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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高雄車站以北區段之鐵路地下化工程穿越豐富之文化廊帶、百年車站、古蹟、愛河、人口稠密區、

交通繁忙區及17座立體化橫交設施，新建鐵路車站因應豐富之環境廊帶，呼應在地淵源而做適切之特

色化現代車站設計外，鐵路地下隧道施工更需配合環境設施，而以安全考量為前提進行審慎之設計、施

工。本文將針對北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因應特殊環境之車站設計特色進行介紹，更就兼顧交通需求之穿

越地下道、高架橋施工，及受限於愛河寬度與通水之河中圍堰施作等地工挑戰，逐一說明，以為各界參

考。

摘  要

Abstract

Memory Recovery Design for the New Kaoshiung Railway 
Underground Stations and Engineering Challenges

The underground railway project in the north section of Kaohsiung passes through rich cultural corridors, 100-year 

old station, historic sites, love river,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busy traffic area, and 17 traffic crossover facilities. 

New underground stations respond to the old time memory of the local and make appropriat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station design. The construction of railway underground tunnels needs more detailed consideration of 

design while passing through the amount of crossover facilities.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design features for 

the station of the northern Kaohsiung along the railway and it will also introduce the design about the cut&cover 

tunnel construction to cross an underground vehicle tunnel and important viaduct,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to 

construct the tunnel by using cofferdams method passing through the love river with narrow width as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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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通勤站資訊

站名
說明

左營
站

內惟
站

美術
館站

鼓山
站

三塊
厝站

長度(m) 260 286.2 339.5 293.4 270

寬度(m) 19.2 19.2 35.5 19.5 19.2

車站型式
地下
兩層

地下
兩層

地下
兩層

地下
兩層

地下
兩層

月台型式
2岸
壁式

2岸
壁式

2島式
2岸
壁式

2岸
壁式

壹、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概況

高雄鐵路地下工程涵蓋「左營計畫」、「高

雄計畫」及「鳳山計畫」，計畫全長約15.37km 

(詳如圖1)。工程全線以明挖覆蓋方式施築單孔

雙軌隧道及10座地下車站，配合施工需求另新

設2座臨時站(左營站及鳳山站)，總工程經費約

新台幣1,000億元，自2006年6月計畫核定起進

行細部設計，2008年6月開始施工，預計2018

年10月通車營運切換下地，整體工程之施工期

程長達10年，工程標別主要分有土建標、機電

系統標及軌道標，細部標別則計有23標(地面景

觀標由高雄市政府代辦，3標)。

貳、北高雄鐵路地下化車站之設
計特色

一、車站設計目標

(一) 北高雄之地下化車站 

 北 高 雄 區 段 涵 蓋 「 左 營 計 畫 」 及

「高雄計畫」西段工程(DL01標)，「左營

計畫」工程北起新左營站大中二路附近 

(UK397+579)施築永久軌引道後，以明挖

覆蓋隧道方式往南施築單孔雙軌隧道及

左營、內惟二座岸壁式月台車站，並於

UK401+700葆禎路附近連接高雄計畫，

路線全長4.12km；「高雄計畫」西段工程

範圍則為永久軌里程UK401+700～UK405 

+450之間，即起自葆禎路，南行迄至哈爾

濱街附近，其東側與高雄車站路段工程為

界，全長約3.75km，詳如圖1。本計畫DL01

標於美術館、鼓山、三塊厝附近新建三處

台鐵捷運化通勤車站，美術館站因考量作

為未來快慢車待避列車營運調度之用，採2

島式月台4股道規劃外，其餘通勤車站均以

2座岸壁式月台佈設，5座車站之細部設計

資訊詳如表1。

圖1 高雄地區鐵路地下化計畫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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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營站(舊城站)位居高雄都會區開拓

