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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安朔草埔段隧道工程係『台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後續計畫(安朔至草埔段)新闢四車道工程』的關鍵

工程，隧道長度約4.6 km，採雙孔單向設計。本隧道設計特別引進世界先進防災理念及綠色工法，同時

將隧道全生命週期之永續理念納入考量；施工階段則透過土石方應用於人工海岸養灘、碳足跡盤查等作

為，讓防災安全、友善環境、減碳減廢及耐久延壽確實落實於設計及施工。此外，本隧道工程穿越中央

山脈，沿線通過多處褶皺、剪裂破碎帶、湧水及擠壓等特殊地質，除設計階段預先規劃應對策略外，施

工期間配合補充地質調查及輔助工法等逐一克服工程困難，工程極具挑戰性。

摘  要

Abstract

Design Features and Construction Advancement of Anzhen Caopu 
Section for Southern Cross Island Highway Improvement Project

Anzhen Caopu section of the southern cross island highway improvement project in Taiwan is the key path of the 

whole project. The length of the tunnel is about 4.6 km. The tunnel design adopts the world's advanced disaster 

prevention concept and green work method. It considers the sustainable concept of the whole life cycle. This 

project pioneers to apply the disposal during construction phase to the artificial coastal beach. It utilizes carbon 

footprint check for friendly environment. Carbon reduction, waste reduction and durable life extension are indeed 

implemented i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In addition, the tunnel encounters various special geology ,such as 

folds, shear zone 、 amount of water inrush and squeezing problem. In addition to the pre-planning strategy 

during design phase, the geological survey and auxiliary methods are used to overcome one by on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This projec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and challenging.

1 4 62 5 73

No.119│July, 2018 │69

3
專
題
報
導



3
專
題
報
導

70 │No.119│July, 2018

壹、前言

一、計畫緣起

台9線南迴公路為臺灣東部花東地區與南

部高屏地區之主要通行運輸幹線，惟受限於地

形條件，既有道路設計標準偏低、線形不佳、

縱坡起伏大且路寬不足，加上高路堤及高邊坡

多，易因天然災害受損而交通中斷，除生命財

產損失外，亦對區域經濟及產業運輸造成重大

影響，為配合國內產業東移、平衡區域發展等

政策，遂積極推動本計畫。

二、計畫範圍

本 計 畫 起 自 台 東 縣 達 仁 鄉 安 朔 村 ， 至

屏東縣獅子鄉草埔村，工程範圍為台9線安

朔至草埔路段457k+000~472k+700(新樁號

443k+000~454k+006)，全長11.006km，本文自

台9線457k+000起算為里程0k+000。本段工程共

分為5標，分別為C1橋樑標、C2隧道標、C3-EM

機電標、CE3-T交控標及C4建築標，其中C2隧道

標在團隊共同努力下，於107年5月18日全線貫

通，地理位置詳圖1，平縱斷面詳圖2。

圖1 工程位置圖

圖2 路線平縱斷面

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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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室內試驗、地球物理探測，其中國內首

度於設計階段地質調查採用600m長距離水平鑽

孔(圖5)，並首次於隧道全線採用地電阻影像剖

面探查(RIP)，降低隧道施工風險，結果如圖6及

圖7所示。由地電阻試驗推估的地層界面及水位

面如圖中黑色及白色虛線所示，其中電阻率越

低表示頁岩(硬頁岩)含量越高，電阻率越高表示

砂岩(變質砂岩)含量越高。由地球物理探測成果

顯示在豎井處附近淺層(深度<50m)為較風化或

破碎之硬頁岩，深度大於50m後之地層為劈理

或裂隙略發達之砂岩/硬頁岩層，地下水位高且

豐沛。

本工址在主隧道北口水平鑽探過程中，於

前進至412m時出現湧水現象，湧水量約為72m3/

hr，設計階段亦將類似地質之南迴鐵路中央隧道

貳、工程地質

計畫區域之地層主要為潮州層、河階堆積

層及現代沖積層。現代沖積層主要分布在安朔

溪及其支流河床，河階堆積層主要分布在溪流

兩岸的河階上，其組成材料以礫石夾砂為主。

範圍內潮州層岩性主要以硬頁岩為主，偶夾砂

岩。計畫路線範圍內並無活動斷層構造通過，

本區域主要之地質構造型態為褶皺；沿線緊密

拖曳褶皺構造相當普遍，沿硬頁岩劈理面之剪

裂帶發育亦相當常見，地層較為破碎。根據岩

層位態變化，本路線主要地質構造包括3個背斜

與1個向斜構造(詳圖3)。

本計畫工程地質探查工作內容，詳如圖4，

包含地表地質調查、鑽探與試驗及取樣、開挖

圖3 南迴公路安朔至草埔段地質平、剖面圖

圖4 設計階段地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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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興建時所遭遇多次地質災害態樣納入特殊地

