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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狀線DF112標

於狹窄道路處之

高架橋及車站設

計及施工規劃



2
專
題
報
導

ABSTRACT摘  要

No.113│January, 2017│ 35

　　臺北都會區捷運系統中已營運之捷運路線多為輻射狀佈設，須有「環狀路線」將其結合成完備

之捷運路網，本計畫DF112標為臺北捷運環狀線之第一階段工程內最艱困之重要高架工程，亦為環

狀線三個設計標中首先完成發包標案。

　　本計畫捷運路線後段自Y11車站起至Y13車站間所在之道路寬度狹窄，如中山路約24m寬、板

南路約20m寬等，且道路上交通繁忙、路面下管線密佈。若採一般高架捷運側式月台或島式月台車

站型式佈設，因側式月台車站寬度約為20～22m幾乎佔滿道路，嚴重衝擊都市景觀及影響兩側鄰房

隱私權、日照權等居住品質，因此本計畫規劃於中山路及板南路三座高架捷運車站為「疊式月台」

之型式，而連接車站間之高架橋為疊式高架橋型式，疊式線形全長計約2.61公里。

　　疊式線形雖已於臺北捷運中和線之潛盾隧道及地下車站採用，然於國內捷運軌道工程採疊式高

架橋及高架疊式月台車站為首次採用之技術。由於配合疊式線形架橋結構型式從兩側式軌道轉換成

兩疊式軌道之轉換區，每支橋墩變化型式皆不同，設計十分複雜，加以於板南路中正路路口，疊式

高架橋必須斜向跨越八里新店高架橋(後續文簡稱台64線高架橋)，致使工程更加艱鉅，因此於設計

階段邀請各專業廠商討論，並將規劃施工方式反映於設計圖及工程費用中，使得施工廠商能了解工

程狀況，如期如質達成預期目標。

1 2 3 4 5

壹、工程範圍及特性

捷運環狀線DF112設計標(後續文簡稱為本

計畫)為臺北捷運環狀線第一階段工程之重要一

標，分別與既有營運之中和線，以及未來萬大

線、南北線連接，如圖1所示。

本計畫工程範圍起自中

和市景平路秀朗橋端之Y8車

站，路線向西沿景平路、中

山路、板南路、中正路，轉

入板橋市板新路，止於板新

路與中山路口之Y14車站，全

長約6.3公里，包括高架橋及

Y8～Y14等七座高架車站，

以及Y10車站至Y11車站間

剪式橫渡線等工程，並於Y8

車站、Y10車站、Y11車站分

別與南北線Y44車站、中和線景安站及萬大線

LG06車站連接。

本計畫後半段路線所在之道路寬度狹窄，

如景平路及中山路約24m寬、板南路約20m寬

等，若依一般高架捷運車站型式佈設，因車站

圖1 環狀線DF112標與中和線、來萬大線、南北線連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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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度約為20m～22m，幾乎佔滿道路，嚴重衝

擊都市景觀及影響兩側鄰房居住品質，此外道

路上交通繁忙、路面下管線密佈，亦須跨越台

64線高架橋及緊貼台64線中和一匝道等亦造成

本工程施作之困難，狹窄道路工程範圍如圖2所

示，因而如何解決為設計重要課題。

貳、基設規劃評估

臺北市政府捷運局頒布之基本設計係將車

站穿堂層及機房空間規劃於道路上方，並採側式

月台車站，車站寬度約20m～22m，而於道路寬

度較狹窄之中山路(路寬24m)、板南路(路寬20m)

共設置3個高架車站（Y11～Y13站），站體兩

側與建築線間距離僅有0m-1m，如圖3所示。

圖2 狹窄道路工程範圍

圖3 側式月台車站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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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十層之建築物，應為寬六公尺、長十五

公尺以上；十層以上建築物，應為寬八公

尺、長二十公尺以上】。

三、 對周圍建物有日照、噪音、私密性等衝擊。

因此將Y11、Y12、Y13車站採「疊式月

台」車站方式設站，可減少車站寬度至9m，使

車站與建築線之間的距離加大到6～7.5m，如圖

4所示。

參、疊式線形設計

本計畫設計規劃疊式線形路線考慮現有道

路特性以及系統機電之線形規範要求，如圖5所

示，說明如下：

細部設計階段評估龐大量體之側式月台車

站，除嚴重衝擊都市景觀並造成都市空間緊張

與壓迫感外，亦產生下列問題：

一、 依【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限建辦法】規

定：「高架段之路線及車站：水平方向為

自捷運設施結構體外緣起算向外六公尺以

內，垂直方向為自地面起算向上至捷運設

施或行車安全之最小淨空以內，其有屋頂

者則向上至屋頂結構上緣以內，兩者所形

成之封閉區域均屬禁建範圍」；未來兩側

鄰房改建時，需退縮至少5m～6m，影響未

來週邊開發權益甚大。

二、 雖車站旁大樓消防救災首先須藉大樓自身

設備外，但周遭環境亦須檢視是否有滿足

內政部「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

原則」規定：【供雲梯消防車救災活動之

空間需求如下：1.長寬尺寸：六層以上未

圖4 疊式月台車站配置橫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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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Y11車站前轉換區線形規劃

