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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愛河水環境改善計畫-愛河水質改善計畫- 
南北大溝改善 

細部設計書圖審查會 

紀  錄 

一、 時間：106 年 11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15 時 30分 

二、 開會地點：本府鳳山行政中心第二會議室 

三、 主持人：梁總工程司錦淵                記錄：曾顯琳 

四、 各出席單位及人員： 

五、 各出席單位及人員： 
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未出席 
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南區分處：林淳一、馮詩瑋 
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王冠雄 
高雄市水利技師公會：林允斌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原振圖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陳韋任提供書面意見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陳憬霖提供書面意見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陳憬霖提供書面意見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李政隆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林東慶、邱仕宏、孫志智、

張慧婷 
本局市區排水一科：張育豪、蔡季陸、黃春景 

六、 各單位意見： 
(一). 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南區分處：  

1、 建本標工程編號為「106-G303-0102-6400-1010」，請分別

於報告書及圖說內補充。 

2、 有關本工程名稱請依「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一批提

報案件所核定之工程名稱一致（工程名稱：「全國水環境

改善計畫」愛河水質改善計畫-南北大溝改善），並請將
「工程」兩字刪除。 

3、 有關「基本設計審查自主檢核表」請於本案設計完成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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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本署備查時一併提送，並請於備註欄說明相關資料之

頁碼；另請核至局長章。 
4、 本案所核列中央補助經費為5,460萬元(總經費為7,000萬

元)，經查簡報本工程預算總工程經費為8,200萬元，工程

經費超出部分請市府自籌辦理。 

5、 請確認本案是否有用地問題或用地是否已取得。 

6、 請說明 7.0K+200→0K+306 係考量海側箱涵施作，而非

考量 AC 路面施作。 

7、 請補充地質鑽探、地下水位調查資料、施工網圖及施工

規範。 

8、 細部設計圖請補充說明水準點引測依據。 

9、 預算書： 

(1) 首頁缺少核章表，另請於該頁說明工程概要及工期等

資料。 

(2) 總表項次壹.二.a~f 之項目應非屬間接費用；另項次壹.
二.e 承包商管理費請包含利潤。 

(3) 詳細價目表壹.一.a.1~8 之工項請再檢核是否有重複
編列之虞。 

(4) 詳細價目表壹.一.a.18 是否需採靜壓式鋼板樁，請再

檢討。 

(5) 經查預算書項次壹.一.a.30「排水人孔，人孔蓋及蓋

座，球狀石墨鑄鐵，開口直徑 750mm」之尺寸與設

計圖說不符，請檢核修正。 

(6) 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c.5「臨時辦公室及簡報設備等

(租用)」，該項目請於臨時設施費或工程管理費項下支

出，建議刪除。 

(7) 請補列有價物料剩餘價值折價費，並依據「高雄市土

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第五條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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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 
1、 未檢附地質鑽孔圖，無法檢核相關設施是否適當? 
2、 未見地下水位高程，排水箱涵是否檢核過浮力影響?排水

箱涵底部是否檢核過地耐力是否足夠? 
3、 未檢附結構計算書，未見箱涵受力後之彎矩圖(M-D)，無

從檢核箱涵鋼筋設計是否適當? 
4、 未見植栽相關圖說。 
5、 圖說002/037:工程告示牌如何固定? 
6、 圖說003/037:施工說明中第42，請補充鋼筋間隔器之材質