最早的區域，鄰近左營古城區域（舊鳳山

縣城），也是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的起始

車站，本案將塑造左營站為打開古城記憶

的珠寶盒，結合車站周邊古城垣，將車站

轉換成進入高雄都會區的門戶意象。故以

「古垣新圳」作為本車站之設計主題(詳如

圖2)。本站導入風、光元素，因覆土淺故

配合於頂版開口，塑造左營車站成為充滿

光與綠的「會呼吸的城牆」，達節能減碳

目的。

(二) 綠蔭穿陽尋秘徑之地景式內惟車站

 「內圍」係清代防匪亂，府縣置兵鎮

守保護地方，因而得名。光復後改「內圍」

為「內惟」。因此設計上以弧形密林為牆垣

之意象，加入景觀溼地傳達出「曲水風塘」

之地域風貌。車站出入口以視覺穿透性高

的鋼構框架組成，通風井分設於車站兩

(二) 地下車站規劃及目標

 通勤車站之設計包含出入口(地面層)、

穿堂層(地下一層)及軌道層(地下二層)，車

站內規劃通風井及機房等建築物及附屬設

施。建築造型除滿足使用機能之外，亦以

能表達捷運化通勤車站系統的空間自明性

進行考量；景觀設計方面，在車站路權範

圍內，盡量留設廣場、綠帶、綠地及周邊

各項設施，以提供安全舒適的綠意通勤環

境並創造以公共運輸串聯的都會生活圈，

導入生態與綠建築環境之車站特色，藉由

園道廊帶消除鐵路沿線兩側區域發展之阻

礙，帶動站區及鐵路沿線周邊用地整合與

利用，期待創造北高雄都市之再生契機。

二、車站設計特色

(一)  特殊開口聚天光引涼風之城牆式左營

車站

圖2 左營車站(舊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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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採上吹式設計以減少量體。通風井及

