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鋼橋預裝缺失案例及臨時螺栓使用規定探討 
李家順 1  張英發 2 

1 交通部公路總局養路組道路工程科幫工程司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結構部副理 

一、 前言 

鋼橋係由鋼板或鋼材經切割、加工、組立、銲接成構件，再由眾多主體及大

小構件組成整跨之橋梁，惟鋼板經切割變形及切割誤差、構件組裝誤差及組

裝銲接因高熱產生收縮、扭轉、變形，雖經校正整形，仍無法確保構件運輸

至工地組裝後能符合設計，為避免前揭誤差缺失影響工地鋼梁架設進度，依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施工綱要及本局施工說明書規定，

鋼橋所有構件或主體構件需經過廠內預裝成與工地現場類似之安裝工作，並

依規定檢驗或修正合格後才可運至工地安裝，筆者前於本協會第 46 期之期

刊中文章-「鋼結構橋梁預裝(假組立)目的與檢查項目」，已對鋼結構預裝目

的、預裝方法、預裝注意事項、預裝要領及檢查項目等作逐一介紹，但依筆

者執行多座鋼橋預裝檢查，發現眾多預裝過程中常被忽略之缺失及預裝檢查

項目中監造單位與鋼構廠對構件結合臨時螺栓及導孔栓規定數量於執行上

之爭議，因此利用本章再就常見預裝缺失，以案例作逐一介紹，並對臨時螺

栓及導孔栓在考量功能性、施工性及經濟性下提出實際使用方式之建議。 

 

二、 鋼橋預裝檢查常見缺失案例： 

1. 預裝場地承載力不佳：一般設計單位除特殊造型結構外，對鋼骨大樓或廠

房之廠內製造施工項目並未強制要求需作構件預裝及檢查，故一般主要生產

鋼骨大樓或廠房之鋼構廠均未設有鋼橋預裝場地，因近年氣候異常，降雨集

中且颱風多及汛期長，自八八風災後，於跨河橋梁之設計均以減少落墩採大

跨徑為原則，除位於濱海環境及石化工業區考量長期維護外，在考量建造速

度與施工品質前提下，大跨徑橋梁大多採用鋼橋。依國內鋼橋施工相關規

範，鋼橋於廠內需完成預裝及檢查合格後方可運至工地安裝，故依橋梁規模

大小，常規定鋼構廠應設有預裝場，預裝場面積至少能容納構件組合及部份

半成品堆放並預留搬運或吊車迴轉之空間，場地至少須有長 100 公尺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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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面積，且場地必須具備平坦，足夠承載力，最好是以碎石級配為

底層，面層為鋼筋混凝土地坪或瀝青混凝土，可提供明確之地線放樣。但一

般生產鋼骨大樓及廠房為主之鋼構廠，若監造單位未落實要求，預裝場大多

屬臨時租地填土，其場地面積常不符需求且承載力不佳、動線不良，因場地

未符最小之需求，構件需分多次組裝致增加預裝期程及預裝累計誤差。詳照

片 1~2 屬臨時設置之預裝場、其承載力及動線均不良。 

  
照片 1 承載力不足                 照片 2 動線不良 

2.支撐構件及支撐位置不當：橋體預裝應以多點支承，每一主體構件至少兩

處，使節塊趨近於無應力狀態，不產生自重饒度與端口變形為原則，而鋼橋

預裝支撐架應使用堅固材料且須穩固不產生偏心，支承點應設在有隔板或補

強板處，常見缺失如支撐位置不當、數量不足、支撐構件偏心、支撐構件懸

空等。(詳照片 3~6)。 

  
照片 3 支撐數量不足                 照片 4 支撐不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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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支撐位置不當                 照片 6 支撐變形 

 

3. 臨時螺栓、導孔栓數量不足及安裝位置不當：主要構材之工地螺栓接合部

位在進行預裝時，依目前相關施工規範規定，預裝時工地接合之螺栓孔至少

有 1/3 以臨時螺栓或導孔栓(衝梢)緊密栓接(導孔栓數量一般為臨時螺栓與導

孔栓合計數量之 1/3)。臨時螺栓可用普通螺栓替代，其直徑應與強力螺栓直

徑相同，而使用之導孔栓，其直徑應大於螺栓直徑 0.8mm 以上。構件預裝

後其縱坡、平面線形與預拱度高程為能達到設計要求，需利用導孔栓定位，

為讓工地接頭處之主構件與連接板密貼，需藉由螺栓鎖緊使之密合，故需有

一定數量方可達成，以下照片為臨時螺栓或導孔栓數量過少情形(詳照片

7~10)。對於鋼構廠與監造單位對臨時螺栓或導孔栓合宜使用數量之爭議，

下一章節筆者將有深入之探討與建議。 

  
照片 7 未施打導孔栓及螺栓數量不足       照片 8 未施打導孔栓及螺栓數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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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 導孔栓及螺栓數量不足              照片 10 導孔栓及螺栓數量不足 

 

