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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中興新村是台灣地區第一個參考英國戰後最新發展的「花園城市」（Garden 

City）所建構的市鎮，規畫井然有序，不同於臨時建造的眷村，省府新市鎮是經

過縝密的規劃，將花園城市理念落實到現實生活中。但自從精省以來，由於行

政機能與業務隨著組織改造調整與合併而大幅減少，再加上九二一地震引發在

此規模強大的災害，使得行政機能逐漸弱化，就業人口快速流失，嚴重影響地

方發展。 

行政院在 2009 年 11 月 19 日通過「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之籌設開發計

畫，希望讓中興新村在維持既有建築風貌和優質生活環境的前提下，透過轉型

為高等研究園區的方式，引進創新研發能量，以帶動中部地區產業朝向高值化

發展。故規畫建置「中台灣產業創新研發專區」及「新興智慧技術研究中心」

(合稱「經濟部中台灣創新園區」)，有效連結「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

南、高高屏、花東」等六大產業創新走廊，強化現有工業區及研究機構的資源

整合，作為產業創新的驅動平台，促成創新能量的產業群聚，加速推動台灣科

技島的發展目標，雖然本案地理位置良好，但距離車籠埔斷層只有約 600 公尺

左右，近斷層效應非常明顯，對於結構的設計是一大考驗，而且這個建築屬國

家一級研究單位，關係國家研發的能力，這部分考量也是設計規劃的重點。 

 本建設亦是前政府堆動愛台十二大建設之一，從興建到完工均備受矚目，

整個施工團隊有：建築規劃由九典建築師事務所承攬，聯邦工程顧問公司進行

結構設計，麗明營造進行營造管理，鋼骨結構由倉暉鐵工廠有限公司承攬。圖

一為完工後整個結構物之建築外貌，圖二中之空照圖顯示，本案之建築物與原

地貌完美的存在，沒有因為新建築物讓這「舊花園成市」顯得很突兀。 



 
圖一 經濟部中台灣創新園區完工全貌圖 (九典建築師事務所) 

 

 
圖二 創新園區與原有地貌完美結合 



本案開發目的有: 

(1)開創新產業及深化區域產業聚落 

工研院結合資策會及中部地區法人之研發資源，成為中台灣產業創新驅動

平台，協助開創新產業及深化區域產業聚落，使中部地區產業注入一股強大的

創新研發能量，吸引更多優秀的人才。 

(2)建構中台灣產業創新驅動平台 

建置開放式創新研發資通訊平台，憑藉工研院與中部法人的研發能量，及

當地大專院校優質的創新能力，未來藉此資通訊平台連結中台灣產學研的技術

動能，整合在地的科研實力，建構整合性的知識密集研發環境，創造研究機構

與產業合作的機會，成為支援中台灣區域產業研發營運的重要媒介。 

(3)推動學界與業界成立研發中心進駐共同研發 

除了整合中部研發資源之外，此研發園區也將發揮其「發電機」、「孵化

器」的功能，開創新興企業與產業，使學界與業界成立研發中心進駐，以加速

調整產業結構。 

(4)落實創新產品研發及新事業育成 

藉由建構先進檢測分析模擬與高階研發實驗室，連結創育中心與開放實驗

室運作，協助中部產業提高企業之科技創新能力。 

(5)建立科技應用新思維 

以實驗與體驗場域，探索科技在未來生活之應用，將既有的產品與科技進

行漸進式創新後，加上創意設計元素作加值，將人們對於未來生活的想像融入

科技基因，除了催生產品本身之技術創新，並可推廣出嶄新應用的可能性，可

望將創新的科技實用化、應用化，創造更高的產業附加價值。 

 

2. 建築規劃 

中興新村位於南投縣南投市北側，與草屯鎮南端毗鄰，就整體中部地區而

言，位居全區中心地帶，東鄰虎山，西接平原地區。中興新村屬南投縣中興村

（含南內轆地區）都市計畫區範圍，計畫總面積約 706.78 公頃，區內公有土地

252 公頃及南內轆未徵收之機關用地 23.22 公頃為「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用

