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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橋面版結構分析與設計程式
孔垂昌*、李志隆**、謝滄海***
摘

要

橋面版結構雖僅佔橋梁結構中的一小部份，但卻是直接承受服務載重不可或缺的部份。本文
將敘述 RC 橋面版結構分析與設計之流程與其引用之規範條文，並介紹自行開發之分析設計程式
Slab2，它具有視窗介面與便於使用的對話盒功能，具備易學易用的特色，最後再應用兩個實際的
案例示範程式使用方法。
關鍵字：橋面版、配筋、對話盒

一、前言
橋梁結構通常可概分為上部結構與下部結構，其分析由上至下可概分為橋面版、主梁、隔梁、
橋墩帽梁、墩柱、基礎版、深基礎與其他附屬設施（伸縮縫、支承及防落設施）等，雖然橋面版
結構分析只佔了整體結構分析的一小部份，但它卻是直接承受車輛輪重、行人載重等服務載重的
部份。本文將敘述 RC 橋面版分析之流程、使用之公式、設計之考量等，該分析流程將依據交通部
頒訂之 90 年版公路橋梁設計規範[1]，並於文中詳列所引用之規範條文。
21 世紀已進入資訊時代，土木結構之分析與設計也早已由電腦程式分析取代手算，在橋面版
分析設計中，本局曾於 90 年委託中華顧問工程司（現已改名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辦理之「橋
梁設計範例」委託服務工作中所提供之橋梁分析程式，即有橋面版分析功能，然該程式為英文介
面，並使用文字檔輸入，在使用上仍多有不便，另坊間的結構分析程式如 SAP、ETABS、MIDAS
等，雖然功能強大，但一樣有介面使用不易的問題，且如此龐大的套裝軟體，尚需相當程度的訓
練才能運用自如。有鑑於此，本文將介紹自行開發的 Slab2 橋面版分析與設計程式，全中文介面與
視窗功能，具備易學易用的特性。最後並以本局橋梁設計範例中之預力 I 型梁橋與台 26 線安朔至
旭海段道路新（拓）建工程第五標二號排水橋為例，分別介紹 I 型梁橋與箱型梁橋橋面版應用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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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資料輸入與輸出。

二、橋面版分析理論
橋面版的分析與設計，除施加橋面版橫向預力的箱型梁橋外，可視為單位寬度之 RC 梁分析設
計之，本節將參照本局 90 年公路橋梁設計範例[2]中，範例一的內容詳述橋面版的分析流程，並依
據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90 年版[1]（以下簡稱規範）之規定詳列規範內容與條號，以利參用。
2.1 內跨橋面版
2.1.1 有效淨跨徑 S
橋面版係連續跨越於數支大梁上之結構，在分析時可將大梁視為支承，而橋面版視為
連續梁結構進行分析，因此連續梁之跨徑即應為大梁之間距，惟大梁之翼版是具有寬度與
勁度之結構體，直接以間距作為跨徑似乎過於保守，故規範[1] 3.2.A 規定了有效淨跨徑 S：
wf

< 4 ：S=大梁間距

tf
wf

> 4 ：S=大梁間距-

tf

wf
2

其中 w f ：上翼版寬（cm）

t f ：上翼版最小厚度（cm）
2.1.2 衝擊係數 I
依據規範[1] 2.12.C 規定：
I=

15.24
S + 38.1

其中淨跨徑 S 的單位為 m，I 值最大不得超過 30%

2.1.3 設計彎矩 M
M = M D + M L+I

其中 M D ：靜載重彎矩（t-m/m）
M L + I ：活載重彎矩（包含衝擊）
（t-m/m）

(a) 靜載重力矩：
橋面版自重與 AC 鋪面重所造成之靜載重彎矩，參照「混凝土工程設計規
範與解說（土木 401-93）
」[2] 2.5.3 之規定：連續梁或單向版之近似彎矩與剪
力可按下列各值計算之；但需：(1)兩跨以上‧(2)相鄰兩跨度 ln 中較大者不超
過較小者之 1.2 倍。(3)承受均佈載重 wu 。(4)活載重不超過靜載重之 3 倍。(5)
均勻斷面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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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彎矩：
端跨：
不連續端不受束縛者………………… wu l n / 11
不連續端與支承造成一體者………… wu l n / 14
內跨：…………………………………… wu l n / 16
負彎矩：
第一個內支承之外面處：
二跨……………………………………… wu l n / 9
二跨以上………………………………… wu l n / 10
其他內支承面處………………………… wu l n / 11
外支承之內面處：
構材與支承梁造成一體者……………… wu l n / 24
構材與支承柱造成一體者……………… wu l n / 16
所有支承面處：
版之跨度不超過 3m 者；及連續梁梁端處柱之勁度和與梁勁度之比
大於 8 者………………………………… wu l n / 12
內跨橋面版靜載重正彎矩部分，因考量橋面版通常未依端跨與內跨分別配
筋，故取較大之端跨彎矩設計之。I 型梁與橋面版通常以剪力釘或剪力筋相連，
雖非一體灌鑄，但仍有部分束制效果，為免過於保守，Slab2 將採
MD =

1
W s × S 2 ，其中 W s =橋面版混凝土均佈重+AC 面層均佈重。
14

內跨橋面版靜載重負彎矩部分，配筋同樣不會因內外支承分別配筋，故仍
1
9

參考較大之第一內支承之外面處彎矩，採用 M D = Ws × S 2 。
(b) 活載重力矩：
依據規範[1]3.2.C 情況 A：橋面版每公尺寬度之彎矩
M L+ I =

S + 0.6
P (1 + I ) × overload
9.6

其中 S=有效淨跨徑，公式適用範圍自 0.6m 至 7.2m
P =貨車單輪重。HS20-44：7300kg、HS15-44：5500kg

overload =活載重超載，依規範[1]2.5.F 規定 overload=1.25，另依 91 年
6 月 20 日局函規定，overload=1.3
當橋面版連續跨越三處以上支承時，正負彎矩可由上式乘以連續折減係數
臺灣公路工程第 34 卷第 6 期-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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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求得。
為進一步了解規範提供之活載重力矩公式，在跨距較長之情形下是否考量
多輪分布之情形。茲以設計顧問公司常用之 Pucher 影響面法並考慮多輪分布
之情形，與規範公式法做一比較。經分析比較結果，跨距約為 5m 以下時 Pucher
影響面法較規範公式法計算所得之彎矩為小，5m 以上則是 Pucher 影響面法比
規範公式法大，惟 5m 至 7.2m 範圍內二者相差約在 10%以內，超過 7.2m 則相
差超過 10%。由此可知，在規範限制範圍內，該公式仍能合理的估算輪重分
布產生的活載重彎矩；但跨距超過 7.2m 時則應以 Pucher 影響面法或其他方法
分析之。
2.1.4 計算最小版深 d min
最小版深需依據設計彎矩計算，若設計版深(d)不足時則須增加版厚重新計算。
版深 d=版厚 t-保護層厚度-主筋直徑/2
d min =

2M
f c bkj

其中 b =1
k
3
nf c
k=
nf c + f s
j = 1−

f c ：混凝土工作應力， f c = 0.4 f c '
2

2

f s ：鋼筋工作應力，鋼筋降伏強度 f y =4200kg/cm 時則為 1680kg/cm ，
2

2

f y =2800kg/cm 時則為為 1400kg/cm
n=

Es
Ec

E s ：鋼筋之楊氏模數
E c ：混凝土之楊氏模數

另本局曾於 79 年 6 月 5 日新 79-203-1-9 號局函規定，橋面版厚 t 最少應採用 20 公分。
2.1.5 主筋需求鋼筋量 As ,req
橋面版的上下層抗彎主筋，需分別對應 2.1.3 計算所得的負、正彎矩加以配置。其需
求量如下：
As ,req =

M
f s jd

再依此需求鋼筋量配筋，使設計提供鋼筋量 As , aff ≥ As , 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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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分布鋼筋量
為了將集中載重分佈於主筋之垂直方向上，需分別配置與上下層主筋方向垂直之分佈
鋼筋。
分佈鋼筋量 =

121
S

As ,req ≤ 0.67 As ,req

2.2 懸臂橋面版
2.2.1 版厚
懸臂橋面版的版厚是為變化值，如圖 2.1 所示，如此將較有效率的承受彎矩。在 I 型
梁橋中，懸臂橋面版固定端版厚可較內跨橋面版為厚，但最大厚度不應超過內跨橋面版厚
與 I 型梁上翼版外緣厚之合。
2.2.2 設計彎矩
設計彎矩中之靜載重彎矩，是以懸臂梁方式計算護欄、隔音牆、附掛管線、混凝土版
自重與 AC 面層重所造成之彎矩。活載重彎矩依規範[1]3.2.E 規定，區分為標準貨車載重
與欄杆載重兩種，並取大者設計之。
(一) 標準貨車載重
依據規範[1]2.5.C、HS 貨車輪距，與 3.2.B 輪重邊距之規定，輪重分佈如圖 2.1
所示

30

180
P

120
P

180
P

P

單位 cm

圖 2.1 輪重分佈
依據規範[1]3.2.E ，每一輪重造成的彎矩如下：
M L+ I =

PX
(1 + I ) × overload
E

其中 E = 0.8 X + 1.14 輪重對懸臂橋面版支承處之有效長度
X ：輪重中心至支承之距離（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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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欄杆載重
橋面版承受欄杆載重之有效長度 E = 0.8 X + 1.52
依據規範[1]1.8 中所圖示的各式欄杆，Slab2 依常用之護欄形式歸納成三種（如
圖 2.2），其彎矩計算如下：
a) 形式一（一處受力）
ML =

