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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橋梁設計及施工品質決定橋梁先天體質的良莠，後續使用中受天然或人為外在因素影響
下，加劇老劣化所衍生的各類損傷缺陷，進而影響橋梁的性能發揮。目前世界各國仍普遍採
用目視檢測為橋梁檢測之最重要且主要的手段，故而如何透過目視檢測有效掌握橋梁現況，
乃是橋管單位、橋梁檢測廠商、橋檢品質保證單位/機構刻不容緩的工作。經由橋梁檢測外部
稽核公益協作，收集混凝土橋梁相關的劣化現象，本文係先就上部結構的主要構件的橋面板
與主梁兩部分，彙整其常見的劣化類型並探討其可能成因，俾供橋檢相關單位參考。
Abstract
The quality of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determines the intrinsic performance of bridges. Natural
or man-made factors subsequently aggravate all kinds of existing damages derived from aging or
deterioration and also undermine the performance and serviceability of bridges. Currently, visual
inspec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opular approach to know the conditions of bridges all over the
world. For bridge agencies, bridge inspection contractors, and quality assurance companies or
organizations, the first key issue is to effectively identify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bridges through
visual inspection. In this paper, the relevant bridge inspection results are collected and reviewed
during the audit public welfare collaboration period.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main components,
including decks and girders, of bridge superstructures, the common types of deterioration and their
possible causes on concrete bridges are archived and shared for bridge inspection professionals.
壹、 前言
橋梁於落成啟用之時，即由設計及施工品質決定橋梁先天體質的良莠，後續於使用階
段，遭受颱風、豪雨、地震、腐蝕，以及超載等外在因素影響，逐漸因老化(Aging)、劣化而
產生各類損傷缺陷。因此在橋梁全生命週期中，必須仰賴定期的巡檢(Routine Inspection)
及良好的管理系統，適時的維護與補強，方能確保橋梁使用的安全及品質。
然而要規劃適當的維護補強計畫，必須先清楚了解橋梁各構件損傷劣化的類型，以及肇
致原因之後，方可進行正確的劣化診斷與安全評估，進而提出適宜的修復或補強工法，得以
延續橋梁的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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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橋梁定期檢測係採用目視檢測(Visual Inspection)方式，目前目視檢測仍為世界
各國採用於橋梁檢測之最重要且主要的手段[1-4]，且各國均強調目視檢測重要程度為一切
橋梁檢測的基礎，各國相關橋梁檢測規範均要求落實目視檢測要求與訓練，不可視其為可有
可無，或以其它方式取代其地位[5, 6]；然而不可諱言，目視檢測結果常因檢測人員之訓練
素質、經驗與主觀判定而有不一致之現象，以目視方式進行橋梁檢測確實有相當受詬病之
處，如何提升檢測人員有效判釋各類劣化現象，乃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貳、橋面板常見劣化
橋面板為直接承受車輪載重，並將外力往下傳遞之主要構件，多數橋梁採瀝青混凝土
(Asphalt Concrete, AC)鋪設於橋面板表面，作為車輛行駛路面之磨耗層(Wearing Course)，
同時兼具保護橋面板之功用，使橋面板混凝土不會直接承受車輪之衝擊與磨損，而引致橋面
板混凝土表面劣化。
故而多數橋面板混凝土損傷劣化現象，常發生於主梁間橋面板與兩側懸臂板(Cantilever
Slab) 之 下 層 部 分 ； 主 要 因 素 多 為 混 凝 土 保 護 層 (Concrete Covering) 不 足 ， 當 有 乾 縮
(Shrinkage)裂縫發生時，濕氣極易入侵導致鋼筋(Reinforced Bar)銹蝕膨脹，鋼筋銹蝕衍生
之混凝土裂縫、整片剝離及剝落現象最為普遍；懸臂板及伸縮縫(Expansion Joint)附近的橋
面板，則常因水份入滲混凝土、乾濕交替作用、迎風面直接受有害物質入侵等因素，而有混
凝土剝落、白華，以及鋼筋銹蝕等劣化現象；橋面板各類常見劣化類型及發生位置彙整如表
1 所示。
表 1 橋面板常見劣化類型及常見位置
劣化類型
常見位置
1.混凝土裂縫
 橋面板底面
 橋面板底面
 兩側懸臂板處
2.混凝土剝離、剝落、破損
 鄰近伸縮縫之橋面板
 鄰近排水孔之橋面板
 橋面板底面
 兩側懸臂板處
3.鋼筋外露、銹蝕
 鄰近伸縮縫之橋面板
 鄰近排水孔之橋面板
 橋面板與橫隔梁交界處
 鄰近伸縮縫之橋面板
4.水份入滲混凝土、白華現象
 鄰近排水孔之橋面板
 兩側懸臂板處
 橋面板接縫處
 橋面板底面
5.混凝土蜂窩/氣孔
 橋面板懸臂板側面
1. 混凝土裂縫、剝離、剝落、破損
橋面板底面混凝土裂縫、剝離為常見之劣化類型，主要因素為鋼筋銹蝕、體積膨脹擠壓
混凝土，導致混凝土與鋼筋脫離，並造成混凝土開裂，最終導致混凝土剝離及剝落。而橋面
板鋼筋銹蝕的原因多為混凝土保護層不足所致，或肇因於環境因素，例如鄰近海域，進而衍
生後續混凝土劣化現象發展。
圖1顯示橋面板混凝土剝離，可能發生剝離的成因為：混凝土保護層不足，易受外在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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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侵蝕，導致鋼筋銹蝕膨脹，混凝土剝離或剝落，或鄰近沿海區域，空氣中夾帶大量鹽
分，混凝土受到氯離子(Chloride)侵蝕，導致鋼筋銹蝕，混凝土開裂、剝離或剝落劣化現
象。
圖2顯示主梁間橋面板混凝土剝離、剝落、鋼筋外露銹蝕，可能發生剝落與破損的成因
亦為：混凝土保護層不足，易受外在有害物質侵蝕，導致鋼筋銹蝕膨脹，混凝土剝離或剝
落，或鄰近沿海區域，空氣中夾帶大量鹽分，混凝土受到氯離子侵蝕，導致鋼筋銹蝕，混凝
土開裂、剝離或剝落劣化現象。
圖3顯示主梁間橋面板混凝土鋼筋銹蝕所衍生的混凝土裂縫、整片剝離及剝落現象，可
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大面積混凝土保護層不足，鋼筋易受外在有害物質銹蝕膨脹，導致表
面混凝土剝落。

