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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臺灣多山多河的地理特性，

使得橋梁成為連結陸上交通的重要設

施。有鑑於台灣天然災害頻傳，如地

震災害、水災及土石流等等；災害之

來臨常帶來嚴重的損失，尤其災害一

旦發生，對於公路之影響更為嚴重，

造成災民之生命財產損失亦難以估計。

為此，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

究中心於 94、95年委託研究計畫「交
通工程防災預警系統建立之研究」，

並逐年擴充建置台灣公路早期防救

災決策支援系統 (Taiwan Road Early 
Nature Disaster Prevention Systems，
TRENDS)。本計畫進行系統資料更新、
提高分析準確度並與相關單位監測資

料進行驗證，納入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近期研究之分析模組及成果，並確認

系統實用性及穩定性。此外，本研究

根據橋梁各種安全評估所需設計參數

進行確認，並確立橋梁耐震耐洪設計

與維護階段資訊整合模式，並根據此

模式發展擴充橋梁設計與防災預警資

訊，並應用本系統提供使用維護階段

橋梁防災預警之決策支援用途。

一、前言

有鑑於台灣天然災害頻傳，如地

震災害、水災及土石流等等；災害之

來臨常帶來嚴重的損失，尤其災害一

旦發生，對於公路之影響更為嚴重，

造成災民之生命財產損失亦難以估

計。為此，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 94、
95年委託研究計畫「交通工程防災
預警系統建立之研究」，並逐年擴充

建置台灣公路早期防救災決策支援系

統 (Taiwan Road Early Nature Disaster 
Prevention Systems，TRENDS)，系統
以軟體代理人 (Software Agents)為核
心所發展之資料交換平台關鍵技術，

交換蒐集各單位網站所發佈之相關災

台灣公路早期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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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以人為方式從中讀取資料重新記錄，

但經過數十年後，圖檔容易遺失或難

以找尋，甚至因圖檔解析不佳造成無

法辨識資料，如需再次進行分析時，

就必須從橋梁設計藍晒圖上重新擷取

所需資料或至橋梁現場量測實際尺寸，

才能重新建置橋梁模型進行分析。此

一資料蒐集分析評估過程，需耗費相

當多的人力、時間，若對全台灣所有

橋梁進行分析，所耗費人力更為可觀。

因此，如果在橋梁設計階段即將後續

使用維護階段所需參數，以資料庫方

式有系統地建置儲存，並發展一自動

化分析評估系統，提供作為防災預警

之決策支援。不僅將設計階段儲存之

資料與使用維護階段防災所需之資料

作有效傳遞整合應用，更能提升橋梁

管理單位進行橋梁耐震、耐洪評估作

業之效率，省去大量人力、時間之需

求，輕易達到防災預警之目標。

目前臺灣橋梁管理系統 (Taiwan 
Bridge Management System，TBMS)[1]
為橋梁管理單位常用之基本資料管理

系統，系統中記錄橋梁管理資料、河

川資料、幾何資料、結構資料及維修

檢測紀錄等，但系統中僅以保存維護

管理紀錄為主，仍缺乏各橋梁構件之

詳細尺寸或材料強度性質建檔機制。

且由於未儲存相關設計參數，無法詳

細對橋梁現有能力進行評估，若從保

存文件中擷取計算，其過程勢必耗費

害資訊與相關公路設施資料庫資料，

並整合橋梁及邊坡防災機制，建立橋

梁及坡地災害緊急應變流程與通報機

制。公路設施管理單位可應用本系統

採取適當的應變流程及通報機制，系

統性的完成災害預防、災害緊急應變

及緊急復原中各階段所應執行之災前

評估、調查及應採取之緊急措施。本

計畫進行系統資料更新、提高分析準

確度並與相關單位監測資料進行驗證，

納入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近期研究之分

析模組及成果，並確認系統實用性及

穩定性。

此外，目前臺灣橋梁面臨現有能

力、耐久性與安全性日益受到質疑與

堪慮之問題，所以在使用維護階段對

橋梁進行能力評估並達到橋梁防災預

警的目標已是刻不容緩。因此，橋梁

防災預警之分析評估為一項重要工作，

目前橋梁耐震或耐洪評估需從設計階

段之橋梁設計圖說、結構計算書、地

質鑽探報告書中，找出相關資訊，如

橋梁尺寸、材料斷面強度性質、土壤

性質參數⋯等，然後建立 SAP橋梁 3D
模型進行結構分析，計算求得結構體

極限受力狀態，再考量不同的評估指

標如地表加速度 (PGA)、安全係數等，
據此擬定出橋梁之警戒值、行動值。

由於上述圖說等資料，於橋梁興建或

改建後的保存方式多以圖紙掃描 PDF
或 CAD檔，因此擷取這些資料時，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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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預警系統建立之研究」[2]所開發
之「災害預警資料交換機」申請專利，

並技術移轉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

中心，作為「公路防救災決策支援系

統」[3]與「跨河橋梁安全預警系統」
[4]二計畫之核心，提供資料交換平
台，整合災害上、中、下游資訊，並

整合歷年成果建置『臺灣公路早期防

救災決策支援系統 (Taiwan Road Early 
Nature Disaster Prevention System，
TRENDS)』。

計畫執行過程中 TRENDS在地
震、洪水沖刷與邊坡方面皆有應用之

成效，其中

(a)  地震方面：應用 AI推論公總全台
五區工程處共 33個工務段 2590座
橋梁之耐震潛勢，並進行預警通

報。地震發生後，TRENDS會自動
擷取氣象局發布之地震資料，即時

分析橋梁地震破壞潛勢，以 e-mail
及簡訊方式通報相關人員。目前於

公路總局及五區工程處已採用，通

報名單包括：交通部主任祕書 1人；
公路總局副總工程師 1人、防災中
心 1人、道工科科長 1人及五區處
橋檢對口人員 5人與工務段段長、
副段長 63人，橋檢工程師 33人；
運輸研究所運計組組長 1人；港研
中心主任 1人、科長 1人及研究員
1人；國防部空軍戰術管制聯隊 11
人，總計 123名，內容包括轄下超

大量人力和時間，無法快速提供作為

橋梁防災預警之用。因此本研究目標

將橋梁使用維護階段所需之設計參數，

於橋梁設計階段建置資料庫管理系統，

作系統化儲存，未來在橋梁使用維護

階段能提供橋梁作耐震或耐洪評估及

安全預警之用，最後以一橋梁為範例，

應用橋梁設計參數資料庫系統之輸出

資訊進行耐震能力評估，以實際案例

方式，完整試行系統之功能，並可作

為後續推廣應用之範例。

二、研究範圍

台灣橋梁以鋼筋混凝土結構為應

用最廣的類型，其中，92%以上為混
凝土橋梁，且 73%以上橋齡高於十五
年以上。為保障用路人安全，混凝土

橋梁的維護管理為公路管理單位未來

重要課題，故本研究以鋼筋混凝土橋

梁為研究探討對象。

三、 TRENDS系統架構與模組
功能分析

有鑑於台灣天然災害頻傳，計畫

團隊於 92年起投入防災研究領域，冀
望以導入資訊科技改善既有防救災機

制，並徹底檢討現有防災體系，提升

災情通報效率，減少災情擴大。計畫

團隊於 94年首度導入智慧代理人概念
開發資訊交換平台，94、95年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委託研究計畫「交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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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針對 TRENDS系統之系統架
構與模組功能進行分析，以釐清系統

模組功能資料更新、提升精確度與驗

證之可行性。

3.1 TRENDS系統架構

TRENDS架構分為資料交換平台、
資料庫與預警通報機制等。並以 1.易
於進行資料查詢及分析；2.提供橋梁
基本、災害、監測資訊；3.GIS圖形介
面等使用需求進行系統規劃 (圖 1)。
1.  資料交換平台：應用港研中心「交
通工程防災預警系統建立之研究」

中所建置之「災害預警資料交換

機」，建置資料交換平台，統整各

項資訊。透過通報機制，於洪水災

害發生時，第一時間收集監測資料

與災害分析研判，並將結果即時透

過各項通訊管道 (手機簡訊與 E-mail

出預警值之橋梁及破壞機率排序，

作為管理單位第一時間至現場勘查

之參考。在 2013/6/2所發生規模 6.2
地震中，有效發布綠水和舊東光 2
座橋梁危險警訊，供管理單位決定

優先檢測順序之參考依據。

(b)  洪水沖刷方面：交通部運研所目前
已將 TRENDS應用在公路總局大甲
溪跨河橋梁預警通報，未來擬推廣

應用至全台。

(c)  邊坡方面：(i)提供第四區工程處
蘇花公路豪大雨與邊坡位移通報預

警，已在4次豪大雨事件中發揮功效 
(2011/08/04、08/27，2012/06/19、
06/28)，提早發布通知，供段長封閉
道路決策之依據，避免災情擴大傷