4. 構件端口尺寸誤差過大，密合度不佳：因裁切、圓柱彎板(真圓度)及組立

誤差及銲接收縮變形產生構件端口尺寸誤差過大，致連接板無法密貼，常於

鋼墩柱及箱型梁之上下翼板處(含其加勁板)，因主體板及連接板較厚勁度

大，端口若有 2mm 以上之誤差，螺栓將無法鎖緊密合，而此原因亦與國內

鋼構施工規範對構件端口公差標準未能與預裝構件接頭連接板密合度要求

做整合外，主要是鋼構業界未能對施工規範構件端口公差標準於實際應用上

做更嚴謹的自主品管要求，以工程會施工綱要規範 05121 章「鋼橋製作及架

設」表 05121-6(詳表 1)之規定，檢查項目構材及試拼裝之精度檢查項次 1-

鋼板梁及箱形構件端口尺寸之精度要求為例，以目前國內跨徑大於 50 公尺

以上之鋼橋，相對墩柱及箱梁尺寸梁高或梁寬大於 2M 時，其端口許可誤差

為±(3+b/2)，若梁高及梁寬為 2.5M 時、其梁寬端口許可誤差各為±4.25mm，

鋼構業者若於製造組合銲接階段，不將日後預裝各構件端口組合後連接板密

合度要求(間隙不大於 1mm 之規定)納入製造階段品管考量，僅以構件大組銲

接後端口不大於±4.25mm 為需求，舉例-編號 1 及編號 2 構件端口檢測後誤差

分別為+4mm 及為-3mm，依規定屬合格，惟兩構件於預裝時之端口將有 7mm

之誤差，上下翼板或內外側腹板連接板組裝後至少將有 3.5mm 之組裝間隙，

依預裝檢查規定為不合格，且需監造單位同意才可增加填隙板方式處理，因

摩擦阻抗型之接頭，增加填隙板厚相對抗滑係數減小，若鋼橋位於高腐蝕環

境時，其填隙板處將增加間隙腐蝕之機率。目前大部份鋼構業者對預裝後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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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誤差之處理，少採填隙板方式處理，因擔心外觀之差異，將使外界有施工

品管不良之印象，而常採切除距端口一段距離之銲道(約大於連接板寬度

30cm 以上之長度)，調整後再銲接，惟在構件預裝螺栓鎖緊拘束下銲接，若

是厚板且需全滲透銲接時，因銲道不長，在短時間不控制層溫多道堆填，在

高熱量銲接下將產生極大之殘餘拉應力。而對於該銲道的非破壞檢測，也無

法落實，因依契約規定之檢查項目及數量早已於預裝前均完成，預裝後之修

改，銲接監造單位若未發現，一般鋼構業者也未必主動告知監造單位，亦未

留下任何檢驗紀錄，且未會同監造辦理之檢驗是否確實亦是個問號，這情形

對屬於動態結構之橋梁安全是有相當疑慮的。 

表-1 

 

為避免前揭構件於預裝時有端口組裝過大之公差，於本局之鋼橋監造計畫中

對任何斷面尺寸之單一構件成品，於端口及有橫梁處隔板位置之構件斷面尺

寸檢查時，將比工程會規定嚴格，而要求高度及寬度誤差不大於設計斷面±

1mm，斷面對角線誤差不大於±2mm(詳照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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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1 構件組立後端口尺寸檢查 

以下為常見端口誤差及誤差修改之照片(詳照片 12~14)。 

  
照片 12 構件端口誤差             照片 13 構件端口誤差 

  
照片 14 構件端口誤差修改             照片 15 構件端口誤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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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螺栓孔位誤差過大及任意擴孔：構件接合之螺栓孔採先鑽方式，可能因

NC 孔位數值設定錯誤、拱度計算錯誤、銲接收縮量預估錯誤、或鑽孔機設

備因素(鑽台不平整、鑽頭偏心、鑽頭真圓度不佳、鑽桿軸線未與板面垂直)，

致預裝時為調整平縱面線型、拱度高程能與設計相符，而產生螺栓孔貫通率

不符規定。當孔位錯開量過大時，理應採取更換連接板方式，但業者仍以絞

孔方式處理，絞孔後之螺栓孔長徑亦大於規範容許值(大於螺栓直徑 3mm 以

上)，亦有安裝人員將主構件以瓦斯挖孔處理，連接板接合後監造單位也難

以察覺。依工程會施工綱要規範 05121 章「鋼橋製作及架設」中之表 05121-5

規定辦理時，構材組立以螺栓及導孔栓固定後，其螺栓孔需作貫通率及阻塞

率之檢查，貫通規為螺栓直徑加 0.5mm，停止規螺栓直徑加 2mm(詳照片 16)，

依筆者經驗，當發現螺栓孔有經錯位絞孔處理後，後續停止率之檢查應特別

仔細查看連接板與主體構件孔位間實際錯開量是否大於規定，因錯孔經絞孔

後之螺栓孔其貫通率與停止率均會合格，因絞孔後之螺孔短徑不大於停止規

桿徑，而長徑即使已大於規範允許值甚多，其貫通規仍被短徑所阻隔，表象

上似乎合格，實際螺孔已不符規定(詳表 2)。 

 
照片 16 螺栓孔貫通率及阻塞率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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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螺栓孔檢查棒各部尺寸及螺栓孔錯位鉸孔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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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螺栓孔錯位過大、及絞孔後外觀與以瓦斯挖孔現象(照片 17~22)。 

  
照片 17 螺栓孔錯位                  照片 18 螺栓孔錯位  

  

照片 19 螺栓孔絞孔過大                  照片 20 螺栓孔絞孔過大  

  
照片 21 螺栓孔以瓦斯擴孔                  照片 22 螺栓孔以瓦斯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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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銲接變形未整形及平整度不佳：鋼板經裁切組合銲接時因拘束不當，及銲

接熱輸入之關係及銲接熱應力未平衡與殘餘應力大於降伏強度致產生構件

變形，依規定構件預裝前應先整形校正，經檢查合格後方可安裝，尤其構件

擬於預裝時調整線形與拱度符合設計後，在藉由連接板引鑽之方式，更需先

行校正。以下為銲接後變形之構件(詳照片 23~28)。 

  

照片 23 腹板銲接變形                  照片 24 腹板銲接變形  

     