地。 



本案基地位置位於「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南側之「機十七」用地（圖

二、圖三所示）。基地形狀呈矩形，位於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西方，東南側有圓環

接東側光明四路，北側為內政部役政署。本專區基地為台灣省政府機關用地,原

為果園，周邊公共設施完善，交通網路聯繫便捷，土地使用分區單純，可建用

地為 24,721.00 ㎡，法定建蔽率 50% ，法定基準容積率為 200%。因為本棟建築

在當地屬與較新型態的高科技建築，避免與既有之建築物有過於突兀感覺，屋

頂借由綠化手法，將地面原有之綠帶延伸至屋頂，減低建築物量體對視覺環境

上的衝擊（圖二所示），基本建築資料如表一所示。 

表一、建築基本資料 

 
 

因配合使用需要，本工程將採用「一次整體規劃設計、工程分兩區發包施

工」。本案預計分二區進行開發，第一區工程包括前瞻技術研發空間及溫室，第



二區工程包括創意設計研發空間、展示交流與服務空間、產學實驗室與室內停

車空間，其施工分區如圖四所示。 

本案依據「工研院中分院進駐中興新村興建計畫委託建築物設計監造技術

服務」規劃設計需求說明書 7.規劃設計目標及準則並設訂設計目標，以符合業

主（使用者）之個別需求。包含如下所述之需求：(1).合理之空間配置。(2).反

應科技、人文、生態之創新研發中心。(3).建立無障礙環境。(4).基地物理環境

運用原則。(5).動線系統。(6).交通衝擊。(7).景觀計畫：低樓層及配合既有之空

間語彙、增加綠化面積。(8).綠建築計畫及標章取得：國內—鑽石級標章及智慧

建築標章。(9).智慧建築計畫(如 Green ICT 智慧電表之應用) 。(10).車籠埔斷層

因應計畫：加強建築物耐震結構系統設計，中小震無傷、大震可修。(11).低碳

生態園區。(12).微環境設計：以微型氣象站蒐集基地微氣候條件，設計彈性且

個人化之辦公空間。(13).室內外 CFD 模擬分析，創造建築物內部風道。(14).碳

足跡計算及盤查計畫：有效管理並降低建築物碳排放量。(15).中興新村文化歷

史的起點。(16).展現七大法人聯合創意設計中心的特色。(17).落實永續健康建

築應用之設計原則。(18).符合性別平等、友善空間設計需求。 

 

 
圖三 本案基地位置圖 



 
圖四 分區施工示意圖 

另有規劃一般民眾可自由的進出公共開放空間，包含基地入口廣場、前景

觀水池、建築物周邊綠帶及部份中庭開放空間，中庭二樓半戶外平台及中央棟



四樓半開放閱覽空間。並於實驗室和辦公區域增加設置管制點，藉由刷卡控管

公眾和私人的領域。中央棟之展示空間.訓練教室.階梯會議室.圖書室及南棟之

展示溫室，均屬有管制之半開放空間，於上班時間開放予民眾使用。管制區域

如圖五所示，圖六為各樓層空間組合之外觀情形。 

另綠色屋頂部份留設有景觀木棧道，除提供屋頂景觀植栽維護及設備檢修

需求之外，亦可考量有限度開放民眾預約參觀，提供更多樣化之開放空間（圖

七所示），可經由網際網路向管理單位申請。 

除此之外本案綠建築規劃是採最高級的鑽石級，將成為全台第一棟取得鑽

石級的「綠建築」及「智慧建築」雙證書的建築物。在一個純樸花園樹林地裏

有著一棟融合背景的閃亮的建築在 2014 年 9 月已正式啟用。 

圖五 各層開放與管制空間示意圖 



 
(a) 正面視角 

 
(b) 側面視角 

 
(c) 含屋頂骨架視角 

圖六 建築各樓層空間規劃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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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屋頂景觀綠化配置情形 

 

3. 結構規畫及設計 

3.1 結構描述 

本案主要結構體將採用鋼骨(SS)結構構造。鋼骨結構具有品質可靠、強度

高、耐震性能佳、施工迅速及污染低等優點，能符合「綠色建築」概念之建

材，與鋼筋混凝土結構或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相較，SS 構造自重較輕，可大幅

降低地震力，且鋼材本身具有較佳之非彈性變形能力，可有效的吸收地震輸入

之能量，降低建築物損壞之程度。本案建築規劃雖然分成一、二期，但是結構

是依據整體的行為來分析，兩棟建築屋頂間以接近水平的斜撐及樓版連結，讓

結構系統成一個抗扭性極佳的回字形結構，如此可以避免中間大跨度太陽能屋

頂結構受到過度的拉扯與擠壓變形，造成太陽能版的破裂，結構分析模型如圖

八～圖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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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工程規劃及結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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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結構分層模型介紹 

