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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對公路隧道之震害及因應對策之探討
湯輝雄* 張世忠**
一、前言
台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之間，屬於世界上最大也最活躍的環太平洋地震帶
上，是世界上有感地震最多的地區之一；斷層錯動是發生地震最主要的原因，且發生次數最為頻
繁，造成災害的機會也最大。
台灣地區面積約 36,179 平方公里，約 74%屬山地地形，超過三千公尺的山峰,總計有 130 餘座
之多，因此全島高快速公路網之闢建，山岳隧道常為不可避免。當大地震發生後，災區範圍相當廣泛，
且多樣性災害（火災、水災、爆炸等）常會伴隨發生；地面下之結構物於先天上承受地盤束制效應，
其破壞狀況及規模雖較地面上之結構為小；惟交通復建亦為震害救災重點，如此才能確保救濟物資之
運送【1】
；由於公路隧道常為交通樞紐，若損害致交通中斷，將嚴重影響災民搶救、緊急物資運送及
復建效率，輕則延誤重建進度造成經濟損失，重則因延誤救災時機致使傷亡更加重大；目前交通主管
單位對大型震災發生時之公路隧道應變與復建措施等，尚乏深入之先期模擬與規劃，現今對大地震之
隧道工程防災技術性文獻亦相當有限；本研究檢討大型震災影響公路隧道案例，並進一步以台 76 線
東西向快速公路漢寶草屯線八卦山公路長隧道為對象來進行探討。
因長隧道內部通風、照明及空間受限，一但發生大型地震災害事故，救援、疏散均較一般路
段困難，其造成之人員傷亡、財物損失及車流遲滯，都較開放路段嚴重；本研究乃參考 1999 年
台灣集集大地震之震災經驗，以及國內外有關震災預防與應變措施之研究，歸納出（1）減災（選
址、定期實施維護點檢）（2）整備（震災緊急應變計畫、器材整備）（3）應變（避免追撞與
二次災害、管制交通/瓦斯/水電、人車疏散）（4）復原（檢測補強後重新開放）來檢討公路隧
道管理之相關課題，俾有效降低地震災害對公路隧道交通之影響，供相關單位後續研究之參考。

1.1 地震災害
地殼由許多大陸板塊分散與聚合，但在某些特定地點，因聚集過多的熱能或應變能或其他外
來的能量，才發生突然的變動，例如：火山爆發、地震、山崩…等等，常造成很大傷害。

1.2 台灣地區的地體構造架構
台灣島是因呂宋弧與亞洲大陸碰撞後擠壓隆起的一個年輕島嶼【2】。台灣本島的中央山脈
及中央山脈以西地區代表亞洲大陸邊緣被擠壓隆起的部份，台灣東部的海岸山脈則代表呂宋弧撞
上台灣主島的部份，而台東縱谷即是此種弧陸碰撞的縫合處在地面上的位置。因為弧陸踫撞的結
果，造成台灣地區地殼變動激烈，斷層發達，且地震頻繁（詳圖 1、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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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地震與地體構造
（1900-1999）
8>ML≥7
7>ML≥6
6>ML≥5
5>ML≥4
4>ML≥3

塊
陸板塊
亞 大塊塊
歐塊 菲
塊

深 度、公 里

歐

亞
歐大陸
板
歐塊
歐

歐亞
塊塊 大 陸
菲 塊 板塊
塊塊

塊
海板塊
塊
律賓 菲
菲菲塊
塊

菲 律 賓
塊 菲 菲海
菲板
菲塊
菲

z 全部地震震源均投影在水
平面及南北向剖面上,東西
向剖面僅表示北緯 23 度以
南的地震震源投影。

地震資料來源：
1.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2.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圖 1.台灣地區的地震與地體構造【2】

表 1.台灣地區 15 次較大地震簡表（1896∼1999）【3】

地震名稱

地震發生年月日

芮氏地震規模（ML） 震源深度（公里）

1. 嘉義烈震

1906 年(明治 39 年) 3 月 17 日

7.1

很淺

2. 鹽水港烈震

1906 年(明治 39 年) 4 月 14 日

前 6.6，後 5.8

不詳

3. 新竹、台中烈震

1935 年(昭和 10 年) 4 月 21 日

前 7.1，後 6.0

<10

4. 嘉義烈震

1941 年(昭和 16 年)12 月 17 日

7.1

10

5. 台南烈震

1946 年(民國 35 年)12 月 5 日

6.3

2-5

6. 花蓮烈震

1951 年(民國 40 年)10 月 22 日

7.1

20

7. 台東烈震

1951 年(民國 40 年)11 月 25 日

7.3

20

8. 花蓮烈震

1957 年(民國 46 年) 2 月 24 日

7.3

30

9. 恆春烈震

1959 年(民國 48 年) 8 月 15 日

6.8

20

10. 台南、嘉義烈震 1964 年(民國 53 年) 1 月 18 日

6.3

20

11. 瑞穗烈震

1972 年(民國 61 年) 4 月 24 日

6.9

3

12. 花蓮烈震

1986 年(民國 75 年)11 月 15 日

6.8

0.1

13. 花蓮烈震

1990 年(民國 79 年)12 月 14 日

6.7

1

14. 瑞里烈震

1998 年(民國 87 年) 7 月 17 日

6.2

2.8

15. 集集烈震

1999 年(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

7.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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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西向快速公路漢寶草屯線八卦山隧道
八卦山隧道穿越台灣中部八卦山山脈，為約 5 公里長之雙孔單向雙車道快速公路隧道，設有
東、西洞口、中央豎井三處機房，西起彰化員林，東通南投草屯，為將來溝通台中、彰化、南投
地區之主要交通孔道（詳圖 2），該隧道則是公路總局最長之隧道，於全國隧道中僅次於國工局
所興建中之北宜高速公路雪山隧道（詳表 2）。
公路總局投注了近十年的時間，專注在八卦山隧道興建計畫，自從 1997.06 開始鑽挖，因
地質結構差且脆弱，開挖時還有滲水現象，施工期間也發生多次大小坍方，是項極高難度工程（詳
圖 3、4），歷時五年才貫通（2003.1.25）。預定 2005 年初全線完工通車後，可活絡台灣中部
地區的相關文化觀光活動，也會帶動中台灣整體發展，為地方繁榮注入新的生命。

圖 3.八卦山隧道透視圖【4】

圖 2.八卦山隧道位置圖【4】

圖 4.八卦山隧道縱斷面地質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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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台灣公路十大長隧道統計表

【本研究統計 2004.9】

隧道名稱

長度

開放時間

註備

1

雪山隧道

12,900m

預定 2005

北宜公路

2

八卦山隧道

4,935m

預定 2005

東西向快速公路漢寶草屯線

3

彭山隧道

3,800m

預定 2004

北宜公路

4

南港二號隧道

2,720m

2000.1

北宜公路

5

玉長隧道

2,660m

預定 2007

玉里長濱公路

6

基平隧道

2,560m

預定 2007

基福公路

7

木柵隧道

1,875m

1997.8

北二高

8

中寮隧道

1,858m

2000.2

南二高後續計劃

9

福德隧道

1,726m

1996.3

北二高

10

平雙隧道

1,339m

2001.9

基福公路

三、台灣公路隧道地震災害案例
大地震災害破壞地點通常不只一處，災點遍佈震央附近，但會隨著離震央距離越遠受災嚴重
程度遞減；1999 年 9 月 21 日台灣集集大地震(ML =7.3)以上，致斷層帶周圍受地殼強烈擠壓變
形，造成救災的困難及道路交通的嚴重受創，以及二千四百餘人死亡，一萬餘人受傷送醫之慘劇，
災害可分為三類：（1）一次災害(直接性的災害：即由斷層錯動，山崩與地裂等之地變、地盤振
動及結構物振動所導致的災害；如建物傾倒致人員傷亡、財物損失) ，（2）二次災害(間接性的
災害如：電器短路引起火災、管線遭破壞使氣體外洩爆炸、水管被震壞而引起的水災、或是結構
物之附屬物破壞使人員傷亡等)，（3）三次災害(其他衍生災害如：因道路網破壞、斷水、斷電
等，而使生活機能驟降或癱瘓)。往往二次、三次災害所造成的人員與財物損失更為嚴重，更值
得我們加以注意。

3.1 大型震災影響公路隧道之概況
921集集大地震時，造成中臺灣地區多處大規模山崩以及土壤液化，如：草嶺隧道、柑林隧
道、觀音三號隧道、南二高中寮隧道等，多處公路隧道有襯砌龜裂、崩坍之現象，以下對公路隧
道之主要破壞情形概略作說明:

3.1.1 草嶺隧道
149甲線草嶺隧道（位置詳圖5.），其破壞情形包括北洞口上方邊坡嚴重崩坍詳圖6.所示，
隧道內襯砌側壁起拱線位置出現裂縫，內襯砌頂拱則有縱向裂縫，造成混凝土剝落、鋼筋外露之
情形，詳圖7.所示。

Vo1. 31. No.8 Feb.2005

5

臺灣公路工程第 31 卷第 8 期-313

圖 5.草嶺隧道位置圖

圖 7.草嶺隧道，隧道襯砌側壁出現裂縫【6】

圖 6.草嶺隧道，北洞口上方邊坡嚴重崩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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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柑林隧道
台14線柑林隧道（東行線38K+350~38K+532，西行線38K+360~38K+609，位置詳圖8.），
於西行線東洞口上方邊坡發生嚴重崩坍，大型落石堵塞隧道洞口詳圖9.所示，近東洞口靠下邊坡
側之內襯砌側壁產生寬度約達1~5mm以上，長度約20m之縱向裂縫等破壞狀況，交通完全中斷
詳圖10.。

圖 8.柑林隧道位置圖

圖 9.柑林隧道，西向線東洞口上方邊坡嚴重崩
坍，大型落石阻塞洞口【6】
Vo1. 31. No.8 Feb.2005

圖 10.柑林隧道內襯砌側壁之裂縫【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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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觀音三號隧道
台14線觀音三號隧道（東行線49K+787~50K+028，西行線49K+787~50K+038，位置詳圖
11.），其破壞情形包括西向線西洞口上方邊坡嚴重崩坍詳圖12.所示，內襯砌側壁起拱線位置混
凝土開裂，內襯砌橫向施工縫及裝修磁磚龜裂等詳圖13.。

圖 11.觀音三號隧道位置圖

圖 12.觀音三號隧道，西向線西洞口上方邊坡
嚴重崩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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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觀音三號隧道，內襯砌側壁起拱線位
置龜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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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中寮隧道
國道 3 號（南二高）中寮隧道（田寮－燕巢 378K+780~380K+680）位置詳圖 14.。

圖 14.中寮隧道位置圖
中寮隧道（圖15）因通過斷層，隧道開挖時有瓦斯噴出，集集大地震時隧道北口附近的襯
砌破壞現象，研判為旗山斷層活動之現象，北口覆版段（0K+748 ~0K+823）範圍75m沿內襯
砌伸縮縫發生環向裂縫最大約18mm（圖16）。

圖 16.中寮隧道【7】

圖 15.中寮隧道【8】
Vo1. 31. No.8 Feb.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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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由地震所造成隧道方面之損害原因可歸納如下（詳表 3.）：
表 3.由地震所造成隧道方面之損害原因

現象【6】

說明

（1）地盤震 因斷層錯動所引發之地盤震動，在 1穩定度差的斜坡、山崖……發生「山崩滑動」的
動 所 生 斷 層 帶 附 近 最 激 烈 ， 也 最 具 破 壞 現象，2凝聚力較弱的沖積土層發生「壓密沉陷，
之 慣 性 力，其強度隨與斷層之距離增加而 斷裂」
，3泥沙地質可能因地下水壓升高而發生「噴
力作用 衰減。當地震激烈時，於不穩定地 沙」及「土壤液化」現象等；以上均引發地盤破壞，
盤或強度較脆弱的部份即可能發生 造成結構物之破壞。
變化而破壞。
（2）土壤液 充 滿 水 的 砂 層 ， 受 地 震 激 烈 搖 動 在鄰近震央的地區，會使地層內部的孔隙水壓上
化

後，砂粒間的結合力減少，甚至消 升。若某一地點地下淺部地層恰為砂質土壤且地下
失，促使砂跟水混合成為如泥漿般 水水位偏高，強烈地震發生時，地層容易液化，並
的液體。同時，砂層內孔隙水壓力 使結構物失去支撐而發生「下沉、傾斜或倒塌」，
遽 增 ， 由 地 層 中 裂 隙 往 上 衝 出 地 造成損失。
面，因此造成地面下陷，地上建物
下陷、傾斜等現象，稱為「土壤液
化」。

（3）地盤剪 當地殼受力時，其較柔軟的部份， 在力學中，變形用應變來量度；變形速度用應變率
應 變 作 例如斷層帶及其鄰近之受擾動的地 來量度。應變可分
用

張應變、壓應變和剪應變 3 種。

層，較容易發生變形。地殼不斷的 隧道受力時，橫坑、避車彎、通風豎井間可能發生
受力後，當斷層內部承受的「剪應 方向相反的運動，受到剪切力的作用，發生「混凝
力」超過斷層本身的「剪力強度」 土襯砌」的破裂或崩坍掉落。
時，斷層即發生滑動。當滑動發生
時，扭曲的地盤同時回彈，並向四
面八方傳遞彈性波。

