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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開挖 

 
明日的深開挖工程~由台北大巨蛋談起 

胡邵敏 

一、導言 

各位地工同行與前輩們:大家安好 ! 筆者

老兵承蒙  冀執行長、蘇主任委員與董總編輯

厚愛，被叮嚀務必要在近期的「地工技術」專

欄中對「深開挖工程」專題作導言。讓才疏學

淺與久未執筆的老兵正感為難走投無路之

際，幸而遇上台北市爆出「大巨蛋開挖可能導

致捷運板南線崩塌」事件，打鐵趁熱，就選「台

北巨蛋案談起」為題討論:大巨蛋工址土質、

大巨蛋地下開挖、捷運板南線地下結構、本案

設計規劃與近接施工影響研判、限建區範圍規

定執行。既然已藉「地工技術」這棵大樹頭下

借蔭設攤，以後歡迎大家來逗陣。本攤定名為

「明日的深開挖工程」，有檢討當今工程實務

不足之處，明天要更好的期許。  

二、工址 

大巨蛋工址位於台北市東區忠孝東路四

段與光復南路交界處，亦即位於國父紀念館北

側松山菸廠舊址。松山菸廠初設於日據時期

1937 年，光復後改稱台灣省菸酒公賣局松山

菸廠，至 1998 年停止生產。2001 年台北市

政府指定為第 99 處市定古蹟。松山菸廠工址

略呈正方形(390 公尺×370 公尺 )。大巨蛋全

部開發區域成“ L＂型，只佔菸廠之南側

180m 寬及西側約 82m 寬。  

照片一為 2000 年菸廠全區之衛星空照。  

照片二為 2012 年 2 月大巨蛋擋土牆連續

壁施工中之衛星空照，地上建物已拆除。  

照片三為 2014 年 1 月時大巨蛋工地基礎

施工衛星空照。  

 
照片一  2000年菸廠全區之衛星空照 

 
照片二  2012年 2月大巨蛋擋土牆連續壁

施工中之衛星空照 

 
照片三  2014年 1月時大巨蛋工地基礎  

施工衛星空照 

 

* 三力技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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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示大巨蛋基地開挖平面，忠孝東路四

段側為北捷板南線之國父紀念館站 (光復南路

口 )、中山學園地下通廊及連接兩者之短隧

道，通廊之東側為潛盾隧道連接至基隆路口之

市政府站。  

 

 

圖一  台北大巨蛋案工址平面圖 

 

三、 地層與土質 

本區地層屬基隆河流域之基一區，地層為

粘性極厚而軟弱，分佈在南港、松山、內湖、

中山及大安區東部一帶。大巨蛋工址距離基隆

河截彎取直前虎林街彎點只有兩公里。依

1989 年捷運板南線鑽探調查資料顯示地表下

黏性土 (CL)厚達 30 公尺以上，由 SPT-N 值

大小分布又可細分為以下分層 : 

 

 

1. 地表下 0-11 公尺，CL，N=1~3，平

均為 2，為極軟弱稠度。  

2. 地表下 11-25 公尺，CL，N=2~7，平

均為 4，為軟弱稠度。  

3. 地表下 25-33 公尺，CL，N=6~10，

平均為 8，為中等堅實稠度。  

4. 地 表 下 33-50 公 尺 ， SM/ML ，

N=10~20，為中等緊密砂質土。  

5. 地表 50 公尺以下，G，N>50，為卵礫

石地層。  

圖二綜合松板線從光復南路至基隆路之

四處鑽孔 N 值與深度變化。此外表一摘錄北

捷松板線 (板南線舊稱 )設計階段之土壤參數

建議值。可見本區之黏性土天然含水量在 30%

以上，與其液性限度相近，甚至超過。其塑性

指數介於 10%~16.4%。其中粉土含量 55~ 

65%，粘土含量約 30~35%。  

 

 

圖二  忠孝東路四段黏土層 N值分佈 

表一  北捷松板線設計階段之土壤參數建議值~延吉街至基隆路 (摘錄自亞新公司，1989) 

Layer Unified 
Classification 

Thickness 
m N-value tγ  

t/m3

ωn

% 
ωL

%
I p % Su/σo’  

t/m2
 

Degree 
E 

t/m2 Ko 

1 CL, CL-ML 10-12 2±1 1.87 30.2 28.8 10.0 0.5 0 32.0 1080-2440 0.39-0.55

2 CL 8-11 4±1 1.82 36.6 37.1 16.4 0.40 0 29.0 1860-4640 0.43-0.60

3 CL 11-16 8±2 1.87 30.4 34.0 13.2 0.40 0 32.0 3030-7570 0.39-0.55

4 SM 2-4 18±4 1.95 23.1 – – – 0 33.0 4400-6300 0.38-0.53

5 SM, ML 8-15 22±9 1.98 25.1 30.1 13.1 0.35 0 32.0 3960-10690 0.39-0.55

6 SM 1-2 >50 2.14 11.5 – – – 0 37.0 6000-8500 0.32-0.48

7 Gravel – >100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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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巨蛋地下開挖擋土設計與