冷卻水塔均座落於園道綠帶內，運用綠帶

隱藏設計以降低對都市景觀之衝擊。站體

頂版予以部分抬高，利用側窗採光至旅客

公共區；月台中央部分則採用挑空設計，

將引入公共區之自然光間接導入月台層，

創新地下車站的視覺觀感(詳如圖3)。

(三)  第一座利用BIM技術進行3D設計之現

代化美術館車站

 本站鄰近饒富文藝氣息之內惟埤美術

館文化園區，西有柴山，東則為高雄市新

興的優質文教住宅區。配合都市環境氛圍

與地景風貌，以雕塑手法創造地景藝術及

空間情境，故以「藝風水美」作為本車站

之設計主題意象。「回應自然」作為創意

的源起，除以綠化的斜坡取代高直的水泥

防洪牆外，地景建築以水景植栽、綠水化

環境，回應洪流高程與都市熱島效應，可

漫步休憩於林徑水溪畔，而與自然一起共

鳴迴響。出入口造型以表達出輕巧之水波

造型進行設計，材料主要為鋼構屋頂、金

屬包框、玻璃帷幕、燒面與亮面花崗石基

座、崗石地磚金屬，透水景觀舖面；從建

築概念開始即運用BIM技術配合理念、空間

配置與機電設施等需求進行設計，建立3D

視覺化溝通平台(詳如圖3)，促進問題溝通

並強化構圖設計，效益大且至少節省30%

以上人時。

(四) 記憶舊鐵路站場之地標式鼓山車站

 本站基地西鄰元亨寺，東接愛河，跨中

都橋銜接古蹟唐榮磚窯廠，位於「柴山」與

「愛河」之山水交會點。建築及景觀設計

構想藉由本站緊鄰鼓山之元亨寺古剎，串

接柴山的鐘鳴鼓響與鐵道記憶作為設計發

想；故以「鼓鳴水秀」作為本車站之設計

主題意象。車站以山形及鼓韻轉換之曲線

造型與地景起伏結合為一(詳如圖4)。

(五) 呼應百年風華之木造復古式三塊厝車站

 本車站緊臨南、北兩側新闢道路，

站址隔街面對三塊厝古蹟車站，為現存日

治時代最古老的木造火車站，南面則鄰近

三鳳中街商圈，為今社區繁華源頭，閃爍

出城市絡繹景象。站區三塊厝古蹟木造火

車站與三鳳中街，為早期高雄鐵道文化記

憶的起點，鐵路廊帶設計為社區的中央綠

軸線，軸線中央綠帶簡潔綠化形成自然的

景觀綠地。建築造型融入地域情感、彰顯

時代建築，故以「鳳凌棲木」作為本車站

之設計主題意象，出入口設計以日式木構

造，如寄棟(廡殿或五脊)、切妻(山牆)-屋

頂、簷廊（廊下）、日式屋瓦等三塊厝舊

站古蹟特色融入呼應，表現懷舊風格(詳如

圖4)。

圖3 內惟及美術館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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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並將列車切換至臨時軌營運後，方得拆除

既有軌及進行永久軌隧道施工。另外，臺灣鐵

路於都會區內進行地下化隧道施工亦常遭遇穿

越河川、陸橋、地下道、平交道等橫交設施，

工程設計不僅需閃避地上/地下結構衝突，亦須

兼顧施工中設施之營運安全及確保其影響降至

最低；以高雄地區辦理之左營計畫與高雄計畫

西段工程為例，高雄車站以北計穿越17座橫交

立體設與河川橋，故如何於有限用地條件下維

持施工中鐵路正常營運，實需考量縝密之施工

規劃、特殊工法及機具配合，以下僅就高架橋

參、地工設計及施工特色

一、課題概述

臺灣鐵路由於系統考量，地下化工程多採

用明挖覆蓋工法施工，施工用地亦僅利用既有

之鐵路廊帶(如圖5)，工程施工用地不僅受限

亦須兼顧既有鐵路營運的安全，此為鐵路地下

化工程的限制，也是特有的工程課題。鐵道兩

側人口稠密腹地狹小，為利鐵路隧道之新建施

工，需於既有鐵路橋東側及北側先行施作臨時

圖5 緊鄰營運中鐵道及既有建物施工

圖4 鼓山及三塊厝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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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托底、地下道半逆打工法、河中圍堰等，針

對特殊橫交設施之挑戰及因應對策說明如下。

二、青海陸橋托底

因無法新增平交道且為市內砂石車通行

限定道路之一，故在無法拆除狀況下，設計

僅可考量以托底方式維持橋梁方式通行及兼

顧施工；青海陸橋全長256.5m，跨徑配置為

6@21.0m+1@25.5m(跨既有軌)+5@21.0m，兩側

引道各約72m，共11座框架式橋墩，橋面寬度

15m，橋墩P4至P9橋面寬20m(含兩側人行道寬

各2.5m)，上部結構為預力梁配合場撐橋面版澆

築而成。

(一) 施工方式

 青海陸橋之P6及P7橋墩坐落在鐵路地

下化工程開挖區內(里程約UK402+080)，與

美術館站區位置衝突，另既有軌亦位於P6

及P7橋墩間，托底樁與施工淨空及臨時軌

佈設，故於橋墩切樁前，利用東側之擋土

連續壁替代部分托底樁兼供承載，而將橋

梁上部荷重移轉。由於施工開挖與荷重轉

移複雜，施工過程配合監測儀器佈設進行

安全管理，而橋下因淨高有限(僅6～7m)，

施工亦以降挖配合特殊之限高型連續壁機

具進行施工考量。

(二) 托底施工與步驟

 托底施工除須掌握原陸橋竣工狀況

外，亦須兼顧地中障礙物衝突、環境及對

車站施工影響等進行檢討，檢討項目包括

有：(1)P6、P7橋墩新設臨時托底樁配置及

托底樁容許承載力與沉陷；(2)開挖施工對

鄰近鐵公路交通及鄰近建物、管線影響；

(3)橋下限高條件對托底樁及擋土壁體型式

選擇及施工影響；(4)臨時支承柱及鋼質支

撐架配置對建築裝修及軌道佈設影響及傳

遞載重等。托底施工因須於基礎下方增設

鋼質支承柱，以兼顧陸橋車輛通行、鐵路

營運，其施工步驟如下圖6～7所示。

步驟1 施築P7東側連續壁及托底版 步驟2 施築西側連續壁及鋼質支承柱

步驟3 施築托底版 步驟4 站體開挖支撐及切除橋墩基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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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青海路橋托底工程施工步驟

