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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路塹開挖 
H=80m 

路堤填築 
H=25m 

壹、水土保持計畫執行依據、規劃及變更 水土保持規劃 

工程目的-以中寮隧道為例 



5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壹、水土保持計畫執行依據、規劃及變更 水土保持依據 

 

依據水土保持法第1條之規定，水土保持，依本法之 
    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依據水土保持法第3條第2項之定義，水土保持計畫係 
    指「為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所訂之計畫」。 
    在依水土保持審核監督辦法第二條之規定，所稱水土 
    保持申請書件，係指水土保持計畫書、簡易水土保持 
    持申報書或水土保持規劃書。 

 
水土保持法第12條第1項規定，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 
    從事開發行為時，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關 
    機關核定。 

整體計畫 



6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壹、水土保持計畫執行依據、規劃及變更 水土保持規劃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水土保持設計手冊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及監督要點 
水土保持計畫內容(國道適用) 
 

規劃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19.20條 

計畫書變更 



7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名
稱 

審查 
流程 

第一次提送 
第一次審查 
及第二次提送 

第二次審查 
及第三次提送 

核定 

國道3號
田寮3號
高架橋
及中寮
隧道長
期改善 

審查會 
104年9月30日 
世曦大地字第

1040021106號函 

104年10月30日 

技字第
1041560333號函 

104年12月25日 

技字第
1041560491號函 

105年2月17日 
交通部 

交路(一)字第 
1058400015號函 

104年11月27日 

世曦大地字第
1040025583號函 

105年1月25日 

世曦大地字第
1050001712號函 

壹、水土保持計畫執行依據、規劃及變更 水土保持規劃 

水土保持審查歷程 



8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壹、水土保持計畫執行依據、規劃及變更 水土保持規劃 

 
 計畫目的 
 計畫範圍 
 道路規範標準 
 基本資料(水文/計畫路線地形/計畫路線地質/土壤/土地利用現況) 

 道路修築 
 水土保持設施 
 道路修築期間之防災措施(施工臨時排水及攔砂設施) 
 預定施工方式(施工方法及流程/施工時限) 
 水土保持計畫設施項目、 數量及總工程造價 

規劃內容-以國道為例 



9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既有 
坑溝 

田 

寮 

溪 

既有 
坑溝 

永久設施 

壹、水土保持計畫執行依據、規劃及變更 水土保持規劃 

規劃內容-以中寮隧道工程為例 



10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田 

既有 
坑溝 

寮 

溪 

既有 
坑溝 

臨時設施 

壹、水土保持計畫執行依據、規劃及變更 水土保持規劃 

規劃內容-以中寮隧道工程為例 



1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壹、水土保持計畫執行依據、規劃及變更 水土保持變更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十九條: 
水土保持義務人應依核定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 
申報書施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水土保持計畫 
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變更設計，並申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 
  一、變更開發位置及範圍。 
  二、增減計畫面積。 
  三、各單項水土保持設施，其計量單位之數量增 
           減超過百分之二十。 
  四、地形、地質與原設計不符。 
  五、變更水土保持設施之位置。 
  六、增減水土保持設施之項目。 

變更依據 



1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壹、水土保持計畫執行依據、規劃及變更 水土保持變更 

 
 六、增減水土保持設施之項目。 
 七、變更水土保持設施之材料、設計強度、型式 
    、內部配置、構造物斷面及通水斷面。 
 
有下列情形之ㄧ，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免辦理 
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變更設 
計；其屬水土保持計畫者，並應經承辦監造技 
師認定安全無虞 
 一、修建鐵路、公路、農路或其他道路，增減 
         計畫面積未超過原計畫面積百分之十。 
 二、前項第二款，減少計畫面積，未涉及變更 
         開挖整地位置及水土保持設施。 