及人命。(ii)提供蘇花公路 115.9K
國防部空軍戰術管制聯隊之邊坡位

移預警。

圖 1　TRENDS系統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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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及橋梁破壞模式、橋梁補強技

術、評估表單進行管理維護的功能。

(2) 邊坡資料管理
邊坡資料管理部分主要提供使用

者對邊坡基本資料、目視檢查表、巡

檢表單、整治工法、監測儀器、災損

資料進行管理維護的功能。

(3) 道路 (隧道 )資料管理
道路 (隧道 )基本資料管理部分主

要提供使用者對於道路工程資料進行

管理維護的功能。

(4) GIS圖層資料管理
運用 ArcGIS Server建構線上地理

資訊系統，以地理圖層方式呈現使用

者所查詢之橋梁位置、狀況異常橋梁、

災害資訊、邊坡災損等資訊。

(5) 救災規劃
此模式運用各交通工程在不同自

然環境與天然災害下可能發生破壞之

潛勢及可能造成災損與風險值之計算

結果，藉以搜尋替代道路最適行車路

線之規劃，進而可應用於救災資源調

派之功能。

(6) 災害資訊管理
提供使用者對資料交換平台交

換所得之災害資料進行查詢的功能，

包含橋梁地震潛勢、跨河橋梁安全預

警等。

(7) 系統維護
本模式之建立在於提供系統管理

者對使用者之權限進行管控。

等 )回報災情與範圍，提升救災效
率，減少災情之損失與避免人員之

傷亡。

2.  資料庫：為了解決各介面整合與資
源共享等問題，因此此階段將根據

資料倉儲理念進行資源整合，研究

資源項目包含 GIS圖層、儀器監測
值、氣象報告、水文資料、橋梁基

本資料、橋梁耐洪安全評斷標準等

資訊。

3.  預警通報機制：最後，本研究為了
能立即掌握即時橋梁安全情況，並

提供災時工程人員應變、決策及通

報的機制，將應用災害預警資料交

換機即時收集災情資訊與安全評估

結果，一旦橋梁到達設定之警戒值

時，系統將以主動及被動兩種方式

與公路總局通報機制進行整合。

如圖 2所示，系統中各個模式以
模式庫方式呈現，而且各個模式均可

配合資料的改變來更新模式中的參數，

使模式能應付現實狀況的改變，同時

亦可反覆執行指定模式，以確保使用

者可以得到所需之決策支援，進而達

到模式管理的功能。

圖 2中圓形、方形、星形與棱形
記號分別代表 TRENDS整合不同計畫
成果，各模式之說明如下：

(1) 橋梁資料管理
橋梁資料管理部分主要提供使用

者對橋梁基本資料進行管理維護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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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TRENDS系統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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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XML文件，供 TRENDS系統使
用。以下簡單介紹資料交換平台機制

及流程。

代理人技術已被應用在各種不同

的領域，例如計畫排程、資訊檢索等，

藉由此項技術的運用可以減少工作量

以及資訊量 (Information Overload)，使
用者可以指派代理人完成特定的任務

或是與代理人相互合作，完成共同的

目標。代理人主要特徵如下：(1)自發
性：代理人程式被指派工作後，便不

需人力介入其工作流程，便有獨立完

成工作之能力；(2)社會性：各代理人
之間能夠透過特定方式相互溝通、協

調工作。並且具有與自然人互動之能

力；(3)感知性：代理人會採取目標導
向方式進行工作，並能夠感應外在環

境變化對其目標之影響；(4)反應性：

(8) 自動通報
此模式提供自動化的通報機制，

藉由 E-mail及手機簡訊給該橋梁或邊
坡之管理單位人員，通知其儘速進行

處理或調查。

3.2  TRENDS系統核心 -資料交換
平台

TRENDS將不同計畫成果內容彙
整統合，然而不同計畫由不同單位執

行，造成資料傳遞的困難且難以整合。

為解決此問題，TRENDS中利用交通
部運輸研究所 -「交通工程防災預警系
統」[2][3]一案所開發之資料交換平台
為基礎進行資料彙整工作。資料交換

平台由各個智慧型代理人組成，並根

據任務項目不同，指派特定智慧型代

理人定期執行任務，最後針對不同計

畫資料輸出方式，將資料格式轉換為

(1)資
料擷取
代理人

(2)資
料過濾
代理人

(3)資
料比對
代理人

(4)資
料更新
儲存代
理人

Data 
flow

Control 
flow

軟體代
理人

中央氣象局

水利署

水保局

TBMS

儀器監測值

最新災害訊息

資料庫

(6)Web
Service代

理人

其他公路
管理系統

(5)標籤註
記代理人

新增系
統連結

既有系統連結

圖 3　軟體代理人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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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確立使用維護階段橋梁評估模
式所需資料

橋梁在使用維護階段進行能力評

估時，需要許多的資料作為輸入，進

行使用維護階段橋梁各種評估模式流

程整理確認，並彙整各評估模式過程

中所需要的輸入參數，如橋梁耐震能

力評估 (側推分析 )所需設計參數、沉
箱基礎耐洪安全評估分析模式所需參

數、樁基礎耐洪安全評估分析模式所

需參數，代表若能在橋梁設計階段，

完成橋梁設計後，把這些參數資訊儲

存，並在橋梁使用維護階段作為橋梁

耐震、耐洪評估模式所使用，如此一

來，解決以往進行橋梁評估時耗費人

力、時間且效率低落的問題。

考量橋梁進行橋梁耐震能力評估

(側推分析 )及橋梁振動頻率評估皆須
進行側推分析，其過程為建置橋梁結

構模型後再進行側推，而在橋梁在設

計階段時，都會建置橋梁結構模型進

行力學分析，故若在設計階段就能儲

存橋梁結構模型，在未來使用維護階

段時，就能作為橋梁側推分析之用；

另外，橋梁耐洪安全評估模式需要橋

梁的尺寸資料，結合橋墩即時的水位、

流速、沖刷深度，接著計算橋墩的耐

洪安全係數 (FS)，而耐洪安全評估模
式依不同的基礎型式會有不同之輸入

值，如沉箱基礎、樁基礎，而沉箱基

代理人能夠在環境改變之後做出適當

反應；(5)移動性：代理人能夠攜帶所
需資訊在不同電腦之間遷徙，並且能

夠在不同電腦間作業；(6)脈絡連續：
代理人被賦予工作後，便能夠掌握自

身之程序或執行序以便完成整體任務；

(7)適應性：代理人能透過判斷行為的
結果進行學習，因此會隨著時間及環

境的變化調整自己的狀態。

因此本計畫藉由軟體代理人間可

相互溝通之特性，建立一多代理人之

環境，協助資料傳遞工作。資料交換

平台依運作範圍分為 (一 )既有系統連
結與 (二 )新增系統連結，架構如圖 3
所示。

四、 橋梁耐震與耐洪分析資料
管理模組擴充

此階段先藉由蒐集國內外橋梁耐

震能力評估 (側推分析 )、橋梁耐洪安
全評估、橋梁振動頻率評估等文獻，

確定橋梁各種安全評估方式，並作為

後續橋梁設計參數應用於橋梁安全評

估模式之重要參考依據。並藉由所歸

納之相關參考文獻，考慮在橋梁設計

階段時，預先將使用維護階段橋梁評

估模式所需資訊儲存，建立橋梁耐震

耐洪設計與維護階段資訊整合模式，

並新增於 TRENDS系統模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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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時耗費人力、時間且效率低落的問

