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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飛行載具與質點影像測速法
於崩塌地活動性評估之應用
魏倫瑋* 林榮潤* 黃全謚** 張國欽*** 蕭震洋**** 柯建仲*****
摘

要

本研究以無人飛行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結合質點影像測速法（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 PIV）來評估崩塌地的活動性，並利用嘉義縣中埔鄉東興村一處崩塌地自民國 106 至 108
年間的 8 期正射影像進行實作。由現地調查結果可知，該崩塌地可分為 9 個滑動體，而 PIV 之分析
成果顯示，各滑動體過去均曾發生量值不一的滑動，日平均水平位移速率最高曾達 0.23 公尺/天。經
近年來的改善治理後，多數滑動體的活動性已顯著降低，然而，本研究亦發現中游左岸編號 L-9 的滑
動體，近期的活動性有再次增高的現象，為未來應持續關注的區位。由本研究成果可知，結合 UAV
與 PIV 之技術，可於廣域範圍內找出具有活動性的滑動體，除大幅增進現地調查的效率外，亦有助
於將資源集中在活動性較高的區位，進而提升後續治理策略的效益。
關鍵字：山崩、崩塌、活動性、無人飛行載具、質點影像測速法

或施以工程整治，並使相關經費支用達到效益最

一、前 言

大化，是相當值得長期關注的議題。為達前述目
臺灣的造山活動相當活躍，每年約以 5~7 mm

的，本研究以嘉義縣中埔鄉東興村的一處崩塌地

的速率抬升（Willett et al., 2003），全島約有 70%

為例，結合 UAV 與 PIV 兩種技術來進行崩塌地活

之土地均屬山坡地範圍。然而，由於地質年代年

動性的評估，希望藉此提升相關調查的執行效

輕，加上地質材料相當破碎，每逢颱風豪雨期間，

率，並提供治理策略擬定的參考。

常造成許多崩塌災害，使得臺灣的侵蝕率高達每

二、研究區域概述

年 3~6 mm（Dadson et al., 2004），而世界銀行的
研究報告更進一步指出，臺灣有 73.1% 的土地暴

（一）地理位置與地形

露在 4 種天然災害之下，此比例為全球之冠（Dilley

本研究區域位於嘉義縣中埔鄉最南側之東興

et al., 2005）。因此，如何在調查經費以及人力、
物力有限的情況下，找出具有潛在活動性的崩塌

村，面積約為 11.96 公頃（圖 1），主要的聯外道

地，進而強化監測儀器設置、加強疏散避難措施，

路以縣道 172 為主，南北分別通往嘉義市區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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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興工程顧問社大地工程研究中心正研究員
中興工程顧問社防災科技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課長
中興工程顧問社防災科技研究中心正研究員
中興工程顧問社大地工程研究中心水文地質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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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嶺地區。地形方面，高程約介於 390~583 公尺
之間（圖 2），屬於低海拔之丘陵地形，整體而言
高程由北向南遞減；坡度大部分超過 40%，以五
級坡及六級坡為主（圖 3）。
（二）區域地質與構造
本研究區域位於西部麓山帶，根據經濟部中
央地質調查所之流域地質圖，區域內主要由中新
世的鳥嘴層（Nt）組成（圖 4），其岩性以泥質砂
岩、砂質頁岩及厚砂岩為主。此外，在地質構造

圖 3 研究區域坡度分布圖

部分，崩塌地南側有六重溪橫移斷層通過，而研
究區域內則於西北、東北隅各有一條背斜與向斜
軸通過，使得研究區域內的地質材料較為破碎。

圖 1 研究區域地理位置圖
（修改自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流域地質圖）

圖 4 研究區域地質與構造分布圖
（三）雨量
本 研 究 於 民 國 107/05/23 開 始 設 置 雨 量
站，觀測成果顯示，民國 107 年度（107/05/23~
107/12/31）約 7 個多月的累積雨量即達 3,209 mm，
而民國 108 年度的全年累積雨量亦達 2,902 mm
（圖 5），均超過臺灣的年平均降雨量 2,507 mm
（經濟部水利署，2020），顯見本研究區域屬於
圖 2 研究區域地形圖

多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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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崩塌地判釋
本研究利用歷年航照影像資料，共於崩塌地
範圍內判釋出 9 個滑動體，並分別給予 L-1 至 L-9
之編號，透過近期之地球物理探測成果與空拍產
製的正射影像，並參考崩塌地歷年演育之結果，
進一步將 9 個滑動體劃分為 L-1~L-3、L-4~L-6、
L7、L8、L9 等五個範圍，其分布如圖 6 所示。
（三）現地調查成果
圖 5 研究區域民國 108 年度全年累積雨量圖

現地調查顯示，崩塌地屬泥質砂岩材料，滑
動體 L-1~L-3 與 L-4~L-6 之活動性甚高（圖 7），

三、崩塌地判釋及現地調查
（一）災害類型分類
根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六十六條，崩塌係
指邊坡土石之崩落或滑動現象，主要分為陷落、
山崩及地滑；而陷落可能為山崩與地滑發生的前
兆訊息。王文能（2016）則指出，構成坡地的物
質，受重力作用而向下方運動的現象，稱為塊體
運動，當此現象威脅到人類的生命或財產安全
時，即為崩塌災害，係坡地上最常見的地質災害，
而本研究所述之崩塌地，即為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圖 6 研究區滑動體判釋成果圖

所言之山崩與地滑。

（a）滑動體 L-1~L-3 冠部陷落（民國 107/08/08）

（b）滑動體 L-1~L-3 邊坡坑溝侵蝕（民國 106/05/09）

（c）滑動體 L-4~L-6 陷落高差 60cm、
延伸 6.5m 長（民國 107/07/16）

（d）滑動體 L-4~L-6 冠部下陷情形（民國 107/02/23）

圖 7 現地調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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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坡均有陷落、張裂等情形，且滲水、坑溝侵蝕
嚴重，其中，L-1~L-3 之風化層厚度約 3.8 至 7.2
公尺，以地表逕流之沖蝕及岩屑崩滑災害為主，
而 L-4~L-6 則是於民國 107 年度持續發生地表陷
落，除岩屑崩滑外，亦有岩盤出露的現象，滑動
面已深入岩盤。

四、無人飛行載具空拍作業
及三維模型產製
本研究採用 DJI Phantom 4 Professional 無人
圖 9 地面控制點布設與 VRS-RTK 坐標量測

飛行載具，以自動飛行方式進行空拍作業，設計
航高為 100 公尺，航線之重疊率為 70%（圖 8），
並於現地布設地面控制點（Ground Control Point,
GCP），再以 VRS-RTK 進行控制點坐標量測
（圖 9）。三維模型產製方面，本研究以攝影測量
學（Photogrametry）之運動回復結構方法（Structure
from Motion, SfM）來進行演算（Lowe, 2004; Bemis
et al., 2014），並利用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學院所開
發之 Pix4Dmapper 軟體，將無人飛行載具所拍攝
之照片、控制點坐標等資訊輸入後，產製正射影
像與數值地表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
等資料（圖 10）。

圖 10 UAV 照片產製之正射影像與滑動體範圍

本研究自民國 106 年起，共計完成了 8 次無
人飛行載具空拍作業，主要拍攝日期為年初、年末，
以及年中較大降雨事件後，包含民國 106/01/09、
107/01/03 、 107/05/10 、 107/07/18 、 107/11/16 、
108/04/26、108/06/25、108/11/14 等，藉由各期影
像間的變化來分析崩塌地的變遷情形。各期三維
模型之精度如表 1 所示，本研究後續即以各期正
圖 8 UAV 自動飛行路線及拍照位置

射影像進行崩塌地水平方向位移量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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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UAV 各期空拍日期及三維模型精度

並分析特徵點之位移量，若配合兩期影像之時間

UAV
拍攝日期
(民國)

RMS Error X
(m)

RMS Error Y
(m)

RMS Error Z
(m)

106/01/09

0.024

0.029

N/A

本研究使用荷蘭格羅寧根大學（University of

107/01/03

0.060

0.077

0.085

Groningen）所開發之 PIVlab 程式（Thielicke and

107/05/10

0.076

0.108

0.479

107/07/18

0.079

0.083

0.365

107/11/16

0.110

0.134

0.566

108/04/26

0.051

0.055

0.238

108/06/25

0.036

0.056

0.329

108/11/14

0.014

0.008

0.090

間隔，即可計算其移動速率（Delacourt et al., 2004;
Tseng et al., 2009）。

Stamhuis, 2014），採快速傅立葉轉換視窗形變
（FFT Window Deformation）演算法進行分析 8
期正射影像，共計獲得 7 組前、後期影像之間的
水平位移量，其結果如圖 11 所示。
經與各滑動體分布範圍比對後，本研究歸
納 出各滑動體於各期影像間之最大水平位移量
（表 2），其中 L-1~L-3 滑動體在民國 106/01/09~

五、質點影像測速法分析及崩塌地
活動性評估

107/11/16 的歷次影像分析期間均有超過 12 公尺以
上之位移量，但近期（民國 107/11/16~108/11/14）

為瞭解崩塌地內各滑動體之活動性，本研究

則較無明顯位移；L-4~L-6 滑動體在民國

利用民國 106 年起的 8 期正射影像進行質點影像

106/01/09~107/05/10、107/07/18~107/11/16 以及

測速法分析，該方法係將前、後期影像進行疊合，

民國 108/06/25~108/11/14 均曾發生滑動，其位移

找尋兩期影像中相關性（Correlation）高的特徵點，

量介於 1.73~13.20 公尺，但民國 107/05/10~

（a）民國 106/01/09 至
107/01/03 之水平位移

（b）民國 107/01/03 至
107/05/10 之水平位移

（c）民國 107/05/10 至
107/07/18 之水平位移

（e）民國 107/11/16 至
108/04/26 之水平位移

（f）民國 108/04/26 至
108/06/25 之水平位移

（g）民國 108/06/25 至
108/11/14 之水平位移

圖 11 各期 UAV 正射影像之 PIV 分析結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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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滑動體於各期影像間之水平位移量
前期空拍日期（A）
（民國）
後期空拍日期（B）
（民國）
兩次空拍
相隔日數（天）
（C=B-A）
L-1~L-3
（D）
L-4~L-6
（E）
滑動體最大
L-7
水平位移量
（F）
（公尺）
L-8
（G）
L-9
（H）
L-1~L-3
（I=D/C）
L-4~L-6
（J=E/C）
日平均水平
L-7
位移速率
（K=F/C）
（公尺/天）
L-8
（L=G/C）
L-9
（M=H/C）

106
01/09

107
01/03

107
05/10

107
07/18

107
11/16

108
04/26

108
06/25

107
01/03

107
05/10

107
07/18

107
11/16

108
04/26

108
06/25

108
11/14

359

127

69

121

161

60

142

13.12

12.09

15.86

14.28

12.83

0.63

無明顯
位移

無明顯
位移
無明顯
位移

無明顯
位移
無明顯
位移
無明顯
位移

無明顯
位移

5.30

無明顯
位移
無明顯
位移
無明顯
位移

13.64

11.27

12.68

10.39

1.71

0.31

14.72

無明顯
位移

12.60

7.72

無明顯
位移

1.67

5.67

0.04

0.10

0.23

0.12

--

--

--

0.01

0.10

--

0.11

--

--

0.01

--

--

--

0.05

--

--

--

0.04

0.09

0.18

0.09

0.01

0.01

--

0.04

--

0.18

0.06

--

0.03

0.04

13.20
6.18

1.73
無明顯
位移
無明顯
位移

107/07/18 以及民國 107/11/16~108/06/25 則較無明

民國 108/04/26~108/11/14 期間活動性又再次增

顯位移；L-7 滑動體僅於民國 106/01/09~107/01/03

加。L-4~L-6 則呈現消長不一的現象，在民國

以及民國 107/07/18~107/11/16 期間發生滑動，

107/01/03~107/05/10 以及民國 107/07/18~107/11/16

位移量介於 0.63~6.18 公尺；L-8 滑動體則是於

有較顯著之滑動，但民國 107/11/16 以來活動性較

民國 106/01/09~108/06/25 均持續發生滑動，位移

低。L-7 之活動性則均不高，僅在民國 107/07/18~

量介於 0.31~13.64 公尺，近期則無明顯位移；L-9

107/11/16 期間出現較明顯之滑動，其餘期間之速

滑動體於民國 106/01/09~107/01/03、107/05/10~

率均甚低。

107/11/16 以及民國 108/04/26~108/11/14 均曾發生
滑動，位移量介於 1.67~14.72 公尺之間。
本研究另將前、後期影像分析所得之最大水
平位移量除以影像相隔日數，求取各滑動體於各
期影像間之日平均水平位移速率（單位為公尺/
天），其分析結果顯示（圖 12），L-1~L-3、L-8、
L-9 均自民國 106/01/09 起日平均水平位移速率
有漸增趨勢，並在民國 107/05/10~107/07/18 期
間達到最高，而後速率便逐漸降低，但 L-9 在

圖 12 各滑動體於各期間之日平均水平位移速率
8

工
程
中興工程．第151期．2021年4月．PP. 3-9
http://www.sinotech.org.tw/journal/

技
術

六、結 論

Milliman, J., Stark, C. P. (2004) Earthquake-Triggered
Increase in Sediment Delivery from an Active Mountain
Belt, Geology, 32(8), pp. 733-736
Delacourt, C., Allemand, P., Casson, B., Vadon, H. (2004)
Velocity Field of the “La Clapière” Landslide Measured
by the Correlation of Aerial and QuickBird Satellite
Image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1(15), pp. L15619
Dilley, M., Chen, R. S., Deichmann, U., Lerner-Lam, A. L.,
Arnold, M. (2005) 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A Global
Risk Analysis, The World Bank
Lowe, D. G. (2004) Distinctive Image Features From ScaleInvariant Keypoi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Vision, 60(2), pp. 91-110
Thielicke, W., and Stamhuis, E. J. (2014) PIVlab – Towards
User-Friendly, Affordable and Accurate Digital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 in MATLAB, Journal of Open
Research Software, 2(1), pp. e30
Tseng, C. H., Hu, J. C., Chan, Y. C., Chu, H. T., Lee, J. F.,
Wei, J. Y., Lu, C. Y., Lin, M. L. (2009) Non-Catastrophic
Landslides Induced by the Mw 7.6 Chi-Chi Earthquake in
Central Taiwan as Revealed by PIV Analysis, TectoNophysics, 466(3-4), pp. 427-437
Willett, S. D., Fisher, D., Fuller, C., En-Chao, Y., Chia-Yu, L.
(2003) Erosion Rates and Orogenic-Wedge Kinematics in
Taiwan Inferred from Fission-Track Thermochronometry,
Geology, 31(11), pp. 945-948

本研究結合無人飛行載具（UAV）與質點影
像測速法（PIV）來進行嘉義縣中埔鄉東興村一處
崩塌地的活動性評估，分析結果顯示，各滑動體
過去的活動性互有消長，而中游左岸編號 L-9 的
滑動體近年有再次活動的現象，顯示結合 UAV 與
PIV 之技術，可有效提供崩塌地活動性評估所需資
訊，且可增進調查效率與後續治理策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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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脈衝流速儀於裂隙岩體透水性
調查之應用發展與技術研發
莊伯禹* 黃胤中** 黃鈺翔** 柯建仲***
摘

要

近年來由於地下水污染整治、山區水資源調查與隧道工程的發展，致使裂隙岩體水文地質特性
扮演著關鍵的角色，然而基岩相較於裂隙之透水性甚低，導致岩體中主要透過連通裂隙網路形成地
下水流動路徑，此一路徑即為優勢水流路徑。在傳統裂隙岩體調查中，往往藉由岩心資料或聲波造
影等地球物理方法，得知單一井孔內裂隙分布密度與位態，再搭配水力試驗資料推求裂隙透水性，
幾乎無法直接量測連通裂隙的位置與透水特性。
本研究首先選擇 4 孔試驗井進行現地試驗，分別位於南投縣信義鄉（2 孔）、臺北市北投區（1
孔）及新北市三峽區（1 孔），岩性組成包含輕微變質的硬頁岩、火山角礫岩及砂頁互層的沉積岩，
岩體中皆存在明顯裂隙與不連續面構造。為調查透水裂隙分布情形，本研究於每孔試驗井進行一系
列的現地試驗，包括岩心紀錄資料、聲波造影井測與熱脈衝流速儀試驗等，透過比對熱脈衝流速儀
試驗結果與傳統方法推論結果發現透水裂隙位置與裂隙分布密度（或破裂帶）未必直接相關，因此
傳統方法藉由裂隙密度與位態推估其試驗井透水裂隙位置將無法獲得真實岩體的透水分布，而透過
熱脈衝流速儀試驗則可有效調查透水裂隙分布位置與量化裂隙之導水係數。另為提高量測之精準
度，本研究自行研發可加裝於流速儀底部的封塞水流分離裝置，分離 10cm 區段內外之孔內水流。本
裝置初步於東部片麻岩試驗井進行測試，試驗結果顯示該裝置可有效分離封塞區段內與區段外的水
流，並可單獨量測 10cm 區段內之裂隙出水量。
關鍵字：裂隙岩體、熱脈衝流速儀、優勢水流路徑、導水係數、封塞水流分離裝置

岩 體 的 高 度 異 質 性 （ Heterogeneous ） 與 異 向 性

一、前 言

（Anisotropic），要獲得精確的裂隙水流路徑往往
調查裂隙岩體的優勢水流路徑對於水資源管

是一件困難的任務，也需要昂貴的調查經費，正

理、隧道工程、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及污染物

因如此導致吾人普遍缺乏對於裂隙岩體中地下水

傳輸等議題皆至關重要，過去的研究中大多使用

流如何發生及其流動速率的認知與瞭解。

現地觀測資料與數值分析的方法進行裂隙岩體的

前人研究中往往藉由聲波造影井測（Acoustic

調查與分析工作（NRC, 1996），然而受限於裂隙

Televiewer Logging）或岩心紀錄（Core Log）判

* 中興工程顧問社大地工程研究中心正研究員
** 中興工程顧問社大地工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 中興工程顧問社大地工程研究中心水文地質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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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裂隙破碎帶的位置與位態，進而推斷透水裂隙

推算試驗井中垂向水力傳導係數或導水係數之分

分 布 情 形 （ Barton et al., 1995 ； Williams and

布 情 形 （ Molz et al., 1989 ； Day-Lewis et al.,

Johnson, 2000），然而多數的研究卻指出裂隙岩體

2011）；其原理為：一般在非均質含水層中，施

中地下水流僅沿著少數的透水連通裂隙流動

作熱脈衝流速儀試驗時會於試驗井進行定量抽

（Zhao, 1998）。雙封塞試驗（Double-packer Test）

水，驅動一向上流動的水流，如圖 1 所示，當試

可應用於計算裸孔（Open Hole）中特定區段之水

驗井水位洩降達到暫時穩定狀態（Steady State）

力傳導係數（Braester and Thunvik, 1984；Zhao,

後，理論上非均質含水層的各小層地層皆會提供

1998），但現地試驗的空間解析能力受限於試驗

穩定出水量補注試驗井。當流速儀位於 A 點時，

間隔，無法針對單一裂隙與整口井進行連續量

量測的流速由整口試驗井提供，其大小應該相等

測 。 單 井 導 電 度 井 測 （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於抽水速率；當流速儀下降至 B 點時，其量測的

Logging）或溫度剖面井測（Temperature Logging）

流速由非均質含水層深度位於 B 點以下的地層提

可應用於偵測試驗井內透水裂隙的位置（Tsang et

供；當下降到井底 C 點時，流速儀量測到的流速

al., 1990），但此方法僅能用來判釋透水性最佳的

應該近乎於零，因此藉由量測流速的變化可得知

裂隙，且資料解析能力常受季節變化影響（戴東

各小層地層的出水量。

霖，2016）。近年來有學者提出應用連續地溫剖

假設此非均質含水層由數層透水良好的地層

面 量 測 技 術 （ Distributed Temperature Sensing

與低透水性的地層互層構成（圖 1），而且這些地

Technology）偵測單井中透水裂隙與地層水文地質

層為水平延展且可無限延伸之地層，試驗期間的

特性之垂向分布情形（Bense et al., 2016；Sellwood

抽水量為 Q，此地下水流動應符合達西定律

et al., 2016），試驗方式依據有無在試驗井內加入

（Darcy’s Law），各小層之出水量可表示成：

熱源可區分為主動式（Active Mode）試驗與被動

各小層之出水量（q ） = K ∇hA

式（Passive Mode）試驗，但試驗井內儀器布設位

（1）

= K ∇h ∙ （2πr m ）

置與各儀器的間距皆影響著偵測資料的敏感度與

= T ∙ ∇h ∙ （2πr ）

解析能力（Bense et al., 2016；Sellwood et al.,
2016）。流速儀試驗（Flowmeter Test）可有效偵

其中 qi 為抽水狀態下第 i 層出入井內之流

測試驗井中，垂向透水裂隙與水力傳導係數之分

量，Ki 為第 i 層之水力傳導係數，∇h 為水力梯度，

布情形（Hess, 1986；Molz et al., 1994；Lee et al.,

Ai 為第 i 層之截面積，mi 為第 i 層之厚度，Ti 為第

2012），而跨孔流速儀試驗（Cross-hole Flowmeter

i 層之導水係數（Ti = miKi），rw 為試驗井的半徑。

Test）更進一步應用於推斷地下水流路徑（Williams

當水位洩降達穩定狀態後，其抽水量（Q）可
表示為：

and Paillet, 2002），因此本研究選取 4 孔試驗井進
行單井抽水流速儀試驗，並與傳統方法進行比

抽水量（Q） = K∇hA

較，探討裂隙岩體之透水裂隙分布情形。

（2）

= K∇h ∙ 2πr m
= T ∙ ∇h ∙ （2πr ）

二、熱脈衝流速儀量測方法

其中 K 為整個含水層之當量水力傳導係數，
熱脈衝流速儀（Heat-pulse Flowmeter）可量

A 為含水層截面積，m 為含水層厚度，T 為含水層

測試驗井內流速的大小，藉由量測流速的變化，

的導水係數（T = 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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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皆為四吋井，因此，現地量測到的流速資料，

將式（1）除以式（2）可得到：
各小層之區段導水係數（T ） = q ⁄Q ∙ T

先利用方程式（4）校正，校正後的流速資料再利

（3）

用 FLASH 程式進行運算（Molz et al., 1989；

其中 qi 也代表著各小層之出水量，可藉由

Day-Lewis et al., 2011），其運算的統御方程式即

熱脈衝流速儀量測流量變化獲得，而各小層的

為方程式（3）。由先前水力試驗獲得之試驗井導

厚 度 mi 即 為 量 測 間 距 ， 含 水 層 的 導 水 係 數

水係數與校正後的水流速率皆被用來計算試驗井

（Transmissivity, T）則可利用水力試驗求得，因

內區段導水係數，本研究使用 Ti 來描述裂隙岩體

此利用方程式（3）可以求取各小層之區段導水係

中，各小層透水度之大小，亦代表各小層之出水

數（Section Transmissivity, Ti），相同的量測原理

量大小，而區段間隔則視量測距離決定。

亦適用於裂隙岩體的流速量測計算方面（莊伯
禹，2017）。
Flow rate
(ml/s)

Aquitard

Q

（一）和社水文地質試驗井場

Section Transmissivity
(m2/s)

本研究首先選定位於南投縣信義鄉的和社水
A
B

q2

k3

q3

k4

q4

k5

q5

k6

q6

k7

q7

k8
k9

q8
q9

C

文地質試驗井場進行現地試驗，試驗井場的面積

q1

k2

約 200 m2，井場緊鄰台 21 線公路西側，坐落於海
拔高程 1,427 m 之望美山東側 1.7 km 的山麓地

Depth

k1

Aquifer

三、試驗場址描述與現地試驗

帶，井場高程約 775 m，井場東側 15 m 即為陳有
蘭溪河谷，主要河道位於井場東側 100 m 處，其
東南方 500 m 處即為陳有蘭溪與支流和社溪之匯
流處。

（修改自 Collar et al., 1997；李在平，2012）

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的地質資料顯示，和社

圖 1 穩定抽水狀態下非均質含水層之區段導水

水文地質試驗井場的地質分區屬於西部麓山帶，

係數及試驗井內水流變化示意圖

而陳有蘭溪河谷為斷層峽谷，地層單位約略以陳
在熱脈衝流速儀量測的過程中，受到熱的自

有蘭溪河谷為界，河谷東側多為變質岩，地層單

然對流（Free Convection）與流速儀本身構造的影

位 為 乾 溝 層 （ Kankou Formation ） 與 四 稜 砂 岩

響，於低流速量測時會出現明顯的量測誤差。本

（Szeleng Sandstone）出露。河谷西側多為沉積

研究利用李在平（2012）發展的校正經驗式進行

岩，此區域尚有台地堆積層（Terrance Deposits）

量測流速校正，流速適用範圍為雷諾數（Reynolds

出露，而試驗井場所在之地層單位屬於中新世中

Number）介於 300 至 1400 之間，其經驗式如下：

期的瑞芳群（Juifang Group）
，根據鑽探岩心判釋，
岩性主要以輕微變質之硬頁岩為主，岩心可見發

真實水流速率（V ） = aV − b

（4）

達的不連續面、節理及裂隙構造，為地下水流動

其中 Vm 為流速儀量測之水流速率，a 為流速儀本

的主要通道。

身量測構造的影響校正係數，b 為熱的自然對流影

和社試驗井場共有 12 口觀測井（詹宛真，

響校正常數。在方程式（4）中，針對四吋井（10.16

2014；戴東霖，2016），本研究選取鄰近的 2 口

cm）其 a 為 1.05，b 為 0.144，由於本研究之試驗

試驗井進行現地試驗（圖 2），2 口試驗井為 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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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1.6～21.8 m 等 4 個區段，此 4 個區段為潛在

試驗井的表土層厚度 2.7 m，崩積層由深度 2.7 至

透水區段的位置。在試驗井 W8 中，FI 值分布範

13.8 m，下方則為完整岩盤出露，套管封塞深度為

圍為 13 至 32（圖 4），數值最高的區段為深度 19

15.5 m，其下 15.5 至 25 m 則保持裸孔狀態；W8

至 20 m，而聲波造影結果顯示高密度裂隙帶位於

試驗井表土層從地表延伸至深度 3.1 m 處，崩積層

W8 試驗井中深度 16.4～16.5 m、17.2～17.5 m、

位於深度 3.1 至 13.1 m，下方為完整岩盤，套管封

19.2～20 m、20.2～20.3 m、22.7～22.8 m 與 23.5

塞深度為 15 m，位於其下為裸孔試驗區段。

～24.1 m 等 6 個區段。

圖3

試驗井 W3 的聲波造影影像、岩心破裂面
指數、熱脈衝流速儀量測到的流量變化與
區段導水係數垂向分布情形。區段導水係

圖 2 和社現地試驗使用的 2 口試驗井其位置

數的每一區段為 25 cm

分布及各井之岩層柱狀圖

2. 熱脈衝流速儀試驗

1. 岩心資料與聲波造影井測

為調查兩口試驗井透水裂隙的確切位置，本

在傳統的判斷上，大多假設高裂隙密度或岩

研究於試驗井內施作熱脈衝流速儀試驗。首先，

心破碎帶為透水裂隙（Barton et al., 1995；Williams

在未抽水的狀態下，量測井內的自然水流

and Johnson, 2000），透過聲波造影井測和從岩心
資料獲得的岩心破裂面指數（Fracture Index, FI）

（Ambient Flow）分布情形。由於兩口試驗井皆無

可推判試驗井內透水區段的深度位置。岩心破裂

法量測到任何自然水流，此結果顯示試驗井中僅

面指數定義為單位長度內岩心破裂面之數目，藉

具微小的垂向水力梯度，在後續資料分析過程

由此數值可作為岩心破碎程度之指標值。在試驗

中，應可忽略自然水流或垂向水力梯度之變化，

井 W3 中，岩心破裂面指數分布範圍由 4 至 45 不

因此，本研究假設在穩定狀態下，裂隙岩體的各

等（圖 3），其中 FI 值最高的區段為深度 17 至 18

小層具有相同的水頭（Hydraulic Head）。接著，

m 間，若透過聲波造影影像分辨高密度裂隙所在

在試驗井 W3 深度 15 m 處設置一沉水式抽水泵，

位置，可進一步判釋試驗井 W3 中，高密度裂隙

於深度 14 m 處放置一水位計監測井水位之變化。

帶位於深度 17.3～18 m、19.6～20.3 m、21～21.2 m

當設置完成後，開始定量抽水並驅使試驗井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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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垂直水流，抽水量為 1.9 L/min。當水位洩降到

與 23.5～23.75 m，其中 23.5～23.75 m 符合其中一

達穩定狀態（約抽水四個小時後），開始進行熱

個高密度裂隙帶，然而在透水帶 23.5～23.75 m 處

脈衝流速儀的量測，試驗範圍為深度 16 至 22 m，

其裂隙密度甚低。熱脈衝流速儀的試驗結果顯示

量測間隔為 25 至 100 cm，取決於流速變化大小。

由岩心或聲波造影井測判釋出的高密度裂隙帶僅

熱脈衝流速儀的量測結果與區段導水係數（Ti）的

少部分為透水裂隙，大部分的裂隙透水度甚低。

變化，如圖 3 所示，此結果指出試驗井 W3 內 Ti
（二）義方站（B107W-02）

值明顯隨深度變化，最透水裂隙位於深度 19.75～
20 m，此區段正好為聲波造影井測判釋的其中一

義方站位於臺北市北投區義方國小內，臨近

個高密度裂隙帶所在的位置，但由取得岩心的 FI

大屯火山群，高程約 70 m，南方 25 m 即為磺港

值與聲波造影井測所獲得裂隙密度最高之破碎帶

溪，根據地質調查所的地質圖顯示義方站以火成

（深度 17.3～18.0 m），其 Ti 值相當小，代表該

岩為主，地層屬於更新世的凝灰角礫岩（Tuff

區段透水度不佳。

Breccias），地質組成為上部凝灰角礫岩，東北方

在 W8 試驗井的深度 15 m 處設置一沉水式抽

約 300 m 的地層組成則轉為大屯山凝灰角礫岩，

水泵，於深度 14 m 處監測地下水位變化情形，抽

而東南方約 500 m 為漸新世的五指山層，以砂頁

水量為 1.4 L/min。當水位洩降到達穩定狀態（約

互層等沉積岩為主。

抽水後三個小時），開始進行熱脈衝量速儀試驗，

義方站試驗井深度 100 m，根據鑽探岩心紀

試驗區段為深度 16 至 24 m，其量測結果如圖 4

錄顯示在深度 7.4 m 以上屬岩屑層，多為紅棕色泥

所示，從 Ti 值垂向分布結果顯示裂隙岩體中各區

質砂夾中礫岩塊；深度 7.4～12.9 m 為膠結度較差

段透水度的變化甚大，此現象指出裂隙岩體的導

之凝灰岩；深度 12.9～55.6 m 為膠結度佳之安山

水係數具有高度的異向性，試驗結果顯示 W8 試驗

岩，多低至高角度裂隙，且部分夾黃鐵礦含硫化

井中具有兩個透水帶，分別為深度 21.25～21.75 m

物，係過去熱水換質的通道；深度 55.6～61.5 m
轉換為膠結度差之凝灰角礫岩；深度 61.5～100 m
為火山角礫岩，依產狀可細分為三段，上半段（深
度 63～68 m）為灰色凝灰岩夾中礫火山角礫岩，
中段（68～80 m）為灰色細礫角礫岩含泥，下半
段（80～100 m）為粗礫角礫岩夾安山岩塊，地下
水位約在深度 11.9 m，由地形分布研判淺層之地
下水流向由北向南流動。
1. 岩心資料與聲波造影井測
在義方站試驗井中，岩心破裂面指數分布範
圍由 2 至 45 不等（圖 5），其中破裂面指數高於

