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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基礎設計施工的挑戰與技術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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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都會區都市更新基礎工程施工常面臨場地設限施工空間狹小、與鄰房施工介面複雜、以及
舊建物既有地下結構物拆除困難等等不利因素，反而較新建基礎工程在設計分析、安全監測、
以及施工管理上有更大的挑戰。本文主要針對現有都市更新基礎設計施工面臨的挑戰，整理因
應 對策技 術重 點，並 彙整 可行之 工法 應用， 提供 工程界 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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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ten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of urban renovation projects would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cluding limited workspace,
complicated interfaces with adjacent buildings, and risks of demolishing existing foundations.

These decadent factors are

not only challenges for design, but also for safety monitoring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are in an attempt to raise such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issues and to provide available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and
countermeasures.

It is hoped to be helpful to engineers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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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工技術歷年針對都市更新或都會區基

一、前

言

礎 工程介 紹之 專刊計 有第 111、124、128、140
等 期，諸多專 家分享 了都 更基礎 特殊 工法與 困

隨著都會區發展飽和，新建用地取得不

難 案例經 驗與 技術成 果，包括舊 基礎 補強、新

易，以及 老舊 建物改 建更 新需求，都 市更新已

舊基礎衝突、鄰近捷運開挖工程、以及地中

逐 漸成為 台灣 都會區 的重 要工程。相 較於新 建

壁 、扶壁 、乃 至壁樁 效應 的探討 等等 。

工 程，都市更 新工程 尚需 進行舊 有結 構物的 拆

舊 有深基 礎的 結構物 在原 工址改 建時，新

除 與必要 的鄰 房保護，尤 其是遭 遇具 有深基 礎

設 計的基 礎與 原有舊 基 礎 不 論 是 深 度、範 圍 、

的 舊建物 改建 時，更新改 建的基 礎工 程施工 常

或 是型態 通常 都會有 差異，所以在規 劃新建 物

面 臨場地 設限 施工空 間狹 小、與鄰房 施工介 面

的 基礎施 工時，舊有基礎 與地下 室即 可能影 響

複 雜、以及舊 建物既 有地 下結構 物拆 除困難 等

整 個工程 的困 難度、工期、成本，甚 至決定 施

等 不利因 素，反而較 新建 工程之 基礎 設計、安

工 的成敗，因 此，如 何順 利進行 地下 障礙物的

全 監測、 以及 施工管 理更 具挑戰 性。

拆 除或再 利用，每每成為 左右新 設基 礎結構 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