質設計考量。

依臺灣岩體分類與隧道支撐系統－PCCR系

統隧道沿線地質以中央山脈之變質岩及亞變質岩

為主，除洞口段及特殊地質段外，歸屬A岩類。

參、隧道設計特殊考量

本計畫隧道長度為北上線4602.5m、南下線

4617.5m，隧道以雙孔單向車道設計。主隧道行

車淨空高為4.6m，每車道寬3.5m，車道兩側各

留路肩寬0.3m。維修步道採15公分高之低步道

圖5 隧道南口長距離水平鑽探(長600m)

圖6 主隧道沿線地球物理探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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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隧道採新奧工法設計施工，將綠能、防

災、生態及永續工程之理念導入設計，讓友善

環境、減碳節能落實在設計與施工當中。主要

之設計特殊考量如下：

配置，人行空間寬1.0m、高2.0m。其它服務主

隧道之設施尚包括連絡通道、機房、輔助機房

等，標準斷面詳圖8。

圖7 豎井區段地電阻影像剖面

圖8 主隧道、機房及輔助機房標準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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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線設計

(一)  隧道南口機房為避免拆遷墳墓與減少

徵收土地，首創洞口機房置於隧道

內，而施工期間併為炸藥庫，減少設

置炸藥庫時程。

(二)  設計階段將隧道縱坡由原規劃之3%調

整為2%，除可增加隧道營運安全外，

亦可降低營運期間車行之耗油量，以

符合世界長隧道縱坡之潮流，如表1。

(三)  於設計階段藉由更進一步現地資料之

蒐集及詳細之方案研擬，設計團隊將

隧道長度由規劃階段之5,000m，調整

為約4,600m，縮短之400m隧道以中長

跨度之橋梁替代，減少之土方開挖及

結構設施材料使用，係為對節能減碳

之有效作為。

二、隧道通風及防災設計

(一)  長公路隧道因應地形及降低對環境影

響，將豎井置於二隧道外側(靠近既有

公路與位於平坦地)為國內首創，如圖

9所示，除符合所採世界先進之點排縱

流式通風系統，可快速排除煙霧度，

並設置水霧降低火災時溫度，以及設

置完整防災消防警示系統，有利人員

安全逃生及提高救災可及性，經分析

評估符合長隧道防災功能(含火災規模

達100MW情況)。

(二)  隧道全量空氣概分三段處理，進隧道

500m為第一段，可由隧道入口引入一

部分供氣藉Jet Fan推送，中段3600m

為排氣模式，廢氣由隧道中央豎井排

除，部分推至隧道下游端即將隧道氣

流以縱流方式排出。點排式則當隧道

表1 世界長隧道縱坡一覽表

隧道名稱 功能 單孔/雙孔 隧道長度(km) 隧道最大坡度(%)

奧地利
Plabutsch隧道

公路 雙孔 9.8 1.0

法國-義大利間
Mont Blanc隧道

公路 單孔 11.6 0.16%

德國
Rennsteig隧道

公路 雙孔 7.9 1.52

挪威
Laerdal隧道

公路 單孔 24.5
2.7

(交通量1000輛/天)

瑞士
Gotthard 隧道

公路 單孔 16.3 1.4

日本
惠那山隧道

公路 雙孔 8.6 1.84

日本
關越隧道

公路 雙孔 11.5 1.65

日本
飛騨隧道

公路 單孔 10.7 2.0

臺灣
八卦山隧道

公路 雙孔 4.95 1.2

臺灣
雪山隧道

公路 雙孔 12.9 1.25

日本
青函隧道

鐵路 單孔 53.9 1.2

臺灣
安朔草埔隧道

公路 雙孔 4.6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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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緩車輛因碰撞或傾倒時洩油擴大速

