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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工程發展史   
 

臺灣歷史上(日治以來)最高樓之大地工程 

何樹根*  

一、前言 

臺灣的建築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世界第一

的高樓，可以證實臺灣的建築實力。由日治以

來臺灣曾經是日本殖民地的建築實驗場，當時

最高的臺灣總督府，塔高 60m 保持了將近 50

年的臺灣第一，直到 1970 年代臺灣的經濟開

始起飛後，大樓的高度不斷被刷新，但當台北

101 擠身世界第一，經濟發展開始遲緩，世界

第一很快被取代了，臺灣也沒有再造更高的大

樓。那些曾經在臺灣稱霸高度的建築，其使用

之基礎及開挖工法也各有特色，本文搜集了臺

灣歷史 (實為日治以來 )上曾經是第一高樓的

基礎及其開挖工法作為大地工程史之一小篇

章 (由於部份大樓年代久遠，取得資料不易，

因而部份大樓數據由已有的圖面推估或暫時

從缺，待未來有機會取得時再補充，已有資料

難免會有錯誤也歡迎指正 )。  

二、第一高樓的大地工程 

由臺灣總督府到台北 101，由 1919 年至

今共有 11 棟建築曾經名列臺灣最高建築，各

建築已搜集得相關大地工程資料分別說明如

後。  

2.1 臺灣總督府，塔尖 60m 

臺灣總督府曾經是臺灣第一高樓長達 50

年，因為是一政治性的建築物，因而其命運也不

平凡，新建當時設計案是採用公開競圖，評選結

果第一名卻從缺，第二名則由長野宇平獲得，

但也沒有要他進行設計，而是由總督府營繕課

的森山松之助技師完成，在二次世界大戰遭美

軍轟炸損壞嚴重。1946 年為慶祝蔣中正總統 60

大壽，大舉整修並更名為介壽館，1950 年正式

成為中華民國總統府，2006 年更名為「總統府」

(總統府，2019)。其建築及地工相關資料整理

如下： 

第一高樓年代：1919~1972 

名稱(完工時)：臺灣總督府  

群樓層數：5 

塔樓層數：9 

塔樓樓高：60m 

城市：台北市  

結構：鋼筋混凝土磚造  

基礎型式：基腳(推估 ) 

一樓平面如圖一  

建築完成後外觀如圖二  

 
圖一  臺灣總督府一樓平面 (總統府，2019) 

 
圖二  臺灣總督府完成時外觀 (總統府，2019) 

 



118  大地工程發展史: 臺灣歷史上(日治以來)最高樓之大地工程 

2.2 臺北希爾頓大飯店，樓高 20 樓，64.9m 

1970 年菲華商會總會長蔡文華旗下的華

洋開發公司，看好臺灣觀光業前景，在臺北火

車站前的精華區，興建一座擁有五百二十間豪

客房、二十層樓高的「金華大飯店」，1972

年華洋與國際希爾頓簽約，以五星級國際連鎖

飯店的形態經營，更名為「臺北希爾大飯店」，

是國內第一家五星級國際飯店 (張，2013a)，

現已易主並更名為凱撒大飯店。其建築及地工

相關資料整理如下： 

第一高樓年代：1972~1973 

名稱(完工時)：臺北希爾頓大飯店  

樓層數：地上 20；地下 2 

樓高：64.9 m 

城市：臺北市  

結構：鋼骨鋼筋混凝土  

基礎型式：樁基礎，直徑 0.6~1.25m，長

度 20~41m(反循環樁 ) 

地下開挖深度：9.15m 

地下開挖施工方法：順打內支撐  

擋土構造：鋼版樁 FSP III A+預壘樁 (長

度 13m) 

基礎平面圖如圖三  

建築完成時外觀如圖四  

2.3 圓山大飯店，樓高 12 樓，87m 

圓山大飯店 1952 年由臺灣省敦睦聯誼會

建成，原稱為臺灣大飯店，至 1963 年陸續將

飯店建設完成，1968 年曾獲得美國財星雜誌

評為世界十大飯店。1973 年中國宮殿式大樓

落成成為第一高樓，也成為臺北市的地標，

1995 年因屋頂施工不慎引發火災，1998 年才

又修復。由於過去圓山大飯店具有相當濃厚的

政治色彩，在蔣介石總統時期，就建有地下石

造通道，長約 180m，建於 1963 年，改建時

分為東西兩條，並設有滑梯道，通往圓山大飯

店外面的劍潭公園與北安公園 (中央通訊社，

2011)。其建築及地工相關資料整理如下：  

第一高樓年代：1973~1981 

名稱(完工時)：  圓山大飯店  

樓層數：12 

樓高：87 m 

城市：臺北市   

結構：鋼筋混凝土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2019) 

