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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颱風洪水地震常造成橋梁損毀，2009 年莫拉克颱風造成 100 餘座橋梁
被土石流沖毀，造成山區住宅被孤立，導致緊急救災不易與人員物資難以
運送。為能在緊急災變發生時提供快速救援，需開發救災用輕便橋及施工
技術，提供短時間內容易組裝的簡便橋梁，作為緊急疏散及運送救災物資
用。
本計畫目標為：(1)完成可承載 5 噸、適用跨度 10~50 米、橋面寬 3 米
之模組化救災用便橋，提出安全可行之組裝與架設方法，以提升救災人員
於高致災風險環境之作業效能。(2)完成救災用便橋之模組化設計技術與快
速組裝技術。透過本計畫將可縮短救災用橋梁之架設時間及提高災害搶救
人員於架設橋梁時之安全性。並與產業上中下游廠商合作研究，研發成果
能積極落實應用，在天災來臨時能縮短道路搶通及人員救援時間，降低人
命傷亡與財產損失。
研究結果顯示：(1)桁架式複合材料節塊組合橋可以提高 50 米跨度救災
便橋的勁度，滿足撓度與跨度比的要求；(2)橋梁快速組裝技術對提高工人
安全，縮短救災便橋組裝時間有重要貢獻；(3)橋梁節塊推進工法的施工效
率高於懸臂吊裝工法；(4)橋梁節塊推進工法可以避免工人在河面上施工，
應該更為安全。
關鍵詞：緊急救災，模組化複合材料橋梁，桁架式複合材料橋梁，快速組
裝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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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wing to recent extreme climate, typhoons, floods and earthquakes have become the
largest natural disaster threat of natural in Taiwan over the years. Due to the above natural
disaster, some bridges were damaged, resulting in isolated mountain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and the inability to deliver emergency relief supplies. In order to provide quick emergency
relief, the simple construction of a temporary bridge becomes critical for the transportation
and delivery of food and medical supplies into the emergency disaster area. Composite
materials for footbridges and vehicular traffic applications have been widely used at overseas,
but they are not suitable for applying to the disaster relief applications.
The objectives of this research program are conducted (1) to complete the carrying 5 tons,
span 10~50 meters, 3 meters wide bridge width relief with the modularization and easy
assembly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disaster relief and the safety of
operation personnel in a high-risk risk environment, (2) to complete the modularization, easy
assembly, and construction integration of the disaster relief bridge. In order to reach in an
emergency disaster occurs, the fastest way to build temporary bridge to provide a
transportation of people and motor vehicles, evacuate victims and deliver food supplies to
disaster area, and effectively grasp the golden rescue time.
In this report, a modular truss-type composite temporary rescue bridge is proposed, and a
50-m span asymmetric self-anchored truss type segmental cable-stayed bridge was designed,
and experimentally validated to improve the stiffness of a longer span (50m) bridge. The
proposed easy assembly technology for construction were validated by an on-site experiment
and virtual model experiment. The assembly process had been found to improve the worker
safety of the bridge construction and shorten assembly time of the bridge. Two different
construction processes, the cantilever erection method and the incremental launching method,
had be compared to improve the safety of the worker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1) the modular truss-type composite bridge could improve the stiffness of 50-m span
temporary rescue bridg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deflection-to-span ratio; (2) easy
assembly technology for bridge construction ha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improving the
worker safety and shortening assembly time of the temporary rescue bridge; (3) the
incremental launching method has mor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then the cantilever erection
method; (4) the incremental launching method could prevent workers from constructing
above the river and should be more secure for safety.
Keywords: Emergency Disaster Relief, Modular Composite Bridge, Truss-type Composite
Bridge, Easy Assembly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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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近年來由於極端氣候之影響，颱風洪水已成為我國歷年來最大天然災
害，如 2009 年發生的八八水災造成全國 100 餘座橋梁被土石流沖毀，造成
山區住宅社區成為孤島，導致救災不易與人員物資難以運送。為能在緊急
災變發生時提供快速搶通與救援，本計畫預計開發災區緊急搶通使用之輕
量化、易組裝及可重覆使用之複合材料輕量化便橋，以縮短道路搶通及人
員救援時間。
國內因豪雨或地震致橋梁損毀，使道路交通中斷，在工程施工機具數
量有限或無法進入需要支援之區域，期能短時間內可靠人力進行輕便橋梁
架設，並可重複使用，供人、車通行，疏散災民及運送糧食物資。國內現
有材料產業尚無法滿足水患、土石流造成橋梁毀損後的救災需求，因此，
開發一種強度高、重量輕、組裝簡易迅速之便利橋梁技術，為目前我國救
災產業技術開發的重點。我國尚未具備複合材料便橋之設計、製造、組裝、
材料及測試驗證技術。故本計畫預計開發複合材料輕便橋相關技術，帶動
國內複合材料於防救災科技之研發，落實國內廠商複材結構件之製造能力
與開發國產複材輕便橋。
災害發生時常造成交通設施的損毀或因受災現場環境影響，導致緊急
救災不易與人員物資難以運送或撤離。然目前所使用之救災用輔助機具在
啟用時間及嚴苛環境適應性上均有提升的空間，為因應緊急災變發生時提
供快速救援之需求，有必要針對災害搶救輔助機具或設施進行開發或改
良，以保障救災人員安全，降低人民生命財產損失。因此本計畫開發模組
化之救災用便橋，提升救災人員於高致災風險環境之作業效能並保障人員
安全，以滿足災時快速救援之需求，有效掌握黃金救援時刻，降低人民生
命財產損失。
本計畫目標為：(1)完成可承載 5 噸、適用跨度 10~50 米、橋面寬 3 米
之模組化救災用便橋，提出安全可行之快速組裝與架設方法，以提升救災
人員於高致災風險環境之作業效能。(2)完成救災用便橋之模組化設計技術
與快速組裝技術。透過本計畫將可縮短救災用橋梁之架設時間及提高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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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人員於架設橋梁時之安全性。並與產業上中下游廠商合作研究，研發
成果能積極落實應用，在天災來臨時能縮短道路搶通及人員救援時間，降
低人命傷亡與財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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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目的
本計畫運用複合材料之高比強度、比剛性與重量輕等特性，建立複合
材料輕便橋分析、設計、製造與快速組裝技術，應用於救災用輕便橋之開
發。希望研發成果能積極落實應用，在天災來臨時能縮短道路搶通及人員
救援時間，降低人命傷亡與財產損失。