變更依據 

由施工廠
商提出，
經監造技
師審查安
全無虞後，
報主管機
關請同意。 
 
局部變更
先採用此
方案以利
工程進度。 



1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壹、水土保持計畫執行依據、規劃及變更 水土保持變更 

 三、前項第四款或第五款，原水土保持設施仍可發揮其 
         正常功能。 
 四、前項第六款，視實際需要，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增 
         設必要臨時防災措施。 
 五、前項第七款，構造物斷面及通水斷面之面積增加不 
         超過百分之二十或減少不超過百分之十，且不影響 
         原構造物正常功能。 
水土保持義務人未依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 
書施工，而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辦 
理外，主管機關得命水土保持義務人限期辦理變更設計。 

變更依據 



1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名稱 
審查 
流程 

第一次提送 
第一次審查 
及第二次提送 

第二次審查 核定 

國道3號
田寮3號
高架橋及
中寮隧道
長期改善 

審查會 

107年3月28日 
高辦字第

1070000879號
函 

107年4月30日 

工字第
1070021203號函 

107年6月14日 

工字第
1070006098號 107年8月17日 

二三字第
1070020680 號 107年5月17日 

高辦字第
1070001330號函 

107年7月2日二
技字第

1070024570號
函原則同意通過 

壹、水土保持計畫執行依據、規劃及變更 水土保持變更 

變更歷程 



15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水保變更依實際需求調整既有排水設施位置及長度 
並局部增設相關水保措施，包括： 
新設路塹運輸道路 
新設路塹段養護維修道路 
配合民眾陳情 
配合現地地形改變及施工工序調整等 

致原規劃相關水土保持設施變動，故辦理此次變更。 

壹、水土保持計畫執行依據、規劃及變更 水土保持變更 

變更緣由 



16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B8 
B7 
B6 

B5 

B4 

B3 

B1 
B2 

60M 

壹、水土保持計畫執行依據、規劃及變更 水土保持變更 

原規劃採逐階降挖施工
(共九階)受施工動線及
作業空間和部分堅硬岩
盤致影響邊坡岩栓後續
等作業。 

調整隧道口上方土方先
行降挖加速隧道上方B
區土方降挖作業，並加
設相關保護措施。 

A區 
B區 

C區 



17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田 

寮 

溪 

既有 
坑溝 

永久設施 

壹、水土保持計畫執行依據、規劃及變更 水土保持變更 

變更內容-以中寮隧道工程為例 



18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既有 
坑溝 

田 

寮 

溪 

既有 
坑溝 

臨時設施 

壹、水土保持計畫執行依據、規劃及變更 水土保持變更 

變更內容-以中寮隧道工程為例 



19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壹、水土保持計畫執行依據、規劃及變更 

貳、水土保持作業執行及監督 

參、施工品質管理 

肆、遭遇困難與克服 

伍、施工特殊作為 

陸、結語 



20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貳、水土保持作業執行及監督 

 
 交通部106年3月7日交授新規字第1060006240號函 
     核發施工許可證；106年3月15日水保開工。 
 依據本標委託監造暨專業技術顧問服務契約、高公局 
    「水土保持執行計畫之監督管理」、水土保持計畫及 
     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辦理施工監督工作。  
 水土保持區開工後，承辦監造技師每週檢查1次，並 
     填寫「水土保持計畫監造紀錄」，每月填寫「水土保 
     持監造月報」。 
 主管機關實施檢查時，監造承辦技師應備妥水土保相 
     關監造紀錄說明辦理情形。 

依據 

水土保持作業依據 



2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月份 
檢查 
次數 

檢查 
項次 

符合 
項次 

不符合
項次 

合計 39 722 646 76 

貳、水土保持作業執行及監督 水土保持作業執行情形 

以上缺失均改善完成 



2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項 目 改正事項 辦理情形 完成日期 實際進度 

二、2 施工便道邊部份未設置臨
時溝，為避免雨季時於路
面漫流，可增加土溝(挖
方堆至溝外側為土堤)及
過水路面截水。有設置土
砂袋者應注意逕流是否能
進入收集，避免過高反而
阻隔。 

1.施工便道邊部份未設置
臨時溝部份，將視情況增
加土溝及過水路面截水。 

2.臨時溝旁設置之土砂袋
，已派員移除使逕流能進
入收集。  

107.07.30 100% 

(一)交通部107.07.13水保施工監督檢查改正事項辦理情形(2/3) 