步驟5 站體施築 步驟6 臨時鋼質支撐架及施作結構柱

步驟7 車站頂版，支承柱切除及荷重二次移轉 步驟8 臨時鋼質支撐架移除及陸橋拆除

圖7 東側P6與P7托底橋墩與支撐版、臨時支承柱施工狀況

(三) 陸橋荷重安全轉移機制

 臨時支承柱係設置於既有橋墩樁基

礎周邊範圍並坐落於鐵路永久軌設置區塊

內，為切除臨時支承柱以進行軌道舖設，

需先完成車站內永久柱，並配合鋼質支撐

架進行二次力量轉移，可藉由支撐架頂端

的千斤頂將力量逐漸轉移至月台層永久柱

上，以避免驟然切斷支承柱造成結構損壞

風險，於青海路橋拆除後則再切除臨時支

承柱。

(四) 監測成果

 橋墩荷重轉移過程中，原上部荷重

將由新設之托底系統承受，除結構系統應

力符合安全性需求外，橋梁結構變位量控

制亦屬關鍵重要課題。設計於既有陸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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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青海陸橋桿式沉陷儀變位量曲線圖

圖9 中華三路地下道斷面圖

構裝設自動化之傾斜計(TI)及桿式沉陷儀

(ELB)，以確實掌握托底施工過程中陸橋之

變位行為，依監測結果顯示，P6橋墩傾斜

量約85秒、P7橋墩傾斜量約60秒；依安裝

於橋面上之桿式沉陷儀之量測值(參考圖

8)，橋面版最大變位約18mm。

三、中華三路地下道半逆打工法

中華三路為高雄市南北向重要交通要道，

近鄰三鳳中街及建國路，交通量大，原地下道

RC結構配合基樁構築，考量工址既存之基樁與

未知之地下障礙物多，不適合採擇管冪工法或潛

盾工法，加以中華三路車流量極大，且無法開設

平交道，為維持地下道交通需求與品質，僅可在

不減損原有交通車道及人行之狀態下，先改建

人行道再分階段進行車流改道及擋土壁施工；

本地下道汽車道無中隔牆，中央為標線分隔，

汽機車地下道有不同高程，地下道兩側設有人

行地下道，汽車道雙向各寬6.7m，兩側另有機

車道3.0m，地下道淨寬達21.2m，如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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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縮短地下道交維期程，設計分階段

