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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工程堆疊的層次美學-台灣高鐵雲林車站 

黃立宗 1、梁宇宸 2、陳宗志 3
 

1. 聯邦工程顧問公司 副總經理 結構技師 

2. 聯邦工程顧問公司 經理 結構技師 

3. 東鋼鋼結構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廠 廠長 

一、前言 

雲林高鐵車站不止是地方的重要建設，更是台灣運輸工程重要建設之一，從規劃設

計到完成發包等，經歷許多曲折，終於在各方期待下於 102 年 1 月動工。該站體建築設

計由大元聯合建築事務所姚仁喜建築師領軍設計，結構設計由聯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負

責，施工由長鴻營造承攬。但本工程除 RC 結構工程外，另為符合大跨距及因應地層下

陷，進而設計採自重較輕之鋼結構作為主站體之結構，鋼結構不但自重較輕對雲林地區

地層下陷之抑制有正面的幫助外，此材料亦為綠建築材料之一，對環保減碳亦有想當大

的助益，鋼結構工程由東鋼鋼結構負責施做。 

站體位於雲林縣虎尾鎮吳厝附近之「高速鐵路雲林車站特定區」內，特定區位處嘉

南平原北側濁水溪沖積扇上，地勢平坦，由東向西略為傾斜，區內坡度甚為緩和，高度

約為海拔 25 公尺。基地位置如圖 1.1 所示。 

 

 

圖 1.1 高鐵雲林站基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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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設計構想中，建築師以呈現地方特色的方式來凸顯本站之特殊性，圖 1.2 所示

為本站初始設計之輪廓，以虎的斑紋為發展主題，整個主體如同流線般的虎尾擺動。本

案站體部份為地上二層建築，無地下室樓層。行政辦公室採用鋼筋混凝土構造，其餘戶

外造型及大廳、屋頂結構採用鋼結構構造形成流線之意象，並透過不同屋頂形式與高程

變化形成多層次變化，這也是建築師在剛硬的結構中加入許多堆疊元素，讓其柔和的呈

現出如行雲流水般的節奏。而鋼結構亦是對變化過大的結構桿件，有較好的施工條件，

這也是鋼結構的優勢所在。 

 

圖 1.2 原始設計構想（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月台結構採用鋼筋混凝土單柱構造，但月台屋頂還是採重量較輕之鋼結構。因區域

地質差異沉陷問題，將透過適當配置伸縮縫區分為五個振動單元(單側)，標準跨距約

15m。另基礎採用筏基配合基樁施作，且基樁深度與主線基樁相同，可減緩差異沈陷的

未確定因素，確保建築機能之維持。設計完成之初，業主委託林同棪工程顧問公司針對

本案採用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方式整合建築、結構、機電三大系統之

檢討，以減少施工階段因設計產生之衝突，進而影響工進，讓設計整合更趨於完整。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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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方面東鋼鋼結構也針對鋼結構繪製 3D 施工圖並回饋給結構設計單位整合解決衝突

點。 

本文將介紹雲林高鐵的設計理念以及鋼結構施工規劃之情形，以及 BIM 如何在本

站運用及執行。 

二、建築簡介 

站體外觀設計除了整體虎尾斑意象表達外，將以玻璃為建材模擬雲霧規劃一座三層

樓高的高架車站，圖 2.1 為整體外觀 3D 模擬圖。一樓為車站大廳、站務、商業及機電

房等，二樓為行政辦公室，三樓則為車站月台，總高度 21 公尺，樓地板總面積約 2 萬

餘平方公尺，如圖 2.2 站體剖面圖所示，總共工期約 30.5 月。 

 

圖 2.1 整體外觀 3D 模擬圖 (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三、結構設計概念 

本站站體在規劃上於行政區域及月台採鋼筋混凝土結構設計，其它採用鋼結構，但

鋼筋混凝土以及鋼結構並非完全獨立。為了避免設置過多的伸縮縫，造成將來防水工程

施工困難，漏水問題雖不影響結構安全，但對於一個公眾建築物而言是重要考量。所以

結構設計採用整體連結的方式，由前站一直連結至後站，如圖 3.1 所示。圖中斜線區域

為鋼筋混凝結構，其它為鋼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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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雲林高鐵站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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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結構以 3D 分析模型建構，包括主站體、戶外鋼構造型等，並以 Shell 元素模擬

