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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捷運綠線於G5、G6、G8a、G9-1、G9-2及G11等站共規劃6棟土地開發大樓，其規模為地下5至7

層，開挖深度為23-36.75m，預估未來為地上18-35層之鋼筋混凝土或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其中G9-1開

挖深度約37m，為目前臺中最深之深開挖工程。

　　臺中都會區地層屬卵礫石層，剪力強度及透水性高，深開挖工程特性與其他地層差異大，因材料強

度高，側向土壓力對於擋土支撐造成應力較低，壁體變形較小，地表水、地下水或其他水源之滲流控

制，為深開挖之重點。本文討論設計階段開挖擋土工法規劃及考量，另於施工期間則以祛水、開挖支撐

與監測計畫為重點討論項目，並說明施工挑戰與因應對策，希望可藉由此案例分享，提升卵礫石層深開

挖施工安全性與工程技術。

臺中捷運綠線聯合
開發案於卵礫石層
深開挖施工實務

摘  要

Abstract

The Case Study of Deep Excavation in Gravel Formation of 
Taichung Green Line Rapid Transit System Joint Development

There are six jointed-development plans, G5, G6, G8a, G9-1, G9-2 and G11 respectively in Taichung green line 

rapid transit. The buildings scale with 5 to 7 fl oors and excavation depth from 23 to 37m. The future for the ground 

18-35 fl oors of reinforced concrete or steel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 In this plan, the excavation depth in G9-1 

is almost 37 m, it is the deepest excavation project in Taichung so far. 

The geology in Taichung is gravel formation, the shear strength and permeability are high, the lateral earth 

pressure for the retaining support is lower, and the deformation is small. The deep excava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differ from others formations. The control of surface water, underground water or other leakage water are the 

key points during the deep excavation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points of deep excavation in 

planning and design, also the dewatering, excavation support and monitoring program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illustrate th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With sharing this study, we hope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of deep excavation in gravel formation could be improve and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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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聯合開發計畫說明

臺中都會區近十多年來於社會經濟環境、

都市開發與交通運輸環境均有大幅成長，並於

民國106年8月正式成為國內人口數第二大城，

僅次於新北市。配合捷運綠線聯合開發案規劃

各車站出入口需有效透過土地聯合開發方式取

得相關所需土地，以降低對工期及建造成本影

響，並活絡周邊環境生活機能與品質，本公司

本次辦理捷運綠線G5、G6、G8a、G9-1、G9-2

與G11站聯合開發大樓規劃設計與施工監造專業

技術服務，為增加地下停車空間，必須往深開

挖一途前進，目前於臺中卵礫石層，普遍開挖

深度約為20m以內，近年來因市區高樓興建案例

增多，開挖至30m的深開挖案例也越來越多，而

本次各站聯開案規畫開挖深度於23-36.75m間，

其中位於臺灣大道與文心路口的G9-1站更是深

達約37m，為目前臺中市最深的深開挖建築案

例，各站位置與站體模擬如圖1與圖2所示。

二、臺中卵礫石層特性

一般而言，卵礫石層材料強度影響主要

以粒徑級配分布、含水量與礫石堆積方向性為

主，當卵礫石層當礫石含量大於65%以上，材

料內摩擦角與礫石無直接關係，與礫石強度有

直接關係，本案周邊卵礫石層礫石含量約達

80%以上，屬於內摩擦角高之地層材料，且礫

石含量越多，尖峰抗剪角越大，彈性模數也越

大；含水量越高，材料濕潤，其剪力強度降

低，內摩擦角亦隨著飽和度或含水量之增加而

減小，另於礫石長軸堆積方向性對強度也有

相當影響，此為卵礫石層具有相當異向性之

結果。

圖1 臺中捷運聯合開發場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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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G9-1基地地層分布概況

土層
層次

平均分布深度
(GL.-m)

SPT-N
(平均N值)

γt (t/m
3)

