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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曾任台中市政府公共安全督導會報委員，在台中市捷運工程施工初期，發現墩柱

鋼筋建商未按照營建法規施工，潛藏諸多公共危險疑慮，明顯涉嫌違反公共安全之原則，

會議中胡市長指示台中市政府交通局查處相關問題。後來交通局委託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鑑定，鑑定報告表明安全無虞，鑑定報告內容與建商先前答辯之說明類似。但作者詢問幾

位土木或營建工程系教授，均認為捷運工程施工充滿疑慮。若施工錯誤地震時將造成災

害，不料地震尚未爆發，台中市捷運工程吊裝鋼樑時，發生墜落造成民眾及技術工人死傷。

本文採用文獻回顧法及案例分析法，探討台中捷運防災技術與管理問題，結果發現臺北市

政府捷運工程局承辦新建台中捷運，負有行政管理與監管防災之責任。建商施工錯誤固然

要負擔刑事犯罪及民事賠償責任，但是工程顧問公司、臺中市政府均須承擔監督之責任。

技師公會須承擔誠實鑑定之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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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hor was a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Public Safety Supervising in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In the beginning of Taichung MRT construction, it was found that erections of steel 

bars in columns did not obey the construc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Doubt of public danger was 

hidden in Taichung MRT. Those problems violated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safety. In city political 

meeting, Mayor Hu designated Traffic Bureau to examine those related problems. Traffic Bureau 

entrusted Taiwan Professional Civil Engineering Association (TPCEA) to investigate those 

problems. TPCEA expressed that those problems in Taichung MRT were safe and secure. The 

contents of investigate report were similar to the replies by builder. Author asked several 

professors in departments of civil o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bout those problems. They 

thought that construction in Taichung MRT was full of misgiving. If construction is wrong, 

earthquake may cause disasters. Although earthquake does not occur, the hoist of steel beam in 

Taichung MRT collapsed. Several skilled workers and the common people were died or injured. 

Document review method and case analysis method were adopted in this study. Problem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in Taichung MRT were discussed. It was found 

that Department of Rapid Transit Systems in Taipei City Government should take charge of 

establishment of Taichung MRT. They should have duties to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ng disaster prevention. Builder should take charge of criminals and liability to pay 

compensation when the construction is wrong. Engineering Consultant Company and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sh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to supervise the construction. Technician association 

sh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to investigate the construction honestly and lawfully. 

 

Keywords: Disaster, Management, Judic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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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簡稱臺中捷運、中捷）是服務臺中彰化都會區的大眾捷運

系統，服務範圍涵蓋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目前興建中的捷運綠線工程由臺北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臺中市政府捷運工程處負責。1998 年，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處完成「臺中

都會區捷運路網細部規劃」，路線分為捷運紅、綠、藍三線共計 69.3 公里。精省後由交通

部高速鐵路工程局（高鐵局）接手辦理。2004 年 10 月 11 日，考量到臺鐵捷運化及臺中地

區公車輔導等計畫，經評估後，高鐵局選擇綠線作為優先路線，並由行政院核定後，更名

為「烏日文心北屯線」。 

2008 年 11 月 15 日，交通部、臺中市政府、臺北市政府簽訂之三方協議書，綠線規劃

工作由高鐵局移交至臺北市捷運局辦理。2009 年 10 月 8 日，烏日文心北屯線相關工程正

式動工，委由臺北市捷運局中區工程處興建。10 月 27 日，臺北市捷運局完成「臺中大眾

捷運系統路網檢討規劃報告書」，函送交通部、臺中市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供

參考。該局重新檢討 1998 年之路網規劃，修改為捷運紅、綠、藍、橘四條基本核心路網

捷運路線，並建議後續優先興建捷運藍線及捷運橘線。2010 年 12 月 6 日，臺中市政府委

託亞新工程顧問公司辦理「臺中大眾捷運系統後續路網藍線可行性研究」。12 月 25 日，成

立臺中市政府捷運工程處，負責籌設營運機構與辦理營運事宜。 

2011 年 2 月 16 日，臺中市政府委託鼎漢國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臺中大眾捷運

