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剖釋不同建築部位的扎鐵及施工細節 

如前所述，建築只是個統稱。除了不同類型的建築或建設，建築也有不同的部

位，在施工時需要面對不同的工作環境，應用不同的工人、材料或器材，採用

不同的技術，工作才能有效地完成。在一個大體的分類下，建築又分為結構有

關及非結構的工作。 

結構有關的工作主要是搭建/安裝模板(釘板)、扎結鋼筋(扎鐵) 及澆製混凝土(落

石屎) ；其他重型的工作如大面積的挖掘、打石、斜坡修護，或鋼結構的裝嵌

工作，也屬此類。非結構性的建築工作雖然有其獨特技術或施工技藝的要求，

但通常施工的配合會較為簡單。在此簡介中不作細談了。 

結構工作涉及的不同施工部位，對工作的計劃和步處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部位

如地基、地下結構 (underground structure)、樁帽 (pile cap)、柱頭 (main column)、

大樑 (main beam)、重力轉換結構 (transfer structure)、大跨度結構(long-span 

structure) ，或核心牆組 (core wall) 等，其工作及施工環境，各有不同，尤其是

大型的構件，在進行釘板和扎鐵的工作時，面對的施工技術與工作難度，是不

能低估的。 

此輯照片，主要是選取一些代表性的例䅁，透過實際的現場環境，，使讀者看

看這些工作在不同的建築部位，如何進行施工；同時，亦可體會到建築內裏不

同的空間和部位，可以是如此難於想像的複雜，更遑如何進入現場，作子細的

施工作業了。 

  



 圖片 圖片簡介 

建築部位 - 地基、地庫及地下結構 

3.1 

  
 3.1a  吊機正吊起一個鋼籠，稍後放入土膜牆或圓

柱樁的坑穴內，澆入混凝土後成為護土或地基結

構。 

3.1b  吊機正吊起一個鋼籠，放

入圓柱樁的坑穴內。 

3.1c 

 

作為地基的樁柱頂部，需

要建造一個樁帽，以涵接

座於其上的主樓大柱。圖

中所見是樁帽扎鐵已完

成，正注入混凝土進行澆

製。 

3.1d 

 

一個剛完成扎鐵工作的樁

帽。圖中亦可見橫伸出來

的留鐵位，以接駁另一條

地樑。 

3.1   



3.1e1 

 

一個完成的中、小型樁

帽。 

3.1e2 

 

一個較特別的樁帽例䅁 － 

這是個座落在海上一個行

車天橋的樁帽，所以採用

了防鏽處理的鋼筋作結構

加固，從鋼筋的顏色可見

其不同之處。 

3.1f 

 

一個完成。澆製並拆去模

板的中、大型樁帽。邊旁

可見預留的鋼筋，將接入

向兩旁連扣的地樑。 



3.1g 

 

左邊方角形的是個筏座 

(raft cap) ，是另一形式的

樁帽，其下通常放了多條

樁柱，以承托上蓋承重較

大的結構體如一組核心牆

等。 

3.1h 

 

另一面積較大的筏座例

䅁。 

3.1i 

 

一個大型筏座正在「落石

屎」的過程中。 



3.1j 

 

一個特大型筏座的例䅁。 

3.1L 

 

另一個特大型筏座的例

䅁，此筏座位於地庫最底

層，將會承托一組環形車

道，通往各層的地層。。 

3.1m 

 

另一個座於在地庫底部的

筏座例䅁。 

3.1n 

 

典型的「和諧式」公共房

屋的特大型筏座。 



3.1o 

 

完成後「和諧式」公共房

屋的特大型筏座，其上可

見柱頭的接駁鋼筋，已預

留在筏座上。 

3.1p 

 

一個特小型的筏座，基本

佔用了整個工地的面積。

這些例䅁在市區範圍內也

是頗常見的。 

3.1q 

 

用明挖方式建造的一個小

型地庫已完成挖掘，扎鐵

工作正開始展開。這些工

作主要是地庫邊牆、內裏

受力牆，及其他柱頭、樓

面架等部位的扎鐵工作。 

3.1r 

 