04/29/2018 

有設置土砂袋者應注意逕流是否能進入
收集，避免過高反而阻隔。 

臨時溝旁設置之土砂袋，已派員移除使
逕流能進入收集。  

貳、水土保持作業執行及監督 

改善前 改善後 



2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告示牌豎立 

開發範圍界線(紅旗) 

貳、水土保持作業執行及監督 水土保持作業執行情形 



2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測量放樣 聯外明渠OH02放樣 

既有排水路現況檢查 測量放樣 

貳、水土保持作業執行及監督 水土保持作業執行情形 



25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格梁護坡客土植生確認依圖說施工 回填區坡裸露面覆蓋檢查 

加勁擋土牆確認依圖說施工 路塹段B6岩栓打設確認依圖說施工 

貳、水土保持作業執行及監督 水土保持作業執行情形 



26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RCP04管涵無淤積功能運作檢查 

FP01沉砂滯洪池功能運作檢查 

西側雙孔箱涵排水狀況檢查 

聯外明渠水路通洪及淤積檢查 

貳、水土保持作業執行及監督 水土保持作業執行情形 



27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6年4月 106年9月 

107年1月 107年6月 

貳、水土保持作業執行及監督 水土保持作業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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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水土保持計畫執行依據、規劃及變更 

貳、水土保持作業執行及監督 

參、施工品質管理 

肆、遭遇困難與克服 

伍、施工特殊作為 

陸、結語 



29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 工 品 質 管 理 

管
理 

品
質 

交
通
部 

施
工
品
質
保
證 

高
公
局 

工
程
處 

工
務
所 

監
造 

管
制 

施
工
品
質 

承
包
商 

工 程 督 導 

工 程 稽 核 

施工品質查證 

抽(檢)驗作業 

施工品質檢驗 

工程施工查核 查核辦理頻率： 
不定期辦理 

工程督導辦理頻率： 
每年實施1次 

工程稽核辦理頻率： 
每半年實施1次 

施工品質查證辦理頻率： 
每月辦理4次 

抽(檢)驗辦理頻率： 
依據監造計畫 

施工檢驗辦理頻率： 
依據品質計畫 

參、施工品質管理 施工管理制度 



30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單  位 內  容 次 數 成        果 

交通部 工程施工查核 1 107年6月29日辦理，缺失皆已改善完成。 

高速公路局 工程督導 1 107年7月13日辦理，缺失皆已改善完成。 

第二新建工
程處 

工程稽核 2 
1.106年10月19日辦理，缺失皆已改善完成。 
2.107年4月17日辦理，缺失皆已改善完成。 

督導工務所 施工品質查證 97 
含施工查核常見缺失查證8項次及高風險作業
查證9項次，缺失皆已改善完成。 

交通部施工查核執行情形 二工處工程稽核執行情形 

2018.4.17 
2018.6.29 

品管活動執行成果 參、施工品質管理 



3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名稱 成        果 

監造計畫 

核定文號(第A0版)：106年3月10日拓工字第1066000790號函
(開工前)。 
核定文號(第A1版)：106年5月12日拓工字第1066001492號函 
核定文號(修訂二版)：107年9月11日二工字第1072160524號函 

品質計畫 
核定文號(第1版)：106年3月14日高辦字第1060000487號函(開
工前)。 
核定文號(第2版)：106年6月30日高辦字第1060001021號函 

各項計畫審查情形 參、施工品質管理 

監造計畫A0版 監造計畫A1版 監造計畫修訂二版 品質計畫第2版 



3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依據工程會「公共工程施工
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8條
規定內容制定。 

 針對本計畫工程特性，研擬
提出監造執行計畫，並視施
工現況做適當調整。 

版
次 

核定 

日期 
核定文號 修正依據 

A-0 106.03.10 
拓工字第

1066000790號 

依據工程會「公共工程施工
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制定 

A-1 106.05.12 
拓工字第

1066001492號 

依據高公局拓建工程處106
年3月9日拓工字第
1066000790號函修正 

修訂
二版 107.09.11 

二工字第
1072160524號函 

依據高公局第二新建工程處
107年8月14日二三字第
1073660294號函修正 

參、施工品質管理 監造計畫書核備情形 

歷次核定函文 



3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審查目的(PLAN) 

