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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車站自然通風防飄雨之探討 

摘要 

捷運三鶯線高架車站以極簡交通機能盒子為設計主軸，外觀立面大多

採用全面之擴張金屬網或沖孔烤漆鋁版包覆，透過擴張網半通透特性與不

同透光率之應用，以達車站通風及採光功能，惟開口面積大可促進通風採

光，反之對防風飄雨之防護較為不利，兩者設計概念相互抵觸，為取得兩

者設計平衡並相得益彰，爰進行捷運三鶯線高架車站之自然通風與防風雨

設計與驗證作探討。 

目前國內各捷運系統設計規範針對車站防風飄雨規定較為攏統，多以

頂蓋的遮蔽長度以及地坪洩水或截水溝、排水設施等作為要求重點，三鶯

線設計規範參考國內各捷運系統設計規範，並針對車站防雨水入侵之設計

增列飄雨線30度以上等之檢核項目，為確保達到保護乘客免於風雨吹襲並

達到遮陽、視野通透及適度自然採光通風效果，考量實際區域氣候環境狀

況，自然環境之風壓、雨滴傾斜角度等因素，提出其驗證與執行原則建議，

加強論理分析及實測之數據，於細部設計審查時落實防風雨設計及驗證其

效果，提供可量化的標準與共識，以期望能使本工程順利執行，並避免後

續車站完工後，避免因為設計不周導致面臨風雨入侵時造成危害狀況，並

將研析經驗的彙整，希望可供未來各捷運系統規劃時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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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與背景說明 

捷運三鶯線計畫(後續簡稱為本計畫) 路線全長約14.29公里，共設置

12座高架式車站(土城2站、三峽5站、鶯歌5站)及1座機廠。規劃路線自

土城線頂埔站(LB01站)起，經三峽，續行西跨高速公路及大漢溪進入鶯歌，

並沿鶯歌溪跨文化路及縱貫鐵路，經三號公園後，續沿鶯歌溪側向北，轉

中山路北側跨中山高架橋及縱貫鐵路後經鶯桃路，再於鳳鳴國中轉福德一

路設置端點站(LB12站) (如圖1-1) 。 

圖1-1  三鶯線整體路網路線示意圖 

三鶯線全線屬高架車站，基於通風、採光、自然排煙等綠建築以及配

合都市景觀等因素考量，以輕、簡、通、透為主要設計理念。且三鶯線車

站周邊通常較為空曠且無阻擋之建築物，風場環境空氣對流強，需面對微

氣候變化時產生的瞬時風雨侵入，而造成旅客進出及候車時的不便，甚至

常常因為站區瞬間大量的雨水入侵或伴隨強風、陣風吹襲，導致地板濕滑

或物件飛落，而產生安全虞慮。 

104年蘇迪勒颱風侵襲時，造成機場捷運車站多數車站屋頂砸落並嚴

重積水事件，並且於106年2月試營運期間，亦復相繼發生多起車站漏水

事件而無法開放使用之狀況，影響旅客安全與民眾觀感。目前國內營運中

高架捷運路線除文湖線、機場捷運線、環狀線、烏日文心北屯線，此外，

本市興建中路線有安坑輕軌線及三鶯線亦為高架車站，未來同樣需面對極

端氣候考驗，故倘能於車站設計階段即納入此等極端氣候的防範考量，可

有效降低對車站構造、設備及機房功能等的損壞影響。 

目前各捷運系統設計規範對於高架車站防風雨設計之考量較為籠統，

在防風雨策略與綠建築或自然通風、排煙等設計概念上彼此相左。另規範

常僅有概念性要求，但卻無實務上驗證準則，以致設計及執行無所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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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落實之共通性困境。 