另一個用明挖方式建造的

中、大型地庫工程例䅁，

在這階段可見扎鐵工作正

全面展開。。 



3.1s 

 

一種在香港也頗常見的地

庫方式是採用「逆作法」

建造，方法是先建地面樓

面，再向下順序挖掘和建

造，直至最地庫底層。 

圖中所見是利用逆作法建

造的地庫，底層的樓面及

陣樑扎鐵工作基本完成，

等待加上模板。 

3.1t 

 

另一利用「逆作法」建造

的地庫例䅁，可見這類工

作在空間的局限而引致的

施工困難。(例䅁一) 

3.1u 

 

另一利用「逆作法」建造

的地庫例䅁，可見這類工

作在空間的局限而引致的

施工困難。(例䅁二) 

3.1v 

 

「逆作法」建造的地庫需

要應用鋼柱作逆作建造的

結構支撐。圖中所見是鋼

柱後期加上鋼筋，以連接

地庫的樓面。 



3.1w 

 

地庫圍邊擋土牆，加入接

連鋼筋，以承托地庫的樓

面。 

3.1x 

 

地庫工程較少留意的一個

部位 - 從地庫冒起的大型

車道。 

3.1y 

 

一個複雜的地下陣樑框架

結構例䅁 -南港島線位於

黃竹坑站旁的車廠部分地

基。 

  



建築部位 - 結構轉換層 (Transfer Plate/Structure) 

3.2a 

 

多個具代表性的大型結構

轉換層例䅁之一 - 九龍站

漾日居 

3.2b 

 

多個具代表性的大型結構

轉換層例䅁之二 - 港島西

環寶翠園 

3.2c 

 

多個具代表性的大型結構

轉換層例䅁之三 - 葵興和

宜合道酒店/住宅項目 

3.2d 

 

多個具代表性的大型結構

轉換層例䅁之四 - 土瓜灣

半山一號 



3.2e 

 

多個具代表性的大型結構

轉換層例䅁之五 - 灣仔利

東街重建項目 

3.2f 

 

多個具代表性的大型結構

轉換層例䅁之六 - 藍田重

建之「和諧式」公屋。 

3.2g 

 

近距離所見的結構轉換層

內裏空間。轉換層結構因

需托承其上的整座大樓，

往往有 3 米或以上的厚

度，內裏由多層縱橫走向

40mm 直徑的高拉力鋼筋

作加強其承受力。主受力

位置更會多加數層鋼筋作

額外的承力。 

3.2h 

 

結構轉換層內裏的空間。

這裏所見是底層的鋼筋大

致已扎結完成，面層的扎

鐵工作還未開始。 

後方多個方形的小洞為稍

後放入拉力鋼纜預留的孔

位。 



3.2i 

 

結構轉換層內一個受力的

樑位，其中可見特別加多

的鋼筋及稍後做額外拉力

(後應力 post-tensioning)的

管道。 

3.2j 

 

一個全面採用後應力設計

的結構轉換層，其原理是

加上應力後可令轉換層減

去一定的厚度並使其變得

輕一點，這對整座大樓的

結構及施工，會較為有

利。 

圖中可見縱橫高低交錯的

拉力管道。 

3.2k 

 

結構轉換層禸一個特別加

重的位置，可見扎鐵過程

工作的挑戰。 

  



建築部位 - 柱頭及主牆 

  

 

 
 

3.3a  主要的大樓柱頭，宻集地放

滿了大口徑的高拉力鋼筋。 

 

3.3b  在樓面模板上所見的圓形大柱。此柱頭採

用螺絲鋼筋接口裝置(coupler)，以減少所需重

疊式的接口鋼筋。  

 

3.3c  另一例䅁的圓形大柱，工人正為接入邊旁

陣樑的預留鋼筋作整理和準備。 

3.3d1 

 

一個特大型方柱的例䅁

(國際金融中心)，其間宻

集地放滿了大口徑的高拉

力鋼筋，大樓受力的情況

可想而見。 



3.3d2 

 