度，較可抑制火災蔓延，並可加快用

路人逃生速度，有利於防災與安全。

(四)  兩線隧道間每隔350m設置一處人行

連絡通道，每隔1.4km設置一處車行

連絡通道。緊急停車彎設置在車行連

絡通道的相對側處，寬度為3m，長度

60m，詳如圖11所示。

發生火災時可切換為該方式藉由隧道

隔版開設之排煙口排除發生事故區之

煙熱，以利用路人由兩端逃生。隧道

通風示意圖詳圖10所示。

(三)  調整隧道縱坡由規劃之3%降為2%，

車輛爬坡之廢氣排放降低，評估平均

只需原規劃案之80%總稀釋通風量即

能滿足通風要求，節省通風用電，並

圖9 通風豎井與橫坑示意圖

圖10 隧道通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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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擬緊急應變計畫，確立隧道安全及

設計目標、火災情況設計及火災發生

時之軟、硬體之操作應變作為，並廣

邀地方警、消等單位參與，提高救援

時效性，確保用路人之行車安全。

三、剩餘土石方減量

(一)  將原規劃一長隧道(長4,840m)與一短

隧道(長180m)，改為僅一長隧道(長

約4600m)，縮減雙孔隧道總長度達約

圖11 緊急停車及連絡通道配置圖

圖12 剩餘土石方再利用大武漁港人工養灘(福衛二號衛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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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路線可能遭遇之地下水問題，規劃隧

道開挖前先行施作前進探查(預估湧水

路段施作水平鑽孔)或TSP來預先掌握

地下水情況。湧水處理之對策可分為

湧水之排除與阻絕兩方式，以水平鑽

孔兼排水孔洩除開挖面前方水壓，開

挖面附近則採止水灌漿封堵岩體中水

路，確保開挖及後續之營運安全。

(三)  隧道施工遭遇破碎帶，可能發生因地

下水沿破碎帶湧出，或者造成隧道開

挖後變形程度過大之情形。隧道開挖

前先採用隧道震波探測(TSP)推估破碎

帶位置，必要時鑽設長距離前進探查

孔確認破碎帶位置與影響範圍以及滲

水潛能；並以排水工法、阻水工法(化

學灌漿、水泥系灌漿或兩法併用)預先

減輕或避免湧水之影響，再搭配管冪

工法或地盤改良等措施因應。

五、生態景觀及節能減碳

(一)  設計前進行完整生態調查，並進行植物

標示，確保降低施工過程之影響。設計

800m；縮短規劃之豎井深度由140m

降低為112m，合併縮短銜接豎井之施

工與營運維修道路，由規劃之600m長

減少為約250m，減少山坡地開挖闢路

及對環境之影響。

(二)  隧道開挖之剩餘土方，除用於鄰標路

堤回填再利用外，亦運於鄰近大武漁

港人工養灘，土方再利用，並保護既

有台9線公路及維護行車安全，此規劃

設計為國內之創舉，如圖12。

(三)  國內首創以提高隧道襯砌混凝土強度

(由245kg/cm2提高至280kg/cm2)，減少

襯砌厚度，同時減小開挖斷面及開挖

土方與運送，亦達節能減碳之效益，

如圖13。

四、褶皺密集及湧水地質層設計考量

(一)  本隧道地質構造主要受褶皺作用所影

響，其軸部易形成破碎帶，向斜軸部

則易蓄積地下水，隧道施工時易遭遇

湧水及抽坍等地質災害。

圖13 襯砌混凝土強度提高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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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設置24小時紅外線偵測，確認楓港