圖 1 橋面板混凝土剝離

圖 2 主梁間橋面板混凝土剝離、剝落、鋼筋外露銹蝕

圖 3 主梁間橋面板混凝土鋼筋銹蝕所衍生的混凝土裂縫、整片剝離及剝落現象
2. 鋼筋外露、銹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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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銹蝕所衍生之混凝土裂縫、剝離及剝落現象，為橋面板最為普遍的劣化類型，橋梁
常跨越大排、溪流、河川等水道川渠，故而橋下空間易聚積水氣，滲入混凝土內部，加上橋
面板底部常有混凝土保護層不足之問題，水氣將容易滲達鋼筋表面，促使鋼筋發生銹蝕膨
脹，導致表面混凝土剝落，伴隨鋼筋外露現象。懸臂板及伸縮縫周圍橋面板，也常因伸縮縫
破損，伸縮縫更換破壞橋面板混凝土，排水孔設計不佳，排水設施破損等問題，導致路面逕
流雨水直接潑灑於橋下混凝土構件，經長期之乾濕交替及風化作用，造成混凝土碳化、白
華、鋼筋銹蝕，以及混凝土剝落等劣化現象。
圖4顯示橋面板洩水孔處周圍鋼筋外露、銹蝕，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懸臂板開放式排
水孔，路面逕流水沿排水孔及其周圍流下，導致水份入滲混凝土、白華現象、鋼筋銹蝕，或
雨水沿懸臂板混凝土表面滲入，引致鋼筋銹蝕外露。
圖5顯示伸縮縫處橋面板混凝土破碎、鋼筋外露銹蝕，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伸縮縫更
換破壞橋面板混凝土，更換後未進行適當修復，使鋼筋直接暴露在外。
圖6顯示懸臂板混凝土剝離、剝落、鋼筋外露銹蝕，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雨水沿懸臂
板混凝土表面流下滲入混凝土，引致鋼筋銹蝕膨脹，混凝土剝離及脫落，或位處沿海區域，
海風夾帶大量鹽分，造成混凝土受到氯離子侵蝕，導致鋼筋發生銹蝕膨脹，導致表面混凝土
剝落，伴隨鋼筋外露現象。
圖7顯示主梁間橋面板混凝土剝落、鋼筋外露銹蝕，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混凝土保護
層不足，使空氣中水氣及有害物質易侵入，造成鋼筋銹蝕膨脹，導致大面積橋面板底面混凝
土剝落，伴隨鋼筋外露現象。