題。故本章節彙整使用維護階段所需

資料，研擬橋梁耐震耐洪設計與維護

階段資訊整合模式。

以下針對橋梁耐震耐洪設計與維

護階段資訊整合模式，按照橋梁在不

同階段應用此模式並依序詳細說明︰

1. 規劃設計階段 (如圖 4)
A.  上傳橋梁資料：橋梁完成設計後，
設計單位可將橋梁 SAP2000結構模
型、橋梁設計圖、結構計算書上傳

後儲存建置。

礎與樁基礎耐洪分析模式所需參數，

因為有部分的參數重覆，所以將耐洪

安全評估所需參數整理如表 1。
最後，彙整使用維護階段所需資

料包括︰ 1.橋梁結構模型 2.耐洪安全
評估所需參數 [4]。

4.2  確立橋梁耐震耐洪設計與維護
階段資訊整合模式

透過 4.1章節所述，在橋梁設計階
段將表 1之設計參數資訊儲存，並在
橋梁使用維護階段評估橋梁能力所使

用，如此一來可解決以往進行橋梁評

表 1　耐洪安全評估所需參數

編號 參數 編號 參數 編號 參數

1 混凝土單位重 (t/m3) 16 基樁長度 (m) 31 承載層土壤摩擦角

2 不透風護欄高 (m) 17 基樁數量 (m) 32 沉箱內填充物單位重 (t/m3)
3 箱型梁與橋面板高 (m) 18 基樁慣性矩 33 沉箱高度 (m)
4 上部荷重 (ton) 19 樁帽水流作用力常數 34 沉箱寬 (m)
5 橋墩跨徑 (m) 20 基樁水流作用力常數 35 沉箱長度 (m)

6 橋墩高度 (m) 21 最外側基樁至樁帽外
側距離 (m) 36 沉箱全斷面積

7 橋墩寬 (m) 22 主動土壓力係數 (ka) 37 沉箱內填物斷面積

8 橋墩數量 23 被動土壓力係數 (kp) 38 沉箱水流作用力常數

9 橋柱斷面積 (m2) 24 沉箱基礎底面之形狀
因素 (α) 39 沉箱厚度 (m)

10 橋墩重量 (ton) 25 沉箱基礎底面之形狀
因素 (β)

11 橋墩水流作用力常數 26 沉箱支承力因素 (Nc)
12 樁帽長度 (m) 27 沉箱支承力因素 (Nq)
13 樁帽寬度 (m) 28 沉箱支承力因素 (Nr)

14 樁帽高度 (m) 29 承載層土壤單位重 
(t/m3)

15 基樁直徑 (m) 30 承載層土壤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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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使用維護階段 (耐震能力評估 )

F.  側推分析：建置橋梁模型，並設定
塑鉸性質後，於 SAP2000執行側推
分析後求得該橋梁之 Ay與 Ac值。

G.  計算橋梁通行失敗機率：於災時，
地震發生所代表的 PGA值，結合前
述橋梁的 Ay與 Ac值作為通行失敗
機率計算的輸入值，計算出橋梁通

行失敗機率。

H.  橋梁通行失敗機率是否高於 50%：
橋梁管理單位可根據前述所計算出

的橋梁通行失敗機率，判斷通行失

敗機率高於 50%為異常狀況橋梁。
I.  通報管理機關進行巡橋作業：於災
後 (地震過後 )，當計算出橋梁通
行失敗機率高於 50%，應立即派駐
橋梁管理人員至該橋梁進行巡橋作

業，而經現場人員判斷後再評估是

否封閉該橋梁。

圖 4　規劃設計與興建階段

B.  建置設計參數資料：設計單位可從
橋梁設計圖、橋梁結構模型中找出

橋評估模式所需參數，接著將設計

參數資料建置儲存。

2. 興建階段
C.  更新設計參數資料：若有變更設計，
橋梁設計參數也會有所改變，故設

計單位須將先前儲存之設計參數修

改後重新儲存。

D.  整合儲存橋梁資訊：將設計完成的
橋梁 SAP2000結構模型、結構計算
書、竣工圖說、橋梁設計參數等資

料整合儲存，以提供後續使用維護

階段各橋梁評估模式使用。

3. 使用維護階段
(1) 耐震能力評估 (如圖 5)
E.  取得橋梁模型：橋梁管理單位在使
用維護階段，若須重新進行橋梁耐

震能力評估，必須有完整的橋梁模

型，故下載先前整合儲存之橋梁結

構模型，接著匯入 SAP2000軟體，
即可完成橋梁模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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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安全係數 (FS)是否低於安全值：
橋梁管理單位可根據前述所計算出

即時與未來的耐洪安全係數 (FS)，
判斷橋梁即時與未來的的預警值

如表 2所示。透過未來的安全係
數 (FS)值，即可判斷橋梁未來的耐
洪能力，藉此作為橋梁安全預警之

用途。

表 2　耐洪安全係數對應預警值 [4]

耐洪安
全係數

(FS)
0~1.5 1.5~2.0 2.0~3.0 3.0

以上

預警值
行動

(紅燈 )
警戒

(橘燈 )
注意

(黃燈 )
安全

(綠燈 )

N.  通報管理機關進行巡橋作業：於災
時，當計算出耐洪安全係數 (FS)低
於 3.0 (安全值 )則代表橋梁可能處
於危險不安全的狀態，應立即派駐

橋梁管理人員至該橋梁進行巡橋作

業，而經現場人員判斷後再評估是

否封閉該橋梁。

O.  維持通行：於災時，當計算出耐洪
安全係數 (FS)高於 3.0 (安全值 )則
代表橋梁處於安全無虞的狀態，橋

梁可持續通行運作，但若處於颱洪

季節，應持續留意橋梁的耐洪安全

狀態。

J.  維持通行：於災後 (地震過後 )，計
算出橋梁通行失敗機率低於 50%，
橋梁可持續通行運作。

(2) 耐洪安全評估 (如圖 6)

圖 6　使用維護階段 (耐洪安全評估 )

K.  橋梁水文資料蒐集：於災前，整合
各橋墩水位、流速、沖刷深度等資

訊，作為災時計算橋梁耐洪安全係

數之輸入值。

L.  計算耐洪安全係數 (FS)：於災時，
透過先前橋梁整合儲存資訊，其中

的橋梁設計參數資料，結合前述所

整合的橋梁的水位、流速、沖刷深

度資訊，針對不同的基礎型式套用

不同的計算公式，計算各橋墩的耐

洪安全係數 (FS)；再整合未來的水
位、流速、沖刷深度資訊進行計算，

即可得未來耐洪安全係數 (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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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建議封橋進行檢測：於災後，當 Rc
值 >R值，代表橋梁可能處於危險狀
態，應立即派駐橋梁管理人員盡速

至該橋梁進行封橋作業，並巡視橋

梁是否有重大毀損。

T.  維持通行：於災後，當 R值 >Rc值，
代表橋梁處於安全無虞的狀態，橋

梁可持續通行運作，但若處於颱洪

季節，仍須留意橋梁的安全狀態。

4.3  橋梁耐震耐洪設計參數資料庫
建置

將依照前述之整合模式構想與確

立之模式流程，把各模組所用之資料

內容整理輸出與輸入之關係，以此輸

入輸出表為基礎，並利用實體 -關係
模型 (Entity-Relationship Data Model，
ER-model)，其中因 TBMS 與 TELES
兩邊橋梁編號未統一，因此系統中另

外以 nid作為主鍵。此外 TBMSID被
即時河川資訊 (FK1)、耐洪安全評估
(FK2)、振動頻率評估 (FK3)與橋梁
設計參數 (FK4)所引用。而 TELESID
被即時河川資訊 (FK1)、耐洪安全評
估 (FK2)、振動頻率評估 (FK3)、橋梁
設計參數 (FK4)與橋梁振動量測記錄
(FK5)所引用。依此建置資料庫格式與
儲存項目，避免資料重複建置與資料

不同步之問題。

系統中文字及數值等資料以資料

庫的形態儲存，並且以關聯式資料庫 

(3) 振動頻率評估 (如圖 7)

圖 7　使用維護階段 (振動頻率評估 )

P.  橋梁振動頻率蒐集：於災前，整合
各橋梁現地量測振動頻率 (第一振
態 )資訊，結合災前與災後現地量
測振動頻率 (第一振態 )資訊，作為
安全臨界頻率比值計算的輸入值。

Q.  計算安全臨界頻率比值：於災後，
透過先前橋梁整合儲存資訊，其中

的橋梁結構模型執行側推分析後可

得出 Rc值；另外從前述橋梁振動頻
率蒐集，其中蒐集災前與災後橋梁

現地量測振動頻率 (第一振態 )資訊
即可計算出 R值。

R.  Rc值與 R值比較：於災後，橋梁管
理單位可透過安全臨界頻率比值，

即利用 Rc值與 R值的比較判斷橋
梁是否為安全可通行的決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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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之規劃與發展工作內容主