2.1 救災用便橋之模組化技術研發
本計畫運用複合材料之高比強度、比剛性與重量輕等特性，建立救災
用便橋之模組化技術，研發成果可縮短救災用橋梁之架設時間及提高災害
搶救人員於架設橋梁時之安全性。希望研發成果能積極落實應用，在天災
來臨時能縮短道路搶通及人員救援時間，降低人命傷亡與財產損失。簡易
便利之輕便橋梁，因必須符合快速救災與緊急交通往來之需求，通常須包
含下列之特點，如：(1)具模組化施工性：在專業施工團隊缺乏之情況下，
若具有相同之施工程序與簡易輕便性，即可增加搭建的效率，減少搭建過
程中之錯誤。(2)具模組化快速組裝之接頭：搭建之過程中，顧及施工人員
之安全性，必須由特殊之節塊間接頭，暫時固定懸吊中之節塊，以利後續
之施作。(3)具可拆解及可重複使用性：該輕便橋應屬短期(如數天至數星期)
或中長期(如數月至半年)，為符合期經濟效益，必需可於完成任務後，能利
用不具破壞性之拆除方法，完整拆卸整座橋梁，爾後可於不同橋梁位置上，
繼續重複使用。

2.2 救災用便橋之快速組裝技術研發
為了達到快速施工目的，一些研究設計了快速結構接頭，並發展一個
專為該接頭組裝的方法，這些研究所發展的接頭與方法，目的是加速施工
外，也讓施工過程，人員更加安全。 在 1994 年美國團隊開發的 ATLSS 系
統被開發出來，完成自動化鋼梁組裝[1]。ATLSS 系統式利用釣繩驅動的史
都華平台控制鋼梁的姿態，再利用梯形卡榫式公母頭完成梁與柱的接合。
但這系統因為設備價格太高，喪失了在現在營建業使用的經濟性[2]。相對
於 ATLSS 的全自動鋼梁組裝 Conxtech 建立了許多不同設計限制下的快速組
裝結構接頭，ConXtech 藉由減少橋梁結塊組裝的工作時間長度來保護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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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間暴露在施工過程的風險[3]。然而有一些研究則是專注在可讓鋼梁自
動組裝的接頭設計方法，Kim 和其團隊開發了一個自動化梁對柱的組裝方
法，利用的是設計接頭預先穿過引導繩再用兩個自行開發的鋼梁牽引機
器，導引梁與柱的接合處對齊並完成接合[4]。Liang 等人則開發以角動量守
恆應用在鋼梁自旋裝置，透過 Quicon 的接頭設計再利用自旋箱完成旋轉鋼
梁而接合[5]。
本分項之目的為完成施工安全導向的快速接頭結構設計與快速組裝方
法，以提升 GFRP 橋梁節塊組裝速度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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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救災用便橋之模組化技術研發
本研究為開發救災用便橋之模組化技術，主要項目包括，模組化橋梁
結構分析與設計、結構用複材構件與接合設計。
3.1.1 模組化橋梁結構分析與設計
依據本計畫之計畫目標：開發可承載 5 噸、適用跨度 10~50 米、橋面
