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中│華│技│術│

專
題
報
導

174 │No.116│October, 2017

TECHNICAL REPORTS

交通部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南區臨時工程處／副處長(代理處長)／陳保展 (Chen, Bao-Chan)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9南迴監造專案／專案協理／陳志鴻 (Chen, Chih-Hung)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9南迴監造專案／專案經理／廖嘉安 (Liao, Chia-An)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9南迴監造專案／工務所主任／沈仕傑 (Dream Shen) 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9南迴監造專案／工程師／賴禹綸 (Lai, Yu-Lun) 5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9南迴監造專案／工程師／康家銘 (Kang, Chia-Ming) 6

井式基礎施工遭遇大量
湧水之影響及解決方案
─以台９線南迴拓寬改
善工程安朔橋梁標為例
關鍵詞(Key Words)： 台9線南迴公路(Taiwan Provincial Highway No.9)、地形限制

(Topographical Constraints)、井式基礎(Well Foundation)



3
專
題
報
導

摘  要

No.116│October, 2017 │175

　　台9線南迴公路為台灣東部花東地區與南部高屏地區之主要運輸交通幹道，惟其受限於地形地勢之影

響，易因災害受損而交通中斷，除人命財產損失外，對區域性經濟發展及產業運輸造成重大影響。「台9

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工程後續計畫」為建構環島安全路網，提供安全、穩定回家道路，山區路段以隧道

橋樑截彎取直改善，行車時間可縮減20分鐘，本案則以C1橋梁標工程為例，針對東部山區因地制宜，採

用開挖面積較小之井式基礎為下部結構，降低對環境之衝擊同時兼顧生態保護。

井式基礎施工遭遇大量
湧水之影響及解決方案
─以台９線南迴拓寬改
善工程安朔橋梁標為例

1 2 3 4 5 6

摘  要

Abstract

The Effect and Solution of Well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Subjected 
to Serious Water Inrush-A Case Study for C1 Anshuo-Caopu Bridge 
Widening Project of Taiwan Provincial Highway No.9

Taiwan Provincial Highway No.9 is the main transportation road for eastern part of Taiwan from Hualien-Taitung 

to Kaohsiung-Pingtung. However, it’s limited by topographic constraint which is easy to get damaged to cause 

traffi c disruption. In addition to the loss of life and property, there is also a signifi cant impact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transportation. The No.9 Highway Project improvement plan is to construct a safety road 

network of Taiwan island and provid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way home.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truncation 

curved cut-off" apply on mountain tunnel and bridge. It saved average 20 minutes of transportation time.

Here is taking C1 Bridge Project as example. According to topographic conditions in Taiwan eastern mountain 

area, the construction of Well Foundation used smaller excavation is adopted as substructure. This construction 

method is given consideration for both reducing environment impac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the mean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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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標工程範圍為新建橋梁工程(0k+000～

6k+300)，路線長度6.3km，工程地點位於台東縣

達仁鄉，橋梁緊鄰五福谷溪山坡並與隧道北口

銜接，配合地形特性主要下部結構採用井式基

礎，其具有可採小型機具施工，以及開挖範圍

小等特性，並輔以竹削護基，可將坡面開挖面

積減為最小，並對坡面達成有效穩定支撐力。

(詳圖1)

井式基礎之結構型式類似沉箱，較大差異

在於施工順序，通常以人工或小型機械開挖的

方式鑿井，再於井中施築基礎結構，由於開挖

期間必須保持井壁穩定而需施作噴凝土及岩栓

等壁面保護，本工程原設計採開挖深度達1m

後、架設支保及掛網噴漿、並於支保間打設3m

長自鑽式岩栓鎖固之方式、進行開挖面保護，

本工程為避免打設岩栓時，將井外水量引入井

內，經由支撐穩定分析後，改採增設乙組支保

方式施工，此變更方式除可減少井內滲水量，

並可縮短輪進時程與確保支撐強度，增加費用

承商願自行吸收，相關變更亦呈報業主同意備

查，相關施工流程詳圖2；井式基礎斷面則考

量用地範圍、上部結構載重、地層條件等因素

綜合研判，本工程井式基礎直徑分別為6m、

10m、12m及14m、深度達20～42m(含空打段)

(詳表1) (井基結構體採用中空型式，中空處以

填土或強度較低之混凝土填充)，口徑之大在國

內已屬少見，施工本就不易，而部分橋墩又鄰

近五福谷溪沿岸，伏流水增加，平均地下水位

約在原地面下EL：7～12m處，施工過程屢屢遭

遇湧水造成施工困難，對於施工團隊更是一項

挑戰。

圖1 工區平面圖及井基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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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湧水處理方式優劣評估

井基施工所面臨到的問題，首重於湧水，

湧水的問題亦因遭遇程度而有不同的處理方

式，本工程依實際處理經驗，歸納出各種處理

方式之優缺點比較及評等，如表2、3、4所示。

表1 本工程井式基礎尺寸表

井基直徑 墩柱位置 最深開挖深度

6m P1L、P1R 15m

10m P14、P34 28m

12m P41、P48 P68N 42m

14m P25、P61、P64 30.2m

(取開挖深度最深者為例)

