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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先格

橋梁的

健康檢查與病歷
橋梁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無論是開車、騎車、走路、搭火車或捷運都會使用到橋梁。
橋梁管理機關使用橋梁管理系統掌握轄下橋梁的狀況，
適時進行橋梁的檢測與維修，
以維護橋梁的安全，給大眾一條平安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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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行橋

鐵道橋

台灣隨處可見橋
「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是台灣地區
陸路交通的寫照，多山多谷的地形必須仰
賴橋梁作為連結。隨著十大建設、十二大
建設及十四大建設大舉興建各項基礎設施，
許多橋梁在這時期陸續興建完竣。平面路
網逐漸完備後，為了紓解日見壅塞的平面
車流，立體的高快速路網也一條接一條地
完工通車。這些高架橋梁不再是單純為了
跨越河川、山谷等地形障礙，更被賦予了

人行∕自行車橋。

提供民眾安全、舒適、快速抵達目的地的
使命。
台灣處處都有橋，除了一般汽車通行

「橋梁安全維護工作計畫」，擬定橋梁維護

的橋梁，高鐵、捷運路線中也有許多部分

與管理的短、中、長期做法。長期工作項

是橋梁外，還有跨越十字路口的人行天橋、

目包括建立橋梁管理系統、定期進行橋梁

風景區的吊橋及天空步道、建築之間的空

普查、檢討修訂橋梁作業規範、持續研發

橋，以及近年來逐漸增加的自行車道也多

推廣橋梁工程的新工法、新材料及檢測補

是橋梁結構。簡而言之，可以把台灣地區

強技術等。

的橋梁分為 3 大類：車行橋、鐵道橋及人
行∕自行車橋。為了有效管理為數眾多的
橋梁，橋梁管理系統便成為橋梁管理機關
不可或缺的工具。

橋梁管理系統的發展
民國 84 年行政院責成交通部積極進行
各項橋梁安全維護作業，交通部據此提報

因此自民國 84 年開始，高公局、公路
總局、鐵路局、住都局、基隆港務局、台
北市政府、台北縣政府、台中縣政府、台
南市政府等單位都配合交通部的橋梁管理
政策，自行委託學術單位或顧問公司開發
所屬的橋梁管理系統。台北市政府養工處
於民國 84 年開始發展「台北市橋涵維護管
理系統」，是最早開始發展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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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台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的開發重點
包含橋梁構件化、檢測行動化及功能客製化，
以提升橋梁檢測的效率及品質。
基隆港務局轄的西岸高架道路橋梁，是國
內最早興建的高架公路橋梁，主要供港區貨櫃

民國 102 年，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再次委託中央
大學進行「第二代台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

運輸，總長約 3 公里。基隆港務局於民國 84

（簡稱 TBMS2）的開發，開發重點包含橋梁「構

年開始開發「西岸高架橋橋梁管理系統」，並

件化」、檢測「行動化」及功能「客製化」，以

於民國 87 年 6 月改版完成，是國內少見的專

利各橋梁管理機關確保所轄橋梁資料的完整與

案層級橋梁管理系統。

詳實，同時提升橋梁檢測的效率及品質。

公路總局的橋梁管理系統於民國 87 年由
中央大學規劃開發完成，是當時功能最為完整
且實用的橋梁管理系統。高公局的「國道高速
公路局橋梁養護管理系統」，同樣於民國 87 年
由昭淩工程顧問公司開發完成。鐵路局的「鐵
路橋梁管理系統」則於民國 88 年由中華顧問
工程司開發完成。
民國 88 年 3 月，中央橋梁技術諮詢委員

許多人曾玩過積木或組裝過模型，把一塊
塊的積木堆成一座房子或城堡，當然也可以堆
成橋梁，在 TBMS2 開發重點中的「構件化」
就屬於這一概念。橋梁管理系統的核心是橋梁
基本資料，必須先有基本資料，後續的檢測、