寬 3 米之模組化救災用便橋。由於本次研究之輕便橋其目標跨徑需達 50
米，故設計時必須同時考慮減輕橋梁自重並且橋梁本身須具備足夠之勁
度，且可抵抗風力所導致的橋梁晃動情形，故橋梁形式可沿用前期研究所
使用之非對稱斜張橋型式(如圖 3.1.1)，再輔以桁架型式之主梁斷面。斜張
橋之橋型易於克服較大之跨距，而桁架型式則可有效減輕橋梁自重及較佳
之抗扭勁度，抵抗風力所帶來的晃動情況。

圖 3.1.1 使用桁架主梁之非對稱斜張橋橋型
考量推動國內防災產業，以國內複材構件製造商生產之槽型 203 x 60 x
10 mm、方管 102 x 102 x 6 mm 及 L 型 102 x 102 x 12 mm 等玻璃纖維複合
材料斷面，設計完成之斜張橋桁架主梁模組(Module)如圖 3.1.2。因現有玻
璃纖維複合材料(GFRP)斷面較小，並非適合結構件使用。為了滿足橋梁之
勁度需求，因此必須使用組合斷面，以加大斷面之勁度，減少橋梁受活載
重之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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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4500 x 1500 x 440 mm 複合材料桁架主梁模組(Module)
運用 SAP2000 結構分析軟體，建立 50 米跨度救災用便橋有限單元模型
如圖 3.1.3 所示，橋塔高 13 公尺，河岸段由 25 公尺長之鋼構模組(Module)
組成，跨河段由 9 個複合材料桁架節塊(由桁架主梁模組所組成)及 2 個鋼構
模組轉接節塊組成。進行 5 噸活載重於跨河段 50 公尺跨度中不同位置所產
生之變形分析。

圖 3.1.3

50 米跨度救災用便橋有限單元模型

3.1.2 結構用複材構件與接合設計
50 米跨度救災用便橋承受 5 噸活載重時最大變形，雖然符合 USDA
(2011)中複合材料橋梁容許變形量之要求。但是模態分析結果顯示，第 1 模
態之頻率為 0.763 Hz，模態如圖 3.1.4 所示，此為橋梁側向振動之第 1 模態。
第 4 模態之頻率為 2.25 Hz，模態如圖 3.1.5 所示，此為橋梁垂直向振動之
第 1 模態。依據 AASHTO (2008)及 USDA (2011)對複合材料橋梁基本振動
頻率要求，此初步設計之救災用便橋，垂直基本振動頻率為 2.25 Hz < 3 Hz，
側向直基本振動頻率為 0.763 Hz < 1.3 Hz，均無法滿足 AASHTO 規範之要
6

求。顯示以國內複材構件製造商生產之玻璃纖維複合材料斷面太小，無法
滿足橋梁結構用複材構件之特性需求。建議依載重需求(自重、活載重、側
風力等)重新設計救災用便橋，以滿足變形量、基本振動頻率及功能性需求
(簡易便利、可重複使用等)；並結合國內複材構件製造商開發結構用複材構
件與接頭，如工字形或方管複材構件及接頭，使桁架節塊之主梁模組能更
輕、更簡便，以符合救災用便橋儲存、運輸、組合與系統架設之需求。

(a) 3D view

(b) Top view

圖 3.1.4 50 米跨度救災用便橋第 1 模態(Mode 1, T = 1.311 sec, f = 0.763 Hz)