SF1 2.1 - -

SM
(CL/ML)2

3.5 3～18(7) 1.83

GM3
45.0

(最大鑽探深度)
>50 2.20

再進行詳細補充地質調查鑽探，瞭解基地實際

地層狀況。其中以G9-1基地補充鑽探為例，鑽

孔於鑽探最大深度(45.0m)，土層分布情況如表1

所示。

二、祛水計畫

祛水計畫為深開挖施工前重要的施工計畫

之一，本工程於施工過程中因G8a與G9-1案例較

為特殊，故以此兩站進行介紹。

G8a站：本站地下水位約為-5.9m，總開

挖深度為27m，本次深開挖施工於工區內共

布設75HP馬力抽水井5口，皆為38m深、管徑

75cm。

G9-1站：本站地下水位約為-6.5m，每階

開挖面應將地下水位降至開挖面以下至少1m，

總開挖深度為36.75m，降水須將地下水位降

至-37.75m以下。本次深開挖於工區內共布設

30-50HP馬力之抽水井共23口，含70m深，管徑

40～80cm之50HP馬力抽水井3口、60m深，管

徑60cm之50HP馬力抽水井11口與48m深，管徑

60cm之30HP馬力抽水井9口。

本次聯開案卵礫石層礫石比例約在75-90%

間，填充料為屬粉砂質材料，卵礫石因顆粒排

列之互鎖效應，使開挖後自立性極佳，卵礫石

間的填充料可視為內視凝聚力來源，此凝聚力

將大幅影響卵礫石層穩定性，開挖面周邊若有

水源滲漏，可能來至地下水、地表逕流水或地

下管線滲漏水，對於整體材料強度參數敏感性

影響甚大，不可輕忽。

貳、深開挖規劃設計考量

一、補充地質鑽探

不同分區之卵礫石層可能因粒徑、填充料

或是整體組成百分比差異有很大的強度落差，

因此於規劃設計階段即規定各站於施工前皆須

G5站 G8a站G6站

G9-1站 G11站G9-2站

圖2 各站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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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9-1站因降水深度較深，施工廠商於祛水