另一個特大型組合柱的例

䅁(朗豪坊) ，此柱其設計

內藏大型鋼柱，外圍用大

口徑高拉力鋼筋加混凝土

結合形成主柱，時為受力

特大的大樓結構所採用。 

3.3e 

 

一個較特別的例䅁 － 這

是個座落在海上一個行車

天橋的橋柱，所以採用了

防鏽處理的鋼筋作結構加

固，從鋼筋的顏色可見其

不同之處。 

3.3f 

 

香港慣常採用不同形式的

受力牆作為樓宇的主要承

重結構。圖中所見是個典

型的例子，特別適用於非

高層的各類樓宇，牆身鋼

筋的數量不需太多。 

3.3g 

 

在香港的高層建築因要承

擔風力的影響，很多時採

用一個大型核心牆的設

計。圖中所見是個典型的

例子，可見牆內都密集地

放滿了口徑較大的高拉力

鋼筋。 



3.3h 

 

另一核心牆施工初期的例

䅁。大型模板已準備就

緒，扎鐵完工後便會立即

封上模板，進行澆製。 

3.3i 

 

從上蓋樓面所見工人在核

心牆內正進行扎鐵工作。 

3.3j 

 

扎鐵工作完成並經工程監

督代表人員驗收後，牆身

便封上模板。 

3.3k 

 

核心牆範圍內通常附有樓

梯以及升降機井口(如

圖)，這令扎鐵及模板安

裝工作，增加多一點難

度。 



3.3L 

 

另一漸見普及的施工模

式，就是應用鋁合金的模

板。圖中所見是在已半成

形的牆身鋁模旁，相互配

合下進行扎鐵的工作。 

3.3m 

 

另一造形獨特且頗大型的

牆體，如這類環形的行車

道，因幾何形狀及體積龐

大，扎鐵及模板安裝的工

作，是頗為複雜的。 

3.3n 

 

香港大部分的超高層樓

宇，會利用機械爬昇的模

板以建造大型的核心牆。

圖為當年朗豪坊辦公大樓

安裝爬昇模時的情景，牆

內的扎鐵工作，與模板安

裝互相配合，同時進行。 



3.3o 

 

從作業樓面所見，核心牆

內基本已完成鋼筋扎結的

工作。此個案為國際金融

中心，採用的是一組機械

爬昇模板。 

3.3p 

 

另一核心牆例䅁所見的扎

鐵工作，但此個案採用的

是較傳統以木料為主的模

板。 

3.3q 

 

在一些超大型或超高層的

樓宇，核心牆很多時會採

用鋼框混凝土組合設計。

圖中所見是核心牆內藏有

一個大型鋼框架，以加大

牆體的受力。 



3.3r 

 

國際金融中心核心牆內的

鋼框架，及期後補加附在

前方的鋼筋混凝土外皮牆

身。 

建築部位 - 樓面 

樓面是個統稱，有時用建築物上蓋稱之也未嘗不可。樓面通常涵蓋建築物內、外、

大、小的牆身，整個樓面框塊 (樓面及陣樑) 、樓梯、天井/升降機井，及其他建築

內基本的結構元件。這些構件在施工時一般會涉及釘板、扎鐵及落石屎等基本工

作。 

話雖然如此，但這些工作的規模、部件位置、施工空間，或幾何造形等現實因素，

對現場的施工操作有決定性的影響。這輯專題，筆者從他多年的工地考察中，特別

找來一些代表性的照片，用圖像實例給大家來個較全面的解讀。 

3.4a 

 

具代表性反映建築物上蓋

施工情況的例䅁一 － 位

於九龍塘又一城。  

3.4b
1 

 

有代表性例䅁二 － 城市

大學第二期校舍擴建。 



3.4b
2 

 

有代表性例䅁三 － 城市

大學第三期校舍擴建。 

3.4c 

 

有代表性例䅁四 － 尖沙

咀國際廣場。 

3.4d
1 

 

有代表性例䅁五 － 香港

大學百年紀念大樓。 

3.4d
2 

 

有代表性例䅁五 －  官塘

裕民坊重建。 



3.4e 

 