系統後續路網橘線可行性研究」，2012 年 3 月完成可行性研究。建立臺中市快捷巴士計畫，

將捷運藍線與捷運橘線以快捷巴士系統建立先行路網，視運量情形再升級成捷運。8 月 20

日，交通部正式核定臺中市快捷巴士藍線（優先路段），並補助新臺幣 6500 萬元設計監造

費。11 月 24 日，臺中市政府委託鼎漢國際工程顧問公司辦理「臺中大眾捷運系統後續路

網規劃」，持續檢討捷運大坑延伸線、彰化延伸線、黃線、紫線、棕線及願景路網之替選

方案及興建順序，作為向中央申請可行性研究經費之參考。2012 年 7 月 19 日，於臺中市

政府交通局（臺中市交通局）舉辦臺中大眾捷運系統後續路網研究案專家學者座談會。10

月 1 日，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13 年 5 月，烏日文心北屯線展開主體工程。 

2014 年 8 月 19 日，捷運藍線及捷運橘線完成可行性研究送中央審議。9 月 30 日，大

坑延伸線及彰化延伸線完成可行性研究送中央審議。2015 年 3 月 23 日，臺中市政府宣布

中止臺中市快捷巴士計畫，並決定暫緩將捷運藍線送交通部核定；捷運橘線改為輕軌捷運

系統（LRRT），預計 2016 年再次進行可行性評估。4 月 10 日，烏日文心北屯線於北屯路

與文心路交會路口附近進行吊掛作業，於傍晚發生鋼樑墜落事故，一共造成四死四傷。隔

日，臺北市副市長林欽榮宣布捷運綠線全線停工。7 月 3 日，臺北市政府通知大陸工程負

責興建的 CJ910 標與 CJ930 標可恢復施工。7 月 6 日，大陸工程承包路段正式復工。7 月 7

日，臺中市快捷巴士藍線晚間 11 點末班車到終點站後，臺中市快捷巴士系統走入歷史(維

基百科，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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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獻探討 

彭瑞麟（雲林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教授）、顏聰（中興大學土木工程系名譽教授）、

呂良正（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系主任/土木水利工程學會理事長）等學者 2015 年 04 月 20

日表示工安意外一旦發生，主辦機關、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三方面都有其責任。假如本次

台中捷運的鋼構災變中，所採用的箱型鋼梁不是曲梁而是直線型梁，同樣的組裝方式及吊

車噸數條件下會掉落嗎？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災害發生當晚，許多技師在第一時間即指

出，曲梁之偏心力矩為問題關鍵所在。答案固然明顯，為何事先整個施工團隊卻未發現，

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因而擬提供另一種觀點，來檢視國內營造工安為何會層出不

窮。 

公共工程本質上涉及主辦機關、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主辦機關提供經費、監造單位

以專業監督、施工廠商則負責施工。施工廠商常因考量到工程延誤會遭受罰金處分，而以

工期至上，對於工地安全衛生要求，反而採取敷衍態度。對於這種不當現況的改善，我們

認為會涉及到以下幾個制度面的結構性問題，值得各方一起省思： 

(1)工安意外一旦發生，主辦機關、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三方面都有其責任，每次若只責懲

施工廠商，實際上並無法解決問題。品質管制分三級品管，工安也分三級，施工廠商、

監造單位及主辦機關應依層級監督安全衛生。職災發生後應檢討上述三者的責任歸屬

比例，方屬合情合理，這就如同車禍發生時會檢討兩造雙方之責任比例。現行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五條，已隱含這種觀念，即主辦機關、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三方均需分別