施工前發現問題，施工前解決問題；
使計畫書符合工地現況，確實可行。 

 審查及施作要點(DO、CHECK) 

符合規範圖說、圖面釐清、界面釐清 

 檢核(ACT) 

      依核定之施工計畫書檢查及追蹤承商 

       之施作成果，確保品質 

監造單位審查 

退回修正 

承包商 
執行 

監造單位 
施工檢查 

不合格 

合格 

第二新建工程處按權
責劃分表核定或存查 

合格 

文件紀錄 
管理 

不合格 

承包商撰寫/提送 

施工或品質計畫書 

第三工務所按權責劃分表
審查、核定或轉陳 

合格 

不合格 

 

核定 審查中 修訂中 

53 0 3 

各項計畫皆於工地施工前核定 

 藉由計畫書審查檢討提升計畫品質兼縮短核定時程 

參、施工品質管理 施工計畫書審查 



3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 測量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2. 鋼筋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3. 模板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4. 混凝土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5. 結構物土方回填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6. 土石方開挖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7. 邊坡開挖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8. 路堤填築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9. 灌漿岩栓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10.微型樁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11.預力地錨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12.噴凝土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13.邊坡穩定監測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14.隧道監測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15.隧道補強(襯砌)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16.隧道拆除工程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17.碎石級配基層/底層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18.瀝青混凝土路面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19.SCC混凝土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20.標誌、標線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21.格梁護坡工程施工作業品質管理標準 

程序局 10040  施工抽查 

 
工
程
處 

承 
 

辦 
 

單 
 

位 

 工
務
段
（
所
） 

 

監 
 

 

造 
 
 

單 
 

 

位 

 

承 
 

包 
 

商 

 

1a.核定”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 

及” 抽查紀錄表”。 

1.依據各項工作之特性、步驟、契約規定等擬具各

工作項目詳細”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併入”監

造計畫”送工程司核定後函送承包商據以執行。 

˙ 隨機抽查時，擬定適用之”施工抽查紀錄表”

送工程司核定。 

3.按既定之抽查項目到現場逐項抽查，並對照承包商品

質管制資料後，將抽查結果記錄於「施工抽查申請

單」或”施工抽查紀錄表”內，經承包商簽認後，乙

份自行留存，乙份交由承包商配合辦理。 

˙ 除按”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辦理施工抽查外，須

依工程實際狀況，每月至少辦理十次隨機抽查。 

 

2.於預定抽查前一日

向監造單位提出

「施工抽查申請

單」（局表 10040A）

一式二份送監造單

位。 

4.有無缺失

或不符合？ 

5.主要缺失？ 

6.擬具處理方式填列於「施工品質

評核表」（局表 10040B），報

工務段（所）核准後送承包商執

行。 

1b.配合辦

理。 

6a.核備「施工品質評核表」。 

7.依評核結果辦理完

成後，向監造單位申

請複驗。 

8.複驗 

9.建檔結案。 

10.每月 3日前，

將前一月份之

執行成果彙整

成「施工抽查

月報表」（局表

10040C）送工

務段（所）核

備。 

11.核備。 

5a.立即施行矯

正措施並申請

複驗。 

無 

否 

是 

有 

不合格 

合格 

局流程 10040 

版本：

3(104.12) 

施工品質檢驗流程 參、施工品質管理 



35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參、施工品質管理 施工及材料品質抽查作業 

承包商依施工圖

要求於施工現場

做實際量測並填

入自主檢查表」 

1 

承包商做完自主

檢查後於預定抽

查日前提出「施

工抽查申請單」 

2 

監造現場逐項檢

查是否符合，並

量化檢查結果 

3 



36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格梁鋼模尺寸查驗 AC鋪設厚度查驗 鋼筋尺寸、間距查驗 

路堤工地密度會驗 坍度氯離子查驗 混凝土抗壓會驗 

※ 各檢驗停留點，監造人員皆拍照留存紀錄 ※  

2018/03/06 2018/06/08 

參、施工品質管理 施工及材料品質抽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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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項目 規範 頻率 