圖4

試驗井 W8 的聲波造影影像、岩心破裂面

20 共有 6 個區段，分別為 36～37 m、46～47 m、

指數、熱脈衝流速儀量測到的流量變化與

55～57 m、72～73 m、76～77 m、80～82 m，最

區段導水係數垂向分布情形。區段導水係

高的區段位於深度 80 m 至 82 m。本研究進一步比

數的每一區段為 25 cm

對聲波造影影像分辨裂隙較為明顯或高密度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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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位置，在義方站試驗井中，裂隙帶位於深度

井徑井測的結果顯示於深度 22～82 m 區段

35～38 m、45～48 m、50～52 m、55～61 m、67

內，裸孔井徑多為 99.8～101.3 mm，變化範圍為

～73 m、75～77 m 和 80～82 m 等 7 個區段，此 7

1.5 mm，具有愈往深處裸孔直徑微幅縮小的趨

個區段為潛在透水區段的位置。

勢，然而在深度 58.56～58.81 m 區段，最大孔徑
可上升到 104.99 mm，顯示該處可能發生局部擴大

2. 熱脈衝流速儀試驗

的現象，正好位於流速變化量較大的區段深度

在熱脈衝流速儀試驗時，試驗井的地下水位

58～60 m，進一步比對此區段上下區間所獲得之

深度為 7.9 m，水位計設置深度為 22.6 m，抽水泵

流速量測資料，可發現上下區段之各自流速量測

設置深度為 20 m，實驗過程採取定量抽水，抽水

數值接近，僅在深度 58～60 m 出現較大的流速變

量控制在 14.9 L/min。當水位洩降到達穩定狀態

化情形，此一結果顯示該區段應為岩層出水量較

（約抽水三個小時後），洩降量為 10.53 m，開始

大區段，具有透水之裂隙破裂帶通過，因此岩心

進行熱脈衝流速儀的量測，試驗範圍為深度 22 至

較為破碎，井徑容易發生井徑局部擴大的現象。

82 m，量測間隔為 0.5 至 2 m，取決於地下水流速

義方國小試驗井的地下水流速量測總長度為

變化大小，量測的地下水流速如圖 5 所示。本研究

60 m，區段導水係數（Ti）的變化結果指出義方國

利用方程式（4）的校正經驗式進行量測流速校正，

小試驗井內 Ti 值明顯隨深度變化，試驗井之透水

而所獲得之流速變化量結果顯示深度 31～39 m、

帶位於深度 31～39 m 區間，此區段的出水量占整

41～50 m 及 58～60 m 為流速變化量較大的區段，

口井之 58.1%，其中最透水區段為深度 36～39 m，

由於本次試驗套管深度為 14.3 m，該深度以下的

流速儀的量測結果顯示水流方向出現反轉的現

區段皆為裸孔狀態，考量孔內若出現局部井徑擴

象，代表著在此深度的地下水流構造相當複雜，

大的現象，將導致地下水流速的變化，因此本研

地下水流受到 38～39 m 之間的裂隙帶影響，井孔

究優先比對孔內井徑井測之量測結果。

內的水流由此處的裂隙流失，導水係數可達
1.25×10-5 m2/s，雖然此透水裂隙鄰近高密度裂隙
區段（35～38 m），然而整口井最透水區段 38～
39 m（導水係數最高）的 FI 值為 9，聲波造影井
測亦顯示無高密度裂隙存在。另一處透水帶深度
41～50 m 的岩層出水量平均，總出水量占整口井之
17.3%，此區段涵蓋一高密度裂隙區段 45～48 m，
其中最高導水區段位於 41～42 m，導水係數可達
為 2.62×10-6 m2/s，此區段之 FI 值為 11，而下方導
水係數相當區段（48～50 m），此區段之 FI 值分
別為 2（48～49 m）與 9（49～50 m），裂隙密度
甚低；而深度 58～60 m 的透水帶岩層出水量佔整

圖5

口井之 10.3%，區段導水係數為 3.52×10-6 m2/s，

義方站試驗井的聲波造影影像、岩心破裂

位於高密度裂隙區段（55～61 m）。

面指數、熱脈衝流速儀量測到的流量變

綜觀上述三個透水區段的總出水量佔整口井

化、井徑變化與區段導水係數垂向分布情

之 85.7%，其餘區段亦存在透水裂隙，而 FI 值大

形。區段導水係數的每一區段為 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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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 的區段其區段導水係數（Ti）為 8.2×10

至

態，量測期間試驗井的地下水位深度為 2.3 m，實

m /s，總出水量僅佔整口井 17%，透水

驗過程採取定量抽水，抽水泵設置深度為 27 m，

裂隙分散於幾個特定的位置與裂隙密度分布相關

抽水量控制在 4.6 L/min，並設置水位計在深度 27 m

性甚低。

處。當水位洩降到達穩定狀態（約抽水 2 個小時

-6

9.12×10

2

後），洩降量約為 13.72 m，開始進行熱脈衝流速
（三）插角站（B108W-03）

儀的量測，試驗範圍為深度 31 至 67 m，量測間隔

插角站（B108W-03）位於新北市三峽區插角

為 1 m，量測的地下水流速如圖 6 所示。孔內流速

國小內，臨近海拔高程 770 m 雞罩山北峰，插角

量測結果出現多處流速變化，進一步比對井徑井

站高程約 700 m，南方 200 m 即為大豹溪河谷，根

測的結果，顯示插角國小地質鑽孔具有多個破碎

據地質調查所的地質圖顯示插角站以沉積岩為主，

帶，試驗區段的井徑變化範圍由 101.28 mm 至

地層屬於中新世的石底層，地質組成為砂岩與頁

133.26 mm，較大破碎帶分別位於深度 42.5～43.6 m、

岩互層，偶夾煤層，東方約 120 m 轉為大寮層，

45.7～46.4 m、47.8～48.5 m、49.2～51.0 m、

地層組成為頁岩及砂岩薄互層，而西方約 900 m

56.4～57.4 m、58.6～59.7 m、61.7～63.0 m，其中

為南港層，以厚層泥質砂岩為主。

58.6～59.7 m 與 61.7～63.0 m 為孔徑變化最大的

插角站試驗井深度 100 m，鑽探岩心紀錄顯

兩個破碎帶，井徑變化範圍皆大於 18%，由於井

示在深度 27.2 m 以上屬岩屑層，多為褐色風化岩

徑的縮小與增大都會影響孔內地下水流速的變

塊，間夾細礫、砂、泥等基質；深度 27.2 m 以下

化，因此，孔徑影響現象也反應在流速儀的量測

為岩盤，多為砂頁岩互層，岩質較為完整，膠結

結果。本研究為去除井徑變化之影響，因此針對

度佳，層理多為高角度，衍生多條高角度裂隙，上

流速儀量測結果先進行井徑校正，校正方式以流

部裂隙偶有鏽染跡象。地下水位約在深度 10.8 m，

速儀量測位置上下各取 5 cm 井徑數值進行平均，

由地形分布研判試驗井淺層之地下水流向由東北

計算出該井徑影響地下水流速之百分比，再透過

向西南流動。
1. 岩心資料與聲波造影井測
在插角站試驗井中，岩心破裂面指數分布範
圍由 1 至 26 不等（圖 6），其中破裂面指數高於
20 位於深度 60～61 m 和 67～68 m，最高的區段
為深度 60 至 67 m 間，進一步比對聲波造影影像
可判釋插角站試驗井中，高密度裂隙帶位於深度
33.5～35 m、36～39 m、41.5～43.5 m、45.5～47
m、48～50 m 、51～53 m、56～58 m 和 59～61 m
等 8 個區段，此 8 個區段為潛在透水區段的位置。
圖6
2. 熱脈衝流速儀試驗

插角站試驗井的聲波造影影像、岩心破裂
面指數、熱脈衝流速儀量測到的流量變化

本研究於插角站進行熱脈衝流速儀試驗，套

與區段導水係數垂向分布情形。區段導水

管深度為 17.3 m，該深度以下的區段皆為裸孔狀

係數的每一區段為 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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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比例進行地下水流速量測結果的校正如圖 7 所

36～39 m 部分重疊，但其中透水區段（39～40 m）

示。校正後的流速變化量結果顯示深度 32～33 m、

導水係數可達 7.19×10-7 m2/s，其 FI 值為 5，裂

38～40 m、56～57 m 及 64～67 m 為流速變化量較

隙密度甚低。而深度 64～65 m 區段岩層出水量

大的區段，顯示為透水區段。

為 417 mL/min（整口井之 9%），導水係數為
3.67×10-7 m2/s，此區段之 FI 值為 5。
綜觀上述，流速儀試驗透過適當的井徑校正
與流速校正可獲得較為準確之區段導水係數。插
角國小試驗井共具有 4 個透水區段，包含 2 個主
要透水區段分別為 32～33 m、38～40 m 以及 2 個
次要透水區段位於深度 56～57 m、64～67 m，總
出水量佔整口井之 71.2%，而 2 個主要透水區段其
中 1 個位於高密度裂隙帶，另外 2 個次要透水區
段其裂隙密度甚低。

圖7

四、技術研發

B108W-03 插 角 站 試 驗 井 之 孔 內 量 測 流
速、井徑井測與井徑校正後流速分布

（一）封塞水流分離裝置

（左）、孔內流速分布（中）、區段導水

有鑒於流速儀的量測方法，雖以抽水狀態提

係數（右）

升對於透水裂隙之解析能力，然而在流速儀量測
時獲得的流速（流量）資料為量測點以下地層所

插角國小試驗井的地下水流速量測深度為 31 m
至 67 m，試驗總長度為 36 m，區段導水係數（Ti）

提供，因此每個量測位置容易受到其下方區段出

的變化結果指出插角站試驗井內 Ti 值較大的位置

水量干擾，降低其解析能力，本研究後續已研發

為在深度 41 m 以上與深度 64 m 以下的區段，而

封塞水流分離裝置（圖 8），可裝設在流速儀上，

深度 41～63 m 雖然具有 6 個高密度裂隙帶，FI 值

利用橡膠片進行局部封塞，再透過導水設計，分

最高為 26（60～61 m），但此區段（41～63 m）
整體透水性較差，僅深度 56～57 m 的區段透水性
較高，岩層出水量為 275.8 mL/min（整口井之
6%），區段導水係數為 2.4×10-7 m2/s，正位於高
密度裂隙帶 56～58 m。
試驗井之透水帶位於深度 32～33 m 區間，
此區段於試驗期間的出水量為 1,225.8 mL/min
（整口井之 26.6%），此區段亦為整口井導水係數
最高的區段，導水係數可達 1.07×10-6 m2/s，此區
段之 FI 值為 10，並非位於高密度裂隙帶；而深度
38～40 m 的透水區段岩層出水總量為 1,363.4 mL/min

圖 8 熱脈衝式流速儀量測之封塞水流分離裝置

（整口井之 29.6%），此區段與高密度裂隙帶

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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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試驗區段水流與下方水流，此裝置僅讓試驗區
段的水流進入流速儀量測單元，而下方水流則通
過內外管間的通道直接排出，可有效提升裂隙透
水量測能力，試驗區段縮小至 10 cm，有機會針對
單一裂隙進行量測。
（二）東部片麻岩試驗井初步成果
為瞭解封塞水流分離裝置之阻水效果與量測
能力，本研究選取東部片麻岩試驗井進行測試，
試驗井深度為 100 m，孔內維持裸孔狀態，以利針
對裂隙岩體進行調查研究。首先，本研究施作抽
水流速儀試驗調查透水區間分布情形，抽水泵設
置於深度 25 m 處，水位計設置於 26 m 處，抽水
（左：抽水流速儀量測 5 m 區段；
右：加裝封塞水流分離裝置量測 10 cm 區段）

量維持 13.4 L/min，當水位洩降達到穩定後，開始
進行流速儀量測，試驗範圍為 30～100 m，量測間

圖 9 區段出水量量測結果

隔為 5 m，試驗結果如圖 9 所示。試驗結果顯示東
部片麻岩試驗井具有多處透水帶，其中最透水區

五、結 論

段位於 30～35 m 和 40～50 m，而深處 55～70 m
亦存在透水區段。

綜整本研究位於和社試驗井場（2 孔）、義

本研究選取最深的透水帶（深度 65～70 m）

方站（1 孔）與插角站（1 孔）的試驗成果，岩性

進行封塞水流分離裝置之測試，本次試驗將抽水

涵蓋輕微變質岩（硬頁岩）、火成岩（火山凝灰

泵設置於深度 26 m，水位計設置於深度 30 m 處，

岩與火山角礫岩）與沉積岩（砂岩與頁岩互層），

由於封塞水流分離裝置的封塞區段為 10 cm，偵測

此 4 孔試驗井皆以透水裂隙作為主要的地下水流

極限受到流速儀限制約為 3.6 mL/s，為增加個別裂

通道。傳統上，大多透過裂隙分布判釋地下水流

隙出水量，本次試驗抽水量設定為 21.6 L/min，試驗

動位置或進行離散裂隙網路模擬，本研究透過岩

範圍為深度 65 m 至深度 70 m，量測間隔為 10 cm，

心紀錄資料的破裂面指數（FI）結合聲波造影井測

試驗結果如圖 9 所示。試驗結果顯示在深度 65～

標示出高密度裂隙帶的位置區段，此區段即為潛

70 m 的透水帶共有 70 cm 的透水區間，分別位於

在透水裂隙區段。再利用熱脈衝流速儀（抽水流

深度 68.8～69.0 m、深度 69.1～69.5 m 與深度 69.6

速儀試驗）於每孔試驗井實際量測透水裂隙分布

～69.7 m，其中最透水裂隙位於深度 69.2～69.3 m，

位置，結果顯示裂隙岩體導水係數的垂向分布差

出水量為 18.81 mL/s。試驗結果顯示在多數試驗區

距甚大，最透水裂隙與其他裂隙的導水係數可相

段無法量到出水量，肇因於 10 cm 區間之出水量

差 1,000 倍以上，顯示裂隙岩體具有高度的異向

低於偵測極限，代表封塞水流分離裝置可有效分

性。

離封塞區段與區段外的水流，而試驗結果進一步

在 4 孔試驗井的流速儀量測結果中，僅有 2

指出封塞水流分離裝置可針對 10 cm 的區段偵測

孔試驗井（和社試驗井）最透水區段正好位於高

透水裂隙位置，並量測其個別出水量。

密度裂隙帶，而另外 2 孔（義方站與插角站）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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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geology,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52, pp. 92599273
Braester C, Thunvik R (1984) Determination of Formation
Permeability by Double-Packer Tests, Journal of Hyd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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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technical, and Groundwater Applications, Houston,
pp. 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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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區段之裂隙密度甚低，顯示整口井最透水區
段亦可能位於裂隙密度較低的區段。試驗結果進
一步指出由岩心或聲波造影井測判釋出的高密度
裂隙帶，僅少部分為透水裂隙，大部分高密度裂
隙帶透水度甚低，此一現象可歸因於裂隙的連通
性或延續性不佳。再者，真正的透水裂隙並非必
然位於高密度裂隙帶，有時僅為連通性較佳之單
一透水裂隙，因此連通裂隙長度（或裂隙尺寸）
無法僅憑裂隙分布密度作為判釋依據。試驗結果
顯示利用傳統的裂隙密度方法無法正確判釋透水
裂隙或透水帶的位置，而流速儀可有效獲得試驗
井內垂向連續透水性的分布，精度可達 25 cm，並
量化每個試驗區段的導水係數（Ti），再透過封塞
水流分離裝置則可進一步將試驗區段聚焦至 10 cm
內，東部片麻岩試驗井量測結果顯示封塞水流分
離裝置可有效分離封塞區段與區段外水流，並偵
測透水裂隙位置，獲得其各 10cm 區段內裂隙之出
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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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MCAP 對地下管路埋深影響之
電纜熱模擬分析
張綾格* 蕭裕倉** 陳啟明***
摘

要

電纜敷設多以地下管路的方式，但通常管路埋設的位置有限，並可能同時有多個管路埋設於同
一區塊。因此除考慮地下管路之施工方法外，電纜敷設的載流量與溫度亦是設計考量之一。當電纜
導體過熱時，易造成短路、電纜損壞，嚴重時有跳電的可能性。本文主要使用 CYMCAP 軟體對一設
計案例進行電纜熱模擬，並針對模擬結果提出改善方案，有效降低電纜滿載運轉時的導體溫度，確
保設計之安全及可行性。地下管路之電纜熱模擬分析，除了能確保電纜長期運轉無虞，預先對電纜
溫度進行模擬，亦能夠確保設計之線路載滿載情況下，或於最差情況下是否有電纜過熱之情形，並
對設計做出改善以降低過熱之風險。
關鍵字：CYMCAP、地下管路、電纜熱模擬、管路埋設

用此數據建立簡單的模型後分析。而本文所使用

一、前 言

之 CYMCAP 軟體，可以根據電纜規格資訊，建立
由於臺灣地形狹小，人口密集，因此電纜敷

電纜模型，計算電纜內部各層熱損及發熱量，另

設的形式目前多以地下管路為主，但地下管路的

外可以針對電纜受電流及電磁場的影響計算溫

埋設亦有重重限制，例如易受到開挖地點的限

升，是以電纜為主要出發點的模擬軟體，亦可用

制，且既定埋設位置周遭可能有其他管路，電纜

於電纜設計，相較一般流體力學分析軟體需額外

規格、管路形式等都有所不同。這除對施工是一

計算電纜發熱量，CYMCAP 可以藉由電纜模型計

大挑戰外，對電纜運轉時的溫升也有所影響。因

算出熱傳所需之電纜熱損及發熱量，並求得在管

電纜導體過熱時會減少電纜壽命，甚至造成短

路中各電纜導體之溫度。

路、跳電等事故，一般所使用之熱模擬分析軟體

本文針對不同形式之管路並列之設計案例

為 ANSYS，其為 3D 流體力學分析軟體，雖可使

進行電纜熱模擬，對電纜尺寸、管路設計、相序

用 3D 建立模型，並模擬熱傳導的方式，但由於電

排列等會影響電纜導體溫度之因素進行分析，得

纜管路中，主要的發熱源為電纜芯，在 ANSYS 若

以預先了解管路或電纜之設計是否存在較高的

針對電纜各層材質及輸送電流建模分析，會使模

過熱風險，並對原設計提出改善措施或是替代方

型建立的難度及模擬計算量增大，常用的方式是

案，以降低地下管路埋設的困難及電纜過熱風

透過電纜廠商所計算得到電纜熱損及發熱量，使

險。

*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電力及能源工程部工程師
**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電力及能源工程部計畫副經理
***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電力及能源工程部技術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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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XLPE 電纜容許額定電流與
損失計算

以上公式為電纜綜合損失計算，若為一般單條電
纜的熱損 W 計算為：
=

CYMCAP 軟體中電纜可直接埋設在管排、空
氣、槽或土壤中，其溫升相關的計算過程使用了

導體損失

IEC-60287、IEC-60853 和 IEC-60949 中所敘述的

介電損失

技術與公式。交流電纜之容許電流容量可以由

被套損失

導體高於周圍容許溫升∆θ 計算獲得，其公式（1）
如下：

+

+

=

=I

=

×

×

tan $

（3）

其中，Ic =導體之電流（A）

∆θ =（I2R+0.5Wd）T1+（I2R（1+λ1）+Wd）
nT2 +（I2R（1+λ1+λ2）+ Wd）n（T3+ T4）

ω=2πf 為角頻率（rad/sec）
（1）

C =靜電容量（μF/km）
E0 =相對地之電壓（kV）

其中，I =一根導體中的電流（A）
∆θ =導體高於環境溫度的溫升（℃）

三、CYMCAP 建模

R =導體在最大操作溫度的單位長度交流
電阻（Ω/m）

使用 CYMCAP 進行熱模擬時，需要針對各案

Wd =導體周圍絕緣的單位長度介電損失

所設計使用的電纜及管路尺寸進行建模，因所使

（W/m）

用的電纜及管路型式不同，熱阻抗值也會有所不

T1 = 導 體 和 被 套 之 間 單 位 長 度 的 熱 阻

同。

（K∙m/W）
T2 = 被 套 和 鎧 裝 之 間 單 位 長 度 的 熱 阻

（一）電纜建模

（K∙m/W）

電力電纜為熱模擬的重要關鍵，其建立資料

T3 =電纜外部單位長度的熱阻（K∙m/W）

自導體、導體遮蔽層、絕緣層、絕緣遮蔽、外層

T4 =電纜表面與周圍介質之間單位長度的

披覆等，各層的尺寸及參數都需要建立，如圖 1

熱阻（K∙m/W）

所示，電纜的選擇會導致熱阻抗有所不同，在相

n =電纜中承載導體的數量（承載相同負載

同的輸送電流下，發熱量也會有所不同，是影響

的等尺寸導體）

導體溫度的最主要因素。

λ1 =金屬被套的損耗與電纜中所有導體的

在臺灣常用之電力電纜種類為交連聚乙烯

總損耗之比

（XLPE）電力電纜，XLPE 電纜採用交連聚乙烯

λ2 =鎧裝損耗與電纜中所有導體的總損耗

作為絕緣層，聚氯乙烯為被覆，其絕緣耐熱性佳，

之比

電氣特性佳，故障率低，因此為目前高壓電纜主
容許電流額定 I 值由上述公式可以推導得出，如式

流。其耐熱程度取決於絕緣層材質特性，當溫度

（2）所示：

高於絕緣材之耐熱溫度時，會使絕緣層劣化，導

=

致電纜故障。XLPE 電纜在正常使用下，導體連續
∆ −
(0.5 + ( + +
(1
+
+
+ (1 + +

(

+

使用溫度可達 90℃，又因作為地下電纜抽換及維

（2）

護不易，在布設完畢後須確保得以長期運作，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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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纜管路設計下，會希望當線路在最大操作電

（二）管路建模

流下，保持地下管路內每條電纜之導體溫度不超

地下管路的埋設型式相當多種，主要有：直

過 90℃，以確保地下電纜可長期正常運作，避免

埋、管排、電纜溝、涵洞等方式，臺灣管路埋設

因過熱導致電纜損壞。

最常使用的管排如圖 2，管排使用的 PVC 管徑尺

在電纜導體選擇方面主要有銅導體與鋁導體

寸及 PVC 管之間距都需要給予尺寸，另外 PVC

兩種，其中銅導體具有較佳的導電性，在相同輸

管一般以空氣填塞，CYMCAP 亦提供以其他固體

電量下，銅導體之導體截面積較小，缺點是其重

材質或水作為填塞的情境，在使用此情境時，需

量較重，不適合作為架空電纜使用。鋁導體比重

特別注意材質的熱阻係數，因每種材質之熱阻係

小，重量輕，常用來作為架空電纜使用，且鋁在

數不盡相同，如未調整易造成模擬誤差，須特別

氧化後會形成氧化鋁於表面，能防止氧化侵入內

注意。

層，保護電纜，鋁導體電纜造價相較銅導體低，

管路所使用之型式與材質為影響熱模擬的另

其缺點是導電性較差，在相同輸電量下導體截面

一大因素，以涵洞為例，因涵洞內電纜擺設之間

積較大，不易絞合。

距較大，且考慮涵洞內有人員出入，通常空間較

在臺灣，電力電網之架構依據台電公司之設

大且部分設有通風裝置維持涵洞內溫度，對電纜

計原則為規範，雖因再生能源的推動，使許多投

的散熱效果較好，而最常使用的管排，通常會以

資商加入，並各自規劃設計線路連接方式，但配

混凝土澆灌，且電纜裝設於 PVC 管內散熱效果最

合臺灣線路架構原則，地下電纜選擇仍以銅導體

差，較容易造成電纜過熱情形發生，因此管排多

之 XLPE 電纜為主。

為管路埋設熱分析的主要對象。

除了單芯電纜模型外，CYMCAP 電纜建模亦

在使用 CYMCAP 軟體模擬中需注意，涵洞與

支援三芯電纜，對於目前離岸風場海底電纜所使

管排無法於同一案例中進行模擬，因此若有涵洞

用的三芯電纜也可以提供模型建立，可以針對海

的情況下，需額外對涵洞內部進行模擬，或將涵

纜埋設於海床下的熱模擬進行分析。

洞等效為一發熱體與管排同時模擬，本文案例即
使用等效為發熱體的方式進行模擬。

圖 1 電纜建模示意圖

圖 2 管排建模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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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序排列

在電纜規格選擇後，需給予電纜輸送之額定

以管排為例，在電纜與管排建模完成後，可

電流，依據電流大小不同及電纜之載流率也會有

依各案設計於管排內放置電纜數量。因輸送電流

所不同，當電纜載流率愈高，代表所輸送的電流

是以 AC 方式，故電纜需輸送 R、S、T 三相之電

愈接近電纜所能輸送之額定電流，造成線路過熱

流，通常會以品字排列方式將三相電纜綑綁，放

之風險也愈大。

置於同一 PVC 管內輸送。若電纜線徑較大時，每

除了電纜規格之選定外，需為線路單點接地

相電纜將分別放置於不同的 PVC 管內，此時各相

或交叉互連給予定義（如圖 5），主要是用以限制

電纜會產生對應之磁場，磁場會間接影響導體發

電纜遮蔽層之感應電壓。感應電壓會產生感應電

熱，在此情況下電纜相序擺設方式將會影響熱分

流，感應電流則會造成損失及電纜發熱，不同接

析。

線方式對線路感應電壓改善之影響也不同，因此
通常各相序的擺設方式為正三角形型式，使

需給予電纜接線之定義。

各相磁場得以相互抵消，以減少磁場對導體的影
響，但隨管排使用型式的不同，擺放的方式也會
有所不同（如圖 3 所示）。

圖 3 電纜相序排列示意圖
（四）電纜資訊編輯
在電纜模型建立完成並於管排中擺設電纜
後，需選擇每回線電纜所使用的電纜模型，因電
壓及導體截面積的不同，不同管路所使用的電纜
圖 5 電纜互連方式選擇示意圖

形式也會有所不同，可依據各案不同選擇對應之
電纜規格（如圖 4 所示）。

一般電纜熱模擬分析時，電纜所輸送之電流
可根據發電量推算出，並能根據所需輸送之電流
選擇電纜規格。CYMCAP 軟體可提供當埋設之地
下電纜最高溫度為 90℃ 的情況下，所能輸送之最
大電流，如此可方便設計者在選擇電纜規格後，
得知在電纜埋設於地下管路中，所能輸送的最大
圖 4 電纜模型選擇示意圖

電流，避免線路發生過載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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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熱模擬案例

本案例中管路之間距與埋設深度如圖 6 所
示，B 及 C 管路並無交錯，因此依照「新建地下

在本案例中共有 A、B、C 三個不同的地下管

輸電線路埋深及配置設計準則」之規定，埋設深

路，各管路的詳細資料如表 1 所示，其中電流設

度為地面下 1.5 公尺。管路 A 之路徑設計需與 B

定為滿載輸出電流值。電纜於管排中的相序排列

及 C 管路交錯且預定施作時間較晚，在不影響 B

依據台灣電力公司輸變電工程處之「新建地下輸

及 C 管路及符合一般施作原則的情況下，其埋設

電線路埋深及配置設計準則」中所提出之配置原

深度為地面下 6.7 公尺。

則對電纜的相序進行排列。
表 1 管路詳細資料
管路

電壓（kV）

回路數量

管路尺寸及數量

每芯電流（A）

導體面積（mm2）

A

66

4

一個 4＊4 的管排

810

1200

B

161

6

電纜涵洞

1400

2000

1
C

161

1

1090
兩個 4＊4 的管排

2（複導體）

832
459

圖 6 管路斷面圖

圖 7 管路熱模擬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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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資料，使用 CYMCAP 軟體建立模

為改善管路高過熱風險的問題，對管路埋設

型，如圖 7 所示，由於 CYMCAP 中無法同時使用

深度進行調整，在不影響 B 及 C 管路的期程下，

管排與涵洞模組，因此建立一非標準型管排，其

管路 A 改自 B 及 C 管路上方交錯，因此管路 A 的

內部熱阻與空氣熱阻相同，因涵洞內最高溫度不

埋設深度改為地面下 1.5 公尺，而 B 及 C 管路埋

可超過 40℃，因此於模型中心放置一 35℃ 之熱

設深度則是受到管路施作所需預留空間的影響，

源，假設 B 的涵洞內部在正常運轉情況下溫度維

調整埋設深度為地面下 4.3 公尺，新的埋設管路斷

持在 35℃。

面圖及模擬圖如圖 8、圖 9 所示，而模擬結果之溫

滿載輸出的情況下，模擬結果之溫度分析如

度分析如表 3 所示。結果顯示，雖 B 及 C 管路埋

表 2，其中管路 A 之導體溫度最高溫度超出正常

設深度增加，但整體開挖深度減少，且經改善後

運轉下電纜最高安全 90℃，因此管路路徑與電纜

的管路內電纜導體溫度皆低於 90℃，有效的降低

規格存在高過熱的風險。

原設計之過熱風險。

表 2 模擬溫度分析

表 3 改善後之模擬溫度分析

管路

管路電纜導體最低溫
（℃）

管路電纜導體最高溫
（℃）

管路

管路電纜導體最低溫
（℃）

管路電纜導體最高溫
（℃）

A

89.1

96.5

A

69.6

78.9

B

35.0

35.0

B

35.0

35.0

C

47.0

67.7

C

54.6

76.5

圖 8 改善後管路斷面圖

圖 9 改善後管路熱模擬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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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論

但管路 A 最高溫度降低，整體開挖深度減少，且
總體過熱風險亦降低。此結果在管路設計變更影

在地下管路的設計中施工方法著實重要，但

響最小情況下，為原設計提供改善方案，對未來

管路中電纜溫度亦是影響設計的重要因素之一。

管路設計過熱風險的預防有相當大的幫助。

一般常使用之流體力學分析軟體雖可進行管路 3D
建模及熱傳分析，但難以針對電纜之損失及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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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深度的改善後，雖導致其他管路的溫度升高，

水利工程應用程式

公 開 發 售

SEC-HY21（二維泛用地表水分析軟體）
a. 網格及地形建立等前處理介面、電腦繪圖及流場視覺化
b. 定床水理模組
c. 水中生物物理棲地分析模組
訂購電話：(02)8791-9198 轉 467 陳小姐
傳
真：(02)8791-2198
E-MAIL：louise@sinotec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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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淹水模擬技術於水利防災之服務
林 鈺*
摘

要

自莫拉克風災後國內對於水利防災的服務內容需求，亦隨著資通訊科技快速的發展日益提高，
強調要能更快速、更準確掌握水情資訊，立即擷取到所需的資訊。在政府及民眾對救災之速率與對
災害之忍受度均較以往大不相同情況之下，水利防災服務亟需注入嶄新之思維與更靈活之策略，始
能負起預警疏散、減災及救助災民損失之責。本文將說明近年來以淹水模擬技術所發展的防災科技，
以及從資訊應用的角度探討其對水利防災服務的影響，並期許未來善用及精進淹水模擬技術於實際
防災服務，提供創新、高效率與高品質之防災服務。
關鍵字：淹水模擬、水利防災、預報系統、智慧河川系統、淹水警戒

