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屆海峽兩岸隧道與地下工程學術與技術研討會      2012 年 11 月 1-2 日 台灣溪頭 

作者簡介：吳國華：男，碩士，時任主任工程司，主要從事公共工程土建結構施工督導工作，E-Mail: 
khwu@mr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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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桃園機場捷運潛盾隧道穿越滑行道及塔台下方高敏感區段，施工時不得影響機場正常

運作及飛航安全，本工程於設計及施工階段導入風險管理與嚴謹的施工風險管控機制，其中

自動化監測系統之建置及評估為風險管控重要策略之一。本文主要說明監測系統應用在潛盾

通過塔台及滑行道下方施工風險管控，藉由監測所得數值成果進行分析探討，並提供施工單

位適時修正施工作業，以確保施工品質及機場設施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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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Monitoring Data during 

Construction Risk Management of Shield 

Tunnel for TIAA MRT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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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ss Rapid Transit Engineering Office, Bureau of High Speed Rail，Taipei 

Abstract The shield tunnels of TIAA MRT Project go through an extremely sensitive 

underground area of the airport control tower and taxiway. Due to the importance of 

ensuring aviation security and normal airport operation during the constructuon period, a 

rigorous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plan w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An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 is one element of risk control strategies. This paper presents how the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 can be applied to the construction risk control. The purpose 

of this system is to assu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airport utilities safety by analyzing 

and verifying measuring data throughout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also provide the 

work team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for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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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桃園機場捷運聯外系統，工程規模大、