 
圖十 整體結構分析模型 

3.2 結構系統規劃 

結構系統於兩個方向皆有完整構架可抵抗地震力，使結構體在大地震發生

時能有效地抵抗不同方向之地震側力，達到最佳之結構耐震性能。本案針對各



種制震與震波之特性詳加評估，認為對近斷層地震的抵抗最為有效的方法為，

採用二元系統(鋼構造韌性抗彎矩構架加挫屈束制消能斜撐)並選適當位置添加速

度型阻尼器（FVD）來設計本結構物，將之說明如下： 

挫屈束制斜撐（buckling restrained brace, BRB）是一種在受拉與受壓時均能

達到降伏而不發生挫屈的軸力構件，較傳統斜撐構材具有更穩定的力學行為。

挫屈束制消能斜撐是由三個部分所組成，即核心單元、圍束單元及滑動機制。

此挫屈束制消能斜撐屬於位移型之消能元件，適當設計的 BRB 不但可提供高勁

度及高韌性，由於其受壓不挫屈的特性更可完全展現鋼材良好之遲滯消能能

力，因此，此種構材同時具備斜撐及遲滯型消能元件的功能，深具應用價值。

兩者之適用性如圖十一所示。 

  

圖十一 抗震元件基本比較 

3.3 地震相關之考量 

由於車籠埔斷層與本基地僅 0.6KM 之距離，為考量近斷層效應之特性，

現行耐震設計規範參酌國外規範，引入近斷層調整因子 NA與 NV，根據工址距

離斷層之距離來提高設計地震力。南投市考慮近斷層及結構用途對於結構物可

以抵抗地震力之級數，可以用表 2 示之：                   

  位移型 
BRB 韌性斜撐 

速度型 
制震壁或液態油壓阻尼 

消能 
原理 

利用金屬降伏 

 
 

阻尼材料 

 

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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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震時金屬降伏後 颱風或小地震即發揮功效 

效用 提供結構勁度及強度減少變位，但加速

度改善少，且具極大之韌性發展 
減少地震變位及加速度增加舒適度 

設計 
方式 

需納入整體結構設計，可減少結構斷面 因受力時有相位差，常作為外加設計 

強震下

之反應 
務必確保結構安全 消能元件可能損壞，強震下效能不易確

保 
目標 中震可修，大震不倒 減少風力及地震力之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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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南投市各類建築物及考慮近斷層比較表    

建築物種類 
用途係數

(I) 

有無考

慮近斷

層 

設計地動加速度

(gal) 