照片 25 腹板銲接變形                  照片 26 腹板銲接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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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7 箱梁下翼銲接變形                  照片 28 鋼床板銲接變形  

7. 連接板安裝方式有誤：鋼橋主體構件工地接頭除採銲接外，均採高拉力螺

栓接合，因橋梁屬動結構依設計螺栓須採摩阻型接合，設計時以採主構件配

合雙面連接板方式接合為主，依規定預裝時構件連接板需依實際工地接合現

況安裝，以箱型構件為例，設計於箱內之連接板於預裝時須安裝於內側，惟

因部分業者考量構件複雜及銲接後變形量難以預估，螺栓孔於預裝線形拱度

調整完成後再引鑽，因完成接合之構件長且內部人孔狹小，連接板搬運至箱

內時困難度高且僅能以人工搬運，故完成主構件引鑽後，原應裝於內側之連

接板只能併外側連接板疊加安裝，一般完成鑽孔後連接板孔軸線應與板面垂

直，當孔軸線與板面有偏斜時，薄板其偏斜量或許對工地安裝影響不大，惟

相對於厚板時，雖於預裝之貫通率均能合格，當工地連接板移至內側安裝

時，若安裝方向有誤其偏斜量可能將產生加倍，導致須於工地絞孔或更換連

接板，除影響工程品質外也增加工期。於國內目前不乏知名鋼構廠，預裝時

連接板均安裝於外側之情形繼續存在，因施工規範之規定未明確，或許採用

此安裝方式之鋼構廠已能於各施工步驟有更加嚴謹之管控，例引鑽時之鑽孔

精度、孔軸偏心量、偏斜方向之控制、連接板日後安裝方向之標記等等，若

無相關配套，原則避免採用。以下為前揭預裝時連接板均安裝於外側之情形

(詳照片 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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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9 箱梁腹板及橫梁螺栓接頭             照片 30 箱梁腹板螺栓接頭  

  

     照片 31 鋼墩柱腹板螺栓接頭         照片 32 鋼墩柱與鋼帽梁翼腹板螺栓接頭 

  

照片 33 箱梁腹板螺栓接頭                  照片 34 箱梁上翼板螺栓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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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5 箱梁下翼板螺栓接頭                照片 36 桁架橋主梁螺栓接頭  

8.連接板或橫撐構件未安裝：可能係工期壓力，工地土建已完成亟需趕辦鋼

構架設作業，致預裝時省略連接板及橫構安裝工項，先不談契約中預裝所該

執行及檢查項目，連接板及橫構未安裝，將無法得知整體構件相對關係，含

溫度所造成之構件尺寸變化因素(因連接板及橫構未安裝，構件受溫差之膨

脹與收縮效應無法傳遞)、橫向拱度值。亦有鋼構廠對橫構與主構件安裝角

度無法確實掌握及對橫梁拱頭(托梁)銲接收縮預估，橫梁拱頭俟主構件預裝

調整至設計線形及拱度高程時才將橫梁拱頭點銲於主體構件上，俟預裝檢查

拆下主構件後再辦理拱頭與主構件之銲接，因該接頭銲道大多為全滲透銲

道，且部分間隙過大，經大熔填量銲接後收縮量大，導致現場架設時無法安

裝而再次修改，除影響工進外工地銲接之品質亦堪慮。於上期文章已介紹，

構件製作過程中任何加工、成形都有可能產生尺寸誤差、含銲接後之變形、

無法預測之收縮量。這些誤差可透過預裝工作對構造物整體形狀，接頭相對

關係、架設問題等可以一併復查、校核，檢查不合格部分，應依認可之方法

修正並確認品質後，並經複檢合格才算預裝完成。不可僅做誤差之記錄，而

於構件拆卸組銲修改後未再安裝，這樣將無法確實掌握真正預裝精度，許多

工地架設時常有構件組裝精度不良，影響架設效率及任意擴孔影響品質等，

皆是上述原因所造成。以下為接頭連接板、縱梁、或橫撐構件未安裝或橫梁

拱頭銲道為調整線型、拱度，切除後未處理照片(詳照片 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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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7 翼板加勁板螺栓未鎖緊             照片 38 翼板加勁板螺栓未鎖緊  

  
照片 39 縱梁未安裝                照片 40 部份橫梁未安裝  

  
照片 41 橫梁腹板未鑽孔                照片 42 端橫梁腹板未鑽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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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43 連接板未鎖螺栓          照片 44 橫梁未鑽孔與未安裝連接板  

  
         照片 45 橫構連接板切除未處理       照片 46 橫構連接板切除未處理  

  
照片 47 箱梁托梁切除未處理          照片 48 箱梁托梁切除未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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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49 箱型端隔梁接頭切除未處理      照片 50 箱梁接頭下翼切除未處理 
 

9. 構件搬運方式不當損傷構件：構件製造及預裝過程中，常因需要必須搬

運、移設、堆疊及翻轉，但因組銲為成品之構件，其端邊角隅常因搬運翻轉

所使用器具不當或未設保護措施，致應力集中產生變形受損，常產生於鋼墩

柱之周邊角隅及鋼梁上下翼板處(詳照片 51~53)。為避免此缺失發生，應採

自動翻轉機或銲製搬運用之吊耳或於構件受力之端部加設保護措施。如圖例

(照片 54~56) 

  
照片 51 構件集中受力端未保護              照片 52  構件因翻轉未保護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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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3 構件因翻轉未保護受損              照片 54 自動構件翻轉機  

  