界面複雜，施工困難度高。其中通過機場路

段以潛盾鑽掘方式施作，而以穿越既有滑行

道及塔台管制區下方高敏感路段，具潛在施

工高風險，且因潛盾掘進路徑之地層屬桃園

台地卵礫石層，可能產生環片與開挖面間背

填灌漿量不足或出土管理不良等，造成地表

沉陷或坍塌。為確保施工期間機場的正常營

運及結構安全，除要求良好的施工管理外，

更需有效管控施工風險及建構完善的監測系

統，以對施工嚴密監測，即時管控施工區域

於施工期間整個大地環境之變化情形，以避

免或減少工程施工因不易掌控之因素或不可

預期之風險所造成事故的發生。 

有鑑於此，本文以潛盾隧道穿越機場滑

行道、塔台管制區下方高敏感路段潛盾施工

高風險管控為例，研析機場捷運施工高風險

管控之實際應用及成效，並藉由高敏感路段

潛盾隧道施工通過桃園台地卵礫石層所得到

的大地監測資料，探討說明潛盾機在卵礫石

層鑽掘過程地層的變化情形，達到自動監測

資訊與高風險有效管控結合之目標。 

2 機場捷運之風險管理 

2.1 機場捷運－機場路段工程概述 

機場捷運路線全長約51.03 公里（含高

架段約40.11公里，地下段約10.92公里），

共設22座車站，15座高架車站及7座地下車

站，並設置青埔與蘆竹兩處維修機廠。本路

線將以地下工程方式延伸2.04公里至中壢火

車站，並設置兩座地下車站。 

機場捷運地下段工程，主要集中在桃園

機場路段，本路段工程採潛盾隧道及明挖覆

蓋方式興建，北起南崁溪東側，穿越南崁溪

後進入機場下方，通過東、西滑行道

(EC/WC)、塔台、第一、二航廈等，南迄埔

心溪西側，全長約5.5公里，設置4座地下車

站、5處明挖覆蓋結構及10座潛盾隧道(上、

下行各5座)，潛盾隧道長約3.6公里(雙向共約

7.2公里)。其中東滑行道位於機場第一航廈

站(A12)與華航緊急出口之間，長度為48m；

西滑行道位於機場第三航廈站（A14)與機場

第二航廈站(A13)之間，長度為47m；塔台位

於機場第二航廈站(A13)北側（如圖1）。 

機場捷運路段位屬桃園台地，主要為桃

園層分布及部分中壢層與大南灣層，A12至

A14a站及前後隧道路段，地表為0.3~1.0公

尺厚之紅土層，其下為黃棕色礫石組成之桃

園層、中壢層等，厚度約10~40公尺之間，

地下水位大略於地表下3~10m左右。礫石層

內之礫石含量約在52%~59%，部分地區可達

80%~88%，現地直剪試驗結果，本區紅土礫

石的尖峰剪力強度C≒4t/m2，φ≒39.5°。土

壤分類為GP、GM或GC，滲透係數約在1.8×

10-5~4.5×10-3 cm/s間，屬中等透水性地層。

大南灣層屬未固結的粉質砂岩，膠結差，遇

水軟化，單壓強度小於20 kg/cm2，在施工時

極易鑽掘，但不易被錘擊貫入。依據既有地

質調查成果資料製作簡化地層參數表，詳表1

及地質剖面圖（如圖2）。 

 

  圖 1  桃園機場潛盾隧道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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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地質剖面圖 

表1  簡化地層參數表 

地質分類 
SPT

-N 
C(t/m

2
) φ° E(t/m

2
) K(cm/s) 

砂質黏土層 8 3.9 23.6 3780 5.7×10
-4 

粉土質砂層 11 0 34 2640 2.0×10
-4

 

卵礫石層 50 2.4 30.4 15000 4.98×10
-3

 

岩層 50 1.1 33.4 12500 7.50×10
-5

 

2.2 風險管理之應用 

機場捷運為降低風險發生，將風險管理

納入施工管理體系，規劃初期即制定風險管

理策略及整體程序，應用於設計、施工階段，

並擬定「施工期間高風險工作項目管控作業

程序書」，明定各單位權責分工，並供相關

單位面對不預期事件發生時如何採取適當的

行為予以因應。本節就風險管理程序及施工

高風險管控流程扼要說明，並以潛盾隧道穿

越滑行道及塔台為例，說明施工高風險管控

機制之執行及應用。 

2.2.1 風險管理程序 

風險管理係一有系統地確認、分析和回

應計畫風險之過程，不僅要對預期可能發生

的事件，於事前研擬對策予以因應，使其降

低或消除可能之衝擊程度及發生機率。本工

程風險管理程序包括：風險確認、風險評估、

風險回應及風險監控（如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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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風險管理程序 

 2.2.2 高風險管控流程 

針對高風險工作項目，依據前述程序書

執行風險管控相關作業，高風險工作項目之

風險管控作業，原則上區分為施工前、施工

中及施工後等三階段，施工高風險管控流程

（如圖4）。執行「施工期間高風險工作項目

管控機制」各階段辦理事項至少應包括下列

各項：(1)施工前－施工高風險工作項目評估

及確認、進場施工前準備工作之確認；(2)施

工中－風險再評估及抽查、稽查作業，並透

過風險管理會議檢討追蹤各項風險工項之執

行狀況；(3)施工後－解除風險管制作業，並

透過施工風險管理資訊平台完整建構施工風

險資料庫，提供動態管控資訊，以做為決策

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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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高風險管控機制流程示意圖 

2.2.3 穿越滑行道及塔台之風險管控 

塔台為機場控制中樞，滑行道為重要設

施，施工時不得閃失，潛盾隧道穿越前述高

敏感路段，經施工前風險評估結果如表2。施

工團隊於施工過程中，持續進行風險再評估

及落實相關之預防減輕及對策。透過高風險

管控機制及自動化監測系統與施工安全防護

措施等三者整體運作發揮最大效果，確保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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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間機場的正常營運及結構安全。本節就