計畫撰寫期間，為確保祛水成效，再次進行現

地抽水試驗，釐清工區地層滲透係數，以利規

劃抽水井數及排水量。設計階段G9-1站祛水計

算所採用之地下水位深度為-10m，但施工前廠

商於基地內所測得之地下水位深度為-6.63～

8.26m，研判為設計階段鄰近有建案進行降水作

業，故水位較低。

然施工期間之待降水量增加，超出工區周

邊原規劃之既有排水系統負荷，故另行規劃專

屬臨時排水路徑銜接鄰近大排放流，排放期間

應每日巡檢排水路徑上路面有無滲水或濕潤，

避免路基遭掏陷產生凹洞而影響用路人安全。

現階段G9-1站開挖至24m深，惟於祛水期

間，即使地下水位已降至開挖面下，但於部分

開挖處仍有滲水，另於G8a站於祛水期間，即使

各抽水井皆已將水位降至底部，但於人工擋土

樁施工時，位於深-16m處即有水源入滲。此兩

站之現象應屬地層夾有不透水層導致上方含水

層留存，經與當地專業抽水廠商討論，於工區

鄰近多處建案地下室開挖皆有遭遇相同情形，

滲水深度分布不定，但因滲水處與開挖面高程

相同，無水頭差壓力，可透過鑽設導水管方式

將水體導入固定集水區或抽水井後排出工區，

對開挖壁體應力影響較小。

故於深開挖前務必再次詳細調查補充鑽

探資料，若能發現及早發現夾水層亦可預先準

備，加速開挖工率；另務必再次確認周邊排水

設施路徑與承容量、周邊排水溝渠是否淤積與

漏水、周邊地下管線種類與分布情形，避免影

響後續祛水與開挖進度。

三、深開挖擋土工法

臺中都會區開挖擋土壁工法自民國75年以

後曾應用包括連續壁、全套管樁、鋼劈礫、人

工擋土樁及機械擋土樁等工法，各工法比較如

表2所示。經過市場二十餘年之考驗，目前人工

擋土樁工法為主流，其他工法則因工率差或價

格高等因素而成為次要選擇。針對臺中卵礫石

層之工程性質及擋土樁於深開挖工程中之比較

如表2說明。

四、深開挖規劃設計

建築工程一般採順打或是逆打工法為主，

本次施工為聯合開發案初期計畫，地下室開挖

較深，但地上樓層現階段僅施作3-4樓，故採

順打工法提升工程品質並節省工程經費。另本

計畫部分工區原始建築配置極靠近地界線，考

量公共工程之指標意義及各種擋土樁工法潛在

風險後，本計畫盡可能以全套管樁施工方式取

代人工擋土樁，將人工挖掘需求減至最低。然

而，全套管基樁外緣至少需約2m以上空間，又

因擋土樁體較厚，勢必減少地下室使用空間，

為不影響開發效益，本計畫採國內首次設計之

半圓形擋土樁，減少擋土壁體厚度，部分聯開

大樓基地面積狹小且緊臨鄰房，則仍需採用人

工擋土樁以貼近地界線。本案各站資料、開挖

深度、全套管擋土樁與人工擋土樁配置如表3所

示。

在無水條件下，擋土樁後方側向土壓力可

透過拱效應傳遞至擋土樁，而開挖表面之局部

張力區與塑性區土壤推測將會於開挖過程產生

鬆動，應盡速封面保護，以免受擾動擴大，規

劃設計階段之擋土樁後方側向土壤應力分布如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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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卵礫石層深開挖擋土工法比較

工法 優點 缺點 案例

連續壁

●  止水性佳、勁度高，適用較深之
開挖

●  區域外不必降水
●  可作外牆，地下室空間最大

●  遇到大卵石須引孔或衝擊等
方式排除

●  施工費用最高
●  進度差，需24hr施工，振動

噪音擾民安寧

龍邦世貿大樓(1988)，開挖深
度22m，連續壁總面積5500m2

全套
管樁

●  品質佳，勁度高
●  施工速度快
●  中部高架橋基礎案例多

●  施工費高，區外須抽水
●  遇大卵礫石須採抓斗或重錘

產生噪音振動
●  無法緊貼地界施工，減少地

下室使用空間

臺中捷運聯合開發案。

鋼劈礫 ●  施工速度快，費用低

●  振動噪音嚴重，僅適用於
20m以下之開挖

●  遇大卵石處理費時，嚴重影
響進度

●  區域外降水

長榮桂冠酒店。

人工
擋土樁

●  屬低噪音、低振動工法
●  採人工進入狹小柱坑內挖掘，基

地內可同時展開多組工作面
●  臺中地區民間建築基地案例多

●  人工擋土樁曾發生柱坑坍方
掩埋工班意外

●  需進行區域降水

遠百購物中心(2009)，開挖深
度27m
聯聚中庸商辦大樓(2017)，開
挖深度29.1m

機械
擋土樁

●  屬於低噪音、低振動工法
●  土方開挖與擋土樁可併行施工
●  費用低廉，工率佳

●  開挖後再作擋土樁，土體位
移大

●  需進行區域外降水
●  若工地小，工進將受影響

臺中生活圈第C704標(2010)開
挖19.5m，為公共工程採用此工
法之首例

表3 各站體規模與擋土設施表

站體 基地面積 樓層 設計開挖深度(m) 擋土設施

G5
長約46.2m
寬約34m

地上3層/
地下5層

25.4
47支半圓擋土樁∮1.5m@3.0m, L＝28.4m
9支半圓人工擋土樁∮1.2m@2.4m, L＝28.4m

G6
長約48.9m
寬約40.6m

地上3層/
地下5層

25.65
46支半圓擋土樁∮1.5m@3.0m, L＝28.65m
17支半圓人工擋土樁∮1.2m@2.4m, L＝20m

G8a
長約45.5m
寬約44.5m

地上3層/
地下6層

27.15
32支半圓擋土樁∮1.5m@3.0m, L＝30.35m
27支半圓人工擋土樁∮1.2m@2.4m, L＝30.35m

G9-1
長約122.5m
寬約69m

地下7層/
地上4層

36.75
86支全套管擋土樁∮1.5m@3.0m, L＝40.75m
30支全套管擋土樁∮1.2m@3.0m, L＝40.75m

G9-2
長約92.5m
寬約63m

地下5層/
地上3層

27.1 104支半圓形擋土樁∮1.5m@3.0m ,L＝30m

G11
長約55.5m
寬約39m

地上3層/
地下5層

23.5
44支半圓擋土樁∮1.5m@3.0m, L＝26.5m
25支半圓人工擋土樁∮1.2m@2.4m, L＝26.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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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擋土工法與深開挖施工

