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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新北市政府為積極推動三環三線，採用設計施工平行作業方式，推出安坑輕軌運輸系統計畫土建統

包工程，其中位於跨越新店溪河川路段，因跨越行水區路線長度達約500公尺，且受限堤防內僅能設置2

處橋墩之限制，針對此大跨距軌道橋梁，綜合考量後採取國內首見且國外亦少有案例之斜張桁架複合橋

型式。

　　本案因統包特性，於設計階段即與施工團隊密切商討，並配合施工需求回饋於設計內容，本文針對

該橋設計與施工規劃構想及考量作重點說明，期可供國內日後類似案例之參考。

摘  要

Abstract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lanning of a  
Viaduct over the Xindian River for Ankeng LRT

The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has actively promoted “3 rings and 3 lines” and adopted the parallel method 

of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to launch the Turnkey Project of Ankeng LRT System. The routes across the Xindian 

River, and the length reaches approximately 500 meters. In addition, there are only two piers within the limited 

embankment. For the large-span bridge, after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we use the Cable-stayed and truss 

composite bridges,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Taiwan, and there are few cases in foreign.

Beca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urnkey. Design team is closely discuss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team in the 

design stage, and the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are Feedback in the design.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conception of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lanning, and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future cases.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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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軌道建設是國內目前因應綠色交通運輸之

趨勢，隨著各縣市對軌道交通需求不斷增加，

而輕軌工程有施作工期較短及興建經費較低之

優勢，預期將為國內軌道系統未來選用主要標

的之一，新北市政府為積極推動三環三線，爰

採用設計施工平行作業統包方式，推出「安坑

輕軌運輸系統計畫土建統包工程」，總計畫經

費約166億元(含土建及系統機電工程)，預定完

工年期為110年12月。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在本計畫中係土建統包商之主要細設分

包商，扮演設計及施工諮詢之角色。

本文內容主要以其中跨越新店溪路段橋梁

為例，分享大跨度軌道橋梁之設計考量及施工

規劃經驗供各界參考。

貳、計畫概要與路線範圍

安坑輕軌計畫位於新店區及安坑地區，路

線自安泰路與安一路交會處之機廠起，採平面

方式沿著安一路北行，續沿安一路安和支線轉

至安和路，並改採高架方式沿安和路一、二段

北行，在跨越國道三及五重溪後，於安和路三

段水利署新店辦公區轉向東行，隨後跨越新北

環快道路、新店溪至新店十四張地區，以轉乘

大臺北都會區捷運環狀線路網，全線長約7.5公

里，共設置K1、K3、K4及K5等4座平面車站；

K2、K6、K7、K8及K9等 5座高架車站，以及1

座機廠，計畫路線如圖1所示。

計畫路線行經新店溪河川流域前，為避開

尖山遺址保護區，採斜交方式跨越新店溪，跨

越行水區路線長度達約500公尺，如圖2所示，

圖1 安坑輕軌計畫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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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跨新店溪路段斜交長度約500公尺，堤