鋼
筋 

物理性質 

CNS560 

同爐號50T取1
支 

化學性質 同爐號取1支 

水淬判定 同爐號取1支 

輻射檢驗 ≦0.5μSv/hr 每一爐號 

一
般
混
凝
土 

抗壓強度
試驗 

V＜50 2 (組) 

50≦V≦100 3 (組) 

100≦V≦200 4 (組) 

V≧200 
INT(V/100)+3 

(組) 

試驗結果 
判讀 

補 
送 
文 
件 

同意使用 
通知承包商複
驗或辦理退料 

合格 

送認證合格試驗室試驗 

會同取樣 

承包商提出試驗申請 
不
合
格 

合格 

監造單位 
文件審核 

不
合
格 

參、施工品質管理 材料試驗作業流程 



38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試驗不合格通知 
標示處置，記錄 

准予使用 

指示承包商予以標示 
隔離，並列管追蹤 

不合格     

合格 

依規定     
可以複驗 

依
規
定
不
准
複
驗 

複驗 

承包商重新進料 
申請檢驗 

儘速運離工地 

參、施工品質管理 材料不合格管制流程 



39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參、施工品質管理 材料會同抽驗執行情形 

申請 取樣 

報告 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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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施工品質管理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 



4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參、施工品質管理 品質抽(檢)查缺失之處置 

施工過程發現

施工品質缺失 
1 

監造單位開立

施工品質(缺

失)評核表予

承包商改善 

2 
監造單位確認

缺失改善情形 
3 



4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每年2次，累計共4次 

 針對承商缺失開發「改正行動通知單」，

並限期改善 

 每次稽查缺失均列入管制，避免相同缺

失重複發生 

 總公司對駐外監造單位每年2次稽查，累

計共4次 

對承包商品質稽查 公司內部稽查 

2018/8/30 2018/8/22 

參、施工品質管理 監造單位內、外部品質稽查 

外部稽查(對承包商稽查) 

內部稽查(對監造單位稽查) 

以上缺失均改善完成 



4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參、施工品質管理 施工流程-路堤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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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填築自主檢

查後於試驗前提出

「材料抽驗申請單」 

參、施工品質管理 施工品質抽查-路堤回填 

1 

承包商依施工圖於

現場填築作業並施

作「工地密度試

驗」 

2 

監造檢查試驗報告

是否符合並填寫

「材料抽驗評核表」 

3 



45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3.填築滾壓 5.工地密度會驗 1.邊坡開挖 

2.土方挖運 4.分層填築 6.工地密度試驗 

2018/06/01 

參、施工品質管理 施工品質抽查-路堤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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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 
1.★為檢驗停留點:表示本作業
進行過程中必須通知監造單位
做成紀錄，俟檢驗合格後始可
施作次一作業。 
2.未做記號表示者，監造單位得
隨時抽查。 
3.施工檢驗符合規定，方可進行
施工，檢驗不合格應修正再重
新提出檢驗。 
4.※：安衛查驗點。 

★ 

★※ 

施工前 
準備工作 

鑽孔 

灌漿材料拌和 

清孔 

查驗 

查驗 
 

查驗 
 

完 成 

灌漿 

錨筋安裝 

紀錄 

清理 

查驗 
 

不
合
格 

不
合
格 

不
合
格 

不
合
格 

合格 

合格 

合
格 

合格 

參、施工品質管理 施工流程-岩栓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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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施工品質管理 施工品質抽查-岩栓施工 

承包商自主檢查後

向監造單位提出檢

驗申請 
1 

監造單位檢查者簽

名負責 2 

監造現場逐項檢查

是否符合，並量化

檢查結果 
3 



48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3.灌漿材料拌和 5.錨筋安裝 1.放樣 

2.鑽孔 4.清孔 6.灌漿 

2018/6/25 2018/7/03 2018/6/18 

2018/6/25 2018/7/03 2018/6/19 

參、施工品質管理 施工品質抽查-岩栓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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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為檢驗停留點:本作業進行過程中必須通知監造單位做成紀錄，俟檢驗合格後始可施作次一作
業。 
2.未做記號表示者，監造單位得隨時抽查。 
3.施工檢驗符合規定，方可進行施工，檢驗不合格應修正再重新提出檢驗。 
4.※：安衛查驗點。 