照片 55 銲製搬運用吊耳翻轉構件            照片 56 構件端部保護設施  
 

10. 剪力釘植釘方法與條件不當：一般鋼梁上翼板需與 RC 面版結合時，會

於上翼板植剪力釘，依設計規格及間距植釘，配合預裝檢查時作剪力釘敲擊

檢查，以該日植釘數量每 100 支取 1 支(不足 100 支時至少取 1 支)作 15 度敲

擊試驗、不合格須再加倍取樣，加倍取樣試驗中任何 1 支不合格，則該日所

植之剪力釘需全部測試。依規定於當日構件正式植釘前須作 2 支以上且均測

試合格才可植釘，一般鋼構廠鋼橋預裝場地均位於室外，無廠房遮蔽，若因

空氣中濕氣過重、鋼板表面潮濕、陶瓷護座潮濕未乾燥及鋼板表面油漆或銹

皮未清除，將影響植釘品質。例某工程因進度需求未於合格之氣候條件下植

釘，且未做試植及後續詳細測試，於預裝檢查時也未能即時檢出，構件於工

地架設後，部分剪力釘以一般前有鋼板保護之工作鞋稍加外力觸及居然脫

落，且為數不少。目前常有工地現場鋼梁架設時於鋼梁上翼所作之臨時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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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杆，係克難式套於剪力釘上，甚作為安全掛鉤母索支桿，若該品質之剪力

釘被當作安全掛鉤時，後果真不敢想像。以下為剪力釘施工品質不良情形(詳

照片 57~58)。 

  

照片 57 剪力釘預裝檢查敲擊斷裂        照片 58 運至工地構件之剪力釘脫落  

 

11.橋梁長度檢測位置有誤及誤差修正方式不當：鋼橋預裝相關尺寸檢查，除

平縱面線形、拱度高程外，主要是支承位置及支承間距離。橋梁上部結構採

鋼構時其優點是，下部結構土建工程與上構鋼梁可同時施做，縮短工期，一

般跨河橋梁下部結構施工常受汛期影響，且下部結構施工因地質條件、地下

水位之不確定性及汛期等因素，會影響施工工期，目前跨河橋在採大跨境配

置及基礎配合深槽河床高程，而需加深以防沖刷之原則下，更增加施工難

度，故整體工程進度受土建控制，一般鋼構會先完成而等待土建完工後再架

設鋼梁，若鋼構先完成，鋼梁預裝檢測結果若與設計有誤差時在不影響設計

理念下，一般均由土建配合修正支承位置，一般於橋台與帽梁上方支承位置

會採預留比支承錨定螺栓直徑大 40~60mm 套管(詳照片 59~60)，待日後鋼梁

製造完成配合其預裝檢測後之長度，於套管內調整錨栓實際位置安裝，因鋼

構製造相關尺寸要求均以 mm 而非土建採 cm 為單位，若鋼構於製造階段都

能確實管控到位，含溫度對鋼梁之影響，除非製造圖錯誤，完成後之誤差應

可於預留之套管內調整。但一般規模較小之鋼構廠因無較大廠地儲存已完成

之鋼梁，因此不會提前完成鋼梁，會視土建進度配合調整廠內鋼構進度，於

是部分鋼橋完成預裝檢測發現長度不符規定時，均會調整移動支承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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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銲接以符合設計，故支承板不先配合隔板及承壓加勁板位置銲製，支承

板理應設於隔板及承壓加勁板中心，允許偏移量不大於 1/3 隔板厚度，而配

合預裝結果任意調整支承板位置已不符設計理念，此乃本末倒置作法，此誤

差應由土建所預留之套管內空間調整，除非誤差過大再研議由土建擴孔或鋼

梁調整支承板位置並補強承壓板方式處理，非一味以需完全符合設計長度而

不經結構計算而任意調整位置。因此正確方式是承壓板先依設計圖面銲製

(如照片 61)，預裝檢查時先將支承中心引測至鋼梁上翼(同投影中心點)，檢

測所有支承中心相對長度並做溫度修正後，回饋給工地做安裝支承之依據。

以下為預裝檢查未見承壓板先行銲製之現況(如照片 62)。 

  

照片 59 支承錨定螺栓設計預留孔         照片 60 支承錨定螺栓現場預留孔

  

照片 61 承壓板先依設計圖面銲製          照片 62 預裝檢查未見承壓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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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附掛之相關構件未預先於工廠配合製作：一般省縣道跨河或跨越鐵公路橋

梁，部份會配合管線單位之需求提供附掛(例電力、電信、中油、軍方及自

來水公司)，除該管徑大、重量大，一般橋梁無法額外負荷或附掛後有礙日

後橋檢維護者外。但因各管線單位所需附掛數量、重量、附掛形式不同、管

線附掛構件屬組件多，構件細，應於設計階段先邀請管線單位召開協調會，

依其所需，配合橋梁橫梁、橫構、加勁板位置納入設計並於工廠完成製造，

但因部份管線單位作業程序無法配合，相關附掛構件於鋼橋構件製造階段無

法完成，故於橋梁預裝檢查時無法得知附掛位置及銲接品質，常於預裝檢查

構件卸下或構件運至工地組裝後，甚至橋梁完成架設後才銲製附掛構件，因

屬工地安裝、常有組裝精度不良任意於主橋構件開孔銲接現象，且橋梁構件

已完成組裝無法翻轉，工地銲接條件較差及品質原本就較難管控，常有立銲

及仰銲姿勢。因附掛構件常需配合橫構或鋼橋箱內隔板、加勁板位置設置，

或附掛位置配合於箱內設加勁板，因橋梁已完成架設，內部施工空間狹小、

構件搬運不易、若於內部銲接無設置抽排風設備，更影響銲接品質差，且常

發生加勁板遺漏設置或設置後漏銲。另附掛構件於工地銲製位置及周邊因銲

接高熱致已完成之塗膜產生劣化，即使後續之補漆，也無法達到該有的品

質，本局鋼橋於維護階段常發現許多構件銹蝕的起源，大多來自屬後製之附

掛構件與鋼橋之接頭，為避免或減少以上缺失發生，需於鋼橋附掛構件，應

配合鋼構廠鋼橋製程一起組立銲接，亦儘量於鋼橋預裝檢查前完成銲接及後

續塗裝作業。以下為管線於橋梁完成架設後才附掛情形(詳照片 63~64)。 

  