Ph1
× overload
E

b) 形式二（二處受力）
ML =

P h1 + h2
× overload
2 E

c) 形式三（三處受力）
ML =

P h1 + h2 + h3
× overload
3
E

其中 P=欄杆集中載重=4.5t，因非屬車輛載重，故不計算衝擊載重，但仍要計算
超載。

P/3
P/3
P/3

P/2

P

P/2

形式一

形式二
圖 2.2 欄杆形式

形式三

2.2.3 配筋
懸臂橋面版的抗彎主筋是配置在版的上層，通常為了施工性的需求，建議與內跨橋面
版的上層抗彎主筋採用相同的配筋，如此抗彎主筋即可自內跨橋面版延伸至懸臂橋面版，
不需斷筋與續接。若採用之內跨橋面版抗彎主筋的配筋量不能滿足抗彎需求時，則可在懸
臂橋面版加配抗彎鋼筋，加配的鋼筋通常會使用與內跨橋面版抗彎主筋相同號數或更小的
鋼筋，配置在內跨橋面版抗彎主筋間距的中間或與之並排為成束鋼筋。Slab2 所提供的配
筋設計輸入亦將依循以此一原則，惟程式仍保留以其他方式配筋之彈性。上層分布鋼筋則
同內跨橋面版之配置方式。
懸臂橋面版的下層鋼筋雖然沒有抗彎需求，但為了溫度與乾縮的需要仍需配置鋼筋，
如規範[1]6.1.11 節規定：…應配置為乾縮及溫度應力之鋼筋，其鋼筋總面積至少為
Vol.34. No.6 Jun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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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cm2/m。惟一般工程尚未了施工性的需要，下層縱、橫向溫度鋼筋配置的間距常與上層
抗彎主筋、分布鋼筋相同，鋼筋號數則可相同或較小。

三、程式使用說明：
Slab2 是利用 Visual C++程式開發環境自行開發所得，它是專門針對橋面版所設計的分析程
式，雖然功能簡單，但使用上也非常容易。它擁有中文介面與視窗功能，適用於 Windows 98、Me、
2000、XP 等作業系統，並提供對話盒輸入功能，可將參數輸入介面圖形化，並使部分參數的輸入
工作從文字輸入改為選擇式輸入，分析成果則是以文字視窗輸出，以便列印出分析成果報表。
3.1 程式適用範圍
Slab2 僅適用於未施加橫向預力的單向 RC 橋面版，ㄧ般梁式橋梁皆可適用，例如鋼筋混凝
土梁橋、預力 I 型梁橋、預力箱型梁橋、鋼橋等，但不可使用於版橋。且因本程式依據規範[1]3.2.C.
情況 A 提供之公式計算活載重彎矩，因此橋面版跨距需依該公式之限制在 60cm 至 720cm 之間，。
3.2 功能表、狀態列與參數輸入對話盒

標題列
功能表

文字視窗區
文字視窗區

狀態列
圖 3.1 程式執行畫面
Slab2 為一可執行檔，檔名為 slab2.exe，無須安裝，直接執行即可。程式起始狀態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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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畫面最上方的標題列會顯示程式開啟的檔案名稱，若檔案尚未命名將顯示”未命名標題”。
功能表列提供了檔案、材料、載重、幾何、分析與配筋設計及關於等六個功能選項，其中”檔
案”提供了檔案新建、開啟、儲存與列印等功能，”材料”、”載重”、”幾何”、”分析與配筋設計”
將會開啟各相對應的資料輸入對話盒，”關於”則將開啟程式基本資訊方塊如圖 3.2 所示。文字
視窗區將顯示本程式適用範圍及使用方法，以提醒使用者注意。畫面最下方的狀態列將顯示游
標所在位置的列數及行數。

圖 3.2 “關於”資訊方塊
對話盒提供了更直覺式、更人性化的資料輸入方式，它會將使用者填入的各項資料寫入文
字視窗區，呼叫時再將文字視窗區的資料讀入對話盒中供使用者修改，修改完會再將新資料寫
入文字視窗區，供程式分析之用。Slab2 已將各項分析所需的參數分成材料、載重、幾何、與
配筋四大類，並各有與之對應的各類輸入對話盒。對話盒輸入資料的方式已盡量被設計為點選
式，以避免資料填錯或資料格式錯用的情形發生。另將幾何與配筋資料以圖形化介面展示，以
增進程式之親和力，各種對話盒將於 3.3 節中詳述。
Slab2 另外針對常用指令設計了快速鍵（Hot Key）的功能，在圖 3.1 的功能表列中，各選
項均可使用 Alt+括號內的按鍵快速開啟，例如欲開啟”載重”對話盒可使用 Alt+L，而在「檔案」
下拉式功能表中，各選項後面所列示的組合鍵即是該選項的快速鍵，例如欲開啟新檔時可使用
Ctrl+N。
3.3 程式使用流程
Slab2.exe 用滑鼠點擊兩下即可啟動，程式啟動後使用者需點選”檔案”以建立新檔或開啟舊
檔，再藉由功能表中的”材料”、”載重”、”幾何”等各參數輸入對話盒依序輸入各項橋面版的參
數。之後點選”分析與配筋設計”，使用者只要依據需求量逐步選擇各部位配筋，完成後點選確
定按鈕進行完整分析。當橋面版深度不足時應回到”幾何參數輸入”加大版深重行分析，若是配
筋不足則應回到”分析與配筋設計”增加配筋量，並重行分析。分析結果將顯示在文字視窗區中，
並且可以”檔案->儲存檔案”功能存成.slb 檔，以利日後以”開啟舊檔”方式重新載入，亦可使用”

Vol.34. No.6 June 2008

9

臺灣公路工程第 34 卷第 6 期-275

預覽列印”與”列印”功能列印分析報表。程式使用之流程如圖 3.3 所示。

啟動程式

開啟新檔或開啟舊檔

材料參數輸入

載重參數輸入

幾何參數輸入

分析與配筋設計

NG

板厚檢核

NG

OK
配筋檢核
OK
儲存檔案或列印報表

結束程式

圖 3.3 程式使用流程圖
3.3.1 檔案功能表
Slab2 提供了基本的檔案與列印功能，其中檔案功能表如圖 3.4 所示，最近編輯檔案
區塊可列出最近編輯過的檔案名稱，點選檔案名稱即可快速開啟該檔，此功能最多可記憶
最近編輯過的三個檔案。

臺灣公路工程第 34 卷第 6 期-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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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編輯檔案區塊
圖 3.4 檔案功能表
本程式內建的開啟與儲存檔案副檔名為 slb，此為純文字格式檔案，亦可使用記事本
等文字編輯軟體開啟。
當點選”開新檔案”將產生新檔如圖 3.5，該新檔案已預設好各項常用的材料與載重參
數，幾何參數資料則ㄧ率預設為 0。

圖 3.5 開啟新檔案畫面
Vol.34. No.6 Jun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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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材料參數輸入
使用者只要點選功能表中的”材料”即可呼叫材料參數輸入對話盒，如圖 3.6 所示。各
參數在開啟新檔時都有預設值，使用者只要檢視有無需要修改即可。其中工程名稱可輸入
最多 25 個全形字元或 50 個半形字元，超過的字元將被捨棄。鋼筋楊氏彈性模數預設為工
程上最常用的數值 2000000kg/cm2，若使用者需要其他數值則可點選旁邊的圓形選取鈕，
並自行輸入之。鋼筋降伏強度依據規範[1]6.2.2.B 之規定提供了兩種國內常用的鋼筋降伏
強度供選擇，程式將自行轉換為規範規定之容許應力進行分析。混凝土 28 天抗壓強度亦
提供 4 種國內常用之混凝土強度，若使用者需使用其他強度的混凝土則可點選旁邊的圓形
選取纽，並自行輸入數值，程式亦將自行轉換為規範[1]6.2.2.A 規定的容許應力進行分析。
混凝土單位重與 AC 面層單位重則提供了預設值，若使用者需要其他數值亦可點選旁邊的
圓形選取鈕自行輸入。

圖 3.6 材料參數輸入對話盒
3.3.3 載重參數輸入
點選”載重”即可呼叫載重參數輸入對話盒，如圖 3.7 所示。各參數在開啟新檔時都有
預設值，使用者只要檢視有無需要修改即可。標準貨車輪重係依據規範[1]2.5.C 規定，
HS15-44 之輪重為 5500kg，Hs20-44 之輪重為 7300kg，當然也可自行輸入輪重。活載重超
載依規範[1]2.5.F 規定應為 25%以上，依本局 91 年 6 月 20 日路新設字第 9181315 局函規
臺灣公路工程第 34 卷第 6 期-278

12

Vol.34. No.6 June 2008

定則為 30%。欄杆集中載重依據規範[1]1.8 節規定應為 4500kg，使用者如需使用其他數值
亦可點選旁邊的圓形選鈕自行輸入。隔音牆重、護欄重與附掛管線重之預設值分別為
100kg、700kg、100kg，使用者仍可依實際情況輸入數值。

圖 3.7 載重參數輸入對話盒
3.3.4 幾何參數輸入對話盒
幾何參數輸入對話盒共有內跨段與懸臂段二資料頁，各參數在開啟新檔時皆預設為
0，使用者需視需要逐項輸入數值。內跨段資料頁如圖 3.8 與 3.9 所示，依據所選擇的 I 型
梁或箱型梁的不同，會顯示不同的圖形，使用者只要依欄位輸入各數值即可。另為防止使
用者輸入超出適用範圍之大梁間距或腹版間距，該欄位有限制上限為 720、下限為 60，填
入的數值若超過或低於上下限時，在換頁或點選確定時將跳出警告視窗，並將該欄位數值
反白（如圖 3.10）。
I 型梁橋與箱型梁橋的橋面版設計在這裡將有一些局部差異，I 型梁橋需輸入 I 型梁翼
版尺寸，該尺寸將影響橋面版分析時之有效淨跨徑，此時填角尺寸則無需填值，程式將會
凍結該欄位以免使用者誤填。箱型梁橋則需填入填角尺寸，而毋須填入翼版尺寸，同樣的
程式將會凍結翼版尺寸欄位以免誤填。

Vol.34. No.6 Jun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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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幾何參數輸入對話盒內跨段（I 型梁）

圖 3.9 幾何參數輸入對話盒內跨段（箱型梁）
臺灣公路工程第 34 卷第 6 期-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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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警告視窗
懸臂段資料頁如圖 3.11 所示，護欄形式在 2.2.2 節中已有詳述，當護欄形式被選取時，
又次同時顯示各對應之護欄型式圖，使用者可依護欄形式圖填入各項數值即可。

圖 3.11 幾何參數輸入對話盒懸臂段
3.3.5 分析及配筋設計
本對話盒依橋面版的上層鋼筋與下層鋼筋分為二個資料頁，如圖 3.12 與 3.13 所示。
總共可分為八組配筋設計，分別是上層鋼筋的內跨段主筋與分布筋，懸臂段主筋與分布
筋，以及下層鋼筋的內跨段主筋與分布筋，懸臂段橫向溫度筋與縱向溫度筋。每組配筋需
於下拉式選單中選取適當的鋼筋號數與鋼筋間距，下拉式選單在鋼筋直徑部分提供了工程