舉證，於災害發生前已做好分內之安衛設備及措施等工作。 

(2)監造單位未能落實安衛監造，出於無安衛契約：傳統監造以控管工程進度及品質為主，

這是因為公共工程委員會已建置一套完整的品質監造契約，使品質及進度控管有所依

循。但該品質契約內對於安衛規定，多僅以『安全衛生依據勞安相關法令執行』一句

帶過，難以有實質效果。由於主辦機關與監造間沒有詳細的安衛契約，要求監造單位

執行安衛工作卻未另外付費，不宜責怪監造單位沒有做好安衛查核。有鑑於此，勞動

部特於前年起連續兩年委由勞研所與學界合作，研究建置一套高風險安衛項目查核之

監造契約，可提供主辦機關參考。若能訂立安衛契約，監造單位可依照契約查核安衛，

而能如其對品質查核般嚴格，公共工程職業災害必能大幅降低。 

(3)自辦監造在安衛監造的執行上，需作檢討：有些主辦機關因某些情況需採行自辦監造，

即由主辦機關責成一下屬單位作為監造單位。被委派的監造單位，除了執行原有工作，

又要額外增加安衛監造，恐會因分心分身，而使檢核施工廠商所進行的安衛工作效果

不彰；特別是人手不足時，甚至於以約聘人員兼任，難以考核尤為不當。因此，工程

主辦機關的上司，應依工程規模及難度，徹底檢討主辦機關採用自辦監造或委外監造。 

(4)工期縮短或加班時，安衛設備及人力費均需增加：因應主辦機關要求縮短工期或加班

時，須支付額外之工安費，即包含額外之安衛設備以及監造與施工廠商等之人力相關

費用。若無此項經費，主辦機關就不宜輕率實施。 



2015 年物業管理暨防災國際學術研討會 

The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Hazards Mitigation  

III-5 

本次中捷鋼箱梁掉落災變(圖ｌ)，企望主管單位能從中學到教訓進而重視工安，從營

造施工制度面的結構性問題，進行檢討並改善，以防範未然，讓災變中的往生者得以如菩

薩般的捨生救人，而非平白犧牲掉寶貴的生命(彭瑞麟、顏聰、呂良正，2015)。 

 
圖ｌ 

 

1999 年發生 921 大地震，作者在台中縣霧峯鄉朝陽科技大學任教，本校建築受損災情

嚴重，台中、南投等地區房屋建築及公共工程亦災情嚴重。作者曾經認為我們的教育需要

改善(金文森，2007)，於是在明新學報發表「抗震教育之改善研究」的論文。後來發覺大

學教育再認真，若建商、工程師及技術工人沒有職業道德及工程倫理，大學教育也不會成

功，所以在美國土木工程學會期刋發表「改善營建倫理教育」之論文(King, Duan, Chen, and 

Pan, 2008)。作者等人又撰寫「工程倫理」教科書(金文森、江政憲，2009)，期望經由課程

講授提升學生工程倫理素養，並期望畢業生可改善工程品質。近年來發現工程倫理教育固

然重要，社會責任教育同樣也很重要(金文森，2014 年 a)。可是社會責任教育的效益，抵

不過檢察官的違法不起訴(金文森，2014 年 b)，企業社會責任抵不過法官的違法判決(金文

森，2014 年 c)。其實營建工程災害不斷，真實原因是貪官污吏、官商勾結，司法不公不義

(金文森，2005)，營建法規就像道路紅綠灯只是參考而已，財團建商違反法規就如同闖紅

灯一樣，公然我行我素。司法是工程防災管理的最後一道防線，當司法沈淪崩毀時，就是

潛藏災難即將爆發的徵兆。針對台北市捷運局辦理新店線萬隆站、美河市案土地徵

收爭議，大法官會議 104 年 9 月 25 日公布解釋，當年「大眾捷運法」第七條等

三規定，違反憲法比例原則，宣告違憲；即日起不能適用，主管機關應配合修法，

原地主可聲請再審 (自由時報，2015)。由此證明臺北市政府官商勾結，官官相護，法

官違法判決，檢察官違法不起訴，法務部的調查局，廉政署毫無為民申冤的功能!20 年來

監察院作了什麼事情?也沒有為民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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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下列兩種方法，簡述如下: 

