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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術館站為台鐵捷運化高雄計畫西段工程之地標型地下車站，站址距台鐵左營舊站 2.96 公

里、距高雄站 6.6 公里，緊臨內惟埤美術館文化園區，站區地面交通以馬卡道路與翠華路進行

區域連繫。美術館站位居都市核心，具高度景觀亮點，建築特色採減少整體空間量感為主的半

地面型地下車站，為降低樓層高度減少空間隔離，屋頂採大跨度不規則弧形構架跨越站區，塑

造結構力學工藝美感；另為順應綠色生態及建物可親性潮流，弧面屋頂上方被覆植生草皮及配

置景觀步道穿梭其間，營造城市休閒風情、開創地方特色。 
美術館車站地面站體分成曲面屋頂及玻璃帷幕屋頂兩大主軸；曲面屋頂為鋼骨搭配鋼筋混

凝土板，符合綠能、輕量化及覆土植生防水需求，屋頂與地下車站壁體銜接區域為鋼骨鋼筋混

凝土結構；玻璃帷幕屋頂係以門型鋼框架為主要構件，配置於防洪外牆及曲面屋頂上，玻璃帷

幕鑲嵌於主構架鋼管，設計時藉由結構配置規劃及精準掌握斷面尺寸，增加站體之可透視度、

形塑車站明亮空間。本車站施築受限於臨近道路交維及維持既有鐵路營運等要求，必須審慎妥

適規劃設計，以利工進，茲針就本站結構設計及施工考量作一介紹，以供後續類似工程參考。 

關鍵字：曲面屋頂、鋼骨鋼筋混凝土、玻璃帷幕 

Abstract 
The Fine-Arts Museum is a landmark of Kaohsiung  Metropolitan  Railway  Underground  

Project. The station site is 2.96 km away from Tsoying station and 6.6 km away from Kaohsiung 
station. The station’s ground level carries on the region transportation connected between MaKaDao 
road and CuiHua road. The Fine-Arts Museum ground station roof is divided into a curved roof and a 
glass curtain roof.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ion is limited by nearby traffic and railroad operation, and 
therefore need to be done cautious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tructur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is station's ground level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projects.  

Keywords: Surface roof, Steel reinforced concrete, Glass cu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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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位置圖 

一、前言 

美術館站係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台鐵捷運化建設案

高雄計畫西段工程之增設車站，東、西兩側緊臨馬卡道路

與翠華路，道路沿線都市規劃包括住宅區與公園用地，既

鄰近美術館園區且鄰近學校及社區公園。本站與現有之台

鐵左營(舊)站相距 2.96 公里、與增設之內惟站相距 1.50 公

里、鼓山站相距 1.18 公里，如圖 1 所示。 
配合鐵路永久軌縱坡線形規劃，本站屬半地面型建築

結構，採降低樓層一半高度，減少整體空間量感。另考慮

大高雄地區 200 年頻率洪水位之防洪保護高程在地表上約

2.25 公尺處，採地面墊高 1.2 公尺及搭配防洪閘門設計出入

口，同時採弧形站體屋面設計兼具防水牆功能。建築造景

意象上，弧面屋頂上方覆土植生草皮及配置景觀休閒步道

穿梭其間，塑造可親性，整體景觀優美，成為當地指標性

建築物。 
本文主要係針對美術館站屋頂結構進行說明，屋頂可區分成曲面屋頂及玻璃帷幕屋頂兩大

區域，如圖 2~圖 5 所示。由於部分玻璃帷幕屋頂之基腳座立於曲面屋頂上，在設計時必須詳加

考慮曲面屋頂與玻璃帷幕屋頂間的互制關係，以掌控曲面屋頂變位，防止玻璃帷幕因擠壓變形

而損壞。另受限於美術館站臨近道路交維需求及必須維持既有鐵路營運等狀況，爰此，規劃分

階段施工時須能兼顧施工作業空間及行駛火車淨空間規定。茲特此將本站之設計及施工考量情

形，作一全面性介紹，以供後續類似工程之參考。 

圖 2 美術館站屋頂結構平面配置圖 

二、一般概述 

2.1 站體結構概述  
曲面屋頂尺寸為長 116 公尺、寬 29 公尺、板厚 0.7 公尺，投影面積約 1925 平方公尺；主梁

座位於屋簷處，為多箱室鋼箱結構；橫梁及繫梁採 H 型鋼梁構造，配置間距為 1.2 公尺，其兩

端分別固定於主梁及站體外牆；另鋼梁上方混凝土板厚度為 12.5 公分，提供防水及植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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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美術館站橫剖面透視圖 