及形狀。 
7、 圖說003/037:施工說明中第44，結構體暴露之稜角應以大

於2公分，無標示上限，是否恰當? 
8、 圖說003/037:罰則第1，勞工安全衛生及品管工程師其名

稱已有修訂過，請更新。 
9、 63(右岸)是否不需要擋土設施?0K+214.89~0K306.63(左

岸)是否有需要施作雙層鋼版樁?本案能否考慮施作水中

版樁。 
10、 圖說013/037:排水縱斷面圖之虛線為渠底高程或海床

高程，請標示清楚。 
11、 圖說014/037:箱涵標準斷面圖(二)中，箱涵與三號船

渠渠底間縫隙內填140kg/cm2混凝土用意為何?另施作∮

60植入式基樁為抗浮力樁或載重樁? 
12、 圖說015/037:本案鄰房保護措施是否過於保守，請再

檢討。 
13、 圖說021/037:箱涵鋼筋數量表中編號6，間隔為0是否

正確?請再檢討。 
14、 圖說021/037:箱涵鋼筋數量表中編號6，間隔為0是否

正確?請再檢討。 
15、 圖說026/037:預壘樁之箍筋是為螺旋箍筋或原箍筋?

若為圓箍筋請修正疊接詳圖，若為螺旋箍筋頂部及底部

伸展長度應依規定標示清楚。 
16、 圖說027/037:植入樁施工說明是否須採用離心製造?

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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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預算書總表:植栽工程?承包商管理費(約7%) 利潤? 
18、 預算書詳細價目表:項次14普通模板，甲種? 
19、 預算書詳細價目表:項次32級配粒料底層，碎石級配

請補充相關圖說。 
20、 預算書詳細價目表:第貳.第五項土壤夯壓試驗請編列

基樁試驗費。 
(三).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1、 請於平面圖套繪捷運潛盾隧道位置，圖資請洽高雄捷運
公司李先生聯絡電話7939001分機81513。 

2、 第三船渠南側新設箱涵下方設有捷運潛盾隧道及聯絡通

道，聯絡通道施作時其周邊曾進行地盤改良，隧道覆土
深度約22M，新設箱涵基樁底部距隧道頂部未達6M，且

植入式基樁鑽掘開挖之土壤鬆弛，土壓降低等現象，是

否對隧道及聯絡通道發生影響並抵觸聯絡通道之地改範
圍，請評估。 

3、 依本局106年7月11日發佈之「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禁限

建範圍內列管案件管理作業要點」，對捷運潛盾隧道之
影響分級為第1區，相關安全影響評估、監測計畫及施工

計畫等文件，請貴局提送專業單位審查，並請核編相關

審查費用。 
4、 本案於開工前請將安全影響評估、監測計畫及施工計畫

等審查報告送本局同意，並辦理捷運設施開工前現況調

查、測量及提送監測初始值報告。 
(四). 高雄市水利技師公會： 

1、 在同樣條件下，抽水站是否操作程序要修正，因為下游

渠道增加5倍，迴水計算在抽水站外水會增加許多。請補
充前計劃計算結果，作為此次計算之比較。 

2、 水理計算第5頁，下游箱涵尺寸為5mx1.8m，但標準圖為

6 m x 1 . 8 m，請修正並檢視 S W M M參數之設定。 
(五).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及高雄港務分公司： 

1、 建議箱涵路線盡可能遠離高雄港永久水準點。 
2、 圖號003-請註明乙方於該工程施作完成後，應重新檢測

「高雄港永久水準點」，高程控制檢測須經檢測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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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之一等一級水準點至少 4 點，其精度均符合規範每

測段往返最大閉合差±2.5mm√K。平面控制檢測以內政部
公告之一、二等衛星控制點作為已知平面控制點，採GPS
衛星定位儀進行靜態測量為原則，精度至少需符合加密

控制測量精度標準。該上述重新檢測成果報告書須經臺
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之同意。如重新檢