會第一次會議決議，確認開發全國性的橋梁管

維修與補強資料才能依序建立。然而基本資料

理系統，並進行全國橋梁基本資料普查作業。

可以簡化也可以很複雜，若以汽車為例，最基

同年 11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委託中央大學

本的資料只需要車牌號碼、車主姓名、廠牌、

橋梁工程研究中心進行「台灣地區橋梁管理資

顏色、排氣量等資訊，但要更細緻的資料，可

訊 系 統 」（Taiwan Bridge Management System,

以包含軸距、油耗、前後避震器型式、車胎規

簡稱 TBMS）的開發，作為全國各單位共同使
用的橋梁管理系統。

格、鈑金厚度等。
一座橋梁最基本的資料包含橋名、橋梁編

於此同時，全國橋梁普查作業也積極展開，

號、管理機關、橋長、所在位置等資訊，而所

並限期於 89 年底前完成普查。民國 89 年底，

謂「構件化」便是除了橋梁基本資料之外，再

TBMS 正式上線使用，全國橋梁普查作業的成

把橋梁的各構件建檔，例如有幾支主梁、幾座

果包含第一次目視檢測資料都輸入系統中。

橋墩柱、幾道伸縮縫等，以及這些構件分別是

把這些「構件」繪製成 3D 的「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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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第二代台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中橋梁 3D 示意模型自動生成功能，按照橋梁的基本資料及構件資料堆疊出
整座橋的 3D 示意模型。

什麼型式、什麼材質等。在 TBMS2 中共定義
了 49 項橋梁構件，但並非每座橋都要建立 49

方式呈現出系統中每一座橋，不需鉅細靡遺
地輸入每個構件的尺寸。

類構件，僅須建立這座橋有的構件即可，例如
斜張橋需要建立橋塔、橋塔基礎、錨定裝置及
斜張鋼纜的構件基本資料，但一般的梁式橋就
不需填寫這些資料。

平板也可用於檢測橋梁
一座橋梁新建完成後，隨即進入維護階

這些橋梁「構件」就像前面提到的積木，

段，如同車輛要定期檢查、保養一樣，橋梁

預先把這些「構件」繪製成 3D 的「積木」，

也需要定期檢測。依照交通部頒布的「公路橋

再透過 TBMS2 中橋梁 3D 示意模型自動生成

梁檢測及補強規範」規定，每座橋梁每兩年需

功能，按照橋梁的基本資料及構件資料堆疊出

進行一次全面性的定期檢查，最長不得超過

整座橋的 3D 示意模型。這裡提到是 3D 示意

4 年。實務上，部分橋梁管理機關會提高重要

模型，意思是這些模型並非按照實際尺寸精確

橋梁的檢測頻率到一年一次，甚至半年檢測一

地繪製出來，僅在形狀上大致相似，以簡單的

次，檢測結果都要輸入橋梁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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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檢測方式，檢測人員攜帶紙本檢測表至現場
填寫檢測紀錄。

橋梁檢測人員攜帶安裝有 TBMS2 APP 的平板電腦至橋
梁現地填寫檢測紀錄，取代傳統的紙筆方式紀錄。

我國目前使用的橋梁定期檢測的評定方式
0

1

2

3

4

劣化程度

無此項目

良好

尚可

差

嚴重損壞

劣化範圍

無法檢測 *

10％以下

10％∼ 30％

30％∼ 60％

60％以上

橋梁結構及
用路人安全影響性

無法判定重要性

微

小

中

大

維修急迫性

無法判定急迫性

例行養護

3 年內維護或
持續追蹤

1 年內維護

緊急處置

* 這構件無法直接目視評等，如地面下之橋台基礎或橋墩基礎等構件。

我國目前使用的定期檢測方法稱為
DER&U 法， 對 每 一 個 檢 測 項 目（ 構 件 ）

依「劣化程度」（Degree, D）、「劣化範圍」

（Extent, E），以及對「橋梁結構和用路人

安 全 影 響 性 」（Relevancy, R）， 分 別 給 予

傳統的紙筆方式紀錄。
檢測人員於檢測橋梁前在 TBMS2 APP
中下載欲檢測的橋梁基本資料、檢測人員
資料及檢測單位資料（下載過程平板須能

1 ∼ 4 的評分。1 代表狀況良好，4 則代表

連結網際網路），抵達橋梁現地後，從已下

狀況十分嚴重，當構件有劣化時，則需給

載的橋梁清單、檢測人員清單及檢測單位

予建議維修工法，再針對維修的「急迫性」

清單中選取橋梁、檢測人員及檢測單位。

（Urgency, U）加以評定。

在 TBMS2 中， 定 期 檢 測 時 要 針 對 橋

梁基本資料所建立的各「構件」檢測，例
如一座橋建立了 100 支主梁的資料，定期

TBMS2 APP 會要求每位檢測人員自拍頭像
（最後完成檢測時也要自拍），自拍完成後
便可開始檢測。
TBMS2 APP 也會依據橋梁的基本資料

檢測時就要分別填寫這 100 支主梁評估值。

及構件資料產生整座橋的 3D 示意模型，檢

供了一套檢測用的行動裝置應用程式（稱

對構件狀況進行評等。若構件狀況良好，

為 TBMS2 APP）， 分 為 iOS 版 及 Android

需拍攝構件良好的照片，若構件有劣化，

版，支援目前市面上絕大部分的平板電腦。

則需先選擇劣化類型、標示劣化位置、拍

橋梁檢測人員可攜帶安裝有 TBMS2 APP 的

攝劣化照片然後填寫評估值。已檢測過的

TBMS2 開發重點中的「行動化」，就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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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MS2 APP 檢測流程