參、施工品質管理 施工流程-邊坡格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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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施工品質管理 施工品質抽查-邊坡格梁 

承包商自主檢查後

向監造單位提出檢

驗申請 

1 
監造單位檢查者簽

名負責 
2 

監造現場逐項檢查

是否符合，並量化

檢查結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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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鋼筋模板查驗 5.拆模 1.鋼筋組立 

2.模板組立 4.混凝土澆置 6.土包袋裝填 

2018/5/25 2018/6/03 

2018/5/23 

2018/5/19 

2018/5/26 
2018/6/05 

參、施工品質管理 施工品質抽查-邊坡格梁 



5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參、施工品質管理 目前施工現況 

預定進度:59.57% 
實際進度:60.80% 
        超前: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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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水土保持計畫執行依據、規劃及變更 

貳、水土保持作業執行及監督 

參、施工品質管理 

肆、遭遇困難與克服 

伍、施工特殊作為 

陸、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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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塹運輸道路 

肆、遭遇困難與克服 

一、運輸道路位於泥岩地層? 

 本工程路塹段位處泥岩地形，泥岩遇雨即濕滑特性非一般
施工便道鋪面材質，其鋪面粗造度不適於邊坡挖運土石之
重車行駛，為顧及路塹施工運輸道路相關安全，乃增設混
凝土鋪面施工運輸道路，以維車行安全路塹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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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遭遇困難與克服 

工區豪雨邊坡沖刷情形 

0702豪雨已鋪及未鋪路面沖蝕 

泥岩邊坡及路面沖蝕情形 

0823豪雨運輸RC道路面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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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加上氣候因素，短時間暴雨及長時間降雨現象頻繁，如何
能確保工區順利導排水，免除災害產生? 

肆、遭遇困難與克服 

二、坡面開挖如何能確保工區順利導排水，免除災害產生? 



57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肆、遭遇困難與克服 

 考量汛期來臨前將水保設施完成率達90%以上 



58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排水及地方道路設計示意圖 

 因應現地情況督導承商加強或增設臨時水保設施，確保
工區順利導排水，降低災害發生機率。 

肆、遭遇困難與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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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遭遇困難與克服 

三、臨時水土保持設施變更過程，如何維持原臨時水保設 
        施規劃之效能？ 

因應工地現場地形、工序安排等相關事宜需要進行臨時水土保
持設施變更時，於審查過程中需要注意那些事項以維持原先臨
時水保設施規劃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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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評估變更後之臨時排水設施上下游連接構造物、通水
斷面、滯洪量及排水路徑等是否符合現地需求，經水理計
算檢核並由專業技師審核安全無虞後施作。 

肆、遭遇困難與克服 

TSP05臨時沉砂池 

專業技師
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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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考量汛期颱風、豪雨對工地可能造成之影響，合理安排
施工順序及進度，並妥擬緊急應變及防災措施。 

 採用設施自主檢查表針對現地設施做檢查，檢視水路是否暢
通、裸露面及易崩坍處是否有將強保護等。 

 全面清查工區防汛缺口，預為準備及置放封堵材料及機具，
例如備用砂包、移動式抽水機、緊急臨時用電、照明 等，並
規劃封堵之防汛缺口於颱風、豪雨期間潰陷崩坍之緊急應變。 

四、颱風、豪大雨前，對於現地的水土保持設施應注意或 
        加強防護措施？ 

肆、遭遇困難與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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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雨過後即進行工區邊坡、隧道及結構物等進行安全檢查及
評估，確保後續施工安全，至目前為止安全無虞。 