照片 63-64 管線附掛設施於橋梁完成架設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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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連接板附貼於構件塗裝之缺失：鋼橋預裝檢查合格後，構件後續將作防

蝕塗裝作業，屬工地螺栓接頭之連接板須拆卸前打設鋼印編號，標示內外側

及安裝方向，因預裝時為調整線形或拱度經絞孔或預裝階段工地接頭採引鑽

之連接板更需做詳細之編號，避免日後安裝發生錯誤，惟不少鋼構廠，不乏

國內知名大廠，主要是想省下拆卸、標記編號及日後工地安裝之時間，便將

連接板留於該構件接頭上，因連接板拆下單獨噴砂塗裝較費工，且螺孔經修

改而未編號之連接板若拆卸，會增加日後安裝及尋找連接板之時間。將連接

板留於該構件接頭上之作法，除省時，省工外，亦可避免日後連接板安裝錯

誤風險，理論上有道理，但實際有以下之缺失，缺失如下：若連接板未拆卸，

於接合處之構件與連接板內側無法確實噴砂除銹，粗糙度及清潔度不足，將

降低接合面摩擦系數。若於預裝階段連接板係採引鑽或絞孔處理者，主體構

件及連接板經鑽孔或絞孔後所產生之毛邊，因連接板未拆卸無法研磨，將嚴

重影響構件與連接板間之密合度，除磨擦力不足日後也因該間隙易產生間隙

腐蝕(詳照片 65)。預裝時連接板與構件之固定螺栓一般為普通螺栓或使用過

之高拉力螺栓，留於連接板之螺栓因未配合連接板拆卸，而留置過久後產生

銹蝕，於工地安裝時需拆卸換裝高拉力螺栓，因銹蝕拆卸困難，現場安裝人

員便直接以瓦斯燒切而損傷構件，甚有螺栓留置未換裝高拉力螺栓情形。本

局原舊版之施工技術規範第 05121 章「鋼橋製作及架設」中規定試拼裝檢測

合格後，於表面處理前，所有鋼材角邊須作 1mm 之截角；另又於 09972 章

「鋼橋油漆」中又再重申說明所有鋼材角邊須於表面處理前作 1mm 之截

角。但鑑於近年執行鋼橋維護檢查時發現，外露構件之銳緣較其他位置銹蝕

嚴重，因此於 101 年 2 月起本局於前揭施工技術規定就構件於表面處理前，

外露構件角隅已要求需作 3mm 圓截角，因此該需處理之圓截角未於預裝前

完成，預裝檢查後連接板未拆除時，外露連接板之圓截角將無法或難以處理

(因連接板貼於構件上，研磨時易損及母材)。國內較具規模的鋼橋製造經驗

已有 30 幾年，從 70 年代關渡大橋開始至今，製造過程會檢討並改善相關製

程，如何節省工料或工時，然廠商大多仍以成本考量為優先，施工品質其次。

前述，廠商省略連接板拆卸、標記及後續重新組裝之工序，確實可減少成本，

但嚴重影響塗裝品質。筆者曾與鋼構業者就此國內鋼構界普遍發生現象，提
 21 



出討論及建議，認為廠商可為節省生產費用、減少工時及增加與其他廠家競

爭力下，在不影響施工品質，符合相關檢查規定，改變傳統並創新之工序作

法，我是相當認同及鼓勵，但目前之作法僅是減少工序並無創新及保有施工

品質，故建議若連接板擬不拆下時，可採特殊 U 型螺栓連接(類似樞鈕功能)，

連接板可掀開 60 度以上(鋼結構橋梁防蝕塗裝技術手冊建議 60 度~90 度)，與

構件間有足夠做噴砂塗裝及其他加工整修空間(詳照片 66)，此方式應可達到

減少成本及保有施工品質符合雙方立場上之需求。另預裝後連接板未拆卸造

成施工空間不足及塗裝缺失照片(詳照片 67~68)。 

  

照片65 連接板未拆噴砂及塗裝空間不足            照片66 採U型螺栓連接板可掀開 

  

照片 67 連接板未拆噴砂空間不足            照片 68 連接板未拆噴砂缺失 
 

14. 缺上下設備與缺口防護設施：橋梁會採用鋼結構之考量，主要為跨徑上

需求，尤其是跨河橋梁之設計係以大跨徑及減少落墩原則，以本局鋼橋為

例，鋼梁深度至少為 2 公尺以上，而超過 4 公尺以上之橋梁為數不少(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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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通車之國道五楊段亦有 9 公尺以上之梁深)，鋼橋預裝時除本身梁高外，