有代表性例䅁六 －  灣仔

利東街(喜帖街)重建住宅

大樓。 

3.4f 

 

有代表性例䅁七 －  中環

於仁行重建 (今遮打大廈) 

3.4g 

 

有代表性例䅁八 － 國際

金融中心商場 



3.4h 

 

從近距離所見一個典型的

樓面施工現場，當時牆身

及樓面的模板已經完成，

扎鐵工作也近尾聲，等待

一些與水電相關的喉管鋪

設完成後，便可進行落石

屎的工作。 

3.4i 

 

樓面常見的喉管鋪設，大

致與扎鐵工作同時進行。

圖中所見是典型的例䅁 

3.4j1 

 

樓面可分為一般如住宅或

辦公大樓的上蓋，及一些

承重或跨度較大的樓面結

構。圖中所見是一個公共

屋邨商場的樓面，多組扎

了鐵的大樑，可見與其他

上蓋樓面的差別。 

3.4j2 

 

另一大樓面的例䅁 (裕民

坊重建) 



3.4k1 

 

另一大樓面的例䅁 (利東

街重建) 

3.4k2 

 

樓面可以造形頗為複雜，

使施工尤其是在扎鐵方

面，變得非常困難。圖中

所見是個典型的例子。

(例一，困難在於平面高

低不一，鋼筋口徑大與宻

集) 

3.4k3 

 

例二 



3.4k4 

 

例三 

3.4L 

 

另一類較少見的樓面 － 

用鋼框架結構所建大樓的

樓面。 

3.4m
1 

 

大面積的樓面在施工時需

要化整為零，分成一小段

一小段的施工，以利現場

工作的有效安排。連接這

些小段的分隔稱為建築縫

口 (construction joint)，並

需作出如圖所示的將鋼伸

延，以接入後段的樓面。 



3.4m
2 

 

另一幾何造形更為複雜的

建築縫例子。 

3.4n 

 

樓面另一略帶複雜性的工

作是樓梯的部位，主要是

其立體幾何造形、工作空

間較狹小，所以施工時也

有一定的難度，往往需要

更有經驗的師傅去負責。 

3.4o 

 

另一角度所見樓梯位的複

雜空間。 



3.4p 

 

扎陣樑鐵時一個常見的造

法，就是扎鐵工作在樓面

模板之上進行扎作，完成

後將整條陣樑用木條作為

槓桿，慢慢放回陣內位

置。圖中所見是陣樑的扎

鐵經已完成，工人正將陣

鐵放進陣樑的模板內。 

3.4q 

 

此圖所見是典型的平板樓

面 (flat slab) ，因加厚並附

有應力 (tension) 的樓面不

需用一個樑架作支托，減

低了整座大樓的高度，所

以香港眾多的辦公大樓均

有採用此設計的樓面。銀

白色的是稍後加入應力鋼

纜的導管。 

3.4r 

 

陣樑當然是樓面的一個重

要受力組成。圖中所見是

一條剛完成扎鐵的主樑，

部分模板也已安裝到位。 



3.4s 

 

另一組更大的陣樑工人進

行最後的執整工作 (調好

鋼筋位置、加上固定扣碼

等) 。 

3.4t 

 

除了內藏水電相關的喉

管，樓面也需容納一些其

他大口徑的管道，如排水

或大渠的通過。圖中所見

是樓面在未落石屎前，預

留過路模箱作此用途。 

3.4u 

 

另一樓面預留過路模箱的

例䅁。 



3.4v 

 

此圖所見是 1996 年發生

於九龍一個商場建築的例

䅁。 

3.4w 

 

樓面施工時最怕出現的事

固，就是整個支撐架構承

托不了施工時的附加重量

而引致倒塌。圖中所見是

2001 年葵涌工廈的例䅁。 

建築部位 - 預製相關工作 

3.5a 

 

自 2002 年政府推出一個

環保屋宇設計獎勵計劃，

期後推出眾多的住宅發展

項目均採用預製件建造，

因其能滿足環保施工的要

求。圖中是早期一個位於

土瓜灣的私人屋苑，大量

採用預製件興建。 

3.5b 

 