穿越滑行道及塔台保護措施做概要說明，自

動化監測系統於風險管控之應用及檢討另於

第3節探討。 

潛盾機穿越東、西滑行道及塔台保護措

施，於設計階段建物保護原已考量潛盾機盾

尾進行加強背填灌漿及二次灌漿，經施工階

段之風險再評估，並由每月召開之風險管理

會議決議，增加施作潛盾機盾身機上灌漿，

並以微型樁加強塔台防護，綜整保護措施相

關內容如表 3。 

1. 加強背填灌漿及二次灌漿 

經東、西滑行道及塔台潛盾施工之背填

注入率由正常背填之150%分別提高至200%

及300%，以減少土壤漏失率，並降低潛盾上

方或附近建物之變位量。另從內環片上預留

之灌漿孔施作二次灌漿進行保護灌注範圍為

隧道上方120°，距環片外緣0.5~3m。 

2. 機上灌漿 

當潛盾機於盾尾進行背填灌漿或二次灌

漿時，其預期沉陷量大部分皆已發生，為進

一步再更有效減少沉陷量，於潛盾機盾殼內

全程施作機上灌漿（如圖5）。 

3. 微型樁加強塔台防護 

由於潛盾施工穿越塔台時，其沉陷範圍

之影響線已非常接近塔台之基礎邊緣，前述 

各種灌漿方式若施工管理上稍有失誤，塔台

之結構安全極有可能構成潛在威脅，故於施

工階段之風險再評估及風險管理會議時，決

定於塔台與潛盾隧道通過位置間打設微型

樁，施作範圍約43m長、深度9.5m或10.5m、

直徑15cm，以截斷潛盾隧道施工沉陷影響

線，確保塔台不超過容許值之變位如圖6。 

 
圖5 機上灌漿、背填灌漿、二次灌漿 

  

表 2  潛盾施工高風險工作項目之風險等級、預防及減輕對策 

高風險工作項目 風 險 描 述 風險等級 風險預防及減輕對策 

潛盾隧道穿越機場
東、西滑行道及塔台
下方 

潛盾隧道可能因掘
進間的背填灌漿量
不足、出土管理不
良及產生之振動，
使得滑行道下陷與
塔台傾斜及地面沉
陷，影響機場營
運。 

R2 

1.佈設自動化監測系統。 
2.建立出初始值觀測。 
3.施工中定期觀測及潛盾通過前後時增加
觀測頻率。 

4.提高潛盾掘進管理項目之管理值。 
5.施工時加強滑行道面沉陷監測。 
6.施作滑行道及塔台保護措施 
7.建立緊急應變處理機制。 

表3  滑行道及塔台保護措施綜整表 
項  目 西滑行道(WC) 塔台 東滑行道(EC) 

覆 土 10.4ｍ 9.8ｍ 14.4ｍ 

敏感點距離 47ｍ×2 71m×2 48m×2 

施工期程 

上行線－9號潛盾機 

2009年5月18日～6月20日 

下行線－10號潛盾機 

2009年8月5日～8月31日 

上行線－5號潛盾機 

2009年12月15日～12月25日 

下行線－6號潛盾機 

2010年1月13日～1月23日 

上行線－3號潛盾機 

2009年5月15日～6月5日 

下行線－4號潛盾機 

2009年6月29日～7月20日 

防護對策 

（原設計） 

加強背填 

二次灌漿 

加強背填 

二次灌漿 

加強背填 

二次灌漿 

加強防護 

（施工) 

【沈陷防止】 

機上灌漿 

【沈陷防止】 

機上灌漿 

微型樁工法 

【沈陷防止】 

機上灌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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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塔台微型樁施作斷面示意圖 