表2 井式基礎湧水處理方式及優缺點比較表

判斷階段

研析標的：井式基礎抽排水方案

構想方案 優點 缺點 評等

設置導水
管及抽水

設備

1.  可視出水處調整位置且方便安裝抽水設
備。

2.  結構施作時可將抽水設備移出，重複使
用。

3.  依現有地形即可配合。

1.  出水量過大時將無法有效排水。
2.  較無法控制出水量及出水點且集水井易被

細微土粒阻塞，需常清理。
3

井外
點井抽水

1.  適合湧水量集中且湧水量大。
2.  可使井內迅速降低地下水線。
3.  開挖完成後，於結構施作時仍可使用。

1.  所需腹地增加(井基設計原則為不受地形限
制)

2.  若遇堅硬地層，將造成鑽孔困難
3.  尚需考慮周圍地質透水係數

2

變更
實心井基

1.  施作容易，只需考慮隔離湧水或是採水中
混凝土澆置。

2  可減少鋼筋使用量。

1.  變更費用高且湧水需再另案處理。
2.  湧水仍會影響混凝土品質。
3.  需另外考量劣質混凝土處理方式。

1

設置
透水環

1.  可有效導水及排水，不破壞地質及結構狀
況

2.  不需改變施工順序，不影響施工速度
3.  開挖過程中可配合設置洩水管及增設導水

版，可有效處理開挖及結構施作時之湧
水。

僅需額外辦理以下兩項作業：
1.  需比預計底版高程，再降挖透水環溝高度

(約50cm)。
2.  施工完成後透水溝及預留管需灌注水泥漿

填塞孔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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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井式基礎施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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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開挖抽坍及湧水處理記實

以墩號P14為例，P14位置緊鄰五福谷溪

攻擊坡面灘地(詳圖3)，其地下水位受山區地下

水位及河川伏流水影響，開挖期間發生大量湧

水，相關處理方式說明如下：

一、P14開挖抽坍及克服

P14地層依位址所在之鑽探地質為砂質礫

表3 湧水方式處理權重評估表

表4 湧水方式處理評估矩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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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作，先行靜置及辦理水位觀測，此

時井內積水約為地面下7m。

(二)  104年02月已進入枯水期後段，此時

井內積水及五福谷溪水位下降，量測

後井內積水約地面下9m，故決定P14

井基再行開挖施作，並改採縮短輪進

長度為0.5m之方式辦理，開挖至第

14.5輪進(約14.5m)再次遭遇湧水，此

時井內又因大量湧水而坍孔(如圖5)，

經會勘後決議採原土回填，以混凝土

將壁體底部四周封底，並以水泥漿

辦理背填灌漿、以固結開挖面周邊土

壤，藉以改善坍孔現象。

層，預計開挖深度為20.5m，且地下水位約為地

面下7m處(詳圖4)，因多次湧水及崩積層地質導

致開挖壁面坍孔，施工處理過程如下：

(一)  第1次進場開挖：103年10月開始開

挖，土質多為砂及粉土層，開挖時不

斷發生零星坍孔，103年11月開挖至

第10輪進(約10m)，經會勘後決定暫停

圖3 井式基礎緊鄰五福谷溪之情形

圖4 P14鑽探報告及地下水位

圖5 井內大量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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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井基壁體結構施工遭遇困難
與處理對策

一、結構施工遭遇湧水之處理：

P14開挖作業完成後，井內仍持續大量湧

水，湧水量每分鐘達13.5噸，影響鋼筋、模板組

立及混凝土澆置作業，其中混凝土澆置時，其

底部及壁面湧水若無法導離澆置面，將造成混

凝土粒料分離，形成不規則水線並造成冷縫及

孔洞(如圖8、標記①②③)；而使用抽水設備抽

水時，又將導致水泥吸入抽離，嚴重影響混凝

土品質(如圖8、標記④)。對此，施工團隊提出

以下因應方案：

(一)  設置臨時集水井：澆置井基底版時可

順利排水，但底版澆置完成後即無法

抽水，因水量大、地下水位線恐上升

而由壁面出水，壁體施工時亦需解決

滲水問題。

圖6 井基外側地面坍塌

 

 

 

 

  
 
 

 
 

 

 

 

 

 
 

 

 

圖7 開挖階段遭遇湧水及抽坍時之處理

圖8 湧水影響混凝土品質示意圖

(三)  於背填灌漿完成後持續進行開挖，復

以輪進長度為1.0m之方式辦理，於

104年05月開挖至第18輪進(約18m)時

遭遇大石塊，且開挖面有坍孔現象，

井外鄰溪側地面發生掏空(如圖6)，緊

急進行土方回填，經會勘後決議暫停

施作。

(四)  104年06月經會勘決議，井內先行回

填0.2m後，採地盤止水灌漿，以水泥

及水玻璃混合LW方式辦理背填灌漿

施作。

(五)  P14井基經地質改良作業後，湧水量略

有減少但仍未盡理想，開挖至第19輪

時又再度遭遇大量湧水，決議採縮短

輪進開挖深度(改為0.5m內)並增加先撐

鋼管或自鑽式岩栓加固開挖面，以解

決抽坍問題。(相關處理方式如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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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粒料，表面再包覆不織布，避免混凝