(一)  Y11站前440m之景平路上橫渡線結束處

開始進行轉換，如圖2所示，為確保兩

軌間之寬度能足夠上、下軌脫離同一高

程轉換為單軌之疊式橋梁，兩軌中心

距離須由4,150mm增加至5,000mm。

(二)  上行線(下部軌道線形)以2.746%坡度

緩降，並控制高架橋帽梁下之道路至

圖5 系統機電之線形規範要求

系統商AnsaldoBreda提供之技術參數

                      項  目 希望選用 絕對需求

平面曲線1. 

最大曲率半徑(1) 

最小曲率半徑(2) 

主線A. 

車站內B. 

機廠連接線C. 

機廠內D. 

側線及停車線E. 

3000 m

-

-

-

-

-

5000m

45m
直線

50m

50m

140m

(3) 同向兩曲線間直線段長

(4) 反向兩曲線間直線段長

-

-

0

12.85m

(5) 可不設緩和曲線之最小半徑  

(6) 月台端前之直線段長度

-

-

5000m

12.85m

超高及超高不足2. 

(1) 主線軌道之最大選用超高 

(2) 最大負超高

130mm

-

150mm

-

(3) 最大超高不足：

A. R≧ 150m 之曲線

B. 35m≦ R<150m之曲線

C. R=35m 之曲線

90mm

-

-

150mm

90mm~150mm線性內插

90mm

(4) 超高最大變化率(最大超高縱坡〉

A. R≧ 150m 之曲線

B. 35m≦ R<150m之曲線

C. R=35m 之曲線

3‰
2‰~3‰線性內插

2‰

(5) 超高、超高不足之最大時變率

A. 越高最大時變率

B. 超高不足最大時變率

55mm/s

55mm/s

縱坡3. 

(1) 主線軌道最大縱坡

(2) 車站、側線及機廠最大縱坡

(3) 主線隧道之最小縱坡

2%

水平

-

5.5%
0.3%

0.3%

豎曲線(採拋物線)4. 

(1) 豎曲線最小半徑

(2) 豎曲線最大長度

(3) 兩曲線間固定縱坡之最小長度﹒

3000m

-

50m

1500m

200m

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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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Y11車站至Y13車站疊式線形規劃

為維持車站建築結構外緣距建築線至少

有6m淨距，Y11車站之出入口土開大樓位於南

側，亦即月台位於南側，配合車站配置，上下

兩軌中心須於道路中心北側0.8m處。而Y12站之

出入口土開大樓位於軌道另一側，因此上下兩

軌中心須將中山路道路中心北側0.8m，調整至

板南路處道路中心西側0.8m，如圖7所示。

少有5.1m之車行淨高；另下行線(上部

軌道線形)則以3.0%坡度爬升，並待上

行線(下部軌道線形)軌頂高程距離下

行線(上部軌道線形)軌道梁底部已充

足提供列車行車安全淨高時(本計畫採

5.2m)，再調整上、下行軌道之平面線

形使之成為疊式線形後再以半徑45公

尺之曲線由景平路進入中山路上Y11車

站，如圖6所示，此符合系統機電之線

形規範最小平面曲率半徑要求。

圖6 疊式線形以半徑45公尺之曲線進入Y11車站

圖7 設計規劃疊式線形與基設線形縱坡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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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Y13車站後轉換區線形規劃

(一)  出Y13站後即須斜交跨越中正路台64

線高架橋，跨越台64線高架橋處之下

軌(上行線)高程設計須考量高架道路

車行淨高5.1m、新建之捷運高架橋梁

深、軌面基座高度。

(二)  斜交跨越中正路台64線高架橋後(Y13

站後約＋300)，下行線(上部軌道線形)

