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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之美─
首都門戶的
榮耀地標
關鍵詞(Key Words)：跨越橋(Crossing Bridge)、雙層橋(Double Deck Viaduct)、

                            F型單柱橋墩( F Shape Single Pier)、旋轉工法(Rotating Method)



3
專
題
報
導

No.115│July, 2017 │225

　　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簡稱五楊高架)主要是採高架橋方式沿既有國道1號二側拓寬，並於

機場系統交流道設置四股匝道銜接國道2號，提供往返首都門戶桃園國際機場之服務。五楊高架橋梁於

2013年4月開放通車後，不僅打通國道1號台北-桃園路段交通任督二脈，大幅縮短台北往返楊梅、桃園

機場的通行時間，有效紓解北部區域繁忙的交通狀況，同時在工程技術及構思方面有所創新。於泰山收

費站以南至林口交流道以北路段(37k至39k)，為落實避開地質敏感區之環評承諾，北上線須兩次跨越國

道與南下線採上下雙層共構配置。於兩次跨越既有國道路段，為提升平面國道視覺通透感及融合地域景

觀，採216公尺大跨度鋼箱型梁橋及不落墩配置，以優美的雙曲線線形跨越既有國道，為國內最大跨徑鋼

箱型梁橋；於避開地質敏感區之雙層橋路段，為減少對大窠坑溪之擾動、降低對既有生態之影響，採國

內首創大偏心單柱雙層高架橋配置，並能與林口台地山谷綠幕景觀相輝映。本工程設計不僅落實環境保

護，同時也展現國內橋梁技術的成長，將橋梁融入地景中，展現結構之美與環境和諧共融，成為首都門

戶的榮耀地標，也是環境永續經營及生態保育之最佳典範。

The Widening Project of Wugu to Yangmei section of Taiwan’s National Freeway No. 1 was designed to have 
the viaduct along both sides of the exiting freeway. It provides 4 ramps connecting to Freeway No. 2 to improve 
the traffic quality to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The WuYang widening viaduct was opened in April 2013. It 
not only provides Taipei -Taoyuan high speed transportation and shortens the commuting time between Taipei to 
Yangmei and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but also effectively alleviates the heavy traffi c of the northern part of 
freeway. Meanwhile, in terms of the innovation and design idea, the project also succeeded by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to bypass the geological hazardous area, the northbound line of the 
viaduct is across the freeway twice and makes a double deck structure between the crossing bridge at Taishan toll 
station to Linkou interchange. For the crossing bridge without pier located at freeway, 216 m long span steel box 
girder was used to enhance the visual perception and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landscape. The bridge, with beautiful 
hyperbolic line across the freeway, is the longest span steel box girder in Taiwan. In order to avoid the disturbance 
of Dakekeng river and reduce the impact on the existing ecology, large eccentric single pier double deck viaduct 
was used in double deck bridge section to bypass the geologically sensitive area. The design of the project not 
only provid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t also shows the growth of bridge technology with 
the beauty of the structure and a harmony with the environment. It becomes the glorious landmark of the gateway 
to Taipei as well as a good experience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1 2 3 4 5 6

摘  要

Abstract

Glorious Landmark of Gateway to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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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順暢的交通與完善的都市規劃是國家發展