板南線地下結構 

大巨蛋地下結構沿忠孝東路側分為三區

開挖構築，在光復南路端擬挖深度 20.1 公

尺，在逸仙路端開挖深度 21.1 公尺，中間大

巨蛋館區開挖深度為 17.6 公尺。擋土措施則

採用連續壁，壁厚分 1.2 公尺及 1.5 公尺兩

種，深度則分為四種：36 公尺、39 公尺、40

公尺及 41 公尺。此外，亦採用內扶壁作為輔

助措施以減少開挖時壁體內擠變位。據知，大

巨蛋地下開挖是以逆打工法施工。  

北捷板南線之地下結構則有國父紀念館

站地下站體、西潛盾隧道、中山學園地下通廊

及東潛盾隧道。東西潛盾隧道除長度不同外，

其直徑、環片均相同。隧道深度 11~13m 處

於極軟弱 (N<4)之黏土層內。國父紀念館地下

站體深 16.2 公尺，以 1 公尺厚、33 公尺深連

續壁作擋土措施，以半逆打工法施築。中山學

園地下通廊中間區域開挖深度 17.8 公尺，南

北側開挖深度 11.2 公尺。地下擋土結構東西

兩端採 1 公尺厚，35 公尺深連續壁、南北兩

側則各用兩道 0.8 公尺及 0.6 公尺連續壁，深

度分別為 26 公尺及 27 公尺，採用明挖覆蓋

順打工法施工。  

 

大巨蛋之擋土連續壁深度與開挖深度比

(L/H)，在 1.94~2.05 範圍，與板南線 BL12(國

父紀念館站)之設計比較 L/H=2.04，中山學園

L/H=1.97，三者接近相同。大巨蛋設計採用

之連續壁厚(1.2m 及 1.5m)均比 BL12 之 1m

連續壁厚度上增加甚多，深度上貫入 SM 層之

長度亦有增加。兼且加上內扶壁，從擋土措施

之設計考量而言，當今之設計實比 20 年前板

南線 BL12 之設計更趨安全，理應在開挖工程

所導致周邊地層變位上，要比 BL12 站為低才

合理。  

表二列出大巨蛋之開挖設計與板南線國

父紀念館站 (BL12)至巿政府站 (BL13)間地下

結構資料。  

五、監測結果 

國父紀念館站 (BL12)開挖完成或底板完

成是三處壁中傾度管 (SID)之側向位移監測值

為 53.6mm，50.4mm，52.5mm。中山學園

之 SID1 監測值為 37.9mm，其他七處均小於

30mm。若取側向位移監測最大值 (δhmax)與

開挖深度 (H)作比對，BL12 及中山學園分別

為：  

δhmax /H = 0.33% (BL12) 

δhmax /H = 0.21% (中山學園) 

表二  大巨蛋與板南線地下結構 (板南線資料摘自亞新公司，1995) 
國父紀念館站側 大巨蛋側 逸仙路側 

開挖深度 20.1m 17.6m 21.1m 

連續壁 Type A,  t=1.2m,  L=39m 

Type D1,  t=1.5m,  L=36m
Type D1,  t=1.5m,  L=36m Type C,  t=1.2m,  L=41m 

Type A,  t=1.2m,  L=40m
扶壁 t=1.2m,  L=36-41m,  b=6m t=1.0m,  L=36m,  b=6m 不詳 

與板南線結構距離 距站體連續壁≒12m 
距潛盾西隧道外緣≒13m 

距中山學園地下通廊外牆≒4m 
距潛盾東隧道外緣≒18m 

板南線地下結構 

國父紀念館站 

連續壁 t=1.0m,  L=33m 

站體挖深=16.2m 

西隧道 

長：87m 

直徑：6.05m 

環片：6╳25╳100cm 

隧道深：11.3~11.6m 

東隧道 

長：360m 

直徑：6.05m 

環片：6╳25╳100cm 

隧道深：12.2~12.9m 

 

中山學園地下通廊 

面積：83m╳38m 

中部深度：17.8m 

南北端深度：11.2m 

東西端連續壁：t=1.0m, L=35m

南端連續壁：D=0.8m, L=26m

北端連續壁：D=0.6m, L=2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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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聯 合 報 (2015.4.22) 及 自 由 時 報