基礎型式：基腳(推估 ) 

建築完成時外觀如圖五  

 
圖三  臺北希爾頓大飯店基礎平面 
      (永峻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18) 

 
圖四   臺北希爾頓大飯店建築完成時外觀 

(張，2013a) 

 
圖五  圓山大飯店建築完成時外觀 

           (中央通訊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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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第一商業銀行總行大樓，樓高22 樓，87.7m 

1981 年第一商業銀行於臺北市重慶南路

興建總行大樓，由建築師郭茂林設計，當時   

臺灣建築限高 45m，又基地靠近總統府，有

人認為有維安問題，經過溝通高層才得以解

禁。當時臺灣的大樓外牆貼的都是小型的馬賽

克，本大樓由互助營造施工採用預鑄的 PC 版

工法(許，2012)。其建築及地工相關資料整理

如下：  

第一高樓年代：1981~1983 

名稱(完工時)：  第一商業銀行總行大樓  

樓層數：地上 22，地下 3 

樓高：87.7 m 

城市：臺北市   

結構：鋼骨   

基礎型式：筏式基礎 (由圖六推估 ) 

地下開挖深度：約 12m(由圖六推估) 

地下開挖施工方法：順打內支撐 (推估 ) 

擋土構造： 連續壁 (由圖六推估 ) 

結構標準層及結構剖面如圖六  

建築完成時外觀如圖七  

2.5 台電大樓，樓高 27 樓，114.5m 

臺灣電力公司總公司 (總管理處 )建築由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郭茂林以及 KMG

建築事務所設計，為臺灣第一幢超過 100m 的

大樓，施工時引進不少日本的新技術，大規模

採用連續壁及型鋼內支撐工法 (許，2012)。   

其建築及地工相關資料整理如下：   

第一高樓年代：1983~1988 

名稱(完工時)：台電大樓  

樓層數：地上 27，地下 3 

樓高：114.5 m 

城市：臺北市  

結構：鋼骨  

基礎型式：樁基礎 (推估) 

地下開挖深度：推估 15m 

地下開挖施工方法：順打內支撐  

擋土構造：連續壁  

結構標準層平面及結構剖面如圖八  

建築完成後外觀如圖九  

 
圖六  第一商業銀行總行大樓結構標準層及剖面圖

(許，2012) 

 
圖七  第一商業銀行總行建築完成時外觀

(許，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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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台電大樓結構標準層及剖面圖 (許，2012) 

 
圖九  台電大樓建築完成時外觀 (許，2012) 

2.6 國貿大樓，樓高 34 樓，142.92m 

臺北世界貿易中心國際貿易大樓，目前為

一座多功能自動化辦公大樓。其建築及地工相

關資料整理如下： 

第一高樓年代：1988~1990 

名稱(完工時)：國貿大樓  

樓層數：地上 34，地下 3 

樓高：134.66m+塔屋共 142.92m 

城市：臺北市  

結構：鋼骨  

基礎型式：直徑 1.2 及 1.5m 基樁，採用

反循環、RRC(rodless reverse circulation)

及全套管工法，基樁深度 43~46M 

地下開挖深度：約 12.5m 

地下開挖施工方法：順打內支撐  

擋土構造：連續壁  

基礎平面圖如圖十  

建築完成後外觀如圖十一  

 
圖十  國貿大樓基礎(基樁及樁帽)平面圖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1991) 

 
     圖十一  國貿大樓建築完成時外觀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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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東帝士摩天大樓，樓高 35 樓，143.4m 

現稱敦南摩天大樓，東帝士摩天大樓為舊

稱，由東帝士關係企業投資建造，隨著東帝士

集團的公司陸續解散，2006 年東帝士摩天大

樓由臺北地方法院拍賣，售出後易名。取得之

建築及地工相關資料不多，部份採推估方式整

理如下： 

第一高樓年代：1990~1992 

名稱(完工時)：東帝士摩天大樓  

樓層數：地上 35，地下 4 

樓高：143.4m 

城市：臺北市  

結構：鋼骨  

基礎型式：推估為樁基礎  

地下開挖深度：約 15m(地下 4 層) 

地下開挖施工方法：推估為順打內支撐  

擋土構造：推估為連續壁  

建築外觀如圖十二  

2.8 長谷世貿大樓，樓高 50 樓，221.6m 

本建築造型擷取東方寶塔的意念，塔頂則

反西洋尖頂的形式，不像西洋塔頂通常都是舉

劍向天叫陣的人形，而東方塔頂則是用手拱著

天 (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2018)。其建築及地

工相關資料整理如下： 

第一高樓年代：1993 

名稱(完工時)：長谷世貿大樓  

樓層數：地上 50，地下 5 

樓高：221.6 m 

城市：高雄市  

 
圖十二  建築外觀 (何樹根攝) 