與經濟繁榮不二法門，國道1號於民國67年全線

通車，帶動近30年來國家經濟之發展。北部地

區國道1號連接臺灣政經中心(台北)與科技中心

(新竹)，串連沿線科技產業聚落，聯結桃園國際

機場，不但是臺灣經濟命脈之所在，更是臺灣

與國際間之出入門戶。

近年來，桃園地區重大開發建設計畫及交

通建設陸續進行，吸引大量人口就業及居住。

而國道1號行經桃園、內壢、中壢、平鎮、楊梅

等精華地區；由於高速公路的舒適與便捷，除

長程通過性交通外，短程交通亦大量利用，造

成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之道路服務水準下降，

不但牽動區域之發展，更影響國家整體競爭

力，亟需改善。為此，政府乃推動「國道１號

五股楊梅段拓寬工程計畫」[1]，其工程位置圖

如圖1所示。

五楊拓寬工程北銜國道1號汐止五股高架

橋，南至楊梅收費站北端，全長約40公里，為

「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的一環。

本工程規模浩大、施工時程緊迫、工程用地受

限，且緊鄰交通忙碌的國道施工，係具有地域

特殊性、施工挑戰性及時程急迫性之指標性工

程；整體建設時程依一般計畫約需耗時6年3

個月，但為使擴大內需的效益及早顯現，在業

主、設計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等工作團隊通力

合作下，整體時程縮減為4年。

本拓寬工程主要是沿既有國道1號二側採高

架橋方式進行拓寬，惟國道1號於泰山收費站至

林口交流道路段(里程37k至39k)，北上線側邊坡

為屬「岩屑崩滑敏感區段」及「土石流區域」

之地質敏感區(如圖2所示)，依本計畫環評承

諾，拓寬工程將以迴避為主、最小擾動為輔作

為設計原則，因此北上線橋梁於行經此地質敏

感區前後路段，須採大跨度橋梁及不落墩方式

兩次跨越國道1號平面車道(泰山跨越橋、林口跨

越橋)，並於地質敏感區路段與南下線橋梁採雙

圖1 國道１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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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泰山、林口跨越橋及雙層高架橋工程位置圖

層高架橋共構配置(泰山林口雙層橋)，以落實環

評避開地質敏感區及不得在平面車道上落墩之

承諾，也因此造就出本路段二座大跨度跨越橋

以優美梁深及雙曲線線形跨越國道之「飛越之

美」，同時也是目前國內最大跨度鋼床板鋼箱

型梁橋；此外，於南下、北上線共線之雙層高

架橋，經考量環境條件、日照、使用性及降低

對沿線濱溪廊帶之衝擊，採用施工開挖範圍最

少之大偏心F型單柱橋墩來支撐雙層橋面，使雙

層高架橋整體造型可與地域景觀相融合，創造

出與週遭緩丘綠林融合之「疊翠之美」。

壹、飛越-泰山及林口跨越橋

依本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規定，泰山及林

口跨越橋於跨越國道1號平面車道不得落墩，

因此配合本路段線形設計及跨越車道不落墩需

求，二座跨越橋之合宜跨徑約需216公尺，惟一

般此等跨徑橋梁的自重大，所需梁深較深，對

用路人視覺及區域景觀的衝擊也較大，因此如

何減輕橋梁自重以縮小橋梁量體、提升國道視

覺通透感及降低對區域景觀之衝擊，是本路段

橋型選擇之一大挑戰。本二座跨越橋於規劃設

計階段考量本路段之幾何限制條件、相關車行

動線、與周遭環境景觀的融合度、工程經費與

工期、後續橋梁維護管理等問題，建議排除量

體較大之預力箱型梁橋，並研擬多種特殊橋型

以符合上述各項工程考量(如表1)，經綜合考量

下列因素，決議採鋼箱型梁橋方案辦理：

一、 跨越橋下方為國道1號平面車道，交通量

大；工址為路塹路段，道路二側青山翠

綠；橋梁型式宜採融入地域景觀之平實構

造，不宜太強調橋梁自明性，避免影響地

域景觀及造成駕駛分心，危及行車安全。

二、 依環評承諾，跨越國道1號平面車道不落

墩；橋梁施工應能確保既有平面車道交通

功能。

三、 為使擴大內需之效益及早顯現，橋梁型式

須能於民國101年年底完工通車。

泰山及林口跨越橋分別於國道1號統一里

程37k及40k處跨越國道1號平面車道，均採三跨

連續大跨徑鋼床板箱型梁橋，主跨徑為216m、

二側側跨跨徑各為135m，全橋總長486m；跨

越橋鋼梁梁身採拋物線曲線變化，由最大深度

9.2公尺漸變至4.6公尺，為目前台灣最大跨徑

鋼箱型梁橋[2]。本跨越橋配合跨越國道1號及

與二端高架橋之銜接需求，平面線形須採雙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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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跨越橋橋型研擬

泰山跨越橋 林口跨越橋

雙
塔
斜
張
橋

預
力
箱
型
梁
橋

鋼
腹
板
合
成
梁
橋

鋼
箱
型
梁
橋

鋼
管
合
成
梁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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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泰山跨越橋平面示意圖