以3.072%坡度下降，上行線(下部軌道

線形)維持一定坡度，兩軌中心距離由

5000mm縮減至4150mm。於Y13站後

約1＋086轉回側式配置，轉換區總長

約786m。

 上述設計規劃疊式線形與原基設線形

縱坡比較，如圖7所示，最大線形縱坡為

4.48%，其仍符合機電系統之線形規範最大

線形縱坡5.5%要求。

肆、疊式高架車站設計

為減少Y11、Y12、Y13車站道路上方車站

龐大量體，降低都市景觀衝擊與道路壓迫感設

計規劃為寬度約9m的疊式月台車站，道路上方

僅保留月台及軌道，至於穿堂層與機房層則移

至路外出入口基地。

疊式月台車站設計方式係將原兩平行並排

之軌道，將一條軌道下移至穿堂層高度，另一

條軌道則高度維持不變，原穿堂層則移至路外

基地，故車站原高度不變，但車站量體大幅縮

減，如圖8說明。

疊式月台分為上層月台與下層月台，兩月

台高程相差7.7m，如圖9所示，月台長度仍維

持80 m，月台頭尾兩端配置空調機房與緊急樓

梯，兩月台間以樓梯、電梯及電扶梯連通。

圖8 疊式月台高架車站空間配置說明

圖9 疊式月台高架車站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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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疊式月台高架車站結構透視圖及照片

圖11 月台候車區設置局部空調

站體結構以「倒Y」型鋼柱作為整體車站造

型之一部份，如圖10所示。在車站造型的設計

上，以「輕」、「簡」、「透」為設計目標，

避免過大量體或過多裝飾的設計，增加都市的

壓迫性。在車站外型設計上，因考量與鄰房距

離過近，避免車站噪音影響擾鄰，外牆盡量以

包覆方式隔絕站內噪音。

在旅客舒適性的設計上，因高架捷運

車站屬開放式車站，且捷運列車班次較為

密集，因此在能源節約的考量下，月台候

車區僅設置局部空調，如圖11所示，以增

加候車旅客在夏季炎熱時的舒適性，冬季

時則將玻璃帷幕活動窗開啟做自然通風，

車站造型如圖12。

伍、疊式高架橋設計

配合「疊式車站」及「疊式線形」

之佈設，高架橋亦需採「疊式高架橋」設

計，為能使雙向之軌道梁維持不同高程

上、下疊放，且又必須確保下層軌道上之

行駛列車有足夠之動態包絡空間，加以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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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路線通常沿著既有道路佈設，新建之高架墩

柱即利用道路中央之分隔綠帶(約3m寬)立墩，

因此規劃「單柱式框架鋼橋墩」設計。此外考

量既有道路路幅狹窄、交通擁擠，為使捷運高

架橋施工對現有都會道路之交通影響最小，採

用「預鑄」或「預製」之大梁及橋墩結構，並

且應考量容易於現場吊裝組立之形式，因此本

計畫下部結構採「鋼橋墩」，而上部結構於路

口間採短跨長制式之簡支預鑄預力U型梁，現場

照片如圖13所示，對於跨路口之長跨橋或曲線

上之橋跨，則採連續鋼箱型梁，現場照片如圖

14所示。

一、狹窄道路簡支預鑄預力U型梁吊裝規劃

與施工

本計畫路線所在之道路寬度狹窄，如景平

路及中山路約24m寬、板南路約20m寬等，如何

進行簡支預鑄預力U型梁吊裝為重要課題，原

規劃設計框架鋼橋墩與U型梁吊裝方式如圖15

所示。然施工廠商先完成框架鋼橋墩後再吊U型

梁，致使下層U型梁須穿越框架鋼橋墩，現場照

片如圖16所示，加以平面及垂直空間受限必須

採用700T及400T兩輛吊車進行約130T之U型梁

吊裝。

二、爬昇段及下降段之轉換區高架橋段設計

規劃與施工

為使一般側式型式之高架橋轉換成疊式高

架橋，即須佈設爬昇段及下降段之轉換區高架

橋段，首先配合軌道線形佈設時需將原一般型

式之高架橋中上、下行軌之間距(標準間距4.15

公尺)逐漸加大，中央步道寬度亦增大，俟寬

度大至可設置兩單軌橋(約5.5公尺)，然後開始

進行單一軌道爬昇。當上、下行軌間之高程差

達足夠相疊之淨距後，兩軌開始向柱中心線靠

近，於是兩軌橋梁形成上、下重疊之「疊式高

架橋」。

轉換區高架橋段應須配合線形、橋跨度及

現有道路路型，因此須逐墩檢討繪製不同樣式

橋墩，於Y10～Y11站間轉換區高架橋段設計

規劃如圖17所示，現場照片如圖18所示，於

Y13～Y14站間轉換區高架橋段設計規劃如圖19

所示，現場照片如圖20所示。

圖12 疊式月台高架車站外觀造型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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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位置如圖2所示，經現場測量得知台64線(中