圖 4 橋面板洩水孔處周圍鋼筋外露、銹蝕

圖 5 伸縮縫處橋面板混凝土破碎、鋼筋外露銹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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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懸臂板混凝土剝離、剝落、鋼筋外露銹蝕

圖 7 主梁間橋面板混凝土剝落、鋼筋外露銹蝕
3. 水份入滲混凝土、白華現象
橋面板水份入滲混凝土為非常普遍常見之劣化類型，一般可於橋面板與橫隔梁交界處、
鄰近伸縮縫之橋面板、鄰近排水孔之橋面板，或兩側懸臂板處發現水份入滲痕跡，並往往具
有混凝土表面變色，以及白華等劣化現象，大部分成因為伸縮縫或排水設施破損，路面排水
直接從伸縮縫或排水設施處流下，而導致漏水，水份入滲橋面板情形。
圖8顯示懸臂板底面混凝土白華、鋼筋銹蝕膨脹，引致混凝土開裂、脫落，可能發生損壞
的成因為：因水份入滲混凝土、乾濕交替作用、迎風面直接受有害物質直接侵襲，而有混凝
土碳化、白華，鋼筋銹蝕膨脹，以及混凝土剝落等劣化現象。
圖9顯示鄰近伸縮縫之橋面板底面混凝土表面具水痕、白華痕跡，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
為：伸縮縫破損，路面排水直接沿伸縮縫流下，造成水份入滲橋面板混凝土，於混凝土表面
浮現水痕、白華現象。

圖 8 懸臂板底面混凝土白華、鋼筋銹蝕引致混凝土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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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鄰近伸縮縫之橋面板底面混凝土表面具水痕、白華痕跡
4. 混凝土蜂窩/氣孔
橋面板蜂窩現象較常發生於板底位置，除混凝土配比不當、坍度太小等混凝土品質問題
之外，主要成因多為混凝土澆置(Concrete Placement)搗實(Tamping)不確實，致混凝土中
之氣泡仍存在於混凝土內部及表面，大量氣泡集結則會形成蜂窩；混凝土保護層不足，鋼筋
過於貼近模板；模板品質不佳，混凝土澆置時有漏漿現象；或因混凝土洩料時高度太高，造
成粒料分離，導致混凝土硬化後出現內部空隙或表面的蜂窩現象。此外，斜交角度較大之橋
梁，於靠近端隔梁(End Diaphragm)處之橋面板，除安設有主要鋼筋、分佈鋼筋之外，尚有
斜向補強筋組成之鋼筋網，因網格較小易阻礙混凝土流動，當混凝土澆置過程未確實搗實
時，即容易導致混凝土蜂窩現象。
圖10顯示橋面板混凝土氣孔、蜂窩，可能發生蜂窩的成因為：混凝土澆置搗實不足，引
致混凝土氣泡仍存在於混凝土內部及表面，或施工模板品質不佳，混凝土澆置過程引發漏
漿，導致表面蜂窩，或混凝土保護層不足，鋼筋過於貼近模板，容易使底面形成蜂窩。
圖11顯示橋面板混凝土蜂窩、鋼筋外露，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亦為：混凝土澆置搗實不
足，引致混凝土氣泡仍存在於混凝土內部及表面，或施工模板品質不佳，混凝土澆置過程引
發漏漿，導致表面蜂窩，或混凝土保護層不足，鋼筋過於貼近模板，容易使底面形成蜂窩。