（4）斷層帶 一般而言，斷層破裂的長度越長， 台灣地區的活動斷層分為三類：
（1）第一類活動斷
通 過 之 地震的規模越大，而振動的強度也 層、（2）第二類活動斷層、
（3）存疑性活動斷層，
錯 動 等 越強。但是，振動的強度會隨斷層 目前有可能引起地震的活動斷層至少 51 條，工程
原因

距離之加大而減弱。

建設規劃時均須加以注意，沿斷層附近地帶通常是
地表震動最激烈之處，易引起結構之損傷。

臺灣公路工程第 31 卷第 8 期-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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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隧道之主要破壞模式
隧道之異狀有裂縫、剝落、
空洞等等(如圖17.)，惟由因地震
所造成隧道方面損害之原因，以
921地震為例，其涵蓋範圍主要
為山區，山岳隧道受損較大，隧
道結構中又以傍山隧道受損較嚴
重，惟主要之影響多肇因於洞口
邊坡大型落石阻斷交通，隧道內
襯砌亦雖有損壞，惟損壞程度均
不特別嚴重。依此，震後各隧道
之主要破壞模式可歸納說明如下
（表4.）:

圖 17.隧道之異狀有裂縫、剝落、空洞等【9】
表 4.隧道之主要破壞模式

破壞模式

本研究整理
案例

說明【6】

1.洞口邊坡 此類破壞模式於公路隧道之破壞情形較常發現，尤其這些隧道洞
崩坍

口上方邊坡都非常陡峭，若岩盤節理發達，且未設置任何人為之

柑林隧道

邊坡保護設施，地震來襲時因地表震動過大，以致震後隧道洞口 （詳 3.1.2 節）
上方邊坡坡面崩坍，大型巨石阻塞洞口影響交通。
2.襯砌龜裂 地震後震區範圍內各隧道於襯砌方面之破壞，大致會發現混凝土

草嶺隧道

開裂掉落之情形，主要可能為襯砌震後因壓應力增大，而造成頂 （詳 3.1.1 節）
拱襯砌擠壓碎裂而掉落;另於傍山隧道則於下邊坡側之起拱線上 觀音三號隧道（詳
方，或多或少發現有縱向龜裂，並致使表層粉刷層拌落之情形。

3.1.3 節）

3. 穿 越 斷 隧道之安全性與施工所穿越之地質有相當大之關係，於斷層破碎
層、破碎 帶之地盤其與隧道支撐結構間之「整體互制強度」較低，故於地
帶襯砌破 震來襲時斷層破碎帶之剪應變偏大，以致於內襯砌頂拱位置受擠
壞

壓導致壓裂性裂縫或頂拱混凝土塊掉落，而於交叉段(如橫坑、避

中寮隧道
（詳 3.1.4 節）

車彎、通風豎井等等)三度空間應力集中處，亦造成龜裂損壞。

四、地震地變的防災概念與實務
重大工程建設，如長隧道、核能電廠、核能廢料處置場、大型水壩、高速鐵路、捷運建設等，
規劃時通常會進一步研究活斷層，並對地震地變的防災救援妥為規劃及設計，才能在地震災害發
生時發揮救災的功能；隧道一般含「隧道主體」及隧道管理單位「房舍機房設施」等，以下先就
地震防災之概念與實務【10】，防災應變有關公路隧道管理策略之課題，依「減災→整備→應
變→復原」之災害管理循環分作探討【11】，本研究整理如表5.探討於后：。
Vo1. 31. No.8 Feb.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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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地震的防災概念與策略表

時期
地震發生前的「減災」
地震發生前的「整備」
地震災害時的「應變」
地震震害後的「復原」

措施
工程建設前掌握正確的資訊與審慎的選址、工程完工後定期實施維護
點檢
建立震災緊急應變計畫及演練、緊急應變器材需用品之整備
實施應變計畫、實施管制（關閉水電、瓦斯及車輛引擎熄火）
，以避免
二次災害、人車疏散
維修補強或改建、評估與修復過程詳加紀錄與彙整

4.1 地震發生前的「減災」
4.1.1 工程建設前掌握正確的資訊與審慎的選址
（1） 隧道選址
在各種工程建設之前，工程師對於地質及防災資訊的掌握十分重要。根據正確的資訊，必須
在工程設計之前委託專家進一步做地質調查，確認斷層的位置及評估地震災害，俾便審慎的選
址。不同目的或不同危險性的工程，對於選址考慮的重點及程度不同，必須參考現行法規與工程
慣例做判斷。
地質條件對隧道位置的選擇往往起決定性的作用，隧道位置應選擇在岩性較好和穩定的地層
中，對施工和運營均有利，同時可節省投資。應避免隧道穿越岩性不好的地層、斷層破碎帶、含
水層等不良地段，以免增大投資，造成施工和營運的困難，影響隧道安全。
（2）工程防震措施
（a）結構物的佈置暨主結構體、附屬設備及管線等的耐震設計與防震措施，使用耐震性良
好的建築材料。
（b）對既有的耐震性評估及補強，主結構物及附屬設施，凡與安全有關的微小細節均應被
謹慎的考慮。
（c）結構物的基礎及周遭的「擋土」、「邊坡保護」措施均須考慮在地震的狀況下是否發
生地面斷裂、地陷、地層液化及山崩落石的影響等。

4.1.2 工程完工後定期實施維護點檢
對於重要的結構物，在工程完工後應定期實施維護點檢，以找出可能的缺點，並能針對缺點
進行補強。尤其對於地質及地震問題的新知識及新發現更須予重視，並據以分析及評估結構物現
況在可能發生的大地震之下的安全性。平時，應注意內部設備擺設及周遭環境的變動。若有主要
變動發生，應加以注意。若有疑慮，應即請專家評估其安全性。
點檢後，發現有疑慮的結構物應即針對缺失進行改善或補強，使能達到耐震標準。對於可能
發生的地震災害問題，則應設法瞭解災變可能發生的位置、種類及影響程度，並按專家的建議決
定改善或補強的方法。

4.2 地震發生前的「整備」:
4.2.1 震災前之公路隧道管理策略
（1）調查並模擬隧道路段之耐震性
耐震設計規範是我們對抗震害的第一道防線，規範依據我們測得地震地表加速度反應之狀
況，提供結構物設計抵抗之地震力的程度。平時即應將工程養護路段(含隧道)之設計耐震度及地
質資料予以電腦建檔，並模擬各路段在不同震度下的可能受損程度及災點可能分布狀況，以作為
救援指派及交通管制之參考。
臺灣公路工程第 31 卷第 8 期-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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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補強道路網各路段(含隧道)之耐震力
除了模擬工程養護路段(含隧道)之耐震性外，亦應作好定期維護檢測工作，針對不穩定地質
及耐震度較差之路段尤其是隧道予以補強，並研發隧道耐震技術及施工方法，及整備搶修器材，
使地震發生時路網不通之路段數減至最少，俾利災後之緊急運輸。
（3）防災避難設施帶之管理
公園、綠地等開放空間係大型災害發生後之緊急避難場所，亦可作為避免災情擴大之緩衝
帶，以及救援物質之集結點，平日應對各種開放空間進行調查及電腦建檔，對於違法佔用或違建
物等，均應依法加以取締拆除。
（4）調查全國營造商之營建能力
為災後搶救時效及復舊動員所需，平時即應建立全國營造商(含土木、機電、交控廠商)之營
建能力資料電腦檔，並定期追蹤考核，俾利災後重建。營建能力資料至少需含：工程車輛種類及
數目、工程人員種類及數目、目前在庫建材種類及數目、聯絡電話等。
（5）研擬不同災害程度下之應變計畫：
震害應變之公務機關應建立震災應變計畫，使震動開始時能自我防護，除保住自己的安全
外，可進一步救助受災民眾，至少需含二次災害之防止(火災與餘震防止、義工組織與訓練、損
壞判定指南)；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IS)，結合地質資料庫、工程養護路段(含隧道)資料庫、避難
設施資料庫、營建能力資料庫、維生系統資料庫等，模擬在不同震度下之路網受損狀況及災害程
度，並據此擬定災民疏散、送醫、安置、物資補給、配送之緊急輸運計畫，將有助於降低災後的
混亂及不安。
（6）有關公務機關緊急應變器材需用品之「整備」
（a）儲備緊急用具
◎儲備緊急藥品:準備急救藥箱，存放常用成藥及外傷藥，並定期更換成藥。
◎手電筒、收音機。
◎滅火器(要演練並確定每人都會使用)。
◎衛生紙、雨傘雨衣、睡袋、手套、繩索、斧頭、肥皂、抹布、針線等。
（b）儲備公務機關應急油料（可能斷電，緊急發電機用）
（c）儲備公務機關應急飲食（可能交通中斷、斷水）
（7）實施震災演習並加強防災研究
震災演習有助於落實應變計畫之精神及內涵，故應定期舉辦，除可宣導並教育民眾防災意識
外，亦可檢視應變計畫是否偏離現實，各單位間之合作是否協調，以及指揮調度系統是否通暢，
這些都必須藉由演習實證方可得知。

4.3 地震災害時「應變」
4.3.1 震災時之公路隧道管理策略
（1）偵測並蒐集即時的災情情報
即時的災情掌握及傳達對救災十分重要，因正確的情報有助於降低錯估情勢的機率，故應廣
泛由衛星通訊系統、直昇機、行動電話、火腿族等管道蒐集災情，此情報係作為救難物資及人員
調度之依據。
（2）執行合適之應變計畫
若平時能確實按照前述之公路隧道管理策略，建檔並研擬相關應變計畫，再定期舉辦震災演習，
大地震發生時，即可按照回報之災情有條不紊地執行合適之應變措施。
（3）管制公路上隧道區之各種旅次目的
災害道路交通管制優先順序如下：
（a）第一階段核可之旅次目的僅限醫療人員及物資、急性病患，消防人員及物資、搶通道
Vo1. 31. No.8 Feb.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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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之人員及物資、政府主要相關人員、交通管制人員、維生線搶通人員、災民(就近安
置)。
（b）第二階段核可之旅次目的為第一階段允許通行之人員及物資、維持災民基本生活之物
資運送、一般性病患。
（c）第三階段．核可之旅次目的為第一、二階段允許通行之人員及物資、維持災民生活之
物資運送、長期復舊所需人員及物資之運送。
（d）最後階段則視道路修復及災區經濟活動之復甦狀況，再全面開放不同運輸目的之旅次。

4.3.2.地震發生時的「應變」
4.3.2.1 實施管制（關閉水電、瓦斯及車輛引擎熄火），並避免二次災害
一般而言震災應變計畫原則可分救傷、滅火、搜查、管制、聯絡等小組，並應指定一至二位
遠方人員為緊急通報聯絡站。

4.3.2.2 人車疏散
（1） 人之疏散避難原則
（a）遠離結構物可能落下之巨大物體,如:電桿、大樹、煙囪、玻璃窗等。
（b）保持鎮定,並就近尋找掩護,俯身保護頭部,切勿慌亂逃跑。
（c）勿躲在牆邊或山崖附近。
（d）在群眾聚集場所勿爭先恐後,致生危險,宜冷靜選擇出口。
（2） 車輛之疏散避難
（a）如果地震發生時正在開車，立刻把車移到右側路邊停靠，並遠離可能墜落物。
（b）切勿緊急剎車，以防後面車子追撞造成二次災害。
（c）保持鎮定等待震動停止，聽從管理單位服務人員之指示。

4.4 地震發生後的「復原」
4.4.1 震災後之復原措施
（1）檢查自已以及其他人員有無受傷，準備救急。
（2）檢查有無失火或瓦斯味道。
（3）關閉水電、瓦斯開關。
（4）在黑暗場所勿點火或開啟電器開關（可能引起火花爆炸），可改用手電筒照明。
（5）打開收音機聽取政府/救助廣播。
（6）檢查損害情況，必要時移往安全處避難。
（7）假如受困，盡可能弄出最大聲音待救。
（8）學習如何救火，搶救陷在碎物底下的人，提供急救，尋求嚴重緊急時的援助和幫助其
他人。
（9）在地震發生後的幾個鐘頭之內，除非是緊急事件，不要佔用電話，以免妨礙救災（可
安頓下來再向指定好為緊急聯絡站的遠方人員進行通報聯繫）。
（10）隧道其他「復原」措施：如實施維修補強或改建、評估與修復過程詳加紀錄與彙整，
詳如5.4節。

4.4.2 規劃長期之復舊方針
長期之復原階段宜廣納產、官、學及民間意見，藉機對不合時宜之法令及耐震規範等做徹底
檢討與修正，預留足夠的道路、空間、綠地等，以免因過於擁擠而致災情難以控制、或緊急疏散
困難、或災民無從安置。

臺灣公路工程第 31 卷第 8 期-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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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研擬具體之復建計畫及工作排程
應在通盤考量下，決定修復優先順序，再進行分區工作排程，儘量縮短復舊時間、減少資源
浪費，並減低修復期間對用路人之負面衝擊。

