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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要：  

本標範圍：臺中市松竹二號橋西岸起，沿松竹路、

北屯路、文心路四、三、二段至大隆路交

叉口止，共計 7.951公里。 

 

契約總價：76億 7,600萬元 

開工日：102 年 03月 15日 

施工進度：實際 43 %(預定 40.5%) 

契約預定實質完工日：106年 11月 24日 

契約預定竣工日：108年 03月 27日 

細部設計廠商：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監造單位：捷運工程局中區工程處土木第二工務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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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捷運綠線工程為交通部、臺北市政府、臺中市

政府簽定三方協議書，交由臺北市政府捷運局代辦

設計施工，故由捷運局中工處發包由廠商施工，捷

運局中工處負責監造。本局施工監造為重點監造，

即施工廠商於提送各工項施工計畫時即由本局監造

單位律定各工項之重點查核項目(查核點)，施工廠

商施工至查核點時，必頇通知捷運局監造單位查核

確認後始可繼續下一階段之作業。本案事發前地面

組裝之螺栓鎖固、吊車噸數、交維佈設等均經捷運

局監造單位查核始得進行後續作業，案發當時為吊

裝施工過程，故捷運局監造單位於其他工區進行其

他查核作業，並未於案發現場。 

 

二、事故描述及初步原因探討 

台中捷運 104 年 4 月 10 日下午 4 時 50 分於台中北

屯路與文心路 4 段交岔路口，施作鋼箱梁吊裝作業

(5B02 單元；墩柱編號 P0515-P0516 )，以兩台 250

噸吊車進行 43 公尺長、209 公噸重之連續曲線鋼箱

梁吊裝時，因該路段屬轉彎線段，發生意外事故，

當場壓毀一輛轎車，現場波及駕駛 1 人死亡，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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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路燈及變電箱受損，工人 7 人分送慈濟醫院

及中國醫藥大學醫院搶救，其中 3人死亡，4人受傷

目前仍在醫院治療中。 

事故初步原因係該路段為彎曲線段，事發時鋼箱樑

雖已吊放至帽樑處，惟於第一台吊車解開吊耳後，

16:40開始解開第二台吊車吊耳時，產生重心偏移致

鋼樑掉落。初步了解有包括吊裝作業員及現場作業

指揮等人為作業疏失之可能，將待檢調釐清。另事

故原因除人為疏失外是否為吊車承壓板缺失、吊裝

偏心、交維計畫之妥適性、施工及現場吊裝計畫等

亦或其他原因，將進一步了解釐清。 

 

意外事故路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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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箱樑吊裝作業 

 

事故現場照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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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現場照片(二) 

 

事故現場照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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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現場照片(四) 

 

三、事故發生後之善後處置 

16:50 捷運局中工處接獲廠商事故通報後立即成立

前進指揮所，中工處余處長即赴工地現場處置，捷

運局 17:23 接獲通報，17:25成立應變中心，另市府

指示捷運局傅副局長進駐台中負責緊急應變事宜。 

捷運局中工處及施工廠商遠揚工程已派員至醫院慰

問傷者，並協助傷亡人員之家屬，致送每人慰問金 5

萬元，並請施工廠商指派專人全時協助傷亡人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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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處理相關事宜。另於 4/11上午 11:30 台北市黃

世傑衛生局長代表柯市長，與台中市林市長及徐永

年衛生局長，一同前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探望

傷者及家屬。 

事故發生後，台中捷運全線吊裝作業暫停，檢察官

已到現場完成勘驗。遠揚營造總經理郭林已到事故

現場處理。台中捷運工程險承保保險公司已派公證

人到台中協助廠商遠揚營造公司。 

路面復原作業，北屯路南側於今晨(4/11)5:20 恢復

交通，北屯路北側於今晨 7:00 恢復交通。停電 48

戶已於今晨 6:15 修復通電，停水戶 1 戶已於 14:55

修復通水。 

本次人員傷亡之重大意外事故，造成社會不安，捷

運局致上最大歉意，將與施工單位全力處理後續復

原工作與檢討事故之發生原因，並儘速配合檢察官

之調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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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箱樑吊離車道作業(一) 

 

鋼箱樑吊離車道作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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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吊裝作業交維計畫說明 

本吊裝工作除依施工計畫進行外，仍需配合經地方

交通主管機關核定之交通維持計畫來進行，其中鋼

箱梁吊裝預計 103 年 4 月 4 日至 104 年 10 月 4 日，

吊車於夜間(23:30～05:30)運至工地內即吊裝施工，

每日日間作業工作時間為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於

學生上下學及上下班交通尖峰時間(7-9、16-19 時)