一、人工擋土樁

傳統人工擋土樁雖有其優勢，但對於施工

人員的保護性不足仍是最大的隱憂。本次人工

樁設計提出精進改善方案，並邀集專家學者參

與進行原型測試，加強保護措施，如於坑口設

置RC地坪、挖掘面潑漿與定距設置混凝土護

圈、增掛消能設施與待閉空間等，整體保護措

施方案如圖4所示。

圖3 擋土樁後方側向土壤應力狀態(上：拱效應應力分布，下：張力區分布)

圖4 人工樁精進改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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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半圓形全套管擋土樁施工工率分析表

施工項目 時間(hr) 施工項目 時間(hr)

總時間(hr)
(以G9-2站深度為例)

擋土樁位置定位 1.0 鋼筋籠吊放與搭接 3.5

擋土樁鑽掘 10.0 特密管吊放 1.0

垂直度檢測 1.0 混凝土澆置與礫石回填(含拔套管) 5.0

沉泥處理 1.0 空打段回填、機組移機 2.5 25

1. 半圓形鋼筋籠製作 3. 鋼筋籠底部包覆帆布2. 兩側EPE U型條包覆

圖5 半圓形全套管擋土樁流程施工

4.全套管擋土樁鑽掘 6. 半圓形鋼筋籠吊放5.超音波垂直度檢測

7.半圓形鋼筋籠主、箍筋搭接 9. 特密管吊裝8. 半圓形鋼筋籠背鈑焊接

10. 混凝土澆置

13. 礫石回填

12. 礫石傾倒槽準備

15. 完成
(左：礫石側；右：混凝土側)

11. 礫石過篩(網目10cm*10cm)

14. 套管拔除
(9→10→12→13交互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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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半圓形全套管擋土樁

半圓形全套管擋土樁施工流程與全套管

擋土樁大致相同，惟於鋼筋籠製作、吊裝與搭

接、混凝土澆置、礫石回填與套管拔有所差

異，亦為施工與監造之重點。詳細施工工率分

析如表4所示，擋土樁工班每日約施工10小時，

半圓形擋土樁施工工率可維持每2.5日完成1支，

各施工流程如圖5。另因半圓形擋土樁鋼筋籠於

套管中形狀不對稱，在澆置混凝土期間須與礫

石回填分層分區互相取得套管內的兩側平衡，

避免鋼筋籠偏心傾倒而卡住全套管，造成套管

無法拔除或鋼筋籠上浮之情形。

全套管與半圓形擋土樁完成面如圖6，可以

明顯發現全套管擋土樁斷面明顯凸出，而半圓 

形擋土樁完成面平整，可使地下結構外牆再外

推，增加地下室使用空間。

三、順打工法與擋土支撐

因本次聯合開發案為配合臺中捷運綠線通

車之捷運設施先期工程，除地下室外僅施作至

地上結構物3-4樓，無採用逆打工法之效益，故

採用順打工法進行施工，一般而言相較於逆打

工法，順打工法對於開挖出土與地下結構施工

工作性佳，且無柱牆接頭縫隙，施工品質控制

容易。在完成擋土樁與中間樁後，陸續進行開

挖支撐與壁面保護作業，於106年8月G9-1站正

開挖至第6層，深24m(36.75m/共9層)處，已完

成5層支撐，現況照片如下圖7所示。

擋土支撐施工期間為確保整體壁面穩定

性，除一般常見開挖支撐注意要點外，以下針

對深開挖重點項目進行說明：

(一)  洩水管：洩水管於噴漿時，經常受噴

凝土影響，導致洩水管歪斜、朝天(洩

圖6 G9-1全套管擋土樁(上)與G9-2半圓形擋土樁 

      (下)完成壁面

圖7 G9-1開挖擋土支撐現況(第五層支撐-深2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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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結，並於灌漿前注意工區外用地取