(2015.4.30)之報導，大巨蛋在 4 月下旬時開

挖深度約 20m，只剩第四層大底結構尚未完

成，至 4/24 止之壁體內傾度管最大監測值為

69.15mm ， 壁 體 外 傾 度 管 (SIS) 最 大 為

95.12mm，由是，可得大巨蛋之  

δhmax/H=
20000mm
69.15mm

=0.35% (大巨蛋 ) 

比 BL12 0.33%稍大。若以壁體外傾度管(SIS)

之監測值作對比，  

δhmax/H=
20000mm
95.12mm

=0.48%，  

顯示開挖區外變形量高於壁體變形量。  

六、近接施工對板南線之影響 

大巨蛋施工對鄰近板南線之變位影響主

要來自三方面，依發生先後：  

1. 大巨蛋連續壁槽溝挖掘所引致之軟土

內擠，造成連續壁周圍土壤下沉與側移。  

2. 大巨蛋基礎下方之砂層抽降水，抽水

井周圍土層可因水壓下降而產生沉陷。  

3. 大巨蛋地下開挖所造成之擋土措施內

擠，擋土壁背後土壤下沉與側移。  

由上節壁中傾度管 (SID)所監測到之壁體

側向位移量是第 (3)點之施工結果，亦是現時

業界作「捷運影響評估報告」之主要理論分析

與評估依據。至於第 (1) (2)點，通常在「影響

評估報告」中不作評估或只交待依承商施工品

質而定。  

本區粘土非常軟弱，施作連續壁槽溝挖掘

時無法避免槽溝外軟土內擠而被挖出。槽溝開

挖時間越長，內擠土量越大，造成之失土量越

大。從內擠深度以上之土層受重力下沉及側移

向槽溝。最後在槽溝兩側形成沉陷槽，延伸範

圍往往與槽溝挖深相近。利用筆者 (2007)建議

之內擠研判方法如圖三。槽溝開挖內擠估計範

圍在地表下 6m 至 26m 深度內。參考同區域

統一國際大樓經驗，該案連續壁深 58m，槽

溝開挖引致之最大沉陷量 44m，沉陷槽延伸

至 50m 外。大巨蛋案連續壁施工所實際引致

之土壤沉陷、位移，目前未有監測記錄以資佐

證，但由壁外傾度管 (SIS)所量測之側向位移

量超過壁中傾度管 (SID)達 26mm 之量，推估

忠孝東路四段因連續壁施工所導致之沉陷量

可達 30mm，該側土體之沉陷及側移，影響最

大的應是板南線之潛盾隧道。潛盾隧道雖被視

為柔性結構，但受潛盾兩端站體或地下結構連

結端影響，短隧道較長隧道之自由度較低。板

南線之東側隧道與中山學園端連結，為柔性結

構變形之受力點，無論隧道受水平位移、垂直

沉陷、或扭轉變位，逸仙路口附近位置應是環

片受最大應力”熱點”。依自由時報(2015.4. 30)

之報導，捷運局提供 4 月 24 日之資料有：  

1. 兩處壁中傾度管、四處壁外傾度管、

五處隧道內斷面收歛點，及一處地面沉陷點，

的確超出「行動值」。  

2. 逸仙路與忠孝東路口之連續壁「扭曲」

(側向位移 )最大值已達 97mm，超出行動值

55mm。  

3. 部分軌道面最大傾斜 5mm。  

 

 

圖三  忠孝東路四段黏土層槽溝開挖內擠範圍
估測 

 

七、待研討要點 

1. 有關大巨蛋開挖變位方面  

(1) 後續變位增量  

(2) 檢討內扶壁之成效  

(3) 為何設計開挖擋土已較保守，但側

向變位反而較大。  

(4) 連續壁施工實際所造成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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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捷運板南線結構變位方面  

(1) 隧道結構之垂直變形剖面，水平變位

線形，扭曲角度變形量。  

(2) 監測參考點之選擇。  

(3) 環片之收歛點絕對變位量 (BL12 隧

道施工時有數處環片收歛點變位量，已達

26mm，超出當時之行動值，加上現時 25mm

容許值，環片實際變形量已達 51mm !) 

3. 有關捷運限建之執行方面  

(1) 「捷運影響評估」為何可以忽略連續

壁施工及抽水影響。  

(2) 捷運之結構變形監測單純由承商之

分包商執行，超出管理值時，捷運主管單位只

是被動告知。有那位施工承商肯自動誠實自首?

捷運主管單位只要在監測值尚在管理值之

內，即不主動查核追踪，易被不誠實承商在監

測數據上「動手腳」。  

(3) 目前所有管理值是針對單一案件而

定。假如日後大巨蛋旁(例如財稅中心好了 )也

要開挖時，逸仙路口隧道環片也要用同樣容許

值? 

(4) 為何大巨蛋案監測值遠超出行動值，

而未見有任何「行動措施」，與捷運局監督捷

運承商之嚴謹有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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