要包含：「系統發展概念研擬」、「系

統架構擬訂」、「系統開發工具選用」

以及「系統功能規劃」等四項，各項

之工作內容將在以下各節中分別說明。

4.4.1系統發展概念研擬

為使橋梁設計與防災預警資訊整

合系統有效率應用，提升橋梁管理維

護單位防災預警與即時評估之用途，

因此需要一套架構於網際網路下之系

統，使相關管理單位能夠在不同平台

皆能瀏覽相關資料。另外，為了資料

易於辨識，方便使用者查詢。故本系

統開發將需滿足以下三項目標：1. 容
易進行資料查詢及分析 2. 提供橋梁評
估相關資訊 3 確保使用最新資料進行
評估。

圖 9　系統組成圖

根據系統使用需求的目標，發展

規劃將分為三個部份，如圖 9。1.對話
介面：著重網頁的開發，讓使用者能

夠經由網頁查詢所需資料；2.資料管
理：透過Microsoft SQL Server建立關

(Relational DataBase)來聯結不同資料庫
間的資料，然後再運用資料庫結構式查

詢語言(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SQL)，
以 Select，Form，Where等組合子句來
存／取、查詢、修改、刪除及新增資

料庫中的資料，達到資料管理的功能。

在資料的建構與管理方面，本研究以

Microsoft SQL SERVER作為制定資料
表之工具，以下將針對資料管理進行

描述。

資料庫資料管理的部分將各類資

料進行分類管理，分為 1.橋梁基本資
料表 2.橋梁設計參數 3.即時河川資訊 
4.耐洪安全評估 5.橋梁振動量測記錄 
6.振動頻率評估。根據前述建置橋梁
耐震耐洪設計參數資料庫。

4.4 系統規劃與發展

本章介紹說明橋梁設計與防災預

警資訊整合系統之系統規劃與發展步

驟。系統規劃的主要工作項目及流程

如圖 8所示，圖中箭頭右方代表各階
段的主要成果。

圖 8　系統初步規劃工作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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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態網頁設計技術 Active Server 
Pages(ASP.NET)撰寫網頁作為對話管
理之介面，並使用下拉式清單 (Menu)、
命 令 鈕 (Command Button)、 選 項 鈕
(Option Button) 及捲軸 (Scroll Bar) 等
工具，讓使用者在操作與執行時，淺

顯易懂，藉此減少使用者學習系統操

作所需之時間，並降低操作指令輸入

次數，提升作業效率。

4.4.1.2資料管理

此系統之文字及數值等資料均

是以資料庫的形態儲存，並且以關聯

式 資 料 庫 (Relational Database) 來 連
結不同資料庫間的資料，再運用資料

庫結構式查詢語言 (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SQL)， 以 Select，From，
Where，Order By等組合子句進行存／
取、查詢、修改、刪除及新增資料庫

中的資料，進而達到資料管理的功能。

在資料庫的建構與管理方面，本

研究規劃以Microsoft SQL Server作為
制定資料表之工具，並採用 ASP.NET 
4.0撰寫之表單作為資料管理之介面
軟體。

4.4.1.3模式管理

本研究採用瀏覽器作為模式管理

之介面軟體。各項資料以專屬模式方

式進行管理，而且各個模式均可配合

資料的改變來更新模式中的參數，使

聯式資料庫 (Relational DataBase)；3.模
式管理：模式管理中包含安全評估與

防災預警通報。由系統中三個部份相

互配合後，儲存於資料庫中，使用者

可藉由網頁進行資料查詢。

4.4.1.1對話介面

「對話介面」係使用者與系統間

溝通之主要管道，亦稱之為「使用者

介面」(User Interface)，設計時係從使
用者的角度來建構系統，以確保使用

者操作時之親善性，同時有效地傳達

控制指令與變數。以下分別針對「人

機配合」與「設計理念」兩部份說明：

1. 人機配合
對話格式為系統與使用者間溝通

方式，本系統人機介面對話格式有下

列兩種：

清單對話 (Menu Dialogs)：可讓使
用者在一個列有所有功能的清單中選

擇欲執行之功能。

輸入／輸出表對話 (Input /Output 
Form Dialogs)：輸入表格提供使用者
輸入命令與資料，輸出表格為系統所

產生之回應訊息。

2. 設計理念
設計理念的首要考量，在於系統

如何傳達訊息給使用者，及接受使用

者的操作指令。本研究將系統架構於

伺服器 (Server)上，以瀏覽器 (Browser)
作為對話管理之介面軟體，以微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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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所需具備之軟硬體如下：

1.  PC586以上之個人電腦 (具備 1024MB
以上記憶體及網路連線環境 )；

2.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5.0 
以上版本。

系統整合方面，本系統主要由Visual  
Basic.NET、ASP.NET、SQL資料庫等
視窗軟體之應用程式所組成，並利用

Visual Studio將各作業軟體整合在同一
工作環境下，而發展出親善性之使用者

界面，系統整體作業環境如圖 11所示。

圖 11　系統作業環境圖

4.4.4系統功能規劃與發展

本研究所建構之系統，系統操作

介面下之功能架構規劃如圖 12所示，
其中系統係由 ASP.NET 應用程式開發
軟體撰寫而成，以下針對各系統所屬

模組之功能規劃、發展加以說明。

模式能應付現實狀況的改變，同時亦

可反覆執行指定模式，以確保使用者

可以得到所需之分析資料，進而達到

模式管理的功能。

4.4.2系統架構擬定

系統將以資料整合平台為核心，

負責所有資料進出管理，平時會定時

從「臺灣公路早期防救災決策支援系

統 (TRENDS)」[3]擷取資料進行分析、
比對及更新，並將資料存入資料庫。

其系統架構，如圖 10所示。

圖 10　系統架構

4.4.3系統開發工具選用

本研究所規劃之橋梁耐震耐洪設

計參數整合系統，系統開發所需設備

如下：

1.  PC 2.0GHZ以上之個人電腦 (具備
2048MB以上記憶體 )

2.  Microsoft Windows 7作業系統軟體
3.  Microsoft Active Server Pages 4.0 / 

Visual Studio 20010應用程式開發軟體
4.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應用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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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上傳參數資料模組操作流程

1. 新增橋梁資料
進入模組選擇橋梁後，即可開始

新增橋梁資料，內容包括橋梁結構模

型上傳、橋梁竣工圖說上傳、橋梁設

計文件上傳、輸入橋梁設計參數，可

直接由網頁端新增橋梁相關資訊，透

過人機界面輸入資料後整合儲存於後

端資料庫中。

2. 刪除橋梁資料
進入模組選擇橋梁後，將顯示目

前該橋梁有幾筆資料輸入，使用者可

透過介面，將先前已輸入之橋梁結構

模型、橋梁竣工圖說、橋梁設計文件、

設計參數資料一次刪除。

4.4.4.2修改刪除資料模組

此模組主要提供橋梁管理單位，

易於進行橋梁設計參數修改或刪除，

以達到橋梁資料管理之功用。基於此

模組所規劃之功能，以下將說明本模

圖 12　系統功能架構

4.4.4.1上傳參數資料模組

此模組主要為提供設計顧問公

司，將完成設計之橋梁資料上傳於資

料庫中，作為後續橋梁安全評估之用。

基於此模組所規劃之功能，以下將說

明本模組之功能架構、操作流程，如

圖 13與圖 14所示。

圖 13　上傳參數資料模組功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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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橋梁設計參數刪除
進入模組選擇橋梁後，系統會顯

示查詢結果，進入修改刪除頁面選擇

刪除選項後，即可針對該橋梁設計參

數資料進行刪除，該筆橋梁資料將會

從資料庫中移除。

4.4.4.3查詢下載資料模組

此模組主要提供橋梁管理單位，

面對眾多的橋梁資料，易於進行橋梁

資料下載或檢視，並作為橋梁安全評

估之用途。基於此模組所規劃之功能，

以下將說明本模組之功能架構、操作

流程，如圖 17與圖 18所示。

圖 17　查詢下載資料模組功能架構

圖 18　查詢下載資料模組操作流程

組之功能架構、操作流程，如圖 15與
圖 16所示。

圖 15　修改刪除資料模組功能架構

圖 16　修改刪除資料模組操作流程

1. 橋梁設計參數修改
進入模組選擇橋梁後，系統會顯

示查詢結果，進入修改刪除頁面選擇

修改選項後，即可針對該橋梁設計參

數資料進行修改，透過人機界面修改

資料後更新儲存於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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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耐洪安全評估模組