3 監測系統於風險管控之應用及檢討 

監測系統為高風險管控及緊急通報系統

之一環，機場捷運潛盾隧道穿越東、西滑行

道及塔台高敏感區段，施工期間不得影響飛

航安全，因此決定配置自動化監測系統，藉

由自動化監測系統量測結果反映，做為施工

安全高風險管控重要依據及啟動緊急通報系

統之參考。 

3.1 潛盾隧道之監測系統規劃 

潛盾隧道使用之監測儀器種類，以監測

潛盾施工引致的地表沉陷及隧道內淨空變位

為主。其監測儀器配置原則，於地表沉陷之

部分為沿隧道中心及其兩側佈設地表沉陷

點，並在隧道中心上方安排多桿式伸縮儀，

以監測地層垂直向變形；另在隧道外側佈設

水壓計與土中傾度管，以監測水位變化與土

壤側向變形；隧道內淨空變位則以環片上設

置的收斂計進行監測。 

本工程潛盾隧道穿越機場東、西滑行道

及塔台等重要設施，因此於該兩處採用全程

即時自動化監測系統並輔以人工量測地表變

位，以維護機場飛航安全。自動化監測儀器

及監測內容，詳表4。 

3.1.1 東、西滑行道監測儀器配置 

分別於東、西滑行道兩側配置D型監測

儀器斷面(圖7)各1處，監測儀器配置共計4處 

(圖8)。每處監測斷面均設置有： 

(1)電子式水壓計：裝設於地盤內垂直孔中

之量測元件，量測特定深度或土層處之

孔隙水壓。 

(2)土中傾度管：設於土壤中之垂直鑽孔

內，以監測各深度土層之水平位移量，

孔位安裝於斷面最外側，對稱於斷面中

心左右分佈。 

(3)多點式桿式伸縮儀：裝設於鑽孔中，於

所需高程處將錨頭予以灌漿錨定，利用

錨定裝置與孔口參考之相對位移，量測

監測點於潛盾機鑽掘期間之垂直移動情

形。孔位安裝於斷面中心左右對稱，上

下行隧道正上方各安裝 1 孔位，其餘孔

位則設置於斷面中心與左右最外緣。 

(4)電子式桿式變位計：設置電子式桿式變

位計於地表面，並多支相互連結，測線

走向係隧道行經方向之法線，以斷面中

心左右對稱分佈，佈設於斷面最外側，

用以監測地表連續性之垂直變形。 

表 4 自動化監測儀器及監測內容 
地層變位 隧道內空 塔台區建物變位 地下水 

地表沉陷 地層沉陷 地層側移 變位 建物沉陷 建物傾斜 狀況 

地表型沉陷觀測點(SM) 
電子式多點
式桿式伸縮
儀(EXM) 

電子式土
中傾度管

(SIS) 

周弦式收斂
計(BCS) 

連通管式沉
陷計(DSM) 

電子式傾
斜計(TI) 

水位觀測井 
(OW) 

淺層沉陷觀測點(SSI)   
環片內混凝
土應變計

(SG) 

稜鏡觀測沉
陷點(SB) 

 
電子式水壓計

(ELP) 

滑行道面型沉陷觀測點
(SB) 

   
自動化全測
站儀(TS) 

  

電子式桿式變位計
(EBS) 

   
公共管線型
沉陷觀測點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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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MC-D 監測系統配置斷面 

 

圖 8 東滑行道監測系統配置 

3.1.2 塔台區監測儀器配置 

穿越塔台管制區下方之潛盾隧道，配置

有C型監測儀器斷面(圖9)共3處，其監測儀器

與塔台相對位置及平面配置(圖10)，每處監

測斷面均設有：  

(1)連通管式沉陷計：設置於塔台、近場台、

電力中心。 

(2)全測站 3D 測沉系統：配合稜鏡之裝設，

以自動化全測站儀進行塔台管制區內建

物觀測。  

(3)佈設電子式儀器：包括土中傾度管、水

壓計、多點式桿式伸縮儀、傾斜計等。 

(4)周旋式收斂計：在環片已組立完成之

上、下行隧道中，投影對應於 MC-C 型

3 個斷面位置，共安裝 6 處周旋式收斂

計，以量測該斷面的環片收縮變位量。 

3.1.3 自動化即時監控與緊急通報系統 

本自動化監測系統為即時，資料擷取頻

率設定為每10分鐘一次，儀器若有超過設定

管理值或故障異常，系統會經由燈號顏色、

警示聲響及自動發送手機簡訊告知管理者。

當儀器量測資料超過設定管理值並經判讀確

認無誤後，相關單位則召開會議研商並做成

緊急應變措施。藉由緊急通報、有效施工管

理處置等流程，達成自動監測資訊與高風險

管控結合之最終目標，有關即時監控與警報

架構，如圖11。 

 
圖 9  MC-C 監測系統配置斷面 

塔台
 

近場台

上行線

下行線

SM

SM

SM

SM

SM

自動經緯儀
(TS)

計測斷面(TYPE-C)