地形影響，容易引發區域性極端強降雨事件，例

一、前 言

如 1 小時降雨量超過 100 毫米、3 小時降雨量超過
臺灣地理環境特殊，無法避免颱風與地震等

200 毫米、6 小時累積降雨量超過 350 毫米，如此

天然災害之發生，屬於高災害潛勢地區。加以過

短延時強降雨已超過目前河川及都會區域排水之

去 30 年社會快速發展，環境之災害度增加，災害

防洪保護能力，經常造成流域中下游都會區域發

頻率與規模均有增大趨勢。

生嚴重淹水災情。

依據世界銀行 2005 年出版的「天然災害熱

所以我國災害防救工作一直面臨著挑戰，所

點：全球風險分析」（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A

幸我們政府當局也相當尊重專家的呼籲，清楚災

Global Risk Analysis）報告指出，臺灣可能是世界

害防救工作日趨嚴峻，早在 1982 年國科會便開始

上最易受到天然災害衝擊國家之一，因為臺灣約

推動大型防災研究計畫，於 1999 年起各部會署共

有 73% 的人口居住在有三種以上災害可能衝擊

同推動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以建構災害防救運

的地區，遭受兩種災害衝擊之國土地區高達 90%

作體系。國內的水利防災服務亦隨之推動，由水

以上。英國於 2011 年出版的「2011 年自然災害風

利署推動之水利防災科技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強

險圖譜」（Natural Hazards Risk Atlas），列出 196

化預警能力」、「降雨淹水評估」、「落實防災

個國家的天然災害風險排名，調查報告指出美

行動」、「災害保全」、「應變科技作業」、「前

國、日本及臺灣都是天然災害高風險國家。又臺

瞻防災科技」六部分，目的為強化水旱災防救體

灣位處於西太平洋亞熱帶颱風路徑要衝所在，每

系建立及整合氣候資訊與水資源管理，精進水旱

年遭受颱風、西南氣流、梅雨鋒面、東北季風及

災災害風險評估並落實應用，以透過產官學界相

夏季熱對流豪雨等致災性天氣系統侵襲，再加上

互合作，達到減災、救災之目標。

*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水利工程部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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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利防災的服務內容
隨著水利資訊應用技術的提高，颱洪防災任
務已經從「通報與作為」的平面作業，逐步轉換
到「感知與預判」的應用型態。在進行「通報與
作為」的作業時，防災任務主要以匯集全國水情
與災害訊息為主，並歸納轉知各級應變中心；收
集、傳遞、展示與分享就成為訊息處理上的主要
任務。然而，在跟時間賽跑的水利防災任務中，
只能以即時水情監測數據或是收集災害訊息來執
行，終究仍是被動反應，已不能滿足政府及民眾

資料來源：民國 109 年度六河局轄區洪水預警及防汛整合
作業

對救災之速率與對災害之忍受度。隨著資通訊科

圖 1 洪水預警系統架構圖

技快速的發展，水利防災之服務已經轉而強調要
能更快速、更準確掌握水情資訊，經由任何行動

極端降雨事件發生機會增加，使原來依據歷

裝置立即擷取到所需的資訊，以及早預警疏散、

史降雨事件所設計建造的防洪構造物將有可能無

減災及搶救災民的損失。故水利防災的服務開始

法滿足實際的防洪需求。加上臺灣多樣的地形，

有了以下的改變：

與降雨預報的不確定性，連帶造成洪水預報與警
報的困難。營建署與各地方政府紛紛開始建立屬
於區域的淹水預報系統。

（一）洪水預警
臺灣地區洪水預報系統以淡水河洪水預報系

（二）淹水預報

統發展最早，在民國 50 年代政府開始進行臺北地
區防洪計畫時，就定調以築堤束洪為主要手段、

民國 98 年水利署即利用「雨量大小」與「淹

洪水平原管制及洪水預報為輔助，以減少災害損

水程度」具有正相關性之迴歸概念，針對雨量站

失。除了淡水河流域外，各河川治理規劃陸續進

設定其可能淹水之 1、3、6、12 及 24 小時各延時

行，亦因莫拉克風災後政府對整體水患防治推動

淹水之雨量警戒值，並依據歷史溢淹地點劃定該

的政策方向及防洪作為有很大的轉變，直到民國

雨量站相對應之警戒鄉鎮市區及村里或道路，建

102 年全臺 10 個河川局在水利署主管下完成水情

立降雨-淹水預警系統。每到颱風豪雨期間，只要

中心建置、建立移動式抽水機即時調度能力。

氣象局每 10 分鐘一筆的觀測雨量達到雨量站設定
警戒值，便可透過系統自動將淹水警戒資訊發

目前國內各防洪指揮中心及水情中心所使用

布。此為國內一開始的淹水預報原理。

的防洪預警報系統除為國內自行研發者外，自民
國 100 年起迄今，10 個河川局亦因為各自擁有防

但因考量模擬實際淹水情形為一複雜過程，

災服務的團隊參與而逐步發展成各自的洪水預報

前述的降雨-淹水預警系統無法將已進行過排水改

模式。以中興工程顧問公司過去所發展的洪水預

善的區域如實反映，故後來的淹水預警系統發展

報系統架構示意如圖 1 所示。系統架構主要可分

納入以淹水模式模擬地面水流情形，並充分考慮

為資料庫主機（含自動化資料蒐集程式）、水情

堤防排水等設施，透過水流溢堤在地面傳播而推

分析及預測系統，及六河局緊急應變系統平台等

算淹水高度；然在淹水模擬時往往假設條件多及

三大部分。

欠缺排水或雨水下水道系統完整資料，更礙於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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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即時通報

式無法如實反應現況地形地物（如局部低窪地
點、溝渠現況等）及水流流向，對於經常淹水地

區域簡訊（Location Based Service, LBS）係

點有時可能亦無法有效掌握，故需要透過實際淹

透過門號各別傳輸，由基地台定位所轄範圍內之

水調查資料進行滾動式檢討。

門號，發布即時簡訊，只要手機用戶在發生警示
的區域範圍及警示時間內進入該地區，就會立即
收到簡訊通知，其運作示意如圖 2 所示。

（三）淹水調查
淹水模擬結果仍需實際淹水調查資料加以驗
證及修正參數，故實際淹水調查資料乃是淹水預
警最重要之資料。近年來，各河川局從洪水預報
系統之維護計畫轉型為洪水預警及防汛整合作
業，透過每年颱風豪雨事件的通報進行現地實際
淹水狀況調查，並加以留存相關紀錄。
（四）緊急與疏散避難計畫

圖 2 區域簡訊即時通報功能介紹

透過水災避災規劃與宣導，將淹水警戒資訊
通報相關縣市應變處置及執行疏散撤離相關作
業，透過推動「全民防災」觀念，提昇社會大眾

以地方水利單位於颱風時期需要進行雨量、

防災意識與知識，建立正確的風險觀念，於災害

下水道水位、河川水位等水情監視，通知各抽水
站、閘門管理員及抽水機動隊待命、戒備，並隨

來臨時能自救與救人。在高淹水潛勢地區提倡設

時注意颱風降雨發展，視需要關閉閘門或加派移

置防水閘門、水災保全計畫亦是水利防災之多元

動式抽水機組定位，因此更需要防災技術輔助，

手段。有些縣市過去曾推動於易積淹水地區之居

並減少整備人員在防救災時的奔波勞累。

民，補助其設置防水閘門，以減少因颱風、豪雨

目前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在服務河川局之防汛

造成積水進入建築物，減少生命財產之損失。水

整合作業，已經透過現代化之科技彙整相關資

災保全計畫則包含保全村落水災避難疏散圖暨告

料，達到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預警及通報的任

示牌製作與宣導及水災防災疏散避難演練及防災

務，於颱洪豪雨事件時期提供如圖 3 的服務。

社區推動等工作。
（五）防洪教育宣導
過去國內執行之各項治水工程，多著重於工
程性措施；至於非工程性部份，僅有中央管河川
之防洪預警工作，無法降低近幾年淹水損害多發
生於下水道、區域排水、海岸及縣市管河川溢淹
之防汛需求；另面對氣候變遷及社會經濟發展趨
勢，政府與民間必須通力合作，透過防洪教育宣
導，並落實社區與民眾防災意識，方能有效執行
水災災害防救任務。

圖 3 水利防災的服務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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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應用淹水模擬技術
（一）淹水潛勢圖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22 條第 7 款規定，各
級政府應依權責以科學方法進行災害潛勢、危險
度及境況模擬之調查分析，並適時公布其結果。
民國 88 年起，行政院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前
國家科學委員會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首
次進行並完成全國 22 個縣市淹水潛勢圖分析與製
作，供各級行政機關做為施政參考，為第一代淹
水潛勢圖。之後，由於圖資資訊化及淹水模擬分
析程式快速演進，水利署於民國 96 年起進行全國
淹水潛勢圖更新工作（第一次更新），為第二代
淹水潛勢圖。
由於淹水潛勢圖製作所需之基本資料、模擬
條件及演算模式不盡相同，無法整合及提高淹水

圖 4 歷代淹水潛勢圖資更迭

潛勢圖之準確性，因此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於
民國 102 年辦理「全國淹水潛勢圖資更新及整合
先期計畫」，並依據當時的淹水模擬技術，參酌
國內外做法；自民國 103~105 年執行全臺淹水潛
勢圖第二次更新計畫，已逐年完成全臺以 SOBEK
模式為基礎的淹水數值模型之建置。俗稱第三代
的淹水潛勢圖資，其採用網格大小與呈現出來的
成果以圖 4 示意。隨模式發展逐漸成熟與準確度
提升，淹水潛勢數值模型可衍生出更具有價值的
加值應用。
淹水潛勢圖之製作流程（圖 5）主要包含資
料蒐集及特性分析、模式建立與檢定驗證、情境
模擬與成果製作，其中於資料蒐集應包含地文、
水文及海象分析，通常要盤點整理排水系統圖
資、水道測量、水利會灌溉排水系統及防洪設施
構造資料等，套疊通用版電子地圖與彩色航空影
像等，資訊量龐大；接著，模式建立則須要進行
水文水理演算、淹水模擬分析及檢定驗證，最後
完成情境模擬、地方座談會、模擬成果製圖才甫
以完成。

圖 5 淹水潛勢圖製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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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淹水數值模式原理與建置

形高程資料，其優點在於河道大斷面原則上會定

1. 模式建置與分析流程

期進行重測，模式只需要抽換一維河道斷面資料

本文以 SOBEK 模式為淹水數值模式進行建置

的部分即可完成更新。

說明，SOBEK 模式包含降雨-逕流模組（Rainfall
Runoff Module, RR）、一維渠流模組（Channel Flow
Module, CF）及二維漫地流模組（Overland Flow
水下水道系統調查成果與水工建造物進行模式設

（B）全二維淹水模式
（A）1D-2D 耦合淹水模式圖
資料來源：SOBEK 模式使用手冊（SOBEK User Manual;
Deltares: Delft, The Netherlands, 2013）

定，並配合數值高程資料，分析計畫區於設定條件

圖 7 1D-2D 耦合與全二維淹水模式概念比較圖

Module, OF），依據計畫區河川排水斷面資料、雨

下之淹水範圍，繪製淹水潛勢圖，將分別依模式建
3. 案例介紹

置流程、分析區位劃分、降雨逕流演算、水理演

本文選取含有臺北市興隆路排水之臺北市境

算及淹水模擬，以及模式建置成果。

內景美溪集水區進行案例說明，景美集水區於模

以 SOBEK 模式建置的區域淹水數值模式之

式建置在臺北市淹水模型中分區劃分如圖 8 所

建置流程如圖 6 所示。

示，整體 SOBEK 模式建置圖如圖 9。

資料蒐集
GIS編輯分析

資料格式整理

特性分析

建立模型
專案檔
匯入GIS資料

匯入特性
檔案資料

逐項調整模型

模型修正

執行模擬

檢定
驗證
模擬結束

圖 6 SOBEK 模型建立流程
圖 8 模擬分區劃分示意圖
2. 模式原理
SOBEK 模式中對水工建造物，以計算節點設
定，如堰流係依據上游水位、下游水位及堰頂高
程之關係，分為自由堰流或潛沒堰流，還有橋梁、
涵洞、抽水站、閘門、滯洪池等設定，其通過流
量公式皆於 SOBEK 模式使用手冊有說明。
SOBEK 二維淹水模式是由一維河道斷面與
二維數值高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耦合而成，如圖 7 所示，可以同時涵蓋具有較高
圖 9 各階段治理計畫剩餘淹水面積分布區位

精確度的河道大斷面測量資料，以及大範圍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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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檢定與驗證方式

2. 淹水模擬檢定

模式應用前需進行檢定及驗證，比較模式演

（1） 淹水面積

算之淹水模擬成果與實際淹水事件之調查或水文

比較推估之淹水範圍、面積與實際調查觀

觀測紀錄之適用性，藉以修正模式中不當之假

測之最大淹水範圍、面積，以準確度檢定

設、不當之參數、數值高程及水工建造物設置不

法及捕捉率檢定法，以面積比進行檢定。

符之情況，使模式更能符合實際情況，經水文演

依手冊規範，目前原則上暫將淹水面積準

算、水理演算及淹水模擬控制點之觀測資料，檢

確度及淹水面積捕捉率標準訂為 0.6。

定模式是否適用，其概念如圖 10。

A. 準確度檢定法

經檢視近年颱風豪雨淹水事件，以民國 101

準確度檢定法可透過調查值及模擬值

年 6 月 10 日水災事件以及 102 年潭美颱風事件進

辨別模擬之準確度，此方法重視模擬

行模式檢定，並以民國 104 年 6 月 14 日豪雨事件

及調查相符部分，亦對誤報之部分進

與 104 年蘇迪勒颱風事件進行驗證。模式檢定驗

行扣分，視誤差來源為隨機分布，不

證時，均考量臺北市近年興辦排蓄水設施之施作

對其進行區分，準確度定義如下：

時間與颱風發生時間之關係，以符合實際。

Aa =

Ac
A f + Ao − Ac （%）

（公式 A）

式中， Aa 準確度； Ac 為淹水調查及模
擬重疊面積； Af 為淹水調查面積（實
測值）
；Ao 為淹水模擬面積（預測值）。
準確度檢定法之範圍為 0 到 100% 之
間，0 代表完全錯誤，100% 代表完全
正確。
B. 捕捉率檢定法
At = Ac/Af（%）

（公式 B）

圖 10 模式檢定與驗證概念圖
式中，At 為淹水面積捕捉率。
依「淹水潛勢圖製作手冊」規範，應分別以

捕捉率檢定法之範圍為 0 到 100% 之

水文演算、水理演算及淹水模擬控制點之觀測資

間，0 代表完全錯誤，100% 代表淹水

料，檢定模式是否適用，以通過檢定之模式與其

模擬面積完全含蓋淹水調查面積。
（2） 淹水水位

參數進行驗證及情境模擬。檢定方式說明如下：

比較推估之淹水水位歷線與淹水控制點
1. 水道水理演算檢定

觀測之實際最大淹水水位。原則上在主

檢定方式為比較推估水位與水位站之實際觀

要淹水區域至少比較三處淹水水位峰值

測值，計算兩者效率係數、相關係數、峰值量誤

誤差，且 2/3 以上淹水控制點之淹水水位

差、峰值時間誤差。

峰值誤差不得超過 0.2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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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淹水模擬水位驗證表

3. 檢定成果
SOBEK 淹水模擬檢定結果顯示，建置模式可

檢定
事件

合理反應水位變化情形，其水位歷線形狀、峰值
發生時刻與峰值水位均與觀測結果相近，相關係
數為 0.99，峰值量誤差最大約 0.21 公尺，峰值發
生時間相同，如圖 11 所示。淹水模擬之檢定項目，

村里

實測淹水 模擬淹水
深度(cm) 深度(cm)

誤差(cm)
(模擬-實測)

民國 101 年 興旺里
0610 水災 萬芳里

45

51

6

50

55

5

民國 102 年 興旺里
潭美颱風 興邦里

30

39

9

30

41

11

係計算模擬值淹水面積（ Ao ）與實際調查值淹水
面積（ Af ）與其百分比，調查與模擬重疊之淹水

（三）淹水模擬成果之應用

面積（ Ac ）與其百分比，準確率及捕捉率皆達 70%

1. 防災計畫研擬：淹水潛勢圖可供地方政府作為

以上，大於手冊規範的標準 0.6，其驗證結果如

地區災害防計畫及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

表 1 所列。比較 3 處淹水控制點之淹水水位峰值

等防救災計畫研擬之參考依據。
2. 災前整備階段：地方政府可應用淹水潛勢圖作

誤差大約於 5~11 公分，詳表 2 所列。

為災時避難收容所安全規劃之參考，且加值為
鄉鎮市層級之淹水潛勢圖或防災地圖，以提供
離災與減災之重要資訊，並據以加強警戒河段
巡防、救災機具維修預佈等整備作業。
3. 災中應變階段：颱風豪雨事件發生時，可應用
中央氣象局所發布之 24 小時定量降水預報與
其對應雨量規模之淹水潛勢圖進行圖資套疊，
以初步研判防救災重點區域，並提供災害應變
決策之參據。
4. 橫向延伸應用：淹水潛勢圖可提供各機關開發
之防救災資訊系統與應用服務平台進行防災業
務相關之介接應用。
5. 縱向加值應用：淹水潛勢圖所呈現者，為設計
降水條件下之可能淹水範圍及其影響程度；如
引入災害風險概念，復考量社會經濟條件所評
估量化之脆弱度因子，則可進一步加值繪製為
水災風險地圖，以具體展現該地區易受災害影
響之程度，可提供防救災資源配置及應變調度

圖 11 模擬水位與實測水位比較檢定圖

之重要決策支援。
表 1 淹水模擬面積檢定表
檢定事件
民國 101 年
0610 水災
民國 102 年
潭美颱風

6. 治理對策及國土規劃應用：近年來政府陸續完
成「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及「流域綜合

Af
Ao
Ac
準確度 捕捉率
（ha） （ha） （ha） （%） （%）

治理計畫」，期能快速減輕淹水地區水患問題，

2.00

1.99

1.65

70.51

82.50

經由各階段治理工程之實施後仍存在的淹水面

1.05

0.85

0.79

71.17

92.94

積如圖 12 示意，可以利用數值模式評估待建工

35

工
程
技

中興工程．第151期．2021年4月．PP. 29-37
http://www.sinotech.org.tw/journal/

術
（三）感知與預判工具之應用

程效益，因為邊際效益而工程成效會逐步遞
減，若導入韌性城市觀念及各類非工程手段改

模式檢定驗證如能搭配現正推廣之智慧河川

善策略，可擬定未來治水策略或進行國土規劃。

系統，透過地方所建置之淹水感測器及即時物聯
網監測淹水深度，可快速推求淹水範圍與區位，
以提升淹水調查準確度，進而可有效提升未來模
式檢定驗證時之精度。惟目前都會區淹水型態常
為短延時強降雨，積淹水可能 1~2 小時即會發生，
然尖峰降雨過後仍有小雨，該如何有效應用空拍
機或其他智慧設備進行淹水調查，仍有賴後續的
防災科技之精進。
目前國內漸漸依據河川預警系統之需求，規

資料來源：近年水患治理效益評估及未來推動方向

劃相關之感測與監控設備，並將相關資訊鏈結到

圖 12 各階段治理計畫剩餘淹水面積分布區位

智慧河川管理平臺或基礎資料之雲端作業平臺，
再配合現地情況決定合宜之傳輸技術，並發展遠
距監視、遙控等技術，以利即時監控及管理目的。

四、水利防災服務的未來與精進

五、結 論

（一）淹水潛勢圖製作流程之改善
淹水潛勢圖實際常被用於都會區防災參考使

面對日益頻仍且新類型輩出之水利災害挑

用，然而目前淹水潛勢圖資都是由水利署主導，

戰，過去以消防體系為主幹的災害緊急應變系

其他單位僅提供建議，鮮少參與實際製作過程，

統，漸感無法滿足防救災的需求，未來水災災害

倘若未來要擴充應用到國土規劃、都市淹水預

防救倚賴以水利專業的導入將日深。但水利單位

報、洪災保險，可依其製作細緻度與目的不同再

如何結合經驗與專業，如何將非工程措施與治理

詳細進行需求探討。如近年來淹水潛勢圖後續之

計畫的工程措施共同發揮功效，善用淹水模擬技

加值應用需求越來越多元，在水利防災上可對於

術於實際防災服務之災害預防是目前的趨勢。

風險較高區域採更細的網格與更細緻的水路側溝

無論是在水災災情監測與通報、地方水情掌

進行模擬。

握、抽水機調度與搶險疏散能力，透過淹水模擬
對區域排水能力的掌握結合新資訊技術之導入，

（二）淹水範圍與區位之掌握

將可提供創新、高效率與高品質之防災服務。

以往應用淹水調查範圍進行檢定驗證時，淹
水調查的範圍係經民眾通報淹水點位、調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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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雷達影像評估坡地災害
本書彙整雷達影像技術之影像取得、資料處理、標準化產品、影像判釋及應用案例等相關
研究報告與期刊文獻，建立「衛星雷達影像前處理」、「衛星雷達影像於坡地災害變異點偵
測技術」及「衛星雷達觀測坡地災害高程變異技術」等三項雷達衛星影像處理技術，成功
應用於實例。茲將重點條列如下：
1.

衛星雷達影像前處理技術：針對前後期重複觀測的雷達影像，以自動化方式於雷達影
像上尋找大量、空間分布均勻且可靠度高之共軛點，進行自動化匹配套合程序；同
時，亦針對臺灣地形環境建立適用之雷達前處理作業程序，以產製具有良好精度之正
射影像與數值地形模型資料，提供環境變異偵測作業利用，提昇整體效率。

2.

衛星雷達影像於坡地災害變異點偵測技術：應用經輻射校正、正射糾正及濾波處理後
的正射雷達影像，搭配自動化影像判釋技術，建立災害變異點偵測技術，可量化評估
災害變異之面積。

3.

衛星雷達觀測坡地災害高程變異技術：建立相位差比較法及數值地形相減法等兩種衛
星雷達觀測坡地災害高程變異技術，得以產製數值地形模型與崩塌量體、高程變動量
及沖淤變動等相關結果，取得災後量化資訊。

相關資訊請洽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林伯勳博士 (02-87919198 分機 309)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 28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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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積層非飽和水力參數對大規模
崩塌穩定分析之影響
陳建新* 鍾明劍** 譚志豪*** 魏殷哲**** 康耿豪*****
趙韋安****** 戴東霖*******
摘

要

大規模崩塌地的地下水常沿著崩積層底部流動及蓄積，顯見崩積層通常處於非飽和狀態，其非
飽和水力參數控制著降雨後之入滲及滲流行為，若不適度考量其貢獻，將影響滑動機制研判與穩定
性評估之可信度。為釐清崩積層非飽和水力參數對大規模崩塌穩定分析之影響，本文以梵梵場址為
例，取崩積層試樣進行壓力鍋試驗，採用 Fredlund and Xing（1994）模式擬合其土壤水分特性曲線。
文中針對模式中 a, n, m 等參數進行敏感度分析，並配合現地水文觀測數據進行回饋分析，用以率定
上述參數。文末則於穩定分析時考量上述參數情境，透過淺層土壤含水量、深層地下水位及安全係
數變化，探討梵梵場址之滑動機制與穩定性。整體而言，透過本文所提出之非飽和水力參數敏度分
析及率定程序，有助於釐清崩積層非飽和特性及其對大規模崩塌穩定性之貢獻。
關鍵字：非飽和、水力參數、土壤水分特性曲線、大規模崩塌、邊坡穩定

「潛在大規模崩塌精進判釋暨補充調查」（自民

一、前 言

國 106 至 110 年）等計畫。統計民國 99 至 104 年
臺灣「大規模崩塌」研究源自於民國 98 年莫

已圈繪出 1,207 處潛在大規模崩塌，其中 113 處鄰

拉克颱風誘發獻肚山山崩，導致小林村近乎滅村

近 103 個聚落（謝有忠，2019）。隨著潛在大規

事件，其定義主要參考千木良雅弘（2007）深層

模崩塌圈繪判釋結果陸續公布，經濟部中央地質

崩滑規模：崩塌面積超過 10 公頃、土方量達 10

調查所、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農委會林務局、交

萬立方公尺或崩塌深度在 10 公尺以上。

通部公路總局等政府機關開始投入大規模崩塌調
查評估工作。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自 2010 年起陸續執
行「莫拉克颱風受災區域之地質敏感特性分析」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17-2019）研究顯

（民國 99 至 101 年）、「非莫拉克颱風受災區域

示大規模崩塌常見有明顯崩崖、厚層崩積層且地

之地質敏感特性分析」（民國 102 至 104 年）、

下水常沿著崩積層底部流動及蓄積等特性，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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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興工程顧問社大地工程研究中心正研究員
中興工程顧問社大地工程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中興工程顧問社大地工程研究中心再生能源組組長
國立交通大學防災與水環境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候選人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環境與工程地質組技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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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積層通常處於非飽和狀態，其非飽和水力參數

（一）非飽和土壤滲流理論

控制著降雨後之入滲及滲流行為，對滲流及穩定

二維非均向及非均質地下水滲流之控制方程

分析結果影響甚鉅。若不適度考量其貢獻，將降

式通常可以式（1）形式表達。

低穩定性評估甚至滑動機制研判的可信度。

∂  ∂H  ∂  ∂H
 kx
 +  ky
∂x  ∂x  ∂y  ∂y

上述問題看似將崩塌層的非飽和特性導入即
可解決，然而非飽和特性於邊坡分析研究上，幾


∂θ
 + Q =
∂t


（1）

式（1）中 H 為總水頭、 k x 與 k y 分別為 x 與

乎都侷限在均勻土質邊坡（Alonso et al., 1995；Ng

y 方向之水力傳導係數、 Q 為邊界流通量、 θ 為

and Shi, 1998；Colline and Znidarcic, 2004；謝平城

體積含水量、 t 為時間。式（1）說明水流在土體

和王瀚衛，2004；Ray et al., 2010；Ho, I. H., 2017）
。

元素中某一點，某一時間下流進與流出之差異等

對於由不均質材料組成的崩積層而言，近年雖有
研究開始關注（Feuerharmel et al., 2006；洪銘鴻，

於土體中體積含水量之變化量。而體積含水量為

2010），且確認其特性確實與均勻土壤有所差異，

土體應力狀態與土壤性質之函數，而土體應力狀

但要如何選擇適當之非飽和水力參數，仍是目前

態可由 (σ − ua ) 及 (ua − u w ) 兩個獨立應力狀態變

研究的一大難題。

數來定義，此處 σ 為總應力（Total Stress）； ua 為

本文以梵梵場址為例，取崩積層試樣進行壓

孔隙氣壓力（Pore-Air Pressure）； u w 為孔隙水壓

力鍋試驗，採用 Fredlund and Xing（1994）模式擬

力（Pore-Water Pressure）。若暫態分析中假設 ua

合其土壤水分特性曲線（Soil-Water Characteristic

在大氣壓力下為常數，不會影響體積含水量之變

Curve）。文中針對模式中 a, n, m 等參數進行敏感

化，因此式（1）可改寫為式（2）。

度分析，並配合現地水文觀測數據進行回饋分

∂  ∂H  ∂  ∂H
 + ky
 kx
∂x  ∂x  ∂y  ∂y

析，用以率定上述參數。文末則於穩定分析時考
量上述參數情境，進而探討崩積層非飽和水力參


∂H
 + Q = mw rw
∂t


（2）

式（2）中 mw 為土壤水分特性曲線之斜率、rw

數對大規模崩塌穩定分析之影響。

為水的單位重。此外，為模擬飽和-非飽和土壤間
的滲流行為，則需輸入水力傳導函數（Hydraulic

二、非飽和土壤力學回顧

Conductivity Function）。若需分析暫態（Transient）

1924 年 Terzaghi 發表土壤壓密理論後，土壤

滲流條件時，則需建立體積含水量函數（Volumetric

力學自此成為獨立學科開啟蓬勃發展，隨後非飽

Water Content Function），也就是本文所稱土壤水

和土壤問題開始被發掘，至 1935 年第一屆國際土

分特性曲線。典型的土壤水分特性曲線與水力傳

壤力學及基礎工程會議才被重視。隨著非飽和土

導函數如圖 1 所示。

壤力學理論、試驗及量測技術持續發展，Fredlund
and Rahardjo（1993）彙整成專書 Soil Mechanics for
Unsaturated Soils，並於 1995 年召開第一屆非飽和
土壤國際研討會，Fredlund 教授於會中指出：目前
非飽和土壤力學理論研究已經發展到可以把傳統
的飽和土壤力學當作一個特例的統一土壤力學理
論（Fredlund, 1995）。茲摘錄與本文相關之非飽
（Fredlund and Rahardjo, 1993）

和土壤滲流理論、非飽和土壤剪力強度理論，以

圖 1 典型土壤水分特性曲線與水力傳導函數

及土壤水分特性曲線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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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室內試驗方法大致為鹽溶液試驗、濾紙法試

（二）非飽和土壤剪力強度理論

驗、壓力板吸力試驗（又稱壓力鍋試驗）等（朱

對有效應力分析而言，剪力強度定義如

信安，2004；蔡孟棻，2005；拱祥生，2011）。

式（3）。

τ = c′ + (σ n − u ) tan φ ′

不論前述何種室內試驗方法，均有其適用的基質

（3）

吸力範圍，一般常用之試驗方法為基質吸力有效

式（3）中 τ 為剪力強度、 c′ 為有效凝聚力、

量測範圍小於 1,500kPa 的壓力鍋試驗，搭配基質

φ′ 為有效內摩擦角、σ n 為正向總應力、 u 為孔隙

吸力有效量測範圍大於 1,500kPa 的鹽溶液試驗及

水壓力。若欲考量非飽和土壤之基質吸力影響，

基質吸力有效量測範圍介於 10kPa 至 100MPa 的

土壤之剪力強度可視為凝聚力、內摩擦角及基質

濾紙法試驗（Fredlund and Raharjo, 1993）。

吸力所提供之強度三個分量所組成，如式（4）。

τ = c′ + (σ n − σ a ) tan φ ′ + (ua − u w ) tan φ b

（4）

式（4）中 ua 為孔隙氣壓力、 u w 為孔隙水壓
b

力、 φ 為基質吸力所貢獻之摩擦角。因此，非飽
和土壤之莫爾庫倫破壞準則如圖 2 所示。

（Fredlund and Xing, 1994）

圖 3 粉質土壤典型土壤水分特性曲線

（Fredlund and Rahardjo, 1993）

圖 2 非飽和土壤之莫爾庫倫破壞準則
（三）土壤水分特性曲線
土壤水分特性曲線描述非飽和土壤含水量與
基質吸力之變化關係，典型土壤水分特性曲線如

（Fredlund and Xing, 1994）

圖 3 所示，圖中進氣吸力值（Air-Entry Value）為

圖 4 不同類型土壤對應之土壤水分特性曲線

引發土壤中最大孔隙發生不飽和情況時之基質吸
力，殘餘含水量（Residual Water Content）為土壤

但甚少研究或計畫能夠兼顧各種試驗求取完

孔隙中液體發生不連續情況時對應之含水量，若

整之土壤水分特性曲線，因此歷來有許多學者致

土壤含水量低於此值時，孔隙中液體則不易被排

力於研究其擬合模式，如 Brook-Corey（1964）、

出。圖 4 顯示不同類型土壤之土壤水分特性曲線

Green and Corey（1971）、Campbell（1974）、

之相對關係，顯見土壤水分特性曲線會與土壤類

Van Genuchten（1980）、Fredlund and Xing（1994）

型及組成有關。

等。其中又以 2 參數的 Van Genuchten（1980）及

Fredlund and Raharjo（1993）雖歸納十餘種可

3 參數的 Fredlund and Xing（1994）兩種模式最被

求取土壤水分特性曲線的試驗方法，但臺灣較常

廣為使用（范嘉程和黃俊龍，2012）。根據 Sil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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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01）研究指出使用 3 參數的擬合模型對