防內限制2處落墩跨距及高度皆須符合

200年洪水位之水利需求。

(二)  軌道橋橋面寬幅窄，應考量高寬比過

大所產生之不穩定情況。

(三)  橋柱需避開偏向安坑端寬約70公尺深槽

區，並採圓形橋墩，以減少阻水面積。

(四)  兩側環河快速道路及K9站下方計畫道

路淨高須維持5.1公尺。

(五)  軌道變位折角限制嚴格，需妥適加強

橋梁勁度。

綜合前述考量，針對大跨距軌道橋梁，除

應具備足夠承載強度，確保橋梁結構安全外，

亦需控制其撓度變位，確保列車運轉與乘客舒

適性要求，故優先採用鋼桁架以增加水平及垂

直方向勁度；另考慮加強整體穩定，故採用複

合式橋型。依此原則，設計初期研擬2種橋型方

案，包括鋼拱桁架複合橋(如圖4)以及斜張桁架

複合橋(如圖5)。經後續評估後，因鋼拱橋河中

另因前期規劃單位已與水利單位協調堤防內僅

設置2處橋墩之限制，故相較於工址下游捷運環

狀線橋梁採7處橋墩配置，不論是規模、跨距、

量體、工程難度等，均屬國內軌道橋梁首見，

因此如何能兼顧河川水理、橋梁及軌道安全、

景觀、營運、施工性及維護成本等條件，為設

計及施工規劃時需面臨之挑戰。

參、橋梁型式與造型方案構想

一、橋梁型式構想

橋址位於跨新店溪河道內，堤防總寬約310

公尺，其中新店端為寬幅約240公尺之高灘地，

而安坑端為寬幅約70公尺之深槽區(如圖3)，另

依前期基本設計路線規劃，已與經濟部水利署

協議安坑輕軌跨越新店溪之跨河構造物僅能設

置2處橋墩，基於上述限制，橋梁型式之選擇需

考慮以下重點：

圖2 安坑輕軌計畫跨新店路段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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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多，臨時支撐架高且多，施工風險高；斜

張橋橋塔可採自動系統化施作，工期及品質容

易掌握，故最後決定採用斜張橋橋型。本橋型

不僅為國內首見，在國外亦少有案例，主要結

構特色包括：

(一) 採非對稱斜張橋設計。

(二)  複合式鋼斜張橋塔搭配鋼桁架橋組成。

(三)  主跨及邊跨之斜張鋼纜採雙索面扇形

設置。

圖3 跨新店溪路段示意圖

圖4 鋼拱桁架複合橋

圖5 斜張桁架複合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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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跨新店溪橋透視模擬圖

圖7 跨新店溪照明計畫透視模擬圖

二、造型方案構想

橋體型態以鳥展翅沐浴為造型發想，鳥只

在令牠“安心”的地方洗澡，並以其微微展開翅

膀享受沐浴的樣子，藉喻著把新店溪兩岸當成

安全安心的家，因此主橋結構採斜張型式(如圖

6)，藉由主跨及邊跨之雙索面扇形設置，轉化為

展翅之意象，塔身結合吊索力學之美，化身為飛

鳥，取名「安心橋」，象徵每天都能平安順心，

也指往來“安”坑“新”店“安心”的意思。

夜間加上燈光照明效果，正面以色光將橋

塔打亮，在橋體外的暖色點燈光，使橋體在黑

夜中呈現弧形光影，纜繩則以白色光從底部往

上發射，光源由強漸弱，如同一隻水鳥在水面

洗澡，河水飛濺，波光淋漓，照明計畫透視模

擬如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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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橋梁設計考量及施工規劃