圖 4 西側模擬屋頂完工透視圖 

圖 5 東側模擬屋頂完工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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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東側(馬卡道路)挑空區段配置 15 支直徑 50 公分支撐圓鋼柱，用於支撐曲面屋頂及懸掛在屋

頂上的玻璃帷幕屋頂，如圖 6 所示；圓鋼柱頂部鉸接於鋼箱主梁，底部座立於防洪外牆上，挑

空淨高約 4.5 公尺；西側(翠華路)直接埋入地面與站體外牆共構，改採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如

圖 7 所示。相關設計圖面如圖 8~圖 13 所示，圖中之尺寸單位為公厘。 

 

圖 6 屋頂東側面立面圖 

圖 7 屋頂西側面立面圖  

圖 8 曲面屋頂橫剖 U2 立面圖 

支撐圓鋼柱曲面屋頂玻璃帷幕屋頂 支撐圓鋼柱曲面屋頂玻璃帷幕屋頂

玻璃帷幕屋頂曲面屋頂 玻璃帷幕屋頂曲面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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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曲面屋頂橫剖 U5 立面圖 

  

圖10 西側主梁標準斷面圖 圖11 東側主梁標準斷面圖 

圖 12 橫梁及屋頂斷面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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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玻璃帷幕支撐構架示意圖 

圖 13 支撐圓鋼柱詳圖 
玻璃帷幕支撐構架以門型鋼框架為主要結

構系統，配置在地下站體防洪外牆與曲面屋頂

邊緣間；玻璃帷幕支撐構架為因應曲面屋頂邊

緣曲度，支撐構架之梁跨度與柱高亦隨之而變

化，玻璃帷幕屋頂最大跨度為 24 公尺，梁深為

80 公分之 I 型梁，柱為變斷面 I 型鋼柱，尺寸

從 80 公分漸變至 30 公分；玻璃帷幕支撐構架

之間以圓鋼管串連，提供彼此間必要的聯結與

穩定性，其中在屋頂邊緣處圓鋼管直徑為 50 公

分，其餘圓鋼管直徑為 27 公分，復配合玻璃帷

幕分割區塊，圓鋼管以約 170 公分間距佈設於

屋頂與外牆。整體系統配置方式，如圖 14 所示。 

2.2 設計標準及規範 
設計曲面屋頂及玻璃帷幕屋頂，引用之相關標準及規範如下： 
1. 內政部-「建築技術規則」。 
2. 內政部-「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與解說」。 
3. 內政部-「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與解說」。 

(

馬
卡
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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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內政部-「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 
5. 內政部-「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設計規範及解說」。 
6. 內政部-「鋼筋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與解說」。 
7. 臺鐵捷運化-「土木結構設計準則」。 
8. 美國混凝土學會(ACI)-「Building Code Requirements for Reinforced Concrete」。 
9. 美國鋼結構學會(AISC)-「Specification for the Design, Fabrication and Erection of Structural 

Steel for Buildings」、「Code of Standard Practice for Steel Buildings and Bridges」。 
10. 美 國 銲 接 學 會 (AWS)- 「 Structural Welding Code-Steel 」、「 Structural Welding 

Code-Reinforcing Steel」。 

2.3 設計參數 
1. 混凝土：採用第 I 種卜特蘭水泥，品質應符合 CNS61 卜特蘭水泥之規定，28 天之最小抗

壓強度(fc’)≧280 kgf/ cm2。 
2. 鋼筋：所有鋼筋應為熱軋竹節鋼筋，且不得使用線上熱處理鋼筋(或稱水淬鋼筋)，並應符

合 CNS560 之規定。 
高拉力鋼筋(CNS560-A2006 SD420W )(直徑≧19mm)  fy≧4200 kgf/ cm2 
中碳鋼筋(CNS560-A2006 SD280W)(直徑≦16mm)   fy≧2800 kgf/ cm2 

3. 結構鋼：鋼板應符合 CNS13812 G3262 建築結構用軋鋼料 SN490 之規定，其中板厚

40mm(不含)以下為 SN490B 或 SN490C，板厚 40mm(含)以上為 SN490C。熱軋型鋼亦可

選用 ASTM A36、A572 或同等品。 
板厚 40mm(不含)以下        fy≧3300 kgf/ cm2 
板厚 40mm(含)以上         fy≧3000 kgf/ cm2 

4. 鋼管應符合 CNS4435 G3102 STK500 或同等品之規定。 
STK 500                 fy≧3600 kgf/ cm2 

5. 強力螺栓(含螺帽及墊片等)應符合 ASTM A325 TYPE 3 摩擦式螺栓之規定。 

2.4 設計載重及組合 
載重及載重組合依「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設計規範及解說」[2]第 2.5 節之規定辦理，所採