圖 10 橋面板混凝土氣孔、蜂窩

7

圖 11 橋面板混凝土蜂窩、鋼筋外露
參、主梁常見劣化
橋梁主構件(主梁)型式多為預力混凝土梁(Prestressed Concrete, PC)、鋼筋混凝土T
型梁(T-Shaped Beam)或矩形梁(Rectangular Beam)結構。橋面承受之活載重將依載重車道位
置，按比例分配至橋面板底下鄰近之主梁，故主梁為橋梁主要承力構件，再透過支承
(Bearing)傳遞至下部結構(Substructure)。
主梁所需配置鋼筋量相對較多，倘若鋼筋配置不當，將導致混凝土澆置工作較為困難，
加上振動搗實未確實情況之下，常造成混凝土保護層不足、孔洞、蜂窩等先天缺陷；或因設
計不良或混凝土強度不足，容易發生應力集中，或產生結構裂縫等劣化現象；除此之外，主
梁與橋面板底面所處位置一樣為相對陰溼環境，常受到水氣聚積，以及有害氣體侵蝕，易使
其產生混凝土劣化與鋼筋銹蝕現象，或因橋下通行超高車輛通行肇致的直接撞擊(Impact)，
而產生相關之混凝土損傷劣化等問題。
鋼筋混凝土主梁常見之劣化類型，包括：混凝土裂縫、剝落、蜂窩，鋼筋外露銹蝕，以
及破損等現象，發生之位置將視劣化類型而有所不同，主梁常見之劣化類型與發生位置如表
2所示；外部稽核過程發現，主梁之損傷劣化類型以混凝土蜂窩，以及鋼筋外露銹蝕最為普
遍，其次為混凝土裂縫、剝落等損傷劣化類型。
表 2 主梁常見劣化類型及常見位置
劣化類型
常見位置
 鄰近支承處
 橋跨中間處
1.混凝土裂縫
 斷面變化處
 主梁腹板、梁底處
 預力梁鋼腱錨定處
 主梁上、下翼板、梁底處
2.混凝土剝離、剝落、破損
 鄰近支承處
 鄰近伸縮縫之梁端
 主梁下翼板、梁底處
 最外側主梁、板梁兩側底面
3.鋼筋外露、銹蝕
 鄰近排水孔洩水處
 伸縮縫漏水處
 預力鋼腱錨定處
4.預力鋼腱外露、銹蝕
 主梁梁底處
 澆注、節塊接縫處
 最外側主梁鄰近排水孔洩水處
5.水份入滲混凝土、白華現象
 伸縮縫漏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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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混凝土蜂窩

 主梁下翼板、梁底處

1. 混凝土裂縫
混凝土裂縫型式與發生位置非常多樣，形成原因亦非常複雜，包括：混凝土澆置時的沉
降、乾縮，以及溫度裂縫，使用期間外力作用之結構裂縫，以及化學侵蝕裂縫等。若無非常
顯著之特徵，較難辨識裂縫發生之原因，部分裂縫更需仰賴進一步的化學試驗，方可確認裂
縫產生之因素。
圖12顯示預力混凝土梁下翼板(Flange)縱向裂縫，可能發生縱向裂縫成因為：靠近跨中
處預力混凝土梁下翼板縱向裂縫，可能成因為：內部鋼筋或預力套管銹蝕膨脹，造成混凝土
沿鋼筋方向開裂。
圖13顯示梁端混凝土開裂，可能發生開裂的成因為：據現場條件，可能為背填土流失，
或基礎差異沉陷(Differential Settlement)造成橋台(Abutment)開裂破損，造成支承上方
梁端受壓、剪切或擠壓而破裂。
圖14顯示靠近支承處梁腹板(Web)45度斜向裂縫，可能發生斜向裂縫的成因為：主梁強度
不足或車輛超載，引致靠近支承處產生45度斜向裂縫。
圖15顯示主梁腹板裂縫，可能發生裂縫的成因為：混凝土構件之乾縮裂縫，或橋梁整體
扭轉造成之斜向裂縫，或主梁構件強度不足，造成靠近支承端之45度斜向裂縫，以及靠近跨
中之撓曲裂縫。

圖 12 預力混凝土梁下翼板縱向裂縫

圖 13 梁端混凝土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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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靠近支承處梁腹板 45 度斜向裂縫