溪側生物覓食道路及敏感物種；後於設

計圖之施工便道中，規範承商須設置便

橋位置，以維持覓食路徑，如圖14。

(二)  隧道北口附近生態豐富，洞口上邊坡

設置生態防護柵欄，避免營運階段動

物誤入行車車道。隧道洞口及施工便

道規劃迴避「大樹及稀有植物」；

「潛勢小苗」施工前先行移植，保護

原生苗木，落實保留在地物種多樣

性。隧道洞口附近則加強植栽綠化，

延伸道路綠帶範圍，提升綠覆率；溪

流交匯或鄰水域等生態敏感區採施工

便橋，降低生態衝擊。

(三)  水資源利用及節水部份，包含隧道施

工期間採清汙水分流，減少汙水處理

量，及清水放流自然水體再利用。

(四)  工程施作後，配合原區域生態屬性進

行植被復原設計，以當地潛勢樹種及

特色植栽作為復育主要選種之素材，

施工完成面環境不利喬木生長時，則

選擇僅噴植混合草籽或栽植耐陰灌木

方式綠化。

(五)  設計階段透過減少隧道長度與豎井深

度、調整隧道縱坡、提高襯砌強度下

減少襯砌厚度及剩餘土石方處理等措

施，以達減碳減廢之效益。

六、隧道全生命週期

(一)  隧道長期穩定之考量、斷面設計納入

維修補強淨空餘裕、排水設施與襯砌

設計水壓、重點斷面(區段)的長期監測

設施及導入全生命週期之營運維護檢

測監測，詳如圖15所示。

(二)  設計階段考量營運階段監測，隧道混

凝土襯砌面設計布置營運變形監測，

並規定施工期間邊坡監測儀器於完工

階段移交營運維管單位，以利營運維

護管理。

(三)  豎井結構考量後續營運維護，於豎井

一側設置樓梯，可供人員進行部份豎

井襯砌面與管線巡檢及維護，另可利

用豎井機房1樓樓版預留設備材料孔，

圖14 綠色環境動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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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隧道豎井施工時遭遇大量湧水特殊

狀況，首次在國內採用施工中以水文地質理

論特徵化場址滲透特性研判湧水路徑並據以

研擬對策及驗證，有效的取得現地水文特

性，以更經濟、更有效率的湧水處理對策

順利解決豎井遭遇大量湧水之施工問題。

 豎井開挖發生湧水及抽坍後，為瞭解

發生原因及掌握工區周圍地質情況，於豎

井周圍進行補充鑽探及後續岩心判釋與分

析比對工作。該工區共進行4孔補充地質

鑽探(如圖16)，包含設計及施工前之2處鑽

孔，共包括6孔之鑽探資料進行岩心判釋

及位態分析等工作。由岩心判釋結果，整

體岩性均為硬頁岩為主偶夾砂岩層，其間

有一段明顯破碎夾泥帶存在，傾角呈60~80

度，其餘岩心多段之RQD值偏低之破裂岩

帶(圖17)，而整體破裂帶有整體往東北向

漸深的趨勢。破碎帶之位態根據林衍丞等

(2015)利用三點定向法之地質分析方式推

求破碎帶走向與傾角，並配合地表地質調

查及隧道內開挖面地質紀錄綜合評估後，

以臨時工作架供檢測儀器下井進行例

行性施測，或必要時可提供維護人員

進行結構補強。

肆、施工技術提升兼顧安全管理
與環境保護的精進作為

好的設計理念須落實在工程實務上才算

成功的計畫。本隧道工程遭遇變異性極大的地

質，施工團隊須面對穿越湧水區及大斷面交叉

段等高難度的技術挑戰，同時在環境保護上落

實碳盤查與碳管理，現場工安管理上採高規格

的RFID主動式人車管理系統，在國內隧道工程

界中深受矚目。

一、精進施工技術克服惡劣地質

(一)  首創施工前特徵化場址特性湧水路徑

研判與對策研擬

圖15 全生命週期隧道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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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豎井鑽孔平面配置圖

圖17 岩心破碎帶照片

結果顯示破碎帶通過位置與湧水及抽坍發

生位置吻合，如圖18。該地區地質受到拖

曳褶皺、區域向斜構造及剪裂帶位態等影

響，破碎岩體孔隙有利於儲水及地下水流

通，且附近有溪流存在，顯示本區應具有

湧水潛能，而一旦隧道開挖挖破儲水層時

可能會造成突發湧水，滲流水將裂隙間細

粒料帶出，使岩盤鬆動岩體強度降低，將

可能導致隧道抽坍情形。

 另 本 案 委 託 王 泰 典 教 授 等 研 究

(2017)，利用補充地質調查的4個鑽孔進

行孔內攝影，獲得3400多條裂隙位置及位

態，透過立體投影分析及統計分析，配合

地表地質調查成果，歸納出5組主要裂隙及

其空間分布情形，並建立水文地質模型提

供地下水可能流通通路之位置、範圍及方

向可作為緩解湧水工程對策之依據。

 其具體解決豎井湧水之對策是藉由特

徵化場址滲透特性研判湧水路徑，並於地

表進行止水灌漿。取得湧水區段深度及方

向，準確得進行深井降水，再由岩體破碎

程度及滲透特性，研判湧水路徑及區域，

於井內進行止水灌漿。(如圖19-圖20)

