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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壹、前言
145縣道西螺大橋跨越濁水溪，為連接彰化

近十幾年來，由於國內積極進行各項建設，砂石需求量

與雲林間之重要橋梁(詳圖1)，於民國四十一年

大增，而濁水溪在西螺大橋至河口間為砂質河道，因此當地
河床成為國內砂石之重要來源。由於受砂石之過量開採影
響，及歷年颱風豪雨將西螺大橋下游側潛堰沖毀形成一處560
公尺缺口，水流束縮沖刷河床並形成集束型河道，向源侵蝕
造成西螺大橋橋址河床持續下降，沖刷加劇造成西螺大橋橋
梁沉箱基礎嚴重裸露，有安全性之疑慮，亟需改善。公路總
局繼「台一線溪州大橋橋基加固保護工程」以換底工法有效
改善橋梁橋基沖刷問題，乃延續此補強方式辦理西螺大橋之
橋基補強工程。

十二月底完工，並於民國四十二年一月二十八
日舉行通車典禮。而在台灣農業發展快速階
段，為使台糖公司運輸甘蔗及載運旅客方便，
還特地在大橋上鋪設小火車鐵軌，形成汽車與
火車在橋上並駕齊驅的奇景，但也常肇車禍，
因此台糖公司於民國六十年將鐵道拆除。民國
七十九年時為考慮橋梁安全，禁止十五公噸以

圖2 民國91年下游側臨時固床工

上重車通行，目前僅讓小型車通行。

本工程施工包含打設基樁、架設安全支撐鋼構架、拆除
舊橋基、新建基礎、新建墩柱及拆除安全支撐構架等主要作
業，施工工法獨特，施工步驟繁雜且密切相關，在工期短
促、近接施工、橋下施作空間受限，尚須維持橋上交通、維
護橋梁安全之條件下，為國內繼「台一線溪州大橋橋基加固
保護工程」完成後少見具特殊技術之工程。

圖3 P12~P21下游潛堰固床工沖失或損壞
圖1 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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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西螺大橋橋墩換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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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案例簡介

關鍵詞：橋墩加固補強、橋基沖刷、換底工程
中華顧問工程司 中區辦事處 正工程師 潘其良
中華顧問工程司 中區辦事處 副理 盧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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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

一、工程緣起
由於受砂石之過量開採及颱風豪雨影響，
使得本橋橋址之河床持續下降，沖刷加劇造成
橋梁沉箱基礎裸露(參見圖2~4)。尤以90年7月
桃芝颱風來襲，挾帶豐沛雨量，濁水溪溪水暴
漲，在本橋址之洪峰流量高達約29000cms，
超過二百年洪水頻率，導致本橋之橋基嚴重裸
露，造成本橋承載力與穩定性不足，而有安全
性之疑慮。公路總局有鑑於此，於民國9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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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P12~P21間橋基裸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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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先發包施工較嚴重之P13~P20墩，並於民國

承載原橋上部結構。在施工期間係以架設安全

93年9月7日開始施工。

支撐構架支撐原有橋梁上部結構，以暫時承載

2.架設臨時安全支撐鋼架與襯托鋼架系統
並裝設橋梁監測系統。

上部結構載重並下傳至新設基樁；原有橋墩及

二、原有橋梁結構型式

3.安裝替代斜撐桿及架設千斤頂，進行頂

沉箱橋基拆除後改建之下部結構外觀與原結構
型式相近之雙墩柱結構，並以鍍鋅鋼鈑包覆墩

西螺大橋的興建，是在民國26年發包，但

柱，以提高耐衝擊能力。

6.拆除原有橋墩及沉箱基礎。

升作業，將上部結構載重轉移至安全支

7.基礎開挖至設計高程。

撐構架。

8.施作新基礎及新橋墩。（橋墩外包鍍鋅

4.以螺栓固定桁架與安全支撐系統。

因中日戰爭、珍珠港事變的發生，使工程停停

5.打設鋼板樁。

防撞鋼鈑）
9.拆除替代斜撐桿及安全支撐構架，施作

建建，未能完成。光復後，政府取得美援得以

本工程橋墩加固補強工程範圍為橋墩

繼續興建，於民國41年5月29日正式開工，不到

完成。

P13~P20，共8座橋墩。

7個月就全部完成，於同年12月25日竣工，翌
年1月28日正式通車。本橋橋長1939.03公尺，

主要工程內容包括：(參見圖7)