轉換器式水壓計(ELP)⊙

電子式傾斜計(TI)■

連通管式沉陷計(DSM)△

沉陷觀測稜鏡(SB)▲

監測儀器圖例

MC-C-01
MC-C-02

MC-C-03

電力機房

 

圖 10 塔台管制區監測斷面圖 

       

圖11 即時監控與警報架構 

3.2 自動化監測情形與分析 

3.2.1 穿越東滑行道監測 

本節就監測地層變位及地下水之相關監

測儀器於監測期間（2009年5月1日至11月30

日）所量測到的結果說明如後： 

1.電子式水壓計 

在潛盾機通過東滑行道上述監測斷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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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觀測到鄰近水壓計之水壓力增幅明顯波

動，又於抵達當日呈現最大值，尖峰值約較

常時水壓力增加約1~2t/m2，已超出管理值之

警戒值（常時水位昇或降1m）控管範圍，如

圖12。 

再細分波動時距，搭配潛盾機掘進與推

進時間，則可得出正相關聯性。即此一水壓

力變動情形係因潛盾機推進時，對鄰近地下

水層產生擾動增壓效果，當潛盾機停止掘進

時，地下水壓力則迅速消散至常態水位。每

一環片施工階段，水壓力歷時曲線會出現類

似M型圖樣，如圖13。 
ELP1008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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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水壓力歷時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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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水壓力增量與環片組裝時間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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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潛盾機掘削影響水壓力範圍 

當潛盾機駛離水壓計一定距離後，此現

象則逐漸變小終至消除，可見此效應僅侷限

於局部區域，並未造成大範圍或者無法回復

之影響。以東滑行道整體水壓計量測結果而

言，影響範圍約達40~50m，如圖14。 

東滑行道於觀測期間測得之地下水壓

力，某幾天水壓力呈現明顯增量，經比對氣

象局公布之桃園地區日降雨紀錄後，的確前

述日期之降雨量是比平日為多，隨後當雨勢

停歇，水壓力則又逐漸緩趨常時水位。顯見

本區之地下水位/地下水壓力與降雨量呈現

正相關聯性，如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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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水壓力/降雨量歷時曲線圖 

2.土中傾度管 

東滑行道區域之潛盾機上部覆土深度約

有14m，比對3號潛盾機頭抵達斷面日期前後

數日資料，掘進作業鄰近土層產生側向位

移，位移與時間歷時曲線呈現迅速收斂趨

勢，但經環片組立與背填灌漿完成後，則未

再出現明顯側向位移。以傾度管SIS1023之

側向位移歷時曲線圖為例（圖16），在3號潛

盾機通過時出現明顯變位，其後隨即收斂呈

現平穩狀況。在下行線4號潛盾機通過前後，

則因機頭與傾度管水平距離較遠，未見明顯

差異。 

3.多點式桿式伸縮儀 

檢視東滑行道潛盾機掘進過程中多點式

桿式伸縮儀的歷時曲線圖並未隨著施工行為

對應出現顯著的沉陷或隆起，顯見土層垂直

向變位並不明顯。最大變位量未達5mm，低

於警戒值之1/6以下，如圖17所示即為東滑行

道斷面MC-D-01變位歷時曲線。桿式伸縮儀

亦未出現明顯變化量，顯示潛盾機鑽掘與背

填灌漿過程管控得宜。 

影響範圍

圍 

單日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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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傾度管SIS1023歷時曲線圖 

 

圖17 多點桿式伸縮儀歷時曲線圖

4. 電子式桿式變位計 

檢視所有桿式變位計感測器歷時曲線

圖，在潛盾機通過前後期間歷時曲線並未伴

隨潛盾機掘進出現明顯沉陷或隆起趨勢，並

未有明顯變位產生，如圖18所示為變位計剖

面圖。桿式變位計裝設位置係座落於滑行道

旁瀝青舖面上，當飛行器通行於滑行道面

上，所產生之強風與振動（垂直向與水平向）

造成感測器讀值也出現巨量波動，此原因無

法以數學運算式加以消除，所以日間讀數僅

作為參考。然觀察其夜間讀數可明顯發現甚

為平穩，顯示滑行道舖面之垂直向沉陷未有

明顯增加。另參酌滑行道面上以人工自動水

準儀觀測成果也無沉陷狀況發生，應該是道

面基層填築強度與厚度加上潛盾機施工控制

得宜。 

 