混凝土樓版。月台屋頂風力載重依據內政部頒佈之「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計算

風壓。整體結構之反應譜動力分析則依據 100 年 7 月內政部頒佈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

範及解說」規定計算設計反應譜，並考慮此站體之重要性，其用途係數 I 值採 1.5 設計

（一般建築結構 I=1.0）。 

結構分析使用程式將針對不同結構系統特性，將採用下列分析程式： 

1. Computers and Structures, ETABS: Three Dimensional Analysis and Design of 

Building Systems. 

2. Computers and Structures, SAP2000: Integrate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nd Design 

of Structures. 

3. Computers and Structures, SAFE: Integrated Analysis and Design of Slab Systems. 

前述程式依據 Computers and Structures 公司手冊說明分別係針對建築結構、一般結

構、與基礎版結構，惟前述程式核心皆為有限元素法之應用程式。ETABS 與 SAP2000

程式皆可用於處理力載重、變位載重、非等斷面元素、Shell 元素、反應譜分析與歷時

分析，兩程式皆已整合 RC 結構與鋼結構之設計模組。 

為反應基地土壤與基礎結構之互制行為，將依據鑽探報告資料計算基樁等值分析彈

簧加於基樁配置節點，筏基版下則置放一般土壤彈簧。SAFE 程式可考慮土壤受壓不受

拉之特性進行非線性分析（此部分不在本文中討論）。 

整體結構分析 3D 模型如圖 3.2 及 3.3 所示，結構模型的分析與實際可能的結構行為

需一致，並在分析完後考慮鋼筋混凝土與鋼骨接合的可能性，以符合力量之傳遞。 

3.1 結構系統說明 

整體結構除有伸縮縫隔開之獨立月台區域外，依結構特性大致可以分成兩個區域，

如圖 3.2 所示，一是大廳、辦公室區域，另一是後站月台共構區域，兩個單元於屋頂相

連在一起（圖 3.3）。主站體屬鋼筋混凝土二元結構系統，大廳區以鋼結構造型配合，兩

者相連接並成一振動單元。本章節將針對此部分之結構設計做一整體描述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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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雲林高鐵站結構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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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整體結構分析 3D 模型建構 1(SAP2000) 

 

大廳、辦公室區

月台後站共構區 大廳、辦公室區

 

圖 3.3 整體結構分析 3D 模型建構 2(SAP2000) 

（1）抗側力系統 

辦公室行政區為鋼筋混凝土建築，為整體結構（包含支撐大廳鋼結構）之主抗側力

系統，用於承受設計地震力與風力。辦公室行政區於 X 向(主站體建築物長向)採用梁柱

韌性抗彎矩構架系統，共具 12 跨構架；Y 向(主站體建築物短向) 採用剪力牆二元系統，

為具 2 跨構架。建築物標準柱距為 7.5 m，配合建築動線，於大廳通廊跨距為 15.0 m，

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R 取 4.0。站體基本資料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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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主站體結構基本資料表 