五、公路隧道震災防災基本策略
以下參考國道新建工局、公路總局、日本首都高速道路公團等，於公路隧道震災防災基本策
略作探討：

5.1 高快速公路隧道防災設施-「減災」措施
公路總局早年興建規劃八卦山隧道時，其緊急安全逃生設施均係參照日本道路公團（Nihon Doro
Kodan）隧道防災等級最高等AA級規劃，當時除了在雙向的隧道中留設人車行橫坑之外，尚包括監
視器、緊急電話、消防栓、滅火器、緊急照明、通風等設備，另設有廿四小時的監控中心針對隧道內
的有毒氣體和機電設備進行儀控監測；惟防災觀念及科技日新月異，高快速公路隧道為防救因地震等
異常事故而誘發火災，通常設置有以下防災施設【12】
，以供用路人逃生：
（1）用以受理異常事故、火災等通報用之緊急電話及按鈕式事故通報裝置。
（2）供初期滅火時使用之滅火器、消防栓。
（3）避難人行、車行橫坑、誘導指示板（以指示避難方向、距離）
。
（4）隧道入口設置隧道內發生事故的通報裝置（如門架式可變標誌、車道管制號誌等）
。
（5）隧道緊急廣播系統，如警察廣播電台隧道中繼廣播設備（Repeater）等；當事故發生時，
即進行緊急廣播；平時並籲請駕駛隨時收聽警廣路況中心AM FM收音機廣播頻道。
以上防災設施外，另搭配隧道自動火警偵測器、隧道監視用的監視攝影機（CCTV），此外並籲
請駕駛人重視行車安全，另加強車輛定期監理及檢驗，並出版與宣導 ”用路人安全宣導手冊 ”等資
料【13】，以期萬全。

5.2 大地震時在高快速公路時之應變-「整備」措施
當震度5以上（ML ≧ 5），車輛在高快速行進時，突然感覺方向盤失控故障，車輛激烈地
左右搖擺【14】，此時請按以下進行應變：
（1）原則上靠右側停車、停車並引擎熄火，以減少二次災害。
（2）留意週邊狀況，打開收音機以掌握地震和交通情報與狀況。
（3）鎮定冷靜判斷，不可以狂駛，以免發生危險。
（4）聽從警察及公路管理單位之指示移動。

5.3 在高快速道路隧道中遭遇地震時之應變 -「應變」措施
（1）收聽收音機防災時用緊急廣播頻道、往安全方向避難。
（2）當察知地震時，慢慢減速、並向右側路邊停靠（若無法右側靠停時，不得已時方左側
寄停），車輛停止後將引擎熄火，並打開無線收音機。
（3）打開隧道內防災用的緊急廣播頻道，仔細地收聽及時的地震及交通情報與狀況，往安
全的方向避難。
（4）如需緊急棄車逃生時，關閉車窗玻璃，勿將貴重物品留置車內，引擎鑰匙留置方向盤，
並馬上朝緊急出口逃生（一般長隧道每400m均設有人行/車行橫坑。）
綜上，當事故不幸發生時，隧道外雖較事故隧道內的避難路徑安全，但亦恐怕會有意外事故
發生，故切勿慌張地往隧道外飛逃，應對周圍狀況，冷靜觀察後行動【14】。

5.4 應急復舊工法 -「復原」措施
Vo1. 31. No.8 Feb.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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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隧道維修與補強工法
隧道遭受如地震或邊坡滑動等外力作用，須考量予以維修補強或改建，應急之隧道補修與補
強工法評估如圖18.、表6.，隧道並於檢測補強後重新開放。

圖 18.隧道修護改善設計之評估流程【15】
臺灣公路工程第 31 卷第 8 期-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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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外力變化引致之隧道異狀原因及其維修與補強工法【9】

洞 口段

地震

地盤承載力不足

地 盤 下陷

水壓

塑 性壓

地層 滑動

補修與補強工法

偏壓、邊坡潛移

鬆 動 土壓

隧道異狀原因

填縫(pointing)

○

∆

∆

∆

∆

∆

∆

○

∆

擋板、防護網

○

∆

∆

∆

∆

∆

∆

○

∆

背填灌漿

◎

◎

◎

◎

◎

◎

◎

◎

∆

噴凝土＊

∆

○

○

○

∆

∆

-

○

○

現場打設混凝土

∆

○

○

○

∆

-

-

○

○

鋼肋補強

○

○

○

○

∆

◎

-

○

○

岩栓補強

∆

◎

○

◎

∆

∆

○

○

∆

護基(foot protection)混凝土

-

○

∆

-

-

-

◎

∆

○

支撐(strut)

-

○

○

○

∆

∆

∆

∆

○

設置仰拱

-

○

○

○

∆

○

◎

○

○

地盤灌漿

∆

∆

-

-

∆

∆

○

○

○

新設排水設施

∆

∆

○

∆

◎＊＊

-

○

∆

∆

邊坡穩定

-

○

◎

-

-

-

-

◎

◎

內覆襯砌

註備：採用之維修、與補強工法應針對各種隧道異狀原因選擇適當工法,並參考以下說明加以組合使
用。
說明：◎：最適合該異狀之工法
○：適合該異狀之工法
∆ ：視情況對該異狀有效之工法
- ：不適合該異狀之工法
＊：有大變位之虞時，採鋼纖維噴凝土(SFRC)有效
**：以改良或新設導水設施改善排水效果

Vo1. 31. No.8 Feb.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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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隧道災後復建經驗，應詳加紀錄與彙整
隧道災後復建為重大課題，應該學習前人經驗，例如921復建之經驗，進一步擬訂出復建計畫中
的新防災計畫，俾減少下一次震災損失；且因隧道受震害內容包括各類構件，受損原因亦各不相同，
除必要敲除重作外，多數構造可採更換、修復、補強等方式。對於各類構件與各種破壞模式之評估與
修復工作之方法、過程及技術等，應詳加紀錄與彙整，而達到經驗累積與技術傳承之目的。

六、建議與結語
6.1 建議
地震災害雖難測，但採取有效之預防及應對措施，應可降低無謂的損失；由921集集大地震的慘
痛經驗，帶給我們相當的省思與教訓，本研究乃針對大地震防災應變相關課題，研擬公路隧道之管理
策略，建議如下：
（1）隧道愈長其安全等級應愈高，其救援應變措施之能力相對地需要，故其通報救援系統之
建構尤應加強以應實際需要。
（2）應定期實施大規模之震災演習，以教育民眾防災意識，並檢視應變計畫是否偏離現實，
各單位間之合作是否協調，以及指揮調度系統是否通暢，據以修正應變計畫。
（3）可利用GIS結合地質資料庫、工程養護路段(含隧道)資料庫、避難設施資料庫、營建能
力資料庫、維生線資料庫等，模擬在不同震度下之公路隧道受損狀況及災害程度、並據
此擬定災民疏散、送醫、安置、物資補給、配送之緊急輸運計畫，以提高應變效率。
（4）隧道震災各項破壞模式及輕、重不同，因此隧道設計及相關管理單位有責任協助工區現
場，進行有關各項評估及修復技術，未來有必要成立技術諮詢小組，以加速災後復原之
各項工作。
（5）此外若欲達成恢復原隧道之營運功能，除需於調查階段適度增加調查之精確度，尚需於
施工時給予現場人員更大之彈性及時間（一邊滿足部分運輸需求，一邊施工），方能竟
全功。
（6）調查、維修改善及中長期監測均為隧道維持營運功能之重要環節，未來將為公路隧道營
運管理上一大重要之課題。

6.2 結論
隨隧道工程技術之發展，公路長隧道之建設漸漸普遍，大地震害之防災工作具有挑戰性，值
得進一步研究與發展，而震災防災對策千頭萬緒，本研究僅就隧道震害之因應基本對策作探討，
未來應可就各子題作更深入之研究，並可參考過去大地震災害經驗，加強對平時（減災階段）、
震災前(整備階段)、震災時(應變階段)及震災後(復原階段)之公路隧道應變計畫與復建措施。大
地震對公路隧道之影響巨大，宜從速落實文中各項對策，俾避免及減少大地震來襲時對公路隧道之不
良影響，俾利交通。

臺灣公路工程第 31 卷第 8 期-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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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Highway Engineering
Vol.31 No.8 Feb. 2005. pp20-37

淺談挖掘道路管理辦法
陳逢源* 陳仙州**
摘要
本文乃依九十二年七月二日新修訂「公路法」第 30 及 30-1 條規定並參酌公路總局、中部及南部
某縣市道路主管機關，對申請挖掘道路埋設管道工程現行管理辦法，依管道工程性質、需求性、不同
單位之整合問題及如何使道路經挖掘破壞後得以最經濟迅速方式恢復原狀，並兼顧管道工程正常運作
行為作一詳盡分析比較，期能由中尋求一最佳處理模式，供基層執行單位遵循，並提供用路人優質舒
適之服務指數。

一、前言
長期以來，臺灣地區對申請道路挖掘管理辦法並無統一標準，交通部所屬單位一般以「公路法」、
「公路用地使用規則」及「申請道路挖掘注意要點」等為遵循準則；內政部營建署所屬單位採用「市
區道路使用條例」
；地方政府機關則依地方自治條例自行規範管制條款…等。其中，自中央至地方相
關規範看似十分嚴謹（諸如路面完成三年內，非遇特殊情況不得挖掘）惟無拘束力或解套之方案良多
（如國家重大政策工程、重要軍事管線工程、因應民生需求之接水接電及緊急搶修工程、銜接區段性
之管線工程…等，不受禁挖限制）令執行者常需面臨「自由心証」或「說文解字」之壓力，雖時常面
臨誤採地雷之潛在危機，亦因而提升相關承辦人員之法律判別能力，對整體大環境助益雖小，然對培
養行政專責人才及業務處理能力確有實質效益。
現行相關規定最具爭議處，莫過於道路主管機關向申請單位核收之「代辦管線挖掘路面修復費」
費率計算方式及申請單位因回填及附屬設施（道路上之人手孔鐵蓋）施作失當導致後續道路多重維修
成本之耗費及因道路不平整衍生之國賠事件；此二大關鍵處又在各部會所屬單位堅持本位主義心態
下，迄今無法融通解決。本處於推動「高流動性低強度混凝土」及「MRC」等高穩定性回填材料時，
雖一再建議以降低核收「代辦管線挖掘路面修復費」收費標準為誘因之方向，鼓勵各管線單位採行，
迄未受到重視，經修訂之「公路法」相關規定因有利於此方向之推展，故本處再根據實務觀點、鄰近
區域道路主管機關管制模式、管線單位土木工程常識及相關法令規定等通盤分析並提供解決方案供各
界參考。

* 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處長
**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挖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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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令規定分析
茲依 92 年 7 月 2 日新修訂頒佈之公路法第 30 條規定分析之
公路法第 30 條規定：使用公路用地設置管線或其他公共設施時，使用人應填具申請書，向公路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始得設置。公路主管機關除向使用人徵收許可費外，並應向使用人徵收用地使
用費，優先用於公路之修建、養護及管理。但基於公共利益或特殊需要考量者，得減徵或免徵公路用
地使用費。
首先就徵收許可費及用地使用費分析其定義及費率如下：

（一）使用者付費之原則分析：埋設於道路下之管線，總體而言可區分為營業事業單位所有(如電
信、電力、油氣、用水、有線電視、固網系統等)及公有公共工程性質(如國防軍事管線、縣市
政府、鄉鎮公所、營建署等單位主辦之公共設施)等二種，前者因屬營業之用，且為公司(私有)
性質，應繳納公有用地使用費，自屬無疑；後者係為公有之公共設施，其目的與公路設施無異，
完全屬政府所有，實無須再繳納用地使用費，以增加國庫負擔。又該用地使用費，亦可稱為用
地租金，因屬國有土地，自應歸納國庫；其核收費率可依現行公有地租用價金訂之；以開挖面
積計算，並以 258 元/m2 核算之，其計算式分析如下：
【公路旁用地租金每甲=2934 坪(約 100000 元/年)；每 m2=0.3025 坪；每坪 3.3058m2；一般管線使
；如採逐年繳納規費方式
用壽命以 25 年計算；即【（100000*25）/（2934*3.3058）≒258 元/m2】
者，其費率約 258/25 元/m2≒10 元/m2，惟須設一專責收費機構及明訂固定繳費期限以利業務推
展；按年度繳納者其費率仍需依地價調幅比率彈性調整】。