一、橋梁配置與設計

(一) 橋梁配置概要

 本處路線線型在跨越河道後即大轉彎

進入K9車站，因此特別將跨越新店溪橋之

深槽區及高灘地均納入同一橋梁單元，因

若於轉折處如圖8 P9-17處設置橋梁伸縮

縫，兩端不同橋梁單元間之相對移動量恐

造成鋼軌錯動及影響列車運轉安全。

 在綜合考量防洪水利要求、路線線形、

軌道需求及結構型式後，新店溪橋在轉彎

段設置一構架式橋墩，主橋橋塔則為避開

靠近安坑端之新店溪深槽區，採不對稱配

置，主跨跨徑達225公尺，斜張橋側跨為

150公尺，轉彎段後之副跨則為127公尺。

 新店溪橋為一座採用支承體系之斜張

橋，主跨及側跨分別配置有6對鋼纜，橋塔

帽梁以上高度110公尺，橋塔軸身沿里程增

加方向傾斜10度，主梁部分則配合結構需

求及K9車站整體景觀和諧，採用桁高10公

尺之鋼桁架系統。本橋之平面、立面與斷

面如圖8、圖9及圖10，橋塔立面及斷面如

圖11所示。

 在斷面配置方面，靠近安坑端之直線

段軌道中心距為安坑輕軌之標準4公尺配

置，而靠近新店端，由於接近採用島式月

台之K9車站，因此軌道中心距增加為8.75

公尺，且於127公尺長之副跨直線段設有

一套橫渡線菱形道岔供進站使用。新店溪

橋採用勁度較大之桁架型式以符合軌道之

變形限制需求，為配合軌道中心距之變化

及曲線線形，桁架主梁主要以直線型式配

置，利用兩種斷面配置進行設計，標準直

線段及進站前直線段之桁架中心距分別為

圖8 新店溪橋平面圖

圖9 新店溪橋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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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公尺及18公尺，並利用轉彎段配合軌道

中心距變化進行橋面及桁架中心距漸變，

各橋墩處之斷面如圖12所示。

在下部結構方面，由於路線線形與新店溪

斜交，P9-16橋塔處採用A型橋塔搭配帽梁之單

柱式橋墩，帽梁以下更以混凝土包覆成圓形，

提升耐洪能力外亦可作為河中橋柱之碰撞防護

措施。轉彎處之P9-17橋墩，則設置於鄰近環狀

線構架式橋墩沿線上，並以順水流方向配置圓

圖10 新店溪橋斷面圖

圖11 橋塔立面斷面圖

形橋墩，以降低阻水面積。堤外之橋墩則垂直

於路線配置，靠近安坑端之P9-15橋墩採雙柱構

架式混凝土橋墩；而靠近K9車站之P9-18橋墩，

考量橋下計畫道路及車站位置，則採用單柱式

混凝土橋墩搭配預力懸臂帽梁。

(二) 結構系統

 斜張橋的結構系統一般可分為懸浮體

系、支承體系、剛架體系以及塔梁固接體

系，各結構體系之採用，除須配合當地條

件及需求外，工程師的設計理念也是重要

因素。新店溪橋為採用支承體系之斜張橋

系統，主梁於橋塔處採支承方式，水平剪

力可經由支承傳遞至橋柱。

 考量防洪水利要求、堤防位置、路

線線形、軌道需求等限制，新店溪橋採用

了不對稱的跨徑配置。為減少上部結構承

受載重作用下引致的不平衡力，採用傾斜

式的橋塔配置來減少此不平衡效應，而高

灘地段副跨的引入亦增加了轉彎段上部結

構的自重，在側跨不壓重的情況下即可達

到常時支承無拉拔力的要求，並經由吊索

力量的調整，降低橋塔頂部位移及底部彎

矩，使橋塔受力以軸力為主，並提供主梁

必要的垂直向支撐，使受力更為均衡，以

達到經濟的結構設計。

 本橋結構系統與一般傳統地錨式對稱

型斜張橋截然不同，結構支承系統如圖13

所示，除P9-16橋塔底部為固定支承外，其

餘均為沿行車方向縱向活動支承，此外，

考量軌道之連續性，橋梁伸縮縫處有嚴格

之不連續變位限制，因此本橋端部之支承

移動方向均平行於軌道線形，並於四處橋

墩設有橫向制動裝置，各橋墩可分散橫

向地震力，而縱向地震力則由P9-16及P9-

17、P9-18之斜交部分分擔。由於本橋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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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橋墩處斷面圖

P9-15 橋墩處斷面

P9-17 橋墩處斷面 P9-18 橋墩處斷面

P9-16 橋塔處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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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作為耐震設計之基準。