得、地下管線位置、灌漿體入滲破損

地下管線、灌漿對現有支撐以及現有

抽水井之影響等因素。

肆、深開挖挑戰與對策

一、地下水、地表逕流水與地下管線滲水

在深開挖工程中水是最大的挑戰，於設

計中，規劃縝密之祛水計畫，於各階開挖之前

須先完成祛水作業，確保地下水位已低於開挖

面，因此抽排水之規模將隨著開挖深度而增

加。除工區內需規劃縝密與詳細的抽水井能

量、數量與位置布設外，因排水量龐大，聯外

排水系統的流向、承容量體、是否淤積阻塞或

破損皆為相當重要的議題，須於進行祛水前完

成詳細之調查作業。

開挖與支撐施作期間，更需注意地下水位

高程與壁面是否有滲水或濕潤情形，地下水需

透過抽水井處理，於施工期間掌控度較高。另

於地表水部分，通常量體不大，但須避免地表

水由壁面後入滲，形成水流通路而從開挖面流

出，因此於擋土樁繫梁完成後，需將土方於繫

梁外側充分回填，避免孔洞留存而使水流入滲。

另於地下管線滲水部分最為棘手，若遭遇

連位置都無法確認之不明管線滲水，而使水流

從壁面直接滲水進入工區，可能產生長流線路

徑，再加上長時間作用，將導致卵礫石大範圍

細粒料流失，使擋土樁後方卵礫石材料失去凝

聚力，造成壁面更大的側向土壓力，於開挖時

若無法立即進行掛網噴漿封面保護，則可能造

成壁面坍陷危害。

二、開挖與擋土支撐

水方向錯誤)或遭漿體包覆而失去作

用，應預先加以保護與確實固定，另於

管底須確實與背後地層裸露面接觸，

並維持不織布濾層完好，避免卵礫石

間細粒料流失，於壁面噴漿保護施工

後，務必全面逐一檢查，並改善功能

缺損之洩水管。若壁面仍有濕潤或滲

水情形，則建議直接進行增設橫向排

水管鑽孔，導出壁體後方水流，減少

壁後水壓，以維持穩定。

(二)  開挖工序：隨著開挖深度加深，側向

土壓力持續增加，在超過20m之深開

挖中，中央土方挖除後，應採行分

區開挖，每次開挖長度控制於20～

30m，並於開挖後盡速進行掛網噴漿

保護，開挖後若未能立即掛網噴漿，

則應先預留土心壓重(如圖8)，預防開

挖面產生內擠，並減少樁間土壤張力

區裸露時間。

(三)  坍陷應變：施工中若遭遇持續滲水、

細粒料流失甚至有樁間局部坍陷狀

況，應立即暫停開挖，將坍陷區預留

排水管後進行背後回填灌漿，因卵礫

石層災害屬突發性災害，不如一般土

層有變形跡象可循，故千萬不可忽視

小規模之坍陷。另可透過地球物理探

測方式瞭解周邊地層是否有疏鬆或孔

洞，必要時由地表鑽孔進行低壓灌漿

圖8 未能立即掛網噴漿之開挖區先預留土心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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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擋土支撐採用全套管與人工擋土樁，