含支撐架其高度均已超過 4 公尺，若縱坡大且採立體安裝方式時高度更高，

以目前勞安法規均須設置標準之上下設備，而鋼梁與鋼梁間均為缺口，缺口

需設防護或臨時欄杆，尤其翼寬較窄之板梁橋，剪力釘打設後，能提供之通

道更是有限，需增設檢查步道，但國內許多鋼構廠為節省經費均未設置此勞

安措施，監造單位或業主亦礙於工期壓力無法嚴格要求，在上下設備及缺口

防護未依規定設置，於預裝檢查時有安全之虞外，因勞安設備未到位，亦造

成檢查者心中恐懼，部份該檢查之項目或位置亦無法順利到達，例如高梁深

之腹板及橫梁接頭，無爬梯及檢查步道無法檢查，僅能採遠距離目視，螺孔

之精度及連接板密合度無法檢查。為保障相關施工、監造人員安全，尤其是

長時間在現場工作之施工人員，畢竟完善的勞安防護設備對他們及其家人幸

福才是最大的保障，故承商及鋼構業者應確實落實勞安規定，監造單位應嚴

格監督要求，未做好勞安規定時應有拒絕查驗之勇氣，不能以工期壓力為藉

口，畢竟生命是無價的。記得多年前，筆者仍在工程第一線擔任高架橋梁施

工監造工作，橋梁高度達 30 公尺以上，為查核工程品質常需使用上下爬梯，

早年勞安設備品質尚未規定相關材質，常發現爬梯支架不牢固及銜接構件未

採螺栓接合僅以鐵絲固定，當筆者提醒承商勞安管理人員需確實改善處理

時，竟由該員口中以開玩笑口吻說出「就是故意讓爬梯感覺有安全疑虞，讓

你們監工心生畏懼不敢攀爬，這樣就不會常來檢查。當下我無言以答，但我

壓住心中怒氣，因該員之工程素養已低落至不值得我去溝通，但我僅告訴

他，我使用這爬梯之機率相較你的同仁及協力廠商工作人員的次數來的少，

但他們背後都有家庭，若是他們聽到你這席話，不知他們內心有多難過，感

嘆為何我的主管竟對他們的生命如此不屑，當然我回辦公室，就立刻發函該

公司該勞安人員不適用，且所有高空作業停工，直到改善完成。以下為常見

鋼橋預裝時，缺少或未設置合格的走道、上下爬梯及防護設備，(詳照片

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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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9 缺合格上下爬梯及防護設備           照片 70 缺合格的下爬梯及防護設備 

  

照片 71 缺合格的防護設備            照片 72 缺合格的防護設備 

15. 工地接頭間隙不符規定：鋼橋於設計階段經考量工址現況、交通條件，

構件運輸時路線線形(山區道路)、淨高(跨越橋、陸橋、隧道，架空且無法辦

臨遷之管線)及工址地質條件等，所能採用之架設機具後，將橋梁分多段構

件於現場採螺栓或銲接組合，但以國內氣候條件、工期壓力及現場施工品

質，一般業主較排斥工地銲接，除有特殊考量，一般採用螺栓接合設計較多。

目前鋼橋構件於工地接頭之間隙，考量組裝誤差及架設施工性，工程會施工

綱要規範 05121 章「鋼橋製作及架設」中之表 05121-6 之規定，工地接合部

分之空隙δ（mm）不可大於 5mm，而部分顧問公司會依構件接頭位置受力

行為，除受軸壓之墩柱及拱橋拱圈間隙採密接外，其餘構件間隙為 0~5mm，

而於工地銲接之接頭，視所採不同接合型式及銲接方法，一般為 3~5mm。國

內部分鋼構廠對橋梁裁切、開槽、組裝精度與銲接收縮量之控制較無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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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構件或複雜造型之構件不採先孔法，俟預裝構件調整至設計線形及拱度

高程後再藉由 NC 鑽孔後之連接板引鑚，故其接頭間隙常大於規定或上下間

隙不一致。構件組裝後整體長度主要受構件兩側最外螺孔間之距離及連接板

最內側兩排螺栓孔距所控制，與構件間隙大小無關，而部份監造單位於鋼橋

預裝檢查時對間隙大小相當在意，往往要求製造單位將超過規定之間隙銲接

補足。筆者覺得，除非間隙過大致孔邊距不足影響結構安全，是否須一定補

銲，這有討論空間，但若外梁之外側腹板及下翼板等間隙過大，是會有造成

雨水滲入之可能，必要時可採填縫膠填縫。而當鋼梁架設以閉合塊作為最後

節塊吊裝時，當應留有適當間隙以利架設，而非 0~5mm 之間隙所足夠的。

國內工地接頭採銲接情況，主要為圓形鋼墩柱、拱橋主拱肋間之橫構、鋼橋

面板(一般稱為鋼床板)或考量運輸能量，而必須於工地銲接後再組裝，依規

定構件對接其允許板位差為最大為 1/10 薄板厚度且不大於 2mm，若鋼墩柱

其彎板加工後真圓度不足易造成板位差，鋼橋採鋼床板設計一般常見之厚度

為 12~19mm 之間，接頭間隙為 3~5mm，惟因厚度較薄單獨構件銲接後易變

形，於預裝檢查前應先整型，預組時接頭需平整其間隙須修整至規定，過大

之間隙工地銲接後會有較大之收縮量及殘餘應力，間隙過小將易產生滲透不

足，這些組裝缺失均應於廠內修正完成，不可運至工地後再處理，畢竟工地

相關銲接條件及設備無法如廠內完善與齊全。以下為預裝接頭間隙不符規定

而未於廠內修正致工地銲接後產生之缺失樣態(詳照片 73~74)。 

  

照片 73 鋼床板變形及板位差            照片 74 組裝間隙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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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臨時螺栓及導孔栓使用規定探討： 