（二）申挖案件許可費分析：道路主管機關受理非關自身養護工程之申請業務，勢必增加資料審
核過程之人事（手續）費及行政管理（含施工過程之督導管理）費用，此費用之增加全為因應
管線單位業務及營運需求產生，故由該等管線所屬單位負擔此一支出自屬合理，此等費用以簡
易計算式表示，即許可費=手續費+督管費。茲分別就手續費及督管費之費率計算方式分析如下：
（1）手續費：通常受理一大型申挖案件（面積 50m2 以上者）依規定須由工務段審核後送工程
處核定，其自資料審核、現地調查及至審核通過至少須費時六日，投入人員約需六人，
以平均工資所得換算（6*6*1200 元/日）=43200 元/件；小型或緊急搶修申挖案件（面積
由工務段逕行核定者，至少須費時二日，約需三人，以平均工資換算
（2*3*1200
50m2 以下者）
元/日）=7200 元/件。
上述分析係針對申請過程資料完全無遭退還處理之案件而定，如申請單位未針對自身業
務提供正確資料，徒增道路主管機關之作業困擾，此等浪費行政資源之損失自應由其自
行負擔，故申請過程之手續費應以個案及申請次數核算方屬得宜。
，申請過程因資料未全遭退件一次，至第二次始核
例 1、某單位申挖案件（面積 2000 m2）
准受理，其手續費=43200*2=86400 元，以單位面積換算為 43 元/ m2；（面積 20 m2）則為
2*7200=14400 元，以單位面積換算為 720 元/ m2
（2）督管費：一般大型申挖案件（長度 500m 以上者）其工期（自交通維持設施檢查合格至工
程實際完工）至少 15∼30 天，此期間，道路主管機關皆須肩負督導管理之責，否則發生
事故，絕非依行政高層主管所定條例應由施工單位自行負責，而係依法院判決，道路主
管機關仍應負擔相當比例之責任，此部分已有多起判決案例可資證明，故道路主管機關
向申請單位收取督管費自屬得宜。茲以本處目前對申請單位之施工過程督導管理作業作
一費率核算之分析如下：
（A）工務段平時巡查工資：含交通維持、路面切割、開挖、回填及面層處理作業等，每
天至少一人次（以道工平均工資 1000 元/日分析）；分段許可證核發包括資料審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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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約費時三日，二人次（以技術員平均工資 1200 元/日），施工過程之稽查作
業，約三人次（以技術人員平均工資 1200 元/日），屬抽查性質，頻率約 70%。
（B）工程處機動稽查工資：施工過程之稽查作業一日，約十人次，屬抽查性質，頻率約
30%；遭遇問題時召開協調會頻率約 50%（花費約 10*1200=12000 元/次）
例 2、某單位申挖案件（位於郊區，長 2000 m、寬 1 m；每 500 m/段），工期 30 工作天，施工期間相
關稽查作業及協調會頻率如上述，試分析管理費率。
★平時巡查：含巡查道工、技術人員資料審核及分段現場會勘、工地稽查
（1000 *30）+（2*1200 * 3）+（3*1200 *70%）=39720 元
★機動稽查：含施工過程之稽查作業及遭遇問題時召開協調會頻率
（10*1200 *30%）+（12000*50%）=9600 元
總計：平時巡查+機動稽查=49320 元
49320 元/2000 m2 ≒25 元/ m2
由例 1 及例 2 統合可得一般「申挖案件許可費」費率依下式計算之
「申挖案件許可費」=43200 元*「申請次數」+「申請面積」*25 元/ m2
因管線設施營運單位為申請道路挖掘頻率最高之單位，其申辦業務通常由專責人員辦理，出錯機
率不高，多數申挖案件一次即可辦理完成；如統一依申請一次計算，則許可費如下：
（43200+49320）/2000≒46 元/ m2
此一費率完全係道路主管機關因應管線單位需求所花費之額外支出，該等費用大部份由各單位之
管理費先行墊支，故此費用自當作為道路主管機關之管理費方屬得當。
公路法第 30-1 條規定：公路之挖掘及修復，公路主管機關得採取下列方式之一辦理
一、收取公路挖補費，並配合工程進度開挖及修復公路。
二、協調或要求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關（構）統一施工，並監督其施工及限期完全修復
公路。
道路主管機關向申挖單位收取『公路挖補費』原意乃為道路結構經挖掘破壞後，須多次修復方能
有效維護行車安全之用，而此筆龐大之修復經費自然應由申挖單位負責，又以往申挖案件總是由管線
單位先行完成管線埋設作業後（含回填及臨時 AC 鋪面）再由路權單位進行全車道之鋪面整修作業，
此作業方式雖然有重複浪費社會成本之弊，為因應現實需求，仍須如此方足以維持道路功能。茲就公
路法 30-1 條規定分析如下：

一、收取公路挖補費，並配合工程進度開挖及修復公路
本項乃指道路主管機關之修復工程需配合管線工程同時進行，其在執行上有兩種方式為之，茲分
別分析如下：
（a）管線埋設工程由道路主管機關統一代辦執行
管線單位依其需求預先規劃設計，將施工預算書送交道路主管機關并道路工程統一發包（屬土
木工程範圍依道路主管機關標準施工）決標後，管線埋設部份由該設施所屬單位派員監辦（含
材料供應檢驗、平時監造、計價付款及驗收等）其餘完全由道路主管機關處理。
（本局一般新闢
道路或拓寬改建工程等代辦管線埋設工程及中部某市聯合管路挖掘中心辦理之整體規劃性工程
等均屬此類）；屬此性質者，多為工期長且屬封閉區間不影響既有行車順暢之大規模計劃性工
程，其配合設計期程較無急迫性，除有充裕時間完整規劃外，更因施工期間無維持行車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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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監造人員眾多可集中管理，故工程品質易掌控，又相關配合單位在體系上概屬新工（臨時
任務編組）性質人員，其機動性較高，值此國家失業率高時期，又可提高就業機率，故易令人
誤解（含一般民眾及行政高層）為何管線工程不完全依此模式進行。
（b）管線單位自行埋設後，由道路主管機關統一代辦表層之修復
管線單位依其需求預先規劃設計，依道路主管機關規定完成回填及臨時性鋪面作業後，交還道
路主管機關統一代辦表層之修復作業（本局目前一般道路養護工程即屬此類）
。此性質者，多為
既成道路之申挖案件，由於工程規模較小、大多屬非計劃性、有急迫性且為各別單位主辦工程，
基於相關單位預算執行時程、需求性、組織編制及對材質供應來源、技術規範之不同等，實難
以整合統一籌辦單位；又不同施工性質之多重單位同時施工勢必影響原有交通流暢，加上銜接
之管線工程須待管路氣密試驗通過後方可進行鋪面作業…等因素阻礙，如欲配合管線工程進度
開挖及修復公路同時進行，惟有強制管線單位完全以 MRC 或 CLSM 等高穩定性材料先回填至與
原路面平整，道路主管機關先就管線單位申挖路段規劃設計並同時辦理發包作業配合施工方可
完成。
綜合前述，為符合公路法 30-1 條規定，並使各單位得以尋求易執行兼顧解決長期以來道路挖埋
管線引發之責任歸屬問題，筆者再就前述型式並就完全採用 MRC 或 CLSM 等高穩定性材料及使用碎
石級配料回填等，分析公路挖補費之收費方式以供各界參考。
茲因一般之管線埋設工程，其實際開挖斷面寬度及深度，除特殊性質之大管徑輸水、輸油管道及
人孔設施…等超過 2m 外，其餘大致為 2m 以內，並以寬 1.2m、深 1.6m 內者居多，而 AC 鋪面之整修，
為考慮容納路面鋪築機械、夯實機械等之運作空間、提升工作能量以減低交通阻礙時程及兼顧道路工
程品質、鋪面平坦度等；應就管道位置所屬車道依既成道路 AC 厚度（統一厚度）核收刨封費用，茲
以一簡例分析如下：
本節所述之成本分析完全依高屏平地區域平均工料成本及管線工程完成後，常用修復作業運作模
式分析，首先就修復作業主要項目成本分析如下列各表。
表 2.1 路面刨除單價分析

工程項目

單
位
2

M

單
價
20

原路面刨除
5cm

每單位工程工料分析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刨除機械使用費

M2

1

16

16

含機械損耗及油料

機械調度費

式

1

1

1

刨除量以當日可完成

2

1

3

3

封層數量之功率分析

配合工資

M

計
2

M

24

原路面刨除
10cm

20

刨除機械使用費

M

2

1

19

19

含機械損耗及油料

機械調度費

式

1

1

1

刨除量以當日可完成

2

1

4

4

封層數量之功率分析

配合工資

M

計
原路面刨除

2

M

38

附註

24

刨除機械使用費

M

2

1

27

27

含機械損耗及油料

機械調度費

式

1

2

2

刨除量以當日可完成

2

1

9

9

封層數量之功率分析

20cm
配合工資

M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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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挖填方處理費單價分析（以 MRC 回填者）
工程項目
單位 單價
工料名稱
3
挖填方處理費 M
850
開挖費用
開挖料處理費

單位 數量
M3
1
M3
1

粗骨材補充料費用 M3
骨材利用料
M3
黏著材料費用
kg
早強劑
拌合機具及其他
澆置費及運費
計

kg
式
M3

單價 複價
附註
60
60
100
100
含小搬運費及大顆
粒骨材破碎處理
0.1
650
65
按實際用量估算
0.9
---------按實際用量估算
100~150 2.4
300
水泥+爐灰或其他
屬黏著材之總用量
2.0
25
50
視工程需要而定
1
125
125
含場地費及雜支
1
150
150
含配合工資
850

表 2.3 回填方處理費單價分析（以碎石級配回填者）

工程項目

單位 單價
3

碎石級配料底 M
層及鋪壓

990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附註

小工
工具損耗
碎石級配料

工
式
L.M3

0.0066
1
1.25

1200
700

7.9
0.9
875

平路機
灑水車
抽水機
12T 壓路機
膠輪壓路機
操作工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0.016
0.013
0.013
0.016
0.009
0.041

600
500
400
800
700
1500

9.6
6.5
5.2
12
6.3
61.5

司機

時

0.013

400

5.2

計

約工資 3﹪
含運費(平均運距以
30km 以內計)
平地 0.016
平地 0.013
平地 0.013

平地 0.041
平地 0.013

990
表 2.3 再生瀝青混凝土單價分析

工程項目
再生瀝青
混凝土

單位 單價
T

950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刨除料再生處理費 T

------

------

----

刨除利用料費用

T

40％

------

----

添加新混合料費用 T
瀝青混凝土拌合費 T

60％
1

824
52

494
52

瀝青混凝土鋪設費 T

1

71

71

瀝青混凝土運費

T

1

233

233

雜項費用

式

1

100

100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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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已於刨除料剩餘價值
抵扣者不得重複計算
按實際使用量於剩餘
價值項目中抵扣
含粗細粒料及油料
以每日平均工作量及
工資換算
以每日平均工作量及
工資換算
拌合廠至工地平均運
距以 35km 計
含調整平坦設備及配
合操作員等

95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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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自來水公司擬申挖台一線 400K+000∼402 K+000 路段，埋設 300mm∮及 500mm∮水管各一管
（管道開挖深度 1.5m，寬度 0.8m），其申挖位置如下圖所示，試分別以（a）及（b）兩種型式核算公
路挖補費。

工程起點

單向三車道每車道 3.5m 寬

400 K+000
中央分向島

工程終點

402 K+000
500mm∮管

300mm∮管
解：（a）型式：開挖、回填及路面修復完全由道路主管機關代辦執行
台一線既成道路 AC 厚度為 20cm，因使用 MRC 回填，鋪面 AC 厚度 10cm 即已足夠；另
300mm∮及 500mm∮計兩道管路分別佔用二車道，故挖補費以二車道刨封 10cmAC 計價。
主要項目工料單價如下：
10cm 刨除費 24 元/m2；再生瀝青混凝土 950 元/ t；黏層 10 元/m2；挖填方處理 850 元/m3
工作數量：a.10cm 刨除費：24（2000*3.5*2）＝336000 元
b.10cm AC 鋪設費：950（2000*7*0.1*2.35）＝3125500 元
c.黏層費用：10（2000*2*3.5*2）＝280000 元
d.挖填方處理費：850（2000*1.5*0.8*2）=4080000 元
e.其他雜支：（含勞安、交維、保險及管理費…等）約工作費之 10%
總計（a+b+c+d）*1.1*1.15＝7821500*1.1*1.15（包商利稅）＝9894198 元
以每 m2 換算：9894198 元/2000*1.6≒3092 元
註：如回填料為 CLSM，僅須對「挖填方處理費」項單價改為 1400 元/m3 換算即可
以本例而言，挖填方處理費：1400（2000*1.5*0.8*2）=6720000 元
總計（a+b+c+d）*1.1*1.15＝10461500*1.1*1.15（包商利稅）＝13233798 元
以每 m2 換算：13233798 元/2000*1.6≒4136 元
解：（b）型式：開挖、回填由管線單位施工（以 MRC 回填）路面修復由道路機關代辦執行
台一線既成道路 AC 厚度為 20cm，因使用 MRC 回填，鋪面 AC 厚度 10cm 即已足夠；另 300mm
∮及 500mm∮計兩道管路分別佔用二車道，故挖補費以二車道刨封 10cmAC 計價。
工作數量：a.10cm 刨除費：24（2000*3.5*2）＝336000 元
b.10cm AC 鋪設費：950（2000*3.5*2*0.1*2.35）＝3125500 元
c.黏層費用：10（2000*2*3.5*2）＝280000 元
d.其他雜支：
（含勞安、交維、保險及管理費…等）約工作費之 10%
總計（a+b+c）*1.1*1.15＝3741500*1.1*1.15（包商利稅）＝4732998 元
以每 m2 換算：4732998 元/2000*1.6≒1479 元
註：採用 MRC 回填時，鋪面 AC 厚度一律以 10cm 施工，故上述挖補費核收方式乃統一標準，
無需再依既有鋪面 AC 厚度不同而有所區別。
例 2.同上例，如管線單位堅持採用碎石級配料回填，因溝槽狹窄，無法有效分層夯實，故道路主
管機關僅能代辦其管線埋設完成後之鋪面修復作業，且為提高道路底層穩定性，通常均就管道位置所
Vo1. 31. No.8 Feb.2005