間距為樁直徑，柱間將有裸露開挖面，在設定無

地下水的前提下，主要側向之土壓力均已由卵礫

石層的拱效傳遞至擋土樁上，裸露面土壓力應相

當微小，但卵礫石層屬於顆粒狀地層，非連續性

材料，若有其他地表滲流水入侵，仍有可能導致

細粒料流失，而導致柱間開挖面局部崩落狀況。

上述情形特別在全套管擋土樁開挖的第

一、二階開挖，因全套管施工之擾動，使地表

沖積層、回填層等非原土層更為鬆散，於開挖

初期須特別注意擋土樁後方地層是否有掏空孔

洞，若有發現應立即回填處理，避免造成後續

開挖更大影響。

三、監測儀器項目與配置

監測儀器為預防災害發生的首要對策，但

因卵礫石層屬於非均質不連續材料，不如黏土

層有沉陷或側向變形之跡象可循，往往若產生

破壞，從變形產生到致災可能在短時間內就立

即發生，因此有效之監測配置在卵礫石層之深

開挖中就更為重要。

以開挖深度最深的G9-1站為例，水位計、

水壓計與支撐應變計採用自動化連續監測，隨

時有效掌握主要水位數據與支撐受力情形，但

於支撐應變計方面，因擋土樁與樁間掛網噴漿

壁體剛度差異較大，且卵礫石層中擋土樁側向

變形量較小，而緊貼擋土樁之形鋼支撐所受到

的應力傳遞也相對較小，若僅由支撐應變計觀

測數據，恐無法真實反映真實壁面狀況，建議

仍應每日目視巡檢壁面，了解實際狀況。

若工區有鄰近建物，於施工前須對建物

進行完善之現況調查，避免後續施工鄰損之爭

議；於施工中則須對建物規劃詳細的觀測，如

沉陷、傾斜與裂縫等監測儀器。另因一般地表

沉陷觀測點通常設置於路面或人行道上，本次

工區周邊人行道因厚度較厚，若人行道下方有

沉陷現象，透過一般沉陷觀測點無法立即反應

數據，因此本次監測增設淺式沉陷計，透過外

套管鑽過人行道鋪面，將沉陷計底部直接固定

於人行道下方土層，以利及時反映地層狀況。

伍、結論與建議

一、 人工擋土樁施工安全經改良方案實作後，

在進度控制、工程成本與安全性提升等方

面仍具高度競爭力，希望藉由本次案例經

驗降低外界對其施工風險的疑慮。但人工

樁施工安全仍仰賴第一線施工人員安全意

識與施工經驗，增設之安全設施只能降低

風險發生的影響程度，因此讓施工人員適

應改良型作業方式與危機意識才是人工樁

零工安的關鍵要素。

二、 半圓形擋土樁為國內工程首例，施工人員初

期不熟悉作業訣竅，造成混凝土澆置及礫石

回填施工時程不易掌控，經多次嘗試皆已克

服，並達成規劃每支2.5日內完成之工率，

且半圓樁具相當之經濟效益，可達到節能減

碳、增加建物可使用空間與減少公帑支出等

目的，以G9-2站為例，即可減少約462ton

碳排放量，地下室每層可增加使用面積約

228m2，並減少新台幣730萬元之混凝土工

程經費支出。

三、 在無水狀況下，卵礫石層地質材料強度甚

佳，理論上深開挖工程可行性應相當高，

但應審慎防止其他地表水或是基地周邊之

地下管線漏水，避免滲漏導致細粒料流失

而衍生其他災害，若於施工中發現有大量

且持續性的不明滲水情形，應暫時停止冒

進之開挖作業，應先行研判水源為何，若

判斷為局部夾層地下水體，可透過鑽設導

水管方式將水體導入抽水井導出，對開挖

影響較小；若為地下管線滲漏，應立即通

知相關管線主管機關進行會勘釐清滲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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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乾燥之卵礫石層材料強度高，側向土壓力較

小，往往水平擋土支撐預壓力已大於主動土

壓力，在水平支撐上的支撐應變計警戒值與

行動值一般設定為設計載重(側向土壓軸力)

之90%與125%，此警戒值與行動值皆低於

水平支撐系統之型鋼材料容許荷重，建議

應可適度調整放大，避免監測儀器數據常

有超標，卻仍屬安全狀況之不合理情形。

五、 卵礫石層深開挖期間擋土樁變形量較小，

若由監測儀器發現變形量有成長趨勢，即

使尚未超越警戒值，仍須預先處理與加強

觀察。另柱間噴凝土壁體屬柔性結構，因

壁面鋼線網具延展性，除非大規模破壞，

否則應不易有立即破壞現象，於開挖期間

壁面仍應每日加強目視巡檢，觀察是否有

壁面凸出變形或滲水，以確保施工安全。

六、 開挖施工前應執行補充地質鑽探，瞭解工

區地層材料分布，及早因應各項突發狀

況；另於祛水執行前則應再次確認1.周邊排

水設施路徑與承容量、2.周邊排水溝渠是否

淤積與漏水、3.周邊地下管線種類與分布情

形，若有設施損壞，應通知主管機關進行

修復與清淤作業，以釐清權責，若必要時

建議可由施工廠商直接作業，避免影響後

續開挖與祛水進度。 

經上述各項討論，深開挖風險隨著開挖

深度增加使得風險影響程度持續加劇，於開挖

完成到筏式基礎施工之前為深開挖風險最高階

段，祛水系統或擋土支撐系統不允許任何狀況

產生，務必於開挖初期將所有風險因子詳列並

予以檢討排除，對後續開挖安全性與效率則可

大幅提升。本案將持續配合密切注意後續構造

物開挖監測作業與半圓形擋土樁之應力應變情

形觀察，並將監測數據加以分析並回饋至設計

端，以期後續臺中卵礫石層深開挖技術提升與

設計成果最佳化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