Vol.34. No.6 Jun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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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常用的 10ψ、13ψ、16ψ、19ψ、22ψ、25ψ、29ψ、32ψ、36ψ 等供使用者選擇，
在鋼筋間距部分，為考量工地施作的便利性與可行性，僅提供 10cm，12.5cm，15cm，20cm，
25cm，30cm 等常用間距供使用者選擇，如需使用特殊間距時，使用者仍可自行輸入其他
間距。在選定鋼筋直徑與鋼筋間距後，各組配筋有其對應的”鋼筋量資訊顯示窗”，將顯示
進行初步分析時的需求鋼筋量，使用者只要依據需求量逐步點選各部位配筋的鋼筋號數與
間距，程式會自行計算提供鋼筋量並進行初步檢核，依據初步檢核結果使用者即可得知配
筋量是否足夠或是超配太多。完成配筋後點選確定按鈕再次進行完整分析。分析完成會將
分析結果顯示在文字視窗區中，若分析結果有橋面版深度不足或配筋不足，程式會顯示警
告方塊（如圖 3.14），若分析結果無誤且皆通過檢核則會顯示恭喜方塊（如圖 3.15）。

圖 3.12 配筋設計對話盒（上層鋼筋）
在抗彎主筋的配置上，為因應工作性的需要，主筋的擺放會貫穿懸臂段與內跨段，因
此懸臂段與內跨段的提供鋼筋量會相同，但有時因懸臂橋面版較長，或附掛管線較重，致
使懸臂段的需求鋼筋量較大，為求經濟，除配置貫穿內跨段與懸臂段之抗彎主筋外，尚需
在懸臂段加配鋼筋，為因應此一設計考量，” 懸臂段主筋”在對話盒中有兩組配筋選單
（

）
，使用者可在+號上方的配筋選單中選擇與內跨段主筋相同的配

筋，再在+號右方的配筋選單中選擇欲加配的配筋，懸臂段的主筋提供量即為二者之合。
臺灣公路工程第 34 卷第 6 期-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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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當然也可以不使用上述的配筋方式，將內跨段與懸臂段分別獨立配筋，此時懸臂段
的配筋只要在+號上方的配筋選單做選擇即可，+號右方的配筋選單均維持 0。為求加筋配
置的合理性與易施工性，程式對此加筋之下拉式選單做了些許限制，如加筋直徑僅提供較
主筋號數為小的鋼筋供選擇，加筋間距也只有與主筋間距相同或一半之間距可選擇。

圖 3.13 配筋設計對話盒（下層鋼筋）

圖 3.14 警告方塊

圖 3.15 恭喜方塊

須注意的是，因配筋設計時使用的主筋直徑會影響版的有效深度，因此會影響到內間
橋面版正負彎矩需求鋼筋量與懸臂橋面版正彎矩需求鋼筋量，進而影響各部位的分佈鋼筋
量，因此每次更改配筋之使用主筋直徑後，需按下確定按鈕以進一步分析並檢查各檢核結
果是否 OK，才算完成設計。
Vol.34. No.6 Jun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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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分析結果輸出
在配筋設計對話盒中點選確定後，程式將依給定的鋼筋量進行分析，分析結果將輸出於文
字視窗區，直接點選功能表中的”檔案->列印”即可印出分析結果報表，其內容共有輸入資料與
輸出資料兩大部分。輸入資料將列出所有在對話盒中輸入的資料，可供使用者檢查有無輸入錯
誤，其中，幾何條件的各參數可參考圖 3.14、圖 3.15 與圖 3.16。輸出資料部份，可分為(一)內
間橋面版設計與(二)懸臂橋面版設計兩大部分，各部分均對正負彎矩或懸臂端彎矩等設計資料
詳細列出，且對規範中需檢核之項目予以檢核，如版端最小版深檢核、正彎矩鋼筋量檢核、分
佈鋼筋量檢核、版中央最小版深檢核、負彎矩鋼筋量檢核、分佈鋼筋量檢核、懸臂橋面版最小
版深檢核、正彎矩鋼筋量檢核、分佈彎矩檢核等。詳細的輸出報表請參見下一章節的實例分析。

圖 3.14 I 型梁幾何條件示意圖

圖 3.16 懸臂橋面版幾何條件示意圖

圖 3.15 箱型梁幾何條件示意圖

四、實例分析
本節將以兩個實際案例說明程式的使用方法與輸出內容，首先引用本局設計範例、範例一，
示範 I 形梁橋橋面版分析的輸入與輸出，再者選用台 26 安朔至旭海新（拓）建工程第六標排水橋，
示範箱形梁橋橋面版分析的輸入與輸出。
4.1 I 型梁橋：本局設計範例[3]，範例一
4.1.1 設計條件：

臺灣公路工程第 34 卷第 6 期-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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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載重：HS20-44（超載 30%）
橋面版厚度：22cm
A.C.面層厚度：5cm
A.C.單位重：2300kg/cm2
金屬欄杆重量：每邊 50kg/m
懸臂橋面版附掛公共設施管線重量：100kg/m
R.C.護欄重：每邊 710kg/m
金屬護欄重：每邊 50kg/m
混凝土 28 天圓柱試體強度：f’c=240kg/cm2
混凝土承受設計載重時之容許壓應力：fc=0.4f’c=96kg/cm2
混凝土彈性模數：EC=0.14wc1.5√f’c
混凝土單位重：2400kg/cm2
鋼筋降服強度：fy=2800kg/cm2
鋼筋容許應力：fs=1400kg/cm2
鋼筋彈性模數：Es=2000000kg/cm2
橋梁橫斷面如圖 4.1 所示。

105

30
80
12.5

圖 4.1 橋梁橫斷面圖
4.1.2 資料輸入
各項材料、載重與幾何資料輸入如圖 4.2 所示。因本例為 I 型梁橋，故幾何參數輸入
對話盒內跨段中填角尺寸欄位被程式鎖定不能填值，而維持預設值 0。
Vol.34. No.6 Jun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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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材料、載重與幾何資料輸入內容
點選”分析與配筋設計”後，點選合適的配筋，如圖 4.3 所示。

圖 4.3 配筋輸入內容
臺灣公路工程第 34 卷第 6 期-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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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分析結果輸出：
工程名稱：
（Ｉ型梁）設計範例，範例一
一、輸入資料
(一)材料性質：
鋼筋楊氏彈性模數

2010000.00000kg/cm^2

鋼筋工作應力

1400.00000kg/cm^2

混凝土 28 天抗壓強度

280.00000kg/cm^2

混凝土單位重

2400.00000kg/m^2

AC 面層單位重

2300.00000kg/m^2

(二)載重條件：
標準貨車之單輪重

7300.00000kg

活載重超載

30.00000%

護欄重

582.00000kg/m

隔音牆重

500.00000kg/m

附掛管線重

0.00000kg/m

欄杆總集中載重

4500.00000kg

(三)幾何性質：
間距 S

230.00000cm

I 型梁上翼版寬 wf

105.00000cm

I 型梁上翼版最小厚度 tw

12.50000cm

橋面版厚度 t

22.00000cm

AC 面層厚度 tA

5.00000cm

箱梁左側填角長 ltl

0.00000cm

箱梁右側填角長 ltr

0.00000cm

箱梁填角厚 ht

0.00000cm

大梁根數（箱室數+1）

6.00000

頂層筋保護層厚度 tt

5.00000cm

底層筋保護層厚度 tb

4.00000cm

懸臂長 X

107.500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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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臂版最小厚度 t1

20.00000cm

懸臂版最大厚度 t2

30.00000cm

護欄突出長 a

5.00000cm

護欄寬 B

50.00000cm

附掛管線位置 ap

5.00000cm

隔音牆位置 aw

92.50000cm

護欄形式（形式一、二、三）

2.00000

欄杆最低受力處距版頂距離 h1

80.00000cm

欄杆次低受力處距版頂距離 h2

111.00000cm

欄杆最高受力處距版頂距離 h3

0.00000cm

(四)配筋設計：
內跨段上層主筋

16ψ@12.5

內跨段上層分布筋

13ψ@12.5

內跨段下層主筋

16ψ@12.5

內跨段下層分布筋

13ψ@15.0

懸臂版上層加筋

16ψ@12.5 + 0.ψ@0.00

懸臂版上層分布筋

13ψ@12.5

懸臂版下層橫向筋

10ψ@12.5

懸臂版下層縱向筋

10ψ@12.5

===========================================================
二、分析結果輸出資料
(一)內跨段橋面版設計
橋面版有效淨跨距 =177.50000cm

規範 3.2.A

衝擊係數 I =0.30000

規範 2.12c

1.版端負彎矩檢核：
靜載重力矩 =225.09465kg-m/m
活載重力矩 =2441.69791kg-m/m
設計彎矩=DL+LL=2666.79256kg-m/m

臺灣公路工程第 34 卷第 6 期-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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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版端所需最小版深：
最小版深 =11.84385cm
版深 =16.19999 cm

check OK

內跨段上層主筋配筋：
計算需求鋼筋量 =13.51660cm^2
選用配筋 16.00000ψ@12.50000cm
提供鋼筋量 =15.83999 cm^2

check OK

內跨段上層分布筋配筋：
計算需求鋼筋量 =9.05612cm^2
選用配筋 13.00000ψ@12.50000cm
提供鋼筋量 =10.16000cm^2

check OK

2.版中央正彎矩檢核：
靜載重力矩 =144.70370kg-m/m
活載重力矩 =2441.69791kg-m/m
設計彎矩=DL+LL=2586.40162kg-m/m
計算版中央所需最小版深：
最小版深 =11.66397cm
版深 =17.19999 cm

check OK

內跨段下層主筋配筋：
計算所得之需求鋼筋量 =12.34698cm^2
選用配筋 16.00000ψ@12.50000cm
提供鋼筋量 =15.83999 cm^2

check OK

內跨段下層分布筋配筋：
計算所得之需求鋼筋量 =8.27247cm^2
選用配筋 13.00000ψ@15.00000cm
提供鋼筋量 =8.46666 cm^2