圖4 林口跨越橋平面示意圖

圖5 泰山跨越橋照片一

線設計，由空中俯瞰，蜿蜒車道如龍行於山谷

之中，呈現橋梁曲線之美；另考量轉彎路段之

行車安全，跨越橋橋面最大超高(橫坡)為8%；

同時為避免平面車道用路人產生視覺的不穩定

感，鋼箱型梁的下翼板特別設計成水平來增加

視覺平衡感。跨越橋平面配置示意圖如圖3、圖

4所示，完工後照片如圖5～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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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林口跨越橋照片一

圖8 林口跨越橋照片二

圖6 泰山跨越橋照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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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等條件，上下層均儘量重疊佈設，也因此

大多採框架式的橋墩配置。如此一來，下層橋

的採光、視野感受將會遭受很大的侷限，造成

較大的行車壓力進而影響開車的舒適性，如圖

10所示。

本路段因地質條件良好，且無跨越道路

或溪流等需求，在考量橋梁工程經費限制下，

採用較為經濟之50～60m中跨度配置。另本路

段沿高速公路與大窠坑溪間狹窄廊帶佈設，為

貳、疊翠-泰山林口雙層橋

國道1號五楊拓寬工程泰山－林口段經過

新寮山系綠意盎然，緊鄰道路兩側之林口台地

緩丘綠林為主要之視覺景觀，山坡低海拔闊葉

林生長茂密，臨大窠坑溪濱溪林帶邊坡植被及

生態種類豐富，整體植被綠意環繞，形塑優質

山谷綠幕景觀，嶄露出自然的生態風貌，人為

開發度低且為地質、生態敏感區，美質等級非

常高。旅客遊子北返通過此鬱鬱蒼蒼林道(如圖

9)，一轉彎到了泰山收費站，就知道台北到了，

是具高自明性之綠幕地標。[3]

此一重要路段除了在環境生態面的保全保

育外，橋梁景觀也是工程著墨的重點，包括可

採用混凝土橋以原色展現造型之美，或可採用

鋼橋搭配色彩計畫，務求五楊拓寬工程高架橋

與週遭優美環境契合。

傳統的雙層橋梁因考量其結構受力、用地

圖9 泰山-林口路段具自明性綠幕地標

圖10 傳統框架式雙層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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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橋梁侵入大窠坑溪與遮蔽日照，因此於規

劃設計階段研擬有別於傳統框架式雙層橋之橋

梁構造，改採樹狀式單柱大偏心橋墩支撐不同

平面位置之雙層橋面，同時橋柱立墩於既有邊

坡，避免侵入河道用地。在橋墩外觀造型設計

考量，受用地及施工條件限制，必須採僅局部

重疊之雙層高架方式佈設。為掌握不同配置對

於區域景觀的影響，因此特別針對橋梁配置方

向及下層橋採用混凝土箱型梁或鋼梁等作3D透

視模擬，如圖11、圖12所示。

本路段因道路用地範圍受限，新建高架橋

僅能設置於國道1號平面車道與道路用地路權間

之狹長路廊，另依環評承諾新建高架橋橋面不

得侵入平面車道之上空，因此若採下層橋(南下

線)配置於臨平面車道側(如圖11)，則部分橋墩

將落墩於大窠坑溪中，由於水利主管機關不同

意新建橋梁落墩於大窠坑溪中，因此考量用地

範圍、河川水理需求及維持大窠坑溪原有風貌

等因素，本路段採用上層橋(北上線)臨平面車道

方案(如圖12)。另外對於支撐下層橋面之構造，

設計階段提出帽梁+斜撐柱(如圖12)及下層帽梁

內施拉預力，並取消斜撐柱二種方案，由於斜

撐柱會對橋柱產生額外剪力，將增加橋柱尺寸

圖11 泰山林口雙層橋透視模擬圖 下層橋臨平面車道

圖12 泰山林口雙層橋透視模擬圖 上層橋臨平面車道

圖13 下層帽梁施拉預力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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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即提出六個墩柱美化方案，最後選擇取線條

柔美簡潔之方案六，各方案模擬圖及方案六完

工模擬圖如圖14、圖15。[3]