25

臺灣公路工程第 31 卷第 8 期-333

屬車道重新翻修處理（底層碎石級配料至少 40 cm）。
茲分別就一般省、縣道公路 AC 厚度 5cm、10 cm、15 cm 及 20cm，核算其公路挖補費。
解：
（i）AC 厚度 5cm 時，主要項目工料單價如下：
切割費 18 元/m；再生 AC 950 元/ t；黏層 10 元/m2；開挖及土方運處 250 元/m3
回填碎石級配料及鋪壓（每分層厚度≦30cm 價位分析）990 元/m3；透層 13 元/m2
工作數量：a.切割費：18（2000*2）＝72000 元
b.5cm AC 鋪設費：950（2000*3.5*2*0.05*2.35）＝1562750 元
c.開挖及土方運處費：250（2000*3.5*0.6*2）=2100000 元
d.回填碎石級配料及鋪壓：990（2000*3.5*0.55*2）=7623000 元
e.透層費用：13（2000*3.5*2）＝182000 元
f.其他雜支（含勞安、交維、保險及管理費…等）約工作費之 10%
總計（a+b+c+d+e）*1.1*1.15（包商利稅）＝11539750*1.1*1.15＝14597784 元
以每 m2 換算：14597784 元/2000*1.6≒4562 元
（ii）AC 厚度 10cm 時，主要項目工料單價如下：
切割費 20 元/m；再生 AC 950 元/ t；開挖及土方運處 250 元/m3；透層 13 元/ m2
回填碎石級配料及鋪壓（每分層厚度≦30cm 價位分析）990 元/m3
工作數量：a.切割費：20（2000*2）＝80000 元
b.10cmAC 鋪設費：950（2000*3.5*2*0.1*2.35）＝3125500 元
c.黏層費用：10（2000*3.5*2）＝140000 元
d.開挖及土方運處費：250（2000*3.5*0.6*2）=2100000 元
e.回填碎石級配料及鋪壓：990（2000*3.5*0.5*2）=6930000 元
f.透層費用：13（2000*3.5*2）＝182000 元
g.其他雜支（含勞安、交維、保險及管理費…等）約工作費之 10%
總計（a+b+c+d+e+f）*1.1*1.15（包商利稅）＝12557500*1.1*1.15＝15885238 元
以每 m2 換算：15885238 元/2000*1.6≒4964 元
（iii）AC 厚度為 15 cm 時：，主要項目工料單價如下：
切割費 20 元/m；再生 AC 950 元/ t；黏層 10 元/m2；開挖及土方運處 250 元/m3
回填碎石級配料及鋪壓（每分層厚度≦30cm 價位分析）990 元/m3；透層 13 元/ m2
工作數量：a.切割費：25（2000*2）＝100000 元
b.15cm AC 鋪設費：950（2000*3.5*2*0.15*2.35）＝4688250 元
c.黏層費用：10（2000*2*3.5*2）＝280000 元
d.開挖及土方運處費：250（2000*3.5*0.6*2）=2100000 元
e.回填碎石級配料及鋪壓：990（2000*3.5*0.45*2）=6237000 元
f.透層費用：13（2000*3.5*2）＝182000 元
g.其他雜支（含勞安、交維、保險及管理費…等）約工作費之 10%
總計（a+b+c+d+e+f）*1.1*1.15（包商利稅）＝13587250*1.1*1.15＝17187871 元
以每 m2 換算：17187871 元/2000*1.6≒5371 元
（iv）AC 厚度為 20 cm 時：，主要項目工料單價如下：
切割費 25 元/m；再生 AC 950 元/ t；黏層 10 元/m2；開挖及土方運處 250 元/m3
回填碎石級配料及鋪壓（每分層厚度≦30cm 價位分析）990 元/m3；透層 13 元/ m2
工作數量：a.切割費：25（2000*2）＝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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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cm AC 鋪設費：950（2000*3.5*2*0.2*2.35）＝6251000 元
c.黏層費用：10（2000*3*3.5*2）＝420000 元
d.開挖及土方運處費：250（2000*3.5*0.6*2）=2100000 元
e.回填碎石級配料及鋪壓：990（2000*3.5*0.4*2）=5544000 元
f.透層費用：13（2000*3.5*2）＝182000 元
g.其他雜支（含勞安、交維、保險及管理費…等）約工作費之 10%
總計（a+b+c+d+e+f）*1.1*1.15（包商利稅）＝14597000*1.1*1.15＝18465205 元
以每 m2 換算：18465205 元/2000*1.6≒5770 元
由上述分析可得，公路挖補費收費標準仍應依施工方式區分，茲以表列方式供各界參考。
表 1. 公路挖補費收費標準表
施工方式 開挖、回填及鋪面修復完全 開挖、回填由管線單位施工，鋪 開挖、回填由管線單位施
由道路主管機關代辦

面修復由道路主管機關代辦

工，鋪面修復由道路機關
代辦

原 AC

（以 MRC 或 CLSM 回填者） （以 MRC 或 CLSM 回填者）

（以碎石料回填者）

厚度（cm）
5cm

3092 元/m2 或 4136 元/m2

1479 元/m2

4562 元/m2

10cm

3092 元/m2 或 4136 元/m2

1479 元/m2

4694 元/m2

15cm

3092 元/m2 或 4136 元/m2

1479 元/m2

5371 元/m2

20cm

3092 元/m2 或 4136 元/m2

1479 元/m2

5770 元/m2

上表費率乃就管道處面積依整體修復成本換算，其與本局「挖掘道路作業程序手冊」規定收費標
準有亟大差異，茲舉例分析如下：
例、某單位申挖一長 2km，寬 1.2m，原路面 AC 厚度 20cm，路幅全寬 16m 且加封未滿（滿）三
年之案件，由該單位自行開挖並分別以 MRC 或碎石級配料回填後交由道路主管機關辦理鋪面修復，
則各應繳納道路挖補費為何？

I）加封未滿三年之計算式
（1）以上表費率計算採 MRC 回填者挖補費為（2000*1.2*1479=3549600 元）惟因道路加封未滿三年，
須考慮加收全幅路寬刨封 5cm 費用（因該挖補費率計算中已涵蓋管道所屬車道，故加收面積
應扣除管道處之車道寬度）
，其計算式如下：
主要工作項目單價：5cm 刨除費 20 元/m2；再生瀝青混凝土 950 元/ t；黏層 10 元/m2
工作數量：a.5cm 刨除費：20（2000*12.5）＝500000 元
b. 5cm AC 鋪設費：950（2000*12.5*0.05*2.35）＝2790625 元
c.黏層費用：10（2000*12.5）＝250000 元
d.其他雜支：
（含勞安、交維、保險及管理費…等）約工作費之 10%
小計（a+b+c）*1.1*1.15＝3540625*1.1*1.15（包商利稅）＝4478890 元
本項總計：3549600+4478890＝8028490 元
（2）以上表費率計算採碎石級配料回填者挖補費為（2000*1.2*5770+4478890=18326890 元）
（3）以本局規定收費標準為（2000*1.2*1120+2000*16*370=1452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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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加封滿三年之計算式
（1）以上表費率計算採 MRC 回填者挖補費為（2000*1.2*1479=3549600 元）
（2）以上表費率計算採碎石級配料回填者挖補費為（2000*1.2*5770=13848000 元）
（3）以本局規定收費標準（2000*1.2*1120+2000*3.5*370=5278000 元）
上例係就一般大型開挖案例最普遍之路幅寬度分析，由計算式中不難看出，此一費率計算方式，
除切合實際並可將道路經挖掘至修復完成之相對責任完全釐清，且統一之修復模式在設計規劃及施工
階段等均較易執行，更可縮短執行時間，提高行政效率；強制以 MRC 或 CLSM 等高穩定性材料回填
者，既可提高經挖掘破壞後道路基、底層穩定度；等厚度之 AC 鋪面修復方式更可延長鋪面使用壽命，
降低局部損壞機率，對維護整體路容美觀亦具正面效益；無論道路加封年限為何，其挖補費及整體工
程成本均較為經濟。
反觀採碎石級配料回填者，除對道路結構之破壞行為難以一次修繕完妥，增加路政單位養護困擾
外，無論挖補費或整體工程付出之成本均最為昂貴；而本局「挖掘道路作業程序手冊」規定之收費標
準則視申挖路段路幅寬度及路面加封年限之不同而變異，路幅寬度愈大或加封年限未滿三年者，應繳
納之挖補費愈高，除不符實際外，更常因各單位對事後道路維護責任歸屬之認定標準不同而衍生訴訟
糾紛。
綜上述，可見公路挖補費收費標準仍應依施工方式區分並就管道處面積依整體修復成本換算，最
為合理，而上述諸例僅為一般大型申挖案件（50 m2 以上）之挖補費收費方式及配合作法，如屬局部
性及小面積開挖工程，應由管線單位自行開挖回填後，鋪面作業交由路權機關處理，而道路主管機關
則先以開口契約方式編列年度維修工程，惟須強制管線單位完全以 MRC 或 CLSM 等高穩定性材料先
回填至與原路面平整，以維行車安全，其公路挖補費收費方式則應考慮鋪面施工機械足以容納之空間
計算之（至少 3 平方公尺）。

二、協調或要求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關（構）統一施工，並監督其施工及限期完全修
復公路。
由本處挖管中心長期與國內相關管線單位交流結果發現，台灣地區之管線單位系統（含自身業務
專員、高階主管、基層監造、檢驗人員及所屬承包廠商等）真正涉獵土木工程常識者少之又少，就傳
統回填工程而言，何謂碎石級配料、篩分析及壓實度等已不甚瞭解；再就水泥混凝土而言，何謂抗壓
強度、坍度、流度及配比設計等更是一知半解；如再談及瀝青混凝土鋪面材料及施工要求等簡直可謂
「不知所云」
；而挖掘道路埋設之管線工程，其自開挖→埋管→回填→完成鋪面等，屬土木工程作業
至少佔整體工程比率之 60%以上，如將其交由一群全然不懂相關技術人員看管，加上國內下游營造業
界普遍之水準參差不齊，則道路品質如何管控，實令人擔憂；須知，道路除供應運輸外，其最主要重
點仍為維護用路人行車安全，如所有單位為規避繳納公路挖補費，而要求自行修復亦為可行，撇開專
業技術或保固責任等難以釐清問題不談，則政府單位實無需設立如此多之道路主管機關及編列諸多技
術人員，大可完全委由外界管理，以節省人事費用，揖注國庫。
前述種種，不同觀點者或許會以委託工程顧問工司設計監造為由來抵制，此雖為理想方向，惟台
灣地區目前尚未達到此一境界，其中牽涉甚廣，茲分述如下：
（1）民族性之差異：台灣雖名為民主國家，惟普遍存在著投機心態，就工程界而言，真正投入心力
認真經營者甚少，在公開招標（最低價得標）之體制下欲獲得優良廠商不易，致影響工程品質；
另輿論亦為誤導專業判斷之主要因素，因有很多事，礙於時空環境及人文之限制，確實是外國
能而本國不能，而一昧要求比照外國（歐美及日本等）制度執行，故而造成今日之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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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業技術未予分類：以目前管線工程標案而言，並未就自身所屬專業項目與土木工程分類標售，
而招標對像亦為一般營造廠商，如委外辦理，其情況亦無差異；試問，以通信、水源、油氣及
電力..等性質之工程顧問公司規劃設計之方式是否適用於土木工程領域，倘未盡理想，勢必衍生
履約糾紛而延誤工程執行進度，且易造成整體社會成本之浪費。
（3）工程規模不大，委外設計監造未符經濟效益：管線埋設工程除少許配合政策推動之大型計劃性
工程外，多屬伍仟萬元以下工程，此類工程如欲委外辦理，除增加自身工程成本外，較具知名
度之工程顧問公司恐亦無參與意願，如由低劣之廠商得標，易產生後續履約糾紛，不可不慎。
（4）道路性質互異，各機關要求標準未予統一，致生困擾：以南部某一地方道路主管機關為例，該
機關目前乃由管線單位自行修復維修及保固（未予嚴格規範施工品質）
，故經管線單位挖埋路段
路面平坦度不良，此為公認之事實。然因市區道路行車速率較低及超載車輛較少等，對路面平
坦度要求較寬鬆，且一般民眾對地方政府管轄之道路要求標準不高，只要路面無嚴重破損或坑
洞者，即不易予以苛責；反觀對外聯絡之省、縣道公路，其範圍廣，行車速率快、交通流量高
及超載情況嚴重等皆加重道路破壞機率，如未予強制規範施工品質，則無法確保行車安全及運
輸功能，且只要行車稍有顛簸不舒適之感，本局即遭外界交相指責；由此可見，該府現行作法，
不適用於本局管養之省、縣道公路。
（5）肇事及國賠責任歸屬不易釐清：目前國內之管線單位多數為公司制，因其設置於道路上之設施
造成國賠案件，仍由道路主管機關受理後再向其求償；而今如事故發生於其施工範圍內（尚處
保固期限者）依理自應由施工單位負責賠償，惟綜觀歷年來法院判決案例，道路主管機關仍應
負相當比例（約 40%）之未善盡督管責任；再者，與施工範圍界面處（如縱向銜接處或車道分
隔處）因界面開裂或局部凹陷造成行車間產生閃避追撞或摔倒事故，其責任歸屬為何等，勢必
衍生糾紛而對簿公堂，對基層執行人員士氣必為一大打擊。
綜上述，顯見此條文並不適用於一般營業事業單位之管線埋設工程；而屬道路管理機關（營建署、
縣政府及鄉鎮公所等）之雨水、污水下水道、排水溝渠…等同質性道路設施，引用此條文，除較符合
公路法第 30 條規定外(基於公共利益或特殊需要考量者，得減徵或免徵公路用地使用費)並可解決地方
機關普遍財政困難之問題。