結構：鋼結構  

基礎型式：筏式基礎  

地下開挖深度：22.05~23.15 

地下開挖施工方法：順打工法，共 7 層型

鋼內支撐  

擋土構造：連續壁厚 90cm，深 41M 

基礎平面圖如圖十三   

建築完成後外觀如圖十四  

 
圖十三  長谷世貿大樓基礎平面圖 
        (永峻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1988) 

 
    圖十四  建築完成後外觀 
            (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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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新光人壽保險大樓，樓高51樓，244.15m 

新光人壽保險摩天大樓，簡稱新光摩天大

樓，原址在日治時代是鐵道大飯店，二次大戰

時毀於戰火變成空地，後由新光人壽投資，旅

日建築師郭茂林設計，日本熊谷組營造 (張，

2013b)。其建築及地工相關資料整理如下： 

第一高樓年代：1993~1997 

名稱(完工時)：新光人壽保險摩天大樓  

樓層數：地上 51，地下 7 

樓高：244.15 m 

城市：臺北市  

結構：鋼骨+剪力牆  

基礎型式：基樁，約 50M 深  

地下開挖深度：25M 

地下開挖施工方法：逆打  

擋土構造：連續壁  

基礎平面圖如圖十五  

建築完成時外觀如圖十六  

 
圖十五  基礎平面圖(或一樓平面) (Gammon, 1988) 

 
圖十六  建築完成後外觀 (許，2012) 

2.10 東帝士國際廣場大樓(T & C Tower)，

樓高 85 樓，378m 

東帝士集團建台水泥投資，完工時曾經為

排名世界第十高的商業大樓，平面上規劃成八

個核心 (Core)，將垂直動線分成八個主體

(Super Structure)，最大的特點是沒有採用

樁基礎，採用加強式筏式基礎版將地樑與四周

之連續壁連成一體，並在高荷重之核心下構築

100 公分，深度 44.5m 之地中壁，結合成格

框式地下連續壁牆基礎。其建築及地工相關資

料整理如下： 

第一高樓年代：1997~2004 

名稱(完工時)：東帝士國際廣場大樓(T & 

C Tower) 
樓層數：85，地下 5 

樓高：378m 

城市：高雄市  

結構：鋼結構  

基礎型式：框格式地下連續壁牆，深度 44.5m 

地下開挖深度：23.1M 

地下開挖施工方法：順打內支撐  

擋土構造：連續壁  

基礎平面圖如圖十七  

建築完成後外觀如圖十八  

 
圖十七  T & C Tower基礎平面圖 (陳，1999) 

 
圖十八  T & C Tower 建築外觀 (何樹根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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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臺北 101，樓高 101 樓，509.2m  

臺北 101 為臺北市政府的 BOT 案，招標

時為 59 層大樓，投資公司之興建計畫則為 66

層之高樓，曾經一度變更為 88 樓，因為業主

挑戰世界第一大樓的雄心，因而一路增加至

101 層，不但帶動臺灣之建築、結構水準，同

時大地工程的技術也大幅度進步，是一棟臺灣

最具指標的建築。 

結構分析及風洞試驗結果顯示主結構巨型

架構 (Mega Frame)之設計主要為抗風力所主

導，地震之影響為次要；在外力作用下高樓四

周每邊四支主要柱位之設計柱荷重超過萬噸以

上，考慮荷重之分佈與地層狀況，曾規劃各種

超大型基礎，最後考量風險分散採用群樁基

礎，建築及地工相關資料整理如下： 

 
 圖十九  臺北 101 基礎平面圖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3) 

 
圖二十  建築外觀(何樹根攝) 

第一高樓年代：2004~ 

名稱(完工時)：臺北 101 

群樓層數：6 

塔樓層數：101 

樓高：509.2 m 

城市：臺北市  

結構：鋼結構  

基礎型式：樁基礎 (主樓採用群樁直徑

1.5M 反循環樁 380 支，交叉排列間距 2.8M，

樁中心間距 3.96M 群樓逆打單柱單樁，直徑

2.0M 之反循環樁，中心距約 9M)，基樁最深

85m，入岩 30m 

地下開挖深度：21.8m 

地下開挖施工方法：群樓採用逆打；主樓

採用雙順打  

擋土構造：連續壁  

基礎平面圖如圖十九  

建築外觀如圖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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