(a) 3D view

(b) Side view

圖 3.1.5 50 米跨度救災用便橋第 4 模態(Mode 4, T = 0.444 sec, f = 2.250 Hz)

3.2 救災用便橋之快速組裝技術研發
本章節將分別說明以施工安全為導向的節塊接頭結構設計，與節塊快
速組裝技術與方法。
3.2.1 節塊接頭設計
考量力量傳遞及組裝方便性，採用叉銷(Pin)接合方式為接頭之設計重
點，接合板左側設計為與複合材料構件之螺栓接合，接合板右側設計為叉
銷接合之公(母)接頭，圖 3.2.1 顯示上弦材接頭設計結果，圖 3.2.2 顯示下
弦材接頭設計結果，此接頭只傳遞軸力與剪力，組合後之接頭如圖 3.2.1(c)
及圖 3.2.2(c)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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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上弦材公接頭

(b)上弦材母接頭

(c)上弦材接頭組合圖
圖 3.2.1 上弦材接頭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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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下弦材公接頭

( b)下弦材母接頭

(c)下弦材接頭組合圖
圖 3.2.2 下弦材接頭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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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節塊快速組裝技術與方法
本報告比較懸臂吊裝工法(Cantilever erection method)和節塊推進工法
(Incremental launching method)之間的運行效率指標。因此依照這兩種方法的
組裝需求，懸臂吊裝工法可以先結合上弦材之接頭，再以旋轉姿態來組裝
下弦材接頭，施工方法如圖 3.2.3 所示。圖中顯示可以蜘蛛吊車吊裝節塊，
先以叉銷結合上弦材接頭節，再以旋轉方式完成節塊組裝，組裝完成後之
雙節塊輕便橋如圖 3.2.4 所示。

圖 3.2.3 節塊接頭組裝旋轉施工法

(a)雙節塊組合上視圖

(b)雙節塊組合側視圖
圖 3.2.4 雙節塊組裝結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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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前期計畫已完成 20 米跨度之救災用複合材料輕便橋之開發，該橋為一
座可在機具及人力有限狀況下，於 6 小時內搭建完成之便橋，可縮短道路
搶通及人員救援之時間。然而實際應用時，橋梁跨度需達 50 米以上才足夠；
且在惡劣環境下於河面上施工會威脅工人安全。因此本研究以複合材料桁
架式節塊結構及快速組裝技術，嘗試解決以上問題。

4.1 救災用便橋之模組化技術研發
4.1.1 桁架式複合材料救災便橋之設計
設計案例為考慮受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影響，形成孤島的社區有 50 米
跨度橋梁被洪水沖走，造成交通中斷。需要在 8 小時內建造臨時救災便橋，
緊急搶通以便 5 噸的小型卡車可以將救災物資運送到形成孤島的受災地區。
臨時救災用橋梁由結構鋼和 GFRP 複合材料組成。文中鋼結構設計遵
循交通部頒布之公路橋梁設計規範，複合材料結構採用美國農業部(USDA)
林務局的設計規範。50 米跨度桁架式複合材料救災便橋有限單元模型(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如圖 4.1.1 所示，設計結果如圖 4.1.2，橋型使用單塔
式非對稱斜張橋，桁架節塊主梁由 GFRP 拉擠成型之 203×60×9.5 mm 槽型
材及 101×101×6 mm 方管組成。本文輕便橋淨跨度為 50 米，換算其容許撓
度為 12.5 公分。考量設計運送物資之車輛載重為 5 噸，根據影響線觀念進
行分析，獲得輕便橋主跨最大變位為 10.67 公分(即跨徑的 1/400)，符合設
計條件之要求(如圖 4.1.3 所示)。

圖 4.1.1

50 米跨度桁架式複材救災便橋有限單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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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50 米跨度桁架式複材救災便橋受 5 噸活載重之變形分析結果