圖 15 主梁腹板裂縫
2. 混凝土剝離、剝落、破損
混凝土主梁發生剝離與剝落現象的主要因素，大多與鋼筋銹蝕、膨脹有關。除沿海地區
橋梁幾乎整橋都具此一劣化現象之外，發生該類劣化之位置，通常與鋼筋銹蝕劣化現象位置
一致，常發生於主梁梁底、腹板，以及水份入滲混凝土處。另外，亦有部份主梁混凝土剝離
及剝落現象為其它特殊因素所造成。
圖16顯示主梁混凝土剝離、剝落、鋼筋外露銹蝕，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橋梁位處沿
海地區，迎風面主梁混凝土剝離、剝落，鋼筋銹蝕外露，或混凝土保護層不足，海風之鹽分
容易侵入至鋼筋表面，造成鋼筋銹蝕膨脹外露。
圖17顯示主梁底部混凝土剝落、鋼筋外露銹蝕，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主梁斷面因鋼
筋銹蝕，造成混凝土沿鋼筋走向持續剝落。
圖18顯示梁端腹板混凝土剝離，可能發生剝離的成因為：支承上方之主梁混凝土承受較
高之剪力，易造成混凝土裂縫或剝落，加上梁端伸縮縫常有漏水情形，易有水份入滲混凝
土、鋼筋銹蝕現象，常造成梁端混凝土剝離或剝落。
圖19顯示預力混凝土梁混凝土嚴重剝離、剝落、開裂，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研判為
預力鋼腱、鋼筋銹蝕膨脹，導致沿預力配置位置處之主梁腹板與梁底混凝土破裂。

10

圖 16 主梁混凝土剝離、剝落、鋼筋外露銹蝕

圖 17 主梁底部混凝土剝落、鋼筋外露銹蝕

圖 18 梁端腹板混凝土剝離

圖 19 預力混凝土梁混凝土嚴重剝離、剝落、開裂
3. 鋼筋外露、銹蝕
主梁鋼筋外露、銹蝕與混凝土蜂窩現象相同，為主梁構件最普遍之劣化類型，最常發生
之位置為主梁梁底處，主要原因多為混凝土保護層不足、混凝土裂縫、蜂窩等因素，使鋼筋
11

容易受到外在水氣與有害物質侵襲，造成鋼筋生銹及腐蝕之情形；其次為最外側主梁、板梁
兩側底面，以及鄰近排水孔洩水處，因雨水及路面排水滲入混凝土內部，以及迎風面等因
素，容易造成混凝土產生白華、碳化，以及鋼筋銹蝕等劣化現象。
圖20顯示主梁梁底橫向箍筋外露銹蝕，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混凝土保護層不足，橫
向箍筋外露，或橋梁位處海埔新生地之沿海地區，海風之鹽分容易侵入至鋼筋表面，造成鋼
筋銹蝕膨脹外露。
圖21顯示主梁上翼板鋼筋外露銹蝕，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橋梁位處沿海地區，整橋
均具有嚴重鋼筋銹蝕現象，或雨水沿懸臂板流下，滲入混凝土內部，造成主梁上翼板鋼筋銹
蝕，混凝土剝落，導致鋼筋外露。
圖22顯示主梁主筋外露銹蝕，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鋼筋配置間距過密或搭接位置未
錯開，導致混凝土澆置無法確實灌滿，使得鋼筋外露銹蝕，或無適當之排水設施，路面排水
直接由護欄排水孔向下排出，造成鄰近排水孔處主梁斷面水份入滲混凝土，鋼筋銹蝕及斷
裂，混凝土剝落。
圖23顯示主梁混凝土磨損、鋼筋外露，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位處山區之橋梁，因橋
下淤積或梁底出水高度不足，主梁下翼板受到漂流物及土石流衝擊，造成表面混凝土磨蝕及
破碎，部分鋼筋外露。

圖 20 主梁梁底橫向箍筋外露銹蝕

圖 21 主梁上翼板鋼筋外露銹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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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主梁主筋外露銹蝕