3.1 文獻回顧法 

文獻分析法是指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是課題，透過蒐集有關市場資訊、調查報告、

產業動態等文獻資料，從而全面地、正確地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法，蒐集內容儘量

要求豐富及廣博；再將收集來的資料，經過分析後歸納統整，再分析事件淵源、原因、背

景、影響及其意義等。本文針對相關問題進行廣泛的資料蒐集，儘可能收集並回顧先前專

家學者的卓見。再針對相關文獻進行分析與比較，以做為後續評論的基礎依據。 

3.2 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由哈佛大學於 1880 年開發完成，後來被哈佛商學院用於培養高級經理和

管理精英的教育實踐，逐漸發展今天的“案例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是把實際工作中的案情

經歷所出現的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再深入探討分析。從分析的案例問題中研判可能的原

因、並提出解決或改善問題的方法。 

 

4.結果與討論 

台中捷運工程有疑慮，詳請参閱自由時報 103 年 07 月 29 日 A14 版(圖 2)，自由時報

刋登台中「捷運鋼筋綁太密? 交局: 送政風調查」，台中市交通局政風室請台灣省土木技

師公會施理事長鑑定，鑑定報告表明墩柱鋼筋無結構安全之疑慮。依據技師法第 19 條技

師辦理鑑定，不得有提供違反專業或不實之報告或證詞。鑑定報告是否有疑慮建議再審，

若有問題臺中捷運工程若不徹底檢驗及補强，將來類似 921 地震爆發，可能會產生公共危

險。 

胡市長指示交通局開會研議列管，交通局於 103 年 12 月 19 日召開臺中捷運結構安全

討論會議。會議結論為如有缺失應予改正補强，並請作者本人與交通局(含政風室) 共同查

閱施工資料及照片。台中市政府交通局 104 年 1 月 5 日才以中市交捷工字第 1030058221

號函發佈 103 年 12 月 19 日臺中捷運結構安全討論會議紀錄，此時已更換為林佳龍市長。

作者本人曾請建商提供全線全部施工過程照片，但建商、台中市政府及台北市政府至今都

不給予其他任何施工照片供查。 

2014 年九合一選舉後市政團隊已更新，但台中市交通局至今沒有任何後續動作，即使

再邀請，作者本人也不同意擔任公共安全督導會報委員去查閱施工資料及照片。依據 103

年 12 月 19 日臺中捷運結構安全討論會會議結論，為維護公共安全請建商出示施工資料與

照片。因此建議新任市政團隊或轉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全面清查涉嫌違法施工情事，

查處鑑核後若有問題，請建商自行付款拆除重作、或鋼鈑補強、或增加支撐柱構件。作者

本人已善盡報告責任，爾後若有發生公共危險，請新任市政團隊或公共工程委員會需承担

行政監督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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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1 台中捷運工程涉嫌違反營建法規 

鋼筋排列太密集違反內政部營建署公告之法規，圓柱有些鋼筋排列太密集，最主要的

問題在於混凝土無法完全包裹鋼筋，使得鋼筋容生鏽，最大的問題是鋼筋沒有混凝土的握

裹力，鋼筋很容易脫離其周邊的混凝土，而鋼筋混凝土構件會喪失抗壓或抗拉的抵抗能

力。詳請參照內政部 100.6.9 台內營字第 1000801914 號令修正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規

定第五章「鋼筋之伸展與續接」。一支圓柱有些鋼筋排列太密集，就有些鋼筋排列太疏鬆，

抗拉及抗壓强度也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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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以 P13-33 墩柱第二昇層施工照片為例(圖 3)，紅色箭頭所指 4 支垂直方向主鋼筋，沒

有被混凝土完全包裹，故沒有抗壓或抗拉的握裹抵抗能力。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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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列建商的設計圖 4 為例，圓柱外環邊緣受到最大抗壓或抗拉應力，所以鋼筋搭接

只能在內環排列搭接，不可如 P13-33 墩柱第二昇層施工照片許多兩支成束之鋼筋全部排列

在外環邊緣。如上列設計圖 4 所示，外環束筋之間均須保留淨間距，即如紅色箭頭所指之

空隙。所有上下層鋼筋搭接應以下列示意圖為之，P12-10 墩柱第二昇層鋼筋正確排列照片

(圖 5)。 

 