淺開挖施築隧道頂版(如圖10)，可即時恢復

地下道路面交通，將施工中交通衝擊減至

最低，臺鐵隧道日後可在逆打頂版下方進

行開挖作業，可兼顧交通及工期需求，並

避免傳統明挖工法之結構界面問題。

 工址地下道範圍配合構台採Φ100cm

全套管切削樁為擋土壁，以破除地下障礙

(一) 施工方式

 採用多階段半逆打隧道頂版工法施

工，除可儘早提供汽機車通行外，施築隧

道前先將機車道舖設成平面車道，且將西

側之人行通道改建為臨時之機車道(完成後

恢復)，以增加施工期間之通道容量。

(二) 半逆打隧道頂版工法

圖10 地下道與逆打隧道頂版工法施工示意圖

圖11 中華三路地下道擋土壁分階施工步驟

步驟1  西側人行道改為機車道，原西側機車道拆除並
施作隧道頂版

步驟2 東側機車道拆除並施作隧道頂版

步驟3 北上快車道拆除並施作隧道頂版 步驟4 南下快車道拆除並施作隧道頂版



3
專
題
報
導

174 │No.119│July, 2018

物，另樁間配合高壓噴射水泥樁止水確保

壁體止水性，因開挖深度約11.3m，除逆

打隧道頂版外，並架設二階支撐。為利於

狹小空間施工，設計取消回撐及中間樁，

以減少施工界面，撙節擋土支撐系統工程

費，並增加施工作業空間及縮短工期。逆

打隧道頂版工法之深開挖分析，係將逆打

隧道頂版視為第一階支撐，由於結構勁度

大，加以無超挖情形，配合鋼支撐系統逐

階降挖，不但大幅減少擋土壁變位量，亦

可確保施工安全。

(三) 地下道施工步驟

 本地下道原規劃採六階段交通維持，

惟為考量縮短交維時程，以減少施工對周

邊環境之衝擊，施工階段向市府提出修改

為四階段交維施作，以維持原服務等級，

並提昇施工品質與安全性。有限空間之四

階段施工，係利用原西側之人行地下道進

行改建為2.5m之南向機車道並將地下道內

管線遷移，以供機車與汽車行駛，充份利

用既有空間，而於維持既有車道數量之原

則下，避免新建臨時穿越橋或平交道，且

具節省公帑、工期與節能減碳之效益，四

階段之地下道施工步驟如圖11。

四、過愛河段圍堰

愛 河 為 高 雄 市 區 主 要 河 川 ， 寬 度 僅 約

74m，為因應原鐵路橋下方施作鐵路地下化隧

道，曾檢討考量採潛盾及沉埋隧道等方式構

築，後因系統需求、定線、時程等因素故過愛

河段臺鐵隧道仍以明挖隧道配合圍堰方式構

築，永久隧道構築前則先於上游側施作臨時鐵

路橋以供列車切換營運，由於90年7月18日潭美

颱風及94年6月12日豪雨均曾造成愛河河水溢堤

情況，水利主管機關要求河中作業僅限非汛期

(每年12月至隔年4月)施工。

(一) 施工方式

 圍堰工法為傳統常採用之過河段作業

方式，具施工快、經費低的優點，但因圍

堰工法將縮減河道通水斷面，較不利於狹

窄河道施工，圍堰分區及其對水流影響須

詳予檢討，並且須經水利主管機關同意始

能施工。為縮短圍堰阻水期程及影響，經

協調於非汛期採三階段圍堰方式施工，圍

堰施工順序如圖12所示。圍堰內僅先施作

圖12 三階段圍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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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水理分析，本工程三階段圍堰河道版

施工，以第3階段圍堰施工影響較顯著，

分析結果(詳圖13)顯示圍堰平均水位壅高

14cm，局部壅高25cm，滿足經濟部水利

署「跨河建造物設置審核要點」規定。

2.  鋼管樁擋土壁：鋼管樁擋土壁具有減少

壁體厚度、變形量、施工作業區範圍及

施工快速等優點，相鄰鋼管樁間以卡榫

公母對接(詳圖14所示)，配合接頭止水

灌漿，可確保壁體之止水性能。

3.  設置河道版：為縮短河中作業期程，圍

堰於河道版(圖15)施築完成即予拆除。

河道版將河道托底後即恢復通水，再從隧

道開挖區進行河道版下方之開挖工作，並

進行後續臺鐵隧道結構施築作業。

(二) 圍堰設計

 河中圍堰開挖除須滿足深開挖之安全

性外，如何降低圍堰施工對愛河影響為考

量重點，本工程採取措施包括：

1.  水理檢討：圍堰工法之施工，僅限於每

年之非汛期間(每年12～隔年4月)分階段

施作，經以TABS-2模式中二維水流模式

(RMA-2)進行計算，採用5年頻率流量進

圖13 三階段圍堰水理分析成果

圖14 鋼管樁P-P接頭型式 圖15 河道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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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堰結構採二層鋼板樁間回填不透水性