測之精度不符前述相關規定，或該水準點有明顯外部損

壞，乙方應依前述規定及內政部一等水準點設置規範辦
理「高雄港永久水準點」新設工程。 

3、 圖號003-另請註明，承商進場施工前應先行函報臺灣港

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申請相關許可，方可施
工。 

4、 圖號006-建議補充：本工程高程系統使用內政部水準高

程(專業名稱請查明)。 
5、 圖號009、010-圖面標示左岸及右岸是否應以里程增加方

向，來區分左岸及右岸。 
6、 圖號014-箱涵標準斷面圖(一)原土回填，建請改為石料或

良質砂。 
7、 圖號021-鋼筋搭接標示76,100代表為何? 
8、 圖號022-鋼筋搭接標示76,100代表為何?箱涵尺寸建議應

明確標示？ 
9、 圖號033-砂土回填建議改為良質砂回填。另應本處海域

回填無法夯實，建議良質砂土回填先行預高，或適當預
壓，似沉陷較為穩定時再做鋪面工程。 

10、 圖號034-輪檔詳細圖建議繪製與實際相符之型式。卸扣

尺寸無標示。輪碰錨碇示意圖單位是否有誤請明察。 
11、 圖號035-單位是否有誤請明察。 
12、 以下空白。 

(六).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1、 查本工程施工範圍均位於港區內，尚無依本市使用道路

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作業規定提送交通維持計畫之需

要，惟請於工區出入口，指派交管人員協助大型車進出，
另如有聯結（砂石）車行經管制路段之需求，請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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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另請港務公司協助於施工期間加強宣導車輛慢行

注意安全。 
(七). 本局市區排水一科： 

1、 蓬萊路施工是否涉及道路挖掘申請，請再確認。如要申

請則應編列挖掘許可費及攝影機之費用。 
2、 材料試驗表項次5CLSM試驗與標準斷面圖採原土及級

配粒料回填不一致，請修正。 
3、 箱涵標準斷面圖(一)，施作里程標示有誤。 
4、 箱涵標準斷面圖(二)，雙層鋼版樁內是回填CLSM或原土

層內填水泥漿固化，請釐清並註明清楚。另外屆時鋼版

樁可否順利引拔，請再考量。 
5、 箱涵出口斷面(頂EL+0.21)均在平均潮位+0.6以下，屆時

可否重力排放。 
6、 預算安全影響評估報告編列70萬元，施作的內容是什麼?

請註明。 
7、 品管作業費編列117萬元，單價分析均為1式計價，是否

恰當?另其單價內有檢驗報告1式20萬元，是指哪些報告? 
8、 臨時擋抽排水費單價內有編列6m及9m鋼版樁費用，是否

需要? 
9、 圖面請加註工程編號:106-G303-0102-6400-1010 
10、 圖說009/037:0K+005~0K+070為後續擴充範圍，建議將

上游列為後續擴充範圍。 
11、 依施工經驗，本案地下水位約在路面下1公尺處，設計

採用雙層靜壓式鋼版樁是否合適，請再評估。 
12、 捷運路線示意圖應加粗線明顯標示，在禁限建範圍內該

注意事項應明確說明。 
13、 圖說011/037:蓬萊路穿越箱涵位置既有管線分佈應標

示；未來管線遷改方案應先擬定。 
14、 圖說014/037:在3船渠內雙層版樁圍堰施工可行性，在既

有海床打設基樁施工可行性及相關承載力、抗上浮力計

算，請補充；註5里程有誤，請修正。 
15、 圖說015/037:港史館之臨時支撐如何固定，請修正。 
16、 構造物開挖土方處理費用未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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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於港區內CLSM材料填加環保底渣可行性，請評估。 
18、 鋼筋試驗費用之取樣號數，請依設計使用號數編列。 
19、 圍堰土內填土費用未編列；鋼板樁拔除後圍堰土內填土

處理方式未說明。 
20、 建議水平支撐採M2計價。 
21、 結構物監測標的物請於圖面上標示。 
22、 鋼板樁與箱涵結構之空隙60公分作業空間不足，建議箱

涵外側採免拆模施工。 
23、 箱涵與捷運相交處施工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24、 本案於港區內施工除了於蓬萊路穿越箱涵外，其餘箱涵

均於封閉區域施工，所編列義交指揮人員請依所需編列
費用並採一般指揮人員即可。 

25、 本案相關直接或間接工項內一式部分未量化且過於浮

編，請補充或修正。 
七、 會議結論： 

請鴻威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依與會委員及各

單位審查意見，儘速將修正後細部設計成果報局憑辦。 

八、 散會時間：下午 17 點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