所有構件檢測完成
填寫鑑測人員意見
檢測人員自拍頭像

下載橋梁資料、
檢測人員資料、
檢測單位資料
選取橋梁開始檢測
檢測人員自拍頭像

檢測下一構件

點選橋梁構件
選擇構件狀態

填寫 DERU 值
及劣化狀況描述

構件有劣化時
標註劣化態樣及位置
拍攝構件劣化照片
（也可拍攝影片）

檢測人員在檢測橋梁前於 TBMS2 APP 中下載欲進行檢測的橋梁基本資料、檢測人員資料及檢測單位資料，抵達
橋梁現地後，從已下載的橋梁清單、檢測人員清單及檢測單位清單中選取橋梁、檢測人員及檢測單位，TBMS2
APP 會要求每位檢測人員自拍頭像，自拍完成後便可開始檢測。TBMS2 APP 也會依據橋梁的基本資料及構件資
料產生整座橋的 3D 示意模型，檢測人員可以點 3D 示意模型上的橋梁構件，對構件狀況進行評等。若構件狀況
良好，需拍攝構件良好的照片，若構件有劣化，則需先選擇劣化類型、標示劣化位置、拍攝劣化照片然後填寫 D、
E、R 及 U 評估值（左圖）。已檢測過的構件在 3D 示意模型中會改變顏色，若構件狀況較差會變成黃色，嚴重損
壞則變為紅色（右圖）。

構件在 3D 示意模型中會改變顏色，若構件狀

中所要取得的資訊不同，而不同類型的橋、

況較差會變成黃色，嚴重損壞則變為紅色。

不同的管理機關也有不同的管理機制，因

在檢測過程中，TBMS2 APP 會記錄平板

的 GPS 座標，待資料上傳至 TBMS2 主系統後

此在 TBMS2 開發重點中包含了「客製化」。
例如先前提到在實務上，部分橋梁管

便可顯示檢測的軌跡。所有構件檢測完成後，

理機關會提高重要橋梁的檢測頻率，橋梁

最後需填寫檢測人員意見然後自拍頭像。整個

管理系統便會依機關所提出的原則，自動

檢測過程平板不需連結網際網路，因橋梁所在

判定每座橋梁的檢測頻率，並在系統上顯

位置不一定有網路訊號，檢測人員可於返回辦

示應檢測橋梁、已檢測橋梁，尚未檢測橋

公室後再連接網路，透過 TBMS2 APP 內的上
傳功能，把檢測結果上傳至 TBMS2 主系統。

系統也可以訂製

梁，以及逾期未檢測的橋梁數及清單。當
檢測人員把 TBMS2 APP 上的檢測紀錄上傳

到 TBMS2 主系統後，這些橋梁數及清單也
會隨之變動。

整個橋梁管理過程中有各類的人員，各自

檢測是橋梁維護的一環，另一環則是

扮演不同的角色。第一線的檢測人員、地方單

維修。針對檢測時發現的劣化，橋梁管理

位主管、橋梁管理機關決策者，以及中央部會

機關必須適時維修，因此 TBMS2 中也提供

的監督者，不同位階的管理者自橋梁管理系統

不同的統計與查詢功能，幫助管理者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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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有感地震發生後，第二代台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TBMS2）會收到中央氣象局傳來的地震資料，再與系統
中橋梁的 GPS 座標套疊，便可知道橋址所在位置的震度。若達到橋梁管理機關所設定的應檢測標準，TBMS2 會自動
發送簡訊及 email 通知相關人員，同時在 TBMS2 的防災資訊模組中提供受影響橋梁的位置及清單。

所轄管橋梁劣化的狀況，有哪些應維修橋梁
（或構件）、已維修橋梁（或構件），以及尚未
維修的橋梁（或構件）。TBMS2 也針對更高位
階的管理者開發智慧查核功能，包含基本資料
查核、檢測資料查核、檢測行為查核，以及維
修紀錄查核，透過系統中各項資料的交叉搜尋
與比對，找出疑似有誤的地方。
例如在去年的定期檢測中填維修急迫性＝
3 或 4 的構件，在沒有任何維修紀錄的情形下，