此模組主要提供橋梁管理單位，

利用已上傳之橋梁設計參數，結合橋

梁即時河川資訊 (各橋墩水位、流速、
沖刷深度 )，推算即時與未來一小時後
橋梁耐洪安全係數，作為橋梁防災預

警之用途。基於此模組所規劃之功能，

以下將說明本模組之功能架構、操作

流程，如圖 19與圖 20所示。

圖 19　耐洪安全評估模組功能架構

圖 20　耐洪安全評估模組操作流程

1. 橋梁設計參數查詢
進入模組選擇橋梁後，系統會

顯示查詢結果，選擇查看選項後，即

可針對該橋梁設計參數進行檢視，其

中包含該橋梁各橋墩資訊都將包含在

其中。

2. 橋梁結構模型下載
進入模組選擇橋梁後，系統會顯

示查詢結果，選擇下載選項後，即可

針對該橋梁結構模型進行下載，使用

方式同一般網頁下載操作方式，下載

之模型檔案為 (.mdb)格式，接著將該
檔案匯入 SAP2000軟體，設定完成後
進行側推分析，最後把側推分析結果

(Ay、Ac值 )在系統中更新儲存，以達
到耐震評估之目的。

3. 橋梁竣工圖說 
進入模組選擇橋梁後，系統會顯

示查詢結果，選擇下載選項後，即可

針對該橋梁竣工圖說載進行下載，使

用方式同一般網頁下載操作方式，竣

工圖說可輔助維護管理單位在評估橋

梁時有更詳盡的資訊。

4. 橋梁設計文件下載
進入模組選擇橋梁後，系統會顯

示查詢結果，選擇下載選項後，即可

針對該橋梁設計文件進行下載，使用

方式同一般網頁下載操作方式，設計

文件可輔助維護管理單位在評估橋梁

時有更詳盡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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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振動頻率評估模組操作流程

本振動頻率評估模組針對災後階

段對橋梁進行振動頻率評估分析，橋

梁管理單位可透過系統網頁端操作，

進入此模組後選擇橋梁，系統會先更

新橋梁最新量測數據，然後比對災後

頻率 (最新量測數據 )與平時檢測頻
率，計算橋梁振動頻率臨界值 (R值 )，
完成後可進行：

1. 橋梁通行狀態評估
當 X軸、Y軸、Z軸之其中一軸

向振動頻率臨界比值 (R值 )低於 0.7
時 (根據文獻 [5]，高流速所計算出 R
範圍值 0.64~0.7，故取 0.7為預設值，
建議未來研究針對不同橋梁之 R進一
步探討 )，系統將評估該橋梁為危險

本耐洪安全評估模組僅針對跨河

橋梁進行耐洪評估分析，進入此模組

後可透過河川流域選擇橋梁，系統會

先更新橋梁即時河川資訊 (各橋墩水
位、流速、沖刷深度 )，結合橋梁設計
參數，計算即時與未來一小時後橋梁

耐洪安全係數，完成後可進行：

1. 耐洪安全狀態評估
當耐洪安全係數低於 3.0時，系統

將自動發送簡訊通知橋梁維護管理單

位，本系統將以每小時持續計算的方

式，對橋梁的耐洪安全狀態進行評估，

以達到橋梁防災預警之目的。

2. 查詢橋梁設計參數
橋梁維護管理單位亦可透過系統

網頁端，連結查看選項，檢視橋梁各

橋墩設計參數資訊。

4.4.4.5振動頻率評估模組

此模組主要提供橋梁管理單位於

颱洪、地震過後，評估橋梁是否安全

可通行，利用自動傳回之現地量測振

動頻率資訊，即各橋梁之第一振態資

訊，進行振動頻率臨界值評估 (計算 R
值 )，作為災後橋梁是否可供通行之決
策參考依據。基於此模組所規劃之功

能，以下將說明本模組之功能架構、

操作流程，如圖 21與圖 22所示。

圖 21　振動頻率評估模組功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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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畫面上方為各模組功能選

項，功能選項連結由左至右，分別為

「系統簡介」、「上傳參數資料模組」、

「修改刪除資料模組」、「查詢下載

資料模組」、「耐洪安全評估模組」、

「振動頻率評估模組」為六個主要功

能。「系統簡介」同時設為系統首頁

的簡介，簡介內容可讓使用者對整個

系統的應用流程能有一個初步的了解。

4.5.2上傳參數資料模組

此模組主要提供設計顧問公司將

完成設計的橋梁結構模型與資料，上

傳至資料庫中。首先，以 SAP2000軟
體開啟橋梁結構模型，並確定結構設

計無誤及使用單位為 Tonf及 m後，接
著將檔案匯出，於 SAP2000軟體工具
列選擇 File/Export/SAP2000 MS Access 
Database.mdb File，跳出視窗後，勾選
所有項目，按下確定，再選擇存檔路

徑，即完成檔案匯出，匯出後檔案格

式為 (.mdb)，如圖 24所示。

(建議封橋 )，同時也建議橋梁維護管
理單位儘快至現場巡視橋梁各部位是

否有結構損壞。反之高於 0.7時則評估
該橋梁為安全 (可通行 )。
2. 查詢橋梁現地量測第一振態資訊

橋梁維護管理單位亦可透過系統

網頁端，連結查看選項，檢視橋梁各

橋墩歷史量測資訊，其中包括量測時

間、各軸向第一振態數值 (Hz)。

4.5  以中彰大橋為例進行耐震能力
評估

以下選擇中彰大橋為範例進行評

估。模式並可提供設計顧問公司將完

成設計的橋梁結構模型與資料，上傳

至資料庫中。

4.5.1系統主畫面與功能選單

本章節分別針對五個模組操

作畫面加以詳細說明。操作示範於 
Windows 視窗環境下，執行網頁瀏覽
器，在網址列上輸入橋梁設計與防災

預警資訊整合系統之網址，系統首頁

模組如圖 23所示，使用者可依模組選
單進行模組功能選擇。

圖 23　系統首頁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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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上傳參數資料頁面

若系統中無該座橋梁，可透過「新

增橋梁按鈕選項」跳出新視窗新增一

座橋梁資料，接著依序輸入︰橋梁名

稱、工程處、工務段、所在鄉鎮、路

線等級 \支線代碼、路線代碼、里程
數、基礎型式橋面版數、跨度、橋梁

經緯度等資訊 (如圖 27所示 )，按下
輸入完成後，回到參數資料頁面，即

可在橋梁基本資料中選擇新的橋梁。

圖 24　橋梁模型匯出檔案

接著將橋梁竣工圖說、橋梁設計

文件、地質鑽探資料製作成壓縮檔格

式 (.rar)如圖 25所示，用以提供模組
上傳檔案，壓縮檔製作完成，務必確

認其存檔位置，避免上傳錯誤檔案或

遺失。

圖 25　製作壓縮檔 (.rar)

接著系統畫面上方選擇「上傳參

數資料模組」，首先透過介面，利用

下拉選單，選擇橋梁的所在縣市、鄉

鎮，使系統鎖定資訊，接著輸入橋梁

Ay、Ac值，然後操作瀏覽選項，逐項
選擇上傳檔案︰橋梁模型 (.mdb)、橋
梁竣工圖說 (.rar)、橋梁設計文件 (.rar)
上傳，最後按下確認上傳按鈕完成資

料上傳，如圖 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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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每一座橋墩資料，如此即完成橋梁

參數資料上傳。

4.5.3修改刪除資料模組

此模組主要提供橋梁管理單位針

對已輸入之橋梁設計參數資料進行修

改與刪除。

在系統畫面上方選擇「修改刪除

資料模組」，並按鈕選擇其中一種查

詢橋梁方式，查詢方式可分為 A.以橋
梁所在地區查詢、B.以橋梁名稱查詢、
C. 以 TBMS 編號查詢、D. 以 TELES
編號查詢、E.按資料更新日期新舊查
詢，如圖 28所示。