預製技術在獎勵計劃的推

動下廣泛地發展，第二、

三代的技術個案很快便應

運而生。圖為 2004 年屯

門一個住宅項目，採用了

一個更優化、智能化和應

用更多組件的第二代技術

作設計和施工。 



3.5c 

 

圖中所見是一件預製外牆

已安放在樓面，邊旁的牆

身亦完成扎鐵，部分鋼筋

會連扣到預製件上，使相

互的結構連成一體 

3.5d 

 

新一代的預製件有時可設

計作為牆身的模板用 (loss 

form，不見的模板)。此圖

所見是個典型的例子，預

製件內裏有扣碼，可連扣

到牆身的鋼筋，扎鐵後再

加上內模板，一幅受力的

牆身便可完成。 

3.5e 

 

從高處所見多件預製元件

已安放到樓面，並和牆身

扎鐵工作互相配合和連

接。背後的第一座大樓，

可見外牆均由預製組件所

建造。 

3.5f 

 

另一外牆全由預製組件所

建造的例䅁。這些組件均

屬「不見的模板，loss 

form」的類型。 



3.5g 

 

另一個較後期的例䅁，可

見更大型的立體預製件如

整個廚房或廁所單元，已

廣泛地應用。 

3.5h 

 

預製件與整個建築結構，

透過扎鐵利用鋼筋的連

結，成為一個強而有力的

整體，高層的建築物可以

鞏固地屹立。 

3.5i 

 

樓面利用預製塊件作底

板，面加鋼筋混凝土，成

為這類預製樓宇的常見建

造方式。 

3.5j 

 

從近距離所見樓面的預製

組成細節。 



3.5k 

 

在預製工場利用鋼模板準

備澆製一件外牆帶窗組

件。 

3.5L 

 

另一個 loss form 組件的製

作。 

  



其他土木相關的結構部位 - 高架橋 

3.6a 

 

高架行車橋是香港交通基

建的一個重要組成，圖中

所見是港珠澳大橋從人工

島接到大蠔灣的一組接

道。 

3.6b 

 

8 號幹線位於沙田大圍交

匯處的一組高架道路。 

3.6c 

 

8 號幹線從青衣南灣隧道

接至昂船洲大橋的一段高

架接引道路。 

3.6d 

 

從現有高架行車路旁加入

新的接道。 



3.6e 

 

高架橋其一主要的支承 - 

由橋柱組成的樑架。 

3.6f 

 

從樑架上所見的扎鐵工作

接近完成階段。其上及邊

旁的鐵架是承托著整個樑

架重量的模板組成。 

3.6g 

 

多組樑架差不多在同期施

工，完成後再建造其跨度

間的橋面。 

3.6h 

 

從近處所見一個樑架正進

行落石屎的工作。 



3.6i 

 

一個樑架已完成扎鐵，等

待安裝邊旁的模板。 

3.6j 

 

較小的高架橋會採用柱頭

座以承托一個跨度的橋

面，圖中所見是一個小型

的柱頭座，內藏多條管子

是稍後作加固拉力之用。 

3.6k 

 

現場澆製建造(construct 

in-situ)的一個橋面。這類

橋面通常是通心的，並加

入拉力以增強其承重的能

力。 

3.6L 

 

一個現場澆製建造

(construct in-situ)的橋面扎

鐵工作接近完成。 



3.6m 

 

一個現場澆製建造

(construct in-situ)的橋面扎

鐵工作接近完成，並可見

在兩邊加入準備做拉力的

預留管道。 

3.6n 

 

一個特大型的橋面建造例

䅁 - 昂船洲大橋接道的施

工安排，圖中可見橋面模

板的底板已到位，工人正

在劃上線位，準備放上鋼

筋。 

3.6o 

 

另一建造橋面的方式 - 將

預製大樑放到兩邊樑架的

跨度內，成為橋面。 



3.6p 

 