Vol.34. No.6 Jun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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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懸臂段橋面版設計
靜載重力矩 =1346.88593kg-m/m
輪重 case 之活載重力矩 =2863.94642kg-m/m
護欄衝擊 case 之活載重力矩 =2472.01327kg-m/m
故活載重力矩 =2863.94642kg-m/m
設計彎矩=DL+LL=4210.83236kg-m/m
計算懸臂版固定端所需最小版深：
最小版深 = 14.88272cm
版深 =24.19999cm

check OK

懸臂段主筋配筋：
計算所得之需求鋼筋量 =14.28715cm^2
選用配筋 16.00000ψ@12.50000cm
加筋直徑 0.00000ψ@0.00000cm
總提供鋼筋量 =15.83999 cm^2

check OK

懸臂段分布筋配筋：
計算所得之需求鋼筋量 =9.57239cm^2
選用配筋 13.00000ψ@12.50000cm
提供鋼筋量 =10.16000cm^2

check OK

懸臂段橫向溫度筋：
規範需求鋼筋量 =2.7cm^2
選用配筋 10.00000ψ@12.50000cm
提供鋼筋量 =5.70399cm^2

check OK

懸臂段縱向溫度筋：
規範需求鋼筋量 =2.7cm^2
選用配筋 10.00000ψ@12.50000cm
提供鋼筋量 =5.70399 cm^2

臺灣公路工程第 34 卷第 6 期-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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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箱型梁橋：台 26 安朔至旭海新（拓）建工程第六標排水橋
4.2.1 設計條件：
橋面版混凝土強度 fc’：350kgf/cm2
混凝土容許壓應力 fc：140kgf/cm2
混凝土彈性模數 Ec：282495kgf/cm2(程式將自行計算，無需輸入)
混凝土單位重：2400kgf/cm2
鋼筋彈性模數 Es：2000000kgf/cm2
AC 面層厚：5cm
AC 面層單位重：2400kgf/cm2
AASHTO HS20-44 加載：30%
頂層筋保護層厚度：5cm
底層筋保護層厚度：4cm
竹節鋼筋 降伏強度 fy：4200kgf/cm2
容許應力 fs：1680kgf/cm2
護欄重：360kgf/m
金屬欄杆重：100kgf/m
隔音牆重：250kgf/m
管線附掛：100kgf/m，附掛位置為距懸臂橋面版端 5cm
箱梁橫斷面如圖 4.4 所示。

圖 4.4 箱梁橫斷面圖
4.2.2 資料輸入
各項材料、載重與幾何資料輸入如圖 4.5 所示。因本例為箱型梁橋，故幾何參數輸入
對話盒內跨段中翼版尺寸欄位被程式鎖定不能填值，而維持預設值 0。
Vol.34. No.6 Jun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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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材料、載重與幾何資料輸入內容
點選”分析與配筋設計”後，點選合適的配筋，如圖 4.6 所示。

圖 4.6 配筋輸入內容
臺灣公路工程第 34 卷第 6 期-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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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分析結果輸出：
工程名稱：
（箱型梁）台 26 安朔至旭海新（拓）建工程第六標排水橋
一、輸入資料
(一)材料性質：
鋼筋楊氏彈性模數

2000000.00000kg/cm^2

鋼筋工作應力

1680.00000kg/cm^2

混凝土 28 天抗壓強度

350.00000kg/cm^2

混凝土單位重

2400.00000kg/m^2

AC 面層單位重

2400.00000kg/m^2

(二)載重條件：
標準貨車之單輪重

7300.00000kg

活載重超載

30.00000%

護欄重

460.00000kg/m

隔音牆重

250.00000kg/m

附掛管線重

100.00000kg/m

欄杆總集中載重

4500.00000kg

(三)幾何性質：
間距 S

570.00000cm

I 型梁上翼版寬 wf

0.00000cm

I 型梁上翼版最小厚度 tw

0.00000cm

橋面版厚度 t

30.00000cm

AC 面層厚度 tA

5.00000cm

箱梁左側填角長 ltl

200.00000cm

箱梁右側填角長 ltr

200.00000cm

箱梁填角厚 ht

20.00000cm

大梁根數（箱室數+1）

2.00000

頂層筋保護層厚度 tt

5.00000cm

底層筋保護層厚度 tb

4.00000cm

懸臂長 X

295.000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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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臂版最小厚度 t1

20.00000cm

懸臂版最大厚度 t2

50.00000cm

護欄突出長 a

5.00000cm

護欄寬 B

50.00000cm

附掛管線位置 ap

5.00000cm

隔音牆位置 aw

280.00000cm

護欄形式（形式一、二、三）

3.00000

欄杆最低受力處距版頂距離 h1

30.00000cm

欄杆次低受力處距版頂距離 h2

50.00000cm

欄杆最高受力處距版頂距離 h3

80.00000cm

(四)配筋設計：
內跨段上層主筋

22ψ@20.0

內跨段上層分布筋

13ψ@12.5

內跨段下層主筋

22ψ@12.5

內跨段下層分布筋

16ψ@12.5

懸臂版上層加筋

22ψ@20.0 + 16ψ@2.00

懸臂版上層分布筋

16ψ@12.5

懸臂版下層橫向筋

10ψ@12.5

懸臂版下層縱向筋

10ψ@12.5

===========================================================
二、分析結果輸出資料
(一)內跨段橋面版設計
橋面版有效淨跨距 =570.00000cm

規範 3.2.A

衝擊係數 I =0.30000

規範 2.12c

1.版端負彎矩檢核：
靜載重力矩 =3640.40000kg-m/m
活載重力矩 =8096.15625kg-m/m
設計彎矩=DL+LL=11736.55624kg-m/m

臺灣公路工程第 34 卷第 6 期-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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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版端所需最小版深：
最小版深 =22.77726cm
版深 =43.89999 cm

check OK

內跨段上層主筋配筋：
計算需求鋼筋量 =18.14143cm^2
選用配筋 22.00000ψ@20.00000cm
提供鋼筋量 =19.39999cm^2

check OK

內跨段上層分布筋配筋：
計算需求鋼筋量 =9.19432cm^2
選用配筋 13.00000ψ@12.50000cm
提供鋼筋量 =10.16000 cm^2

check OK

2.版中央正彎矩檢核：
靜載重力矩 =2340.25714kg-m/m
活載重力矩 =8096.15625kg-m/m
設計彎矩=DL+LL=10436.41339kg-m/m
計算版中央所需最小版深：
最小版深 =21.47864cm
版深 =24.89999cm

check OK

內跨段下層主筋配筋：
計算所得之需求鋼筋量 =28.44117cm^2
選用配筋 22.00000ψ@12.50000cm
提供鋼筋量 =31.03999cm^2

check OK

內跨段下層分布筋配筋：
計算所得之需求鋼筋量 =14.41436cm^2
選用配筋 16.00000ψ@12.50000cm
提供鋼筋量 =15.83999 cm^2

Vol.34. No.6 Jun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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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懸臂段橋面版設計
靜載重力矩 =5785.89999kg-m/m
輪重 case 之活載重力矩 =12739.10344kg-m/m
護欄衝擊 case 之活載重力矩 =829.78723kg-m/m
故活載重力矩 =12739.10344kg-m/m
設計彎矩=DL+LL=18525.00344kg-m/m
計算懸臂版固定端所需最小版深：
最小版深 =28.61609cm
版深 =43.89999cm

check OK

懸臂段主筋配筋：
計算所得之需求鋼筋量 =28.63448cm^2
選用配筋 22.00000ψ@20.00000cm
加筋直徑 16.00000ψ@2.00000cm
總提供鋼筋量 =118.39999cm^2

check OK

懸臂段分布筋配筋：
計算所得之需求鋼筋量 =14.51233cm^2
選用配筋 16.00000ψ@12.50000cm
提供鋼筋量 =15.83999cm^2

check OK

懸臂段橫向溫度筋：
規範需求鋼筋量 =2.7cm^2
選用配筋 10.00000ψ@12.50000cm
提供鋼筋量 =5.70399cm^2

check OK

懸臂段縱向溫度筋：
規範需求鋼筋量 =2.7cm^2
選用配筋 10.00000ψ@12.50000cm
提供鋼筋量 =5.70399cm^2

臺灣公路工程第 34 卷第 6 期-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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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拜當今電腦科技發達之賜，結構分析與設計經由電腦軟體的輔助變的簡單且容易，但卻使得
工程人員疏於對結構理論與規範條文之暸解，本文從橋面版分析理論與條文之說明開始，進而介
紹自行開發且易學易用的視窗化分析程式 Slab2。期待在提供程式工具之餘，亦同時幫助工程人員
了解橋面版結構受力機制、分析理論及規範條文，並確立橋面結構之安全性，增進設計者的信心。
Slab2 擁有視窗化環境及中文介面，可增加程式使用上的便利性與直覺性，並盡量以下拉式選
單及選取鈕取代文字輸入，可大幅降低使用者輸入錯誤的機會，並能讓使用者快速有效的完成橋
面版的分析與設計。Slab2 程式檔案歡迎本局同仁索取試用，並提供使用心得供程式修撰，以使本
程式更趨成熟與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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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礫石層擋土設施及開挖工法案例研討
倪至寬*、王耀輝**、洪銘鴻***
摘

要

萬丈高樓平地起，任何一幢高層建築物的基礎或地下室為重要的基磐，可採用各種不同的擋
土設施及開挖工法。然而，要選擇正確的擋土設施及開挖工法，必須考慮土層及地下水狀況、開
挖規模、開挖面形狀及基地周邊狀況。
台中地區地盤屬於卵礫石層，連續壁施工困難度高，工期長而且成本高，鋼軌樁加板條工法
受限於開挖深度及沿地界線開挖等條件而無法採用，其他擋土設施亦不宜採用，所以，地下室開
挖常採用擋土柱作為擋土設施；北部的樹林及三峽地區，地盤條件與台中地區類似，已有建築之
基礎工程採用擋土柱工法之案例。本文擬針對人工擋土柱工法之施工步驟及地下室明挖的方法進
行研究，同時探討其工期與成本，並在同一個案之工址條件下，虛擬機械擋土柱工法和島式開挖
工法的施工步驟，探討其工期及成本之差異。
關鍵字：卵礫石層，人工擋土柱工法，機械擋土柱工法，價值工程分析