抵抗 

地震級數 
說明 

一般建築物 1.0 無 320 6 級  

一般建築物 1.0 有 390 6 級  

第三類建築物 1.25 有 490 7 級 本案設計 

車籠埔斷層屬第一類活動斷層必須考量區域近斷層效應，因該斷層在 921

地震時造成的傷害非常嚴重，若在此興建國內重要的產經研究機構不可不慎，

以下說明近斷層地震之特性及因應對策。 

由國外與在台灣集集大地震資料顯示，近斷層地震具有之特性如下： 

(a)高峰值地表加速度(PGA)與高峰值地表速度(PGV)： 

近斷層地震之 PGA 值通常頗高，以集集大地震多個近斷層測站資料顯示

PGA 值多高於 0.5g。PGV 則與輸入結構之能量具有關連性，近斷層地震因

具有較大 PGV 值與較長速度脈衝延時，輸入能量大，故對結構物極易造成較

大損害。如圖十二為集集大地震於石岡國小(TCU068 測站)之近斷層測站之

地震加速度、速度、位移歷時資料，可顯示其高 PGA、高 PGV 之特性。 

(b)極長速度脈衝延時(Pulse-Duration)： 

近斷層地震之另一重要特色地表能量集中於速度歷時最前期之現象，以圖九

所示 TCU068 測站資料顯示其速度脈衝延時長達 5 秒以上，故對結構物極易

造成較大損害。 

(c)顯著的永久地表位移： 



近斷層地震瞬間強大的破壞力主要源自地表快速擠壓變形而產生之顯著永

久地表位移，以圖示 TCU068 測站資料顯示產生了高達 10m 的最大地表位

移，故而造成鄰近之石岡壩顯著損壞。 

(d)極高速度增量Δv(Incremental Velocity)： 

速度增量Δv 與動量增量(mΔv)相關，近斷層地震一般速度增量均相當大，

以圖示資料顯示Δv 高達 300cm/sec 以上，可以想見此地震之破壞潛勢甚

大。 

(e)顯著的能量脈衝： 

圖十二所示比較遠斷層地震與近斷層地震之輸入能量歷時曲線可知，一般的

遠斷層地震輸入能量較為緩和，而近斷層地震則於短時間內突然輸入高能量

脈衝，故結構物往往不易在短時間內消耗此些能量而造成瞬間的損毀。  

 
圖十二 近斷層地震波效應 

3.4 耐震元件選擇及其它震動設計 

由上述之地震近斷層性質，結構體基本上已採韌性抗彎矩構架，接頭形式

採國科會專利高韌性切削式接頭，如圖十三所示。該接頭已使用在的工程上，

也是目前各工程顧問設計者認為韌性最好的接頭之一。另外上述介紹本案因位

於近斷層的關係，近斷層效應明顯的一個現象是地表會有一個永久位移，在近



斷層大地震之永久位移下常使結構體不會來不及消能產生時就瞬間崩塌，故依

此特性配置勁度較高的 BRB 元件，讓結構體抵抗地震之第一波永久位移，再來

BRB 變形及梁柱接頭消能來抵抗接下來反復的地震波。 

另外本案有採 FVD 之設計，一般 FVD 的設計用於控制結構物之變形，但對

於低矮行建築物效果不大，但本案有許多研究機構，有配置許多精密儀器，故

有此功能性之需求來配置 FVD，但 FVD 設計時無計入地震力之功效。對於微振

動考量，例如五軸實驗室有此需求，需特別設計，故設計 CNC 儀器平台時，由

地下室基礎開始，以各自獨立之方式設計，並將之與主結構物隔離，考慮基礎

之底面比常時地下水位高，故需考慮滲水問題做防水處理，如圖十四所示。 

 

 

 
圖十三 高韌性抗彎矩接頭 

 

 
圖十四 精密試驗室之基礎隔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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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f)  試體BC-4之遲滯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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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f)  試體BC-4之遲滯行為



微振動。微振動標準應根據業主需求至少需滿足如圖示 Collin Gordon 震動

曲線（圖十五）所訂之各種科技廠房振動規範。經分析後結構物的基本週期如

圖十六所示，主要振態都位於短週期段。 

 
圖十五 Collin Gordon 震動曲線 

 

 

  



 
(a) X 向週期 0.720 sec 

 
(b) Y 向週期 0.617 sec 

 
(c) 扭轉向週期 0.546 sec 

 

圖十六 結構物之振動週期 



 

4. 營建及管理 

中台灣創新園區具有工程規模龐大、施工介面複雜（造型特殊及鋼結構、

結構屋頂休閒造景、先進科技的綠能設備及施工廠商不同）、設計及施工時程緊

迫及公共工程預算有限等特性，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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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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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各方面的整合

能夠成功。 

本案在建築、結構及機電設計時，由營造廠麗明營造自行建立 BIM 模型，

利用 3D 虛擬實境以方便檢討三方設計時產生之衝突介面處。不論大小工程 BIM

現在在工程上已經非常普遍的使用，技術上已經不成問題。中台灣創新園區除

了本身結構造型特殊，有許多介面可能會與建築裝修面衝突，尤其是如此之大

的量體，衝突勢必難以避免，另機電管線不同於一般大樓之機電管線，數量之

多亦難以想像，故在建築模型建置技術方面選用業界已成熟之 Revit Architecture 

軟體，3D BIM 數位模型資訊已包含 95％以上的建築資訊，不只是可為施工的依

據，亦可以為完工後交給業主的營運管理。 

BIM 建立完成要反應到施工，依據目前實際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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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廠

的 SHOP DRAWING 還是以 TEKLA 公司 3D 產品(Tekla Structures)繪製，此軟體

（包含前身 XSTEEL）發展之時間已久且成熟，在國內鋼結構施做接受程度已

高，圖十四為鋼結構施工用的 Tekla 3D 模型，因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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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交由工

廠施工（3D 模型轉 2D 製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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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免費的