三、道路主管機關之配套方案
因管線單位對土木工程知識領域不甚理解，執行過程往往不符吾等道路從業人員要求，間接影響
道路品質；更有部份單位承辦人員因不諳相關規定要義，未要求所屬承商確實依挖掘道路相關規定施
作，為遏止此等問題，提昇道路服務水準，本處乃推行「管線埋設工程挖掘道路稽查制度」
，除協助
本處工務段加強道路挖掘作業控管外，更可將相關土木工程知識傳授管線單位，以達到政府施政一體
之理念。茲提供本處正推行「管線埋設工程挖掘道路稽查制度」模式及對管線單位設置於道路上之人
（手）孔鐵蓋等設施要求處理方式，供各界參考。
本處「管線埋設工程挖掘道路稽查制度」自 92 年 7 月初正式執行，初始階段，除處本部每 3 個
月至少就轄區道路稽查一次外，並要求工務段就 50m2 以下案件，各路線每月至少抽查一次；50m2 以
上案件，每分段至少抽查一次並彙整相關資料，預作簡報，以為資料稽查之需；平時則由監工站辦理
挖掘道路巡查督導作業，巡查期間，發現有擅挖、未依規定施工、埋設完成路段凹陷或人（手）孔鐵
蓋與路面不平齊、鬆動現象等，均及時制止並電傳（補行文）要求所屬單位隨即改善，持續追蹤處理
情形；發現未處理者，則依公路法及本局挖掘道路相關規定予以懲處；另管線單位詢問 MRC 相關資
訊，除鼓勵試辦外，並應邀赴工地予以現場指導解說及通知相關單位齊赴觀摩，成效頗佳，如能加強
宣導，使其獲廣泛應用，必可大大降低道路損壞頻率，對樽節國庫開支，實有莫大助益。該稽查資料
格式如表 3.1~3.2 及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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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管線埋設工程挖掘道路稽查小組業務分配及查核事項分析表
組織成員 本處督導兼 A 組執行單位
召集人
（挖管中心）

B組組長(工務段 配合人員：
品檢中心 勞安課 主管或副主管) 申挖單位主管
或承辦人
由工務段聯繫
課長及 執行人員：
主任及
挖掘業務承辦人 請其
檢驗人員 課員
配合稽查作業
監工站站長
試驗人員

協助單位
政風室

黃副處長三哲 組長：陳仙州主任 主任及
課員
組員：
李聖智、孫百慶、
稽查事項
黃一殷、何惠貞

1.50 ㎡以下案件，各線每月
一、資料查核
至少抽查一次。
1.工務段應提供資料
（a）平時挖掘道路巡查督導報告，大面積案件（50 ㎡以上）各分段
2.50 ㎡以上案件，每 分 段至
稽查資料及平時督導管線埋設工程改善或處罰文件資料。
（b）彙整申請書圖、案件許可證、與申挖單位相關會勘認可文件、各 少抽查一次。
分段許可證、要求申挖單位改善之佐證文件等資料及修復預算辦
3.工地稽查
理情形。
主要就施工中交通維持、
2.管線單位應提供資料
交通維持計畫書、施工安全設施佈設、各分段切割、開挖、埋管、回 勞 安 衛 生 作 業 、 路 面 切
填、材料檢驗過程（回填級配料者須提供各分層材料篩分析、壓實度 割、開挖、回填作業、環
及灑水夯實佐證資料；回填 MRC 或 CLSM 等水泥混凝土者須提供現場 境清理、人（手）孔設施
坍度檢測及試體製作之佐證資料）及環境清理等照片資料或電子檔並 及 AC 鋪設後路面是否平
整等稽核。
以簡報說明。
二、工地查核
主要就施工中交通維持、勞安衛生作業、路面切割、開挖、回填作 4.品質抽查：
業、環境清理、人（手）孔設施及 AC 鋪設後路面是否平整等項目 (A)回填級配料者
回填作業進行中，現場
稽核。
取樣抽查回填料品質；
三、品質抽查：
完成回填路段視需要抽
(A)回填級配料者
查最上層級配壓實度及
回填作業進行中，現場取樣抽查回填料品質；完成回填路段視需要
AC 厚度。
抽查最上層級配壓實度及 AC 厚度。
(B)回填 MRC 或 CLSM 者
(B)回填 MRC 或 CLSM 者
澆灌過程視需要現場抽
澆灌過程視需要現場抽查拌合料坍度及流度；鋪面完成路段抽驗 AC
查拌合料坍度及流度；
厚度及鋪面平整性等。
AC 鋪設完成路段抽驗
四、稽查時程
鋪面厚度及鋪面平整性
本處視需要採不定期方式彈性辦理稽查作業，稽核路段以正施工中
等。
路段及用路人反映施工不佳路段為主。
五、缺失事項處理模式
稽核期間就各委員意見彙整後函送相關單位，缺失事項由工務段督 5.工地現場製作稽查紀錄，缺
促申挖單位限期改善完妥後報處核備（須檢附改善前、改善中、完 失事項予以限期改善，未
成後之施工照片、相關試驗資料及經工務段人員會勘認可報告等）， 依限改善者處以禁挖並副
未依限改善者除依相關罰則處置外並予全面暫停受理該單位申挖案 知本處及其上級單位協助
件；屢勸不聽或情節嚴重者除報請公路總局全面禁止該單位申挖案 處理。
件外並知會其上級單位督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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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管線埋設工程挖掘道路稽查紀錄表 1（資料查核）

申挖單位
路線起迄樁號（地名）
查核日期

年

月

查核人員

挖管中心：
品檢中心：

工務段會同人員

段長（副段長）
：

申挖單位會同人員

職稱及姓名：

日
勞安課：
政風室：
監工站：

相關承辦人員：

查核結果（請在下列項目前勾選：是則打 o、否則打 x；須補充說明者打※）
申挖單位應提供資料
簡報資料

（）施工流程照片或或電子檔、工務段要求改善事項施工前後照
片及相關試驗佐證資料等是否齊全。

申挖單位說明事項
工務段應提供資料
申請挖掘道路許可證 （）申挖單位繳費後，是否據以核發全案之申請挖掘道路許可證
交通安全設施

（）施工前是否先辦理交通安全設施會勘認可作業

修復工程預算編列

（）是否已指派修復工程預算編列人員
（）是否提報修復工程待修計劃

核發第一分段許可證

（）分段許可證是否依規定長度辦理（每分段市區 200m、郊區
500m 為限）

（）施工期間是否派員巡查督導並填寫挖掘道路巡查督導報告
施工巡查及稽查作業 （）各分段施工期間是否辦理稽查作業並填寫工地查核報告
（）發現缺失有否隨即處理（飭令停工或限期改善）
核發次一分段許可證

（）申挖單位是否依規定提供相關附件資料，經確認合格後再予
核發。

完工會勘接管作業

（）申挖單位是否依限完成並通知辦理會勘接管作業

修復工程辦理情形

（）修復工程是否得以銜接進行

工務段說明事項
查核意見及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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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管線埋設工程挖掘道路稽查紀錄表 2（工地查核）

申挖單位
路線起迄樁號（地名）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查核人員

挖管中心：
品檢中心：

工務段會同人員

段長（副段長）
：

申挖單位會同人員

職稱及姓名：

勞安課：
政風室：
監工站：

相關承辦人員：

查核結果（請在下列項目前勾選：是則打 o、否則打 x；須補充說明者打※）

施工中交通維持作業

（）施工中交通維持設施是否完善。
（）施工路段是否有派專人指揮交通。
（）叉路口或民房進出處是否及時回填或鋪設臨時安全通道供民眾
使用。

勞安衛生及環保作業

（）施工告示牌是否依規定貼佈挖路許可證並填列全民督工專線電
話、環保公害檢舉電話及空污費徵收管制編號等。
（）施工人員是否戴安全帽及配帶安全防護設備。
（）工區安全及防護設施是否完善。
（）環保設施是否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相關
規定處理。
（）切割及開挖作業是否確實。
（）回填材料是否依規定施作。
（）開挖之瀝青混凝土及土石方是否隨即運離工地或暫作妥善處理。

施工作業情形

（）回填作業進行中，採碎石級配料施工者，是否依規定分層（每
層≦30cm）灑水夯實。
（）回填 MRC 或 CLSM 等混凝土時，坍度或流度值是否符合申請資
料規定；是否於工地現場製作抗壓試體。
（）工地環境清潔作業是否落實。
（）AC 鋪設前是否噴灑黏（透）層。
（）AC 鋪設時是否確實整平夯實。

品質抽查

（）回填碎石級配料者：回填料篩分析或壓實度經抽查後是否合格。
（）回填 MRC 或 CLSM 等混凝土者：坍度、流度經抽查後是否合格。
（）AC 鋪面厚度是否與申請資料相符。
（）AC 鋪設後，管道位置（含人手孔設施位置）鋪面是否平整。

申挖單位意見
工務段意見
查核意見及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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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稽查作業流程圖（工務段需依據本流程要求申挖單位配合準備簡報資料解說）
(A)回填砂及碎石級配料者：每分層壓實度 95﹪

申挖單位繳費後，據
以核發全案之申請
挖掘道路許可證

依交通維持計劃書內
容佈設施工安全設施 工務段會
（告示牌須貼佈申請 勘認可後
挖掘道路許可證）

工務段人員隨時巡查及辦理分段稽查
（填寫巡查督導報告表及稽查報告）合
格者繼續施工，不合格限期改善，俟經
工務段會勘認可後，再核發後續路段許
可證，未依限改善者，依規定處罰

回填作業(含灑水、回填料及各分層
夯實試驗合格報告；每層≦30cm)
須檢附施工過程照片為申請次一分
段許可證之附件

均勻噴灑透層並鋪
設熱拌瀝青混凝土

飭令限期改善(1∼15 日內)，完成
後通知工務段辦理會勘接管作業
(未依限改善完妥者，予以禁挖處
分)並通知本處路面修復工程承包
商進場進行全面修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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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挖作業(含切割、挖土
方清運、挖掘位置確認及
管道處理等)須檢附施工
過程照片（須標明樁號位
置）為申請次一分段許可
證之附件

先回填至與原路面平
齊並加強灑水夯實

刮除面層碎石級配料(按擬
鋪設 AC 厚度而定 5∼10cm)
以重型機具加強灑水夯實

合格

完工整理(含原有標線、標誌設施
恢復及施工標誌清除)並通知本
處工務段辦理會勘接管作業
不合格

指派
人員
編列
修復
工程
預算
報處
辦理
發包

核發第一分段許可
證(最長郊區 500m,
市區 200m 一段，必
要時可縮短之)

通知本處路面修復工
程承包商進場進行全
面修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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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作業流程圖（工務段需依據本流程要求申挖單位配合準備簡報資料解說
(B)回填 MRC 或 CLSM 等混凝土者：混凝土坍度值 16cm∼25cm；20kg/cm2＜28 天抗壓強度≦
60kg/cm2

依交通維持計劃
書內容佈設施工
工務段
安全設施（告示
會勘認可後
牌須貼佈申請挖
掘道路許可證）

申挖單位繳費
後，據以核發全
案之申請挖掘
道路許可證

工務段人員隨時巡查及辦理分段稽查
（填寫巡查督導報告表及稽查報告）合
格者繼續施工，不合格限期改善，俟經
工務段會勘認可後，再核發後續路段許
可證，未依限改善者，依規定處罰

回填作業須檢附施工過程、現
場試體製作照片及每日回填
料之坍度或流度記錄表等為
申請次一分段許可證之附件

開挖作業(含切割、挖土
方處理、挖掘位置確認及
管道處理等)須檢附施工
過程照片（須標明樁號位
置）為申請次一分段許可
證之附件
1. 有 急 需 開 放 通 車 顧 慮
者，先回填至與原路面平
齊。
2. 無 急 需 開 放 通 車 顧 慮
者，可預留面層 AC 厚度。

均勻噴灑黏層並鋪
設熱拌瀝青混凝土

飭令限期改善(1∼15 日內)，完成後通知
工務段辦理會勘接管作業(未依限改善完
妥者，予以禁挖處分)並通知本處路面修
復工程承包商進場進行全面修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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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除面層混凝土(按擬鋪
設 AC 厚度而定 5∼10cm)
並予適度整平

合格

完工整理(含原有標線、標誌設施
恢復及施工標誌清除)並通知本
處辦理會勘接管作業
不合格

指派
人員
編列
修復
工程
預算
報處
辦理
發包

核發第一分段許可證
(最長郊區 500m,市區
200m 一段，必要時可
縮短之)

通知本處路面修復工
程承包商進場進行全
面修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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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解決管線單位設置於道路上之人（手）孔鐵蓋等設施（以下簡稱為息地雷）造成鋪面不平整
衍生之種種問題，本處挖管中心再研究採用柔性材質（以抗滑、耐磨損及耐高溫之橡膠或地工織物墊
塊）包覆鑄鐵蓋方式使其與 AC 鋪面銜接平順，茲將其處理模式簡述如下：
(1).道路刨封或翻修時先將息地雷調降至與刨除面等高處，以橡膠墊塊(如鐵路平交道間之防滑止震墊
塊)或類似瀝青混凝土鋪面之柔性材質覆蓋，並於其上印製所屬管線單位標記作為辨識；或使用不
同花紋之覆蓋材質區分所屬管線單位設施等區分所屬管線單位設施；維修時僅需就其覆蓋材質與
AC 鋪面銜接處切割即可翻開孔蓋(如圖 3.2)，維修作業完成後再將該覆蓋材質復原，鐵蓋與該覆蓋
材質間可預留吊勾孔洞；接續面處及銜接鋪面界面間之固結作業可以高黏度改質瀝青或填縫膠處
理，以提高維修時之工作度及免遭行車衝擊產生位移或滑脫現象。