場址上邊坡為緩傾角的變質砂岩夾板岩，下邊坡

於大地工程問題面臨的大範圍基質吸力具有較佳

側為板岩，板劈理呈現約 70 度的高傾角，地表未

的解釋能力，同時在數值模擬上具有良好收斂性

見牛鬥斷層出露，但岩性確實呈現不連續之狀

及較少疊代次數的優點。爰此，本文選定 3 參數

況，故牛鬥斷層可能通過位置係透過地電阻探勘

的 Fredlund and Xing（1994）模式進行後續探討。

結果，電阻值呈不連續且明顯差異交界處予以研

Fredlund and Xing（1994）所提出之土壤水分

判。由圖 5 可知本場址大致可區分為五層，分別
為變質砂岩夾板岩（Mss）、板岩層（Sl）、沖積

特性曲線擬合方程式如式（5）。


ψ 
ln  1 +


ψ
r 

θ = θ s 1 

1000000
ln  1 +

ψ r







1



n

 

ψ
 
   ln  e + 
 
 a   
   

層（a）、崩積層（Col）、蝕溝沖積扇堆積層（f）。

m

（5）

式（5）中 θ 為體積含水比；θ s 為飽和時體積
含水比；ψ 為土壤之基質吸力值；ψ r 為殘餘體積
含水比所對應之土壤基質吸力值；a、m、n 為迴
歸參數。
除上述室內試驗和曲線擬合外，現地亦可進
行土壤基質吸力量測，常見方法則包含：傳統取
樣及乾燥法、土壤水分探測計（經濟部中央地質
調查所，2017）、土壤張力計（經濟部中央地質
調查所，2007；拱祥生，2011）、中子計法（Hillel,
1980）、時域反射法（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
TDR）（Topp et al., 1980）等。

三、梵梵場址概述
梵梵場址位於宜蘭縣大同鄉台七線 89k 處，
大規模崩塌地編號為宜蘭縣-大同鄉-D007，坡趾處
有梵梵溪及蘭陽溪匯流流經，並緊鄰英士部落。
場址面積為 52.9 公頃，高差約 370 公尺，坡度多

圖 5 梵梵場址地表地質圖

在 30% 以上，而在崩崖或侵蝕溝附近則可達 55%
以上。有紀錄的災損紀錄可溯及民國 78 年莎拉颱

（一）現地調查與地質剖面圖

風導致英士分校及下部落民宅受損（宜蘭縣政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19）於梵梵場址

府，2002），主要災害類型包含土石流或崩塌引

進行 4 孔鑽探、4 條地物測線（含地電阻及表面波

起之民宅受損、土砂堆積、路基下陷、河岸路基

震測法）、25 組室內力學試驗等。綜整地質鑽探

淘刷及護岸沖刷等。

及現地調查成果，梵梵場址沿圖 5 中 AA’ 之地質

由三星圖幅（林啟文和林偉雄，1995）可知，

剖面圖可繪製如圖 6，其水文地質單元有土壤層、

場址附近出露地層分別有四稜砂岩、乾溝層、廬

崩積層（col）、崩滑體（lm）、板岩夾變質砂岩

山層清水湖段及沖積層，主要地質構造為英士背

（Sl-mss）、變質砂岩夾板岩（Mss）、板岩層（Sl）

斜及牛鬥斷層。圖 5 為梵梵場址之地表地質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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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梵梵場址沿 AA’ 之地質剖面圖
-50

（二）現地水文觀測系統

0
100

梵梵場址現地觀測系統包含：（1）地表觀

地 -55
下
水 -60
位
(m) -65

測系統，包含雨量計、超過 200 個 RTK 觀測點
及一條全測站量測剖面；（2）地下觀測系統，
包含一套淺層土壤含水量（108-D007-C01）、

降雨量
觀測值

200 降
雨
300
量
400 (mm)
500

兩口地下水位井（108-D007-1W、108-D007-4W）

-70
7/1
2019

以及兩套 TDR 滑動觀測設備（108-D007-2T、
108-D007-3T）；（3）地動觀測系統，包含一部

8/1

9/1

10/1
時間

11/1

12/1

600
1/1
2020

圖 8 108-D007-1W 地下水位觀測紀錄

地震儀（108-D007-V06）及五部地聲計（108-D007
-V01~108-D007-V05）。

（三）水文地質模型

本文採用民國 108 年 7 月至 108 年 12 月間降

梵梵場址的數值地形係採地調所「高解析度

雨量、淺層土壤含水量及地下水位等水文觀測

數值地形資料」轉出 6m DEM 建置而成。依照鑽

數據進行後續分析，觀測紀錄彙整如圖 7 及圖 8

孔岩心及現地調查成果決定各水文地質單元之深

所示。

度及地下水位。分析剖面可分為土壤層、崩積層、

0.50

0

崩滑體、板岩夾變質砂岩、變質砂岩夾板岩、板

0.45

100

岩層等 6 個水文地質單元，如圖 9 所示。

降雨量
觀測值

0.40
含水量

200 降
雨
300
量
400 (mm)

0.35
0.30
0.25

水文地質模式之邊界條件，分別考量降雨入
滲及滲流分析時，將左右邊界 RA、SB 設定為定
水頭邊界、模型底部 AB 設定為無流量邊界、坡面

500

0.20
0.15
7/1
2019

8/1

9/1

10/1
時間

11/1

12/1

RS 設定為降雨入滲邊界。穩態滲流分析時係參考

600
1/1
2020

年平均雨量作設定，暫態滲流分析時則輸入監測
所得之降雨量。

圖 7 108-D007-C01 淺層土壤含水量觀測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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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由於降雨入滲時的地下水位會隨降雨歷線
與延時而改變，故將上述分析所得每個時間間隔
的地下水位轉至 SLOPE/W 模組分析時，邊坡穩定
之安全係數即隨地下水位而變化，呈現安全係數
隨時間的關係曲線。
現地觀測

水文地質調查
及試驗

模式分析

水文地質
概念模型建立

圖 9 梵梵場址水文地質模型與邊界條件

˙數值高程
˙地層深度
˙水位分布
˙初始及邊界條件

彙整各項現地調查、室內試驗成果、既有報

地質特性調查
˙地表地質調查
˙地質鑽探調查
˙地球物理探勘
˙孔內探測與試驗

NG

告成果等資料，本文採用之簡化地層參數如表 1

降雨入滲及
滲流分析

水力參數率定

水文觀測

所示。此外，透過壓力鍋試驗求取崩積層之土壤

˙降雨量
˙淺層土壤含水量
˙地下水位

水分特性曲線，藉以求得基質吸力與含水量之關

位移觀測

˙穩態及暫態水位率定
˙透水係數K, 含水量θ

˙採SEEP/W模組

水力特性調查
˙壓力鍋試驗
˙封塞水力試驗

OK
NG

力學參數率定

˙地表位移
˙地中位移

係。由 Fredlund and Xing（1994）模式擬合可得其

穩定性分析

˙凝聚力c、摩擦角ψ

˙採SLOPE/W模組

岩石及土壤室內試驗
˙岩石力學參數
˙土壤力學參數

OK

非 飽 和 水 力 參 數 a, n, m 分 別 為 5.795, 20.0,

NG

水文、
水文、位移觀測

0.0636，其相關係數 R2 為 0.87。

˙降雨量
˙淺層土壤含水量
˙地下水位
˙地表位移
˙地中位移

表 1 梵梵場址簡化地層參數表
地層
土壤層
崩積層
崩滑體
板岩夾變質砂岩
變質砂岩夾板岩
板岩層

單位重
（t/m3）
1.81
2.15
2.69
2.68
2.66
2.69

凝聚力
（kPa）
10
10
65
1500
1800
1000

模式驗證
模式率定完成

˙SEEP/W
˙SLOPE/W
OK

關聯性分析
˙場址穩定性評估、模擬及預測

摩擦角
（deg.）
36.9
30.0
23.0
48.0
48.0
42.0

圖 10 二維降雨入滲-滲流-穩定性分析流程圖

四、非飽和水力參數研究
（一）參數敏感度分析
本文挑選土壤層滲透係數、崩積層滲透係數
及土壤水分特性曲線之非飽和水力參數進行參數

（四）二維降雨入滲-滲流-穩定性分析模式

敏感度分析，用以瞭解各參數對現地水文特性之

本文所採二維降雨入滲-滲流-穩定性分析模

影響。

式如圖 10 所示，此分析模式係採用 GeoStudio 程
式並結合研究場址之水文、地質與水文地質特

土壤層及崩積層之滲透係數係透過現地或室

性，從降雨入滲引致地下水位變化，進而導致邊

內透水試驗求得，崩積層之土壤水分特性曲線則

坡失穩之潛勢評估模式（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

以壓力鍋試驗配合 Fredlund and Xing（1994）模式

所，2017~2019）。

擬合其非飽和水力參數。分析時將欲探討參數作

進行邊坡降雨入滲及滲流分析時，可先由現

為變數進行調整，其餘參數維持不變。分析變數

地監測資料或以水文地質邊界透過 SEEP/W 模組

以試驗及擬合成果作為初始值，滲透係數變化以

定出初始地下水位，再輸入特定降雨事件之強度

初始值乘以 0.25、4，代表放大及縮小 4 倍；非飽

及延時資料進行降雨入滲分析。邊坡穩定性分析

和水力參數變化以初始值乘以 0.1、0.2、5、10，

則採用上述 SEEP/W 模組分析所得的地下水位資

代表放大及縮小 5 倍及 10 倍，各情境土壤水分特

料作為 SLOPE/W 模組的輸入資料，再計算其安全

性曲線彙整如圖 11 至圖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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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tric Water Content

0.5

3. 由圖 15 可知，參數 n 會影響初始含水量及其變
化。當參數 n 越小，分析所得之初始含水量越

0.4

高，且含水量變化峰值明顯增加，另可看出含
a=5.795
a=0.580
a=1.159
a=28.975
a=57.950

0.3
0.2

水量抬升與消散均有遲滯現象。
4. 由圖 16 可知，參數 m 會影響初始含水量及其
變化。當參數 m 越小，分析所得之初始含水量

0.1
0.1

1

越高，但含水量變化峰值卻略微降低，另可看

10
100 1000 10000 100000
Matric Suction (kPa)

出含水量抬升與消散均有遲滯現象。

圖 11 不同參數 a 之土壤水分特性曲線

5. 由圖 17 可知，滲透係數會影響含水量變化但不
影響初始含水量。當滲透係數越小時，含水量
變化峰值明顯增加，且崩積層滲透係數對含水

0.4

量變化之影響較土壤層滲透係數為高。
0.3

n=20
n=2
n=4
n=100
n=200

0.2
0.1
0.1

1

含水量

Volumetric Water Content

0.5

10
100 1000 10000 100000
Matric Suction (kPa)

圖 12 不同參數 n 之土壤水分特性曲線
0.5
Volumetric Water Content

技

0

0.17
0.16
0.15
0.14
0.13
0.12
0.11
0.10
0.09

降雨量
a=5.795
a=28.975
a=57.950

100
200 降
雨
300
量
400 (mm)
500

7/1
2019

0.4

n=20
m=0.0636

8/1

9/1

10/1
時間

11/1

12/1

600
1/1
2020

圖 14 參數 a 對淺層土壤含水量之影響

0.3
m=0.0636
m=0.0064
m=0.0127
m=0.3180
m=0.6360

0.2
0.1
0.1

1

10
100
1000
Matric Suction (kPa)

10000 100000

圖 13 不同參數 m 之土壤水分特性曲線

將圖 11 至圖 13 中各土壤水分特性曲線套入

圖 15 參數 n 對淺層土壤含水量之影響

圖 9 水文地質模型後，以圖 10 流程分析所得之含

0.45

水量彙整如圖 14 至圖 17 所示，所獲結論如下：

0.40

1. 部分情境出現分析未收斂現象，顯示非飽和水

0.35

含水量

力參數不應過度調整，率定時應控制在上下限
內。分析迭代未收斂案例則不納入探討。

0
降雨量
m=0.0636
m=0.0064
m=0.0127

0.30
0.25

a=5.795
n=20

0.20

100
200 降
雨
300
量
400 (mm)

0.15

2. 由圖 14 可知，參數 a 會影響含水量變化但不影

500

0.10

響初始含水量，當參數 a 越大，含水量變化峰

0.05
7/1
2019

值越低。對照圖 15 及圖 16 可知參數 a 對含水
量之影響會較參數 n 與參數 m 為低。

8/1

9/1

10/1
時間

11/1

12/1

600
1/1
2020

圖 16 參數 m 對淺層土壤含水量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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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0

-45

100

降雨量
a=5.795
a=28.975
a=57.950

地 -50
下 -55
水
位 -60
(m) -65

n=20
m=0.0636

200 降
雨
300
量
400 (mm)
500

-70
-75
7/1
2019

8/1

9/1

10/1
時間

11/1

12/1

600
1/1
2020

圖 18 參數 a 對地下水位之影響

圖 17 滲透係數對淺層土壤含水量之影響

0

-30
-35
-40
地
-45
下
-50
水
-55
位
-60
(m)
-65
-70
-75

除含水量外，上述各參數對地下水位之影
響，彙整如圖 18 至圖 21 所示，所獲結論如下：
1. 由圖 18 可知，參數 a 會影響初始地下水位及
其變化，尤其是初始地下水位。當參數 a 越大，
其初始地下水位越低，且地下水位變化峰值會
明顯增加，另降雨對地下水位的影響時間會明
2. 由圖 19 可知，參數 n 會影響初始地下水位及其

200 降
雨
300
量
400 (mm)
500

7/1
2019

顯縮短，使得水位抬升與消散速度變快。

100

a=5.795
m=0.0636

降雨量
n=20
n=2
n=4
n=100

8/1

9/1

10/1
時間

11/1

12/1

600
1/1
2020

圖 19 參數 n 對地下水位之影響

變化，尤其是水位變化峰值。當參數 n 越小，
-40

分析所得之初始地下水位會略降低，但地下水

0

-45

位變化峰值會明顯增加，另降雨對地下水位的
影響時間會明顯縮短，使得水位抬升與消散速
度變快。
3. 由圖 20 可知，參數 m 會影響初始地下水位及

100

降雨量
m=0.0636
m=0.0064
m=0.0127

地 -50
下 -55
水
位 -60
(m) -65

a=5.795
n=20

200 降
雨
300
量
400 (mm)
500

-70

其變化，但對水位變化峰值影響程度較參數 n

-75
7/1
2019

為低。當參數越小，分析所得之初始地下水位
會略降低，但地下水位變化峰值會略為增加，

8/1

9/1

10/1
時間

11/1

12/1

600
1/1
2020

圖 20 參數 m 對地下水位之影響

另降雨對地下水位的影響時間會明顯縮短，使
得水位抬升與消散速度變快。
4. 由圖 21 可知，滲透係數會影響初始地下水位
及其變化。當土壤層滲透係數變大時，地下水
位變化峰值明顯增加，對於低降雨強度雨場反
應較為明顯。崩積層滲透係數反應則相反，當
崩積層滲透係數變小時，地下水位變化峰值才
會明顯增加，但對於低降雨強度雨場反應較較
圖 21 滲透係數對地下水位之影響

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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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為 0.10 至 0.12 間，明顯偏低。由參數敏感度

（二）非飽和水力參數率定
由前述參數敏感度分析成果，本文採用淺層

分析成果可知，參數 n 及 m 調降時可使初始含水

土壤含水量用於率定參數 a, n 及 m，然為有效量

量提升，且可改變含水量變化峰值，故 Case 2 案

化淺層土壤含水量及地下水位模擬之成效，本文

例將參數 n 降低 4 倍、參數 m 降低 2 倍。分析結

採用平均絕對誤差（Mean Absolute Error, MAE）

果顯示淺層土壤含水量擬合成效有明顯改善，

及平均相對誤差（Mean Relative Error, MRE）的觀

MAE 及 MRE 分別降低至 0.0123 及 5.12%，但地

念進行評估，如式（6）及式（7）所示，其中 xs 與

下水位擬合成效卻略為變差，MAE 及 MRE 分別

xm 分別為觀測值和模擬值。

提高至 2.21 m 及 3.49%。

MAE =

完成參數 n 及 m 率定後，本文進一步率定土

1 n
∑ (xm − xs )i × 100%
n i =1

（6）

壤層及崩積層的滲透係數，首先 Case 3 案例嘗試
降低土壤層滲透係數，雖然淺層土壤含水量及地

1 n ( xm − xs )i
MRE = ∑
× 100%
n i =1 ( x s )i

下水位擬合成效較 Case 2 案例為佳，但地下水位

（7）

擬合成效仍不如 Case 1 案例。因此，再嘗試降低

表 2 為本文歷次率定所採用之非飽和水力參

崩積層滲透係數，此案例於地下水位擬合成效明

數及成效評估表，表中 Case 1 案例代表使用現地

顯提升，MAE 及 MRA 分別降至 0.89 m 及 1.44%，

或室內試驗參數逕行帶入分析模式所得之成果，

擬合成效良好。Case 4 案例所得之淺層土壤含水

由表 2 可知 Case 1 案例可良好擬合地下水位，但

量及地下水位繪製如圖 22 及圖 23 所示，可見率

淺層土壤含水量則失真甚多，實有必要進行率定。

定結果所得之變化幅度與趨勢均與現地觀測數據

由圖 7 可知本文案例之淺層土壤含水量介於

相符。

0.20 至 0.35 間，但 Case 1 案例之淺層土壤含水量
表 2 非飽和水力參數率定及成效評估表
土壤水分特性曲線

案例

a

n

淺層土壤含水量

m

土壤層滲透
係數（m/s）

崩積層滲透
係數（m/s）

MAE（m3/m3）

5×10-4

地下水位

MRE（%） MAE（m） MRE（%）

Case 1

5.795

20

0.0636

1×10-5

0.1398

139.36

1.82

2.86

Case 2

5.795

5

0.0318

1×10-5

5×10-4

0.0123

5.12

2.21

3.49

0.0318

1×10-6

5×10-4

0.0119

5.01

2.11

3.30

0.0318

1×10-6

1×10-4

0.0112

4.74

0.89

1.44

Case 3
Case 4

5.795
5.795

5
5

0.50
0.45

100

降雨量
觀測值
模擬值

0.40

含水量

0.35

地 -55
下
水 -60
位
(m) -65

200 降
雨
300
量
400 (mm)

0.30
0.25

500

0.20
0.15
7/1
2019

8/1

9/1

10/1
時間

11/1

12/1

0

-50

0

100

降雨量
觀測值
模擬值

200 降
雨
300
量
400 (mm)
500

600
1/1
2020

-70
7/1
2019

圖 22 淺層土壤含水量擬合比對圖

8/1

9/1

10/1
時間

11/1

12/1

圖 23 地下水位擬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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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規模崩塌穩定性評估

間逐漸降低、於非降雨乾燥過程中逐漸提高，即
便降雨強度甚低的降雨事件，安全係數仍然會受

為瞭解崩積層非飽和水力參數對大規模崩塌

到基質吸力改變而有影響。

穩定性之影響，本文採用經率定後之參數套入圖 9
水文地質模型，採圖 10 之分析程序進行穩定性評
估。分析時左右邊界 RA、SB 設定為定水頭邊界，
分別為高程 540m 及 270m；模型底部 AB 設定為
無流量邊界；坡面 RS 設定為降雨入滲邊界，採用
民國 108 年 7 月至 108 年 12 月間現地之降雨量觀
測數據。二維降雨入滲-滲流-穩定性分析成果如
圖 24 所示，由上而下依序為梵梵場址之降雨量、
淺層土壤含水量、地下水位及安全係數隨時間之

圖 25 梵梵場址潛在滑動塊體

變化成果。其中安全係數代表分析所得最小安全
係數之潛在滑動塊體，如圖 25 所示。
400
日
降 300
雨
量 200
(mm)
100

六、結論與建議

(a) 日雨量紀錄

根據前述研究成果可歸納以下結論與建議：
（一） 傳統邊坡穩定分析採極限平衡法時，並不

0
7/1
8/1
9/1
10/1
2019
時間
0.40
(b) 含水量紀錄
0.35
0.30
含
水 0.25
量 0.20
0.15
0.10
7/1
8/1
9/1
10/1
2019
時間
-58
(c) 地下水位紀錄
地 -59
下 -60
-61
水 -62
位 -63
(m) -64
-65
-66
-67
7/1
8/1
9/1
10/1
2019
時間
1.40
1.38 (d)安全係數隨時間之變化
安 1.36
全 1.34
係 1.32
數 1.30
1.28
1.26
7/1
8/1
9/1
10/1
2019
時間

考量非飽和層對穩定性之影響，若地下水
11/1

12/1

1/1
2020

位無變動時，其安全係數亦不改變。本文
所採分析模式除可考量地下水位對安全係
數之影響外，亦可評估在降雨浸潤及非降

監測值
模擬值
11/1

12/1

雨乾燥過程中邊坡安全係數變化，更貼近
現地之實際狀況。

1/1
2020

（二） 由本文參數敏感度分析成果可知，部分情
境出現分析未收斂現象，顯示非飽和水力
參數不應過度調整，率定時應先透過參數

監測值
模擬值
11/1

12/1

敏感度分析或可由粒徑分布曲線推求適當

1/1
2020

之調整區間。
（三） 對淺層土壤含水量而言，所有參數均會對

F.S.

含水量變化峰值有所影響，但參數 a 及滲
透係數對初始含水量影響甚微，若要率定
11/1

12/1

初始含水量時，建議可先調整參數 n 及參

1/1
2020

數 m。此外，參數 a 對含水量變化峰值之

圖 24 梵梵場址穩定性評估成果

影響會較參數 n 與參數 m 為低，僅適用於
分析成果顯示：（1）梵梵場址於有效觀測期

微調之用。

間所得之安全係數介於 1.28 至 1.33 間，初步研判

（四） 對地下水位而言，所有參數均會對地下水

屬於相對穩定狀態；（2）穩定分析所得之潛在滑

位之變化峰值有所影響，其中又以參數 n 及

動塊體位於梵梵場址坡腹區域，涵蓋土壤層、崩

滲透係數影響最較顯著，若先完成含水量率

積層及崩滑體；（3）邊坡安全係數於降雨浸潤期

定時，建議可調整滲透係數，避免調整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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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化用地的輕軌機廠規劃
林逸羣* 陳滄江** 孫千山*** 孟祥麟**** 蘇福來***** 鄭凱元******
摘

要

目前有關捷運機廠的設計多依循過往案例及使用經驗，空間配置雖能滿足功能需求，使用方便
性上亦經營運單位長期實務驗證，惟現階段因用地取得困難，已較無機會如過往一般配置大規模、
功能齊全的機廠。本文以新北市輕軌路網對未來機廠配置的檢討為基礎，自基本面降低對機廠規模
的需求，並藉資源共享減省機廠功能及設施，或透過合理的佈置，優化配置機廠，從系統需求、產
業資源及設計配置等各面向，檢討縮減機廠功能及規模的可行性。特別是，透過對機廠空間佈設的
合理檢討、優化配置，甚至採立體化、多功能的組合設計，將可使機廠用地較傳統機廠節省超過 50%
以上。小規模機廠的規設理念，將可達節約用地的目標，及節省大量的工程/用地取得/維管經費，亦
可在用地取得日漸困難的現在，提供經濟實惠且符合需求的解決方案。
關鍵字：輕軌、機廠、用地取得

備/設施保養、材料物資供應與人員行政/培訓等功

一、前 言

能，依所提供的服務一般可區分為五級（表 1），
隨著臺北/高雄捷運路網的形成，捷運系統對

視等級/功能的不同配置包含維修廠、駐車廠、變

推動都市發展與更新、改善交通與運輸環境，及

電站、物品儲存倉庫、行政大樓（含行控中心）、

強化市區與周邊地區連結等的種種效益有目共睹，

土木軌道廠、污水處理廠與測試軌等不同廠區及

均使得國內各地方政府不僅致力於完善轄區內的

設施/設備，為軌道系統列車儲存、設備維修及營

軌道路網，推陳出新，更持續推動建設，趕辦施

運調度等不可或缺的重要基地。

工。目前除臺北、新北、桃園及高雄持續優化其

目前國內不論是捷運或輕軌的技術標準或設

路網外，臺中捷運已近通車，而未來新竹、臺南

計手冊，均未針對機廠的規格、大小及配置有標

與基隆更將加入成為捷運俱樂部的成員，軌道（捷

準化的規定或要求。各路線機廠的等級或功能，

運）建設在國內的發展方興未艾，前景可期。

一般均在先期的上位規劃中，即視系統差異或路

考量系統差異無法彼此支援維修，或滿足各

網的整體維修/駐車能量及調度狀況而決定，後續

自的營運維管需求，目前國內各捷運路線均至少

設計階段則針對所需的功能，配置必要的廠房及

會配置 1 座機廠，部分如機場捷運等路線更設置 2

設施/設備，傳統上並無一定的設計準則，而係視

座不同等級的機廠，以方便營運調度。機廠主要

個案的不同，量身訂做客製化的規劃。一般而言，

提供列車停放、日常保養及檢修、列車救援、設

等級越高的機廠，因配備更多的廠區及設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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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副總工程司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軌道工程二部技術經理
中興工程顧問社土木水利及軌道運輸研究中心軌道運輸組組長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系統及電氣工程部計畫副理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軌道工程二部資深協理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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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機廠功能及等級
等級
一

二

三

四

五

難。鑑於機廠用地取得不易已成為國內各地方政
府推動軌道建設所需面臨的共同課題，新北市政

功能需求
列車停放
列車車廂內部清潔
列車出車前安全檢查
除一級功能外，另含：
列車車廂外部清潔
列車定期月檢維修任務
除二級功能外，另含：
列車定期半年檢、年檢維修任務
路線上列車故障搶修
路線上列車、軌道、號誌及其他系統備品儲存
除三級功能外，另含：
列車非定期檢修任務
路線上軌道維修車輛停放
列車車輪鏇削
除四級功能外，另含：
整體路網軌道定檢、維修
整體路網列車緊急搶修任務
整體路網備品儲存
整體路網列車及設備翻修、大修
軌道維修車輛定檢、維修、翻修、大修

府捷運工程局及中興工程顧問公司以新北市輕軌
捷運機廠的規劃為例，檢討可能採行的用地減省
方案，並研析輕軌機廠標準配置作為後續捷運機
廠（不限於輕軌系統）的設計原則，以期能在滿
足系統營運維護管理的需求下，優化機廠配置、
減少需地規模，除降低民意抗爭外，亦有助於樽
節經費，並提升土地使用的經濟效益，使機廠用
地規模更合理，對節約土地資源的意義重大。
表 2 軌道捷運（含輕軌）機廠等級與用地規模
案例

臺北
捷運

備，機廠用地規模也越大，但機廠用地的大小通
常與服務的列車需求（含駐車及維修）有關，即
便是同等級機廠，也將因服務列車數、車長及廠
區配置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表 2）。
相較於捷運系統路線段多行經既有道路，縱

新北
捷運

有涉及私地，一般而言其面積較小、私地主人數
較少、複雜度也較低，亦較無人陳或抗爭狀況，

桃園
捷運

用地取得問題相對單純。而捷運機廠因需一次性
取得大面積完整土地，不僅可選擇的適當用地較
少，通常也涉及眾多私地主及複雜的權屬關係，
且因多規設於較偏遠地區，徵收或協議價購所能
給予的補償費經常和地主的預期有明顯落差，因

機廠

等級 面積(ha)

中和

一

1.1

新莊
蘆洲

三
五

13.9
16.0

北投

五

41.0

新店
三
南港
三
土城
五
南機廠 五
金城
五
三鶯
五
淡海
五
安坑 三+
青埔
五
蘆竹
三
北機廠 五

3.5
7.8
26.8
14.3
11.8
12.3
5.4
3.6
19.0
24.5
14.0

備註
高運量/唯一位於地下且規
模最小的機廠（6 列車）
高運量
高運量
高運量/曾為東南亞地區最
大的軌道機廠
高運量
高運量
高運量
中運量
中運量/興建中
中運量/興建中
輕軌
輕軌/興建中
中運量
中運量
中運量/興建中

臺中
捷運

北屯

五

19.5

中運量

高雄
捷運

岡山
草衙
大寮
前鎮

三
三
五
五

24.4
17.9
34.0
3.8

高運量/不含開發用地
高運量/不含開發用地
高運量
輕軌

此在用地取得上常會遭遇地主反對，協調困難，
不僅流程曠日費時（表 3），常造成政府與私地主

表3

各線機廠用地取得期程（含都市計畫變更）

間的摩擦爭議，亦不乏有興訟抗爭的案例。
案例

隨著都會人口快速集中，土地高度開發，目

臺北捷運

前已較難取得大面積的適合用地，提供機廠興建
使用，致使以往捷運計畫大規模、功能齊全的機

新北捷運

廠配置，在土地資源匱乏、政府經費緊縮、用地
桃園捷運

成本暴增，及民眾維權意識提升的現在已愈見困

52

機廠
南機廠
金城
三鶯
淡海
安坑
北機廠

用地取得（年）
約7年
約8年
民國 103 年迄今，尚未完全取得
約3年
約4年
民國 101 年迄今，尚未完全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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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廠配置原則及用地減省概念

業間需採「之」字形折返調車，車輛行駛距離較
長，且調車作業與出入機廠作業將互為干擾，較

依交通部「輕軌系統建設及車輛技術標準規

為不便。

範」（交通部，2018a），有關機廠配置的條文包

除上述配置理念的不同將直接影響用地面積

括：「機廠之設置應適級適量，並應以輕軌列車

外，機廠係提供系統營運、維修及調度等功能，

和沿線各項設備的技術條件，以及線形、運量等

若能合理的減少/整併需求或尋求外在資源的支

為依據，使列車能保持符合營運要求之性能狀

援，仍可在維持系統正常運作下，降低機廠的規

態。」、「機廠空間配置應使列車於營運調度及

模，有關可能的機廠用地縮減概念臚列如表 4，分

保養維修時動線順暢，並盡量使不同的維修工作

述如后。

可以同時進行，俾使運轉能更有彈性。」、「駐
車區之佈設配置應使列車易於調動。」及「機廠
設施及設備應依規劃之功能及分級設置，並得包
括必要之支援及行政設施。鑑於都市土地資源稀
少，應盡量節省空間配置。」等的說明，其中並
未有對機廠規格、大小及配置的標準明訂要求，
機廠配置可視系統路線及列車數量/維修需求彈性
設置。