綜合上述說明及考量，本路段位於林口台

地爬坡路段，並沿中山高及大窠坑溪間佈設，

因受限於國道1號及大窠坑溪之嚴苛用地限制，

上下雙層橋採部分橋面重疊之大偏心單柱式橋

且外觀較為複雜，經評估後決議採用外型較為

簡潔之帽梁內施拉預力方案[4]，取消設置斜撐

柱，如圖13所示。此外，為減輕橋梁量體及支

撐下層橋面結構之負擔，本路段雙層橋上下層

上部結構均採用鋼橋設計。

本路段雙層橋之橋墩量體大，且緊鄰國道

1號，為提供用路人優質的視覺感受，於規劃階

圖14 泰山林口雙層橋墩柱美化方案示意圖

圖15 泰山林口雙層橋墩柱美化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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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泰山林口雙層橋照片一

圖17 泰山林口雙層橋照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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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在節省燃油消耗環境成本上，全年節省之

燃油消耗環境成本效益將達5.48億元。同時可

減少路段空氣污染，有效減少溫室效應氣體之

排放。

林口跨越橋施工由於受到工區狹隘、施工

機具與材料進出工區困難及須維持國道1號平面

車道正常營運等種種限制條件，採水平旋轉工

法進行吊裝施工，這也是台灣首次採用的特殊

橋梁工法[5]，寫下橋梁工程新的里程碑。本旋

轉工法之主梁節塊分區及施工示意圖如圖18所

示，各施工階段的施工相片如圖19所示。

墩配置。本橋型不僅提供用路人開擴的視野，

也保留大窠坑溪原有風貌，更展現本路段的橋

梁結構之美，完工後之橋梁相片如圖16～圖17

所示。

參、蛻變-永續發展與環境共生

五楊高架橋完工通車後，廣受用路人的好

評，不僅提升本路段服務水準，更可縮短行車

時間達40%，提高平均旅行速率約66%。在節省

旅行時間成本上，全年時間節省效益將達23.8億

圖18 主梁節塊分區及施工示意圖

圖19 旋轉工法施工(可維持國道1號正常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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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林口雙層橋位於國道1號與大窠坑溪間

之狹長廊帶，在道路用地取得不易、施工條件

嚴苛下，下部結構採用開挖範圍較少之大偏心

單柱雙層高架橋配置，以降低對大窠坑溪生態

環境之衝擊(如圖20)，上部結構採用不影響國道

1號平面車道交通，且為國內首創之「全跨徑式

吊梁機吊裝工法」施工(如圖21)，提升國內橋梁

施工技術。

肆、輝煌紀錄

本工程雖然受限於地形特性及施工環境，

仍努力克服困難完成本建設目標。其中，本工

程C904A標(林口跨越橋)更獲得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2012年的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的特優

獎，同時C903標(泰山林口雙層橋)及C901標(泰

山跨越橋(分別於2013年及2014年獲得中國工程

師學會工程優良獎，並獲得C903標及C904A標

分別於2013年及2014年獲得中國民國結構工程

學會的結構工程技術獎，展現橋梁結構設計的

獨特性及創新性，同時應用了各項先進的橋梁

技術。不僅如此，本工程更獲得了2015年國際

道路協會(IRF, International Road Federation)的年

度設計類唯一首獎—全球道路成就獎GRAA，及

2016年亞洲土木工程聯盟(ACECC)傑出土木工程

大獎，揚名國際，為國爭光。

圖20 與環境共生之下部結構配置 圖21 全跨徑架設梁吊裝工法

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的特優獎(2012)

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優良獎(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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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跨越橋」及「林口跨越橋」道路

二側青山翠綠，考量避免影響地域景觀，及造

成駕駛人分心危及行車安全，不宜太強調橋梁

自明性，建議採造型平實之大跨徑梁橋，透過

雙曲線橋面線形設計及優美的拋物線梁身構

造，在平凡之中展現出橋梁曲線之美；「泰山

林口雙層橋」沿國道1號與大窠坑溪間狹窄廊

帶設置，為減輕對鄰近環境之衝擊影響，採用

大偏心F型(樹枝型)單柱橋墩的特殊橋型，在

國道單側綿延近三公里，不僅成為國內外注目

的焦點，也是環境永續經營及生態保育最佳的

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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