圖中所見，用預製大樑完

成一個跨度後，在其上再

加上鋼筋混凝土面層，一

段跨度的橋面便正式完

成。 

3.6q 

 

另一類較少見的造橋方法

是逐段推進建造法，方式

是在邊旁一塊平坦的土地

建造一個樓面的模板，之

後在其上扎鐵及落石屎

(如圖)，成形後將此跨段

用油壓向前推出，至預先

做好的橋座上，繼而重覆

第二段，至全橋的長度完

成為止。 

此例䅁為 1998 年火炭路

擴闊工程。 

3.6r 

 

逐段推進建造法所見，在

邊旁的模板內進行扎鐵工

作的情景。 

  



其他土木相關的結構部位 - 隧道及其他地底建設工作 

在香港建造隧道一般有三個方法，一是鑽爆方式 (drill-and-blast)，適合通過石質山體或深埋

地底的隧道；二是明挖回填的方式 (cut-and-cover)，適合通過平原或從新填海而來的土地；

三是採用隧道挖掘機來建造，這類大型機械類別有多種，適合於不同類型的土質或地理環

境。此分段主要列舉一及二這兩類方法的例子。 

除此之外，在建造隧道的前期，首先要開闢一個工作口，在施工期用作交通接道，及所需

的器材、機械與材料的進出口用途。 

3.7a 

 

在港珠澳大橋接到赤鱲角

的一個隧道前端，早期所

開闢的隧道工作口。 

3.7b 

 

2006 年所見，在柯士甸路

及佐敦道間一段用明挖回

填方式建造的隧道正在施

工中。 

3.7c 

 

一個典型用鑽爆方式建造

的隧道切面，可見兩旁正

用厚厚的鋼筋混凝土牆，

以宻封及加固整個隧道內

壁。 



3.7d 

 

從這個隧道切面，可看到

一部建造隧道內壁的模板 

(圖中後部) ，及建造內壁

前加上的防水膠布作底

墊。 

3.7e 

 

在隧道內壁的模板工作空

間，扎鐵工人正進行內壁

之鋼筋扎結工作。 

3.7f 

 

為方便建造隧道內壁，其

一方法是將內壁分為數段

作澆製。此圖所見這第一

段，是左邊的地面及下截

牆基先行，隨之是右邊

的，最後會用建造隧道內

壁的模板完成頂部的內

壁。 

3.7g 

 

一個小型行人隧道(地鐵

出口通道)建造內壁的扎

鐵過程。 



3.7h 刪去此圖  

3.7i 

 

香港的地鐵有部分車站因

深埋於地底(如西港島線

的西營盤及大學站)，建

造時以開鑿一個石室的形

式興建，之後再建造一個

內壁以宻封及加固整個車

站石室。 

圖為地室型地下車站內壁

的後期建造情景。 

3.7j 

 

地室型地下車站的內壁接

近完成。此圖所見為西港

島線的西營盤站。 

3.7k 

 

用明挖回填方式興建的隧

道，先要在坑道的兩旁建

各造一幅擋土圍邊牆，之

後才挖掘坑道及加入支

撐。 

此圖所見為高鐵總站朝大

角咀開出並陸續收窄的地

下車道。 



3.7L 

 

這類在香港用明挖回填方

式興建的地鐵隧道體積頗

為龐大。圖中所見是高鐵

途經油麻地一段的地下管

道，當時挖掘工作已經完

成，管道正在用大型模板

在建造中。 

3.7m 

 

從另一角度所見在施工建

造中的高鐵行車管道。 

3.7n 

 

在隧道坑穴最低處所見施

工中的行車管道。兩旁用

連排的圓樁柱為擋土圍邊

牆，上層用圓形鋼管作兩

邊對衡式的支撐。。 



3.7o 

 

從近距離所見的大面積模

板及內裏的鋼筋扎結工

作，澆製後將成為隧道管

的內壁，同時也發揮著擋

土的作用 

3.7p 

 

一個較小型用明挖回填方

式興建的地鐵隧道例䅁 -

將軍澳線坑口站附近的一

段隧道。 

3.7q 

 