圖 1 貫通式機廠配置（以北投機廠為例）

一般在上位計畫確認機廠等級後，包含廠內
軌道及廠區配置將考量確保作業流程順暢、保持
運作靈活彈性、減少調度時間/距離，及避免影響
動線進出等因素，以車輛駐車及維修為主體，於
統籌考慮其他設施的工作性質和功能要求、確保
安全、方便管理及作業便利的基本原則後合理佈
置，特別是將駐車及維修部分與辦公區、非帶電
的檢修區分開佈置，以確保車流和人流互不干
擾；至於維修廠房及設備，則依檢修作業按系統
佈置，在滿足使用功能前提下，性質相同或相近
圖 2 盡端式機廠配置（以安坑機廠為例）

的適當集中設置，盡量共構，力求佈置整齊、緊
湊及合理，可節約用地及方便使用。

表 4 機廠用地減省規劃概念

機廠佈設依用地及與正線接軌條件的不同，

概念

目標

可區分為「貫通式」或「盡端式」2 種（王林，2015）。
其中「貫通式」機廠的進出廠線可方便順暢車輛
進出與檢修作業，調車作業與出入機廠車輛可同

減省

減少
需求

時進行，車輛行走距離較短，惟所需用地範圍較
大（圖 1，如北投機廠）；而「盡端式」機廠需地

降低
規模

及工程量較少，但駐車廠與維修廠採用橫列佈置
（圖 2，如安坑機廠）或縱列式反向佈置，檢修作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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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
資源

檢討說明
減少車隊規模，合理選用備用車比例
採狀態修及互換修，提升檢修效率，降
低維修時間
取消土木軌道廠及軌道備品存放場所
取消試車線或縮短試車線長度
行控中心整合配置
無道碴軌道替代環廠道路
駐車廠及維修廠最小化
辦公空間彈性運用
單一系統，共享大修資源
委外維修，落實國產化
利用既有設施，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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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目標

優化

合理
佈置

檢討說明
廠房組合佈置
配合進出廠線的洗車佈置
最小曲線半徑的設計
立體化機廠（各建物合理豎向設計）
多功能滯洪池

率，並減少不必要的維修作業。此外，亦可利用
離峰列車停駐時間，分散時段在不同駐車區，安
排進行各項維修作業的「均衡性維修」，或模組
化更換零組件的「互換修」作業模式，均可縮短
檢修的庫停時間，提高檢修效率，降低維修設施

三、減少需求，降低規模

需求，同時減小機廠用地。
現階段國內備用車數量多採所需車隊數的

（一）減少車隊規模，提升維修效率
維修廠及駐車廠是機廠設施/設備中佔用空

10% 或 15% 配置，東京/香港地鐵則為 10%，而

間最大的廠區，而車隊規模將直接影響維修廠及

日本山手線列車備用率僅 4%，顯見國內軌道產業

駐車廠所需的空間容量。車隊規模係考量運輸需

的技術提昇仍具發展空間。備用列車縮減需考慮

求（尖峰小時站間運量）、系統運能（列車載客

整體產業維修技術水準、效率及營運車隊規模，

容量、班距）、整體運轉時間，及備用車比例而

方不致產生營運時因車輛維修無法上線，只能將

決定。其中班距因涉及服務品質，不易大幅拉長

班距拉長，以因應車隊數不足的窘境。

變動，但整體運轉時間則受路線長度、路權型式
（二）取消土木軌道廠、試車線或整合行控中心

的影響，若能採用如專用路權、優先號誌等方式，

及廠內道路配置

或減少停站/折返時間，提升平均營運速率，則能

1. 取消土木軌道廠及備品儲放區

降低運轉時間，進而在滿足所需班距下縮減車隊
數量。此外，在相同的運能下，載客容量與發車

軌道因長期受列車鋼輪滾壓或外力撞擊，難

頻率成反比，因而可考量採用載客量較高的列

免有因損傷而需維修的狀況，土木軌道廠即為軌

車，以適度的拉長班距，在可提供為旅客所接受

道維修車輛與機具的維修/儲放地點，廠房周邊的

的服務品質條件下，降低車隊規模。車隊規模縮

空地則另作為軌道元件（包含道岔）、道碴等的

減不僅減省機廠空間，動輒上億的車輛購置成本

存放場所。相較於列車鋼輪在廠內可簡單快速的

減少，更可大幅節省整體計畫經費。

維修（車輪鏇削約只需 30 分鐘），軌道維修因須

另一方面，為因應車輛維修或故障無法正常

在現地利用營運收班後的有限深夜時間露天進

營運，一般需配置一定比例的備用列車以因應不

行，作業易受周邊環境影響，且若無法及時完成

時之需。若能透過車輛製造及維修技術的提昇，

作業將影響隔日營運，風險較高，因而目前的設

提高效率、縮減維修時間，及改善檢修方式等作

計理念多朝向提高鋼軌勁度，相對弱化鋼輪硬

為，減少列車無法上線時間，則可縮減備用列車

度，使受力後不可避免的磨耗或損傷發生在鋼

的比例。

輪，盡可能保持鋼軌免維修狀況。另一方面，輕

目前國內各系統多採週期性維修，依過往經

量化的軌道補焊車將大幅降低所須的儲車空間，

驗或數學機率統計，設定固定的維修時隔，週期

其他維修作業車則可停放於廠區其他軌道，而軌

性的指派維修任務，此將造成有部分的維修係在

道元件更可整合儲放於其他機廠（如淡海五級廠）

設備尚未達需維修的程度即進廠維修，形成維修

空間。基於軌道維修頻率不高、維修設備量體縮

資源的浪費，後續若能改採預測性維修（狀態

減、移置及備品集中他區有利調度使用等考量，

修），藉由對設備狀態的監控，發展元件劣化曲

土木軌道廠及備品儲放區並非必要，以安坑輕軌

線，預測元件狀態及最佳維修時機，在失效機率

而言，取消土木軌道廠約可減省 1,600m2 用地面

到達門檻時才指派維修任務，將可降低維修頻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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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取代一般機廠常見的道碴軌（圖 3），此項調整

2. 取消試車線
列車運抵或大修後，須於軌道上進行一定里

可提供更多的一般車輛行駛動線及調度彈性，除

程數的測試，以確認列車符合營運的要求，故一

可減省廠內道路所佔用的空間及路型限制外，亦

般機廠內均會設置一定長度的測試軌，但此測試

利於簡化維護及保養，惟需注意列車調度與一般

需求亦可安排於正線水平直線段上進行，如此即

車輛的行車安全。

可減省測試軌設置成本及空間，惟正線上的測試
需在夜間營運收班後才能進行，作業時間有限，
故將延後整個測試完成時間，且若需測試車輛太
多時，將佔用測試路段夜間維修養護時間，特別
是萬一測試車輛發生故障，更將有影響正常營運
的風險。
3. 整合行控中心及廠內道路配置
為監控整個系統的正常運作，有必要設置行

圖 3 廠區內無道碴軌道

控中心，惟以目前的系統運作而言，行控中心並
非每個路線均需配置，可將其整合至特定場所，

（三）最小化及彈性的空間使用

如臺北捷運高運量系統已整合至交九行控中心，

國內並未訂定駐車廠及維修廠空間標準，目

桃園捷運亦研擬將航空城捷運線行控中心整合至

前多依過往的案例資料及使用經驗進行設計。經

青埔機廠，以節省設置行控中心所需的空間及經

參考包含中國大陸等相關國家及地區的輕軌交通

費。以淡海輕軌行控中心整合安坑輕軌合併設置

設計標準，有關駐車廠及維修廠的通廊、走道等

檢討為例（表 5），目前雖評估維護成本較高，惟

設計最小尺寸建議如表 6，後續設計單位亦可再與

後續若能配合資訊科技的發展，以光纖專線或 5G

營運單位共同檢討其寬度，以方便營運維管使用。

專用頻譜建立專屬訊號傳輸通路，則不失為一個
可異地監管控制的方案。

表 6 各廠房通廊、走道最小寬度建議（m）

表 5 行控中心設置比較（以淡海/安坑輕軌為例）

優勢/
機會

挑戰/
劣勢

合併設置
中央行控中心便於掌握所
有路線情形、統籌控管
便於資源整體調度
已有面積較大之淡海行控
中心可供併入
中華電信 45Mbps 數據專
線每月成本約新臺幣 10 萬
元，未來可望逐漸降低
設備界面多，建置與維運
費較高
各中心間控制權轉移較複
雜

車體之間通道寬度（無柱）
車體與側牆之間的通道寬度
車體與柱邊通道寬度
廠內前、後通道淨寬

分開設置（現況）
系統界面單純
建置相對簡單
維運費用相對便宜

駐車廠
1.0
1.0
1.0
4.0

維修廠
4.0
3.5
3.0
5.0

此外，行政大樓多為提供辦公、培訓、會議

各系統間為獨立個
體
總部對於各路線較
無法即時掌控，但可
透過部分資訊傳遞
至緊急應變中心分
享資訊

及值班同仁必要留宿的空間，可藉由小規模/多梯
次的培訓、培訓/會議室空間共享，及僅供收車後
無法回家，或早班發車有留宿必要者留宿，其餘
同仁均當日往返等減少需求的方式節省空間，並
讓空間做最有效率的運用。惟前述不論是駐車/維
修及行政空間的減省，均將涉及對營運單位長期

除前述需求檢討外，為便於行車動線規劃及

使用方便性的限縮，仍應與營運單位協調。

停駐一般車輛使用，廠區內可採無道碴埋置式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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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化系統，共享資源

外更可減省機廠空間、設備、備品及人力成本，
以 20 年估算，於扣除大修外運所需費用後，可減

（一）系統單純化，共用大修資源

少約新臺幣 9.3 億元的建置與營運成本（表 7）。

軌道建設因核心機電系統的特殊性或專利，
經常衍生不同系統間無法相容互通的問題，特別

表 7 淡海/安坑輕軌機廠共用效益評估

是國內公共工程受政府採購法限制，無法指定系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2018）

統或廠商，加以軌道路網無整體採購規劃，致使

項

國內各地區軌道建設在分期分段推動過程中，分
別採購不同的系統，特別是中、低運量捷運部分，

目

節省經費（新臺幣 1 億元）

用地

4.0

維修設備、備品（2 年）

0.2

各地多存在同時多套系統運轉，無法整合的複雜

人力成本

5.5

問題，此均導致營運維管無法協同整合調度，造

維修外運成本

-0.5

合計

9.3

成資源浪費及成本增加。
新北市政府為避免其市轄境內輕軌路網（含

（二）委外維修，引入產業資源，落實國產化

淡海/安坑/五股泰山/八里/三芝及後續的深坑/泰山
板橋等路線），因建設期程差異且經濟規模不大，

政府近年來大力推動包含 38 項軌道建設在

若各自辦理建設計畫審議及採購，將產生因系統

內的前瞻基礎計畫，藉由擴大內需鼓勵國內廠商

多元致不相容、維修/備料複雜昂貴，及採購受制

投入，透過國外技術轉移引進核心技術，積極導

於系統廠商等問題，後續經檢討後突破採購法的

引國內業者建立自主軌道系統技術能力及產能，

限制，採「路網整體規劃、路線分期建設」方式，

不僅從供需面、技術標準及採購所涉資格及規格

透過淡海輕軌單一路線建設採購的後續擴充與配

等問題全方位的提供解決方案，以突破軌道工業

套機制，達成整體路網系統維修單純化，及公共

國產化的障礙，更優先選定輕軌系統為國產化關

利益最大化的建設目標。系統單純化除大幅減省

鍵項目，並要求國內各系統不論新購或維修，均

建置經費，各路線的重要備品及耗材亦可彈性調

須符合國產化的目標。以輕軌列車而言，在淡海

度使用，無需各自完整準備，故於辦理後續輕軌

輕軌列車的基礎上，2022 年國產化比例需提升至

路線系統採購時，可大幅減少備品及耗材的採購

50%，2026 年將再次提升至 70%；維修部分則訂

金額，除節省儲放空間外，亦可避免過多備品過

定關鍵績效指標（KPI，圖 4，交通部，2018b），

期未使用造成的浪費。

以創造市場規模，給國內廠商得以成長的空間與
機會。

除此之外，因系統相容維管資源互通，在「全
生命週期成本最佳化」的策略思維下，整體路網
僅規劃於淡海輕軌配置一座五級維修總機廠，其
餘路線則規劃為三或四級廠。以安坑輕軌為例，
僅配置實際面積約 2.5 公頃（含保育綠地約 3.6 公
頃）的三+級廠（含部分四級廠功能），四或五級
大修則採公路運輸方式至淡海總機廠辦理，評估
安坑輕軌機廠用地可減少 1.8 公頃，節省約新臺幣
4 億元用地取得經費，及大幅減少因徵收民地所可

圖 4 2018~2026 年軌道產業維修備品

能對民眾權益的影響、人陳及對時程的衝擊。此

國產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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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檢討，考量國內廠商已具備部分設施/設備

廢水的不同，分別納入污水及雨排系統處理。機

的維修及換修能力，因而除安全等級較高的號

廠附近若已有污水系統，則前述污/廢水，可經前

誌、電力系統建議仍採自行維修以降低風險外，

處理至符合相關納管標準後，排放至既有的污水

其餘包含轉向架、空調、電機、變壓器等設備的

系統，無法納管時再自設污水處理設施，處理至

大修、維修廠內的加工和化驗計量等作業，甚至

符合放流水標準後排放至雨排系統。

軌道、橋梁/隧道與車站等結構，均可盡量委託產

五、配置優化，合理佈置

業界專業廠商進行，以減少營運單位所需維護作
業人員或設備，進而降低對機廠空間或設施的需

（一）功能整合，合理佈設

求，國外包含倫敦、巴黎、上海及東京地鐵系統

機廠配置眾多廠區，若能將可合併的廠房/設

均不乏類似案例。

施盡量合併一起設置，緊湊合理的佈設廠區線
路，將可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以德國柏林及挪

（三）利用既有設施，資源共享

威卑爾根輕軌機廠而言，於廠房股道配置底層機

1. 廠外駐車

坑及頂層維修平台（圖 5），即可將駐車及維修股

一般而言，收班後的列車通常儲放在駐車廠

合併設置，節省使用空間，惟此種合併方式因在

內，於次日發車前再分別行駛至指定車站等候依

同一股道上綜合運務及維修等 2 種不同性質的作

班表發車，若駐車廠空間不足或為減省駐車空

業，流程管控上較為複雜，且進入月/年檢週期後

間，實務上可採車站或尾軌駐車方式，將列車停

的列車調度也較麻煩，相對的也較容易有工安上

駐於端末或指定地點，亦可提供早班發車調度彈

的風險。

性、降低空走距離，惟廠外駐車需考量保全實體
隔離、司機員休息/過夜/盥洗室、報到/車班管理
室、清潔/保全/駐衛警室，亦須規劃列車回廠維修
計畫，以生命週期而言，其維運費未必較低。
2. 維修廠駐車
系統營運初期約 5~6 年左右，一般尚未達大
修期，此時維修廠之大修股可兼做駐車軌使用；
而大修期間列車則停駐於大修股，亦可節省駐車
廠空間，惟此通常僅為短期方案，若遇列車事故
將會影響維修能量，或機廠肩負多路線大修任務
時不宜採用。
3. 取消污水處理站
機廠內人員活動及車體維護清潔，不可避免
將有生活污水或事業廢水需處理，依各地方政府
權屬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處理方式。高雄輕軌係規

（VCDB，2015）

劃將處理過的廢污水直接排放進入污水管，由既

圖 5 駐車/維修功能合併設置的機廠配置

有污水系統接續處理；新北市則依生活污水/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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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洗車線係機廠常用設施，考量營

（二）立體化機廠及豎向設計

運調度，一般均於進出廠線或廠房附近設置獨立

在用地受限狀況下，可採立體化的豎向設

的洗車房（圖 6），惟此將新增空間需求。安坑輕

計，將所需空間往上空或地下發展，特別是在具

軌係採「進廠線通過」方式，配合進出廠線設置

一定高差的地形，立體化機廠不僅可縮減用地，

洗車線（圖 7「D」區），透過道岔的轉換，列車

亦可避免大挖大填，可在土方平衡條件下降低對

將可選擇直接進出機廠或進行例行的洗車工作，

環境的破壞。以安坑輕軌機廠為例，前期規劃即

此配置方式不僅未影響列車進出調度，更可減省

考量廠址面積僅約 3.6 公頃，且鄰近邊坡部分用地

特定的洗車區（含進出軌道）配置空間，降低用

坡度已達四級坡，不適合興建設施，需保留作為

地需求。

隔離綠帶無法開發，實際可用面積僅 2.5 公頃，加
以地形存在約 12 公尺高差，故在考量土方平衡及
避免過度破壞環境條件下，依地勢規劃設置 2 層
的立體機廠（圖 8），其中上層（2F）主要設置維
修設施（圖 8a），列車可自位於同高程的安一路
主線，沿進出廠線進入維修區進行維修，或緩降
至下層（1F）駐車廠（圖 8b）內儲放，惟因儲車
及維修分屬不同層廠區，列車進入 1F 儲放後若需
再進行維修，則必須行駛至進出廠線道岔後，方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7060152.aspx）

圖 6 臺中捷運洗車線配置

圖 7 安坑機廠配置
此外，廠區內因車速較慢，且無旅客搭乘，
故較無需考量舒適性及車內噪音對旅客的影響，
可採小轉彎半徑的軌道設計，以縮減軌道區的用
地範圍。加以機廠一般多位於偏遠地區，列車行
駛小轉彎區域時所產生的車外噪音，對周邊民眾
的影響相對較小，必要時亦可設置如隔音牆、圍

（新北市政府，2015）

籬、軌道潤滑等隔/減音設施降噪。

圖 8 安坑輕軌立體機廠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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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換軌進入維修區，故需特別安排維修計畫，以

當機廠用地使用範圍受限或地形高程差異太

利列車於收班自主線下線後直接進廠進行維修，

大時，可將駐車廠/維修廠採立體化方式配置，以

避免列車空走或對調度產生不利影響。

減少土地使用，惟因廠房高、廣且需承載列車及

另一方面，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於研析國內某

其他高重量設備，需大幅增加廠房結構強度，故

捷運系統機廠規劃時，因需在 2 公頃廠址，規設

建設成本亦大幅增加。以安坑輕軌機廠為例，駐

滿足 12 列電聯車需求的五級主機廠，故利用廠址

車廠/維修廠立體化後之機廠土建工程經費達新臺

約 15 公尺高差的地形，並配合主要進出動線及

幣 18.5 億，約為平面機廠建設成本新臺幣 8.83 億

軌道高程，在土方平衡條件下採立體化機廠規劃

的 2.1 倍。

（圖 9）。其中，駐車/維修廠位於地面層（2F），

駐車廠/維修廠立體化雖將大幅增加結構建

與主線軌道同高程，有利於列車進出維修或儲放

設成本，惟立體化機廠並非僅局限於駐車廠/維修

（圖 10a）；而地下層（1F）則為行政大樓、污水

廠，其概念亦包含於有限用地將廠房，辦公區、

處理廠及變電站等設施（圖 10b），員工及設備運

備料庫房、污水處理、變電站等使用上無衝突的

輸車輛可藉由既有省道直接進出，方便通行。

空間再集中立體豎向配置，特別是在平面的駐車
廠及維修廠間，經常因廠房長度不同，存在未利
用空間，若能作為廠辦大樓用地，將可節省用地
及提高工作效率，並節省建設經費。依張道海
（2014）等人之研究，不論是對廠區配置、車隊
規模、廠房空間參數及維修需求的檢討，均能減
省用地，其中廠區配置則是影響用地規模的主要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2018）

因素。特別是將同類廠房一體化及立體化的配置

圖 9 輕軌五級立體機廠規劃透視圖

方式，其節地量約佔前述因素總節地量的
50~60%，可最大程度的節省用地。
（三）多功能滯洪池
依「水利法」及「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
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規定，機廠用地必須
配置一定容積的滯洪池。以安坑輕軌而言，2 座滯
洪池面積合計約 755m2（容量約 1,200m3），除佔
用大面積土地外，且因需銜接下游排水路，而需
分區佈置，廠房設施及軌道配置則因須避開滯洪
池區位，嚴重限縮廠區配置的彈性。滯洪池功能
主要為延滯調節洪水，以降低下游水路洪峰及水
患發生/衝擊，亦可兼作生態/景觀池使用，法規及
實務上僅需符合水理分析所須之容量即可，並未
有其他使用上的限制，因此若能在維持滯洪池功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2018）

能狀況下，善用空間配置樓（廠）房等設施，將

圖 10 輕軌五級廠立體化規劃構想

減省可觀用地，同時機廠配置亦可解除滯洪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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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限制而更有彈性。國內已不乏針對滯洪池空

輕軌機廠實際用地面積的 39.6~60.1%，顯見在滿

間加值利用的案例（圖 11），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足維管需求下，縮減需求、緊湊配置後的機廠，

於前述 2 公頃五級廠規設時，為縮減用地，亦將

將可大幅節省用地面積。此外，相較於「貫通式」

滯洪池規劃於進出廠軌下方，形成軌道列車行駛

規劃，駐車/維修廠並列的「盡端式」設計節地效

於滯洪池上方的特殊景觀（圖 10a）。

（https://news.ltn.com.tw/news/Kaohsiung/paper/1328857）

圖 11 高雄市滯洪池上方設置立體停車場

圖 12 轉向架推車

六、最小機廠用地方案研析
機廠規模與所服務的列車數及功能等級息息
相關，以車長約 35 公尺，車隊規模 16 列的新北
輕軌路網泰板線為例，考量（1）不設置土木軌道
廠、測試軌，減少需求；（2）全區採無道碴軌道、
以轉向架推車（圖 12）取代轉向架轉盤，節省空
間；（3）變電站與污水處理機房等納入行政大樓
立體化設計；（4）物品倉庫與維修廠等結合，合
理佈置，及（5）駐車廠及維修廠最小化設計等因
素，駐車廠並參考國外案例，每股道以停靠不大
於 4 列位為原則，並考量每列車停靠位間的 4 公
尺橫向通道，及 1 公尺停車誤差等的條件下，採
與安坑輕軌機廠相同的三+級機廠架構，分別依表
6 有關駐車廠及維修廠通廊、走道等最小空間建議
進行設計研析（圖 13 及圖 14），模擬評估所需用
地面積。
分析結果顯示（表 8），不論是「貫通式」
或「盡端式」（圖 15 及圖 16），相較於傳統機廠
動輒 3 公頃以上的用地規模，精減優化配置後的
圖 13 駐車廠模擬配置圖

機廠，其需地可降至約 1~1.6 公頃不等，約為安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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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更佳，其差異可達約 54%。分析顯示，盡端並
列式的廠區配置（表 8 之 TYPE 1），將可在用地
取得日漸困難的現在，提供經濟實惠且符合需求
的解決方案。

圖 15 盡端/貫通並列式機廠配置模擬圖

圖 16 盡端/貫通縱列式機廠配置模擬圖

七、結論與建議
機廠用地取得不易已為推動軌道工程所需面
臨的嚴峻挑戰，如何在滿足營運維管需求下減省
機廠需地，降低建設及維管經費，並減少人陳抗
爭等社會爭議，是目前辦理軌道建設規劃所需面

圖 14 維修廠模擬配置圖

對的問題。目前有關機廠的配置多依過往設計案

表 8 不同配置型式機廠用地模擬比較

例及使用經驗，在空間配置除能滿足功能需求
外，使用方便性上亦經營運單位長期實務驗證，
惟現階段因用地取得困難，已較無機會如過往一
般配置大規模、功能齊全的機廠，因而有必要從
系統需求、產業資源及設計配置等各面向，檢討
縮減機廠功能及規模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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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對機廠功能及空間的需求，從根本上減少需

（一）減少需求
通盤性的檢討機廠功能需求，檢視是否有更

地面積。特別是，透過合併/彈性使用空間，對機

節省資源的替代方案，如透過對已商轉路線營運

廠空間佈設的合理檢討、優化配置，甚至採立體

維修資料的蒐集，進行檢修量及排程分析，可更

化、多功能的組合設計，都是在維持系統正常營

合理的估算維修廠檢修台位及設施/設備需求，與

運下，縮減機廠用地的可行方式，依初步模擬檢

所需車隊規模，亦可從軌道維修紀錄中，檢討土

討，相較於傳統機廠可節地 50% 以上，將可為國

木軌道廠（含備品空間）存在的必要性。此外，

內如火如荼的軌道建設，提供經濟實惠且符合需

包含路線段上（特別是專有路權）一般均不乏有

求的機廠用地不足解決方案。惟機廠用地配置仍

可提供駐車或試車的區段、行控中心、辦公空間

需視各路線特性因地制宜，應綜合檢討相關環評

等，均可檢討共用或合併設置，以降低對用地的

及法令等規定（如隔離綠帶等）的要求，或土地

需求。

開發的需求，考量機廠將由營運公司長期使用，
因針對行政或維修空間/通道的減省，均將會影響
營運單位長期使用的彈性及便利性，建議仍應與

（二）資源共享

營運單位協調確認。

系統差異過大將造成系統間營運維管無法協
同整合，及空間/設施/設備/材料等無法互通流用，

謝 誌

需各自準備等資源及成本浪費問題。新北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鑑於市轄境內未來將有眾多輕軌路線

本文得以順利完成，需感謝新北市政府捷運

的推動，除藉由「國車國造」政策大幅降低採購

工程局陳世平科長/林仁國工程司，於研析期間對

及維修成本外，並以擴充採購方式達成整體路網

於輕軌捷運核心機電系統相關維護管理作業，及

系統維修單純化目標，整體路網僅需規劃一座五

機廠配置優化的討論與意見；其次，感謝中興工

級維修總機廠，其餘路線則規劃為三或四級廠；

程顧問公司謝文凱/李安爵工程師，針對機廠用地

其次，若能引入既有設施（如市政污水處理系統）

取得及滯洪池、污/廢水處理等相關法規及實務

或國內廠商專業維修能力等外部資源，均可從基

的檢討，更要特別感謝中興工程顧問公司蔡美嬌/

本面上即大幅降低對機廠功能的需求，達到縮減

郭英助工程師，針對機廠空間規劃實務經驗的檢

機廠規模的目標。

討及優化方案的模擬配置。

（三）優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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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力發電場址地質調查
與三維地質模型建置
丁哲庸* 吳章諾* 羅 立**
摘

要

臺灣海峽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造就豐富的風能資源，國際工程顧問公司 4C Offshore 於全球進
行風速觀測，臺灣西部海域以平均風力 11.80-12.02 m/s 成為全球最佳風場之一。2015 年經濟部公
布 36 處潛力場址，以臺中、彰化及雲林外海為主，概估總開發潛能可達 23 GW，相當於 24 座核三
廠之發電量，並在 2017 年訂定「風力發電 4 年推動計畫」，期望在 4 年內達成風力發電累計 1,334
MW 設置量，2025 年達成設置 4.2 GW（陸域 1.2GW、離岸 3 GW）的中長期目標，其中離岸風力
發電將以「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三個階段推動發展。
自政府推動離岸風力發電以來，各單位陸續引進國際離岸風力發電場址調查、設計及維護經驗，
以臺灣西部海域為主要發展區域。由於臺灣西部海域現代沖積層深厚，與歐洲北海風場之地質條件
迥然不同，本文以台電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及第二期計畫之場址地質調查為例，對調查方法適用性
進行探討，並將調查資料建置成三維地質模型，供後續設計規劃參考。
關鍵字：離岸風力發電、地質調查、三維地質模型

時期結束後歷經多次海水面變動逐使海水面上升

一、前 言

至現今狀態，而過程中經侵蝕與堆積作用使臺灣
歐洲離岸風力發電已發展 30 年，為目前世界

西部近海區域堆積深厚的現代沉積物。然歐洲離

上離岸風力發電技術最成熟、運用最廣泛之區

岸風力發電重點發展區域北海及波羅的海一帶，

域，臺灣借重歐洲經驗，以歐洲制定之調查、設

海床均以堅硬岩盤為主，因此地質條件差異成為

計及維護等規範為基礎，期望在臺灣建立在地化

臺灣發展離岸風力發電的關鍵課題。

之調查、設計、生產及維護規範和產業。

二、場址調查方法

台電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及第二期計畫場址
位於彰化近海，由於 1 萬 8 千年前冰河時期影響，
當時全球海水面比現今低約 120 公尺，使臺灣海

德 國 聯 邦 海 洋 與 水 文 局 （ Bundesamt Für

峽出露成陸地，形成臺灣與大陸間相連之低地，

Seeschifffahrt und Hydrographie，簡稱 BSH）依歐

許多生物為避寒而自大陸南遷東移至臺灣，冰河

洲開發經驗制定一系列離岸風力發電相關調查準

*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大地工程部地質師
**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大地工程部技術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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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包含地球物理調查、地質鑽探及試驗室試驗

化資產調查成果大多可應用於風場場址調查階段

等之建議項目及最低需求，台電離岸風力發電第

或基本設計，但若地形水深調查時間距風場實際

一期及第二期計畫即參考此調查準則，並以臺灣

開發期間過久、需以震測評估深部地層剖面或風

在地工程經驗進行相關調查作業規劃，BSH 建議

場內有未爆彈疑慮時，應依相關調查規範重新進

之調查項目如表 1 及表 2。

行調查。

三、調查方法適用性探討

（二）地質鑽探及現地試驗
海上調查依據地質材料、水深及地形等條件，

（一）地球物理調查

須選用適當之載具與調查方法以達成目的。為探查

依台電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及第二期計畫經

地層材料組成，常用之調查方法包含地質鑽探、標

驗，BSH 建議之地球物理調查方法與現行法規水

準貫入試驗（Standard Penetration Test, SPT）及圓錐

下文化資產保存法所規定方法大致相同，惟範圍

貫入試驗（Cone Penetration Test, CPT），各調查方

及精度要求不同（表 3）。目前臺灣法規規定，水

式簡述如下：

下文化資產調查需在環評階段完成，因此水下文

表 1 BSH 建議地球物理調查項目
項目

目標

回聲測量
（Echo-Sounding）

地形水深

計畫範圍全覆蓋

海床形貌

對應反射震測間距或覆
蓋施工區域

震測調查
（Seismic）
磁力探查
（Magnetometers or
Active Metal
Detection Systems）

側掃聲納
（Side Scan Sonar）

調查範圍

頻率
一次

方法

精度要求

多音束測量

符合 IHO 1b 等級

一次

側掃聲納

1.
2.
3.
4.