一、文獻回顧
1.1 台灣卵礫石層分佈概況
卵礫石層在台灣島分佈廣闊，依其分佈型態可分為河川礫石、平地礫石、海岸礫石、山地
礫岩，如圖一所示，圖中可看出，從高山中之深谷到海岸邊之平原處處可見，在地形上，卵礫
石層常出現在地勢低平處，如河谷、平原、台地和丘陵區。這些地區在人文地理上，大多是人
口聚集、產業發達之地，不論是台北盆地、桃園台地、台中盆地、西南平原，乃至於東部之花
東縱谷，都是台灣之精華區，因此在我們周圍之居住環境中，卵礫石層是相當常見之地層，各
分區之主要分佈位置詳如圖二所示。

*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研究所副教授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研究所碩士生
***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大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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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卵礫石層一般之特性
台灣西部之卵礫石層係由原堆積之礫石受斷層、河川侵蝕或切割等因素而形成目前之丘
陵、台地地形。卵礫石層中之卵礫石由岩石風化後經高能量水流搬運、沉積及固結而成，因此
其特性主要受母岩之性質而異。礫石之母岩依其岩性主要為石英質、砂岩質及片岩質等三類，
其中石英質膠結好及抗風化性強、砂岩質則膠結差及抗風化性弱、片岩質具膠結差及片裡發達
等性質。
卵礫石層由卵礫石顆粒和細粒料所組成，其材料之工程性質（如強度及楊氏模數等）受下
列因素之影響：材料組織結構之差異（如卵礫石層粒徑分佈及膠結程度不同等）及其他外在自
然因素（如流動水）。以下針對影響卵礫石層之工程特性之常見因素加以介紹︰粒徑分佈、膠
結狀況及外在因素。
(一) 粒徑分佈：
根據洪如江等（1978）之研究，卵礫石層之粗粒料部份（粒徑大於 4 號篩）含量大於
75%，工程特性由粗粒料控制﹔若粗粒料部份小於 70%，則工程特性由粒徑小於 4 號篩之
材料所決定。由此推知礫石含量之多寡，或小於 4 號篩材料含量之多寡，乃是影響卵礫石
層工程特性之首要因素。一般而言，卵礫石顆粒含量愈高，卵礫石之尖峰內摩擦角愈大，
楊氏模數亦相對愈大。
(二) 膠結狀況：
卵礫石層之粗粒料與細粒料間膠結之情形，依卵礫石層風化之程度不同，而組成了不
同之膠結狀況，不同之膠結狀況各具有大小不同之凝聚力 C 值。因此卵礫石層之粗粒料與
細粒料間之膠結情形，亦是影響卵礫石層工程性質之因素之一。
(三) 外在因素：
三峽地區之卵礫石層開挖時，邊坡坡面非常陡峭，係因為良好的級配，使大小顆粒交
錯排列而互相鎖制，所以，可以近乎垂直開挖。但是，大雨在邊坡形成逕流時，會引發級
配優良卵礫石中細粒料的流失，而破壞了交錯排列的互鎖機制，使級配優良的卵礫石在邊
坡表面局部變成級配不良的卵礫石，所以該卵礫石的休止角，容易啟發垂直邊坡坍滑的現
象。如果地下水從卵礫石層開挖邊坡表面滲出，滲流力引發級配優良卵礫石中細粒料的流
失，同樣破壞了交錯排列的互鎖機制，由於地下水滲流掏空細料區域較廣，可以引發較大
範圍的坍滑。因此，防止雨水沖刷坡面或者地下水由坡面滲出，是維持級配優良卵礫石層
垂直邊坡穩定的重要因素。
1.3 卵礫石層常見之開挖擋土設施
擋土設施之設計為地下室開挖工程之前置作業，錯誤的開挖工法及擋土設施的設計，不但
可能導致工程延宕甚至失敗，而且成本提高。地下室開挖擋土設施之選擇在卵礫石層與一般土
層不同；一般黏土及砂土層由於地盤較軟弱，剪力強度小、側向土壓力大，適合使用機具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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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而三峽、樹林地區之卵礫石層由於地盤堅硬，不易使用機械挖掘方式構築之擋土設施，
常以震動或錘擊方式裝設擋土設施。表一條列樹林地區卵礫石層地下室開挖所使用之開挖擋土
設施種類及其優缺點，同時分別說明如下：
(一) 擋土柱
此工法在大台中地區最常見且行之多年，主要是因為台中之礫石強度高，一般機械開
挖不易，其他擋土壁之施工困難度相對較高。擋土柱優點是施工簡單、造價較省，且無噪
音及污染等問題，並可依工期需要增設工作面，在多處位置同時施工，施做方式分為人工
挖掘式及機械挖掘式。
人工挖掘擋土柱 [圖三(a)]之特色在於可貼齊建築線進行垂直施作至開挖大底深度，無
需腹地提供擋土護坡，但壁體挖掘作業必須在無地下水狀態下進行，所以進行人工挖掘擋
土柱之前，須先以人工方式施做抽水井，降低地下水位至擋土柱深度下，以保持壁體開挖
之穩定及降低施工困難度；機械挖掘擋土柱[圖三(b)]乃是採用挖土機挖掘擋土柱的方式施
做，柱位高度之設計，需考慮到挖土機機械手臂長及無支撐坡面高度限制等因素。
如圖四所示，當各個擋土柱樁體完成後，需在頂端施做壓梁結合擋土柱，以達到整體
之束制，有提高抵抗地盤側向土壓力之能力，必要時還可施做背拉擋土柱，減少擋土壁之
側向變位。為了防止雨水滲入擋土柱背後地盤，在壓梁施做完成後以混凝土背填，使表面
形成不透水層，避免地盤被掏空。
(二) 鋼軌樁加橫板條
施工簡易而且經濟，因鋼軌屬於臨時性擋土設施，基地地下室完成後可抽拔回收並重
複使用，但是須注意抽拔鋼軌所引發地盤下陷之工程問題；施做方式為使用震動或錘擊方
式將鋼軌樁打入地盤，打設時噪音大，且遇較堅硬或粒徑較大之卵石時易彎折及偏斜；地
下室開挖時在鋼軌樁之間置入橫板條阻擋土方崩落，但橫板條本身止水性不佳，所以開挖
時基地須進行抽降水，以維持壁體穩定，鋼軌樁加板條如圖五所示。鋼軌樁打設完成後，
需施做壓梁以達到整體之束制，提高抵抗地盤側向土壓力之能力，而且為了防止雨水滲入
鋼軌樁背後地盤，在壓梁施做完成後以混凝土背填，同時外接截水溝，以避免地盤被雨水
逕流掏空，如圖六所示。
鋼軌樁因斷面小而無法續接，單一鋼軌樁最長 15m，單排鋼軌樁僅適用在卵礫石地盤
中開挖 12m 深，如超過此深度，勢必使用雙排鋼軌樁作為擋土設施，屆時必須考慮基地之
腹地大小是否足夠，如圖七所示。
(三) 鋼劈礫加橫板條
採改良式振動樁錘併用高壓噴射水流打設 H 型鋼，在貫入端切焊成鋸齒狀，降低阻
力，地下室開挖時在型鋼之間置入橫板條阻擋土方崩落，但橫板條本身止水性不佳，所以
開挖時基地外須進行抽降水計畫，以維持壁體穩定。型鋼勁度較鋼軌大、壁體強度高，抵
臺灣公路工程第 34 卷第 6 期-300

34

Vol.34. No.6 June 2008

擋側向土壓能力較好，而且型鋼斷面大、適合續接，所以開挖深度較不受限制。但是鋼劈
礫施工成本較高，包含每支型鋼電焊金屬高壓水管、貫入端切焊成鋸齒狀及高壓水加壓設
備等費用，而且打設時同樣與鋼軌樁一樣，製造噪音污染。鋼劈礫及打設過程如圖八所示。
(四) 連續壁
連續壁是軟弱土層地下深開挖工法常使用之擋土設施，特色為壁體止水性佳且剛性
大，對擋土側地盤之影響較小，而且可自由設計壁體之勁度及深度，故適合深開挖，常見
的壁體挖掘方式是使用蛤形抓斗，在導溝內夾取壁體土壤，同時利用穩定液維持壁面穩
定，如遇到孔隙較大之卵礫石層造成穩定液逸流，為了阻止逸流可拋入黏土，並用抓斗擠
壓黏土而填滿礫石間的孔隙，阻止穩定液逸流。樹林地區卵礫石層剪力強度大，實務上之
壁體挖掘方式，使用蛤形抓斗，在導溝內夾取壁體土壤，如遇到粒徑較大之卵石或較堅硬
之地盤，可使用衝擊樁在抓斗兩側引孔；由於卵礫石孔隙較大，混凝土容易逸流，加上卵
礫石層崩孔問題，因此，平均每單元混凝土較預定澆置量超打約 30%；連續壁母單元澆置
混凝土時，帆布無法有效阻止漿液逸流至端版外側，所以會使用破碎機（石虎）破碎現地
粒徑較大之卵石，拋入每個母單元之端版外側與公單元續接處，防止混凝土阻塞續接處，
以便後續處理；因為連續壁混凝土超量嚴重加上施做工期長，所以事前預算之編排及承包
商合約內容需審慎評估，連續壁工法如圖九所示。

二、工程案例介紹
2.1 工程概要
本工程基地位於台北縣樹林市台北大學特定區，可連接國道三號及省道台三線，基地平面
形狀為一梯形，周邊為新開發地區，東側間隔一小空地，西側臨接 10m 寬之道路，南側為一空
地，北側臨接 20m 寬之道路，如圖十所示，擬興建五棟地下 4 層、地上 15 層之集合住宅大樓。
2.2 工程概述
(一) 基地面積：5348.52m2（約 79m×68m）。
(二) 地下室開挖深度：GL-14.0m。
(三) 擋土設施：人工挖掘擋土柱（長 16.6m，總共 516m）
機械挖掘擋土柱（長 9.0m，總共 891m）。
(四) 地下室開挖工法：擋土斜坡明挖工法。
(五) 特殊工程設計：