   　　在歷時分析中，本橋使用了3組橋址

附近的地震歷時資料，測站編號分別為

TAP033大豐國小、TAP034新店國小以

及TAP053氣象儀器檢校中心，動力分析

時，利用所蒐集得到的歷時資料，調整

原始地震波使其成為與設計反應譜相諧

和之歷時反應，擬合後之歷時紀錄如圖

14所示。

   　　本橋為軌道橋梁，在靜載重、一股

道活載重及地震力作用下，主梁上下弦

桿軸力包絡線如圖15及圖16所示，橋塔

軸力包絡線如圖17所示，結果顯示所設

計構材具有足夠之耐震能力。

2. 橋墩、基礎與橋塔錨碇構件

   　　新店溪橋位於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地

區，地層屬於第三紀中新世沖積層，本

處地質主要可區分為兩大層，地表下

支承體系，水平剪力將經由支承傳遞，因

此P9-16橋墩處之支承會有相當大之縱向水

平力，故將此處之固定支承改以三處不同

方向之支承取代，使縱向、橫向與垂直向

支承各自獨立。

(三) 結構分析與設計

 新店溪橋為一座不對稱跨徑、配置傾

斜橋塔之鋼桁架複合斜張橋，斜張橋屬高

度靜不定的複雜結構，加上本橋採用鋼桁

架主梁並配合路線線形設置轉彎段，其結

構行為較為複雜，因此本橋分析時採用3D

結構模式，以下將就分析設計檢核結果及

各設計細節分別說明。

1. 耐震分析與設計

  　　本橋於結構分析時依照規範規定進

行了反應譜分析及動力歷時分析。依照

規範規定，取動力分析所得之總基底剪

力與靜力分析所得者之90%，兩者之較

圖13 結構支承系統

TAP033 TAP034 TAP053

圖14 擬合後之歷時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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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公尺主要以砂土層為主偶夾砂礫石

層，地表下25~40公尺則主要為卵礫石

層。由地質鑽探資料可得知，橋址地層

在安坑端於地表19公尺處、在新店端於

地表30公尺處有承載層。

   　　橋塔處P9-16橋墩位於高灘地，配合

載重需求，基礎採用42支2公尺直徑、

長35公尺之全套管基樁，基礎版深度5

公尺並配合設置橋塔錨碇構件。橋塔底

部為一10x10公尺之鋼箱形斷面，以82

支M130錨碇螺栓配合錨碇構件與基礎版

結合，並配合水理需求以混凝土包覆成

15公尺直徑圓柱。

   　　9-15、P9-17及P9-18橋墩採樁基

礎型式，以1.5公尺直徑、長19~30公尺

之全套管基樁施作。在下部結構方面，

P9-15及P9-17橋墩分別採用雙柱及三柱

之構架式混凝土橋墩，橋墩採用3公尺及

3.6公尺直徑圓形斷面，河道中之P9-17

橋墩排列及帽梁方向與鄰近環狀線橋墩

平行，可符合水理需求。P9-18橋墩位於

堤防外，配合橋下計畫道路設置3.2x4.2

公尺方型單柱橋墩，考量上部結構弦桿

支承垂直力及其中心距離18公尺，在懸

臂長度達8.9公尺之帽梁配置有16支19股

之預力鋼腱。

3. 橋塔

   　　新店溪橋橋塔為A型塔柱，採用鋼

箱型結構，並沿里程增加方向傾斜10

度，整體橋塔高度達130公尺，帽梁以

上高度為110m，結構配置如圖11所示。

鋼帽梁以下為寬度10公尺之單柱鋼橋

墩，深度由10公尺漸變至7.6公尺，上方

鋼帽梁深度由6.5公尺漸變至3.5公尺，寬

度由7.6公尺再漸變至6.5公尺。由於主

梁採用桁架斷面，配合桁架高度淨高需

求，A型橋塔於高度55公尺位置合為一

體，單一塔柱寬度3.5公尺，合併後再由

8.5公尺漸變至5公尺，深度則從帽梁頂

部之6.5公尺漸變至3.8公尺。

圖15 上弦桿軸力包絡線 圖16 下弦桿軸力包絡線

圖17 橋塔軸力包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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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塔柱斷面型式及尺寸示意圖