用載重及相關載重組合如下： 
1. 載重： 
D：靜載重   L：活載重   Lr：屋頂載重  W：風力載重 
E：地震力載重   T：溫度載重   F：水壓力  H：土壓力 
2. 載重組合： 

1.4(D+F)     1.2(D+F+T)+1.6(L+H)+0.5Lr  1.2D+1.6Lr+(L or W) 
1.2D+1.6W+L+0.5Lr   1.2D+1.0E+L     0.9D+1.6W+1.6H 
0.9D+1.0E+1.6H 
對照「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1]第 2.2 節各式載重及載重組合之規定，本文

所考慮之載重種類比較詳盡，其中溫度載重、水壓力及土壓力等更是結構分析必須考慮之載重。 



第十屆中華民國結構工程研討會，2010 年 12 月 1~3 日 

 

8 

三、設計重點及說明 

3.1 鋼構造 
美術館站鋼構造進行結構設計時，為達到建築規劃空間通透及輕量造型意象，採限縮鋼構

尺寸及提高鋼板厚度之組合構件因應，設計最大鋼板厚度為 60 公厘；復考量鋼構元件運輸限制

性，鋼構造將區分成多段區塊，以利工廠製作後運輸至工地進行組裝。 
因應鋼構造之抗疲勞及銲接需求，鋼材特別選用 CNS 13812 建築結構用軋鋼料-SN 系列鋼

材[1]，主要是該系列鋼材具有可確保塑性變形能力，同時具較佳銲接性，並在鋼材厚度方向具

防層裂之機械性能等優點，同時亦具有規定降伏強度的上限，降伏比的上限，厚度方向斷面縮

減率的下限，衝擊值的下限，碳當量(Ceq)、銲接冷裂敏感指數(Pcm)的上限等特點，以利確保鋼

構品質，充分滿足耐震與施工性的需求。 

3.2 鋼骨鋼筋混凝土(SRC)構造 
考量與地下站體銜接課題上，屋頂埋入地表以下區域改採 SRC 構造進行設計，參考規範[2]

及翁正強教授之研究報告[3]，SRC 構造因同時有鋼骨與鋼筋混凝土存在，必須同時考慮鋼骨周

圍之主筋、箍筋、淨間距等因素，鋼骨與鋼筋間須保有適當間距，以利混凝土之澆置及發揮鋼

筋之握裹力。 
本工程在設計 SRC 梁-柱構材之設計強度時，係選用規範所建議之第一種設計法，採用「強

度疊加法」(Strength Superposition)與「相對剛度」(Relative Ridgidity)的概念來進行設計。程式

分析輸入之 SRC 構材斷面性質，係以鋼骨為主，鋼筋混凝土部份則參照規範[2]第七章之規定予

以折減。有關程式輸入之斷面積 A 及慣性矩 I 之計算公式如下： 

ss

ccss

AE
A0.55EAEA +

=  (1) 

ss

gcss

IE
I0.35EIE

I
+

=   (2) 

其中：Es、Ec=分別為鋼骨與混凝土之彈性模數，As、Ac=分別為鋼骨與鋼筋混凝土之斷面積，Is、

Ig=分別為鋼骨部分之慣性矩與鋼筋混凝土全斷面之慣性矩。 
鋼骨與鋼筋混凝土各別負擔之需求軸力 Pus、Purc 及需求彎矩 Mus、Murc 分述如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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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得構件各別需求力之後，再依鋼骨及鋼筋混凝土各別適用之規範進行設計。 
主梁、橫梁及防洪外牆之 SRC 斷面如圖 15~圖 18 所示，圖中之尺寸單位為公厘。 

  

圖15 西側主梁SRC斷面圖 圖16 東側主梁SRC斷面圖 

 
 

圖17 橫梁SRC斷面圖 圖18 防洪外牆SRC斷面圖 

3.3 玻璃帷幕屋頂與曲面屋頂之互制作用 
由於帷幕屋頂鋼構門型框架必須座立於曲面屋頂屋簷端，範圍約 70 公尺，且座落位置剛好

位於曲面屋頂挑空區段，因此必須有效控制曲面屋頂變位量，確保日後帷幕玻璃安裝無虞。 
首先將帷幕屋頂鋼構基腳固定於曲面屋頂東側屋簷旁之主梁上，利用主梁為雙箱室鋼箱結