圖 28　修改刪除資料頁面

各種查詢方式說明如下：

A.  以橋梁所在地區查詢：透過操作下
拉選單依序選擇橋梁所在縣市、鄉

鎮及橋梁名稱，完成後按下查詢按

鈕，如圖 29所示。
B.  以橋梁名稱查詢：輸入橋梁名稱後
按下查詢按鈕。

圖 27　新增橋梁視窗

完成橋梁模型、橋梁竣工圖說、

橋梁設計文件上傳後，系統會依照不

同的橋墩型式，自動跳出對應的資料

表單，表單可分為樁基礎、沉箱基礎、

直接基礎三種，然後從第一座橋墩開

始輸入。輸入時，使用者只要依序操

作下拉選單及輸入設計資料，而下拉

選單選取後，系統會從橋梁模型檔擷

取相關資訊帶入，減少使用者須輸入

之欄位數量。

每座橋墩資料，在輸入完成，確

認無誤後，按下確認上傳鍵，左下方

會出現已輸入資料之橋墩，使用者亦

可從該清單刪除資料。重覆此步驟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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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查詢、E.按資料更新日期新舊
查詢。

查詢成功後，表單顯示橋梁名稱、

TBMS編號、TELES編號、更新日期、
橋梁 SAP2000下載連結、橋梁竣工圖
下載連結、橋梁設計文件連結等資訊，

使用者依需求操作下載連結，分別進

行橋梁結構模型下載、橋梁竣工圖下

載、橋梁設計文件下載，下載方式與

一般網頁下載方式相同。

使用者於查詢成功後，可按下表

單最右方查看設計參數連結，系統會

依照橋梁不同的基礎型式自動跳出對

應的表單，表單中顯示該橋梁各橋墩

設計參數資訊，故此模組可提供更豐

富的橋梁資訊給橋梁管理單位。

另外，使用者於查詢成功後，可

點選連結下載橋梁 SAP2000模型，
下載完成檔案為 (.mdb)格式，接著開
啟 SAP2000軟體，在軟體工具列中
選 擇 File/Import/SAP2000 MS Access 
Database.mdb File，匯入橋梁結構模型
(如圖 30)。

圖 30　匯入中彰大橋橋梁結構模型

C.  以 TBMS 編 號 查 詢： 輸 入 橋 梁
TBMS編號後按下查詢按鈕。

D.  以 TELES 編號查詢：輸入橋梁
TELES編號後按下查詢按鈕。

E.  按資料更新日期查詢：直接按下
「按資料更新日期查詢」按鈕，系

統將自動按照上傳資料之新舊順序

排序。

圖 29　橋梁所在地區查詢

查詢成功後，表單顯示橋梁名稱、

TBMS 編號、TELES 編號、更新日
期等資訊，按下修改設計參數或修改

Ay、Ac頁面連結後，使用者可進行資
料修改或刪除。

4.5.4查詢下載資料模組

此模組主要提供橋梁管理單位針

對已輸入之橋梁設計參數資料進行查

詢與下載。

在系統畫面上方選擇「查詢下載

資料模組」，並按鈕選擇其中一種查

詢橋梁方式，查詢方式可分為 A.以橋
梁所在地區查詢、B.以橋梁名稱查詢、
C. 以 TBMS 編號查詢、D. 以 T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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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各橋梁耐震及耐洪分析所需資料。

橋梁管理單位可在橋梁設計階

段有系統性完整保存橋梁結構模型及

耐洪能力評估所需參數，並在未來需

要重新評估橋梁耐震、耐洪能力時，

由系統自動匯出資料供分析計算模式

使用。

此研究首度將橋梁設計參數與防

災預警整合之應用，使用本研究所建

置橋梁設計與防災預警資訊整合系統

之輸出資訊分別進行：(1)橋梁耐震能
力評估 (2)橋梁耐洪安全評估 (3)橋梁
振動頻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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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30，中彰大橋之橋梁結構
模型將於 SAP2000中載入，橋梁設
計單位可依據橋梁結構模型，設定塑

鉸性質，接著執行側推分析，得出橋

梁的容量曲線，再計算橋梁的容量震

譜，最後找出對應的最大地表加速度

(PGA)，得到橋梁的 Ay與 Ac值，最
後回到本研究所建置「橋梁設計與防

災預警資訊整合系統」中，重新修改

橋梁地表加速度 (Ay、Ac值 )，修改方
式同 4.5.3章節所述。

橋梁更新儲存的 Ay與 Ac值，將
作為「臺灣公路早期防救災決策支援

系統 (TRENDS)」的「橋梁地震破壞潛
勢」功能，計算橋梁通行失敗機率的

輸入值。當地震災害發生時，結合台

灣各地地表加速度與橋梁 Ay、Ac值，
計算各橋梁通行失敗機率；當地震災

害發生後，將通行失敗機率大於 50%
橋梁列出，並建立異常狀況橋梁清單。

接著，TRENDS自動啟動指派機制通
知公路總局值班人員進行巡檢，完成

橋梁耐震能力評估。

五、結論

本研究將橋梁使用維護階段所需

之設計參數欄位進行確認，並針對設

計參數進行編碼，建置各參數之固定

編碼作為後續資料庫欄位與資料交換

之基礎。並建置橋梁耐震耐洪設計參

數資料庫，以線上分散式資料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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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內容係探討馬祖港南

竿福澳、北竿白沙、西莒青帆、東莒

猛澳及東引中柱等五個碼頭區營運現

況、裝卸設施現況、碼頭使用率及現

況裝卸效率等，並針對各碼頭區裝卸

設施研擬改善方案，估算所需經費及

分析成本效益，最後提出各方案執行

優先順序之建議，以供連江縣政府決

策之參考。

一、計畫緣起及目的

由於馬祖列島特殊的環境與位

置，4鄉 5島間長期以來均依靠船運補
充民生物資，因此海上運輸及貨物裝

卸是否順暢成為地區發展的重要關鍵。

本研究將蒐集馬祖港各碼頭區貨物裝

卸的方式及相關設備，分析其貨運裝

卸效率，研提改善方案，以利馬祖港

整體發展，並期望能帶動馬祖地區之

繁榮發展。

二、 馬祖港各碼頭區營運現況
探討

2.1 貨輪航線及營運現況

馬祖港航線包含馬祖 ~臺灣間之
國內航線及馬祖 ~福建間之小三通航
線等二類。由於馬祖港各碼頭區均不

具備岸上起吊設備，因此，除了油品

船及 Ro/Ro客貨船之外，進出馬祖
港之貨輪均具有船上吊桿或自備裝卸

機具。

馬祖港貨源不多，且多為進港貨

物，出港貨物不多，貨輪為蒐集貨物

集中運輸，以降低運輸成本，通常會

在每週固定時間出航，因此貨輪到達

馬祖港之時間有比較集中在週四及週

日二天之現象。如將臺馬輪、臺馬之

星、合富快輪等客貨船 (主要以載客為
主，幾乎每天都有船次 )扣除不列入
統計，104年貨輪到港時間分布如表1。 
整體而言，馬祖港貨輪集中在週四及

馬祖港各碼頭區裝卸設施改善之研究

陳俊仁　宇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工程師

邱永芳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主任

謝明志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科長

賴瑞應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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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馬祖港整體運量
馬祖港歷年 ( 93~104年 )貨物運

量統計如圖 3所示。歷年 ( 93~104年 )
運量每年增減互見，且變化相差很大，

主要與小三通航線運量變動有關，惟

整體而言，運量規模逐漸減少，民國

93年運量為 101萬噸，104年時運量
則降至 22萬噸。

另民國 104年馬祖港各碼頭區
貨運量統計如表 2所示，顯示 104年
馬祖港貨物以砂石 (46.0%) 及雜貨
(27.4%)為主，其他貨種所佔比例依
序是油品 (12.3%)、建材 (8.4%)、水泥
(6.0%)。各碼頭區貨物則主要集中在福
澳碼頭區佔 43.3%，其次為白沙碼頭
區佔 20.6%，猛澳及中柱碼頭區分別
佔 17.1%、13.8%，而青帆碼頭區僅佔

週日到港之比率約佔 55.8%。因此，
會造成碼頭在週四、週日二天較其他

日繁忙之現象。

2.2 馬祖港貨物運量

1. 臺馬航線
臺馬航線歷年 ( 93~104年 )運量

每年增減互見 (如圖 1)，整體而言，
呈負成長趨勢，民國 93年運量為 41
萬噸，104年時運量則降至 12萬噸。
2. 小三通航線

小三通航線歷年 ( 93~104年 )貨
物運量 (如圖 2)變化相差很大，主要
與地方建設所需砂石用量有關，整體

而言，運量規模逐漸減少，民國 93年
運量為 60萬噸，104年時運量則降至
10萬噸。

表 1　馬祖港 104年貨輪到港頻率統計 (不含客貨船 )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總計