和一)下橋匝道匯入地面側車道，地面車道寬度

僅剩6.2～8.2m，如圖21所示。蒐集台64線(中和

一)下橋匝道竣工圖得知下橋匝道擋土牆基礎突

三、台64線(中和一)下橋匝道介面疊式高架

橋設計規劃與施工

本計畫路線緊貼台64線(中和一)下橋匝道，

圖13 簡支預鑄預力U型梁現場照片 圖14 連續鋼箱型梁現場照片

圖15 疊式高架橋施工步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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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面約1m，如圖22所示。若依據基設規劃位

置，於不破壞下橋匝道結構，亦即採「避開」

擋土牆基礎突出施作，完工後橋墩距離匝道結

構外緣至少須2.0m，將衍生下列問題：

(一)  須配置2.1m寬墩柱寬及0.5m寬緣石寬

度，慢車道僅剩1.6m寬，無法提供一車

道最小需求，將影響全坤富貴賞大樓

車輛出入，亦影響加油站車輛出入。

(二)  捷運結構外緣離全坤富貴賞大樓外緣

僅6.4－2.0＝4.2公尺，無法滿足兩側

禁建限建6m之規定。圖16 下層U型梁吊裝現場照片

圖17 Y10～Y11站間轉換區高架橋段設計規劃

圖18 Y10～Y11站間轉換區高架橋段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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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Y13～Y14站間轉換區高架橋段設計規劃

圖20 Y13～Y14站間轉換區高架橋段現場照片

圖21 台64線(中和一)下橋匝道匯入地面側車道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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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拆除引橋三跨大梁及橋面板，現場照

片如圖24所示。

(三)  拆除隔音牆等結構。

(四)  保留引橋橋墩及橋台。

以利施作基樁及基礎擋土支撐，俟此路段

捷運橋墩施作完成後再復舊匝道，現場照片如

圖25所示。

四、跨越中正路台64線高架橋之疊式高架橋

設計規劃與施工

本計畫路線過Y13站後疊式高架橋沿板南

路前行至中正路口需跨越台64線高架橋，因計

畫路線係以約13度之小角度斜交跨越，因而設

計規劃此處配置跨徑40m＋80m＋36.2m三跨

之連續鋼箱梁高架橋，而有兩座橋墩(P1308及

P1309)僅能利用既有台64線高架橋東西行線間

預留之3m間隙設置，如圖26所示。

此座跨越中正路台64線疊式高架橋設計施

工規劃須考量下列課題：

■  台64線高架橋橋下低淨空施作基礎基樁

■   台64線高架橋兩橋面間3m空隙施作橋墩

■  台64線高架橋上吊裝疊式鋼箱梁

圖22 高架橋採「避開」擋土牆基礎突出施作配置圖

圖23 捷運橋墩基礎伸入下橋匝道基礎下方配置圖

因此捷運橋墩需緊貼下橋匝道佈設，並考

量橋墩基礎打設基樁及開挖樁帽時之施工作業

空間，以及施工中地面側車道交通維持之必要

寬度，此處橋墩相對於基礎需採偏心設計，並

使基礎偏向於現有下橋匝道位置下方，如圖23

所示，而施工之方式則必須先將匝道做臨時性

之拆除，包括：

(一)  拆除台64線(中和一)下匝道擋土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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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左右，調查市場上改裝後之全套管基