基地地盤為級配優良的卵礫石層，自立性良好且透水性高，與台中卵礫石地盤極為相
似，所以採用於台中行之有年的擋土柱工法，作為本工地的擋土設施，於施作前先以人工
挖掘抽水井，降低地下水位，避免當人工挖掘擋土柱時，因為地下水掏空細粒料，使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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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崩坍，造成人員的危害；再分別以機械式挖掘與人工式挖掘兩種方法施作擋土柱，配
置如圖十一所示。
2.3 地質與地下水狀況
本基地地質鑽探取樣共計 9 孔，地質剖面與平均地下水位如圖十二所示，根據現場鑽探及
土壤試驗結果分析研判，本基地之土層可簡單分為 3 個層次，分佈情形如表二所示。
2.4 擋土柱概述
日本稱「擋土柱」為「深礎工法」
，在大陸及香港稱「夫妻樁工法」。最早發展於台中地區，
此地區地盤為堅硬之卵礫石層，偶有體積龐大之巨型卵石出現，進行地下室基礎開挖時，常因
礫石、卵石之粒徑過大而無法使用連續壁、鋼版樁等擋土設施，所以發展出擋土柱之獨特擋土
設施，一般施工方式分為人工挖掘及機械式挖土機挖掘二種方式施作單一樁體，完成後以壓梁
將之群組，建構連續之擋土結構體。以下將利用樹林地區實際案例，介紹人工挖掘及機械挖掘
擋土柱施工流程，並比較兩者之差異。
(一) 人工挖掘式擋土柱：
人工挖掘擋土柱之特色在於可貼齊建築線進行垂直施做至開挖大底深度，無需腹地提
供擋土護坡，但基地開挖深度如過深，仍需評估其施做可行性或配合其他輔助工法；壁體
挖掘作業必須在無地下水狀態下進行，所以施做人工挖掘擋土柱之前，須先以人工方式施
做抽水井，降低地下水位至柱位深度下，避免因地下水滲流，夾帶細小顆粒，將優良級配
的卵礫石層變為不良級配，而產生崩坍的危害。此外，因為基地地盤為卵礫石層，若以機
械鑽掘抽水井，需採用全套管配合鯊魚頭抓斗施做，將費工且費時，所以現場以人工方式
挖掘 4 口抽水井。其平面、剖面示意圖與施工流程圖如圖二十所示，詳細施工流程如下：
1. 人工抽水井：
人工抽水井的施工分為乾式挖掘與濕式挖掘兩階段，剖面示意圖與流程如圖十所
示，因為基地之地下水位約在 GL-9.0m（圖十二），所以乾式挖掘由 GL-2.0m 開始至
GL-9.0m；濕式挖掘則為 GL-9.0m 至 GL-16.0m，施工流程如下：
(1) 首先使用手提式破碎機進行乾式挖掘如圖十四，挖掘中使用水泥漿潑灑壁
面，用來保護孔壁防止崩坍，如圖十五所示。
(2) 乾式挖掘至地下水層（GL-9.0m）即停止施做，接著置入直徑 97cm 之鋼筋
混凝土套管，如圖十六所示。
(3) 進行濕式挖掘前，人員須穿著特殊潛水裝備，內通以熱水保持體溫，在水
中進行施工，使用高壓水衝擊地盤方式挖掘土方，然後抽出井底，設備如
圖十七，開挖後以台中大肚鹼性黏土加水泥攪拌成固化材，工作人員在水
中塗抹壁面，如圖十八所示，防止孔壁因地下水滲流帶走細顆粒而崩塌。
(4) 濕式挖掘至預定高程 GL-16.0m 完成後，即置入直徑 77cm 的鋼筋混凝土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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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並安裝沉水式抽水馬達，如圖十九，完成抽水井施做。
2. 人工挖掘式擋土柱施工流程（圖二十）：
(1) 以挖土機整理出作業平台如圖二十一，將各擋土柱柱位放樣至現地，放樣
完成後施作各個柱位之導牆，以確定柱體之形狀，如圖二十二所示。
(2) 導牆完成後開始從導牆下以人工方式，進行柱體之挖掘，挖掘時一人在坑
內挖掘如圖二十三所示，一人在地面操作駁運機及倒運土方如圖二十四所
示，持續挖掘至柱體設計深度為止。
(3) 柱體挖掘完成後，吊放鋼筋籠至定位如圖二十五所示，由下往上利用人工
組立模板，如圖二十六。
(4) 進行擋土柱基底灌漿，完成後再將土石回填至回填土區（如圖二十）
，最後
進行柱體澆置，完成整個擋土柱，如圖二十七。
(5) 各柱體完成後，施做壓梁結合所有擋土柱。如圖二十八所示。
(二) 機械挖掘式擋土柱：
機械挖掘式擋土柱施工，剖面示意圖與施工流程圖如圖二十九所示，擋土柱乃是採用
挖土機挖掘構築擋土柱，柱體深度受到擋土設施之腹地大小、樹林卵礫石層可垂直開挖高
度以及挖土機機械臂開挖最大深度等三項因素影響。以本工程為例，圖三十所示，擋土設
施之腹地寬為 575cm，如使用全面斜坡擋土，則不足 160cm，故需施築擋土設施，因此機
械挖掘式擋土柱配合擋土護坡共同維持開挖壁面穩定，如圖三十一；根據擋土柱專業施工
廠商認為，樹林地區卵礫石層可垂直開挖深度保守值約為 9m~10m，本案例最終設計高度
為 9m；開挖所使用之機具，由表三所示，挖土機在不另行改裝的狀態下，最大可挖掘深
度介於 6.92m~7.76m，由於挖掘能力差距不大，所以設計時選用價格較低廉之機型，如
PC-200；最後營造廠配合 PC-200 最佳挖掘效率及施做範圍、砂石車施工動線以及爬坡能
力和整體工程施做工期，而進行降挖，深度約為擋土柱高度的一半。詳細施工流程如下：
(1) 基地降挖至設計深度，並進行柱位現地放樣。
(2) 挖土機挖掘至柱體之設計深度，如圖三十二。
(3) 綁紮鋼筋籠及模板，如圖三十三，以挖土機吊放至定位，如圖三十四，並檢
核其垂直精度。
(4) 擋土柱底座混凝土澆置完成後，如圖三十五，再回填土石至土石回填區（圖
三十六）
，最後進行柱體灌漿，完成整個擋土柱，如圖三十七。
(5) 各柱體完成後，施作壓梁結合擋土柱頂端，如圖三十八。
2.5 人工式與機械式施工之比較
傳統擋土柱大都以人工挖掘居多，但人工挖掘擋土柱，不僅危險且挖掘時間長，故發展出
機械式挖掘擋土柱，降低危險及縮短工期；機械式擋土柱受到擋土設施之腹地大小、地盤可垂
Vol.34. No.6 June 2008

37

臺灣公路工程第 34 卷第 6 期-303

直開挖高度以及挖土機機械臂開挖最大深度等三項因素影響，因此機械挖掘式擋土柱需配合擋
土護坡工法。如受到基地界線或建築線限制，就需使用人工式挖掘，完成擋土柱。
人工挖掘與機械挖掘擋土柱工法之特性差異如表四所示，其中施做速度是以每天工作八小
時來計算得出；機械挖掘與人工挖掘擋土柱的成本差異中，單價計算包含工資、鋼筋混凝土用
量、機具設備費用以及其他材料工項費用。

三、價值工程分析
3.1 基礎開挖工法的選擇
採用不同的基礎開挖方法，會影響整體地下室的施工，包括施工的作業性、安全性、施工
成本與工期，有三種主要因素決定基礎開挖工法的種類，本工程案例依據下列三項因素研判，
可使用擋土斜坡明挖工法或擋土斜坡島式工法，最後決定使用人工及機械擋土柱配合斜坡明挖
工法；吾人將在同一個案之工址條件下，虛擬機械擋土柱配合島式開挖工法的施工步驟，探討
其工期及成本之差異。
(一) 土層與地下水狀況：
基地土層分別為厚度平均 1.1m 的砂土夾卵礫石、18m 的卵礫石層以及泥質砂岩岩盤，
開挖深度 14m 皆位於卵礫石層（GW/GP），其承載力與自立性佳，而且透水性良好。因為
自立性佳，開挖邊坡可採用較大的休止角，若將地下水降至開挖面下，則可減少邊坡的側
向土壓力，且不易發生崩坍，使其有條件採用明挖工法、島區式工法或順打工法。
(二) 開挖規模與開挖面形狀：
基地形狀為一梯形，基地地下室開挖面積約 5348m2，開挖深度 14m，開挖面積不大
且深度深，再配合初步規劃設計圖，可得知建築線與地界線相對位置之關係，使得基地無
足夠腹地使用無擋土斜坡明挖，而適合採用擋土斜坡明挖工法或擋土斜坡島式工法。
(三) 基地周邊狀況：
基地四周狀況如圖三十九，因為有適合的位置及動線提供吊車吊送建築材料及砂石車
載運土石，所以毋需施做施工構台，因此適合採用斜坡明挖工法及斜坡島式工法。
3.2 人工及機械擋土柱配合斜坡明挖工法
本基地的基礎開挖方式，採用擋土柱配合斜坡明挖工法，地下室開挖及構築的施工順序如
圖四十所示，首先基地全面降挖 5m，如圖四十步驟一所示，因為挖土機的挖臂，有施工半徑
的限制，降挖 5m 可方便挖土機挖臂開挖 GL-0.6m 至 GL-9.6m 之機械挖掘擋土柱，接著人工施
做抽水井，如圖四十步驟二所示，採用人工挖掘時，為了避免震動造成危害，所以當人工抽水
井完成後，才開始進行機械挖掘擋土柱，如圖四十步驟三所示，接著以挖土機於基地東側，整
平一塊深度 2m 與寬 5m 的作業區，進行人工挖掘擋土柱，如圖四十步驟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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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擋土柱完成後隨即以斜坡明挖的方法開挖地下室，如圖四十步驟五與步驟六所示，本基
地採用土坡無施工構台的方式，全面開挖至大底高層 GL-14.0m，其土方開挖方向與土坡施工
便道，如圖四十一所示，因採用土坡施工便道使得大型挖土機可以至開挖面施工，增加施工性
與開挖速度；開挖時，藉由挖土機相互駁運的方式，將土方由開挖面駁運至地面，如圖四十二
所示；當挖土到最後區塊，則改用吊車搭載取土筒，將剩餘土方挖除，挖土機於開挖面上將土
方挖至取土筒中，再由吊車吊至地面，如圖四十三所示。
機械式擋土柱的土坡，採用格網並噴灑水泥砂漿作為護坡，如圖四十四所示，避免雨水或
表面逕流水沖刷坡面，使得級配優良的卵礫石土層，變為級配不良造成崩坍的危害，護坡噴漿
範圍與現場情況如所示，表面水則在開挖面四個角隅施做表面抽水，並使用 L=2m 的套管保護
抽水馬達，如圖四十五所示。當開挖完成後，隨即打設 PC 鋪面，接著由下而上順序施做地下
室，如圖四十步驟七與步驟八所示。
3.3 機械擋土柱配合島式工法
由第二章表四人工式與機械式之比較可以得知，機械式挖掘擋土柱施工成本及工期優於人
工式挖掘擋土柱，利用此特性，探訪現場專業工程人員與大地工程專家，假設並模擬另一套開
挖工法，假設基地周邊環境以及建築線位置不變，基地全區將使用機械式挖掘擋土柱作為擋土
設施，但基地東側(原人工挖掘擋土柱)的擋土護坡會越過建築線，地下室無法整體一次施做，
需採用島式工法二次施做完成地下室，所增加的工期及成本是否與擋土設施所節省的資源相互
平衡，值得進一步探討及研究分析，其模擬之基地平、剖面圖如 圖四十六及