筍接式

平接式
AC鋪面

AC鋪面

圖 3.1 鋪面銜接方式

柔性覆蓋材質

刨封 AC 面層

人孔

手孔

圖 3.2 刨除面以柔性材質覆蓋
(2).管線單位可逐年編列年度之調整工程，按上述方式先行處理，無需待路面修復工程時處理，除可
提高行車安全，亦可減低息地雷直接受行車衝擊之破壞率。
(3).部分需置於道路上以應付緊急需求之息地雷(如消防栓之制水閥、排氣閥及都市計劃樁等)可考慮增
加其周框面積並採前述材質處理；亦可考慮以前述材質替代現行之鑄鐵蓋版，以提高與 AC 鋪面銜
接界面之平坦度及減低噪音。
此一處理模式經與相關單位研討後，多數認為可行，並擬配合試辦之（刻正由欣屏天然氣股份有
限公司規劃辦理中），倘試辦成功，除可應用於既成道路上所有之設施外，對新闢道路或即將地下化
之管線設施埋設工程皆可以預製統一規格材料辦理；惟仍有少數單位表示，除非道路主管機關強制要
Vo1. 31. No.8 Feb.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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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執行，否則無法配合辦理。故本處在研究後，乃發佈統一執行模式如下：
1.新申請挖掘案件，要求管線單位施工時將人（手）孔設施降至離原路面 10~20cm 處（回填 MRC 者
為 10cm；碎石料者為 20cm），其上以 AC 鋪面覆蓋，並自行設法標記，以確保鋪面之平整；如管線
單位另有可行之替代方案應於施工計劃書內詳細述明，惟其施工完成後應檢附平坦度（4mm 以內）
檢驗合格報告。
2.既有設施與路面不平整者，請本處所屬工務段先與相關管線單位辦理現場會勘確認，限期要求管線
單位將不平整部份調整平順並提出平坦度檢驗合格報告。
3.路面修復工程施工前，請本處所屬工務段於召開施工說明會時同時邀請管線單位參加，要求其依本
處設計方式限期（約一週內）將人（手）孔設施降至 AC 鋪面底層後以 AC 覆蓋，待修復工程進行
時即可維持設計之鋪面厚度並確保路面之平坦；如管線單位另有可行之替代方案應於會中詳細述
明，惟其施工完成後應檢附平坦度檢驗合格報告。
4.上述事項如管線單位不願配合者，即全面暫停受理其申挖案件。
此模式自發佈後，確實遭遇不少阻力，多為原先要求本處須強制執行之單位所提（諸如平坦度如
何檢測無法因應、調整鐵蓋設施仍須設計發包，一週內時間不足、鐵蓋設施規格係公司統一規定，無
法變更、調整鐵蓋設施後經一段時日，仍會產生不平整現象、覆蓋後不利緊急搶修或維修作業、此規
定究系本處之單行法規或公路總局統一規定…等）更有本身亦屬道路主管機關單位表示此為無法達成
任務，諸此種種，皆屬未付諸行動即先構思如何規避之老舊思想，難怪本國道路系統，只要有地下管
線埋設物之路段，其鋪面之行車舒適度多無法滿足用路人需求。
就上述管線單位提出之問題，在此略予說明，首先須強調者即本處所訂處理模式並未逾越公路法
及公路總局既有規定。管線工程埋設完成後，應將鋪面恢復平整非但是既有規定，甚至所有單位之工
程契約條文應皆有規範，之所以造成如今積非成是之陋習，實乃長期以來，相關單位為便宜行事或不
易執行而不願正視問題所致；另平坦度檢測為鋪面工程中之簡易試驗作業，一般檢驗機構或學術單位
皆可勝任，且其屬顯而易見之表面檢驗，不致有舞弊行為，故此要求，非但合宜，且最大受益者為全
體用路人，正為提高政府施政形象之最大表徵，持反對聲浪者所思實難令人茍同。
為徹底解決問題，本處仍決定強制試行一段時日後再視情況調處，初行階段，多由本處所屬工務
段行文或召開說明會告知所有管線單位此一規定，多數單位已著手研究規劃執行方向，惟仍有少數單
位持觀望及以拖待變之態度欲考驗本處執行決心，本處之所以將此觀點藉文章論述發表，一方面系為
告知前述懷疑本處執行決心之單位應好自為之，多費腦筋思考如何改善本身施工之工程品質，以孚民
眾期望；另方面乃提供相關道路主管單位參考模式，期能凝聚共識，藉公眾力量積極管控管線單位對
道路設施埋設工程之施工品質，以維路政。

四、管線單位自身設計及執行層面分析
前述分析乃針對道路主管機關之管理方式提出建言，雖符實際，倘無管線單位之密切配合，恐將
淪為空談，有鑑於此，本處乃依長期以來與管線單位互動之經驗，提出下列觀點，俾供諸管線單位於
規劃設計及施工管理階段參考。
a.就設計層面而言，為同時解決剩餘土石方處理問題並降低工程成本，應儘量朝向利用道路既有挖土
方且採現場機拌（臨時性預拌）方式以 MRC 或 CLSM 等高穩定性材料回填設計之；另為符合公路
主管機關之要求，鋪面材料及施工要求應比照路政機關之檢驗標準辦理驗收作業。
臺灣公路工程第 31 卷第 8 期-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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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部份單位為保護管線安全，於管路至管頂間以較高強度（抗壓強度 140kg/cm2 以上）之材質施工觀念，
極為不當，因此設計方式，非但降低工作度，提高整體工程成本，且對於日後維修作業之再開挖性
皆有負面影響，應儘量避免採行。
c.本處由長期與各管線單位人員交流結果發現，各單位對土木施工技術之基本觀念極為薄弱，尤其設
計與執行單位之實務經驗差距甚大，故建請各單位儘量朝向設計及工務單位密切配合之方式進行工
程之執行，必要時，可辦理技術訓練或研討會，鼓勵基層員工參與，以提升員工之土木施工技術素
質，如此以 MRC 或 CLSM 為回填料被接受程度將更為提升。
d.對管線單位提出之零星挖掘工程因 MRC 或 CLSM 數量極少(如 10M3 以下者)，拌合料不易取得之問
題提出說明；茲因 MRC 或 CLSM 拌合料之基本成分均為市面上極易購得之物(水泥、爐灰、碎石級
配及砂等骨材)且其拌合水量高，故以簡易拌合機具或人工拌合均可完成，如數量較少，則可預先準
備拌合材料以小型貨車於工地直接攪拌灌置即可，如此將更快速便利。
e.對道路上之既有交通安全設施（如標線、標誌及路面標記…等）於管線工程施工完成後，應予復原，
以確保行車安全。

五、結論與建議
於道路上挖埋民生需求之管線設施，乃因應環境需求使然，惟本國長期以來因此等設施衍生之事
故及其造成社會成本之多重磨耗嚴重削弱國家競爭力，如何務實解決，實乃道路主管機關及相關管線
單位責無旁貸之要務；「共同管道」雖為最理想途徑，惟欲使該等設施普及各地，於今仍為遙不可及
之目標，故適度整合相關單位，以合作模式，有效處理道路挖掘問題，使道路得以維持應有功能供廣
大用路人使用，仍待各界共同努力。
如今為符法令規定，又能確保道路經挖掘破壞後仍能有效恢復原有品質之方法，本處竊認除強制
各單位以 MRC 或 CLSM 等高穩定性材料回填外，仍須由各管線單位與道路主管機關按專屬技能，就
工程性質分別規劃設計並於同時段完成發包作業（管線單位自開挖→埋設管線→回填→試管合格後，
交由道路主管機關就整體鋪面作業進行修復）俾能隨時配合施工，方可有效處理，且為落實政策推動
之三級品管制度，提昇國家競爭力，本處刻正推行之「管線埋設工程挖掘道路稽查制度」及強制管線
單位正視人（手）孔等設施造成問題之處理模式，應為一積極可行方案，企盼各界鼎力支持並予配合
推行，以提升道路服務品質並確保用路人權益。

六、參考文獻
1.九十二年七月二日修訂之「公路法」第 30∼30-1 條，全國法規查詢系統。
2.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2003)「管線埋設工程挖掘道路稽查作業」專題報告。
3.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2003）「道路工程制式統一單價分析表」。
4.交通部公路局八十九年十一月「挖掘道路作業程序手冊」修正版。
5.陳仙州、劉英偉「MRC 於管道回填工程之應用」
，九十三年六月中華道路季刊。
6.陳逢源、陳仙州「管線埋設工程衍生問題之解析」第六屆鋪面材料再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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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刷深對橋梁 3D 動態行為的影響
許澤善* 侯義順** 陳建學*** 賴智勇****
一、前言
台灣西部平原屬於現代沖積層，地質材料源於五大山脈主要成份包括版砂、粉質砂土及黏質砂土
等；由於版砂構造特殊，對於上游因水土保持減少泥砂產量或水庫阻斷泥砂下移，或上下游採砂，河
床具有潛在全面沖刷趨勢，對於已遭長期沖刷之橋址河床，水理應重新計算，包括重新推估流速、水
深、沖刷深度等，並評估水流與基礎及堤岸之相互影響。
台灣位於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板塊的擠壓地帶，屬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活動相當頻繁。當大地
震發生時，沖積平原上之橋梁易因橋梁基礎裸露而改變橋梁受力後之結構應力行為，造成橋墩基礎間
存在過大的相對位移，由於此一現象已偏離既有的設計條件，橋梁將因此會在大地震中發生落橋或斷
橋的現象；依據交通部 90 年 1 月 12 日頒布之「公路排水設計規範」有關橋樑最大可能沖刷深度規定，
其主要精神在於保障橋梁基礎應深入穩定的河床底下；但對於刷深之大橋而言，雖然基礎仍深入穩定
的河床底下，但在大地震作用下，橋梁是否保持穩定，應為重要的研究課題。
當深入剖析 921 大地震中災區橋梁之破壞機制時，得知當現地條件與設計條件趨於一致時，橋梁
之破壞即難以發生；惟當部份橋墩基礎周圍之土層地質不同又遭受河水沖刷產生河床深槽區不一之現
象，於大地震發生時橋墩基礎間因地形及地質條件不同其相對位移量亦有差異，其因係實際條件遠離
設計條件，橋梁破壞乃因此發生。
由於傳統橋梁之設計，大都著重版、梁、橋墩等結構系統之分析，而未能將鄰近土層及其相關之
地質與地形條件納入分析中，因此截至目前為止，地震後橋梁之破壞原因，也未能正確地加以描述，
基於這種破壞原因之橋梁補強觀念很可能偏離實際需要。
由以上得知河床沖刷對橋梁於大地震中之穩定存在舉足輕重的影響，然而在公路排水設計規範中
規定橋樑河床沖刷深度大於最大可能沖刷深度時，應重新計算水理，以便加強橋樑基礎之穩定外，並
未要求將基礎及鄰近基礎之土壤納入 3D 動態分析之整體模式中，因此目前的橋梁耐震分析中均將橋
墩底端視為固定端，換句話說，各橋墩底端均被視為無相對位移。
由於台灣地區面積不大，卻存在五十一條活動斷層，且在地形複雜、地質及地質構造條件特殊的
情況下，鐵公路橋梁之耐震設計規範理應不同於歐美等國家。基於臺灣地區之各種特殊性及維護橋梁
系統於大地震中之穩定與安全，將地形與地質等因素納入整體橋梁之 3D 動態分析模式中，期望能夠
掌握大地震中河床沖刷時對橋梁整體行為的影響。
* 逢甲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勞安課課長暨逢甲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研究生
***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台中工務段工務員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工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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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橋梁之耐震設計
2-1 台灣地區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之演進
交通部曾於民國 76 年 1 月頒布「公路橋梁設計規範」第二章 2.20 節中，綱要性地加以規範；其
內容主要係參照 1980 年社團法人日本道路協會出版之「道路橋示方書同解說 V 耐震設計編」
，該文獻
曾於 1990 年修訂，又在阪神兵庫地震後，於 2002 年進一步全面修訂。同時，美國公路橋梁耐震設計
規範亦有長足進步，重要參考文獻有 1992 年 AASHTO 出版「公路橋梁標準規範(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Highway Bridge)」及 1986 與 1987 年 FHWA 出版之相關規範等。
有鑑於現行橋梁設計規範中有關耐震設計之內容，已明顯不敷國內橋梁工程之需，且先進國家開
發之設計理念也極需引進並予以本土化，交通部於民國 80 起規劃執行橋梁設計規範耐震設計調查研
究計畫，調查美、日等國家最新橋梁耐震設計規範架構，配合國內地震危害度與反應譜等有關研究成
果，研擬適於臺灣地區之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並於民國 84 年頒布實施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民國
87 年研擬鐵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並推動鐵路橋梁耐震設計相關研究。
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台灣地區發生規模 7.3 之集集大地震，造成中部地區許多橋梁倒塌與破壞後，
行政院國科會迅速邀請學者全面進行調查，以掌握橋梁破壞形式與結構類型、區域分佈、及年代等因
素之關係及造成破壞之主要原因，供日後重建與新建橋梁耐震設計或耐震設計規範修訂重要參考，並
規劃執行「公路橋樑耐震設計規範修訂草案之研究」
，並於民國 90 年 6 月提出期中報告。
民國 90 年交通部規劃執行的「公路橋樑耐震設計規畫修訂草案之研究」係以集集大地震後台灣
各地區之調查結論及氣象局所得到之強震地動資料為基礎，輔以日本阪神兵庫地震及美國北嶺大地震
後橋梁及建築耐震設計相規範相關之研究結果。
該公路橋樑耐震設計規範修訂草案之主要修訂重點計有：
一、靜力分析方法：震區劃分之檢討修正，設計水平地表加速度之檢討，垂直地震力之檢討及相關地
盤分類規定之檢討。
二、動力分析方法：地震歷時之規定。
三、鋼筋混凝土橋墩之耐震設計：檢討鋼筋混凝土橋墩之耐震設計條文，並增訂中空橋墩耐震設計相
關規範。
四、鋼橋墩及鋼管混凝土橋墩之耐震設計：修訂或增訂鋼橋墩及鋼管混凝土橋墩之相關耐震設計條文。
五、支承及防止落橋構造之設計：探討及修訂支承之水平及垂直設計地震力，防止落橋長度及防止落
橋裝置設計地震力及方法之修訂。
六、採隔震支承墊橋梁之耐震設計：除原則性規定隔震橋梁之適用範圍，並增定隔震支承墊之線性及
非線性靜力設計規定，隔震支承墊之原型測試及性能保證測試初步規定，另對於非線性動力分析
進行原則性規定，需求及檢驗之規定作初步規定。
七、基礎之耐震設計：針對橋梁基礎之耐震設計條文並對土壤液化評估及不穩定地盤之基礎耐震設計
條文加以檢討及修訂。
八、近斷層區域橋梁之耐震檢核：依活動斷層分布劃設近斷層區域後，規定近斷層區域橋梁除依規定
進行耐震設計外，另須進行耐震檢核。
九、橋梁耐震診斷及補強：作原則性之規定。