材料，配合內支撐系統，減少河道版開

挖過程中鋼板樁之變位。

4.  半逆打方式施築隧道結構：河道版施築

完成後，再從河西一路與同盟三路以半

逆打方式進行河道版下方之開挖施工。

綜整過愛河段隧道之施工步驟，如圖16及

圖17。

(三) 圍堰施工與回饋

 過河段工程於2011年12月至2012年4

月施作第1階段圍堰及河道版，2012年12

月至2013年4月施作第2階段圍堰及河道

版，均順利完工，施工過程如圖17所示。

 第3階段圍堰及河道版自2013年12月

開始施工，經累積第1及第2階段圍堰與河

道版施工經驗，預期第3階段圍堰與河道

版施工可順利於汛期前完成，並仍有餘裕

時間。考量加速河中施工作業之進行，檢

討增加第3階段圍堰施工內容，將隧道底

版之施工併入，即圍堰完成後分階開挖至

設計底面，優先施築隧道底版，再構築河

道版，待拆除圍堰恢復通水後，進行河道

版下方之隧道側牆與頂版施築作業(世久營

造，2013)，如圖18及圖19所示。因變更後

之隧道開挖、架設支撐及底版施築採傳統

明挖方式施工，工率較半逆打工法佳，經

檢討縮短施工期程約40天。

(四) 監測成果

 依監測成果顯示，圍堰河道版施工期

間臨時鐵路橋橋墩最大傾斜量僅28秒，發

生在圍堰鋼板樁打設時，最大軌道沉陷量

約2mm(圖20)；河道版下方臺鐵隧道開挖

期間傾斜量幾無變化，最大軌道沉陷量約

圖16 過河段第1、2階段臺鐵隧道施工步驟示意圖

步驟1 鋼管樁打設 步驟2 圍堰及河道版工程

步驟3 拆除圍堰恢復通水 步驟4 河道版下臺鐵隧道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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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圍堰河道版施工

(1)鋼板樁打設圍堰 (2) 圍堰開挖

(3) 河道版鋼筋綁紮 (4) 河道版施築

圖18 過河段第3階段臺鐵隧道施工步驟示意圖

步驟1 圍堰及隧道開挖 步驟2 隧道底版及河道版施作

步驟3 拆除圍堰恢復通水 步驟4 河道版下臺鐵隧道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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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第3階段圍堰施工

(1)鋼板樁打設圍堰 (2) 底版鋼筋綁紮

(3) 河道版重型支撐架 (4) 河道版完成

圖20 臨時鐵路橋鋼軌沉陷點變位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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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計

畫西段工程細部設計技術服務(DL01標)-水

理分析報告，(2008)。

4. 世久營造探勘工程股份有限公司，CL114標

過愛河段圍堰施工計畫書，(2011)。

5. 陳聰海、吳文隆、彭家德，高雄鐵路地下

化地工設計探討～以DL01標為例，地工技

術第140期，第37～48頁，(2014)。

1mm。顯示圍堰開挖對深基礎之臨時鐵路

橋影響小，本工程河中段採半逆打工法施

工，確能有效降低對臨時鐵路橋影響。

肆、結語

鐵路地下化工程縫合了都市紋理，並消除

原有鐵路對市區之阻隔，紓解交通瓶頸，促進

都市均衡發展，提昇都市土地利用價值及經濟

活動力，將110年來阻隔的交通、陌生的情感再

次交會融合。原來的鐵路廊帶將開闢成為綠園

道，提供高雄市民一條可以悠閒漫步，亦能自

在安全騎乘自行車的廊道。

橫交措施錯綜複雜，不論高架橋、橋涵、

地下道或河川，設計單位縝密創新設計，採用

新工法、新材料，減少對交通、環境衝擊。在

鐵道局、設計單位、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通

力合作下，終克服營運中鐵路旁高風險施工作

業的挑戰，順利完成困難任務。歷經12年的

努力，轉眼地下化工程通車在即，僅將本文獻

給曾經為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奉獻心力的每個

人，因為您的付出，我們一起完成了劃時代的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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