故興建中之捷運三鶯線計畫統包工程，在細部設計階段初期，針對防

風雨策略與綠建築或自然通風、排煙等設計提出建議，以期望能使本工程

順利執行，爰進行研究探討、制定相關審查執行原則，並據以執行。 

二、高架車站防風雨規劃之設計考量與對策研析 

(一) 捷運三鶯線全線車站風貌初期規畫構想 

三鶯線車站造型以極簡、輕量化之交通機能的盒子為設計概念，配合

沿線不同風貌特性，皆有不同表層之外觀變化設計。如土城段LB01車站

融入土城區域科技產業，結合綠建築意象成為科技溫室BOX的概念，簡潔

樣貌呼應周邊環境(如圖3-1、圖3-2)。 

圖 3-1  LB01 車站外觀透視及剖面示意圖 

  圖 3-2  LB01 車站立面示意圖 

LB01車站外觀立面大量使用擴張網作為表層型式，透過擴張網半通

透特性與不同透光率之應用，兼具車站通風及採光功能。希望能讓車站量

體在都市中成為一個輕量流動的樣貌與外界環境呼應(如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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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3  擴張網及其通風採光功能示意圖 

此外，LB01車站屬側式月台配置型式，路軌位在站體中央，月台配

置於左右兩側，月台頂棚出簷通常挑出深度較大遮蔽性較佳，且自然通風

效果也佳。但站體高度高且基地周邊空曠，需注意微氣候環境產生瞬時穿

堂風之吹襲 (如圖3-4) 。 

 

圖 3-4  三鶯線島式車站剖面示意圖 

(二) 高架車站防雨水入侵設計相關審查執行面之爭議與議題探討 

    目前三鶯線捷運高架車站，以開放、穿透性之設計理念為方向，兼具

降低車站量體及自然通風、排煙等之綠建築省能目標。但相對開放、穿透

性設計無遮蔽性外牆設計，遇極端氣候來臨時，恐造成車站雨水入侵月台

空間或設備空間造成損失。而上述兩者之設計方向，則是存在結構性之矛

盾，該如何取得兩者間之平衡，實為設計實務上須克服之難題。 

    而三鶯線車站設計規範已考量以假設車站有實牆阻隔情況，訂定採30
度檢討線作為可量化檢討依據，但盒子造型其立面大多採用全面之擴張金

屬網或沖孔烤漆鋁版包覆，相對實牆較無法完全阻絕雨水效果，不過理論

上比完全透空之阻絕效果為佳(如圖3-8)，故材料作30度防風雨線檢討，

其穿透折減角度尚須經驗證數據驗證，才能據以作量化檢核與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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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三鶯線側式車站長向剖面示意圖 

    而三鶯線設計規範對於車站防雨水入侵之設計考量，包含兩項重點:
一、旅客聚集處適當地點；二、月台全長/臨軌道側(候車區)。另針對防風

雨議題的主要設計對策有二:「設置頂棚，頂棚儘可能採用斜面或特殊造

型，頂棚之覆蓋範圍涵蓋月臺之全長。屋面自月臺兩側出挑至道床上方；

出挑之距離應達軌道中心線外 200mm 處及飄雨線 30 度以上之檢核」及

「適當地點/適當位置裝設隔屏」。實際上是否可確保達到保護乘客免於

風雨吹襲並達到遮陽、視野通透及適度自然採光通風效果，仍然缺乏論理

分析及實測之數據，為利審查執行及精進並進一步具體化落實原則。 

三、高架車站防風雨相關審查執行原則之建議 

(一) 旅客聚集處適當地點與臨軌道側(候車區)之範圍之定義建議： 

    旅客聚集處適當地點依捷運站使用功能特性，主要分為排隊等候空間

及樓/電扶梯以及主要動線(定義為 2M 寬)；另外除了規範要求之臨軌道側

(候車區)處外，重要車站設備/設施，亦建議為防風雨設計防護之重點區域。

上述等區域之位置及範圍示意範例，請詳如圖 3-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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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示意範例圖 (一) 

 

圖 3-10  示意範例圖 (二) 