寬7.32公尺，主孔跨徑62.5公尺，計有32座橋

1.2.0m全套管基樁施工，樁長60m，共

墩，31個橋孔，橋面上主梁型式採用華倫氏式

48支。

桁架鋼橋，下部結構為雙柱構架式橋墩及沉箱

2.橋墩之安全支撐構架施工及使用後之拆

基礎。橋墩基礎採用橢圓型沉箱，沉箱尺寸其

除，鋼構架總重約1487噸。

長軸為11公尺、短軸為3.5公尺，沉箱深度20.3

3.原有橋墩及橋基之拆除工程。

公尺，沉箱頂部高程約為EL.27.3公尺。(參見圖

4.新建基礎及墩柱施工。

5~6)

5.既有橋梁安全監測。
6.其他相關附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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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西螺大橋外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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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西螺大橋外觀(2)

貳、本工程施工簡介

二、施工步驟

一、主要工程內容

每座橋墩加固補強工程施工步驟如下：(詳施工

本工程施工內容係拆除原有橋墩及沉箱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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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西螺大橋換底完成圖

基，在現有河床下新設橋墩、基礎及基樁，以

步驟一∼十)
1.施築全套管基樁並插入十字型鋼柱。
No.73│ January, 2007 │67

十字型鋼柱加勁鈑

⺝ⷣ

(二) 架設臨時安全支撐鋼架與襯托鋼架系統並
固定導架

裝設橋梁監測系統(圖12~15)

⦉⸩⺝㩅

十字型鋼柱加勁鈑
◐ⷦ⨚斋㪀┯═撠
8

十字型鋼柱加勁鈑
◐ⷦ⨚斋㪀

安全支撐構架係以十字型鋼柱與H型鋼梁組
成之矩形鋼結構構架，為臨時性之假設工程，
並於橋墩施工完成後予以拆除。其功用係於既
有橋基拆除至新建橋墩施工過程中，暫時支撐
橋梁上部結構荷重並將荷重傳遞至新建基樁，
以維持原有橋上交通。為能保障行人、車輛及
橋梁之安全，故裝設橋梁監測系統，於施工中
隨時監測橋梁狀況，設置之監測系統有連通管
式沉陷計、自動警報系統、橋面測沉點、結構
應變計、結構傾斜儀及結構測沉點。

9
12

13

14

15

10

(一) 施築全套管基樁並插入十字型鋼柱(圖8~11)
本工程基樁採樁徑2M、樁長60M之全套管

施作基樁

圖12 安全支撐構架吊裝(1)

字型鋼柱，埋入深度約8.3M，作為後續臨時安

圖13 安全支撐構架吊裝(2)

全支撐構架之支承。為控制後續鋼構架之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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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2

圖11 插入十字型鋼柱(2)

之固定4支基樁混凝土澆置時埋入長11.1M之十

偏移過大造成臨時支撐鋼構架組裝困難。

鋼柱插入臨時固定導架

圖10 插入十字型鋼柱(1)

R.C.基樁，每墩設6支基樁。施工過程中於每墩

精度，插入鋼柱時須有固定措施(圖8)，以避免

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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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圖14 自動警報系統
圖15 安全支撐構架組裝完成，豪雨淹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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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螺栓固定桁架與安全支撐系統(圖20)

㦎ⅲ㠫㜟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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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基礎開挖至設計高程(圖23~24)

於每個臨時支承四周安裝止震鋼梁，以避

現地河床高程約EL.19.7M，鋼鈑樁打設前先

免地震或震動等水平作用力造成臨時支承移

將開挖面降挖至高程約EL.18.3M後再進行鋼鈑樁

動。

打設，基礎開挖面底部高程為EL.10.9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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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2

(五) 打設鋼板樁(圖21)
基礎開挖深度約7.5公尺，採長13M之鋼板
樁擋土設施，為有利於機械開挖空間減少水平
橫撐，輔以背拉支撐系統，於開挖面外側埋設H
型鋼柱，以作為背拉鋼索支撐柱，背拉鋼索採

˛ˊ˃˃̋ˆ˃˃̋˄ˆ̋˅ˇীᙓַᔼჇ

19
Տְືʳˈ

Տְືʳˉ

直徑19mm鋼索@0.8M配置。

Տְືʳˊ Տְືʳ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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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裝替代斜撐桿及架設千斤頂，進行頂升
Տְືʳ˅

