之反循環基樁。惟顧及淺層土層強度不佳，且人為挖填構築
魚塭，對樁體之施工品質將有不利影響，因此基樁施工應採適當長度之套管以維護樁孔壁穩定
安全性。

三、橋梁土木施工內容及經過
本橋梁土木工程施工主要包含橋梁下部結構、東港端 15M 預力中空版梁橋、鋼箱梁處橋面
版及橋梁附屬結構、引道擋土牆、排水箱涵等。茲取部份土木工程施工內容概述如下：
1.興建臨時便橋：此部份之用地取得及施工由屏東縣政府辦理。
2.舊橋拆除：配合新橋之搭建逐步拆除，舊橋基樁與新建結構物有衝突必須予以沖樁拔除，
部份舊橋則配合新橋基礎施工作為臨時施工便道。
3.反循環基樁鑽掘製作
本工程基樁全部以反循環基樁工法施工，基樁直徑分為 150CM ψ及 200CM ψ二種型式。反
循環基樁施工情形如照片 1 、照片 2 、照片 3 。
由於本工程基樁口徑大（直徑 2M），設計深度加上回填土深度達 63~65M ，施工之初，疑因
孔徑內水壓不足，加以施作尚未熟練，以致坍孔無法進行。經承商以填土提高套管高程，增加
基樁孔徑內與地下水面之相對水壓力，基樁施作方順利完成。
又反循環基樁之施工掌控不如全套管基樁，本工程反循環基樁工程曾遭遇到以下之困難：
(1)P2(32)於澆注混凝土一半時，發生混凝土無法澆置之情形，亦無法利用吊車將特密管拔
出，現場判定發生坍孔，由於特密管已無法發揮效用，且處理時間過長，混凝土澆置無
法連續，故現場判定該基樁廢棄。該廢樁經回填後，由承商提送補樁計劃經核定後，於
原廢樁旁補一支樁。
(2)P3(12)超音波檢測資料似孔徑縮小， P3(14)、 P4 (15) 、 P4 (17)、 P4(27)製作完成後，由
送審孔徑之超音波檢測圖報表發現疑似與本局施工說明書之最大垂直偏差（1/200）規定
不符。 P3(12)經以震波非破壞檢測進行基樁完整性檢測（如照片 4 、照片 5），顯示該基樁
大致完整，且施工現場鋼筋籠吊放及澆置混凝土量無異狀之現象相吻合，亦排除原先孔
徑縮小之疑慮。其餘疑似偏斜基樁經由承商主任技師依超音波資料計算結構安全性無虞
後，報處轉中華顧問工程司審核通過，依本工程契約相關規定辦理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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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圍堰措施及基礎開挖
本工程原地面高程約為 EL+2.0M ，鄰近東港溪計劃河道之橋墩如 P3 、 P4 、 P5 、 P6 ，為配
合東港溪治理基本計畫河床高程，其基礎頂部高程為 EL-5.0M ，開挖面高程為 EL-7.7M~EL8,5M ，開挖深度達 10.5M ，故基礎開挖及施工必須配合點井將地下水位降至開挖面下，並先行
打設鋼鈑樁圍堰，方可進行開挖。
以 P3 為例，於抽水基地範圍四周（面積 34M*51M）外 1M 處，打設 16 口集水深井，於開挖
前及施作中持續抽水，將地下水位降至開挖面以下， P3 基礎集水井配置圖及水降曲線圖如圖
5 。 P3 基礎面積為 16M*39M ，經開挖整地至 EL+0.0M ，以基礎外緣向外 9M 處，向下開挖 1 ： 2
斜坡至 EL-4.0M ，鋼鈑樁採 TYPE-II 型 9 M 鋼鈑樁，入土深度為 4M ，並在 EL.-4.0M 處做一橫向
支撐。本開挖工程對地下水的處理由開挖面乾燥的情況來看，可謂相當的成功。基礎開挖情形
如照片 6 、照片 7 ，集水井鑽設如照片 8 ，基礎及墩柱施作如照片 9 。

5.墩柱、帽梁製作
本工程橋墩為多柱框架式圓形橋墩，墩柱直徑視載重結構分析而定，分為 2.2M 、 2.5M 及
2.7M 三種尺寸，墩柱高度視現況地形及橋面高程而定，自 2.0M 至 9.2M 不等。為考慮橋梁外
觀，墩柱採用鋼模工。墩柱完成，再施築帽梁，各橋墩帽梁斷面不等，自 2.4M 寬 *2M 高至 3M
寬 *2.5M 高，長度自 15.1M 至 39M ，施築時以適當之傳統木模支撐及斜撐，地面並以鐵鈑或角
木支撐防止沉陷，不致因灌注混凝土時發生之震動及混凝土自重而使支撐傾斜，導致意外。