4.1.2 桁架式複合材料節塊試驗與比較
本研究採用單一桁架式複合材料節塊進行撓曲試驗，比較節塊之變形
與勁度，以驗證 50 米跨度桁架式複材救災便橋有限單元模型之正確性。圖
4.1.4 顯示桁架式複合材料節塊係部設計之結果，節塊由 G1、G2 和 G3 三
個主梁組成，中間以 D1、D2 和 D3 三個隔板連接而成。圖 4.1.5 顯示桁架
式複合材料節塊主梁之組裝過程，圖 4.1.6 為在 1/2 跨度試體上施加載荷的
彎曲試驗之實驗裝置。測試程序包括彎曲測試與結構之系統識別，以測量
桁架式複合材料節塊的變形形狀和勁度，以便校準前述之有限元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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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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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桁架式複材節塊試(a)上視圖，(b)側視圖 (單位：mm)

(a)

(b)

(c)

圖 4.1.5 桁架式複材節塊試體組裝與準備

圖 4.1.6 桁架式複材節塊試體實驗裝置(施力於 1/2 跨度)
圖 4.1.7 及圖 4.1.8 顯示桁架式複合材料節塊有限單元模型分析結果與
實驗室試驗測量結果之比較。圖 4.1.7 為於桁架式複合材料節塊跨度中央施
加 20~50 kN 的荷載下中間主梁的變形形狀，實線為有限單元模型分析之結
果，虛線為試驗測量之結果。結果顯示 FEM 模型可以精確預測 GFRP 主梁
之撓度，得到令人滿意的精度。圖 4.1.8 為桁架節塊跨度中央受力下之力與
變形關係曲線(即為桁架節塊之勁度)，結果顯示 FEM 模型可以精確預測
GFRP 主梁之勁度。經由比較模擬分析和實驗之結果，可以驗證 FEM 模型
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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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桁架式複材節塊變形之模型分析與試驗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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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桁架式複材節塊勁度之模型分析與試驗結果比較
圖 4.1.9 顯示複合材料節塊進行撓曲試驗時，設置應變記的位置為：上
弦材的頂部及底部、垂直桿件、對角撐桿與下弦材的頂部及底部，以進行
應變的測量。 圖 4.1.10 顯示最大縱向應變為 3.23x10-4，發生在 G2 主梁上
弦材底部(圖 4.1.9)。 然而，最小的縱向應變為 -3.51x10-4，發生在 G2 主梁
上弦材頂部(圖 4.1.9)。由試驗結果得知，最大與最小縱向應變均遠小於容
許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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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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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桁架主梁之應變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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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0 G2 桁架主梁之縱向應變量測結果(P=0-50 kN)

4.2 救災用便橋之快速組裝技術研發
4.2.1 救災用便橋組裝效率分析
經由救災用輕便橋進行救災任務的運行效率分析，比較懸臂吊裝工法
(Cantilever erection method，如圖 4.2.1 所示)和節塊推進工法(Incremental
launching method，如圖 4.2.2 所示)之間的運行效率指標。使用之效率指標
包括：(1)施工人員安全、(2)組裝時間、(3)施工所需的設備和人力及(4)額
外配重需求等。

(a)

(b)

(c)

(d)

(e)

圖 4.2.1 救災用輕便橋之懸臂吊裝工法

(a)

(b)

(c)

(d)

(e)

圖 4.2.2 救災用輕便橋之節塊推進工法
施工人員之安全是要考慮的第一個指標。對於懸臂吊裝工法，採用微
型履帶吊車代替施工人員在跨河段施工於河面上作業之過程，提高了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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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的安全性。儘管如此，節塊推進工法是在河岸進行組裝，然後推向對
岸隔離端，以避免在河上進行施工，更能確保施工人員的安全。
組裝時間分析
本研究利用前述研究的梁連接器進行自動組裝試驗，自動組裝技術考
慮移動式起重機如何在現場沒有任何工人的情況下，完成起重和裝配任務
的技術要求。圖 4.2.3 顯示 50 米跨度臨時救災便橋在原施工方式、懸臂吊
裝工法及節塊推進工法，三種不同施工方法的施工時間分析結果。紅線為
橋梁懸臂吊裝工法之分析結果，由於採用自動組裝技術，縮短河流上方的
施工過程，總施工時間縮短為 430 分鐘。藍線為橋梁節塊推進工法之分析
結果，由於避免了河流上方的施工過程，總施工時間大幅縮短為 370 分
鐘，滿足 8 小時內建造完成之要求。
Assembly of Steel segment A - (SA)
Assembly of Steel segment B - (SB)
Assembly of Steel segment C - (SC)
Assembly of Steel segment D - (SD)
Assembly of Steel segment E - (SE)
Assembly of Steel segment F - (SF)
Assembly of Steel segment G - (SG)
Assembly of H-shaped pillars - (HP)
Cable connection with SA, SB, SC and HP
Assembly of GFRP segment A - (GA)
Cable connection between GA and HP
Lifting GB and connected to GA
Assembly of GFRP segment C - (GC)
Cable connection between GC and HP
Lifting GD and connected to GC
Assembly of GFRP segment E - (GE)
Cable connection between GE and HP
Lifting GF and connected to GE
Assembly of GFRP segment B - (GG)
Cable connection between GG and HP
Lifting GH and connected to GG
Assembly of GFRP segment I - (GI)
Cable connection between GI and HP
Lifting GJ and connected to GI
Assembly of GFRP segment K - (GK)
Cable connection between GK and HP
Laying bridge deck on SB
Laying bridge deck on SD
Laying bridge deck on SF
Laying bridge deck on GA
Laying bridge deck on GC
Laying bridge deck on GE
Laying bridge deck on GG
Laying bridge deck on GI
Laying bridge deck on 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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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0