產生面外彎矩為原則，以減少P-△效應

引致二次彎矩之影響，此外經由預力的

調整，也可改善靜載重造成之不平衡效

應，以及降低主梁上下弦桿之軸壓及軸

拉力差異。

5. 桁架主梁

  　　斜張橋主梁為桁高10公尺之華倫式

桁架，桁架配置如圖19所示，上下弦桿

斷面分別為1.1x1.5公尺與1.1x1.6公尺，

斜桿為I形斷面，除支承處及轉彎段採

剛接型式外，其餘與弦桿接合處採用鉸

接型式。下弦桿橫向以箱形斷面橫梁連

接，內部澆置15公分制震混凝土以降低

鋼梁造成之軌道振動噪音。橫梁上半部

設有縱梁支撐上方橋面版及軌道設施，

下半部則設置I形斷面水平斜撐增加橫向

  塔柱斷面角隅部分採切角處理以防止受風

引致之渦激振動，於斷面四個角隅處作

60x60公分之切角，其斷面型式如圖18所

示，可提升橋塔之耐風性，並藉由切角

來塑造橋塔造型變化，強化視覺美感。

4. 鋼索

  　　鋼索採扇形配置，雙面共配置24根

鋼索，主跨及側跨分別採用6對鋼索，股

數55~73股不等，錨碇於主梁上弦桿節點

處。每股鋼索採低鬆弛7線預力鋼絞索，

具有高抗疲勞強度，易施工及可提供個

別鋼絞線抽換作業之平行鋼絞線系統。

  　　新店溪橋為斜張橋，上部結構的力

量主要利用鋼索傳遞給橋塔，再經由橋

塔經帽梁傳遞至錨碇構件及基礎，因此

塔柱將承擔相當高比例的橋梁載重，其

軸力通常非常大，為使塔柱具有較佳的

結構行為，設計時進行鋼索預力施加的

調整，使塔柱在斜張橋完成後儘量以不 圖19 標準段桁架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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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度；上弦桿橫向則以I形斷面橫梁及水

平斜撐相連。

  　　主梁斷面以具優越耐風穩定性為主

要設計考量，並考量軌道之垂直變位要

求，採用勁度較大之桁架型式，桁架中

央透空並採用開放式之鋼製欄杆，風阻

小，可降低風力對主梁結構的影響，提

升其耐風性。

二、軌道配置

軌道橋梁設計另應考慮軌道與橋梁結構間

之互制作用影響，以確保於地震、剎車力及加速

力、溫度效應等作用下，軌道之應力及位移可符

合需求限制，俾確保列車營運安全。與軌道結

構互制有關之檢核可依據交通部鐵路橋梁耐震

設計規範、台灣高鐵土建設計規範、國內捷運

系統等規範或國際公認規範進行(如UIC、EN)。

本路段之軌道配置，除需考量一般橋梁與

軌道之互制行為外，另因該路段橋梁跨徑大，

於縱向力作用下將產生較大之縱向變位，且臨

近端末K9車站及剪型道岔，故尚需特別考量下

列事項：

(一) 鋼軌伸縮接頭設置檢討：

 本案橋上舖設無道碴軌道及長銲鋼軌，

故隨著溫度變化，鋼軌與橋梁間會有軌道縱

向力作用，當橋梁跨度大時易造成縱向阻力

累積，使鋼軌產生異常軸力超過容許限度，

故須妥適規劃橋梁跨距及支承配置，並適當

考量橋軌互制及橋上長軌影響。根據一般規

定，當橋梁伸縮長度超過150公尺時，需詳

細評估設置鋼軌伸縮接頭之需求，應檢討

高溫下之鋼軌軸力，以及低溫下之鋼軌裂

斷開口量，必要時設置鋼軌伸縮接頭。

 經檢討橋跨配置，於上下行線適當位

置各設置一套鋼軌伸縮接頭(如圖20)，以期

降低鋼軌軸力，說明如后：

圖20 跨新店溪橋鋼軌伸縮接頭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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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風洞試驗