圖18 電子式桿式變位計剖面圖 

3.2.2 穿越塔台監測 

佈設於塔台區周邊之相關監測儀器於監

測期間（2009年12月8日至2010年5月25日）

所量測到的結果說明如下； 

1.多點式桿式伸縮儀 

塔台區域3處MC-C型斷面。每一斷面均

配置電子式多點式桿式伸縮儀5處對稱分佈

於隧道行經方向。 

觀察塔台區域潛盾機掘進過程中多點式

桿式伸縮儀的歷時曲線圖大都未隨著施工行

為對應出現顯著的沉陷或隆起，顯見土層垂

直向變位並不明顯。 

5號潛盾機在剛進入塔台區域第一個監

測斷面時，引致EXM1043與1044各深度的伸

縮儀出現較明顯隆起變位約為5~10mm左

右。顯示本區域土層較為敏感軟弱，隨即當

潛盾機推進抵達第二監測斷面，伸縮儀

EXM1048在5號潛盾機掘進組立第536環期

間，曾經就出現明顯變位量。特別是深度15m

位置之感測器，先是由於掘進引起約17mm

沉陷，之後隨著環片組立及背填灌漿導致約

60mm隆起，其後當灌漿停止後，出現約3mm

些微沉陷量。合計隆起變位量達42mm，雖

已超過警戒值40mm，但由於迅速收斂穩

定，且未出現持續性變形，加上周遭地形、

地貌也無異常變化，應無其他安全上的顧

慮，如圖19。 

2.連通管式沉陷計 

塔台區域內3棟標的結構物周遭裝設有

連通管式沉陷計。 

觀察所有連通管式沉陷計歷時曲線圖，

整體擷取資料紀錄期間，沉陷量均可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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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5mm以下，而且未見突發性或因施工造成

的持續性變位，以環繞塔台結構物之連通管

式沉陷計為例，發現觀測期間結束前之最終

沉陷量僅約3mm左右，如圖20。顯見潛盾機

施工控制得宜，並未對地面結構物產生明顯

影響。 

另檢視個別建物周遭配置之連通管式沉

陷計讀數歷時曲線圖，其趨勢並無明顯差異

存在，顯示差異沉陷現象並未發生於潛盾機

施工作業期間。 

 

圖19 多點桿式伸縮儀歷時曲線圖 

 
圖20 連通管式沉陷計歷時曲線圖 

3.電子式傾斜計 

塔台區域內4棟標的結構物周遭裝設有

電子式傾斜計。 

根據電子式傾斜儀歷時曲線圖，整體擷

取資料記錄期間，量測數據在潛盾機施工穿

越期間，數據出現巨幅振動狀態，顯示施工

機具及施工行為造成投影上方建物產生些微

低頻振動反應。雖然換算之傾斜角度已經超

過警戒值，但是此狀況並非持續性變位。 

設置在塔台結構物上之傾斜儀TI1053自

2010年5月開始A向仍保持平穩數值，但是B

向開始出現持續性增量且數據振動幅度也增

大，經現地檢視結構物外觀及鄰近地表面並

未出現裂縫或是異樣，可能是由於固定螺栓

些微鬆弛，累積增量尚低於警戒值，如圖21。 

 
圖21 建物傾斜計(TI-1053)歷時曲線圖 

 

圖22 全測站儀(SB1350)歷時曲線圖 

4.沉陷觀測菱鏡（全測站儀） 

塔台區域內週邊結構物四個角落裝設觀

測稜鏡，並且在氣象站頂樓制高點裝置全測

站儀。以全測站儀及沉陷稜鏡觀測成果而

言，結構物沉陷量皆低於5mm，顯見潛盾機

施工行為對於塔台區域的結構物產生的沉陷

效應並不明顯。 

謹就本區域內標的建物塔台（在塔台 7 樓高

度外牆設置有 2 處沉陷觀測稜鏡）的觀測成

果說明，檢視其中 SB1350 歷時曲線圖形，

在整個觀測期間，沉陷量均保持穩定而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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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變化或持續增量趨勢。顯示潛盾施工行為