停靠船次 32 28 33 130 37 13 133 406
比例 7.9% 6.9% 8.1% 32.0% 9.1% 3.2% 32.8% 100%

停靠船次 53 97 79 214 94 94 158 789
比例 6.7% 12.3% 10.0% 27.1% 11.9% 11.9% 20.0% 100%

停靠船次 8 3 3 44 4 1 30 93
比例 8.6% 3.2% 3.2% 47.3% 4.3% 1.1% 32.3% 100%

停靠船次 14 8 6 41 13 6 31 119
比例 11.8% 6.7% 5.0% 34.5% 10.9% 5.0% 26.1% 100%

停靠船次 16 5 3 32 14 3 30 103
比例 15.5% 4.9% 2.9% 31.1% 13.6% 2.9% 29.1% 100%

停靠船次 123 141 124 461 162 117 382 1510
比例 8.1% 9.3% 8.2% 30.5% 10.7% 7.7% 25.3% 100%

資料來源：港務處提供，本研究整理分析

碼頭區

東引

中柱

馬祖港

西莒

青帆

東莒

猛澳

南竿

福澳

北竿

白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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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馬祖港歷年臺馬航線貨物運量統計圖

圖 2　馬祖港歷年小三通航線貨物運量統計圖

表 2　馬祖港 104年各碼頭區貨運量比重分析

 

雜貨 建材 水泥 砂石 油品 合計 佔比

臺馬航線 20,130 6,825 7,597 0 22,495 57,047
小三通航線 3,021 2,095 0 34,970 0 40,086
合計 23,151 8,921 7,597 34,970 22,495 97,133
臺馬航線 18,451 3,271 2,568 0 1,070 25,360
小三通航線 7,381 778 0 12,637 0 20,796
合計 25,832 4,049 2,568 12,637 1,070 46,156
臺馬航線 442 852 1,196 3,917 239 6,645
小三通航線 0 16 0 4,954 0 4,970
合計 442 867 1,196 8,871 239 11,615
臺馬航線 391 769 347 2,432 136 4,076
小三通航線 0 0 0 34,179 0 34,179
合計 391 769 347 36,611 136 38,255
臺馬航線 11,411 4,125 1,725 3,289 3,552 24,103
小三通航線 184 50 0 6,691 0 6,925
合計 11,595 4,175 1,725 9,981 3,552 31,028
臺馬航線 50,825 15,842 13,433 9,639 27,492 117,231
小三通航線 10,585 2,939 0 93,431 0 106,955
合計 61,410 18,781 13,433 103,070 27,492 224,186
佔比 27.4% 8.4% 6.0% 46.0% 12.3% 100.0%

資料來源：港務處提供，本研究整理分析

碼頭區

福澳 43.3%

白沙 20.6%

馬祖港 100%

青帆 5.2%

猛澳 17.1%

中柱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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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雜貨船以船上吊桿吊起雜貨、建材、
袋裝水泥、油櫃等至岸上，再由陸

上堆高機進行搬運及裝車作業。

2.  砂石船以船上自備怪手將砂石鏟到
岸上，再由陸上怪手進行裝車作業。

3.  油品船以船上幫浦將液散油品經岸
上管道泵送至貨主油庫。

4.  Ro/Ro客貨船以船上坡道搭接岸上
升降平台，供貨車、堆高機上下船

進行搬運作業。

由於液散油品船係以船上幫浦將

油品經岸上管道送進油庫，而 Ro/Ro
船係以船上坡道接岸上升降坡道供車

機載貨上下岸，二者應不需再增設碼

頭裝卸機具，本研究主要針對其他貨

船是否需要增加裝卸機具加以評估。

因此針對前述之吊桿雜貨船、砂石船、

液散油品船及 Ro/Ro客貨船等四種裝
卸方式分類分別統計104年運量如表3。
其中使用怪手作業之砂石船運量約 10.6

5.2%，非常少量。臺馬航線提供之貨
物以供給馬祖地區之民生物資為主，

小三通航線則以供給當地建設使用之

砂石及建材為主。由各碼頭區之貨物

量比例可知，臺馬航線之貨物量分配

與當地駐留人口數量多寡有直接關係，

以南竿福澳碼頭區需求最大，其次為

北竿白沙碼頭區。而小三通貨物量分

配則視當地建設需求而定，變動情況

較大。

三、 馬祖港各碼頭區現況裝卸
設施及效率探討

3.1 馬祖港整體裝卸概要

馬祖港民國 104年貨物運量僅
22.4萬噸，運量規模小，各碼頭區岸
上並不具備專業之裝卸設備，而是依

賴船上吊桿、怪手、Ro/Ro坡道、加
壓設備等，因此，馬祖港主要裝卸方

式可概分下列四種：

圖 3　馬祖港歷年貨物運量統計圖 (臺馬 +小三通航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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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貨船平均每船靠泊時間 4.34小時、
砂石船平均 8.96小時、液散油品船平
均 15.18小時、Ro/Ro客貨船平均僅
1.07小時，整體貨船平均每船靠泊碼
頭時間為 3.94小時。船舶靠泊時間短，
碼頭周轉率高。

萬噸占約 47.5%，吊桿裝卸作業之雜貨
船運量約 8.8萬噸占約 39.3%，液散油
品船運量約 2.2萬噸占約 9.9%，Ro/Ro
客貨船運量僅約 0.7萬噸占約 3.3%。

統計馬祖港 104年各碼頭區貨船
平均靠泊碼頭時間如表 4所示，吊桿

表 3　馬祖港 104年各碼頭區不同裝卸方式貨運量統計

 

雜貨船 砂石船 油品船 Ro/Ro船
(吊桿) (怪手) (管道) (坡道)

南竿福澳 35,473 36,875 19,377 5,408 97,133

北竿白沙 32,897 13,259 0 0 46,156

西莒青帆 2,616 8,999 0 0 11,615

東莒猛澳 1,568 36,686 0 0 38,255

東引中柱 15,472 10,678 2,829 2,048 31,028

馬祖港合計 88,026 106,498 22,206 7,457 224,186

佔比 39.3% 47.5% 9.9% 3.3% 100.0%

資料來源：港務處提供，本研究整理分析

計合區頭碼

單位:公噸

表 4　馬祖港 104年各碼頭區貨船平均靠泊碼頭時間

碼頭區 雜貨船 砂石船 油品船 Ro/Ro船 平均

南竿福澳 5.06 5.78 16.84 1.41 4.02

北竿白沙 50.450.610.4

西莒青帆 22.523.8156.3

東莒猛澳 42.589.879.2

東引中柱 6.26 16.45 9.85 0.74 2.76

平均 4.34 8.96 15.18 1.07 3.94

資料來源：港務處提供，本研究整理分析

單位：小時/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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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約有 25.95% (折算 95天 )。另考
量重要國定假日碼頭停工不作業共 10
天 (包括：元旦、除夕春節、清明節、
勞動節、端午節、中秋節、國慶日等 )。
因此，估計馬祖港各碼頭區全年營運

天數為 260天 (即 365-95-10)。
2. 每日可作業時間

馬祖港福澳、白沙、中柱等三個

碼頭區均配備夜間照明設備，可供碼

頭全天候作業，但福澳碼頭區鄰近聚

落社區，為免影響居民生活安寧，限

制夜間 10時以後不能進行裝卸作業。
雖然白沙、中柱二個碼頭區並無此限

制，但本研究仍比照福澳碼頭區之作

息，該三個碼頭區均假定每日可作業

3.2 馬祖港各碼頭區碼頭使用率分析

碼頭使用率分析與全年可作業天

數、每日可作業時間、碼頭席數、船

舶使用碼頭之時間等息息相關。

1. 全年可營運天數
本研究不可作業之天候擬以風力因

素來決定之，碼頭可作業條件擬保守以

小於 6級風速為準 (註：蒲福風級表 6
級風速 10.8~13.8m/sec，對應浪高 3m)。

根據港灣技術研究中心「2013年
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年報」加以彙整

馬祖港歷年 (2002~2013)風速統計資料
如表 5，為便於分析起見，本研究以風
速大於 10m/sec視為碼頭不可作業之
基準，統計全年風速大於 10m/sec之