肆、遭遇困難與克服 

指揮動員即時各工區巡檢 

豪雨發佈 

專業技師各工區巡檢評估 

技師團聯合安全檢查 

 技師成員  土木技師 應用地質技師 

台灣世曦 謝政璋 李秉鴻 

慈龍營造 蘇俊耀 黃敏郎 

技師工地檢視評估單 

工區即時巡檢 

2018/6/15 

2018/6/15 201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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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水土保持計畫執行依據、規劃及變更 

貳、水土保持作業執行及監督 

參、施工品質管理 

肆、遭遇困難與克服 

伍、施工特殊作為 

陸、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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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時內：電話通報上級單位                        4小時內：通報交通部 重大工程督導會報 

2小時內：傳送通報「勞工傷亡職業災害通報單」8小時內：重大事故應通報當地勞檢所 

行政聯繫組 

任務： 

1.緊急事故聯絡通報 

2.災情資詢報告 

3.新聞稿撰寫 

 

任務： 

1.支援現場作業指揮事宜 

2.協助救援作業 

3.工區現況巡視回報 

4.避難引導 

5.交通維持 

現場作業組 後勤支援組 

任務： 

1.協助災害現場及各工作小 

組所需之各項資源及物資之 

聯絡與提供 

2.急救照顧 

3.協助後送醫院  

交通部高公局 
第二新建工程處 

台灣世曦高辦處 
中寮隧道監造工務所 

通報 
時機 

定期辦理防災演練 2018/4/27 

每年於汛期前針
對本工程汛期間
可能發生災害進
行演練，確保緊
急應變處置無虞 

伍、施工特殊作為 緊急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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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施工防災檢查表 災害通報單 

抽水機檢查 圍籬穩固檢查 砂包、太空包準備 

2017/7/10 2017/8/15 2018/6/14 

防汛檢查表監造單位抽查頻率，

汛期期間平時每月抽查1次，遇

颱風或豪大雨特報立即抽查， 

至107年9月30日止共檢查22次 

通
訊
軟
體Lin

e

群
組 

通
報
成
立
緊
急
應
變
小
組 

伍、施工特殊作為 汛期防災監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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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施工特殊作為 

增設混凝土路面運輸便道，增加土方運輸安全及作業
前車輛檢查 

設置混凝土路面及RC護欄防墜 

RC護欄相互連結增加穩固 RC護欄植筋錨碇增加穩固 作業前車輛檢查 

路塹運輸道路安全圖說 

2017/3/12 2018/2/28 2018/3/25 

20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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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坡作業確實設置安全母索及安全護具穿戴。 

作業前檢點相關護具良妥 

安全母索，安全帶符合標準 

邊坡作業使用安全母索防墜器 

作業人員適時休息輪替 

要求作業主管於場監督 

持續作業，無災害發生 

2018/4/5 

2018/6/26 

2018/4/9 

防墜器 

2018/4/5 

安全母索 

2018/6/20 

2018/6/20 

伍、施工特殊作為 邊坡保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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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隧道頂拱拆除，施工需於
夜間封閉高速公路雙向主線，
作業前召開各項工作確認會議。 

高速公路

封閉作業

通報申請 

公警單位、交

維協力商集結 

交通維持
設施佈設 

隧道 
打除  

場地清理 
撤收交維 

前一周 

*確認拆除
進度  

06:00開放通車 

作業前確認會議 交維布設 隧道拆除 場地清理 

PM 19:40 PM20:00～20:20 AM 03:00 PM 20:30～AM04:00 AM 04:30～05:30 

2018/4/3 2018/4/10 2018/4/10 2018/4/11 

伍、施工特殊作為 隧道頂拱拆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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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拆除作業全程監造參與，督導作業過程安全無虞。 

拆除前勤前教育，依計畫執行 

確認施工機具佈設位置穩固 

拆除過程全程監造狀況立即排除 

管制拆除作業範圍 

拆除後確實清除拆除面浮石 

拆除作業前勤前教育 

高速公路全線封閉管制 

拆除作業區管制 

拆除步驟確認 

已如期進行隧道拆除 

拆除過程監造 

2018/4/10 2018/4/11 

2018/4/10 

2018/4/10 

監造確認浮石清除情況 

2018/4/18 

2018/5/23 
2018/5/1 

伍、施工特殊作為 隧道頂拱拆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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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技師會同承包商專任工程人員，每日評估邊坡及隧道安全
性，無虞後續行拆除，確保作業安全及用路人安全行車。 