圖四十七

所示。
機械擋土柱配合島式工法施工步驟示意如圖四十八所示，施工流程如下：
(一) 基地全面降挖 5m，如圖四十八步驟 1 所示。
(二) 施做機械式挖掘擋土柱，並且打設島式邊區中間柱（L=17m），貫入開挖大底（GL-14.0m）
三公尺，如圖四十八步驟 2 所示。
(三) 當開挖約 GL-6.0m 時，架設邊區縱向水平支撐，位置如圖四十七所示，之後全區開挖至大底
深度，如圖四十八步驟 3 所示。
(四) 施做島區建築物至 B2S 版完成，同時架設島式邊區構台，長度約 33.0m，寬度 8.0m 考慮到建
築線至地界線最小距離所能設計之最大寬度，此寬度能站立挖土機或活動式吊車，以及讓砂
石車單向通行，如圖四十八步驟 4 所示。
(五) 如圖四十八步驟 5 所示，島區建物繼續施工，邊區架設型鋼支撐，架設完成後遂進行邊區土
方開挖，開挖時使用兩部小型挖土機（頑皮豹）駁運土方，構台上站立吊車配合吊桶取土（圖
四十三）。圖四十七所示，島區施做混凝土墩座提供邊區型鋼支撐之反力，因型鋼支撐須避
開未來邊區 B2S 版之預定位置，所以以傾斜方式架設，間距則設計 5m。
(六) 島區建物施做至 1FS，邊區建物則施做至 B2S 版完成，如圖四十八步驟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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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島區建物施做至 1FS 版完成則暫停施工，邊區進行支撐及構台拆除作業，如圖四十八步驟 7
所示。
(八) 邊區繼續施做至 1FS 版，整個地下室施做完成，如圖四十八步驟 8 所示。
3.4 工法比較
由上述基地土層與地下水狀況、開挖規模及開挖面形狀以及基地周邊狀況的條件下，除了
原基地採用之開挖工法外，另外篩選出一套可行之工法，再與建築師初步規劃完成的設計條件
下，如建築線與地界線位置，進行開挖工期與成本的估算，比較出兩工法的差異，因工期與成
本為建設公司與營造廠決策開挖工法的優先考慮條件，也能反應出工法之可行性。本基地採用
的人工及機械擋土柱配合斜坡明挖工法與模擬之機械擋土柱配合島式工法，兩者進行初步的工
期及成本估算，因為影響開挖工法的因素太過複雜及繁瑣，如果全部考慮，恐造成文章的失焦，
所以進行工期及成本估算時，必須合理的假設及排除某些條件，使兩工法可以在平等的條件下
進行比較：
3.5 施工工期比較
機械式擋土柱配合島式工法和機械與人工式擋土柱配合斜坡明挖工法在施工工期的估
算，如圖四十九所示，兩工法由施做擋土設施開始至地上建物的上梁完成止，為整個施工工期
估算的時程。兩者採用相同的基地土層與地下水狀況、開挖規模及開挖面形狀以及基地周邊狀
況的條件下作評估，假設兩者皆在順利作業的情況、天候以及自然環境因素正常和施工人員及
材料使用充足等狀態下，並排除建築物內部裝修工期。
機械式擋土柱配合島式工法和機械與人工式擋土柱配合斜坡明挖工法工期之計算概要如
表五及表六所示，參數的決定由實際工地的施做工期以及經驗值概算得知，可以證明人工式擋
土柱配合斜坡明挖工法（工地所使用之工法）的施做工期較優於模擬之機械式擋土柱配合島式
工法。
3.6 施工成本比較
機械式擋土柱配合島式工法和機械與人工式擋土柱配合斜坡明挖工法在施工成本的估
算，如表七及表八所示，兩者採用相同的基地土層與地下水狀況、開挖規模及開挖面形狀以及
基地周邊狀況的條件下作評估，假設兩者採用合理且充足的施工人員、機具以及材料，且地下
室結構形式也完全相同，所以只針對兩者不同的施工項目做成本的估算，其中模擬工法的成本
估算是參考同時期營建物價雜誌的工料成本進行分析；兩者比較可以得知原工地使用之工法
（機械與人工式擋土柱配合斜坡明挖工法），成本較模擬工法低廉，因此可以證明原工地所使
用之工法的施工成本較優於模擬之機械式擋土柱配合島式工法。

四、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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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下室開挖工法非一成不變，需因地制宜，配合不同的基本條件與外在因素，選擇對應適合
的基礎開挖工法，並且時常針對特別的情況，做出相對的應變，譬如結合不同開挖工法或折
衷使用，如此可容易達到安全、快速、經濟的施工與品質。
(二) 卵礫石層開挖所使用之擋土設施各有其優缺點，因此可依照其特性，選擇一種或結合數種適
合基地條件之擋土設施，以符合經濟及安全的施工與品質。
(三) 本文可以得知人工式擋土柱與機械式擋土柱之特性；人工式擋土柱需在無水狀態下進行挖
掘，所以挖掘時須配合抽水計畫，其最大特色在於擋土壁體可垂直建築線施做；機械式擋土
柱需結合擋土護坡共同維持壁面穩定，其影響柱長之因素包含擋土設施的腹地大小、地盤可
垂直開挖高度以及挖土機開挖最大深度。
(四) 本研究根據基地條件所模擬出另一套開挖工法，和原基地所使用之開挖工法進行工期及成本
分析，得出兩工法差異性並不大，但模擬工法的施工困難度較高，且需整合之工作介面較原
開挖工法複雜；因此決策基地開挖工法時，在工期及成本相差並不懸殊的情況下，選擇較易
施工的開挖工法，可有效提高施工品質以及降低工法失敗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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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卵礫石層之開挖擋土設施優缺點比較
擋土設施

優 點

缺 點
1.施工危險性及技術較高，以及作業

1.無噪音污染。
2.工期需要時可增設工作面。
擋

人工

2.壁體挖掘常因地下水及地盤震動

3.可垂直開挖至大底深度
4.不須回收樁體，避免造成地盤下

土

1.柱長受限於挖土機機械手臂長及

1.無噪音污染。
機械

而易造成坍孔。
3.須配合抽排水計畫

陷。

柱

環境差。

2.不須回收樁體，避免造成地盤下

無支撐坡面高度而有所限制。
2.須配合抽排水計畫

陷。
1.施工簡易、工期短。

1.噪音污染及震動大

2.單價成本低。

2.打 設 時 遇 較 堅 硬 及 大 直 徑 卵 石

3.樁體可回收重複使用。

時，易折斷破壞及偏斜。
3.拔樁易引發周邊地盤下陷。

鋼軌樁加橫

4.壁體止水性不佳，基地開挖時須配

板條

合抽排水計畫。
5.斷面小不易續接，故不適用於深度
開挖之工地（12m 以下）
1.使用 H 型鋼打設，樁體強度較鋼 1.噪音污染及震動大。
鋼劈礫加橫
板條

2.單價成本較鋼軌高。

軌高。

2.斷面適合續接及加勁，故無開挖 3.壁體止水性不佳，基地開挖時須配
合抽排水計畫。

深度限制。
3.樁體可回收重複使用。

1.機具設備多且複雜，需較大作業空

1.低震動、低噪音。
2.壁體止水性佳且剛性大，對擋土
連續壁

間。
2.卵礫石層施做非常困難。

側地盤之影響較小

3.可 自 由 設 計 壁 體 之 勁 度 及 深 3.工期長且成本高
度，故無開挖深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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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基地土層分佈
土層種類

平均分佈深度（m）

平均 N 值

γt（t / m3）

砂土夾卵礫石

0～1.1

＞50

1.87

卵礫石層（GW/GP）

1.1～19.0

＞50

2.0

泥質砂岩

19.0～以下

＞50

2.0

表三 台灣常見履帶式挖掘機械主要規格

型號

抓斗容量
（m3）

履帶長度
（m）

最大挖掘深度
（m）

最大卸載高度
（m）

PC200LC-6

1.00

3.83

6.92

6.51

PC200SE-6

1.26

3.45

6.37

6.21

PC300-5C

1.32

4.55

7.38

7.11

PC300-6

1.40

4.63

7.38

7.11

PC400-5C

1.80

5.04

7.76

7.57

PC400-6

1.80

5.03

7.76

7.57

表四 人工式與機械式之比較
種類

人

比較項目

工 式

機

械 式

配套工項

無

結合擋土護坡

抽水計畫

基地施做人工抽水井抽水

基地點井降水

挖掘方式

人工挖掘

機具挖掘

基地開挖深度

1. 擋土設施的腹地大小
2. 地盤可垂直開挖高度
3. 挖土機開挖最大深度

整地降挖深度

較小，預留壓梁高度即可

較大，約 1/2 壁體深度

施做速度
（公尺/小時）

1（公尺/小時）

4.5（公尺/小時）

施工所需空間

較小，只需考慮挖掘機具架設位置
及棄土空間

較大，需考慮挖土機之施工範圍及
土方運送動線

施工危險性

挖掘柱體時，坑內僅靠水泥及黏土
混合漿液保護壁面，施工危險度較
大。

挖土機代替人工施工，降低工作之
危險性。

單價(元/m)

高，4900(元/m)

低，3500(元/m)