並未造成結構物差異變形，如圖 22。 

3.3 滑行道及塔台自動化監測成果 

施工過程中雖有部分監測項目之量測數

值超過管理值，如電子式水壓計量測到的水

壓過高及多點式桿式伸縮儀最大變位量超過

警戒值等狀況，經施工相關單位依風險管控

機制立即檢討及分析原因，研判是否影響施

工安全而須做必要緊急應變處理，最終結果

顯示監測數值無再繼續擴大情形而漸趨穩

定，不影響施工安全，在嚴謹執行高風險管

控下，2010年1月間已安全順利貫通前述高

敏感路段之潛盾隧道。本路段全數10座潛盾

隧道並於2011年3月17日竣工，完成雙向總

長約7,210公尺的潛盾隧道。東滑行道及塔台

相關監測成果詳表5~6。 

表5 東滑行道監測最大變位量成果表 
施工位置 

(東滑行道) 
儀器名稱 最大變位量 警戒值 行動值 

A11P2~A12 站 

3，4 號潛盾機 
桿式變位計 

EBS0020 
4.92mm ±30mm ±50mm 

A11P2~A12 站 

3，4 號潛盾機 
土中傾度管 

SIS102401A 
34.87mm ±35mm ±45mm 

A11P2~A12 站 

3，4 號潛盾機 
桿式伸縮儀 

EXM102909 
7.10mm ±30mm ±50mm 

A11P2~A12 站 

3，4 號潛盾機 
沉陷觀測點 

SB1271 
4.50mm ±20mm ±25mm 

表6 塔台區監測最大變位量成果表 

儀器名稱 儀器編號 最大變化量 
管理值 

(警戒值/行動

值) 

連通管式沉

陷計 
DSM1007 -7.07mm 30mm/40mm 

電子式房屋

傾斜計 
Tll032B 45 秒 

309 秒/ 

413 秒 

全測站系統 

SB1350E -6.72mm 

30mm/40mm SBI349N 5.2mm 

SB1327Z 11.46mm 

電子式水壓

計 
ELP1012014 2.0t/m^2 

±1 t/m^2/ 
  ±2 t/m^2 

土壤中傾度

管 
SIS103915A -15.12mm 35mm/45mm 

多點式桿式

仲縮儀 
EXM104815 42.76mm 30mm/50mm 

淺層式沉陷

觀測點 
SSI1045 3.47mm 30mm/50mm 

 

4 結語 

本工程施工風險管理因承包商、監造單

位及業主三方在施工階段獲致契約規定之風

險管理積極推動的共識與決心，透過風險管

理策略及運作機制，確實依照作業程序執

行，定期進行風險稽查及召開風管理會議檢

討追蹤，已有效預防及降低施工風險的發

生。潛盾機施工穿越東、西滑行道及塔台，

得僅以4mm微量沉陷順利通過前述高敏感

路段，且未造成附近建物傾斜及沉陷，端賴

高風險管控機制及自動化監測系統與施工安

全防護措施等三者整體運作發揮最大效果。 

由監測系統應用於風險管控經驗，水壓

力歷時曲線圖與潛盾機推進時間比較，變化

現象僅侷限於小範圍且暫態，影響因子尚包

括土層特性（種類與透水性）及施工機具（潛

盾機種類及效能），可為日後研究課題。 

土中傾度管在本工程感測器配置間距為

3m，量測的變位量均低於10mm，尚未達警

戒值之1/3，顯見掘進控制及背填灌漿成效

佳。倘日後預測得更準確的變形曲線，可加

密感應器數量，惟成本會增加，另可將感應

器集中在預估影響範圍，如潛盾機掘進所影

響土層範圍約集中在機頭中心起算3倍隧道

半徑範圍左右，縮減量測間距為1.5m、1.0m

或0.5m，將更能掌控變形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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