 豎井開挖過程中共發生5次湧水事件，

湧水量達600~2356公升/分，最大湧水量

圖18 豎井與橫坑地質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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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特徵化場址特性湧水路徑研判(王泰典,2017)

圖20 湧水路徑研判、對策研擬與驗證(王泰典,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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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開挖第34輪，處理方式為向下打設

長6m@2.5之傘狀鑽孔並灌注聚胺脂樹脂

(PU)，及向下打設12m@3.0m之傘狀管冪並

灌注PU進行止水，如圖21，後續再設置5

孔深井降水，使湧水逐漸趨緩後恢復開挖

順利通過。

(二)  工程技術克服國內隧道湧水量第三高

紀錄(27噸/分)

 北口南下線(NS)開挖至里程7K+200.5 

(688輪)時，開挖面右側下方出現突發性大

量湧水(圖22-23)，水量達27噸/分，導致

圖21 豎井止水灌漿

圖22 北口南下線里程7K+200.5(688輪)突發性大量湧水

圖23 突發性大量湧水發生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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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並依災害工址對應之地表先行展開地

表地質及鑽探與水文調查(如圖24)，湧水區

段搭配地表RIP探測(如圖25)，隧道內進行

長距離水平地質探查及TSP地物探測(如圖

26)以確切掌握地質及水文狀況，系統式佈

設探查兼導排水鑽孔分散開挖面水壓水量

後再以灌漿止水，待開挖面水壓出水量降

低呈穩定狀況後審慎恢復開挖前進。

(三)  施工中以三維數值分析檢核交叉段支

撐與變位

 主隧道與6號人行連絡道、橫坑相銜接

隧道開挖中斷，該湧水量在國內僅次於新

永春隧道(83噸/分)及雪山隧道(45噸/分)的

施工中湧水紀錄，施工團隊隨即對隧道內

開挖面穩定及隧道外導水進行緊急應變處

圖24 湧水上方地表地質調查成果

圖25 地表RIP探測結果

圖26 隧道內TSP地物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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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施工階段三維數值分析檢核交叉段支撐與變位

圖28 施工材料排碳量分析

交叉段因施工考量，拆除頂拱支保擴挖，

開挖斷面大且應力集中，是本工程極具挑

戰的環節，承包廠商為確保隧道之施工安

全與穩定，於施工前先行就此區段模擬開

挖與支撐進行三維數值分析(如圖27)，作

為施工開挖順續安排與支撐檢核之重要依

據，依三維數值分析結果，研擬弱帶地質

改良、增加岩栓密度及提高噴凝土厚度等

補強措施，同時佈設監測點密切注意圍岩

與支撐之變位情況，在審密管控下順利完

成此高難度作業。

二、工程碳管理及碳足跡盤查

(一) 碳足跡盤查

 公路總局為順應世界潮流及政府節能

減碳之政策目標，於101年初發展出「工

程碳管理架構與機制」，係以工程生命週

期之碳管理為目標，建立碳管理資料庫，

可作為未來國內工程設計規劃減碳考量之

依據，並針對施工期間進行減碳作為，展

現整體工程減碳成效。本工程依土木、機

電、建築等共分為5標，本文以本C2隧道標

為例說明碳管理及碳足跡盤查之成果。

 統計106年度1至12月碳足跡試算成

果，以預拌混凝土、噴凝土、水泥、桁型

鋼支保及竹節鋼筋為排放量之主要貢獻來

源，材料使用碳排放量合計為55,599公噸

二氧化碳當量，各材料排碳量分析如圖

28。全工區碳排放來源除材料使用外，上

包含機具使用、運輸、用電等，106年度C2

標工程施工碳排放量約為73,459公噸二氧

化碳當量，如圖29。若以排碳量比例最高

之材料使用依不同工程分區統計，係以主

隧道(北上)及主隧道(南下)所佔比例最高，

合計超過總工程91%，如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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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程減碳措施及效益

 本標所使用之混凝土配比中，使用

飛灰及爐石取代部分水泥用量，比例為爐

石替代約25%，飛灰約10%，經統計可減

少混凝土及噴凝土排碳量將近30%，在滿

足設計強度前提下，儘可能選用具有水泥

替代材料的混凝土，可提升工程減碳之效

益。另工地採用專用預拌廠，減少混凝土

運輸距離，減少運輸過程產生之排碳量，

經計算可減少運輸碳排放量約90%。營運

階段隧道內照明及交通標誌、號誌及緊急

疏散指示牌面則均採用LED燈，係為綠能環

保之有效具體作為。

 此外，透過完善工程管理，如材料機

具就地取材、妥善安排機具操作排程、機

電設備使用具節能標章或可以電力取代燃

油、減少水、電資源用量及妥善全能工班

安排等，可進一步提升工程減碳效益。

圖29 工程施工排碳量分析

圖30 施工項目排碳量分析

圖31 隧道內主動式人員車輛機具管理系統 (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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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動式人車管理