圖 5 

 

因目前台中市捷運工程圓形墩柱鋼筋間距不均、不足或過大已違反下列內政部營建署

公告之法規(內政部，2011)。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與解說為內政部 91.6.27 台內營字

第 0910084633 號令訂定，內政部 100.6.9 台內營字第 1000801914 號令修正「結構

混凝土設計規範」為「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並修正全文  ，自中華民國一百年

七月一日生效。發布日期：2011 年 6 月 9 日，發佈單位營建署建築管理組。  

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第十三章設計細則 13.5 鋼筋間距之限制: 13.5.3 受壓構材之

主筋間淨距不得小於 1.5db。13.5.6.5 若鋼筋之間距限制及最小保護層厚係由鋼筋直徑 db 

決定者，束筋所用之直徑可用其等面積所相當單根鋼筋之直徑。 

鋼筋最小間距限制之主要目的在於使混凝土澆置時，混凝土易於通過鋼筋之間隙進入

模板內，完全充滿鋼筋與模板間及鋼筋與鋼筋間之空間，不致產生蜂窩現象，並避免鋼筋

排列過密以致發生剪力或乾縮裂縫。第五章規定之伸展長度已考慮鋼筋間距之影響。較大

之鋼筋間距可用較短鋼筋伸展長度。使用較大之鋼筋間距有時對施工及結構有其方便之

處。 

4.2 台中捷運工程涉嫌違反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 

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由內政部 91.7.8 台內營字第 0910084735 號令訂定，發布日期：

2002 年 7 月 8 日，發佈單位營建署建築管理組 (內政部，2002)。節錄相關規範如下 : 

(1)施工程序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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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工程各施工項目，除合約另有規定外，均須按本規範之規定進行檢驗與查驗。 

施工項目須於施工當時檢驗或查驗者，應於監造者認可後方得進行後續作業之施工。 

解說：須於施工當時檢驗或查驗之施工項目如模板之高程、配置規格；鋼筋大小、數

量及排置間距、位置等；管線及埋設物等。經評定認可之各項資料應依第 18.1.1 節之規定，

建檔保存作為驗收之依據。 

(2)骨材之級配 

粗骨材之標稱最大粒徑，鋼筋、套管等最小淨間距之 3/4。 

(3)鋼筋鋼線之支墊 

鋼筋須予以適當支墊，確保鋼筋位置及防止混凝土澆置時之變位，使具符合規定之混

凝土保護層及間距。 

(4)鋼筋續接 

鋼筋續接須注意鋼筋間距之限制。搭接鋼筋組與其他相鄰鋼筋之距離須符合鋼筋最小

淨間距之規定。 

(5)混凝土 

粗骨材之標稱最大粒徑以鋼筋淨間距之 1/2，且 25 mm 以下為準。 

解說：水中混凝土之粗骨材粒徑愈大，愈易導致分離。鋼筋淨間距過小，混凝土不易

流出鋼筋籠之外側，易形成混凝土填充不確實，或使鋼筋籠外側之混凝土造成由於落下之

材料分離等，故需訂定粗骨材之最大粒徑如本條文。 

鋼筋採搭接或成束鋼筋者，混凝土填充較為困難，易造成填充不良，宜採有效改善措

施。 

建商並未按照上述施工規範施工，且仍有許多其他問題，例如「搭接鋼筋全部在同一

斷面」，部份其他墩柱垂直主鋼筋之間距或大或小，未均勻排列均違反法規，作者本人所

述事實完全符合內政部公告之法規。 

4.3 曾經發生破壞案 

4.3.1 日本阪神地震 

這場芮氏 7.2 級大地震共造成日本 6434 人死亡，近 4.4 萬人受傷，約 65 萬座建築物

受損，逾 30 萬人無家可歸，是日本自 1923 年關東大地震以來人員傷亡最慘重的一次地震。

日本單柱高架橋樑頭重腳輕，墩柱斷裂傾倒(圖 6)。台中捷運高架橋墩型式類似圖 6 倒塌構

造，極可能在下次大地震發生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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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4.3.2 美國洛杉磯北嶺地震 