本案橋型特殊且塔高超過100公尺，橋梁結

構系統與空氣動力之互制效應，甚難於設計分析

時完全掌握，須藉由風洞試驗所得空氣動力參數

作為設計檢核之用，並利用風洞試驗瞭解在風動

力作用下之橋梁結構振動反應，評估橋梁在設計

風速下之顫振穩定性、抖振及渦致振動現象。

新店溪橋之風洞試驗主要分成斷面模型試

驗及全橋模型試驗兩大部分，用以檢核橋梁受

風之安全性與舒適性，由淡江大學風工程研究

中心負責試體製作及實驗之執行，概述如下：

(一) 斷面模型風洞試驗

 斷面模型風洞試驗於斷面風洞進行，選

用跨河段標準斷面，縮尺為1/60，模型以鋁

骨材作為結構主構件之剛架系統，再使用

珍珠板作為內部軌道面版之製作，如圖21。

 斷面試驗主要實驗內容如表2所示，根

據試驗結果的各項動力參數，以數值方法

進行顫振臨界風速的數值推估結果，橋梁

發生顫振之風速已大於顫振檢核風速，初

判橋梁不會有顫振之情形發生。

1. 第一跨橋(P9-15~P9-16)前端：

 　　 橋墩P9-15前方橋梁單元為三跨連續

鋼橋，因該路段位於曲線彎道，故

選擇於跨新店溪橋第一跨橋內於距

曲線ST點至少20公尺以上之直線段

佈設。

2. 第二跨橋(P9-16~P9-17)後端：

  　　由於第三跨橋剪型道岔前方直線段

長度不足佈設需求，須再避開橫渡線前

方R90m曲線段，故於第二跨橋中距曲線

TS點至少20m以上之直線段佈設。

(二) 橫渡線道岔位置檢討：

 道岔位於高架橋段，應以連續梁跨越不

設置結構伸縮縫為原則，使整組道岔位於完

整平面。另考量橋梁伸縮縫之伸縮可能造

成道岔之位移或額外之應力故橋梁伸縮縫

須與整組道岔端點維持如表1之最小距離。

 本路段橋梁邊跨設置有橫渡線剪型道

岔，該邊跨橋梁伸縮方式為縱向活動，依

此配置，道岔端點距離橋梁伸縮縫約21公

尺。若橋梁邊跨上方不考量設置鋼軌伸縮

接頭，因橋梁伸縮長度約為277公尺，無法

滿足道岔端點距車站端橋梁伸縮縫最小27

公尺距離之規定。後經本案橋梁橋軌互制

分析結果，有設置鋼軌伸接頭之必要，再

依設置鋼軌伸縮接頭後計算橋梁伸縮長度

(實際軌道伸縮區間)可小於90公尺，經查 

表1，可滿足道岔端點距車站端橋梁伸縮縫

不小於17公尺之規定。

表1 道岔端點距橋梁伸縮縫最小距離

橋梁伸縮長度L 最小距離

L≦60m ≧7m

60m<L≦90m ≧17m

90m<L ≧27m

圖21 斷面模型風洞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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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橋模型風洞試驗