作業(圖16~19)
安全支撐構架之組裝，因應避開原橋墩位

17 ቹ 17 ʳ Տְືᆜقრቹʳ

2

置及利於新橋墩於原有位置重建須設置臨時支
承點，及因應構架應力傳遞系統變更及減低對

21

上部橋梁原桁架系統之影響，增設一組替代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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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桿。
圖16 替代斜撐桿及原桁架示意圖
圖17 千斤頂配置示意圖

頂升作業係於每個臨時支承處之托梁底下

(六) 拆除原有橋墩及沉箱基礎(圖22)

設置2個千斤頂，合計每墩有8個千斤頂，以油

圖18 替代斜撐桿吊裝

壓幫浦施加預壓，使橋梁上部結構與既有橋墩

頂升作業完成，橋梁上部結構荷重全部轉

圖19 千斤頂頂升轉移橋梁載重至臨時支撐構架

支承分離，並將橋梁之荷重轉移至安全支撐構

移至安全支撐構架後，即開始進行既有墩柱沉

架。

箱敲除作業。

圖20 螺栓固定桁架與安全支撐系統
圖21 鋼板樁擋土開挖背拉支撐系統
圖22 拆除原有橋墩及沉箱基礎
圖23 基礎開挖(1)
圖24 基礎開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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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拆除替代斜撐桿及安全支撐構架，施作完

參、結語

成(圖28~30)
本工程完工後可確保橋梁安全、保留文化
俟墩柱各昇層混凝土及支承墊無收縮水泥

資產及地方觀光資源。施工期間總共經歷南瑪

砂漿強度達設計強度，進行臨時支承卸除作

都颱風、海棠颱風、馬莎颱風、珊瑚颱風、泰

業，將橋梁載重移轉至新橋墩後即可拆除替代

利颱風、卡努颱風、丹瑞颱風、龍王颱風等多

斜撐桿及安全支撐構架，完成橋墩補強工程。

次颱風豪雨侵襲，造成溪水高漲，工區多次遭
到淹水，經業主及各級長官殷切鼓舞士氣及承

圖25 新建基礎

包商積極趲趕下，使工程能如期完成。故建議
未來若有類似工程進行，於設計時考量免計防
汛期間之工期，明定承包商應依規劃時程完成
階段施工，避免於防汛期間進行拆除橋柱等工
作，以確保橋梁及施工人員之安全。
本工程施工過程中於全套管基樁施作時，
須於頂部插入十字型鋼柱以便後續組裝臨時安
全支撐構架。而該十字型鋼柱之定位準確與
圖28拆除替代斜撐桿及安全支撐構架

圖26 新建墩柱(1)

否，影響到安全支撐構架能否順利組裝，故十
字型鋼柱準確定位十分重要，需加強十字型鋼
柱的臨時固定措施並重複檢測樁位，以降低鋼
柱的位移誤差。

(八) 施作新基礎及新橋墩（橋墩外包鍍鋅防撞

本工程開工時河床高程及地下水位情形較

鋼鈑）(圖25~27)

設計階段資料差異變化大，造成降挖施工時開
挖面有大量滲流水，造成基樁無法施作情形，

本工程於基礎開挖完成後即進行新基礎施
作。新建基礎為八邊形，外觀尺寸長邊22.9M、

圖29 橋墩換底完成全景(1)

寬11.5M，高3M，基礎底高程為EL.11.0M。

深，以免造成類似問題影響施工作業進行。因
換底施工時尚須維持橋上交通正常通行，故安
全監測就格外重要，除了自動監測之連通管式

配合原橋墩型式，每座橋墩由二墩柱組

沉陷計，並須確實要求施工廠商作儀器監測與

成，並於柱頂由一2M深之繫梁連接，柱底高

安全巡視，以確保橋梁及用路人之行車安全。

程EL.14.0M，柱頂高程與舊有橋墩相同均為

前述經驗希望能提供給工程界先進們，作為相

EL.31.9M。每一墩柱斷面分別由一直徑3.5M之

關換底工法施工之參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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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新建墩柱(2)

建議有類似河床施工時，基樁施作面不宜太

半圓及寬度隨柱高以1/20斜率漸變之矩形斷面
構成。墩柱於基礎頂面以上5CM至繫梁底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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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CM範圍以10MM厚之鍍鋅防撞鋼鈑包覆，鍍
鋅防撞鋼鈑於混凝土澆置時當外模使用。

圖30 橋墩換底完成全景(2)

1.145線西螺大橋橋墩加固補強工程竣工圖，交

72 │No.73│ Januar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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