1994 年 1 月 17 日發生芮氏 6.6 級地震，號稱該地區歷史上少數的大地震，但僅

死亡 58 人。垂直型地震造成墩柱直接軸向受壓爆裂(圖 7)，台灣 921 大地震也是垂直

型地震，造成墩柱直接軸向受壓破壞，許多透天厝一樓都壓扁了。台中捷運高架橋墩

若遇到垂直型地震，因鋼筋排列不符規定，極可能造成類似破壞。 

 

 
圖 7  



台中捷運防災管理問題 

III-12 

4.3.3 台灣 921 地震 

1999 年 9 月 21 日芮氏規模 7.3，造成 2,415 人死亡，29 人失蹤，11,305 人受傷，

51,711 間房屋全倒，53,768 間房屋半倒。南投縣與台中縣交界的烏溪橋橋墩破壞(圖

8)，原因是剪力筋不足，約為 45 度剪力破壞。台中捷運若剪力鋼筋不足，也會造成墩

柱破壞。建請建商提供所有施工照片，請公共工程委員會鑑定負責。 

 

圖 8 

4.3.4台北木柵捷運線工程帽樑開裂 

木柵線高架段橋墩帽樑發現裂紋(圖 9)，於民國 82 年 6 月委託臺北市結構工程工

業技師公會鑑定，並依裂紋鑑定之報告與建議，於民國 83 年 5 月 20 日開工修補，

於民國 83 年 9 月 25 日完工。木柵線帽梁除以預力補強的 13 支外，業主後續又委託

木柵線原設計顧問公司，以包鋼鈑補強方式作更多支之帽梁補強後，才得以正式通

車。建議臺中捷運清查所有可能具有問題的構件，予以修護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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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木柵捷運線帽樑裂縫也是鋼筋淨間距不夠的原因之一 

 

4.3.5 台北市政府賠償馬特拉公司 16 億元 

因捷運木柵線工程延宕所衍生出的賠償官司，纏訟近十三年，最高法院 2005 年

07 月 22 日認定馬特拉請求賠償金的時效是十五年，並非北市府主張的五年，判決北

市府敗訴，應連本帶利，支付約新台幣十六億四千萬元賠償金給馬特拉。全案確定不

能再上訴。上述賠償全民買單，不合情理法。臺灣人民納稅奉養公務員，還要納稅替

公務員的違法失職賠償金錢。 

4.3.6 請台北市捷運工程局要求承包商改善 

若再審後認定有問題，建請台北市捷運工程局要求承包商針對台中捷運工程有問

題的構件改善，改善建議如下: 

(1)未灌漿之鋼筋拆除重作。 

(2)已灌漿之構造基礎部份擴大面積。 

(3)墩柱採用圓殼鋼鈑等方法補強。 

(4)懸臂帽樑增加支撐柱構件。 

 

5.結論 

台中市第一條捷運工程墩柱鋼筋建商涉嫌未按照營建法規施工，且潛藏諸多公共危險

疑慮。但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及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並未認真清查建商所有施工問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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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掩蓋所有施工過程之照片與資料。後來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委託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

定，鑑定報告表明安全無虞。若將來類似 921 大地震爆發，一旦台中捷運發生災難，建商、

工程顧問公司、臺北市政府、台中市政府、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公共工程委員會等機構，

均需負責救災及賠償之責任。台灣公務官員官官相護、縱容錯誤的施工，難怪過去台灣的

土木建築工程災難不斷，可見台灣的防災管理已出現嚴重的危機。再加上司法官員違法不

起訴、枉法判決，台灣的防災管理最後一道防線恐怕已經淪喪。回顧台灣近年來的歷史，

無論總統、縣市長換誰作，台灣的災難從未停止，可見不只是換首長就可解決防災問題，

還需要政府全體官員重視防災管理的問題，尤其是局處首長以下至承辦官員均需依法重視

防災管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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