120

180

240

300

360

420

480

540

Time (min)

圖 4.2.3

50 米跨度複材救災便橋自動組裝與施工時間分析

4.2.2 救災用便橋資源需求分析
施工設備和人力分析
救災用便橋的施工設備和人力分析，比較原施工方法、懸臂吊裝工法
和節塊推進工法之差異。原施工方法的設備包括簡單的工具和一台小型吊
卡車。懸臂吊裝工法及節塊推進工法使用的設備均包括簡單的工具、小型
吊卡車和微型履帶起重機，以代替跨河施作過程中的施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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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顯示了 50 米跨度的臨時救援橋的三種不同施工過程之間的人
力分析結果。 灰線代表原施工方法，最高人力需求為 20 人，整個施工期
間總共需要 30 名施工人員。 紅線表示懸臂吊裝工法，最高人力需求為 15
人，整個施工期間總共需要 30 名施工人員。 藍線表示節塊推進工法，最
高人力需求為 25 人，整個施工期間總共需要 30 名施工人員。結果顯示原
施工方法、懸臂吊裝工法和節塊推進工法，三種施工方式對人力之需求相
近，差異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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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50 米跨度複材救災便橋之施工人力需求分析

額外配重需求分析
桁架式組合式臨時救災用便橋，應用自重平衡原理，採用懸臂吊裝工
法或節塊推進工法施工。在複合材料橋梁完成合攏與施工之前，通常需要
額外的配重，以平衡微型履帶起重機和施工期間複合材料節塊段的自重。
圖 4.2.5 顯示跨度為 50 m 的臨時救災用便橋在懸臂吊裝工法及節塊推
進工法，兩個不同工法施工過程中需要額外配重的分析結果。紅線表示懸
臂吊裝工法，在跨河段施工過程中，所需要的額外配重從 1.8 噸逐漸增加
到 25.8 噸。藍線表示節塊推進工法，在跨河段施工過程中，所需要的額外
配重從 3.8 噸增加到 8.9 噸。結果顯示，節塊推進工法在跨河段施工過程
中，所需要的額外配重較懸臂吊裝工法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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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50 米跨度複材救災便橋之額外配重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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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研究結果顯示：(1)桁架式複合材料節塊組合橋可以提高 50 米跨度救災
便橋的勁度，滿足撓度與跨度比的要求；(2)橋梁快速組裝技術對提高工人
安全，縮短救災便橋組裝時間有重要貢獻；(3)橋梁節塊推進工法的施工效
率高於懸臂吊裝工法；(4)橋梁節塊推進工法可以避免工人在河面上施工，
應該更為安全。

5.2 建議
本報告 3.1.2 節提到國內複材構件製造商生產之玻璃纖維複合材料斷面
太小，無法滿足橋梁結構用複材構件之特性需求。需結合國內複材構件製
造商開發結構用複材構件與接頭，如工字型或方管複材構件及接頭，使桁
架節塊之主梁模組能更輕、更簡便，以符合救災用便橋儲存、運輸、組合
與系統架設之需求。
本報告內容僅含 108 年執行內容部份，藉由精進防災科研技術、推動
防災產業鏈結，希望研發成果能積極落實應用，在天災來臨時能縮短道路
搶通及人員救援時間，降低人命傷亡與財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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