土澆置時將透水粒料孔隙填實，此即作

為「透水環溝」，並沿壁面設置背填灌

漿管(PVC管)，詳圖11及12。

2.  於開挖壁面設置「導水板」，利用導水

板將壁面湧水導流入井底設置之透水環

溝內，再利用透水材料特性、將水量集

中至集水坑。

3.  依湧水量、沿壁體設置直徑60cm或80cm

之「旋楞鋼管」，旋楞鋼管底部埋入集

水坑與透水軟管連接，即可將抽水機置

於旋楞鋼管內進行抽水。

(二)  增設排水管：開挖階段於壁面增設排

水管，在井基結構模板組立過程中預

埋PVC管導水，並於中空處將井內積

水抽離；其缺點為澆置時模板需配合

開孔，因本標工程採用系統模板，因

每次出水位置不同而難以配合。(如圖

9、10)

(三)  經多次討論及參考其他工地經驗，

上述2種因應方案皆無法適用於本工

程，，施工團隊最後以導排水處理方

式，將「集水井原理」改良後，在兼

顧提高施工效率、品質及人員安全條

件下，於井內設置透水環溝，解決原

理及步驟如下：

1.  井基開挖至設計底部高程後，沿外徑周

圍再往下降挖深50cm、寬100cm之環型

導溝及集水坑，環型導溝仍依開挖壁面

辦理壁面鋼支堡及噴凝土作業，完成後

並於環型導溝內設置透水軟管並鋪設透

圖9 排水管直接連接壁體安裝

圖10 模板配合壁體增設排水管開孔

圖11 井式基礎透水環斷面圖

圖12 井式基礎透水環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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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底層澆置50cm厚140kg/m2混凝土，並

注意澆置時不織布覆蓋完善，不可讓混

凝土流入透水環溝，以免影響導排水功

能，完成後即可進行底版鋼筋組立，滲

流水將持續自旋楞管內之抽水機抽出；

另井基壁體結構施工時，將旋楞鋼管包

覆其中，並於壁體結構施作高度高於地

下水位時，即可將抽水設備完整取出，

再將旋楞鋼管灌漿填滿。

5.  上述「透水環」方案可將湧水有效導排至

集水坑並經由旋楞鋼管內抽水，使混凝

土澆置工作面與湧水隔離，可確保混凝

土品質，相關透水環施工流程如圖13。

6.  透水環溝後續由預埋之PVC灌漿管採低

壓灌漿方式以水泥漿將孔隙填實。(如圖

14、15)

二、透水環施工注意事項：

(一)  井基開挖完成後，須施作湧水量檢

測，觀測地下水位與完成底版高程，

判定是否需設置透水環。本工程參考

施工說明書，「隧道工程」中特殊狀

況第(2)項：【工作面滲出之流水量大

於每秒35公升(2.1噸/分鐘)連續24小時

導致工作無法正常進行】，經會勘研

議及考量實際抽水情形，以1.5噸/分鐘

為設置透水環之標準，各墩井基湧水

量統計如表5。

(二)  依據每分鐘滲水量判定透水環尺寸

及抽水設備數量。(相關處理方式如

圖16)

圖13 井式基礎透水環施工流程圖

圖14 透水環孔隙灌漿 圖15 灌漿時鄰近PVC管出水，顯示透水環未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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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填灌漿補強以增加開挖面土

層自持性；開挖作業完成後，

則在井基底部增設透水環，即

可有效確保澆置時混凝土施工

品質；本案例若與一般標案變

更為實心井基方式比較，就功

率、施工性及費用等方面皆優

於實心井基；透水環之原理，

係為先行導水再集中排水，比

常用之封堵或點井方式更容易掌控湧水的流向

及水量，並可避免封堵後地下水位上升造成噴

凝土面側壓力增加而有抽坍之安全疑慮，施作

時只須考量放置抽水設備之壁體尺寸，建議中

空井基之璧體厚度至少需達1.2m，以提供旋楞

鋼管安裝後有足夠之保護層；本案例可供日後

相關工程設計時參考，將背填灌漿、透水環施

作及相關抽水設備等項目、採「輔助工法」方

式列入設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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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澆置困難情形，相對進度及施工成本上亦會

造成很大影響，尤以本標採用中空式井基，壁

面出水發生於結構澆置時，產生澆置界面滲水

將嚴重影響混凝土品質。

井基異常湧水發生時，採本【透水環方

案】得以在混凝土灌漿時，有效區隔湧水影響

品質之問題，並與一般以地質改良方式相比、

成本相對較低，本案例可提供將來設計及施工

時之參考，亦是本標克服井基異常湧水課題上

之重要收穫。

台9南迴拓寬改善工程所遭遇最大困難，在

於地質條件不佳，易因湧水造成基礎工程施工

不易，為確保井式基礎施工品質，對於大量湧

水之處理，於開挖過程中可打設自鑽式岩栓及

表5 各墩井基湧水量統計表

 

                                                                    

 

圖16 結構施工階段遭遇湧水之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