地層剖面

網格狀測線，間距
500~1,000 公尺

一次

1. Boomer 或
其他震源
2. 底質剖面

1. Boomer 或其他震源解析
度至少 1 公尺
2. 底質剖面垂直解析度至
少 0.5 公尺

沉船、電
纜或其他
金屬物

1. 對應反射震測間距
2. 必要時需全區域調查

視需要

磁力

解析度小於 0.1 nT

頻率大於 100KHz
單邊掃幅最大 100 公尺
可辨識大於 1 公尺之物體
定位精度優於 10 公尺

資料來源：Standard Ground Investigations for Offshore Wind Energy（BSH, 2014）

表 2 BSH 建議地質鑽探調查項目
項目
鑽探
圓錐貫入試驗
（CPT）

目標

數量

直接取樣瞭解地層組成材料
以錐尖阻抗、袖套摩擦及孔隙水壓數
據間接推估地層組成材料

初期場址調查數量須超過
10% 風機規劃數量

資料來源：Standard Ground Investigations for Offshore Wind Energy（BS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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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質鑽探

失真將可能使施工人員甚至開發商暴露在高風險

地質鑽探同於陸域鑽探，以旋鑽方法進行岩

之中，故 SPT 在海事工程中並非主流調查方式

心取樣，優點在於可取得完整且連續之土樣進行

（常欣玉與李駿基，2014）。

地層對比或分層，但若要進行土壤力學試驗則需
搭配薄管採取不擾動土樣。一般於淺水海域（水

3. CPT 圓錐貫入試驗

深 30 公尺內）可利用陸域鑽探設備搭配自升式鑽

CPT 係使用特定規格之電子圓錐以定速率

探平台進行取樣，於較深海域則須利用鑽探船及

（每秒 2 公分）方式貫入土壤，同時測定錐尖阻抗

其相關設備進行取樣。

qc（Tip Resistance）、袖套摩擦 fs（Sleeve Friction）
及孔隙水壓 u（Pore Pressure）等連續資料，可

2. SPT 標準貫入試驗

利用上述量測資料依經驗公式進行土壤分類

SPT 目的在於取得 N 值用以評估土壤工程性

（圖 1），推估土壤單位重、砂性土壤之排水摩擦

質，通常以 1.5 公尺為一個試驗區間，試驗時能一

角或黏性土壤之不排水剪力強度等力學參數

併取得土樣供一般物理性質試驗使用，且試驗區

（Robertson and Cabal, 2010）。CPT 依其驅動及載

間外常搭配地質鑽探進行岩心連續取樣。國內陸

台型態可分為一般式 CPT 系統、下孔式 CPT 系統

域以 SPT 進行調查已相當普遍，相關力學參數經

及沉底式 CPT 系統（黃宗宸，2019），可視需求

驗公式較為成熟，對於設計應用信心度也較高。

及水深地形等條件選擇適當之 CPT 設備，例如船

但於海域使用時，除人為因素外，SPT 試驗之 A

隻無法進入的淺水區域以自升式鑽探平台搭配一

桿可能因串接太長而使敲擊動能散失；或外套管

般式 CPT 系統進行調查、海纜路徑以沉底式 CPT

受海流衝擊產生歪斜扭曲，使其與 A 桿產生額外

系統進行調查，其他區域則以下孔式 CPT 系統進

摩擦力，導致結果失準。綜上，雖然 SPT 在陸上

行調查。

使用經驗豐富，但對海上施工而言，其試驗結果
表 3 BSH 建議地球物理調查項目與水下文資法主要差異
㊠
目

範圍
BSH

方法
水下文資

回
聲 全覆蓋
測
量

計畫範圍向外
延伸 500 公尺
之範圍全覆蓋

側 對應反射震測
掃 間距或覆蓋施
聲
納 工區域

計畫範圍向外
延伸 500 公尺
之範圍全覆蓋

BSH
多音束

側掃聲納

精度要求
水下文資

BSH

1. 多音束
2. 單音束（淺於 IHO 1b 等級
5 公尺區域）

側掃聲納

震 網格狀測線，
測 間距 500~1000 配合側掃聲納
調
測線
查 公尺

1. Boomer 或
其他震源 底質剖面
2. 底質剖面

磁 1. 對應反射震
測間距
配合側掃聲納
力
探 2. 必要時需全 測線
查
區域調查

磁力

磁力

1. 頻率大於 100KHz
2. 單邊掃幅最大 100
公尺
3. 可辨識大於 1 公尺
之物體
1. Boomer 或其他震
源解析度至少 1 公
尺
2. 底質剖面垂直解
析度至少 0.5 公尺
解析度小於 0.1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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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文資
IHO 特等或 1a 等級

1. 頻率大於 100KHz
2. 單邊掃幅 50~200 公尺
3. 可辨識大於 1 公尺之
物體
1. 泥質沉積穿透小於 100
公尺，砂質沉積小於
10 公尺
2. 垂直解析度應小於 50
公分
解析度小於 2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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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鑽探孔於深度 98.5 公尺處鑽遇基質支持
之礫石層（圖 3），並於 102.25 公尺處鑽穿，而
CPT 試驗總深度僅 100 公尺。由於兩孔水平距離
相差 15 公尺，該礫石層可能於 CPT 探查位置已尖
滅，或是深於 100 公尺，以致 CPT 探查孔並未探
得該層之量測資料。

資料來源：Robertson and Cabal（2010）

圖 1 CPT 土壤分類圖
圖 2 地質鑽探/SPT 與 CPT 土壤分類比較圖

由於國內使用 CPT 調查經驗較少，目前仍以
歐洲經驗公式進行土壤分類，對於國內土壤之適用

2. 土壤分類項目差異

性有必要進一步探究。基於此需求，台電離岸風力

前述基質支持之礫石層其基質為粉土質砂

發電第一期即於風場範圍內同時規劃地質鑽探/SPT

（SM），礫石粒徑多小於 10 公分，在 CPT 錐頭

與 CPT 兩種調查方式，藉此相互驗證比對。
圖 2 為台電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鑽孔土壤分

貫入同時可能未直接接觸該層礫石，以至於所測

類比較圖，兩孔水平距離約 15 公尺，其中地質鑽

得之參數無法判定礫石存在，且 Robertson and

探/SPT 之土樣以土壤一般物理性質試驗，依統一土

Cabal（2010）所建立的土壤分類法並未有礫石之

壤分類法（USCS）進行分類，而 CPT 則利用

類別，亦是造成兩方法在岩性對比上產生差異之

Robertson（2010）經驗公式，依所得資料計算 Ic

原因。

值進行推估。兩孔土壤分層大致可對比，惟地質鑽

另外，Robertson and Cabal（2010）土壤分類

探/SPT 於海床下深度約 98.5 公尺處可見基質支持

法針對粉土質砂（Silty Sand）、砂質粉土（Sandy

之礫石層，但由 CPT 推估之土壤分層並未見此礫石

Silt）、粉土（Silt）、黏土質粉土（Clayey Silt）

層，推測造成差異之原因有二：

及粉土質黏土等（Silty Clay）含粉土之土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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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t Mixtures）分類之（圖 1 表格之 Zone 4 及
Zone 5），並不似 USCS 將其明確分類。其中低塑
性粉土（ML）會影響土壤工程特性，其含量增加
將降低土壤強度，並增加土壤液化風險（陳俊吉，
2013），若僅由 CPT 參數依經驗公式分類土層，
可能因此錯估土壤力學特性。

圖 3 礫石層岩心照片
依台電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風場的調查結
果，以 CPT 量測資料推估之土壤力學參數，在特

資料來源：陳碩霆（2017）

定深度有失真情況，例如淺部（約海床下至深度 5

圖 4 CPT 推估摩擦角與錐尖阻抗關係圖

公尺區間）砂層所推估之排水摩擦角（Drained

四、三維地質模型建置

Friction Angle）可達近 40 度，並有隨深度增加而
遞減之趨勢。陳碩霆（2017）利用不同經驗公式

本文以 ArcGIS 系列軟體建置三維地質模

推估砂性土壤之排水摩擦角，在其他風場資料亦

型，建置流程如圖 5，先將調查成果依各地層材料

發現淺部（錐尖阻抗 qc 較低之區間）之摩擦角並

或地工特性進行分層，利用 ArcMap 軟體繪製二維

未與 CPT 試驗所量得之錐尖阻抗呈線性關係（如

地質剖面，建立向量數值檔（圖 6-A），檢核二維

圖 4 虛線框內），代表淺部地層錐尖阻抗較低時

剖面與調查成果是否一致；再以 ArcScene 軟體

會無法反應真實之摩擦角。

建立三維柵狀剖面，檢核各剖面交叉處是否衝突

綜上所述，縱使國外使用 CPT 作為離岸風場

（圖 6-B）；爾後由各剖面分層界線建立各分層界

之調查方式已十分成熟，但目前利用 CPT 經驗公

面（圖 6-C），並檢核軟體內插之分層界面是否異

式推估相關力學參數仍有其限制，然國內近幾年

常，進而建立三維地質模型塊體（圖 6-D）。

才開始大量應用 CPT 調查，是否有必要將經驗公

三維地質模型建置完成後再加入預定電纜

式本土化亦是一大課題，目前各風場均由取樣進

路徑、不同方案之風機及海床障礙物等資訊

行室內試驗來修正 CPT 推估之參數，或將參數折

（圖 7-A）
，引用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減來保守推估地層力學特性，若試驗數量不足或

Modeling，簡稱 BIM）之概念，檢討風機與海床

參數過度折減，可能造成設計強度不足或工程預

障礙物之位置（圖 7-B）、電纜與海床障礙物之關

算暴漲之情形。且國內無統一調查規範及審查標

係（圖 7-C）及電纜上岸段之障礙物（圖 7-D）等

準，各風場可能因參考之規範不同，導致調查項

地質狀況及未來施工時可能遭遇之困難，提供細

目及設計基準不一，衍生其他風險。

部設計時參考或修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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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三維地質模型建置流程圖

A 二維地質剖面圖

B 三維地質剖面柵狀圖

C 三維空間之分層界面

D 三維地質模型塊體

圖 6 三維地質模型建置範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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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風機位置地質條件參考

B 風機位置與海床障礙物分析

C 電纜路徑與海床障礙物分析

D 電纜上岸段與海床障礙物分析

圖 7 風機及海纜空間分析範例圖

五、結論與建議

開發計畫會同時使用兩種系統進行設計或
展示，由於兩者均可提供三維模型及物件

（一） 國內現行法規未針對海域地質調查或離岸

屬性資料，未來如何整合應用 GIS 及 BIM

風力發電設計標準進行規範，僅有水下文

資料將是一關鍵課題。

化資產保存法對於海床及海床特徵物調查
有相關規定，但無法完全適用於風場調

參考文獻

查，仍需待相關單位建立臺灣專屬之調查
BSH (2014) Standard Ground Investigations for Offshore
Wind Energy. BSH No. 7004. Germany: Federal Maritime
and Hydrographic Agency
Robertson, P.K. (2010) Soil Behaviour Type from the CPT:
an update. Gregg Drilling & Testing Inc., Signal Hill,
California, USA.
Robertson P. K. and Cabal K. L. (2010) Guide to Cone
Penetration Testing for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Gregg Drilling & Testing, Inc., 2nd Edition
常欣玉和李駿基（2014）由歐洲經驗淺談離岸風場工址調
查的重點，地工技術，第 142 期，第 97-105 頁
陳碩霆（2017）本土離岸風場工址調查準則與地工參數之
研究，碩士論文，國立海洋大學
陳俊吉（2013）低塑性粉土工程性質之研究，博士論文，
國立成功大學
黃宗宸（2019）離岸風力發電場址開發前期調查作業實
務，大地技師，第 18 期，第 23-33 頁

準則。
（二） CPT 試驗相較於 SPT 試驗有快速、資料點
連續及準確度高等優勢，用於海域調查已
為全球趨勢，但其對低塑性粉土及礫石之
判釋度仍不足，在國內需謹慎使用。
（三） 利用 CPT 經驗公式推估相關力學參數仍有
其限制，尤其國內經驗尚不足，需增加室
內試驗數量以修正相關參數，方能使推估
之力學參數更臻準確。
（四） GIS 地理資訊系統與 BIM 建築資訊模型為
不同尺度下的工具，許多大型園區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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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相關設備之效能驗證制度
建議芻議
李佳育* 黃育德** 朱敬平***
摘

要

我國目前尚未設置水利產業設備相關之驗證制度機制，因此部分工程案在設計、建造以及操作
維護階段，缺乏比較基準可供參採，往往導致成效不如預期，設備參差不齊，甚至衍生淹水等安全
問題。為鼓勵我國水利產業投入設備升級及技術研發，創造技術競爭環境，以確保我國工程效能與
穩定性提升，應參酌我國國內及國際上認驗證制度，推動「效能驗證機制」，建立驗證方法、驗證
場域及驗證機構三部分之相關規範，並連接水利產業公共工程案採購評選，需經公正第三方驗證效
能，出具報告後始可參與工程投標等。藉由「效能驗證機制」來改善我國公共工程採購品質，並作
為廠商新南向推廣業務時之實績。
關鍵字：水利產業、認證驗證機制、公共工程採購、環境技術查證

驗證場址與制度機制，因此國內產業在爭取一般

一、我國水利產業背景

或大型相關工程採購標案時，往往無法提出實績
水資源的穩定供應為我國產業可持續發展之

與證明，以致於業務拓展受限。

重要關鍵，爰水利產業已成為我國總體經濟成長

除此之外，隨著時代的進步，許多新興服務

之重要一環。臺灣水利產業起始是配合著政府政

模式及新興科技興起，創造了水利產業的新需

策建造堤防、水庫等基礎建設，然我國水利相關

求。如防災、防汛以及蓬勃發展的天氣與水情預

工程案之系統，多為多項設備技術整合，過去於

測報，也是水利產業的服務範圍，保障了人民的

採購經驗常有採購機關或顧問公司將規格訂於工

生命財產安全。如今由於生活用水及工業用水持

程發包契約，設備規格則直接依循設備原廠書面

續不斷增加，在水資源開發不易情況下，尋求替

資訊進行審查，或是要求設備商自提方法來確認

代水源、用水回收再生利用、造水產業、知識型

效能等，而近年屢有設備商針對上述情境，質疑

水利產業、水資源科技研發，以及促進民間參與

系統效能是否符合甲方採購需求，希望形成客觀

水利建設等策略方針，衍生多項新興水利產業之

認證、驗證之體系。由於水利產業為各國關注的

發展。

重點產業之一，然我國目前尚無水利產業相關之

本研究透過國內外驗證機制推動經驗，針對

* 中興工程顧問社環境工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 中興工程顧問社環境工程研究中心正研究員
*** 中興工程顧問社環境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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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水利工程需求，提出建立標準框架作為官方

如果驗證機構並未通過當地政府的認證，則

水利技術及設備示範驗證中心之建議，框架包含

這張證書將不具效力。其緣由主要是從國際標準

方法、場所、機構三部分，以利各方導入設備，

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試行國內水利設備現地性能測試，結合國內公正

ISO）的利益迴避原則開始。由於 ISO 主要工作是

單位，透過進行標準化現地模廠測試，驗證設備

各式標準建立，然而，ISO 並不負責監督標準之執

產品效能規範，預期其成果得作為效能驗證或是

行，完全交由公正獨立第三方單位負責稽核，例

成果展示，除作為國內未來標案採購規格設定，

如 SGS 集團（Société Générale de Surveillance）、

維持公共工程採購品質，亦可作為廠商新南向推

英國標準協會（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BSI）

廣業務時之實績，與政府推廣水利產業有所結合。

等，即是落實利益迴避原則，避免球員兼裁判。
各國政府為了把關上述驗證機構的專業與品質，

二、認驗證定義說明

紛紛成立國家級的機構加以管理，例如中華民國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iwan Accreditation

「驗證」，在我國標準法第 3 條第 2 項中有

Foundation, TAF）。

明確定義，為「對某一項產品、過程或服務能符
合規定要求，由第三者出具書面保證之程序」，

三、我國各部會認證（Accreditation）
及驗證（Certification）機制

通常驗證機構在執行驗證前會經過認證機構的認
證，而「認證」在我國標準法第 3 條第 3 項的定
義為「主管機關對某人或某機構給予正式認可，

綜整我國認驗證相關案例，在認證機構的設

證明其有能力執行某特定工作之程序」。也就是

立包含 TAF 在內有 5 種方式，分別為成立官方機

說，驗證機構（Certification Body, CB）多為私人

構、成立財團法人、成立諮議委員會、主管機關

單位，認證機構（Accreditation Body, AB）則是政

即為認證機構及公告條件由其他機構自行申請

府單位。

等，說明如下，彙整如表 1。
表 1 我國各部會認驗證機制

項目
空水廢毒土等
環境檢驗
溫室氣體查驗
環保標章

認證機構
行政院三級機關－
環境檢驗所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
基金會（TAF）
環保署（成立非常
設之環保標章認證
遴選會）

驗證機構

受驗單位

環境檢測機構
溫室氣體檢驗測定及查
驗機構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
驗證中心、環境與發展
基金會

法源

事業

環境法規（水污染防治法等）

事業

「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
管理辦法」第 4 條

環保標章申請組
織

「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推動
使用作業要點」

車輛合格證
（以安全合格
證為例）

交通部

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
中心

車輛製造商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
第4條

綠建築標章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尚在施工及已完
工之新建或既有
建築物

「綠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
用作業要點」第 4 條第 2 項

經濟部下轄業
務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
基金會（TAF）

臺大水文觀測儀器校正
實驗室、水規所流速儀檢
校實驗室、自來水協會檢
驗機構等

流量計製造商、自
來水管線製造商

「氣象法」第 20 條第 1 款、「自
來水法」第 50 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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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經由 TAF 認證後即可進行驗證之單位種類

（一）成立官方機構：環境檢驗所
根據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 11 條第 2 項、噪

多元，包含「國立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水文觀測

音管制法第 20 條第 2 項、水污染防治法第 23 條

儀器校正實驗室」、「省水標章」、「水利署水

第 2 項、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0 條第 2 項

利規劃試驗所流速儀檢校實驗室」等。

等環境法規中規定環境檢驗測定需依「環境檢驗
測定機構管理辦法」規定，委託申請核發許可證

（三）成立諮議委員會/遴選會

之檢測機構辦理。

舉環保標章為例，其是依據 ISO 14024 環保

其中核發許可證的為行政院三級機關－環保

標章原則與程序而定，目的是鼓勵那些對於環境

署環境檢驗所（Environmental Analysis Laboratory,

造成較少衝擊的產品與服務，透過生產製造、供

NIEA），其可視為認證機構，而申請核發許可證

應及需求之市場機制，驅動環境保護潛力。目前

之檢測機構則類似驗證機構。

辦理環保標章審查驗證作業為「財團法人環境與
發展基金會」與「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
心」兩家驗證機構，是依據「環境保護署環境保

（二）成立財團法人：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護產品驗證機構管理要點」遴選，並依序位法評

（國家級認證機構）
在民國 92 年 9 月 17 日，經濟部推動及成立

定各申辦機構之優先序位得出，可以代施執行行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iwan Accreditation

政院環保署環保標章的發證，而申辦機構經環保

Foundation, TAF），主要目的是為提供單一窗口

署公告為優勝者，與環保署簽訂環境保護產品驗

的認證服務，將原先辦理實驗室認證的中華民國

證契約，並繳交驗證品質保證金後，始為驗證機

實 驗 室 認 證 體 系 （ Chinese National Laboratory

構。驗證契約期間為 3 年。

Accreditation, CNLA）及辦理管理系統、產品、稽

環保署遴選會遴選出驗證機構，證明其有能

核員驗證機構及稽核員訓練機構等認證之中華民

力執行環保標章審查，故環保署遴選會為認證機

國 認 證 委 員 會 （ Chinese National Accreditation

構；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與財團法人台灣

Board, CNAB）進行資源整合，以「公平、獨立及

商品檢測驗證中心為驗證機構。

透明」的原則，辦理各項認證服務。
TAF 提供多種認證服務，包括實驗室認證、

（四）主管機關即為認證機構

檢驗機構認證、能力試驗執行機構認證、人員驗

舉車輛合格證為例，車輛開上路將牽涉到公

證機構認證、確證與查證機構認證、產品驗證機

共的利益，例如行車安全、引擎噪音、排氣污染，

構認證等，其認證服務手冊上更是詳細說明「認

以及是否消耗過多的能源等，所以車廠在新車型

證」及「驗證」之差別：

導入市場前，政府透過一套管理制度來規範，要

1. 認證（Accreditation）：係指符合性評鑑機構依

求其取得所有合格證後才能上市販售。這套管理

TAF 申請規定提出申請，經確認符合性評鑑機

制度由行政院轄下的交通部負責安全（「公路法」

構符合 TAF 所定之規範與要求，並有能力執行

第 63 條）、環保署負責排氣污染與噪音（「空氣

特定工作。

污染防制法」第 39 條及「噪音管制法」第 12 條

2. 驗證（Certification）：係指驗證機構授予書面

第 3 項）、經濟部能源局負責耗能（「能源管理

保證人員、產品、程序或服務符合規定要求之

法」第 15 條第 4 項），國內車輛在領牌上路前，

過程或活動。

都必須經過上述四大項法規檢測，並經審驗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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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張合格證後，才能到監理機關辦理車輛領牌作

環保署為完備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之法源依

業。

據，已依據溫管法第 16 條第 2 項，基於延續目前
以上四張合格證的審驗與檢測流程大同小

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作業程序及方式之原

異，主要概念為廠商依法向「審驗機構」申請驗

則，並於民國 105 年 1 月 7 日發布「溫室氣體認

證，且可自由選擇受主管機關認可之國內外合格

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該管理辦法適用

「檢測機構」，委託其進行測試並取得檢測報告，

於管理執行溫管法下之查驗機構認證、排放量查

後再向審驗機構申請審驗報告，並依此向主管機

證及減量績效確證與查證者，而民國 105 年管理

關申請合格證。

辦法發布前已取得環保署核發之認證機構及查驗

「審驗機構」是接受主管機關的委託，專業

機構資格者，仍予以保留。

協助政府辦理審驗業務並製發合格證。交通部安

上述「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辦

全領域成立專責的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

法」第 4 條說明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認證機構應

（Vehicle Safety Certification Center, VSCC），依

符合下列資格：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 4 條，長期委

1. 符合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託國內具審驗能力之車輛專業機構（VSCC）處理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及國際電工委員會

此項任務；環保署及能源局排氣污染、噪音及耗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

能領域審驗機構以公開招標方式委託工研院（排

共同發行之 ISO/IEC 17011 要求，並為國際

氣污染、噪音及耗能）及車輛中心（排氣污染、

認證論壇（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Forum）

噪音）進行審驗。

會員。

就車輛檢驗而言，「審驗機構」為驗證機構，

2. 已簽訂國際溫室氣體多邊相關承認協議，或該

交通部、環保署及能源局則是認證單位。

協議未成立，但已簽訂國際管理系統及產品驗
證多邊相互承認協議，並承諾於該協議成立後
二年內完成簽訂。

（五）公告條件由其他機構自行申請
如溫室氣體查證/確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

因 TAF 為國內唯一簽訂管理系統與產品驗證

為推動產業溫室氣體盤查結果與減量成效之合理

多邊相互承認協議之國際認證論壇會員，並具有

性、公平性與一致性，參酌 ISO 國際標準、聯合

相關溫室氣體管理經驗，因此該會自作業原則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減量機制，並考量國內管理

發布後，即積極備齊相關資料，並於民國 98 年

目的與國際接軌之目標，於民國 98 年發布「行政

12 月向環保署提出溫室氣體認證機構資格之申

院環境保護署管理溫室氣體查驗機構作業原

請，經該署邀集各方專家召開審查會議多次確認

則」，建立環保署管理查驗機構之標準作業程序，

後成為我國首家認可之溫室氣體認證機構，且直

接續因應民國 101 年公告溫室氣體為空氣污染物

至民國 109 年底，TAF 仍是唯一一家通過審核之

後納入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空污法）管理，

認證機構。

故依據空污法第 21 條第 2 項及第 44 條 2 項規定，

綜上所述，我國目前對於認證及驗證機構間

訂定「溫室氣體檢驗測定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

的關係如圖 1 所示，由主管機關依據法源直接授

正式進入法制授權許可及管理查驗機構之階段。

權、設立條件供有意願單位申請或是短期委託計

因應民國 104 年 7 月 1 日「溫室氣體減量及

畫形式決定認證機構，驗證機構需向認證機構申

管理法」（以下簡稱溫管法）經總統令公布施行，

請進行認證並取得認證證書，以證明其有能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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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某特定工作之程序，取得證書後，驗證單位才

評鑑，而是透過公正第三方解決創新技術推廣中

具資格驗證受驗單位之產品、過程或服務是否符

訊息可信度，以及技術使用中資訊缺失的問題。

合要求，並提供書面保證。

自 1990 年代起，美國以及加拿大之環保主管
機關乃積極投入「建立環境技術查證體系」的工
作，同時相關的環保技術查證構想與體系亦擴散
至其他國家，目前 ETV 已在美國、加拿大、歐盟、
日本與中國等國家實施，相關制度資訊彙整如
表 2。現行國際環境技術查證制度，主要可分為三
種體系，一為查證單位為獨立運作機構，其工作
任務係就技術申請者所提出之書面文件進行審

圖 1 我國認證/驗證機構相互關係

查，僅在查證組織認為資料不足的情境下，方由
技術申請者委託合格測試組織，進行相關現場測

1

四、查證 （Verification）機制

試，此體系以加拿大系統為主，所需時間較短，
費用也較低。其二為美國體系，係由 ETV 管理機

世界貿易組織（WTO）技術性貿易障礙協議

構主導，並委託查證組織受理相關行政查證以及

（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擔負指導測試程序等工作，測試組織受查證組織

TBT ） 中 有 關 符 合 性 評 鑑 程 序 （ Confirmity

指導，針對技術持有者申請項目進行現場測試，

Assessment Procedures）的一些相關名詞，除認證

以確認其有效性，此體系所需費用較高，時程也

（Accreditation）及驗證（Certification）以外，尚

較長。而歐盟目前所建立之環境技術查證制度則

有一種稱為查證（Verification），「驗證」主要是

為前二者之整合，由查證組織視技術申請者特性

保證人員、產品、程序或服務符合「規定要求」

以及書面文件內容，再決定是否需進行額外測

之過程或活動；而「查證」是對技術、產品、性

試。以上三種制度體系整理如圖 2。

能及效益做獨立評估及確認，可用於比較性能參
數，但並無「標準」或「規定要求」的概念。因

表 2 國際環保設備查證制度彙整

查證與驗證皆屬評鑑程序一環，且我國多將上述
兩種程序統稱為驗證，爰在此一併納入參考。
本 文 舉 環 境 技 術 查 證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Verification, ETV）為例，其係用於評
鑑創新環境技術的可信度，其中亦含有部分水利

美國

加拿大

歐盟

日本

中國

啟始
年份

1995

1997

2009

2003

2010

核發
單位

US Environment
EPA
Canada

EU

環境省

生態
環境部

株式会社エ 中國環
Globe
查證 4 處查
8 處合格查
境科學
Performance
機構 證機構
證主體 ックス都市
Solutions
學會
研究所

項目，受技術持有方或使用方（購買方）委託，
由查證機構依相關標準規範，對於創新環境技術
進行公正第三方評鑑，並向社會大眾公開評鑑結
果，賦予技術持有方使用 ETV 標誌，促進創新環
保技術的推廣與應用。ETV 不對技術的優劣進行
1

項目

查證
類別數

6

未說明

3

9

未說明

查證
方式

測試
為主

文件
審查

兩系統
併存

測試
為主

測試
為主

我國環保署及衛生福利部對「Verification」翻譯為「驗證」
，但為避免與「Certification」混淆，本文使用標檢局制訂的
品質管理標準 CNS 12681 中所翻譯之「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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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我國國內及國際上認驗證制度，我國水
利產業尚有待建立各類驗證機制，包括智慧水管
理、水再生技術、海水淡化技術、其他新興水利
科技等領域，並就驗證方法、場所、機構三部分，
建立相關規範。在政府行政指導原則而言，建議
方向有二，一為「個案契約採購之驗收條件」，
圖 2 國際環境技術查證制度體系

中央主管機關可以「行政指導」原則公告業界標
準化的驗證方法與標準化的驗證場所，作為個別

綜整上述已建立環境技術查證制度之國家，

採購案依循之用，惟缺乏法的強制性時，驗證場

其中日本於 2003 年開始施行發展至今已近 20

所營業規模不易擴大，不易形成穩定收入；二為

年，且與我國風土民情相似度高，有諸多可供借

「通案應共同符合之標準規範」，比照水污染防

鏡之處。依日本環境省頒布之環境技術試驗事業

治法等環保法令，修正水利法，規定設備依法必

實施要領，環境查證技術示範項目已處於可應用

須送交驗證，並參酌日本環境驗證計畫實施制度

階段。透過第三方查證單位依設備不同，分別建

建構認驗證機制（圖 4）
，建立公部門之認證機構，

立環境技術查證方法和系統，提供環境用戶購買

可依法查核認證驗證機構，設備商或營造廠等申

或引進技術時進行查證，以獲得基本的保障。環

請者將付費申請驗證取得報告，將使驗證場所之

境查證技術的目的在於促進環境技術的傳播，提

營運有利基性。
再者，須建立驗證方法、場所、機構三部分

升環境保護以及環境產業的發展。日本環境驗證

之規範。確立驗證方法前需先定位驗證目標，

計畫實施制度如圖 3。

圖 3 日本環境查證計畫實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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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我國水利產業認驗證機制建議方向
主要分為硬體規格、通訊協定以及運作效能。硬

以及設備商自設實驗室 （如桓達、弓銓等）等。

體方面因許多安全規格（防水、耐候、雷擊）因

建議應在有法源依據的前提下，營運主體（機構

應各國不同市場已有相關標準（如美國 MIL），

連同場所）應定期向認證機構申請認證，中央主

建議無需再另作驗證；通訊協定部分如頻段、延

管機關亦得要求認證機構定期查核。

遲性等涉及國際標準與電信商，亦不易單獨認證

建立相關規範後，機制一開始運作時之驗證

驗證；故建議以設備運作效能為驗證目標，並形

項目亦是一大考量，建議可先從水位計、放流口

成平台機制，公開募集效能驗證方法，其可來自

累計型流量計、淹水感測器作為先行驗證項目，

中央主管機關自行建立之效能驗證方法、依國外

並建議可參考美國水位設備驗證方法此類設計標

已有文獻資料之效能驗證方法、國內設備商/顧問

準驗證作法，不同的試驗有不同的意義，例如長

公司普遍有共識之方法，或由工程單位/設備商自

期穩定性，或是乾涸效應之類，廠商送儀器進認

提驗證方法等，經審查通過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

證中心，認證中心依據產品屬性與用途執行不同

告，有助於提高效率，增加廣度。

的試驗，例如淹水感知器就必須通過乾涸效應，

驗證場所指具適當設備，能實施驗證方法之

而地下水位的水位計則不需要。驗證中心依據結

場地與試驗設備，並可視為標準化的驗證場域。

果核發認證標章，主管機關依據認證該標章進行

參考國內外作法，驗證場所分成（1）於設備商之

採購，讓不同廠商的產品在同樣的比較基準下，

製造廠進行廠驗、（2）於實際場域進行，以及（3）

供各專案執行依據所需採購設備，並新增相關水

於指定場所進行（如位於室內實驗室，或依指定

利產業公共工程案採購評選規範，規定投標廠商

型式設計之水工模型）等。

所規劃之工程設備或系統須經第三方公正單位檢

驗證機構則指可實施驗證方法之人員組織，

測或驗證其功能或效能後，提出相關設備或系統

未來可能申請者包括中央水利主管機關及其委託

效能測試報告，始可參與工程投標。

機構、地方府水利主管機關及其委託機構、學研

而驗證機制若成為我國公共工程標案之必

機構（大專院校、工研院等研究型財團法人）、

要條件，是否將對國外廠商造成影響，進而違

商業實驗室（如台檢 SGS、德國萊因 TUV 等），

反國際相關之規定，這點與政府採購協定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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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政府採購協定（Agreement on Government