1.依工程會施工綱要及本局 05121「鋼橋製作及架設」規定，主要構材之工

地螺栓接合部位在進行預裝時，工地接合之螺栓孔至少有 1/3 以臨時螺栓或

導孔栓(衝梢)緊密栓接(導孔栓數量一般為臨時螺栓與導孔栓合計數量之

1/3)，但並未規定打設位置。 

2.筆者辦理多座鋼橋預裝檢查，對臨時螺栓及導孔栓使用數量及打設位置提

出個人心得提供大家參考。首先探討臨時螺栓及導孔栓的功能，因鋼橋需依

平縱線形及拱度製造，預裝時須依設計調整(含預拱值)，導孔栓將可提供定

位之功能，故預裝時調整線形拱度後須先打設導空栓定位(依規定，導孔栓

直徑須大於螺栓直徑 0.8mm 以上)，若構件及連接板鑽孔精度良好，導孔栓

打設後，其線形與拱度應能符合設計，而導孔栓打設位置依不同螺孔排數儘

量遠離接頭中心並對稱，但原則於由上及由下算起第 2 或第 3 排，若構件尺

寸較大相對螺孔排數較多時，與於中間附近增打導孔栓。構件因組立及銲接

變形所產生之誤差，應於預裝前修正，螺栓之功能係將兩構件藉由連接板接

合，若構件端口尺寸皆能符合規定，螺栓鎖固位置儘量平均分配而於內外側

螺孔。故預裝時為能達到線形拱度及構件接頭連接板密貼，需有一定數量之

導孔栓及螺栓，因早期熱軋及組合型鋼或鋼梁，考量軋延，運輸及架設等設

備能量，其尺寸不大，例目前國內軋延型鋼最大為 910mm，故相對所需接合

螺栓數量不多(翼板約 64 顆、腹板 32 顆)，因此相關規範均要求合計不得少

於 1/3 螺孔數量(導孔栓加螺栓)，此規定已執行多年，1/3 以上數量之要求，

執行上較無困難，若構件斷面越小，為達到設計線型拱度及接頭密貼，實際

所需數量常超過 1/2 至 2/3 螺孔量，例大梁間之橫梁、縱梁及斜撐接頭(詳照

片 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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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5 大梁與橫梁之接頭            照片 76 大梁與斜撐之接頭    

  

照片 77 小縱梁之接頭            照片 78 板梁之橫構斜撐接頭 

3.近年來鋼橋跨徑已大型化，跨河或跨鐵公路橋梁，跨徑超過 100 公尺橋梁

比比皆是，梁深往往超過 3.6 公尺以上，一處接頭翼腹板(含加勁板)螺栓數

量至少 1000 顆以上，例國道 1 號五楊段於泰山及林口跨越國道 1 號平面段

之高架橋，其梁深為 9.2 公尺，一處接頭翼腹板(含加勁板)螺栓數量近 12,000

顆，若依目前規範，所需螺栓及導孔栓數量需約 4,000 顆，而每單元預裝長

度，將有多處接頭組立，如此龐大螺栓數量安裝、檢查及拆卸，其所花工時

與效益是否對等，值提探討，(詳照片 79)。另提供其他大斷面鋼梁預裝時依

規定打滿 1/3 螺栓孔之情形 (詳照片 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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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9 大斷面箱梁工地接頭(國道五楊段 C901 標-春源鋼構) 

 

   

照片 80~82 大斷面鋼梁預裝螺栓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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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83~84 鋼墩柱預裝螺栓使用情形 

  

照片 85~86 鋼墩柱預裝螺栓使用情形 
 

4.相關施工規範規定，鋼橋預裝時各構件需以各種臨時支撐，作成近無應力

狀態，若一構件臨時支撐數量不少於 2 處，且最外兩處距端口約 1/5 節塊長

度(約距端口最近隔板位置，詳照片 87~89)，如此構件接頭應為低應力，該處

之導孔栓及螺栓將不承擔連接板已外構件荷重，其功能僅為定位及連接板鎖

定功能，故導孔栓及螺栓數量以能達到上述需求即可，無需達 1/3 規定，且

預裝檢查對接頭螺孔有貫通率及停止率要求，貫通規直徑為螺栓直徑

+0.5mm，且需 100％通過，若連接板已密貼，但為符合規定而將導孔栓及螺

栓數量補足，螺栓能穿過並不代表工地架設時就能通過，因考量運輸、搬運、

架設順序、連接板安裝及螺栓接合可能產生之誤差，故預裝檢查時螺孔需大

於螺栓直徑 0.5mm，但依規定數量安裝之螺栓孔已失去貫通棒及停止棒檢查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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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87 鋼橋預裝支撐位置示意圖 

  

照片 88~89 鋼橋預裝支撐及導孔栓與螺栓使用數量與位置示意圖 

 

5.前揭，為符合導孔栓及螺栓數量規定，即使拱度及線形已符合設計，對大

尺寸構件鋼構廠將需耗費大量人力安裝導孔栓及螺栓，導孔栓易打難退(由

箱外打入易，由箱內退出難)，螺栓鎖緊與旋鬆均耗時，國內有承作鋼橋之

鋼構廠，筆者每家均到訪過，對導孔栓及螺栓安裝方式各有不同模式，較具

規模之大廠，除功能需求必須的導孔栓及螺栓確實打設及鎖緊外，其餘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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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定補足之螺栓，均僅以由箱梁外側插入，未於箱內安裝螺帽，如此可節