影響柱長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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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機械式擋土柱配合島式工法工期計算概要
機械式擋土柱配合島式工法
工項

工期計算方式

機械式擋土柱

[擋土柱施做數（m）÷每小時施做數（m/h）]÷每日工作
時數（(h/day)=工期（day）
{[1107 ÷ 4.5] ÷ 8} = 30.75 → 30 天

土方開挖

總開挖土方量÷平均日開挖量=開挖天數

（GL -5.0~-14.0m）
邊區土方開挖

45049÷1400=32.18→33 天
開挖工期+邊坡保護
738÷200= 3.68→4 天+5=11 天
筏式基礎 + 四層地下室

島區地下結構體

30+(4×15)=90 天
筏式基礎 + 一層地下室（須昇半牆）+三層地下室

邊區地下結構體

20+15+(3×10)=65 天
地上結構體

每層施做工期×層數
15×15=225 天

邊區支撐及構台架設

經驗值得知

護坡噴漿

經驗值得知

表六 機械與人工式擋土柱配合斜坡明挖工法工期計算概要
機械與人工式擋土柱配合斜坡明挖工法
工項

工期計算方式

人工抽水井

工地實際施工進度

人工、機械挖掘擋土柱

工地實際施工進度

土方開挖
（GL -5.0~-14.0m）
地下結構體

總開挖土方量÷平均日開挖量=開挖天數
45964÷1400=32.83→35 天
筏式基礎+四層地下室
30+(4×20)=110 天

地上結構體

每層施做工期×層數
15×15=225 天

護坡噴漿

經驗值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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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機械式擋土柱配合島式工法成本明細

機械式擋土柱配合島式工法
項次
1
2
3
4
5
6

名 稱 及 規 格
機械挖掘擋土柱施工
H350中間柱(12m)
H350共構柱(17m)
中間柱切除買斷
共構柱切除買斷
中間柱及共構柱止水塞孔

單位
m
支
支
m
m
支

數 量
1,107
4
6
4
5
10

單 價
3,500
17,400
21,130
3,233
3,233
2,800

複
價 備 註
3,874,500
69,600
126,780
12,932
16,165
28,000

7
8
9

型鋼支撐(H350一層)
混凝土支撐墩座
同步油壓千斤頂使用費

m2
座
座

384
10
10

720
8,000
1,800

276,480
800,000
18,000

10
11
12
13
13
14

施工構台
結構防水處理(筏基版)
GIP欄杆(構台)
邊區土方開挖
土方回填

m
m
m
m3
m3

2

264
100
41
738
13,321

1,800
1,000
550
100
200

475,200
100,000
22,550
73,800
2,664,144

小計

8,558,151

表八 機械與人工式擋土柱配合斜坡明挖工法成本明細

機械與人工式擋土柱配合斜坡明挖工法
項次
1
2
3
4

名 稱 及 規 格
人工抽水井
人工挖掘擋土柱施工
機械挖掘擋土柱施工
土方回填

單位
m
m
m
m3

小計

Vol.34. No.6 June 2008

數

量
64
515
882
12,810

單 價
複
價 備 註
4,900
313,600
4,900 2,523,500
3,500 3,087,000
200 2,562,000
8,48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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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台灣卵礫石之分佈與產狀形態
（摘自鄧屬予，地工技術第 55 期）

圖二 台灣地區卵礫石層分佈示意圖
（摘自張吉佐等，地工技術第 55 期）

(a)人工挖掘擋土柱

(b)機械挖掘擋土柱
圖三 擋土柱

壓梁
背拉擋土柱

(a)壓梁及背拉擋土柱（人工挖掘式）
(b)壓梁施作（機械挖掘式）
圖四 壓梁施做以達到整體之束制
臺灣公路工程第 34 卷第 6 期-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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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鋼軌樁加板條

圖六 混凝土背填

圖七 雙排鋼軌樁

圖八 鋼劈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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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連續壁
道路

20m學勤路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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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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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中心
道路

527cm

擋土柱護坡

工務所
道路

15F/B4

15F/B4

10m
大
有
路

空地

20m
佳
園
路

4645cm

人工抽水井
機械挖掘擋土柱
人工挖掘擋土柱
建築線
地界線

15F/B4

188cm

527cm

建築線
地界線

空地

527cm

圖十 基地周邊示意圖
0

BH-1

BH-5
0.6

BH-3

BH-9

BH-5

0.55

97cm

BH-7
0.55

1.81

2

圖十一 擋土柱位置平面圖

1.45

0.65

乾式挖掘
GL-2.0m

4
6
8

置入套管

GL-9m
地下水位

10
12

開挖底面

16

GL-9.0m

17.8

17.3

18

19.0

19.0
20

濕式挖掘

GL-14m

14

20.45

置入套管

20.6

22
24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6

安裝抽水馬達

GL-16.0m
砂土夾卵礫石

卵礫石夾細砂、粉土

泥質砂岩

77m

圖十二 地質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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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人工挖掘抽水井剖面示意圖與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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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以手提式破碎機進行乾式挖掘

圖十五 乾式挖掘與壁面潑灑水泥漿

送水管

90cm
進水管

97cm
乾式挖掘套管

加壓馬達

77cm
濕式挖掘套管

圖十六 乾式與濕式所使用之套管

圖十七 濕式挖掘之加壓設備

圖十八 濕式挖掘以固化材塗抹壁面

圖十九 抽水馬達和抽水管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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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板
GL-3.0m
開挖側
120cm

導牆

導牆施做

A
人工挖掘柱體

60cm
40cm

土石回填區

鋼筋籠吊放

夾板
導牆

土
石
回
填
區

A´
平面圖
柱體灌漿範圍

夾板組立

基底灌漿

土石回填
開挖大底

GL-14.0m

柱體灌漿

基底灌漿範圍

GL-16.0m
A-A´剖面圖

圖二十 人工挖掘擋土柱平、剖面示意與施工流程圖

人工抽水井

2.0m

棄土坑

護坡噴漿

5.0m

80cm

導牆範圍

圖二十一 人工開挖擋土柱作業平台

圖二十二 人工挖掘擋土柱導牆施作

圖二十三 柱體挖掘情形

圖二十四 工人操作駁運機及倒運土方

臺灣公路工程第 34 卷第 6 期-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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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 鋼筋籠吊放

圖二十六 工人由下往上組立模板

圖二十七 柱體灌漿

圖二十八 壓梁製作
開始
機械挖掘柱體

GL 0.0m
壓梁施作範圍

綁紮鋼筋籠及模版
為一體

模版

鋼筋籠吊放
柱體灌漿範圍
土石回填區

基地降挖至此

底座灌漿
土石回填

底座灌漿範圍

柱體灌漿
壓梁施作
結束

圖二十九 機械挖掘式擋土柱剖面示意圖與施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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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cm
GL 0.0m
GL -0.6m

900cm

建
築
線

30cm
200cm

與建物重疊之區塊
67.2ْ
GL -14.0m
575cm

160cm

圖三十 機械式擋土柱剖面圖

機械挖掘式擋土柱
擋土護坡

圖三十一 擋土護坡配合機械挖擋土柱

圖三十二 挖土機挖掘柱體

圖三十三 鋼筋籠綁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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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 挖土機吊放鋼筋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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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五 柱體底座灌漿

圖三十六 底座灌漿後進行土石回填

圖三十七 柱體灌漿

圖三十八 機械挖掘擋土柱壓梁施作

二十米道路

學勤路

接待中心

私人建築物
25F/3B

工務所

二
十
米
道
路

十
米
道
路

私
人
土
地
私人建築工地
(施工中)

工區大門
工區出入口

地界線

圖三十九 基地周圍環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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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地全面降挖5 m

2. 人工抽水井施做

3. 機械挖掘擋土柱施做

4. 人工挖掘擋土柱施做

5. 以土坡無構台方式全面開挖至大底

6. 以土坡無構台方式全面開挖至大底

7. 由下而上順序施做建物

8. 由下而上順序施做建物並回填間隙

圖四十 地下室開挖及構築施工順序剖面示意圖

工
務
所

接待中心

527cm

擋土柱護坡

4645cm

高程高（開挖便道）
高程低
188cm

開挖方向

527cm

527cm

圖四十一 基地土方開挖方向與土坡開挖便道示意圖
臺灣公路工程第 34 卷第 6 期-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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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二 挖土機以駁運方式作基礎開挖

圖四十三 吊車配合取土筒做最後收土

圖四十四 斜坡採用掛網噴漿護坡

圖四十五 基地點井以套管保護抽水馬達

800cm
工務所

GL 0. 0m

接待中心

500cm
527cm

擋土柱護坡

建
築
線
900 cm
3300cm

B2FL

型鋼支撐
中間柱及構台柱

A

GL 5 .4m

A’

砂石車動線

B3FL

施工構台
工區大門
機械挖掘擋土柱
島式工法範圍
建築線
地界線

200cm

2000cm

A

B4FL

A’
GL -14.0m

527cm

擋土柱護坡

527cm

800 cm
800cm

圖四十六 機械擋土柱配合島式工法模擬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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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cm

圖四十七 機械擋土柱配合島式工法模擬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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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地全面降挖5 m

2. 機械挖掘擋土柱施做並打設邊區
中間柱

3. 開挖至開挖大底

4. 施做島區建物至B2S版及架設邊區
構台

島區

邊區

島區

5. 架設邊區支撐及邊區土方開挖

島區

邊區

6. 島區施做至 1FS，邊區施做至B2S

邊區

島區

7. 拆除邊區支撐及構台

邊區

8. 地下室施做完成

圖四十八 機械擋土柱配合島式工法施工步驟示意
工期 0

機械式擋土柱
配合島式工法

80

160

240

33
10
土方
75
30
165
90
開挖 護坡
噴漿
島區地下結構體
機械式
2
擋土柱
縱向支撐 10
135 島區B2S完成
60
邊區

400

480
（天）

219

444

225
地上結構體 15F

5

構台

320

結構體完成

橫向支撐 9
機械與人工式擋土柱
配合斜坡明挖工法

25

25

35 60
人工
抽水井
35 95
人工、機械
挖掘擋土柱
10
土方開挖

194
45
邊區土方
5
開挖 邊區B2S
完成 支撐 20
拆除 邊區1FS
完成
105
110

護坡噴漿

215
225

地下結構體

地上結構體 15F

440
結構體完成

圖四十九 工期比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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