6.預力中空版梁施作
本工程之預力中空版梁自 P6 橋墩 0K+610.05（斷面寬 28.62M）起至 A2 橋台 0K+624.95（斷
面寬 35.22M）止，共 14.9M 長，面積 475.61M2 。梁版深為 100CM ，中空部份斷面 64CM*64CM
共 24 處，內含自來水及中油管路各 1 孔。兩端變化呈喇叭狀，中空版梁配置圖如圖 6 。原設計採
夾板釘製中空箱，因斷面複雜，改以 9K 保麗龍藉 CNC 切割其形狀後，做為中空箱之用。施作前
經計算中空箱之上浮力後，以 #8 鐵線作為下栓固定保麗龍，自來水及中油管線開孔以預製之
14.9M 長管保護鋼套吊裝埋置其中。預力中空版梁配筋及中空箱配置如照片 10 。
預力系統以 75MM ψ之鍍金屬管 34 支，共 589M 長，埋設於混凝土，作為穿預力鋼絞線用，
梁兩端共配置 68 組預力端錨固定之。施拉預力時，順序由中間跳號分別往兩側施拉，以防止中
空版梁因左右兩側受力不均而造成扭曲。施拉預力完成後進行金屬套管灌漿，梁端封頭並以無
收縮水泥砂漿灌注。

7.橋面版施作
鋼筋混凝土橋面版構築於鋼箱梁上，其需底模之支撐可分為二個部份:
(1)B1 單元鋼箱梁上橋面版（A1~P3 ，共長 180M ，寬度為 16M 至 21.3M）：以地面填土壓
實架設鋼管以支撐橋面版，橋面版伸出處之支撐除以地面鋼管支撐外，並佐以架在鋼箱
梁翼板上之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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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2 單元鋼箱梁上橋面版（P4~P6 ，共長 90M ，寬度為 21.3M 漸變至 28.6M）：因下方為
現有東港溪河道，故橋面版所需底模之支撐，直接以角木撐於鋼箱梁翼板及鋼箱梁間之
橫隔梁上，懸臂處支撐以 32 ψ鋼筋，沿道路方向每 90CM 間距點焊一支於鋼箱型梁上，
並佐以架在鋼箱梁翼板上之斜撐，做為橋面版懸臂處之支撐。 B2 單元橋面版底模支撐情
形如照片 11 、照片 12 。橋面版混凝土澆置情形如照片 13 。（未完待續）

工 程 新 知（二十六）
美國交通界加強反恐研究課題
* 鄭永欽

** 林利國

美國在遭受 911 恐怖攻擊後，全國各界對防範恐怖攻擊皆全面檢討，交通界亦不例外，全美
國最大並主導交通研究的機構「交通研究理事會」（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TRB）在 911
事件後，對於恐怖活動在交通界的影響研究方面投注了大量力度。
在 2003 年元月份即將舉辦的年會中，將有大量恐怖活動相關的研討議題，並同時提供和恐
怖活動有關的培訓項目，內容包括交通系統對恐怖活動的防範對策，對於攻擊活動中的緊急應
變、疏散與救援計畫，以及攻擊後的復原工作等等。
以下是一些研究的主題：
‧重要基礎設施防護
‧聯運式交通系統的保安、回應與復原
‧有害性廢棄物運送與追蹤
‧緊急疏散
‧與保全（Security）有關的訓練
‧大眾運輸系統的侵入偵測
‧簡便式爆炸物偵測設備
‧機器人（robotic）設備
‧緊急交通運作管理
‧公路脆弱性（Valnerability）評估（Assessment）
‧重要設施指認與防護

勘誤表
期別

頁數行數

原文

更正

29 卷第 9 期

18 頁第二行

AASHTO HS20-40 設計

AASHTO HS20-44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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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進德大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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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平、立面圖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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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拱橋結構平、立面圖一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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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拱橋結構平、立面圖二
圖4
44

XXVIIII-444

圖5

P3 基礎抽水深井配置平面圖及抽水水降曲線（A-A 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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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力中空版梁配置圖
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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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反循環基樁澆置混凝土情形

照片 2

照片 3

照片 4

照片 5

反循環基樁鑽掘情形

基樁震波非破壞檢測情形（二）

照片 6

反循環基樁鋼筋籠搭接處箍筋施作

P3 基礎鋼鈑樁施作

照片 7

基樁震波非破壞檢測情形（一）

照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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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基礎開挖

集水深井鑽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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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

照片 10

P3 基礎及圓柱施作

照片 12

預力中空版梁配筋及中空箱配置情形

照片 11

B2 單元橋面版底部支撐（二）

照片 13

橋面版澆置混凝土

B2 單元橋面版底部支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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