建築樓層 高度(m) 用途 

RF --- 斜屋頂 

2F 4.6～6.5 辦公室 

1F 6.5 
辦公室、門廳、旅客

休息室、售票處 

註：總樓高約 10.6～12.6 m (不含 1F 抬高)。 

（2）垂直力系統 

主站體外造型鋼框架結構與主站體形成三個層次，說明如下： 

(a) 第一個層次為站體入口，以倒 L 型鋼矩形管配合建築意象之曲線，以間距 2.5

公尺平行排列而成，一端固定於地表，一端緊靠站體大廳鋼架結構。 

(b) 第二個層次為站體大廳，以雙 I 型鋼梁構成一個單元組，一端支撐於第一層 X

向之大梁，另一端固定於辦公室站體結構，配合建築採光設計，雙 I 型鋼梁與

支撐柱以錯位方式配置。配合建築規劃具地方特色流線造型之意象，雙 I 型鋼

梁跨度隨曲線造型變化，最大跨度約 23.5m，最小跨度約 9.3m，大廳之梁以承

受垂直載重為主。 

(c) 第三個層次為主站體結構，係以鋼筋混凝土結構構成，結構詳圖 3.4 之說明。

圖 3.4 為前述之模型取局部講解，分析還是以圖 3.2 為之。 

(d) 第四層次為等候室屋頂，在第三層次與第五層次之間，設計採屬鋼骨結構。 

(e) 第五層次為月台屋頂與站體共構之屋頂，共構區一直包含整個後站之區域，除

月台柱及原有高鐵橋柱下穿堂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其它均為鋼結構設計。 

其它南北月台為獨立結構，中間另配置伸縮縫，本文並無特別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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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一：
主站體戶外走廊

層次二：
主站體大廳
鋼結構屋頂

層次三：
主站體辦公室
RC結構鋁包屋頂

 

圖 3.4 主站體與站體外鋼框架結構說明示意圖 

 

層次四：
屋頂一

層次五：
屋頂二 層次四：

屋頂一

 

圖 3.5 後站月台共構區說明示意圖 

（3）基礎構造 

因應本案工址長年超抽地下水有地層下陷現象，為避免發生差異沈陷影響日後建築

之使用性，主要基礎採用同主線道深度之基樁，並為配合防洪水位而將站體抬高，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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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採筏式基礎。在基樁與筏基聯合下並非每一柱位均有基樁，其中月台柱下具備獨立樁

基礎，其他柱位下則採跳跨方式配置樁基礎以減低成本。除外圍廊道外鋼柱均錨定地於

地梁內。 

3.2 結構平面說明 

本案屋頂因高層非一定值，而是每個區域都有變化，甚難以傳統的方式描述樓層說

明，故層次說明以結構來區分較為容易判別，不含基礎及 1F，如上節所述共可分為五

個層次，層次由高至低如圖 3.7 至圖 3.10 各層平面之說明。 

 

圖 3.6 雲林站主站體一層(1F)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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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層次一

 

圖 3.7 雲林站主站體二層(2F)結構圖 

 

屋頂層次二

屋頂層次三

 

圖 3.8 雲林站月台層及部分屋頂層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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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層次四

 

圖 3.9 雲林站主站體屋頂夾層及月台部分屋頂結構圖 

屋頂層次五

 

圖 3.10 雲林站主站體屋頂層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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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結構分析模型 

(1) 由 3.2 節所述，主站體結構與站體外造型鋼框架結構形成 3 個層次，為便於說明，

下述結構將取局部檢視圖示說明，如主站體鋼筋混凝土結構分析模型如圖 3.11 所

示，無顯示其它結構。主站體 RC 柱尺寸為 1 樓為 80X80cm 二樓為 70X70，RC 梁

尺寸主要為 60X80cm，如跨距達 15.0m 者，梁尺寸為 60X90cm，剪力牆厚度為 30cm。 

  

圖 3.11 雲林站主站體辦公室結構分析模擬圖 

(2) 層次一倒 L 型鋼架採用中空管狀鋼構，尺寸為 TUBE 600X300X22。層次二之站體

外大廳鋼框架跨度隨流線形變化，跨距最大值約 24.0m，所有鋼梁尺寸由此跨度鋼

構控制，型鋼尺寸為 BH 700X350X11X22 組成之 TRUSS 單元。 

層次一：以倒L
形為主要造型做
一延伸的變化

層次二：
H型鋼梁組成之
TRUSS單元

 

圖 3.12 雲林站主站體、大廳與站體外造型鋼框架之整體分析模擬圖 



 - 14 - 

 

 

 

 

 

 

 

圖 3.13 雲林站主站體大廳 TRUSS 單元細部詳圖 

3.4 結構振動週期與振態 

本案主站體與戶外鋼構之整體分析模型基本振態與週期如圖 3.14(a)~(b)所示。 

 
(a) X 向振態(T = 0.477 sec) 

 
(b) Y 向振態(T = 0.157 sec) 

圖 3.14 主站體與戶外鋼構之結構振態與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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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站體由鋼結構結構與鋼筋混凝土剪力牆複合系統結合而成，因兩者個別量體勁度差