現場確認 

2018/5/14 

2018/2/12 
2018/4/12 

2018/4/12 

隧道拆除安全確認表 

安全評估 安全施工 

伍、施工特殊作為 隧道拆除前安全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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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7、8月南部持續豪大雨，路塹降挖區域已進行噴凝土保
護及臨時排水作業，惟因地質局部節理較發達及遇雨影響致坡
面發生坍滑情形，坡面臨時保護仍發揮功效。 

坡面先行噴凝土並施作導排水設施 

2018.6.13 2018.8.26 

工區內臨時導排水 路塹便道臨時導排水 工區內臨時導排水 

2018.8.28 2018.8.25 2018.8.25 

路塹邊坡臨時噴凝土保護 豪雨後路塹邊坡臨時噴凝土保護 工區臨時降挖斷面示意圖 

伍、施工特殊作為 邊坡臨時保護及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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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岩邊坡特性為岩體緻密不透水，乾燥時強度甚高也可維持陡
峭坡度而自立，泥岩邊坡保護部分將保持坡面自然裸露，減少
開挖面積。 

伍、施工特殊作為 泥岩特性替代格框護坡 

自然泥岩坡面 

自然泥岩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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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格框及植生施作完成現況照片 

1070513 

1070703 

1071003 

同步施作永久植生，綠美化路塹邊坡。 

伍、施工特殊作為 格框護坡搭配綠化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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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局南部工程處工地參訪 

前工程會主委工地參訪 

公路總局工地參訪 

1061027 
1070904 

前交通部長工地參訪 

1060922 1060712 

        本工程周遭係
月世界特殊泥岩惡
地質景觀，復受旗
山與龍船斷層通過
，施工期間隨邊坡
開挖進行地質變化
紀錄及展繪相關地
質剖面並提送成果
，除可作為後續長
期管理維護作業之
參考外，施工期間
工區亦可謂為最佳
地質解說教育場所
，參訪團體絡繹不
絕。 

伍、施工特殊作為 工程經驗交流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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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施工特殊作為 學術與工程經驗交流 

淡江大學工地參訪 

地工技術研究發展基金會 

中央大學至工區進行地質研究 

1061111 1071009 

大地工程學會參訪 

1070712 1070717 

台灣大學至工地參訪 

1070814 

地工技術研究發展基金會 

1070712 

        本工程周遭係月世界特殊泥岩惡地質景觀，其原始地貌景觀蒼茫，
特殊景緻讓人驚嘆，復受旗山與龍船斷層通過，深具地質教育效益，至
今計有台大、成大、中央大學等學術單位暨公路總局、鐵道局等公家機
關參訪工地，進行學術及工程經驗分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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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施工特殊作為 安全優良機制作為 

針對現場作業風險評估危害發生的可能性及

嚴重度，採取降低風險的控制措施，確保作

業中安全。 

施工期間無重大交通事故發生，工程推動順

利進度保持超前，並獲107年度金安獎肯定。 

 

為邁向系統化與國際化職安衛管理、落實風險管理制度、達預防事
故與控制風險的目的，本公司具備「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TOSHMS」＆ 「 OHSAS 18001:2007」雙認證 

TOSHMS與OHSAS認證 本工程榮獲107年度金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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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水土保持計畫執行依據、規劃及變更 

貳、水土保持作業執行及監督 

參、施工品質管理 

肆、遭遇困難與克服 

伍、施工特殊作為 

陸、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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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工程水保變更係依實際需求調整既有排
水設施位置及長度，並增設相關水保措施，
以符合現地狀況。 

二、現地水保作業因應泥岩性質及施工管控，
需進行彈性調整，期能兼顧水保及工進。 

三、大地的錯動造成橋隧損壞，經長期改善工
程完成既減輕養護的付出，又提供用路人
安全及舒適的國道服務。 

四、本工程案例特殊，相關經驗可作為後續工
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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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結 束  敬 請 指 教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