在今年的定期檢測中變為維修急迫性＝ 1 或 2，
代表的意思是橋梁會自行修復！通常劣化只會

不用按小鈴鐺也會通知你
台灣地區位於地震活躍的環太平洋火山
帶，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板塊交界上。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台灣地區發生芮氏地震規模

7.3 的強震（稱為 921 大地震或集集大地震），
震央位於南投縣集集，是車籠埔斷層錯動所
引發的內陸淺層地震，在南投及台中造成很
大的災害，共有 26 座橋梁斷裂或嚴重損壞，
在斷層通過或位於近斷層區的橋梁都產生嚴
重的毀損。因此，地震後對於橋梁的檢測不
可少。

越來越嚴重，不可能會自動變好，發生這一狀

每當有感地震發生後，TBMS2 會收到中

況有幾種原因，其一是實際上有維修，但並未

央氣象局傳來的地震資料，再與系統中橋梁

把維修紀錄輸入 TBMS2。另外就是檢測人員

的 GPS 座標套疊，便可知道橋址所在位置的

的判斷有誤差，比較常見的狀況是去年與今年

震度。若達到橋梁管理機關所設定的應檢測標

的橋梁檢測公司不同，這時須進一步確認橋梁

準，TBMS2 會自動發送簡訊及 email 通知相關

的實際狀況，避免因誤判而輕忽了橋梁的劣化

人員，同時在 TBMS2 的防災資訊模組中提供

狀態。

受影響橋梁的位置及清單。

檢測是橋梁維護的一環，另一環則是維修。
針對檢測時發現的劣化，橋梁管理機關必須適時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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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管理系統會隨著科技的進步、政策的改變，
以及管理思維的更新而不斷調整。
造成包含雙園大橋在內共 129 座橋梁斷裂損毀；
民國 99 年 8 月一場大雨過後，台中大里的健
民橋橋墩傾斜造成斷橋。
因颱風或豪雨造成的斷橋事件不只前述 3
件，橋梁管理機關在颱洪期間總是嚴陣以待，
希望能趕在災害發生前封橋，維護人民行的安
全。TBMS2 透過資料介接方式，取得水利署
各河川的水位測站、水庫測站，以及氣象局各
地雨量站的資料。橋梁管理機關可針對有沖
刷問題的橋梁設定警戒水位及雨量，當雨量
或水位達到警戒值後，TBMS2 便會發送簡訊
及 email 給相關人員，提醒應進行巡查或相關
作為。

橋梁的健康檢查與病歷資料庫
「台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自民國 89

年底上線運作至今，累積了 20 年台灣大小橋

梁的檢測資料及維修紀錄。期間陸續加入新完
工的橋，也有拆除或受災損毀的橋，就如同人
有生老病死一般。橋梁管理系統會隨著科技的
進步、政策的改變，以及管理思維的更新而不
斷調整。
除了地震之外，台灣地區橋梁夏季常受到颱風及
豪雨的侵襲，暴漲的溪水也造成跨河橋梁基礎的
沖刷。民國 97 年辛樂克颱風挾帶強風豪雨侵襲台
灣，造成后豐大橋斷橋（上圖）。民國 98 年的莫
拉克颱風，三天內在南部地區降下了 3,059 毫米的
雨量，洪水夾雜漂浮木、消波塊及大塊土石撞擊橋
墩，造成包含雙園大橋在內共 129 座橋梁斷裂損毀
（中圖）。民國 99 年 8 月一場大雨過後，台中大里
的健民橋橋墩傾斜造成斷橋（下圖）。

然而系統的功能再強大，它的使用者還是
人，系統的成敗仰賴於橋梁管理相關的各位階
人員的努力。需要第一線人員詳實地檢測並把
結果輸入系統，需要管理機關承辦人員適時發
包維修並在系統中建立維修紀錄，需要氣象、
水利單位定時提供地震及水情資料，也需要上
位決策者願意參考系統的各項統計資料，提出
橋梁管理的各項方針及作為，使台灣地區的橋

除了地震之外，台灣地區橋梁夏季常

梁管理作業不斷精進。

受到颱風及豪雨的侵襲，暴漲的溪水也造
成跨河橋梁基礎的沖刷。民國 97 年辛樂克
颱風挾帶強風豪雨侵襲台灣，造成后豐大
橋斷橋；民國 98 年的莫拉克颱風，3 天內
在南部地區降下了 3,059 毫米的雨量，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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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雜漂浮木、消波塊及大塊土石撞擊橋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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