省拆卸人力，因大部分監造單位未能進入箱內檢查，而無以發覺，或只在乎

數量是否符合規範，有無安裝螺帽非其檢查重點，讓長久以來，業主、監造

及鋼構廠商的鴕鳥心態一直存在，此現象詳如照片 90~95 所示。而另一些自

主品管制度尚無法落實之鋼構廠，也僅以極少數之導孔栓與螺栓安裝，且打

設位置凌亂無規劃，導致日後現場架設之困難。以目前公共工程三級品管制

度，廠商申請預裝報驗前，需落實自主檢查，不符規定之數量如何填報，二

級監造單位如何檢查通過，既然有明確的數量規定，各廠卻無法落實。既然

如此，於實務面，這數量規定之合理性就有檢討之必要，就規範的精神，鋼

橋預裝螺栓安裝數量應是原則，誠如筆者前揭說明 4 內容所述，在工程會施

工綱要未檢討修正下，鋼構廠商可於鋼橋製造計畫書中提出，以能符合線型

拱度及接頭精度之導孔栓及螺栓安裝方式及數量，藉由計畫書審查方式來核

可辦理，以消弭不符規範契約之疑慮。 

 

照片 90~91 鋼橋預裝螺栓未安裝螺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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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2~93 鋼橋預裝螺栓未安裝螺帽情形 

 

照片 94 鋼橋預裝螺栓安裝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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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5 鋼橋預裝螺栓未安裝螺帽數量 
 

6. 依筆者切身經驗，上翼板導孔栓可導正平面線型，腹板之導孔栓可控制拱

度，導孔栓打設位置若能妥善規劃，於工廠及工地現場均能打設同一位置，

其線形模態理論上是一致的，可節省地組及空中接合時間，為何導孔栓位置

需一致，前面章節已特別說明導孔栓將可提供定位之功能，廠內鋼橋預裝導

孔栓定位後，再將螺栓平均鎖緊使連接板密貼，最後檢視及以貫通棒測試所

有螺孔之貫通率，無法貫通者但錯開量不大於 3mm 時，是允許絞孔處理，

絞孔後仍須經由貫通棒測試合格，因絞孔後之孔徑雖貫棒規可通過，但理論

上孔徑仍小於導孔栓之直徑(依規定導孔栓直徑須大於螺徑 0.8mm 以上)，若

工地導孔栓任意打設，而打入經絞孔後之螺群，將有可能將修正後之螺孔整

排偏位，而現場地組人員不探討原因，仍依以往處理方式，於非預裝時導孔

栓之螺孔打設導空栓逼孔，甚至以瓦斯挖孔情形，徒增接頭接合時間與影響

施工品質，或許現場架設人員已習慣如此做法，現場架設不敲敲打打那算是

架設，但若由筆者規劃導孔栓打設方式，鋼構廠、現場孔位一致，將少有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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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再逼孔、絞孔情形發生，只要接合時先依廠內導孔栓打設位置打設，後續

之線形與拱度檢測都能符合規定，即使臨時整理之地組場地有沉陷之虞，依

規劃位置及數量所打設之導孔栓，將能維持構件之剛性模態。以往與筆者合

作過之現場架設廠商，都能贊同此管理方式，縮短高空架設作業的時間是對

安全最大保障外，相對也節省承租吊車費用或交通維持車輛改道之社會成

本。故預裝檢查合格構件拆卸前除接頭連接板需做編號外，對每個接頭導孔

栓打設位置及數量應詳加記錄，供日後現場架設時採用，最好日後架設之協

力廠商能先行到鋼構廠參予紀錄，以下為鋼橋架設前之地組與架設時導孔栓

依詳細規劃位置打設情形照片(詳照片 96~99)，及筆者就常用構件斷面所研擬

導孔拴及螺栓打設位置及數量之配置案例，可供鋼構廠及監造單位參考，並

可依實際使用情形做適當微調(詳後附表 1~13) 

  

照片 96~97 鋼橋地組導孔栓依預裝位置打設  

  

照片 98~99 鋼橋架設導孔栓依預裝位置打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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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1.本篇文章所列舉鋼橋預裝常見缺失是筆者早年於鋼構廠駐廠監造及近年走

訪各鋼構廠所發現，主要是營造廠低價搶標，相對壓縮鋼構廠的報價，而一

些僅做過建築鋼骨大樓之鋼構廠、也大量投入鋼橋製造。對鋼橋生產流程所

需注意事項與所採施工規範並不了解，欠缺鋼橋施作經驗之技術品管人員。

而鋼構廠因來價低，於各製造流程上也省略一些工序，而國內公共工程常需

配合選舉因素，壓縮了合理工期，礙於工期壓力鋼構廠及監造單位無法按規

定步步到位，相關的預裝檢查迫於現實，發現之缺失無法於拆卸前改善，俟

拆卸後或留至工地架設時再處理，常影響工地架設進度及工程品質。依國內

目前公共工程常以選舉考量而壓縮合理工期之現象，相信短期仍無法改善，

但可先提升鋼構廠施工水準及監造單位監造能力，鋼構廠分級制度之實施是

有其必要；另監造單位應長期派員駐廠監造，監造人員應受相關鋼構專業訓

練及考核，如受過目前鋼結構協會及銲接協會所舉辦鋼構監造及銲接檢驗相

關訓練課程並考試通過。 

2.另因國內鋼橋已朝向大型化，鋼橋預裝臨時螺栓及導孔栓使用數量之合理

性，有檢討之必要，鋼構廠及監造單位不能鴕鳥心態，與事實不符之自主檢

查與二級查驗表內容不能若無其事，建議由鋼構協會邀集國內橋梁製造較具

規模之廠家，對不同規模尺寸構件研訂出作合理之需求數量，提供給工程主

辦或管理機關，納入施工規範或契約修訂之依據。在未修訂前，可參考筆者

所提供之導孔拴及螺栓打設位置及數量之配置案例，可由鋼構廠於施工計畫

中提出，經以審查方式通過後據以辦理。 

參考資料： 

〔1〕李家順，鋼結構橋梁預裝(假組立)目的與檢查項目介紹。 

〔2〕交通部公路總局「鋼橋設計與施工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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