避開影響車輛及人員行進之工作，並於日間非尖峰

時間佔用一向一快車道吊裝施工(如附錄 1)。本次施

工時間為下午 4 時前要完成，施工廠商依現場判斷

可能有申請延長之必要，遂依施工通報單(如附錄 2)

向本局及臺中市政府交通局提出延長之通報，以維

持施工安全。本工程計有鋼箱梁 82單元，截至目前

總計完成 37 單元，日間完成的有 17 單元，夜間完

成的有 20 單元。惟後續將依台中市政府交通主管機

關指示辦理後續。 

 

五、全面停工及復工 

目前工區因工地意外造成傷亡，已全面停工，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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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及捷運工程局會負起相關的責任及配合後

續的調查與善後。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傅副局長與中工處余處長

於 14:00 參加台中市政府工安事件討論會議，向台

中市林市長報告說明。 

後續將和臺中市政府、設計顧問、施工廠商就施工

計畫、安衛計畫、交維計畫全面檢視，對施工方法、

吊裝方式、時間、管制重點、交通管制及維持等作

深入探討，作為復工後施工之重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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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交通維持計畫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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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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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廠商吊裝作業時間表(由遠揚廠商提供) 

 

時間 工項 備註 

0800-0900 吊車進入工地現場待命 

工班準備工具 

因施工動線影響圍籬需拆除改

用三角錐臨時替代 

0900-1000 北屯路南下內側車道封閉 

吊車開始站立準備吊掛 

第一階段交維開始

(0900-1600) 

1000-1130 鋼樑第一階段吊掛作業 (上行線 GB6-GB8，三個節

塊吊掛初期，北上側臨時

封閉內側一車道

(1000-1030)) 

1130-1330 第一階段吊裝完成 

第一台 250T吊車移車準備安

裝第四個節塊(GB5) 

保留第二台 250T吊車繼續吊掛

支撐 

1330-1630 第四節塊吊裝完成 起吊初期，北上側臨時封閉內

側一車道(1330-1400) 

1500 時現場研判可能無法於

1600 完成撤收，立即申請緊急

交維(1600-2000) 

1630-1640 第一台吊車開始陸續解開吊耳 第一台吊車解除吊耳 

1640-1650 第二台吊車開始解開吊耳 第二台吊車吊耳解除過程事故

發生，立即通報消防及相關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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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媒體記者意見回應及說明 

1. 媒體質疑吊車支撐腳未舖設枕木，造成事故:經查

吊車腳整支插進柏油路面，係因鋼箱樑掉落時拉

扯吊車，致吊車腳扯斷，插進柏油路面，為事故

後之結果，而非事故之起因！但是確切原因，則

將待並配合檢察官進一步調查。 

2. 台中捷運綠線工程因臺中市政府用地徵收取得延

遲，致對工期造成延誤，但今年初，臺北捷運局

已與臺中市政府達成協議，辦理修正時程計畫，

行政院核定中。依協議，107 年底試營運，109

年底全線通車，目前皆依計畫進行，且進度有些

許超前，並無趕工情形。 

3. 交通維持計畫是在施工中維持交通行的需求，交

維範圍依施工需求，細部設計廠商擬訂提報台北

捷運局中工處工務所審查，轉送臺中市政府核定

後，由廠商依計畫執行，本次施工吊裝，係依交

維計畫執行，其中或有交維計畫不夠周延部分或

廠商執行不周，本局將進一步檢討。 

4. 吊裝計畫由施工廠商提報，並經專業技師簽證。

本施工標其他路段類此吊裝規模已有成功吊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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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本案意外事故應屬個案，且初判有人為作業

疏失之可能，包括吊裝作業員及現場作業指揮疏

失等，將待檢調釐清，台北捷運局全力配合。另

事故原因除人為疏失外是否為吊車承壓板缺失、

吊裝偏心、交維計畫之妥適性、施工及現場吊裝

計畫等亦或其他原因，將進一步了解澄清。 

5. 本施工標台北捷運局已有工程統保由國泰產物負

責，第三人意外身亡有 500 萬之保險理賠，另施

工人員依相關雇主及勞保法令規定予以從寬辦理

保險理賠，保險不足部分台北捷運局亦要求施工

廠商負責處理，台北捷運局將依契約規定督導施

工廠商與傷患家屬儘速達成撫卹協議。 

6. 本施工標相關施工作業皆有預先排定施作期程，

並依排定之時程與順序施工，並未有日間或夜間

施工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