構，具有較高勁度及抗扭性，降低鋼構基腳間之差異變位；其次在安裝程序上，規劃曲面屋頂

完成後，才架設帷幕屋頂之鋼構件，以消除靜重變形量，方可組裝玻璃帷幕系統。 

3.4 風力分析 
依「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4]設計玻璃帷幕支撐構架設計風力，以地況 C 設計，基

本設計風速為每秒 37.5 公尺，用途係數 I 分類為第三類建築等於 1.1，屬封閉式建築物。封閉式

或部分封閉式普通建築物或地上獨立結構物之主要風力抵抗系統所應承受之設計風壓 p，依下

式計算： 
)(GCq-qGCp piip=   (7)  

式中 q 為外風速壓， iq 為內風速壓，G 為普通建築物之陣風反應因子， pC 為外風壓係數， )(GCpi

為內風壓係數，經由計算，最大風力值為屋頂之風昇力(205kgf/m2)。 

3.5 動力與耐震分析 
本工址位於高雄市鼓山區，依內政部民國 95 年頒布「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5]相關

條文進行設計，其中用途係數 I 採用 1.25，最小設計水平力總橫力係數為 0.30。 
本工程屋頂形狀十分不規則，依據耐震設計規範，除依靜力分析法進行耐震分析與設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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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應依動力分析方法進行耐震檢核。為了能反應車站軸向及橫向地震反應之互制作用，以及高

振態之影響，採用多振態反應譜 CQC 疊加法進行動力分析，並要求軸向與橫向之有效質量和均

超過屋頂質量之 90%。 
本屋頂水平兩向基本振動週期，依分析結果，車站長剖向基本振動周期爲 0.145 秒，如圖

19 所示；車站短剖向基本振動周期爲 0.048 秒，如圖 20 所示；垂直向基本振動周期為 0.484 秒，

如圖 21 所示。 
另為確保結構物具有所需之韌性容量，除相關構材及接頭均配合規範[5][6]規定設計外，亦

將作用力反應至地下站體設計。 

 

   
圖19 車站長剖向基本振動週

期(T=0.145秒) 
圖20 車站短剖向基本振動週

期(T=0.048秒) 
圖21 車站垂直軸向基本振動

週期(T=0.484秒) 

四、施工重點及說明 

4.1 現場組裝施工 
由於屋頂結構屬三維空間架構，鋼梁柱尺寸變化極為不規則，組立施工難度甚高。受限於

鋼構材板厚因素，工廠製作完成鋼構件載運到現場後，鋼構件現場接頭仍必須採用銲接施工，

在施工構想上建議採設置臨時支撐塔架，首先組立主梁，後續再進行橫梁吊裝作業及鋼筋混凝

土版等施工。帷幕屋頂鋼構件須待曲面屋頂完成後再行施築。 
施工廠商應依圖說要求，考量施工機具與能量，妥適規劃吊裝程序，並詳加考慮預拱及銲

接收縮變形等因素，訂定完整施工計畫，俾利達成目標。 

4.2 與臨時軌近接施工 
本工程屋頂施工時，既有鐵路尚未地下化，仍維持在地面臨時軌營運。鑒於工址緊鄰既有

道路，且臨時軌道十分貼近站體施工範圍，比照過往近臨台鐵軌道施工要求，施工期間除應做

好必要防感電措施外，施工空間應與軌道中心至少維持 2.5 公尺以上淨寬度，且必要時可申請

夜間斷電施工，以維持施工安全，確保鐵路旅運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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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臨時軌中心

曲面屋頂屋簷配合永久軌下地後
二次施工，影響範圍76M

2.5m

二階臨時軌中心

曲面屋頂屋簷配合永久軌下地後
二次施工，影響範圍76M

2.5m

116M

2
9
m

二階臨時軌中心

屋頂

76M

屋簷二次施工範圍

寬2.5M、長76M

116M

2
9
m

二階臨時軌中心

屋頂

76M

屋簷二次施工範圍

寬2.5M、長76M

目前，配合近接施工淨間距之要求，曲面屋頂東側屋簷必須採二次施工，須俟鐵路地下化

後，方可施作，受影響區域如圖 22 及圖 23 所示。 

圖 22 屋簷二次施工平面示意圖 

圖 23 屋簷二次施工立面示意圖 

五、結論 

透過結構配置巧思，並經由精密分析設計與完整具體施工規劃，達成車站建築造型意象要

求，如圖 4 及圖 5 所示。本工程無論在設計及施工上難度極高，頗具挑戰；但特殊屋頂造型深

具建築結構曲線美感，完工後必定成為當地之重要地標，對觀光發展有非常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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