(二) 30度飄雨線及風速與降雨角度之影響探討： 

    透過實際蒐集中央氣象局相關三鶯線區域氣候資料作深入分析，作為

研判各級防護標準與風速、雨量與角度測量間關係之依據，以訂出合理檢

核方式與角度。 

    以臺北地區 105 年氣候資料年報(如圖 3-11)，作為研判各狀況下之

防護標準，故以當年最大陣風風速 37.7m/s 及單日降水量 181.5 in/1 
day (461.01 cm/ 1 day)=19.2 cm / 1 hr (avg.) (如圖 3-12)，作

為一般檢核之標準。此外也考量到，如遇強烈颱風等極端氣候至一定等級

時，列車將停駛車站也將封閉停止營運。故此種狀況時，因車站已停止營

運，防護重點不在是提供旅客遮蔽或防護雨水入侵，而是應考量在難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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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的雨水入侵狀況下，對於車站重要設備、設施之損壞如何降低作對策制

定，並參考相關風速與降雨角度論文等文獻訂定各種級距風速下之降雨，

其雨水可能入射角度關係(如圖 3-13)。 

 

圖 3-11、3-12  示意範例圖 (一)、(二) 

 
圖 3-13  雨水入射角度關係 

    綜合以上(一)、(二)兩點研析結果，並依實際合理營運有乘客使用之

狀況評估後，建議如出入口旅客聚集處適當地點之範圍，應以對映至達停

班停課標準之平均風速七級風(10M/S)下之飄雨線(約 30 度)作檢核模擬，

並且該等地點模擬後應保持 100%遮蔽率。而在平均風速達 15m/s(飄雨

線約 41 度)以上之颱風等級時，此時防護重點應為電扶梯/電梯、機房及

重要設備/設施，我們建議此時此等重要設備/設施檢核模擬結果，仍應保

持 100%遮蔽率。其餘區域則仍應保持 50%以上之遮蔽率。綜整以上檢

討防護區域定義以及驗證方法後，亦提出三鶯線高架車站審查時之執行原

則主要建議重點，歸納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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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三鶯線高架車站相關防風雨審查執行原則之建議 
1 有關擴張網或沖孔版等材料是否具隔屏之遮蔽效果或其遮擋率、雨

水入射折減角度等，需經公正單位實際驗證(如風雨試驗)，並以測

得之數據模擬驗證各站之設計成果。 

2 除依規範 30 度飄雨線檢討，另外請統包商採風速 15m/s 之狀況

41 度飄雨線進行模擬檢討。模擬風速逼近相當於七級風時之瞬間最

大陣風狀況。 

3 旅客聚集處適當地點與臨軌道側(候車區) 範圍，建議在 30 度飄雨

線檢討下，應保持 100%遮蔽率。 

4 在風速 15m/s 飄雨線 41 度下模擬檢討，電扶梯/電梯、機房及重

要設備/設施則應仍可保持 100%遮蔽率。其餘區域則仍應保持

50%以上之遮蔽率。 (備註:遮蔽率定義=區域面積-雨水侵入範圍

面積)/區域面積) 。 

5 建議在超過前述中央氣象局 105 年台北地區氣象資料所測最大風速

37.7m/s 降水量 181.5 in/1 day 狀況條件下，檢討車站相關導

水、排水及屋頂外牆等固定結構細部設計，以確保機房及重要設備

區於營運時無阻水、積水、漏水及溢流滴水…等現象。 

四、高架車站防風雨設計後續審查與驗證執行之應用 

(一) 多孔隙牆板風雨試驗： 

    參照上述表 3-2 之建議及依據查核表一般性之要求，提送國內實驗室

進行多孔隙牆板風雨試驗取得公正之測試取得數據資料，並據以推算外牆

設計之防風雨效果。 

    車站外牆採多孔隙牆板非完全封閉的構造斷面，雖可通過靜態圖面檢

討的 30 度角飄雨線，但考量自然環境之風壓、雨滴傾斜角度等因素，實

際上仍有穿透機會，造成風雨侵入之狀況，多孔隙牆板風雨試驗之概念示

意圖，如附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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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2  多孔隙牆板風雨試驗之概念示意圖及現場實驗照片 

(二) 多孔隙牆板風雨試驗後續之檢核應用: 