距太大，且採離散型有限元素方法分析，故大部分的模態都是局部鋼結構桿件的模態，

並非整體結構的模態，一開始發生的模態幾乎是鋼構的模態，但鋼筋混凝土結構勁度較

大，尤其是 Y 方向有剪力牆，取決於靜力法規地震力應由鋼筋混凝土結構之週期決定才

可得到較保守及合理的設計，故可以找到鋼筋混凝土結構 X 方向週期為 0.447sec（發生

於第 5 個模態），Y 方向週期為 0.157sec（發生於第 37 個週期,之間發生的週期幾乎全是

鋼構桿件的模態）。 

同樣的圖 3.15 為後站月台與站體共構區的週期與模態。 

 
(a)月台共構單元結構 X 向振態(T= 0.402 sec) 

 

(b)月台共構單元單元結構 Y 向振態(T= 0.388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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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月台共構單元單元結構扭轉向振態(T= 0.587 sec) 

圖 3.15 月台共構區單元結構振態與週期 

綜合上述結構之分析應以整體模擬為佳，如此才能將一些連接部構體間的互制行為

反應出，並再分別檢討其桿件之設計是否合乎規定。 

四、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模型之使用 

台灣高鐵雲林車站具有工程規模龐大、施工介面複雜（造型特殊及鋼結構、鋼筋混

凝土結構混雜及施工廠商不同）、設計及施工時程緊迫及預算有限等特性，過去經驗顯

示常造成業主無論是在施工或營運上管理困難，故業主為減少耗費大量的人力與資源，

導入 3D 建築資訊模型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簡稱 BIM）的技術，以確保

各方面的整合能夠成功。 

4.1 設計階段建立之 3D 模型 

本案在建築、結構、機電設計時，由業主委託林同棪工程顧問公司建立 BIM 模型

（如圖 4.1），利用 3D 模型以檢討設計階段所產生之衝突介面。近年來各工程採用 BIM

技術，已非常普遍，作業上亦已成熟。高鐵雲林車站之結構造型特殊，有許多細部設計

常會導致與建築裝修面的衝突，尤其是龐大的機電設備量體，衝突勢必難以避免。而高

鐵車站機電管線不同於一般大樓之配置模式，數量、類別之多以致設計整合作業複雜。

故在建築模型建置時，選用業界已成熟之 Autodesk  Revit 軟體， BIM 模型資訊需包

含如下： 

(1) 建築工程：裝修面、帷幕玻璃、建築相關（樓電梯、衛浴設備、水箱、售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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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驗票閘門等） 

(2) 結構工程：鋼筋混凝土梁、柱、結構牆、鋼結構桿件（含樓梯、懸吊等）及現

有高鐵高架橋梁、軌道等。 

(3) 機電工程：站體所需的管線，既有高鐵主線已存在之管線 。 

有了上述的資訊，在三方面（建築、結構及機電）的檢討下是可行的，初始檢討時，

90％幾乎都是機電管線與建築及結構體之衝突(如圖 4.2 所示)。 

調整好衝突點後再辦理發包，這樣可以減少很多工程執行中的糾紛，亦可使設計單

位檢視設計之合理性，並進行調整至最佳方案，將來營造廠在施工上也會減少很多對設

計圖有疑義而減少提問、釐清之時間，這對工期的推展是非常有幫助的。而工程完成後

營運，業主亦可依據此建築模型進行營運管理（如維修、空間規劃使用等），將一些營

運上的資料庫加註於虛擬模型上，對節省管理之人力及資源有很大的助益。 

 

圖 4.1 雲林高鐵車站 BIM 模型 (Rev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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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結構工程

管線衝突點

建築
月台

 

圖 4.2 機電、建築與結構衝突點檢討（BIM 模型；Revit） 

 