 全橋模型的設計製作縮尺係根據橋體

之基本振態頻率、質量、慣性矩縮尺與風

洞性能搭配之可行性，選定縮尺為1/170。

模型在製作上係以一連續之核心鐵架模擬

橋體基本振態，並將正確的質量分佈在橋

面上，最後再使用3D列印鋼架形狀，做出

橋塔之正確造型，如圖22。完成之全橋模

型首先將進行基本振態之頻率、振態等參

數之識別與率定，以確認模型性能符合原

有之實驗設計規劃。 

 全橋模型風洞試驗內容如表3所示，在

平滑流場主要檢核各風攻角下之顫振及渦

致振動的評估檢核。全橋模型於紊流邊界

場之試驗如圖23所示，其主要觀測橋面板

與橋塔振動，檢核抖振反應是否有太大的

位移量，並檢核是否會發生結構體的渦致

共振現象。

 平滑流場風洞試驗結果顯示主跨及側

跨橋面版處之垂直、水平與扭轉向擾動反

應皆隨風速增加而穩定增加，其反應均無

急速放大之現象出現，顯示新店溪橋在設

計風速內無顫振發生之虞，在低風速下亦

無極速竄升，無渦致振動現象出現，在橋

圖22 全橋模型風洞試驗

圖23 紊流邊界層流場風場試驗圖

表3 全橋模型風洞試驗內容

項目 流場特性 風向角 風攻角 實驗風速

顫振臨界風速 平滑流場 0° +3°、0°、-3° 500年回歸期之設計風速

渦致振動
平滑流場

0° 0° 根據結構特性而定
紊流邊界場

抖振反應 紊流邊界場
北側及南側來風，
+30°至-30°之間，

間隔15°
0° 100年回歸期設計風速

表2 斷面模型風洞試驗內容

項目 流場特性 風攻角 內容

風力係數 平滑流場
+10°至-10°之間

間距為1°
利用拉壓力應變計量測拖曳向、垂直向與扭轉向三方向
之風力係數。

顫振導數 平滑流場 +3°、0°、-3°
利用雷射測距儀量測斷面模型受風作用下之垂直向與扭
轉向位移反應，藉由位移反應識別出主梁斷面之扭轉向
與垂直向顫振導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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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鋼桁架橫跨過主河道及高灘地，於橋塔

兩側高灘地位置以就地支撐工法採輪式吊車安

裝，而跨越新店溪主河道路段則為避免於行水

區設置臨時支撐，影響河道通水面積，故使用

懸臂工作車工法亦採自動循環方式施工，有助

於縮短施工時程，施工步驟如圖25~圖28所示。

塔方面，擾動反應亦隨風速增加而穩定遞

增。另於現實狀況較接近之邊界層流場試

驗中，考慮實際大氣條件下之紊流影響，

所有測點均無明顯竄升，顯示無渦致振動

現象出現。

四、施工規劃

橋梁工址位於新店溪河道中，需妥適規劃

及因應施工中汛期之防制，並充分利用河堤內

高灘地搭設施工便橋與施工構台方式，進行橋

梁施工。

由於橋塔位置已避開新店溪行水區塊設置

在高灘地上，故規劃使用塔式吊車以自動化、模

組化及周期化之方式，藉以達到精減工期掌握品

質之目標，橋塔鋼構考量吊重共拆分為17個單

元，其中第1單元至第3單元以履帶式吊車於地面

施工構台吊裝，第4單元以後則於地面組裝完成

後以塔式吊車循環吊裝至定位，如圖24所示。

圖24 橋塔塔式吊裝示意圖

圖26 步驟2-安裝懸臂工作車

圖25 步驟1-橋塔側以輪式吊車安裝

圖27 步驟3-單元完成後推進

圖28 步驟4-配合推進同步拉設鋼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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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樁施作

圖29 橋塔P9-16 施工模擬

2.開挖、擋土支撐施作

3.樁頭處理及PC澆置 4.錨碇座安裝

5.混凝土澆置 6.基座底板安裝

7.鋼柱構件節塊吊裝 8.帽梁鋼構件吊裝

另本案於設計施工階段同步導入BIM技術，

以優化協同作業藉以達到輔助設計及施工之功

效，以P9-16橋柱施工模擬為例(如圖29)，可有

效提升施工階段時的效率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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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配合新北市三環三線政策，建置安坑輕

軌後，將可連結轉乘捷運環線，有利推動安坑

發展，提供運輸新走廊，打造大台北一小時生

活圈。

跨新店溪高架橋橋型不僅為國內首見，在

國外亦少有案例，本案因統包特性，於設計階

段即與施工團隊密切商討，並配合施工需求回

饋於設計內容，且利用BIM技術進行3D施工模

擬，可有效降低後續施工中所產生之困難，並

掌握非防汛期施工項目之工進。

期 待 本 座 跨 越 新 店 溪 ， 連 結 “ 安 ”

坑-“新”店的“安心橋”能順利施作完成，以

型塑新地標，實現幸福安坑美麗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