造廠、統包公司、顧問公司互動關係之影響性，

Procurement，簡稱 GPA）屬非強制性協定，由世

再從運作制度面及法規（或採購）要求開始，與

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各

公共工程採購制度連結與建立配套，包括新建、

會員國依其意願選擇加入後，相互開放經談判議

擴建、重置換新所需進行事項，或設備通過驗證

定之政府採購市場。GPA 目的為降低對國內產品

後實際運行仍不如預期（可能與安裝品質、土建

及供應商的保護，減少對外國產品及供應商的歧

結構有關），後續衍生爭議等。進而規劃驗證制

視，增加透明度以及建立磋商、監督和爭端解決

度發展經費來源及使用規範，並逐步累積公信

機制。民國 98 年 7 月 15 日，我國申請加入 GPA

力，促使通過效能驗證的設備流向順暢。同時為

案生效。

因應國際貿易迅速發展及全球化趨勢下，亦須評

根據上述多邊協議，若我國將水利產業相關

析效能驗證制度與其他國家驗證制度接軌可能

產品驗證納入公共工程標案之條件，要求外國廠

性，如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之技術性貿易

商經母國驗證外，仍須在我國支機構進行驗證，

障礙（TBT）、新南向國家接受臺灣之認驗證制度

方可取得爭取標案之資格，而我國必須給予對方

等。自國內至國外全盤考量，建立我國水利產業

同等待遇，否則即違反協議。此外，亦可簽署國

完善之認驗證制度，維持工程品質。

與國之間相互承認認證許可國之相互承認協議
（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 MRA），促使我

參考文獻

國或外國業者可透過協議的架構，於我國取得產
ETV Canada, 檢自：https://etvcanada.ca/
EU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VERIFICATION,
European Union, 檢自：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
ecoap/etv_en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Verification Program, U.S. EPA,
檢自：https://archive.epa.gov/nrmrl/archive-etv/web/html/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015）我國簽署 WTO 政府採購
協定（GPA）大要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2018）技術性貿易障礙協議協定
（TBT），檢自：https://reurl.cc/Y6Dqk4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19）水利新創科技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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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測試或驗證結果後，直接獲得對方國家政府的
承認，不需再於該國進行額外的驗證，反之亦然，
進而簡化我國水利產業廠商拓展海外市場之作業
程序。

七、結 語
認驗證機制要能被廣泛信任採用，建議相關
主管機關先評估驗證制度實施對現有設備商、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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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鹽通霄精鹽廠海水引入管工程
案例探討
喬 守 德*
摘

要

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通霄精鹽廠，原有海水引入鋼管因部分區域出現裸露、裂管之現象，為
避免掏空保護層而造成進水鋼管損壞，積極推動案例計畫新建取水海管替代既有之取水海管，考量
經濟效益佳、可靠性高、工期短、海上施工風險低及維護管理容易等優點，本計畫引入管全段海管
採用 HDPE 管。案例計畫於 2018 年 8 月全管線完工後，穩定供水生產品質優良、安全衛生之鹽品，
供應全國民生所需及維護國人健康。
高密度聚乙烯（HDPE）管為現今最佳的海管管材，現已普遍應用於海洋管線之施用，本文主
要在整理管線規劃、設計與施工實務應用資料，分享施工品質管理經驗作為後續施工的參考。
關鍵字：臺鹽、通霄精鹽廠、HDPE、鹼性離子水、高密度聚乙烯管

代既有取水海管。本計畫新建之海水引入管與既

一、前 言

有管線位置關係如下圖 1 所示。
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鹽公司）
通霄精鹽廠位於苗栗縣通霄鎮，廠內原設有一直
徑 1.0 公尺之鋼管，鋼管進水端置於通霄外海約
1.5 公里之海床上，前端設有一取水頭，取水頭位
於海平面下約 12 公尺處，藉由海水面與鋼管出水
口處蓄水池之水位差，將海水由取水頭引進取水

資料來源：本計畫細部設計圖

鋼管，再由引水鋼管導入廠內，以引進海水做為

圖 1 管線位置關係圖

製鹽之主要材料。
原有海水鋼管之既有保護層，因受海流長年

為取得較佳水質之海水以供應通霄精鹽廠使

累月沖刷及掏空之影響，部分區域出現鋼管裸

用，本計畫於通霄外海興建一條直徑 1.2 公尺之海

露、裂管之現象，若再遭受強烈颱風之侵襲，極

底海水引入管，藉由海水引入管線將優質海水輸

有可能掏空保護層而造成進水鋼管損壞，因此，

送至陸上。過去中、大管線之海洋取水管多採用

臺鹽公司積極推動本「通霄精鹽廠海水引入管新

鋼管，由於海洋取水之鋼管係採用法蘭接頭，由

建工程」（以下簡稱本計畫），新建取水海管替

潛水伕於水下連接，海上作業工期長，受海象影

*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工程管理部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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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之風險較高，尤其未來將面臨難以處理及維護

加而降低，若是受力時間短暫，則管線又會趨於

之接頭滲漏、脫落或管材防蝕問題。

回復原狀（圖 3）。此種材料特性在管線施工時具

對於通霄精鹽廠海水引入管之管材選擇，應

有相當優勢，因 HDPE 管線得以承受較大曲率之

將經濟性、可靠性、工期、海上施工風險及維護

彎曲度而可適應各種海床地形，對海上佈放形成

管理等因素考慮在內。高密度聚乙烯管（High

相當有利條件。

Density Polyethylene Pipe，簡稱 HDPE 管）各項條
件均佳，其安裝作業具有相當彈性，且同時具有
施工迅速的優點，歐洲新佈放之海洋管線採用
HDPE 管材者已達 95%，此外 HDPE 屬於柔性管
材，耐震能力是所有管材中最佳者（如表 1 之統
計資料）。
表 1 管材受震損壞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本計畫服務建議書

圖 2 彈性材料及黏彈性材料之應力－應變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服務建議書

資料來源：哥倫比亞 1999 年

圖 3 塑膠管材之應力－應變關係圖

二、HDPE管之特性
HDPE 管經濟效益佳、可靠性高、工期短、
由於 HDPE 管材係黏彈性材料（Viscoelastic

海上施工風險低及維護管理容易等優點，故本計

Material）具可撓性，其力學性質與一般彈性材料

畫引入管全段海管採用 HDPE 管，由臺鹽實業股

不同，並不具固定之應力－應變關係（圖 2），而

份有限公司公開招標，中興工程顧問公司辦理規

具有應力消散現象（Relaxation Phenomenon），即

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宏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在應力維持為一常數時，其應變將隨時間增加而

承攬施工，主要工程項目為：

增加，若當應變維持一常數時，應力將隨時間增

（一）取水頭一座、海水引入管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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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上航行固定式警示燈標一座。

1. 密度≧930kg/m3

（三）廠區圍牆及海堤拆除與復舊。

2. 熔融流率：0.2g/10mins~1.4g/10mins（標稱值之
最大偏差為±20%）

三、海底管線設計及施工

3. 熱穩定性：參照 ISO TR10837 規定
4. 碳黑色含量 2%~2.5%（質量比）

（一）設計
本工程設計準則及綱要主要採用 CNS、ISO、
DIN、EN、ASTM、DNV 等廣為國際遵循使用的
規定，作為設計準則及制訂施工規範的參考。經
過管路水理及海域環境條件檢討，參考取水量、
耐用強度、引水管安定度、引水管線路徑之地形
與地質及敷設工法與費用概估等需求後，海管採
用外徑為 1,200 mm 之高密度聚乙烯管（HDPE），

資料來源：施工照片

管厚之最低要求為管外徑與管厚之比（SDR）≦

圖 5 HDPE 原料取樣

17.6。
工廠辦理原管製造時應於每連續製管之頭、

由於 HDPE 管之材質密度小於水，管線穩定

尾取樣辦理熱穩定性（Thermal Stability）、熔融

需要相當重量的配重塊，配重塊之設計為 HDPE

流 率 MFR （ ISO1133 ） 及 張 力 強 度 （ Tensile

管特有之考量，也關係著管線施工及營運安全。

Strength，ISO6259-3）試驗，另外觀與直徑由製造

HDPE 管配重應能抵抗海底流速對管線產生之外

廠自主檢查，並提出檢查報告，產品運送至工地

力，一般配重塊為上、下兩個鋼筋混凝土塊以螺

後，甲方亦得再辦理抽驗，原則上每 100 支（且

栓接合於管線上，接合後之配重塊型式有圓形、

總長度 1,200 公尺以內）為 1 批抽取 1 支。

矩形及星形等（如圖 4）
，可按設計者之考量決定，
其與海床土壤之摩擦係數分別取 0.2、0.5 及 0.8 設
計。

資料來源：Pipelife, 2002

資料來源：施工照片

圖 4 配重塊型式

圖 6 HDPE 原管取樣
管線工程開始施工 30 天前，廠商應提送

（二）管線現場熔接
HDPE 每批原料進場應檢附原料檢驗證明正

HDPE 管線熱熔接施工所有設備之廠商型錄資

本及製管材料（PE100）未使用回收原料切結保證

料、詳細工作計畫。詳細工作計畫應說明所有使

正本，相關施工抽查標準重點如下：

用之設備、人員、場地、作業程序（含所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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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系統說明。熱熔接程序應先經工地試驗，熱熔
接頭抗拉強度（ISO13953）取樣頻率至少三次（包
含熱熔接工作開始、結束各一次），試驗結果應
不低於規範所規定之強度，並經檢驗合格送甲方
認可後始得正式施工。

資料來源：施工照片

圖 9 HDPE 法蘭接頭
（三）管線配重
配重塊之橡膠壓縮墊在承受 2.5 公噸壓力

資料來源：施工照片

時，變形量應為橡膠壓縮墊高度（140 mm）之

圖 7 HDPE 熱熔接程序工地試驗取樣

1/3~1/4，並以該變形量作為配重塊鎖固試驗執行
參考。完成配重塊鎖固試驗及試驗報告核可後方

為便於運輸，每單位管節（約 12 m）運至臺

可進行配重塊安裝作業。

中港存放，於工址搭設臨時工房進行管口熱熔接
（Butt Weld），熔接成數條長管串，每條長管串
長度約 200~500 m。管內之熔珠需切除。管線在加
壓程序完成進入冷卻階段，工作人員可開始進入
管中或將刮除工具設備伸入管內，進行熔珠刮除
作業，長管串兩端設置法蘭接頭，以利未來海上
接合。

資料來源：施工照片

資料來源：施工照片

圖 8 HDPE 管熔珠刮除

圖 10 配重塊鎖固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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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塊重量（含自重）施力，配重塊需維持穩定不
向下滑動，記錄橡膠壓縮墊軸向實際變形量，試
驗情況如圖 10 所示，試驗完成時橡膠壓縮墊軸向
實際變形量作為配重塊鎖緊程度之依據。
（四）管線安裝
法蘭接頭銜接或盲封板安裝前需辦理陸上鎖
固演練作業，確認核可後據以執行。法蘭接頭銜
接或盲封板安裝時，夾合處橡膠墊圈壓縮量應大
於原厚度 1/4，安裝完成後乙方應使用厚度量測治

資料來源：施工照片

具，針對每一夾合處 0 度、90 度、180 度、270 度

圖 12 管串水壓測試

等四處進行墊圈厚度量測檢驗，並攝影留存（包
含水下安裝作業）作為完工後驗收依據。
管線於下水前應依核可之試水計畫於現場試
水壓，除甲方另有指示外，原則上以管材容許強
度之 2/3 為最大試壓值，確保無管身或接頭不良導
致漏水情事。
於水壓測試後組裝配重塊之施工順序為：
1. 放置配重塊下塊於軌道上，以事先做好之樣版
確認配重塊間距正確，鋪上橡膠墊片。
2. 吊裝 HDPE 管串。
3. 吊裝配重塊上塊，查驗配重塊間距及螺栓鎖緊
度。

資料來源：施工照片

圖 13 配重塊組裝
以絞刀（吸管）式挖泥船及背鏟式挖泥船浚
挖管溝，經多音束水深測量後，確認管溝深度符
資料來源：施工照片

合契約規範要求。

圖 11 法蘭鎖固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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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施工照片

圖 14 管溝浚挖
資料來源：施工照片

圖 17 管串下水

資料來源：施工照片

資料來源：施工照片

圖 15 多音束測量

圖 18 管線佈放

（五）管線沉放

將長串管經軌道拖入海中後，以船舶拖拉方

依據核定之管線佈放計畫，管線下水前應檢

式到達工址進行沉放，佈放管線時應依佈放計畫

查全管線之表面損傷程度，HDPE 管表面損傷深度

拖拉力控制 HDPE 管之方向及曲率半徑避免發生

之容許度為管厚之 1/10，超過此容許度之處，應

挫曲現象。

依核定之修補計畫進行修補。
（六）管線保護
管線佈放完成後派遣潛水人員確認管線已確
實鋪放於管溝中方得進行管溝回填，回填時優先
利用管溝浚挖之棄方回填，管溝回填施工以不致
影響佈設管線或造成損壞為原則。
案例工程於兩處易掏刷區域設計採拋石並排
資料來源：國家水產生物種原庫－台東支庫新建工程海上
佈管施工計畫書（2011）

放方塊保護，依設計陸續拋放礫碎石、塊石及排
放方塊。

圖 16 HDPE 管線沉降之 S-bend 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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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施工照片

圖 22 方塊吊排

資料來源：施工照片

圖 19 潛水人員確認佈管位置

資料來源：施工照片

圖 23 警示燈標裝設
資料來源：案例計畫細部設計圖

管線佈放完成後，進行功能測試及警示燈標

圖 20 易掏刷區域設計斷面圖

裝設確認功能無誤，確認竣工，經驗收合格移交
業主使用，迄今功能正常，並獲頒發感謝狀予以
肯定。

資料來源：施工照片

圖 21 礫碎石拋放
資料來源：施工照片

圖 24 業主頒發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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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PE 管具備單位重量輕，易於施工搬運、
接頭以熔接施工、具撓曲柔韌特性、抗拉強度大、
耐衝擊不易破裂、光滑管損小輸送流量大、經常
性維護保養簡易、材料費及施工費較經濟優點，
現已廣泛應用在輸水、取水工程上。案例計畫
HDPE 管採岸上熔接拖拉沉放工法施工，謹提供工
程經驗分享，作為後續設計施工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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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設計檢核工具開發與
BIM 模型整合應用
黃政源* 陳冠華** 吳建誠* 蔡雪華* 詹文宗***
鄭博銘**** 邱水金** 陳睦仁**
和施工階段，而後續營運維護階段僅由 2D 設計圖

一、前 言

面支援實有不足，除因構件及設備項目繁多不易
結構設計需檢核項目繁多，因工址不同須考

透過 2D 設計圖面尋找特定物件外，數據亦可能隨

慮之各國設計規範種類也相對倍增。目前市面上

時間推衍逐漸流失。但若利用 BIM 模型可讓使用

通用之工程設計軟體為因應業界對於設計檢核自

者快速尋找特定物件，另外在設計階段 BIM 模型

動化的需求，大量運用模組化方式，來擴展系統

可提供碰撞衝突檢核、數量初步估算等技術支

的設計檢核功能。依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援。BIM 模型中包含了設計、製造、安裝的全部

（以下簡稱本公司）資深同仁提供相關設計經驗

資訊，所有圖面與報告也完全整合在模型中，可

比較發現，無論使用人工或自動化設計檢核，兩

產生輸出格式一致的報表，與以前的設計文件使

者所得到的最後設計成果相當接近；但若以完成

用系統相比較，使用 BIM 可以獲得更高的效率與

設計檢核工作時間而言，使用自動化遠優於人工

更完整的成果。

方式。設計檢核自動化主要希望透過降低工程師

本計畫以建立結構細部設計檢核標準流程、

重複性較高的工作，將重心放到更重要的設計構

設計檢核自動化及 BIM 模型建置自動化為目標，

想及結構系統優化上。

冀望本計畫成果可提供本公司於設計品質、精緻

藉由設計檢核流程標準化及自動化，可避免

度與專業形象之基礎。

因部門或工程師不同而有不一樣的檢核機制及結
果。若以長遠目標將本公司的技術精進建立在此

二、整體架構說明

標準化流程上，不再因為工程師的輪替而遺失，
可用技術保留的觀念將此系統加以發展；隨著檢

本計畫以本公司結構設計步驟為主軸並參考

核機制與規範的擴增，此系統將會有越來越完善

國內各大工程顧問公司設計流程，建立標準設計

之設計檢核功能，並有利於爭取國際業務。

檢核系統，除了使系統能符合各項設計工作需求

設計結合 BIM 是現今主要趨勢亦為建築工程

外，也結合 BIM 模型建置自動化功能。

永續發展之核心關鍵。一般建築工程著重於設計
*
**
***
****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南部工程中心工程師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結構工程部工程師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結構工程部協理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結構工程部技術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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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目標為將鋼結構、鋼筋混凝土結構、鋼
骨混凝土結構、橋梁結構及預力混凝土結構等五
大專業均納入系統中。細部檢核機制則包含：使
用性檢核、設計檢核、耐震檢核、細部規定檢核
等四項，各項檢核內容詳圖 1。
建築物形式不同時，結構設計所採用之分析
軟體也會相對不同，因此在不同建築物之系統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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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獨立開發建置。因應本公司業務需求及市場機
制，第一期計畫優先以建置鋼結構建築物檢核系
統為目標。因整體系統為模組化建置，故後續其
圖 2 系統設計流程之架構

他結構系統可以鋼結構系統為基礎加以擴充發
展。本系統之架構如圖 1 所示。

三、資料初始化系統
標準結構分析流程（圖 3）主要分為結構整
體分析與結構細部檢核及設計參部分。一般結構
分析完成後須由工程師以人工方式進行判讀及整
理，轉換成為結構細部檢核及設計所需之數據。
除分析數據無法自動延續至檢核及設計時使用
外，當結構系統較為複雜時，亦容易造成疏漏及
輸入錯誤。

圖 1 結構設計檢核及 BIM 整合系統之架構
上述為結構設計檢核之細節流程，如何將後
續的設計圖說、數量及 BIM 模型整合為本計畫重

圖 3 標準結構設計流程

點。因此為突顯公司之 BIM 整合能力，從設計階
段開始即將設計模型與 BIM 模型連結，最終設計

另不同分析程式或版本也會有不同的分析成

成果則除了報表與設計圖說輸出外，BIM 模型亦

果輸出格式，而這種狀況經常造成相關人員設計

為整體設計成果，可有效提升設計競爭力。系統

檢核及審查的困擾。另外如後處理程式亦會因程

設計流程之架構如圖 2。

式版本的不同而無法使用，導致工程設計經驗無

系統主要功能為將各式分析資料與架構格式

法傳承。更可能因為後處理程式係針對某特定軟

化，除建立設計文件、設計報告書統一格式外，

體撰寫，造成被特定軟體限制，無法輕易轉換使

也將設計檢核流程程序化及程式化，以期利用程

用不同軟體之情形。因此本計畫提出一套解決方

式進行設計檢核自動化。

式，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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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值相比較，並整理出最大變位之載重類別。

（一） 將各式軟體及不同版本輸出之基本資料與
分析結果，利用資料初始化系統批次轉換

方式如下：

成本公司標準格式。目前版本僅針對 SAP

1. 法規變位容許值=兩結點高程差/變位係數。

2000 V11 進行整理，後續計畫可將各式軟

2. 檢核變位=兩結點 X、Y 向變位相減絕對值。

體版本納入此模組中。此模組為本系統執

3. 預定檢核之載重類別逐項分析，輸出最大變位

行的精隨，也是後續所有資料的主要來源。

成果。

（二） 結構設計檢核自動化系統、BIM 模型建置

4. 檢核各結點間容許側向變位。

自動化系統均以本公司標準格式輸入模式
為主。

（三）梁變位檢核模組

（三） 初始化檔案使用標準文字檔，除可由工程

本模組選擇結構模型桿件資料中結構形式為

師進行資料判讀外，標準文字檔不會因特

梁桿件進行垂直變位分析，根據選擇的載重類別

定軟體版本升級而無法延續使用，具有長

進行結點垂直變位彙整輸出，檢核結構物垂直變

久保存之優點。

位是否符合法規容許值要求。程式設定可以配合
設計需求調整檢核參數。

四、結構設計檢核系統

依分析桿件結點各載重類別之變位資料，按
桿件從起始點至終止點的順序排列，逐點檢討彼

本計畫共發展五個檢核模組，各模組內容簡

此間變位與法規容許值相比較，並整理出變位之

述如下：

最大載重類別。方式如下：
1. 整理桿件之結點並按照起始點至終止點的順序

（一）總反力檢核模組

排列。

本模組根據選擇的載重類別或載重組合進行

2. 依結點指定載重類別計算局部變位及整體變位

邊界反力及總反力彙整輸出。目的是讓工程師可

資料。

依需求針對輸入之設計載重進行單一載重及整體

3. 檢核各節點是否符合法規容許垂直變位要求。

載重檢核，確認模型載重輸入之正確性。
依選擇之載重類別進行分類，並進行各邊界

（四）接頭設計檢核模組

反力輸出，將所有邊界反力加總計算，整理輸出

本模組依桿件接合形式及選擇的載重類別進

反力總表。

行接頭計算彙整輸出，檢討接頭設計是否符合相
關法規要求。

（二）柱側位移檢核模組
本模組分析結構模型桿件資料中結構形式為

根據接頭之結點各載重類別應力資料，按專

柱桿件之側位移，依選擇的載重類別進行結點水

案資料讀取指定接頭資料，檢核計算各載重類別

平變位彙整輸出，檢核結構物水平變位是否符合

並輸出最大載重類別計算結果。步驟如下：

法規要求。程式設定可配合設計需求調整檢核

1. 整理桿件之結點力量資料。

參數。

2. 依各式接頭檢核流程整理檢核項目。
3. 檢討不同載重類別應力，彙整輸出最大應力檢

依分析桿件各結點不同載重之變位資料，將

核值。

結點高程進行排序，逐層檢討各高程變位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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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檔案，讀取所需螺栓基本材料與規格資訊，將

（五）韌性彎矩強度檢核模組

所需資料導入到 TEKLA 建置細部接頭。

本模組為檢核結構系統中梁柱接頭是否符合
法規強柱弱梁要求，輸出結構系統之強柱弱梁檢
核結果，讓工程師及審查單位判斷整體模型勁度
是否符合需求。
程式先行判斷接頭形式是否為梁接柱，後續
計算比較梁柱彎矩強度，輸出強柱弱梁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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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BIM整合系統
BIM 整合系統主要分為 BIM 設計桿件自動化
圖 4 結構設計檢核與 BIM 系統資訊交換圖

模組與 BIM 自動化接頭模組，可快速生成 BIM 結
構模型及各細部接頭，模型生成後可輸出數量計
算表與各平面、立面及剖面圖說。結構設計檢核
系統與 BIM 系統資訊交換方式如圖 4。
一般專案 BIM 模型碰撞檢討流程如圖 5。若
衝突檢討後整體模型需重新分析，BIM 模型將依
圖 3 流程重新產生；若屬小修改，則將 BIM 模型
直接進行修正。
本 系 統 介 面 目 前 使 用 BIM 軟 體 TEKLA
Sturcture 2018。
各模組內容簡述如下：

圖 5 BIM 碰撞檢討流程圖

（一）BIM 設計桿件自動化模組
資料初始化模組輸出本公司標準化資料與本

六、實務案例

公司標準接頭資料庫，供 BIM 整合系統運用。
經由資料初始化系統輸出本公司標準格式資

本研發案實際應用案例說明如下：

料，BIM 設計桿件自動化模組讀取桿件編號、斷
面型式、空間資訊等資料，建置完整 3D 模型。模

（一）案例一基本資料

組可自動新增設計資料特殊斷面至模型斷面目錄

1. 本案結構形式採用鋼構造部份韌性抗彎矩構架

內，並提示使用者有多少斷面需要新增，自動導

系統（IMRF）。

入接頭定義之螺栓材料及規格。

2. 鋼柱採用全焊接箱型鋼柱，鋼梁採用組合銲接
或熱軋型鋼，樓板採用鋼承鈑樓板（Deck），

（二）BIM 自動化接頭模組

鋪設於鋼梁上。

本模組依前處理設計輸出接頭型式、接頭編

3. X 向跨距：7.5m、9m，三層及屋頂層局部跨度

號、主桿件編號、次桿件編號等資訊，根據接頭

為 30m，總長 166.5m。

型式與主桿號斷面與材料資訊，對應標準螺栓資

4. Y 向跨距：7.5m、9m、11m、19m，總長 11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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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二基本資料
1. 本案結構形式採用鋼構造部份韌性抗彎矩構架
系統（IMRF）。
2. 鋼柱採用組合銲接 H 型鋼柱，鋼梁採用組合銲
接或熱軋型鋼，辦公區採用 RC 系統，彩鋼鋪
設於鋼梁上。
3. X 向 跨 距 ： 5@10m ， 辦 公 區 2 樓 建 築
(5m+4.5m)，倉庫區淨高 10.5m，弧形屋頂最高

圖 9 梁變位檢核

處高 15m。
4. Y 向跨距：6@10m+12m+6@10m，總長 132m，
兩側皆為辦公區。

圖 10 接頭檢核

圖 6 案例一：高科技廠房

圖 11 BIM 模型產出(含接頭)

七、結 論
圖 7 案例二：一般廠房

（一）計畫效益
1. 結構設計檢核與 BIM 整合，輸入資料皆自動由
工程師分析資料讀取，減少因不同軟體個別手
動輸入資料產生差異之可能性。
2. 藉由 BIM 整合系統之 3D 模型輸出，與其他專
業整合並進行衝突檢討，可預見施工可行性，
在設計階段將後續問題降至最低。

圖 8 總反力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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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開發可依本期研發成果續辦，讓系統更完善。

格式資料，即可利用本系統執行所有功能模

延續發展目標如下：

組，不受分析軟體或軟體版本限制。

1. 增加符合其他地區規範之設計檢核模組。

4. 本系統制定結構設計檢核標準流程，並開發自

2. 目前空間判斷效能及準確性仍有進步空間，另

動化檢核與 BIM 整合工具；經一般廠房及高科

接頭設計類別尚須工程師自行輸入，應可增加

技廠房等案例實際驗證，除提升設計品質外，

概略判斷接頭功能類型，減少自行輸入接頭設

也可節省 20% 以上之整體結構作業時間，讓

計類型時間。

工程師可在有限時間內達到高水準設計品質。

3. BIM 模型接頭形式尚未齊全，可繼續擴增。
4. BIM 數量報表結合工程會之 PCCES。
5. 系統運算效能持續提升縮短檢核時間，並適當

（二）發展目標
本系統架構及初步模組建置已完成，其他模

加入自動判斷機制，提升整體效率。

中興社研發叢書及電腦程式銷售
中 興 工 程 顧 問 社 已 發 行 研 發、編 譯 叢 書 314 種 及 電 腦 程 式 23 套，多 屬 規 劃、
設計、施工、管理等方面之工程技術，其叢書及程式目錄、售價、摘要、
申購表、繳款方式及信用卡繳費單等，皆已上「中興工程顧問社」之網站
www.sinotech.org.tw， 歡 迎 上 網 查 閱 選 購 ； 若 需 進 一 步 查 詢 請 電 話 或 傳 真 至
電話：(02)8791-9198 轉 467 陳 小 姐 ，或傳真：(02)8791-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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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系統司機員排班問題之研究
陳桂豪* 鍾志成** 韓復華***
一、前 言

Li（2014）的研究為基礎，結合限制規劃法與數學
規劃法來構建兩階段排班模式。此外，為驗證模

軌道運輸長期以來為國內交通運輸的主幹之

式之實用性，本研究以國內某軌道營運機構的營

一，往往需要大量人力方能維持正常運轉，所需

運資料為例進行測試分析，期望透過系統性的規

之技術人力大致可區分為乘務人員與站務人員兩

劃，進行有效人力資源配置。

大類。其中，乘務人員運用必須考量業務分擔、
乘務員人數以及乘務員勤務條件，以排定每一車

二、模式構建

次的乘務人員與其任務銜接的作業。乘務人員運
用包括司機員及列車長的排班與輪班兩大主要部

本研究將司機員排班問題切割成任務產生及

分（Caprara 等人，1997），在勞方意識逐漸抬頭

任務組合最佳化（任務優化）兩個子問題，其求

下，司機員排班運用（Crew Scheduling）成為不

解流程如圖 1 所示。第一階段之任務產生問題在

可輕忽之重要課題。司機員排班係在已知時刻表

已知換班點位置、列車勤務資訊、班別資訊與排

後來進行規劃，主要目標為規劃涵蓋每日時刻表

班相關參數等輸入資料下，有效率地產生所有滿

上所有列車勤務（Task）的司機員任務（Duty）

足營運限制之可行任務。由於此問題屬於限制滿

集合。作業時須滿足相關勞動法規與公司規定，

足問題（Constraint Satisfaction Problem），因此適

如換班點位置、休息時間、用餐、連續駕駛時間、

合利用限制規劃法來構建任務產生模式。限制規

工時均衡等限制，規劃出由列車勤務組合的任務

劃法之優勢不僅便於將實務規則模式化外，亦容

集合，即每位司機員一日的工作內容。其結果不

易修正模式使其滿足新的營運需求。而第二階段

僅影響軌道系統營運時的人事成本，更直接決定
司機員是否有充足的休息時間，因此專業排班人
員應藉由公平合理的作業機制避免疲勞駕駛的任
務產生，進而維持系統的營運安全。
現今國內大眾捷運系統仰賴人工方式規劃排
班作業，然而，隨著系統路網的擴充，不論是在
時刻表資訊的整合、司機員排班的規劃，甚至是
績效盤點皆日益困難，亦無法高度考量排班的公
圖 1 司機員排班問題求解流程圖

平性與勞逸不均的問題。爰此，本研究以 Han 與
* 中興工程顧問社土木水利及軌道運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 中興工程顧問社土木水利及軌道運輸研究中心主任
***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榮譽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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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班別相關限制

之任務組合最佳化問題則屬於集合涵蓋問題（Set

(1) 勤務之出發與到達時間均應介於對應班別

Covering Problem），利用數學規劃法從已產生的

的開始與結束時間之間。

可行任務中選取涵蓋所有列車勤務之任務組合，

(2) 第一個勤務之出發時間須將司機員簽到所

通常以最少任務數量為目標。

需時間與勤務前置作業時間納入考慮。
(3) 最後一個勤務之到達時間則須考慮司機員

（一）任務產生（Duty Generation）模式

簽退所需時間、勤務收車作業時間與空載

一個任務是由數個列車勤務所組成，在任務

研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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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時間。