2-2、目前橋梁耐震評估方法
目前國內橋梁耐震評估方法，除依據前述文獻外，亦可一般橋梁在現場目視檢查前應儘可能蒐集
橋梁原始設計資料及歷年來之維護資料，包含：(1)橋梁設計圖、竣工圖及結構計算書；(2)設計規範、
使用材料及形式；(3)工址及鄰近地區地質資料、現地狀況及週遭環境；(4)歷年地震、氣象、水文、交
通流量及橋梁重要性評估等相關資料；(5)歷年養護維修補強等設計之記錄資料。將蒐集之橋梁相關資
Vo1. 31. No.8 Feb.2005

39

臺灣公路工程第 31 卷第 8 期-347

料彙整後填入交通部全國橋梁基本資料表，並在備註欄註明蒐集所得之資料。
其次進行橋梁現況檢測及調查，項目包含：

一、全面性目視檢測
採用 D.E.R.U.評等法，針對橋梁構件進行全面性檢查，快速瞭解橋梁結構初步損壞及材料劣化情
形。

二、地質鑽探與試驗資料之蒐集
三、基礎沖刷資料之蒐集與測量
四、橋梁遺缺資料補建
五、橋梁儀器檢測
檢測項目包含：(1)混凝土反彈錘試驗；(2)混凝土鑽心試驗；(3)混凝土鑽心取樣抗壓試驗；(4)混
凝土中性化試驗；(5)氯離子含量檢測試驗；(6) 混凝土孔隙及裂縫寬度、深度檢測；(7)混凝土保
護層檢測；(8)鋼筋腐蝕速率及腐蝕電位檢測。
當填寫初步承載能力評估表後，配合初步承載能力評定標準，即可評定橋梁之危險度。倘若橋梁
安全有問題或有疑慮時，須立即進行或於近期進行安全檢測及評估。
當安全檢測及評估作業完成後，即可進行橋梁耐震能力評估。橋梁耐震能力評估分為初步耐震能
力評估與詳細耐震能力評估。
地震中，橋梁因耐震能力不足必須考慮的破壞型式有構件破壞、支承破壞、落橋破壞、土壤液化
破壞及基礎結構破壞等五種。
進行初步耐震能力評估時，一般乃依安全檢測及評估結果，參照交通部研擬之「公路橋梁安全初
步檢測及評估準則」草案及解說，填寫「公路橋梁安全之耐震初步評估表」
，即可初步評定橋梁耐震
能力是否足夠；當評定結果為耐震能力不足或有問題時，應針對該橋梁進行詳細耐震能力評估。
進行詳細耐震能力評估時，可先行比較原有橋梁耐震設計規範與現行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之異同
點；當中現行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係指民國八十四年交通部頒佈之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及八十九年四
月七日交通部交技八十九字第 003577 號函附「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增修條文。

一、初步耐震能力評估
採用「公路橋梁安全檢測及評估準則（草案）」中之評估方法，評估作業主要分為三類：落
橋評估、強度韌性評估及穩定性評估。

二、橋梁詳細耐震能力評估
橋梁詳細耐震能力評估乃參照民國 89 年交通部頒布的「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
、及依據民
國 84 年交通部委託台灣大學地震工程中心研擬的「電信與運輸系統之耐震安全評估與補強初步
準則」
。
同時彙整梁實際尺寸、檢測資料、配筋及材料強度等資料後，即可參照台灣營建研究中心出
版的「公路橋梁檢測評估」研討會論文集中所提方法，決定構件強度與韌性不足破壞模式、落橋
破壞模式、基礎破壞模式、支承破壞模式及土壤液化破壞等五種不同破壞模式對應之橋梁崩塌地
表加速度。
臺灣公路工程第 31 卷第 8 期-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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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床刷深之動態分析
3-1 橋梁 3D 動態模擬分析之材料性質
本論文針對如圖 3-1 所示之橋梁穿越淨寬為 153 公尺之河床進行 3D 動態分析

左岸

z方向

x方向
橫梁
水流方向
縱梁與面版
河床
右岸

y方向

圖 3-1 含河床、兩岸及橋梁結構分析模式透視圖
分析模式中視兩岸及河床之底面為固定端，有關 RC 橋梁各主體結構之性質均視為線彈
性，橋梁兩岸之材料性質視為堅硬的黏質粉土層所組成，其性質為非線性黏彈性者，將河
床切割成四層，其材料性質由中砂與細砂混合而成之中等緊密砂土層所組成，其性質亦為
非線性黏彈性者。
3-2 橋梁 3D 動態分析模式分為：
（1）河床未沖刷前之橋樑分析模式。
橋梁以 3 個橋墩區分成 4 跨，各跨之淨間距為 36 公尺，橋墩之尺寸為 3 公尺長、3
公尺寬及 6 公尺高，橋墩之沉箱基礎為 12 公尺長、3 公尺寬及 18 公尺高、橋台基礎為
12 公尺長、3 公尺寬及 6 公尺高，橫梁為 12 公尺長、3 公尺寬及 3 公尺高、縱梁(含面
版) 為 39*4 公尺長、12 公尺寬及 2.5 公尺高如圖 3-2 橋梁之主體結構立面圖；地質範圍
為橋梁之兩岸之尺寸均為 108 公尺長、9 公尺寬及 32.5 公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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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箱基礎

岩盤

圖 3-2 未刷深之橋梁主體結構立面圖
原河床未刷深之橋梁進行 3D 動態分析，分析中為因應 NSAT 程式中有關 3D 固體元
素之需要，將 3D 固體有限元素網格分割為 673 個元素如圖 3-3 所示。

左岸

水流方向

右岸
圖 3-3 未刷深之橋梁立體網格圖
（2）河床沖刷一層之橋樑分析模式。
本分析模式之橋梁結構及地質範圍同與未刷深之橋梁相同，惟河床面向下刷深 6
公尺如圖 3-4 橋梁之主體結構立面圖。
分析中為因應 NSAT 程式中有關 3D 固體元素之需要，分割所得之 3D 有限元素整
體網格合計有 577 個元素如圖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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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河床沖刷一層橋梁之主體結構立面圖

圖 3-5 河床沖刷一層之立體網格圖
（3）河床沖刷二層之橋樑分析模式
本分析模式之橋梁結構及地質範圍同與未刷深之橋梁相同，惟河床面向下刷深
二層計 12 公尺如圖 3-6 橋梁之主體結構立面圖。
分析中為因應 NSAT 程式中有關 3D 固體元素之需要，分割所得之 3D 有限元素
整體網格合計有 481 個元素如圖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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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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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河床沖刷二層橋梁之主體結構立面圖

圖 3-7 河床沖刷二層橋梁之立體網格圖
3-3 橋梁 3D 動態模擬分析之地震資料
橋梁兩岸及河床底部輸入地震加速度歷時曲線係直接取自 921 集集大地震中 TCU065（霧
峰國小）測站實錄之加速度歷時曲線(如圖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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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Acceleratio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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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TCU065 測站實錄之 921 集集大地震加速度歷時曲線
3-4 原河床未沖刷前之橋樑 3D 動態分析結果
原河床未沖刷前之橋樑 3D 動態分析，其未被沖刷之中間橋墩頂端(如圖 3-2 所示)之位移
歷時曲線由圖 3-9 得知，未被沖刷之中間橋墩頂端之位移隨地震加速度歷時曲線之變化而改
變，最大位移量為 6.8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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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未被沖刷之中間橋墩頂端之位移歷時曲線
未被沖刷之中間橋墩與相鄰未被沖刷之橋墩底端與沉箱基礎接鄰斷面中央之相對位移
歷時曲線如圖 3-10 所示，由圖 3-10 得知該相對位移歷時曲線隨地震加速度歷時曲線之變化
而改變，當震波由沉箱基礎下方之岩盤 (如圖 3-2 所示) 頂端向上傳播時，橋墩底端與沉箱
基礎接鄰斷面中央之最大相對位移量為 0.8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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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Displacement,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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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未被沖刷之中間橋墩與相鄰未被沖刷之橋墩底端與沉箱基礎
接鄰斷面中央之相對位移歷時曲線
3-5 河床沖刷一層之橋樑 3D 動態分析結果
河床沖刷一層之橋梁 3D 動態分析，其沖刷一層之中間橋墩頂端(如圖 3-4 所示)之位移歷
時曲線由圖 3-11 得知，沖刷一層之中間橋墩頂端中央之位移隨地震加速度歷時曲線之變化而
改變，最大位移量為 8.61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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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沖刷一層之中間橋墩頂端之位移歷時曲線
沖刷一層之中間橋墩與相鄰沖刷一層之橋墩底端與沉箱基礎接鄰斷面中央之相對位移
歷時曲線如圖 3-12 所示，由圖 3-12 得知該相對位移歷時曲線隨地震加速度歷時曲線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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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改變，當震波由沉箱基礎下方之岩盤 (如圖 3-4 所示) 頂端向上傳播時，橋墩底端與沉箱
基礎接鄰斷面中央之最大相對位移量為 1.1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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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沖刷一層之中間橋墩與相鄰沖刷一層之橋墩底端與沉箱基礎
接鄰斷面中央之相對位移歷時曲線
3-6 河床沖刷二層之橋樑 3D 動態分析結果
河床沖刷二層之橋梁 3D 動態分析，其沖刷二層之中間橋墩頂端(如圖 3-6 所示)之位移歷
時曲線由圖 3-13 得知，沖刷二層之中間橋墩頂端之位移隨地震加速度歷時曲線之變化而改
變，最大位移量為 13.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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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沖刷二層之中間橋墩頂端之位移歷時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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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刷二層之中間橋墩與相鄰沖刷二層之橋墩底端與沉箱基礎接鄰斷面中央之相對位移
歷時曲線如圖 3-14 所示，由圖 3-14 得知該相對位移歷時曲線隨地震加速度歷時曲線之變化
而改變，當震波由沉箱基礎下方之岩盤 (如圖 3-6 所示) 頂端向上傳播時，橋墩底端與沉箱
基礎接鄰斷面中央之最大相對位移量為 2.2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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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沖刷二層之中間橋墩與相鄰沖刷二層之橋墩底端與沉箱基礎
接鄰斷面中央之相對位移歷時曲線

四、 結論與建議
台灣地形起伏很大水流湍急容易沖刷河床，而各溪流上游大都興建水庫及攔河堰，阻礙下游河床
材料黏質土壤之填補，河床不穩定性逐漸提高易於沖刷或淘空，本研究旨在於探討不同河床沖刷之地
形改變對橋梁 3D 動態行為的影響，使地形與橋梁之互制行為得以顯露，經由本研究結果顯示如下結
論：
一、河床沖刷之深度，攸關地震時橋梁相臨兩橋墩基礎間之相對位移量，此現象在傳統橋梁設計規範
中常被忽略不計。
二、對於本研究中橋梁三種不同河床沖刷深度而言，顯示地形變化劇烈在強震時造成橋墩位移易產生
落橋或斷柱等現象。
三、對於橋梁之不同河床沖刷情況顯示，目前橋梁 3D 動態分析過於簡化僅含梁與橋墩的分析模式，
未將地形變化納入分析。
經由研究結果中顯示橋梁 3D 動態分析應將地形及地質變化等條件納入分析模式中，以期在設計
新橋梁或檢測時儘量符合現場實地狀況，如此才能瞭解橋梁損害之原因，以提供新橋梁設計之參考及
橋梁維修時擬定符合實際須要之補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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