從較近處所見坑道內採用

可走動式的管道模板。 

  



其他土木相關的結構部位 - 擋土牆及斜坡 

香港很多建築物都依山而建，因此施工時往往涉及很多頗為複雜的斜坡整治工作。

此分段所提供的圖照，正是香港一些在建築過程中具代表性的例䅁。 

3.8a 

 

從工地一個角落，已可見

因盡用土地的空間，大片

斜坡需要切割並加上鞏固

的支撐，才可進行必需的

施工作業。 

3.8b 

 

另一典型的例子，可見因

工地地形的複雜，工程在

四周從山體開挖而來狹窄

的土地上進行各項工作。 

3.8c 刪去此圖  

3.8d 

 

另一地形複雜的工程例

子，工地從削平一邊的斜

坡而得到土地，形成靠坡

的一邊垂直高企，需要加

入一個龐大的臨時支撐構

架將其鞏固，同時地底的

大樓基座可以進行施工。 

3.8e 

 

建築從平整後的土地逐漸

昇起，其中兩邊均緊靠著

被削開的山坡，靠大樓的

牆體作永久的支撐。 



3.8f 

 

從此圖中可見一幅接近一

米厚度的擋土牆正在施工

中，以加固被削開的斜

坡。 

3.8g 

 

工地一個小角落，可見部

分樓宇結構(左)如何與其

他擋土結構(右) ，連接成

為一個結構整體。 

3.8h 

 

另一個類同的工地角落，

一幅擋土用的牆體正在建

造中。 

3.8i 

 

另一個更大型複雜的樓宇

及山體結構組合個案。 



3.8j 

 

圖所見是一個較直接加固

部分斜坡的方式，就是在

削平順後的坡面加入一幅

堅固厚重的壓土牆，用土

牆自身的重力將坡體加

固。 

3.8k 

 

很多時其他不同形式的工

程建設都有涉及斜坡相關

的工作。圖中例子是 8 號

幹線(2005)在大圍附近建

造一段有蓋的行車道，需

要削開部分山體，將其加

固，以利行車管道的通

過。 

3.8L 

 

從另一角度所見行車管道

如何在斜坡的狹縫中進行

施工。 

3.8m 

 

在香港覓地作樓宇發展是

非常困難的。從圖中這個

工地，可見為取得一幅面

積較大的可建土地，需要

直削一幅山體並築起近 50

米的擋土牆，其工程複雜

程度可想而見。 

  



其他土木相關的結構部位 - 其他類別 

3.9a 

 

海岸相關工程 - 興建 8 號

貨櫃碼頭的泊位堤岸 

3.9b 

 

8 號貨櫃碼頭的泊位堤岸

在海樁及基座框架完成

後，採用半預製的方式興

建其堤岸板面。 

3.9c 

 

另一代表性的海岸工程 - 

在一個現有的政府碼頭作

擴建。 

3.9d 

 

擴建的政府碼頭正進行樁

帽及基座的施工。因需應

付潮汐漲退的環境，一個

防水鐵箱需安裝在樁帽的

位置，以利工作的進行。 



3.9e 

 

另一海岸工程的例䅁 - 在

市區海旁新建一條道路接

入新的填海區。(灣仔會

展中心，1995 年) 

3.9f 

 

興建中位於中環海旁的新

碼頭。(1996 年) 

3.9g 

 

地鐵及鐵路相關工程 - 西

港島線堅尼地城站當年施

工的情景 

3.9h 

 

地鐵及鐵路相關工程 - 高

鐵總站當年施工的情景一 



3.9i 

 

地鐵及鐵路相關工程 - 高

鐵總站當年施工的情景二 

3.9j 

 

地鐵及鐵路相關工程 - 高

鐵總站當年施工的情景三 

3.9k 

 

地鐵及鐵路相關工程 - 南

港島線海洋公園站平台施

工的情景 

3.9L 

 

地面的一個地鐵車站已是

極複雜的工程、何況是一

個多層的地下車站結構。

圖中所見是興建中金鐘站

的擴建部分地下結構，以

連接南港島線及日後的沙

中線車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