樁機具，至少需要有8.5m高度，如圖27所

示，因而需局部降挖約2m左右，降挖區施

工機具如吊車＋搖管機、發電機、挖土機、

棄土筒、降挖區斜坡道等平面規劃配置如

圖28所示，降挖區現場照片如圖29所示。

 降挖區之下全套管基樁低淨空施工其

凈高雖約有9m公尺，施工機具仍須改裝，

基樁施工考量因素如下：

1.  吊車－現有機型須改裝符合橋下施工限

高及鋼筋籠吊裝。

2.  搖管機－基樁必須貫入礫石層為工率，

考量一般採用可施作直徑≧2.0m的搖管

機，機台高度約1.5m。

3.  套管－基樁套管長度必須改短至≦3.0m

以致裁切後另製接頭數量增加。

4.  重錘－遇到大卵石或岩層須使用重錘

（Chisel）將其擊碎後以抓斗取出。

5.  鋼筋籠－鋼筋籠預計每段長度4m，各節

以鋼環與上下節鋼筋焊接作為鋼筋籠續

接，現場照片如圖30所示。

(二)  台64線高架橋兩橋面間3m空隙施作 

橋墩

 框式鋼橋墩須於既有台64線高架橋上

下行橋面間3公尺間隙立墩，由於框式部份

面須垂直捷運線形，而墩柱面須須垂直3公

尺間隙，因捷運線形與台64線高架橋呈約

13度夾角，致使框式部份面與墩柱面亦呈

約13度旋轉角度，除造成設計困難亦增加

施工困難。

 施工廠商企圖更改墩柱成旋轉狀，嗣

因增加製造及現場安裝困難度而放棄，最

後施工廠商於台64橋兩橋面間3m空隙完成

橋墩現場照片如圖31所示。

(一)  台64線高架橋橋下低淨空施作基樁及

基礎

 於台64線高架橋路段橋下淨空僅約7m

圖24 拆除匝道引橋三跨大梁及橋面板現場照片

圖25 台64線(中和一)下橋匝道復舊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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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跨越中正路台64線高架橋疊式高架橋設計規劃

圖27 全套管基樁低淨空機具設計施工規劃

圖28 降挖區施工機具平面配置設計施工規劃

圖29 降挖區現場照片

圖30 鋼筋籠上下節鋼筋焊接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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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方式，於地面吊裝鋼梁節塊並以背拉

鋼索固定方式施工組立此80m長跨鋼箱梁，

其平面配置及主要施工步驟如圖32所示。

 施工廠商評估原設計規劃背拉鋼索吊

裝施工方式有鋼索較多、支撐長度長、空

中螺栓接頭多等施工困難因素，為縮短工

期提出另一種背拉鋼索吊裝施工方式，由

於此方式須背拉鋼索固定於P1308橋墩框架

鋼柱上，現場照片如圖33所示，施工廠商

須核算P1308橋墩框架鋼柱強度及變形，

(三) 台64線高架橋上吊裝疊式鋼箱梁

 三跨(40m＋80m＋36.2m)之連續鋼箱

梁高架橋以約13度之小角度斜交跨越台

64線高架橋，端跨鋼箱梁可於地面全跨吊

裝，然中間80m長跨鋼箱梁吊裝施工須考

量台64線高架橋橋寬配合前、後之匝道而

橋面加寬，導致台64線高架橋兩側地面車

道狹窄，欲採一般於地面全跨吊裝鋼梁十

分困難，因此施工時需採鋼梁節塊逐步吊

裝之方式。

 若於台64線高架橋上進行鋼梁節塊逐

步吊裝，則考量既有台64線高架橋須負載

吊車鋼梁及鋼梁節塊重，則勢必須採小節

塊以減輕重量，如此施工期程較長，且需

封閉橋上交通以進行吊梁，影響橋上交通

甚大。因此於設計階段規劃背拉鋼索吊裝

圖31  台64線高架橋兩橋面間3M空隙完成P1308橋

墩現場照片

圖32 設計階段規劃背拉鋼索吊裝設計施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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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展望

高架疊式線形之技術於國內捷運工程為

首次採用於本計畫，由於計畫路線經過地狹人

稠區域，施工困難度更勝以往，設計階段將數

圖33 P1308橋墩框架鋼柱背拉鋼索吊裝現場照片

圖34 上鋼箱梁之臨時支撐架佈置於下鋼箱梁現場照片

且吊裝上鋼箱梁時須臨時支撐於下鋼箱梁

上，上鋼箱梁之臨時支撐架佈置於下鋼箱

梁現場照片如圖34所示，亦須核算下鋼箱

梁強度及變形，以符合設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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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捷運路網往往佈設多為串聯人口較

為稠密，商業活動旺盛，現有交通較為繁忙之

地方，亦常會有經過狹窄之道路情形，「疊式

高架橋及疊式月台高架車站」於捷運設施之運

用，將成為未來常見之現象，因此臺北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104年8月工務會議以本計畫為觀摩

標的，如圖34所示，亦可藉由本文之介紹，期

能讓後續高架捷運工程設計上更能有系統化、

模組化地規劃設計「疊式高架橋及疊式月台高

架車站」。

個關鍵問題徵詢專業廠商，並於設計圖上表現

規劃之假設工程，提供施工廠商作施工計畫參

考資料，使得施工廠商能更快進入核心施工問

題，並考量本身施工技術提出可行施工計畫。

本計畫施工監造主辦機關為臺北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東區工程處，大部份監造人員皆來

自捷運內湖線DB145標計畫，而此計畫亦為本

公司完成設計及施工中服務，因此秉持以往互

動模式能有默契協助施工廠商順利完成此艱困

工程。

圖35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104年8月工務會議觀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