產生模式中的每一個解即代表一個滿足所有排班

(4) 相鄰兩勤務須滿足接續勤務之出發時間不

限制之可行任務。本研究經實地訪談後知悉，目

得小於先行勤務之到達時間之限制。

前大眾捷運系統進行排班規劃時考量的營運限制

(5) 對於不同班別，需考慮是否給予用餐。

大略分成位置、班別與時間三類。第一類限制主
要確保換班點的一致性，第二類限制主要與任務

3. 時間相關限制

所隸屬的班別有關，不同種類班別其對應的工時

(1) 於休息時間方面，若司機員執行列車勤務

長度與可用餐時段皆不盡相同，進而提高排班作

後須要安排休息，則其中斷持續的時間須

業時之複雜程度。最後一類則與勞動法規有密切

介於最小與最大休息時間之間。

關係，營運機構須遵循我國相關排班規範安排任

(2) 於用餐時間方面，若司機員執行列車勤務

務的內容。各類限制之相對時間與空間關係彙整

後須要安排用餐，則其中斷持續的時間須

如圖 2 所示，以下將說明個別限制之細節。

介於最小與最大用餐時間之間，且開始用
餐時間亦須介於最早及最晚可用餐時段中。
(3) 累積的連續駕駛時間須介於某個時間範圍
內以滿足公司營運規定。
(4) 總車上時間須介於某個時間範圍內以滿足
公司營運規定。
（二）任務優化（Duty Optimization）模式
本研究第二階段的求解，要在第一階段產生
的所有可行任務中，以最小成本為目標，尋求一

圖 2 各類營運限制示意圖

組涵蓋所有班表勤務的最佳司機員任務組合。
此 部 分 可 採 用 集 合 分 割 問 題 （ Set Partitioning

1. 位置相關限制

Problem）與集合涵蓋問題（Set Covering Problem）

(1) 相鄰兩勤務若須被連續執行，則指派同一

兩種型式建模求解。前者集合分割問題要求每個

列車車次來確保先行勤務之到達車站與接

勤務恰被涵蓋一次，可杜絕重複涵蓋勤務的產

續勤務之出發車站一致。

生，但卻易造成無解或求解時間過長的結果。後

(2) 相鄰兩勤務若無須被連續執行（先行勤務

者集合涵蓋問題，允許勤務可被任務涵蓋一次以

結束後有中斷發生），則須考慮空載旅行

上，實務上求解不會無解，且刪除重覆涵蓋的勤

時間的因素，以滿足勤務間的換班點一

務並不困難。爰此，本研究將任務優化視為一集

致。

合涵蓋問題建模，求解其最小成本的任務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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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分析

（一）情境一：單一工時班別
考量一般鐵路營運機構多以單一班別工時進

本研究以國內某軌道營運機構的特定車班之

行排班規劃，故本研究先以班別工時 8 小時作為

營運資料作為研究範圍，來測試所提出之司機員

規劃基礎。任務產生模式之輸入資料包含了 50 種

排班模式，並利用 C#與 Google OR-Tools 軟體撰

可行班別與 199 個列車勤務，其中午餐與晚餐用

寫模式與求解程序，且於 Intel Core i7-6700K 處理

餐時段分別為 10:30~14:00 與 16:30~20:00，且各

器與 32 GB RAM 記憶體以及 Windows 10 作業系

班別均須安排用餐。而任務優化模式中各可行任

統的環境下執行測試。由於該機構的司機員排班

務之成本則定為 1 單位。

為各路線獨立規劃，並以車班為基礎，因此，不

在此情境下模式於第一階段依據不同班別共

同路線的司機員指派並不會相互影響。此車班服

耗時 144 秒產生 11,903 個可行任務；於第二階段

務的路線共有 24 個營運車站，考量晨間巡軌作

則將已產生之可行任務作為輸入資料，求解出最

業，列車實際運行時間約從早晨五點至隔日凌晨

佳任務數量為 34 個，此結果說明至少需要 34 個

一點半。於司機員任務規劃上，此車班提供兩個

司機員人力才得以執行車班表上之所有列車勤

換班點，其一為非路線端點之車站，此車站之列

務。

車上行方向或下行方向皆可讓司機員進行換班作

最佳任務組合如圖 4 所示，在所有任務皆需

業，另一為鄰近之機廠，其相對位置如圖 3 所示。

安排用餐的前提下，由於午餐用餐只能安排於
10:30~14:00 之間，因此，對於班別開始時間極早

C
機廠（換班點）
車站（換班點）
車站
A

B

D

的司機員來說，例如介於 04:30~06:00 之間者，始
能安排用餐時往往已執行數小時之勤務，造成用

端末站

圖 3 車班換班點示意圖

餐時間只能受限於接近班別結束之前。圖 4 中任
務 No.1~No.6、No.14、No.16、No.21 的用餐時間

依據列車勤務營運特性與換班點位置可將營

皆安排於勤務全數執行之後，對於司機員來說用

運車班表上之列車勤務分為以下四類。藉由此四
類勤務的排列組合，即可使模式產生允許司機員
於換班點 B 之上行方向（A→D）或下行方向
（D→A）進行換班之可行任務，以滿足實務上之
需求。本研究所輸入之列車勤務共計 199 個，包
含 17 個發車勤務、17 個發車勤務與 165 個載客勤
務。
本研究以班別的工時長度作為不同情境分析
之基礎，來驗證模式的彈性。情境一所輸入之可
行班別的工時皆為 8 小時，班別開始時間的範圍
為 04:30~07:30 與 13:00~18:00，並以 10 分鐘為間
隔，共計 50 種不同可行班別；情境二所輸入之可
行班別的工時則從 6 小時增至 10 小時，雖然班別
（含重複勤務）

開始時間的範圍與情境一相同，但因工時長度的

圖 4 情境一之最佳任務組合時間分布圖

變化，所以產生 450 種不同可行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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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完便可直接簽退，無須再執行任何勤務，如此

之工作內容均採司機員用餐完直接簽退的安排，

的任務內容安排亦反映本研究所提出之模式的彈

說明在受限於用餐時段的情形下，有部分早班的

性。

任務於勤務全數執行完後才用餐是較適宜的，此
外，人工排班作業上安排司機員用餐完直接簽退

（二）情境二：多種工時班別

的任務之占比約為 12%。

本研究利用情境二進階探討電腦排班與人工
排班之優劣，任務產生模式之輸入資料包含了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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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可行班別與 199 個列車勤務，另午餐、晚餐用
餐時段與各班別用餐與否皆與研究對象相同，即
情境一所述。
由於運用不同工時的班別來規劃司機員任
務，因此，任務優化模式中各可行任務之成本應
隨著不同班別的工時長度而作調整。本研究以勞
基法規的加班給薪規範為基準，若班別工時為法
規規範的基本工時 8 小時，則成本定為 1 單位；
若班別工時為 6 小時至 8 小時之間，則對應成本
依其工時占法規規範的基本工時之比例作調整，
另若工時超過 8 小時之班別的成本計算，對於延

（含重複勤務）

長工作時間在 2 小時以內者，得按平日每小時工

圖 5 情境二之最佳任務組合時間分布圖

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作為延長工時之補償，即加班
單位小時成本以 1.33 倍來計算。例如：班別工時

四、結 論

為 6 小時者成本為 0.75 單位；班別工時為 8.5 小
時者成本為 1.08 單位；班別工時 9 小時者成本為

不同於過往文獻多以啟發式演算法求解司機

1.17 單位；班別工時 9.5 小時者成本為 1.25 單位；

員排班問題，本研究以 Han 與 Li（2014）的研究

班別工時 10 小時者成本為 1.33 單位。

為基礎，將司機員排班問題分解成可行任務產生

情境二之求解結果如下所述，其可行班別數

及任務組合最佳化（任務優化）兩個子問題，且

量高達 450 種，模式於第一階段透過限制規劃法

分別透過限制規劃法與數學規劃法對其進行模式

搜尋可行之優勢，僅耗時 31 分鐘即產生所有滿足

的構建與求解。由於限制規劃法的特性得以讓規

營運限制的可行任務；之後再於第二階段將已產

劃人員有效率地根據問題需求調整限制，因此，

生的 85,422 個可行任務作為輸入資料，求出最佳

面對不同的營運單位僅需依照其排班規則調整任

任務數量為 32 個，相較於人工排班作業可減少一

務產生模式之參數，即可產生滿足實務需求的所

個任務數，此結果呈現本研究研擬之模式可產生

有任務，反映了本研究所構建的模式之適用性。
鐵路營運業者均會期望能有一套自動化的司

效率更高的任務集合，有益於營運機構於排班規

機員排班輔助決策工具來協助排班規劃。輔助決

劃作業時降低人力成本。

策工具若採用半自動（即電腦產製後再手動微調）

最佳任務組合如圖 5 所示，在 32 個司機員的

亦能大幅提昇作業效率；即使再退一步，排班專

任務當中，任務 No.1~No.5、No.9、No.11、No.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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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員基於習慣或其他理由採手動排班，在執行

劃人員而言，不僅可以在規劃期間內測試多種方

決策之前亦需要透過決策工具瞭解相關績效表

案，如調整班別的時間間隔，尋找最合適且較佳

現。無論在上述何種情境，本研究均有市場。

的任務組合做為參考，也彌補專業排班人員訓練

在求解效率方面，從可行任務的產生到最佳

與排班經驗傳承之不易。

任務的組合，均能於一小時內求解完成。對於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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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出租予葡萄牙
保 羅
隨著歐亞新航路的拓展，歐洲若干海權國家

浪人滋擾，且有與葡軍勾結的情事，甚至有葡軍

如荷蘭、西班牙與葡萄牙等均紛紛開始其殖民地

招募日本亡命之徒，興起了蓄養倭寇的風氣。同

的擴張，東方的大國中國逐漸成為他們的目標。

時，歐洲的西班牙、荷蘭與英國等國也有殖民組

明正德 16 年（1521），明朝水師的廣東海道副師

織的團體來華活動，當時的兩廣總督張鳴岡乃上

汪鑑將盤踞在廣東屯門島的葡萄牙人殲滅，僅有

書朝廷說「粵之有澳夷，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

少數倖免者逃回馬六甲。次年，葡王派遣遠征軍

倭賊，猶虎之傳翼也。」明廷經過認真研究討論，

300 餘人分乘五艘巨艦前來報復，在新會西草灣與

決定「驅倭留夷」，將澳門正式租給葡萄牙，但

明軍遭遇，當時明軍雖然毫無準備，但仍獲大勝。

葡萄牙必須全面驅逐日本人，由海道副使俞安性

葡軍乃轉而北上進犯福建浙江均未得逞。嘉靖 27

負責監督執行，中葡並刻碑立誓，第一條就是「禁

年（1548）葡軍捲土重來，大規模進犯福建漳州，

止蓄養倭奴」。明廷同時採取了「以夷制夷」的

結果又被海道副使柯喬擊潰。葡萄牙人乃改弦易

策略，加深西方殖民國家的矛盾，對來華的商船

張，向明朝輸誠，願協助明朝打擊海盜以換取居

徵收雙重標準的關稅，葡萄牙籍的商船僅收其他

留權，達到其進行貿易的目的。

國籍商船的三分之一。中葡之間形成了一種公開

明朝末期，東南沿海的海盜十分猖獗，地方

的「條約關係」，萬曆 29 年（1601）荷蘭與葡萄

政府十分無奈，無力也不願冒風險付出太大的代

牙為澳門權益發生爭執，引起武力行動，葡方立

價對海盜施以有力的打擊，而中央政府則因海岸

刻向明廷求援，廣東立即派遣水師增援，最後雖

線太長，鞭長莫及，在數度與葡軍對敵之後，有

然未曾加入戰爭，但是已確實展現了雙方的「同

感於葡人勇敢執著，經過審慎思考，雙方很快就

盟關係」。不過明廷天啟年間因不滿荷蘭侵佔臺

達成秘密的合作協議－共同打擊海盜。當時在浙

灣、澎湖，不惜動用武力，擊潰荷軍於廈門，逐

江雙嶼有海盜林剪集團盤踞，中葡雙方乃組成聯

出澎湖。
明廷的這一種海疆維穩政策，以較小的代

軍進剿，徹底予以消滅。明政府於嘉靖 32 年（1553）
同意將澳門租給葡萄牙，希望葡萄牙成為其維護

價，既打擊海盜的囂張氣焰，又防止西方各國聯

南海海疆穩定的重要依靠力量。嘉靖 43 年（1564）

合侵犯中國，為海疆保持了相當長期的穩定。

粵東發生土著民兵與海盜集團聯合之拓林兵變，

葡萄牙在澳門多次興建防禦性的城堡，曾遭

總兵俞大猷立即通知駐澳門葡軍，葡軍立即出兵

明廷多次強行拆毀，但是在 1632 年，葡軍以防禦

聯合明兵將叛軍敕平，兩廣總督吳桂芳向葡軍頒

荷蘭人入侵為由，復建了城牆及砲台，明廷未即

發獎狀。萬曆年間，兩廣總督劉堯誨也與葡軍合

採取行動，當時明廷雖已瞭解葡軍難以趕走，但

擊海盜林道乾。明朝末期，東南沿海有大批日本

是領土主權未失，葡方每年繳租，維持當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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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雙方都有利。於是澳門就成為明朝對外的窗

其原有地位，繼續擔任清朝的對外窗口。

口，所有到廣州的外國商船，均需先停泊澳門，

澳門建城後 200 年，香港還是一個小漁村，

辦理入境手續。

不料鴉片戰爭改變了整個情勢，1842 年中英簽訂

清朝推翻明朝後，清政府對澳門地位進行評

南京條約割讓香港，1845 年，葡萄牙也乘機宣布

估，認為如欲強行收回澳門，勢將面對葡萄牙強

澳門為其殖民地，不再受中國的管轄。

烈的反應，難以對抗葡國強大的火砲，不如維持

工
程
窗
外

應用程式

公開發售

結合 ETABS 之位移法耐震性能設計及評析程式
售價：新臺幣 9,190 元/套(含報告)
訂購電話 ：(02) 8791-9198 轉 467 陳小姐
傳
真 ：(02) 8791-2198
E-MAIL ：louise@sinotec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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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經累積多年之研發成果，已出版下列各項工程類別之銷售叢書，其內容精闢
專業，深具參考價值。若有需要，歡迎申購。
聯絡電話 ：
（02）8791-9198 轉 467
E-MAIL ：louise@sinotech.org.tw
網
址 ：http://www.sinotec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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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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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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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地
工
程
類

序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書

名

台灣南部區域枯旱特性
河川水理輸砂模式 SEC-HY11
台灣地區地面水及地下水調查與運用
混凝土壩非線性分析商業化程式發展（一）
攔河堰二維水理分析軟體 SEC-HY20
敲擊彈性波技術應用在巨積混凝土結構物裂縫之檢測
近岸地形變化之數值模式
敲擊回音儀器改善開發及在混凝土波速與裂縫檢測上之應用
巨積混凝土非破壞品質檢測技術之研發
橋基側向侵蝕防治技術與設計指引（彩色版）
水平二維動床模式之應用
多座水庫系統聯合運轉模式（四）多目標水庫串聯系統與攔河堰聯合運轉
混凝土壩應力分析之工程應用模式建立（一）
即時逕流與河川演算人機介面模式
敲擊回音儀器改善開發及其在巨積混凝土裂縫與隧道襯砌厚度檢測上之應用
區域水資源系統即時操作模式之建立
混凝土壩非線性分析商業化程式發展（二）
混凝土壩非線性分析商業化程式發展（三）
河川水理、輸砂及污染質傳輸模式 SEC-HY11
混凝土非破壞檢測儀（Sino-NDT-IE）之改良
含自由液面之三維不可壓縮黏性流數值模式發展與應用
類神經網路於河川洪水預報系統
蝶閥啟閉過程中閥體受力之數值模擬
橋梁水理資訊系統
蓄水庫風險管理（二）風險辨識與風險控制及壩安全導則研訂
水平二維動床模式之研發及應用（二）岸壁沖刷
都市水岸縫合與環境改善研究－以美崙溪為例
宜蘭東澳地區海洋深層水多目標園區可行性研究
集集南岸三小水力發電計畫可行性研究
堆石壩靜態與動態行為研究（二）軟岩材料含量對工程性質之影響
大地工程流形數值分析方法之發展（一）流形方法之引進與大地工程上之應用
隧道設計整合系統之發展（一）隧道支撐設計
隧道水文地質調查準則（含解說）
基樁完整性檢測技術發展與應用
多功能壓密沉陷數值程式之開發、模擬與驗證﹝二﹞施工模擬與尺寸效應
軟弱土層特性與深開挖行為﹝三﹞深開挖施工訊息化系統
岩盤隧道施工資料自動化處理系統
鬆軟地盤改良作業之評估、設計與檢驗方法
Seismic Resistance Design of Earth Structures and Deep Foundation-（1）Dynamic Effective
隧道施工專家系統
節理岩體力學特性研究（二）實際工程岩體力學參數之評估與應用
大地工程流形數值分析方法之發展（二）節理岩體斷裂破壞程式發展
地震時潛盾隧道與既有建築物之互制分析
樁基礎分析及設計程式發展
粉土細砂現地觸探結果設計參數之 CPT 標度
隧道交叉段力學行為與支稱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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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R-HY-01-01
R-HY-01-02
R-HY-01-03
R-HY-01-04
R-HY-01-05
R-HY-01-06
R-HY-01-07
R-HY-02-02
R-HY-02-03
R-HY-02-04
R-HY-02-05
R-HY-02-06
R-HY-03-01
R-HY-03-02
R-HY-03-04
R-HY-04-02
R-HY-04-03
R-HY-04-04
R-HY-05-01
R-HY-05-04
R-HY-05-05
R-HY-07-02
R-HY-07-03
R-HY-09-01
R-HY-09-02
R-HY-10-01
R-HY-13-01
R-HY-14-01
R-HY-16-01
R-GT-01-01
R-GT-01-02
R-GT-01-03
R-GT-01-04
R-GT-02-01
R-GT-02-02
R-GT-02-03
R-GT-02-04
R-GT-03-01
R-GT-03-02
R-GT-04-01
R-GT-04-02
R-GT-04-03
R-GT-04-04
R-GT-05-01
R-GT-05-02
R-GT-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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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書
名
地理資訊系統於大地工程之應用（一）地質資料輸入、地質模型建立與地工分析模式發展
新興感測科技於環片計測之應用（一）
強震資料庫建置與維護及使用者平台開發（一）
預力混疑土既有應力非破壞檢測技術開發
柔性加勁擋土牆之設計參數與數值分析方法
台灣地區地震危害度分析程式發展與強地動衰減模式建立
強震資料庫建置與維護及使用者平台開發（二）台灣地區隱沒帶強震資料建立
暨有混凝土橋梁內部損傷監測資料無線傳輸技術開發及應用測試（二）無線音射資料感測模組研製
落石問題分析技術
隧道施工專家系統整合應用與改進
集水區土砂災害分析
遙測技術於土木水利工程上之應用（一）－台灣中部地區土石災害潛勢研究
景美礫石層降水工法於大台北都會區深開挖工程之應用
隧道前方地質弱帶探查技術
高岩覆對隧道設計與施工影響研究－完整岩盤隧道影響探討
隧道開炸振動環境影響評估與技術準則之研訂
台灣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與評估技術之建立
隧道施工資料管理系統（二）－應用與改進
地下水補注敏感區判釋與評估技術之建立
流體注儲行為之力學機制研究與工程應用
高岩覆對隧道設計與施工影響研究（二）脆性破壞特性評估與因應對策
加速型溶劑萃取法萃取底泥樣品中有機錫
土壤樣品中 Cu、Cd、Hg 和 Pb 的直接分析-利用 USS-ETV-ICP-MS 法
粉狀活性碳在降低消毒副產物生成之應用
界面活性劑液相層析質譜分析方法
自來水水質生物穩定性評估方法
應用固相微萃取法偵測水中微量亞拉生長素
消毒系統在工業區廢水處理之應用
國內污水下水道管材使用現況與發展趨勢
去除染整廢水中色度及殘餘 COD 高級處理技術
石化業製程廢水及污泥處理技術
以 Fenton 法處理柴油污染之土壤
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提昇生物處理技術
下水道污泥之硒直接分析
粉狀活性碳對自來水中土臭味物質之控制應用
自來水處理之薄膜積垢物去除技術
空氣污染排放總量及背景空氣品質預測
利用陰離子界面活性劑移除土壤中重金屬
利用不要的米（Unwanted Rice）製造活性碳之技術研發
周界空氣中揮發性有機物分析 TO-14A 樣品製備及質譜鑑定分析
水中鹵化乙酸（HAA）之鑑定
幾丁聚醣擔體固定化細胞技術處理水中 VOCs
不明廢棄物棄置（掩埋）調查採樣計畫及污染判定標準程序訂定
以 HPLC/Fluo 分析環境空氣中真菌含量
空氣污染控制策略及成本效益分析
彰濱金屬區電鍍廢水高級處理與資源化技術
地下水 MTBE/BTEX 油品污染之物理處理技術
固定化微生物擔體於反應式阻牆技術之應用
以化學氧氣法處理受有機物污染之土壤
自來水供水系統微量臭味物質鑑定技術
塑膠管長期管剛性評估機制（一）
污染場址水文地質調查技術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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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T-05-04
R-GT-06-01
R-GT-06-02
R-GT-07-01
R-GT-07-02
R-GT-09-01
R-GT-09-03
R-GT-10-01
R-GT-10-02
R-GT-10-03
R-GT-10-05
R-GT-10-06
R-GT-10-07
R-GT-12-01
R-GT-12-02
R-GT-12-06
R-GT-13-01
R-GT-13-02
R-GT-15-02
R-GT-16-01
R-GT-17-01
R-EV-01-01
R-EV-01-02
R-EV-01-03
R-EV-01-04
R-EV-01-05
R-EV-01-06
R-EV-01-07
R-EV-02-01
R-EV-02-02
R-EV-02-03
R-EV-02-04
R-EV-02-05
R-EV-02-06
R-EV-03-01
R-EV-03-02
R-EV-03-03
R-EV-03-04
R-EV-03-05
R-EV-03-06
R-EV-03-07
R-EV-04-01
R-EV-04-02
R-EV-04-03
R-EV-04-04
R-EV-04-05
R-EV-04-06
R-EV-04-07
R-EV-04-08
R-EV-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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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書
名
高錳酸鉀氧化技術於地下水污染整治之應用
薄膜海水淡化廠出水水質穩定化控制技術
含高濃度 BTEX 尾氣之處理技術評估
生物反應式透水阻牆整治工法應用研究－材質開發與模場驗證
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再生利用
三合系統於場址評估之應用與方法建立
塑膠管長期管剛性評估機制（二）
Bio-MF 應用於都市污水處理之探討研究
交通噪音振動改善措施研究
生物性緩釋材之開發與應用
MBR 薄膜系統原型機開發與應用
廢水處理廠生物即時監測系統
現地氧化試劑配方之快速評估程序開發
以截流式微過濾膜回收淨水場快濾池反沖洗水並產生污泥餅之研究
不同化學氧化法搭配生物復育技術降解土壤中 BTEX 污染物
生質物之造粒、裂解與氣化
中空絲超過濾膜膠體性阻塞趨勢與系統效能之評估
以末端過濾操作微過濾薄膜分離富含油脂之藻類
以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建立水中全氟化物及抗生素之分析方法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政策工具應用於能源技術服務之法規機制可行性評估
以雙槽式薄膜反應器（Dual MBR）進行小球藻培養及濃縮之研究
碳抵換合作模式分析研究
人工濕地作為低碳污水處理單元之生命週期研究－以高雄洲仔濕地為個案探討
添加生物炭對土壤污染之影響研究－針對重金屬污染土壤與酸洗後土壤改良之評估
高壓阻尼器之研發
封閉式液流阻尼器結構減震之模型試驗
加長型單肋板補強梁柱接頭耐震行為與設計
鋼筋混凝土耐震結構性能設計法（二）直接位移法及其結構實驗
鐵路橋梁耐震設計可靠度分析（三）RC 連續橋梁地震反應分析
雙鋼管充填混凝土中空橋柱耐震行為（一）― 軸力與彎矩
斜張橋空氣動力穩定性之風洞實驗與數值分析
遲滯型消能器減震技術改良與應用加勁阻尼系統之結構耐震性能設計方法
預鑄混凝土橋墩之耐震行為（三）綜合應力行為
鋼骨箱型柱梁柱接頭耐震行為（一）鋼骨箱型柱肋板補強梁柱接頭耐震行為
地震工程性能設計法之應用（一）單自由度橋柱及建築物之耐震性能評析與設計
鋼筋混凝土耐震結構性能設計（三）消能隔減震系統之位移設計法
液流阻尼器全尺寸結構防振功能之振動台測試
雙鋼管充填混凝土中空橋柱耐震行為（三）中空雙鋼管混凝土柱與基礎接合耐震行為
斜張橋空氣動力穩定性之風動實驗與數值分析（二）
高韌性鋼橋柱耐震行為（一）－先期試驗
流場引致結構物振動之分析技術現況評析
垂提式閘門振動分析及評估指南
鋼骨箱型柱梁柱接頭耐震行為（二）箱型柱與鋼梁偏心接合耐震行為
載荷 100 噸級液流阻尼器特性試驗及技術推廣之預備工作
加消能裝置鋼構架位移設計法之試驗
建築結構之多振態性能評析與設計方法應用（一）考慮多振態之位移導向耐震評估與設計
特殊形狀建築物承受風壓分析－Phoenics 軟體應用手冊
雙間隙液流阻尼器
工程保險巨災風險評估模型開發
不規則建築物耐震性能導向設計與評析
建築物環控分析 Flair 軟體應用指引
橋梁監測及緊急調查回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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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06-01
R-EV-06-02
E-EV-06-01
R-EV-06-03
R-EV-07-01
R-EV-07-02
R-EV-07-04
R-EV-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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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水庫資訊系統（二）
電腦繪圖支援系統（一）-Visual Fortran 繪圖程式庫
地理資訊系統的發展及在營建工程上的應用與研發
向量式地理資料在 Internet-Intranet 之應用
台灣地區水庫資訊系統：水庫安全評估子系統（一）
PDA 圖型編繪核心及無線通訊、GPS 整合
Development of Neural Networks for Seismic Safety Evaluation of Prestressed Concrete Bridges
PDA 與無線通訊、GPS 整合之應用－現場調查
知識管理系統（一）電子圖書館
PDA 圖形編繪核心與 Web GIS 整合
台灣地區大眾捷運安全管理系統（I）
：緊急應變及視訊監控子系統
台灣地區水庫資訊系統：水庫安全評估子系統（二）
射頻識別應用在設施與設備安全管理之研究
台灣地區大眾捷運安全管理系統之建立（二）－設施巡檢、監測預警與基於風險之決策支援子系統
工程契約模式（一）EPC 統包與簡易型工程契約 EPC 統包與簡易型工程契約中興樣本
公共工程施工管理與作業要點第一篇工務管理與作業標準（全兩冊）
契約管理常見問題及其解決預防之道
契約管理作業概要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作業指南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查核常見錯誤態樣及改善對策
工程專業管理人員處理及預防工程爭議之研究
工程規劃設計階段之安衛風險管理研究
工程契約管理與爭議處理案例研析
公營事業閒置土地資產活化開發模式研究－以台鐵局及都更再開發案為例
於地熱環境下澆置的鋼筋混凝土強度與耐久性
自充填混凝土施丄監造技術指引
混凝土問題診斷與處理對策
新舊混凝土黏結介面品質之非破壞檢測評估
卜作嵐混凝土使用手冊
自充填混凝土最佳化配比與水合特性之整合
混凝土結構物修補技術指引
混凝土工程監造技術指引
高流動化混凝土材料配比及施工規範探討
開發應力波檢測技術以推估混凝土之早齡期強度
高飛灰摻量混凝土於中興社研發大樓新建工程之應用
台北與東部運輸走廊交通預測模式建立
台灣高鐵營收管理模式研發（一）
鐵路車站轉乘設施設計準則
遙測技術於土木水利工程上之應用（二）－土砂災害資料倉儲系統建置及莫拉克災區案例分析
坡地災害風險管理及其應用（一）莫拉克颱風災區坡地災害研究
因應地質法與極端氣候研擬坡地防災調適策略－以坡地住宅及土地利用為例
應用雷達影像評估坡地災害
軌道運輸系統營運模式現狀評估
半導體廠製程排氣設計方法（二）
捷運地下車站火災時人員安全避難容許時間之探討與分析模式
3C 最佳化風管設計方法
發電系統穩定度
寬頻接取技術現況與趨勢
長隧道通風研究（一）列車隧道空氣動力模擬程式研發
長隧道通風研究（二）隧道空氣動力模擬程式視窗展示前後處理軟體研發
建築節能之被動冷卻系統分析法－FDS5 軟體應用指引
台灣地區巨積混凝土配比與熱學特性之研究

104

編
號
R-CS-01-01
R-CS-01-02
R-CS-01-03
R-CS-01-04
R-CS-02-01
R-CS-03-01
R-CS-03-02
R-CS-04-01
R-CS-04-02
R-CS-06-01
R-CS-08-01
R-CS-08-02
R-CS-12-01
R-CS-12-03
R-CM-02-02
E-CM-03-03
E-CM-03-05
E-CM-04-01
E-CM-05-01
E-CM-06-01
R-CM-07-01
R-CM-09-01
E-CM-10-01
R-CM-14-01
R-MT-06-01
E-MT-06-01
E-MT-07-01
R-MT-07-02
E-MT-07-03
R-MT-08-01
E-MT-09-01
E-MT-09-02
R-MT-10-01
R-MT-12-01
R-MT-13-01
R-TR-07-01
R-TR-08-01
R-TR-11-03
R-DP-13-01
R-DP-13-02
R-DP-14-01
R-DP-16-01
R-MS-01-01
R-MS-01-02
R-MS-01-03
R-MS-02-01
R-MS-02-03
R-MS-02-04
R-MS-08-01
R-MS-09-01
E-MS-12-01
R-MS-20-01

SI
NOTECH

*國道3號西湖大甲段
溝通兩地的交通，聯繫著家人的情感，促發著經濟的繁盛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以全方位的服務，串起臺灣交通建設網絡
在縱橫阡陌的路網與城鄉之中，構築出臺灣的發展動脈
也為每個角落延伸無限出廣闊願景

公路建設工程
水利、大地、電力、結構、建築、軌道、交通、系統
機械、環境、海岸及港灣、都市設計、工業城鄉開發
園區規劃等之規劃、設計與施工監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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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淡海輕軌

縱橫四界的願景擘劃者
第一期路網含綠山線及藍海線
綠山線與台北捷運紅樹林站銜接，經淡金路至淡海新市鎮
沿線設置11座車站，已於2018年12月通車營運
藍海線串聯淡海新市鎮及漁人碼頭，設有3座車站
淡海輕軌，乘載著都市發展及提昇觀光品質之軌道建設任務

軌道建設工程
水利、大地、電力、結構、建築、軌道、交通、系統
機械、環境、海岸及港灣、都市設計、工業城鄉開發
園區規劃等之規劃、設計與施工監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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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桃電廠
機械為人類帶來新的力量，為文明寫下新的註解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瞭解機械、整合機械、善用機械
從設計到施工，讓冷硬的設備散發出熱力的服務
啟動每項託付的關鍵功能，讓生活因機械工程而更美好！

機械工程團隊
水利、大地、電力、結構、建築、軌道、交通、系統
機械、環境、海岸及港灣、都市設計、工業城鄉開發
園區規劃等之規劃、設計與施工監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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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力發電業務

承風展翼 .綠色家園
綠色新能源“風能”可提供乾淨新能源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是全方位的工程技術單位
具有高專業技術，將持續推動綠色新能源之發展
並為人們打造節能減碳及永續發展環境持續前進

電力開發工程
水利、大地、電力、結構、建築、軌道、交通、系統
機械、環境、海岸及港灣、都市設計、工業城鄉開發
園區規劃等之規劃、設計與施工監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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