4.2 施工階段建立之 3D 模型 

BIM 建立完成到可據以施工，依據目前實際供使用的情況尚有段距離，但有一些個

案還是整合成功的，其原因將詳述於後。目前國內鋼結構工程的 SHOP DRAWING 大多

是以 TEKLA 公司-- Tekla Structure 軟體繪製，圖 4.3 為鋼結構施工用的 Tekla 3D 模型，

建模細緻的程度已與實際施工相差不遠，鋼構廠會依此模型直接匯出成 2D 的施工圖（製

造圖）再交由生產線的技工加工（如圖 4.3 所示，3D 轉 2D）。 

Tekla 3D 模型在鋼構廠與設計單位的溝通堪屬方便且直觀，繪圖者只要將模型檔案

匯出交給設計工程師，設計工程師則可以直接以網頁瀏覽器打開，無須再使用其它軟體

才可以觀看，依此方式亦檢討修正結構細部的合理性與商議出最佳方案，這也是目前一

般業界常用的作法。比起以往文件及電話溝通，常常無法完美的表達出衝突點，但透過

3D 模型，作業上方便也加快了溝通時間，圖 4.5 為 TEKLA 模型局部截圖，其細緻程度

與實際施工完之情形差距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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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雲林站鋼構 3D TEKLA 模型（磐吉公司提供） 

 

 

圖 4.4 TEKLA 3D 模型轉成 2D 製造圖（磐吉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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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屋頂局部截圖 (b)月台柱基礎錨定圖 

 

 (c) 樓梯與平台接合細部圖 

圖 4.5 TEKLA 3D 模型局部截圖（磐吉公司提供） 

4.3 整合兩種 3D 虛擬模型 

TEKLA STRUCTURES 軟體可以與很多程式整合良好，而且依過去的經驗亦有成功

的案例，但是一般會做到如此般的地步都屬金額龐大的公共工程建設（如捷運等），本

案當初規劃並無此預算做完全性的整合，所以在一開始 BIM 3D 虛擬模型，其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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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為檢討設計上的衝突，避免發包困難。 

東鋼鋼結構依據各方設計圖重新繪製 TEKLA 3D 施工用的模型，一開始其實兩種模

型是在平行線上，沒有縱向串連無任何交集，TEKLA 3D 模型純粹提供鋼結構施工製造

用，無其它用途。東鋼鋼結構有鑑於如此重要的工程，應運用 BIM 整合技術，可使檢

核作業事半功倍，故東鋼鋼結構即協請宗陞數位協助，將兩個模型疊合串連，初步疊合

結果如圖 4.6 所示，如此可以找出兩者模型之間的差異，並對差異性進行檢討，而差異

處並非施工圖放樣有誤，有一部份是現場討論過後配合建築需求而修正，或是施工性及

接合點之間的關係。諸如此類的檢討，透過整合可以方便檢視是否錯誤，若採以往的 2D

檢討，這部分相對困難，可能會工程進行中才會發現，但現場卻難以著手修改。 

BIM 模型

TEKLA模型

兩只模型重
疊（吻合）

不一致處

 

圖 4.6 BIM 模型與 TEKLA 模型疊合（宗陞數位提供） 

4.4 小結 

前述介紹 TEKLA 軟體具有許多的優勢，但 TEKLA 軟體與其它商業設計分析軟體

之間的介面，仍然有許多的問題及瓶頸尚待解決，如設計者除了需瞭解設計及 3D 繪圖

外，還要有編撰『介面處理程式』之能力，如下所述： 

(1) TEKLA 可與結構分析軟體 SAP2000、STAAD PRO 以及 MIDAS 之梁、柱結構

系統產生其輸入檔，但版、牆結構則上有困難。 

(2) 目前軟體交換能使用的部分還是以鋼結構為主，鋼筋混凝土設計成果只能以人

工輸入之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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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鋼結構已經內建大部分的接頭，使用上非常方便，尤其是工程數量上的估算為