為提高工區人員、車輛及機具進出之安全管

控；隧道施工區內均佈設無線射頻(RFID)辨識系

統，透過RFID的讀取器及資料傳送器(或中繼站)，

將配帶感應晶片之人員、車輛及機具之動、靜態

資資料傳送至設置監控崗哨或工務所之PC監控程

式內，進行全方位之安全監控，詳如圖31所示。

五、結語

台9線南迴公路為臺灣東部花東地區與南部

高屏地區之主要通行運輸幹線，本計畫之推動

不但可提供在地居民一條安全回家的道路，亦

可平衡區域經濟及產業之發展。工程的開發為

避免影響當地豐富之自然生態景觀，將綠能、

防災、生態及永續工程之理念導入設計當中。

透過路線方案之精進，減少工程開挖之剩餘土

石方、配合民意首創將洞口機房置於隧道內，

避免土地徵收問題，將空間作充分之利用。引

進世界先進之點排縱流式通風系統，並研擬緊

急應變計畫，確保用路人之行車安全。設計階

段設置24小時紅外線監測、隧道洞口設置生態

防護柵欄等，保留在地物種多樣性，降低生態

衝擊。國內首創將隧道開挖之剩餘土方應用於

鄰近大武漁港之人工養灘，兼具生態及減碳之效

益。以全生命週期之觀點，將營運階段之維護管

理納入隧道設計當中，避免工程再度開發影響

生態環境。透過工程碳足跡盤查、工程減碳之

措施及妥善之工程管理，提升工程減碳效益。

本隧道工程穿越中央山脈，沿線施工穿越

地質破碎帶及湧水帶等特殊地質，設計階段首

創長距離水平鑽探及全線RIP調查，降低隧道施

工風險，而於工程期間亦透過補充地質調查及

相關輔助工法，將施工遭遇到之困難皆一一克

服。在如此艱辛的地質環境下，工程師們群策

群力刻苦耐勞的精神深獲中央肯定，全線貫通

日由蔡總統親自主持貫通典禮(圖32)嘉勉工程團

隊，足見本工程受到中央與地方高度的重視。

圖32 蔡總統親自主持貫通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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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臺9線南迴公路

拓寬改善後續計畫457k+000～472k+700(新

樁號443k+000～454k+006)(安朔至草埔段)新

闢四車道工程細部設計報告」，交通部公路

總局(2012)。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臺9線南迴公路

拓寬改善後續計畫安朔草埔段委

託工程碳管理暨碳足跡盤查輔

導及查證服務工作106年度年末

進度報告」，交通部公路總局

(2017)。

4. 交通部，「公路隧道設計規

範」，(2003)。

5. 交通部，「公路隧道消防安全

設備設置規範」，(2010)。

6. 林衍丞、蘇兆輝、周允文、賴

明煌，「臺9線南迴公路安朔草

埔段隧道豎井湧水及橫坑抽坍案

例探討」，中華技術第168期，

第168~183頁，(2015)。

7. 藍維恭、蘇文崎、林志權、

周坤賢、陳正勳，「臺9線南迴

公路安朔草埔段隧道工程特殊考

量及施工挑戰」，中華技術第105期，第

84~97頁，(2015)。

8. Tai-Tien Wang, Shang-Shu Zhan, Cheng-Hsun 

Chen, Wen-Chi Su, “Characterizing fracture to 

mitigate inrush of water into a shaft using 

hydrogeological approcaches.” Tunnel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Technology, Vol.61, 

P.205–220，(2017)

除工程技術亮眼的表現外，施工階段落實

執行綠能、減碳、生態及友善環境與零工安管

理的設計理念，除於106獲勞動部頒第十一屆公

共工程金安獎外，於103年度獲交通部頒交通工

程環境影響評估追蹤考核全國第一名並於103-

105年內分別獲地方政府頒環保優良、貢獻獎，

如圖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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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本工程施工期間獲獎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