在取得各立面使用材料之多孔隙牆板風雨試驗數據後，落實設計檢核

之方法採用反推法，將車站各處依檢核原則所訂之允許雨水潑入範圍之距

離，代入各種透空率材料經試驗得知之各材料在各風速與雨量下之侵入角

度數據 (內側潑雨最遠距離與入射高度比值)，如附圖4-3。 

初步得知此等角度數據後，再來依平面之配置佈設檢討出各雨水允許

侵入範圍(或不允許侵入範圍)。此處舉LB01站為例，北側外牆界面處之相

同潑雨允許範圍為2.65M，如附圖4-4，據以此相同潑雨允許範圍為2.65M，

反推出在該等允許距離下於立面上該材料可設置之最大高度分佈範圍，並

作為其外牆立面材料使用計畫之依據，如附圖4-5。 
 
 
 
 
 
 
 
 
 

   
 
 

 

圖 4-3 多孔隙牆板之初步檢核概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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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LB01 站之平面檢核應用概念示意圖 

 

圖 4-5  LB01 站之剖面檢核應用概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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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推算及分析可得知立面越高處，其所使用材料之透空率則需要越

小，意即在立面越高處，越需要封閉性較佳之材料。例如附圖4-6，整個方

盒子造型車站之外牆立面，經由平面各允許潑雨範圍之反推結果，可訂出

分別由A、B、C、D從高至低四種不同透空率材料組成的立面計畫，反映

於實際立面設計之開口位置及材料透空率，完成實質之立面細部設計。 
 

圖 4-6  立面檢核應用概念示意圖 

七、結論及建議 

    環保永續之綠建築概念為目前產官學界所重視及共同朝向之設計目

標，然因造型為求量體輕、簡、通、透，增加通透性也必須在防風雨設計

上兼顧考量。尤其，在設計規範條文內容制訂考量不足或定義不明確下，

業主、專管顧問與統包廠商三者之間的認知與期望，往往並不相同，並缺

乏量化的檢核過程。故整合並制定一套較科學量化及周延之執行原則，並

兼顧合情、合理與其它各種設計目標，對車站工程品質影響巨大。 

    回顧過去捷運系統防風雨設計規範探討以及參考目前各實際完工營

運系統高架車站的缺失與經驗，三鶯線在細部設計階段已先針對三鶯線規

範中未盡周延或規則定義不甚明確之處，作出相關合理之審查執行原則。

並落實於細部設計討論，業主、專管顧問與統包廠商(設計單位) 在綠建築

及造型風貌設計的理念下充分溝通折衝，最終找到能達成綠建築與防風雨

設計兩者間平衡之設計方案。 

    依據本次研析與探討，歸納以下重點結論與建議 : 1.規範之檢核條件

制定，應基於實際區域氣候環境狀況，並對於檢核條件之訂定，應有更嚴

謹論理或實測數據支持。2.對於車站各區域空間之遮蔽率，應基於營運之

合理使用狀況，對於最重要防護區域及次要區域，作出嚴謹定義及量化可

量測之標準。3.對於高架車站而言，在如颱風侵襲等極端氣候下要求完全

遮蔽使強風及雨水無法入侵是不切實際的想法，但此時應將重點放在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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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落水配合措施之完善度提高，而透過各種事先可預想之設計檢核重

點查核表，例如洩水坡度、防滑措施、截水、漏水頭…等之檢核，將可使

各種疏漏狀況減少到最小狀況。 

透過回顧過去實際經驗發現問題與缺失，希望本次研究結論與建議，

能回饋後續各捷運系統高架車站設計者或審查者當面臨車站防飄雨課議

題、避免因為設計不周導致面臨風雨入侵時造成危害狀況，提供定性及定

量的參考數據資料，可供未來各捷運系統規劃設計及審查時作為參考，並

冀望未來高架車站設計能同時兼具環保永續之綠建築建物，亦能在防風飄

雨設計兼顧，共創優質捷運車站設計與旅客服務空間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