鋼結構優勢之一。 

TEKLA 軟體可以藉由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應用程式介面）的

開發，產生界面自動化的交換，將既有三維結構設計分析模型成果資料匯入 TEKLA 軟

體中三維視覺模型，進而延伸原結構設計工作之後端作業，提高繪圖品質及檢核圖面能

力，進而減少人為之錯誤。 

故目前國內使用 BIM 整合工程，還有許多空間可以運用，電腦運算速度的進步，

更可加快 BIM 在工程上的使用，雖然目前大多只是用於視覺上的檢討及衝突解決，將

來運用在設計整合及直接輸出模型資料庫，以提供 NC 數值控制，使鋼結構作業，直接

配料、NC 落樣裁切，均指日可待。 

五、施工之情形及介紹 

整個車站造型特殊且每一個構件長度不一，所以物料管理及生產、吊裝順序非常重

要，而製造上最困難的就屬月台上之 Y 字型柱，因斷面一直變化呈現並非一定值(非為

傳統 BOX 鋼柱)，人工內縮定位鋼板不易，且容易造成人工量測上的誤差，以下將介紹

月台上之 Y 字型柱製造過程，為求較佳之組立精度，於鋼柱翼板切割時即以 CNC 切割

機先於鋼板上將鋼柱腹板位置直接落樣於鋼板上，落樣完成後再進行翼板外觀之切割作

業（圖 5.1(a)），圖 5.1(b)~ (d)為月台 Y 字型柱工廠組立之情形，工廠組立完成後送至鍍

鋅槽進行熱浸鍍鋅，因構件過於龐大所以要分兩次進行，如圖 5.1(e)所示，其後進行連

接細部精度的調整及工廠預組立，避免吊裝時在既有的軌道上方工作時間過長而增加吊

裝危險，預組立之情形如圖 5.1(f)(g)所示。工廠確定完精度後就可以送至現場進行吊裝，

吊裝情形如圖 5.1(h)所示。 

其它構件之生產如同一般建築鋼結構，整體車站吊裝鋼結構歷經 3 個月吊裝後，已

可看出其雛形（約完成 95％），如圖 5.2 所示。圖中亦可以看出每根桿件其實長度及角

度不一，可見其複雜之程度。吊裝施工中不止需注意既有軌道上有列車經成因風壓過造

可能之危險性，若有物件掉落至軌道，亦會影響行進之高鐵列車，嚴重者會使列車停駛，

施工需比一般工程更為小心，故在工程上之模擬及規劃更顯重要，配合 TEKLA 模型模

擬單元拆裝，來達到施工之安全性與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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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NC 落樣及切割 (b) Y 字型(主軸)柱組立加工 

  

(c) Y 字型(側翼)柱組立加工 (d) Y 字型柱半成品 

  

(e) Y 字型柱熱浸鍍鋅（2 次） (f) Y 字型柱柱頂插銷組立及定位 

  

(g) 工廠預組立 (f) 現場吊裝及組裝 

圖 5.1 月台 Y 字型柱施工之過程(東鋼鋼結構雲林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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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整體車站吊裝情形 

六、結語 

雲林高鐵在多方期盼與矚目下動工了，而業主、建築師及營造廠等團隊對此工程無

不投入最大的心力將其呈現於國人的面前，尤其是發包期間因預算有限，造成投入此工

程之營造廠及配合之鋼構廠意願不高，一度造成發包困難，所幸最後由長鴻營造及東鋼

鋼結構承接了本工程，鋼構廠東鋼鋼結構因位於雲林縣褒忠鄉，具有地利之便，全公司

是以在自己家裡蓋一棟藝術品建築的心態來完成此工程，幾次設計單位不定時查訪本案

施工品質時，由眾多小地方不難發現其用心之程度令人感佩。 

車站即將於 104 年 7 月完工通車，主結構體工程於 103 年初已開始步入尾聲，接續

進入的是建築工程及機電工程，BIM 在各方面的成果也漸漸呈現出其應用價值，相信在

機電工程更成顯示其優勢所在。本文只是將結構工程粗略的介紹，相信本站完工後會有

更多的工程價值更值得深入探討，屆時有賴各方先進創造其工程資產，呈現於國人面前。 

七、致謝 

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陸昭雄經理從設計到施工一直扮演著船長的角色，讓工程

進行順利，也提供許多資料讓本文更詳實；台灣高鐵，曾正鳴先生及業主監造林同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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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顧問公司虞長青主任及馬冠雄副理負責現場監督及施工疑難問題解決；東鋼鋼結構雲

林廠馮晃麒 經理、尤信評及葉介良副理對本案鋼結構資料幫忙蒐集；宗陞數位 莊婷婷

組長讓 TEKLA 模型與原先 BIM 模型整合，讓原兩者不相干之模型其工程價值再提升。

以上人員及未提及之相關工作人員，不只對本工程，亦對本文有莫大幫助與貢獻，因無

法一一言謝，在此感謝所有參與此工程相關之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