瀏覽程式打開，無須再使用其它軟體才可以觀看，依此方式亦檢討出許多細部

有關結構與結構間之衝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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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模型，作業上不止

方便也加快了溝通時間，其細緻程度與實際施工完之情形差距很小。鋼構現場

管理的部分除了利用現有的鋼構製作模型來檢核是否符合原設計外，因本案屋



頂及接頭的部分過於複雜，很多時候均可以在製作前發現錯誤或有問題的部

分，經由結構技師與建築師排除可能出現的衝突，圖十七為施工用之 3D 模

型。 

TEKLA 軟體在鋼結構的應用具有許多的優勢，但 TEKLA 軟體與其它商業設

計分析軟體之間的介面，目前已有很多軟體可以互相支援，但仍然有許多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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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代理商已經開始發展這部分程式之開發。 

 (3) 鋼結構已經內鍵大部分的接頭，尤其是台灣常用的接頭使用上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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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圖品質及能力，進而減少人為之錯誤。 

故目前國內使用 BIM 整合工程及工程除錯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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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進步是可以期待的。 

 



 
圖 十七 Tekla 鋼骨構架模型 

 

5. 主結構體建造過程： 

以下介紹本案建造時，各階段之施工情形。 

 

1.地下室筏基開挖後

鋼骨吊裝組立，吊裝

時規劃前棟及後棟分

別施工。展開兩個工

作面，中間有一橢圓

型結構體圖書館也跟

隨建造。 



 

2.前棟曲斜屋頂鋼骨

組立完成，左側屋頂

上璇至第一期屋頂鋼

骨完成。 

 

3.中間橢圓行圖書館

鋼骨完成鋼浪板鋪設

中，並吊裝連接前後

棟之空橋。前棟曲斜

屋頂鋪設鋼浪板鋪設

中。 

 

4.第一期前棟屋頂版

進行灌漿作業，後棟

屋頂進行鋼承板鋪

設。 



 

5.前棟屋頂板混凝土

澆置後養護, 

後棟屋頂層鋼承板鋪

設。 

 

6.前棟屋頂防水工程

建置及出入口大跨度

雨遮吊裝組立完成。 

 

7.第一期前棟鋪設屋

頂隔熱材，第二期後

棟屋頂灌漿養護。 



 

8.組立 60M 大跨度

中間弧形拱型太陽能

板結構工程。第二期

後棟屋頂板做防水工

程。 

 

9.第一期前棟屋頂開

始植草綠化，第二期

後棟防水工程及表面

處理，出入口長跨雨

遮覆蓋玻璃帷幕，中

間太陽能板骨架吊裝

完成。 

 

10.第一期前棟屋頂

植草綠化，60M 大

跨度中間弧形拱型太

陽能板開始施工鋪

設。 



 

11.整體工程完工全

景相貌。 

 

在鋼結構細部施工製做上以屋頂的部分最難施工，尤其是 60m 長的太陽能

板骨架，因為該骨架將來是以鋼結構直接外部呈現的方式，視覺上不能有太過

的折角，但方管結構在雙向彎曲上並無法完美的存在於同一平面，如圖十八～

所示，所以在工程進行中先前 3D 製圖模擬就非常的重要，本案就是先以 3D 模

擬其方管間誤差之累積，將最後的誤差收斂於將來無直接外露的地方，並與結

構技師討論誤差部分的補強。 

 
(a) 



 
(b) 

 
(c) 

圖十八 太陽能板屋頂構架施工 

 

 

 



6. 結語 

目前這個創新園區結合了「中台灣產業創新研發專區」及「新興智慧技術

研究中心」，因中興新村的環境之關係，將如此先進之建築物融入一個純樸的舊

社區實屬不易，由每個細節不難看出建築師的巧思設計，幾乎沒有任何違和感

存在於中興新村幽美的環境，甚至是個這個環境的延伸，為高等研究園區之政

策已逐一實現，進一步集結各部會力量與資源，推動「中興新村未來優質生活

實驗場域計畫」，集結未來生活主題之計畫，以中興新村作為主要實驗場域。 

而這個鋼結構先進的建築從規劃到建造完成後，確實也讓人驚豔到創新與

年代的結合，是如此的完美，而這個工程也是鋼結構運用的極致，將鋼結構所

有的優勢均顯現出來，讓鋼結構的製作技術也能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