圖 23 主梁混凝土磨損、鋼筋外露
4. 預力鋼腱外露、銹蝕
鋼腱與鋼筋搭接位置未適度交錯，或鋼腱與鋼筋配置過密，澆置時阻礙混凝土流動，且
搗實不易，容易導致混凝土澆置困難，進而產生混凝土蜂窩現象；因鋼腱與鋼筋係配置於構
件斷面之拉力側，主梁蜂窩現象最常發生於預力混凝土梁底部位置，預力鋼腱錨定處未完全
保護妥當或破裂，以致水份滲入銹蝕鋼腱。
圖24顯示預力端錨頭銹蝕、水痕，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預力鋼腱錨定處鋼腱未完全
保護妥當，以致水份滲入銹蝕，水泥砂漿脹裂，加速預力端錨頭劣化。
圖25顯示主梁梁底處因混凝土蜂窩導致鋼腱與鋼筋外露、銹蝕，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
為：鋼腱與鋼筋配置不當或搭接未錯開，鋼腱與完全密排綁紮，混凝土流動及搗實不易，或
主梁梁底混凝土保護層不足，底層鋼腱、鋼筋及箍筋與模板間無足夠空間填充混凝土，或搗
實不足，水泥砂漿未充分填滿粒料之間，導致混凝土表面粗粒料間形成較大的孔隙。

圖 24 預力端錨頭銹蝕、水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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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主梁梁底處因混凝土蜂窩導致鋼腱與鋼筋外露、銹蝕
5. 混凝土蜂窩
主梁構件因鋼筋用量較高，當鋼筋搭接位置未適度交錯或鋼筋配置過密，澆置時阻礙混
凝土流動，且混凝土搗實不易，容易導致混凝土澆置困難，進而產生混凝土蜂窩現象；因鋼
筋係配置於構件斷面之拉力側，主梁蜂窩現象最常發生於預力混凝土梁、T型梁、矩形梁與
版梁底部位置。
圖26顯示主梁梁底混凝土蜂窩、空洞，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為：鋼筋配置不當或搭接未
錯開，鋼筋完全密排綁紮，混凝土流動及搗實不易，或梁底混凝土保護層不足，底層主筋及
箍筋與模板間無足夠空間填充混凝土，或搗實不足，水泥砂漿未充分填滿粒料之間，導致混
凝土表面粗粒料間形成較大的孔隙。
圖27顯示主梁梁底混凝土蜂窩、空洞，可能發生蜂窩的成因為：施工不當，以不當材料
(紅磚)作為控制鋼筋保護層墊塊，或鋼筋配置不當，鋼筋間距過密，混凝土流動及搗實不
易，或混凝土保護層不足，底層主筋及箍筋與模板間無足夠空間填充混凝土。圖28顯示主梁
梁底及腹板混凝土蜂窩，可能發生蜂窩的成因為：混凝土澆置時搗實不足，或模板漏漿引致
混凝土表面蜂窩，或混凝土保護層不足，鋼筋過於貼近模板。圖29顯示版梁底面蜂窩、鋼筋
外露，可能發生損壞的成因亦為：混凝土澆置時搗實不足，或模板漏漿引致混凝土表面蜂
窩，或混凝土保護層不足，鋼筋過於貼近模板。

圖 26 主梁梁底混凝土蜂窩、空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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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主梁梁底混凝土蜂窩、空洞(二)

圖 28 主梁梁底及腹板混凝土蜂窩

圖 29 版梁底面蜂窩、鋼筋外露
肆、結論
本文就橋梁檢測外部稽核公益協作之發現，針對混凝土橋梁上部結構的橋面板與主梁部
分之常見劣化類型予以說明，其中橋面板與主梁的常見劣化類型如列：混凝土裂縫、剝離、
剝落、破損，鋼筋外露、銹蝕，水份入滲混凝土及白華，以及混凝土蜂窩及氣孔等現象，主
梁部分另有預力鋼腱外露、銹蝕的劣化類型；文中亦依各劣化類型，詳細說明或判釋其可能
成因。文中所述混凝土橋梁上部結構的橋面板與主梁之常見劣化類型與成因說明，可提供橋
管單位、橋梁檢測廠商、橋檢品質保證單位/機構等相關專業人員作實務性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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