表 5　馬祖港歷年 (2002~2013年 )風速統計

平均風速 風速最大值

(m/s) (m/s)/風向  <5m/s  5~10m/s 10~15m/s >15m/s 
1 月 8928 10.5 17.1 /ENE 2.13 30.06 67.62 0.19
2 月 8136 9.2 20.0 /SSW 11.64 38.56 48.97 0.84
3 月 8928 7.1 16.6 /NNE 19.6 65.65 14.65 0.1
4 月 8640 5.6 13.6 /N 29.4 69.78 0.82 0
5 月 8928 6 14.7 /NNE 36.87 58.22 4.91 0
6 月 8640 6.7 13.4 /SSW 25.89 67.31 6.79 0
7 月 8928 6.9 19.7 /SE 21.35 73.06 5.38 0.21
8 月 8928 6.3 21.7 /ENE 36.51 50.62 12.1 0.77
9 月 8640 7.1 42.1 /E 32.64 45.9 19.56 1.9
10 月 8928 8.9 24.7 /ENE 3.74 62.54 31.84 1.87
11 月 8640 8.7 17.9 /ENE 7.52 65.29 25.83 1.35
12 月 8928 10.4 17.4 /N 2.41 31.38 65.99 0.21
平均 7.78 19.15 54.91 25.33 0.62

資料來源：交通部港灣技術研究中心，2013年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年報

月別
觀測

點數

風速佔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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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各碼頭區尚有充足之餘裕能量。

3.3 馬祖港現況裝卸設施及效率探討

目前馬祖港 5個碼頭區共有 7家
民間裝卸公司，其中福澳碼頭區有 3
家、白沙碼頭區有 3家、中柱碼頭區
有 1家，至於猛澳、青帆碼頭區則無
裝卸公司。

除了油品船及Ro/Ro客貨船之外，
進出馬祖港之貨輪均具有船上吊桿或

自備裝卸機具。在進行裝卸作業時，

貨船至碼頭岸上之裝卸作業由船方負

責，裝卸業者則負責以自備之裝卸機

具如堆高機或挖土機，將碼頭上之貨

物裝上貨卡車運離碼頭，由於現況各

碼頭區均無倉儲設施，如有不能即時

取走之貨物，僅能暫置於碼頭露天空

地上，忌溼貨物受雨則可能衍生交貨

糾紛。

時間自早上 6:00時 ~夜間 10時，每
日可作業時間為 16小時，至於猛澳、
青帆等二個碼頭區，據工作站長表 
示，夜間不進行裝卸作業，故每日可

作業時間以 12小時計。
3. 碼頭席數

馬祖港各碼頭區可供貨運使用之

碼頭席數設定如下：福澳 2席 (S1、S2
碼頭 )、白沙 1.5席 (北碼頭 1席、南
碼頭因北防波堤長度不足，無法遮蔽

北向波浪入侵，碼頭前靜穩度不足，

冬季船舶靠泊後無法進行裝卸作業。

因此，分析碼頭使用率時，南碼頭考

慮以 0.5席計算 )、中柱 1席、猛澳及
青帆各 0.5席 (該二碼頭必須提供島際
交通船停靠 )。
4. 碼頭使用率分析

統計 103、104年馬祖港碼頭使用
率如表 6所示，各碼頭使用率均仍低，

表 6　馬祖港 103、104年各碼頭使用率分析

福澳 白沙 青帆 猛澳 中柱

260 260 260 260 260

16 16 12 12 16

2 1.5 0.5 0.5 1

總靠泊時間(小時) 3,710 1,268 472 292 1,111

碼頭使用率 44.6% 20.3% 30.3% 18.7% 26.7%

總靠泊時間(小時) 2,620 3,193 486 623 951

碼頭使用率 31.5% 51.2% 31.1% 40.0% 22.9%

資料來源：港務處提供，本研究整理分析

全年可營運天數

103年

104年

每日可作業時間(小時)

碼頭別

碼頭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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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團隊特製作乙份問卷，於 104
年 10月 6日 ~ 9日於現勘與訪問過程
中，進行問卷調查，透過現場雙向溝

通及問卷說明，請裝卸業者協助填寫

問卷及提供寶貴意見。訪問對象為民

間裝卸公司業者，至於猛澳、青帆碼

頭區因無裝卸公司，則請港務處當地

工作站站長協助填寫。

而根據問卷調查及現場訪問結

果，重點摘要整理如表 9，裝卸業者
及工作站長對於裝卸設施改善之意見

如下：

(1)  各裝卸業者因裝卸業務萎縮，均不
願意再增加裝卸機具、搬運機具、

倉棧設施等之投資。

根據連江縣政府港務處提供 103、
104年船舶裝載量及靠泊碼頭時間等資
料計算馬祖港各碼頭區各種裝卸方式

(註：油品船及 Ro/Ro船僅靠泊南竿福
澳及東引中柱碼頭區 )之裝卸效率，
如表 7所示。

整體而言，福澳、白沙、中柱等

碼頭區之整體裝卸效率不低，且相較

於國內各國際商港雜貨碼頭裝卸效率

(如表 8)，一般雜貨類之裝卸效率亦
不差。

3.4 馬祖港裝卸相關問題探討

為瞭解馬祖港各碼頭區之裝卸相

關業者或單位對現況裝卸設施之看法，

表 7　馬祖港 103、104年各碼頭區各裝卸方式之裝卸效率統計

 

年度 碼頭區 一般雜貨 砂石 液散油品 Ro/Ro貨物 平均

103 21.7 168.2 58.1 14.3 46
104 20.1 151.8 71.9 15.7 37.1

2.632.996.13301
5.411.6416.01401
6.74.775.2301
9.321.947.8401
1.814.761.8301
4.168.092.7401

103 20.3 58.3 30.8 11.0 25.2
104 28.4 59.0 57.4 11.3 32.5

單位：噸/小時

東引中柱

資料來源：連江縣港務處提供，本研究整理分析

南竿福澳

北竿白沙

西莒青帆

東莒猛澳

表 8　各國際商港雜貨碼頭裝卸效率統計 ( 93年 )

國際商港 基隆港 台中港 高雄港 花蓮港 

裝卸效率(噸/小時) 51 33 6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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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碼頭區裝卸相關問題問卷調查成果彙整表

 

針對 貴公司(單位)裝卸之碼頭區，請提供裝卸設施改善之意見

東引

中柱

西莒

青帆

東莒

猛澳

華揚

裝卸行

國泰

搬運行

裕泰

裝卸行

長虹

裝卸行

聯合

搬運行

東引

裝卸行

港務處

工作站

港務處

工作站

1.碼頭上是否需要再增加裝卸機具？

A.不需要 V V V

車吊全要需.B
吊車120

~150T

移動式全

吊車
V 全吊車

2.碼頭後線是否需要再增加倉儲設施？

A.不需要 V V

B.需要

希望以場

地會勘為

主

V 倉儲空間 V 倉儲 V

3.碼頭區作業是否需要再增加搬運機具？

VVVVVV要需不.A

B.需要
大堆高機

(20~25T)

大堆高機

(20~25T)

4.碼頭區之作業車機動線是否需要改善？

VVVVVVV要需不.A

B.需要

希望等碼

頭完工後

再決定

5.碼頭區外之聯外道路是否需要改善？

VVVVVV要需不.A

V寬拓路道要需.B

6.碼頭裝卸之經營管理是否需要再改善？

VVVVVVVV要需不.A

B.需要

7.裝卸設施改善意見之優先順序 善改需無善改需無善改需無

A.第一優先
大型全吊

車

大型堆高

機
倉儲設施 倉儲設施 倉儲設施

具機卸裝施設儲倉施設儲倉先優二第.B

C.第三優先
大型堆高

機
吊車 聯外道路

8.其它寶貴意見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建請碼頭

面加高
無

[備註]

1.西莒青帆、東莒猛澳等2碼頭並無成立裝卸公司，問卷對象為該二碼頭之港務處工作站。

2.南竿福澳碼頭現有3家裝卸公司，其中1家較少承攬業務，僅以主要2家裝卸公司進行問卷調查。

裝卸公司或單位

碼頭區 南竿福澳 北竿白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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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馬祖港各碼頭區裝卸設施
及效率改善研究

4.1  馬祖港各碼頭區裝卸設施改善
需求探討

本節根據前述各章對各碼頭之運

量、碼頭使用率、裝卸效率、船舶靠

泊碼頭時間等分析結果及參考港務處

及裝卸業者之意見等，將各碼頭區裝

卸設施改善需求之探討聚焦在裝卸機

具及增設倉棧設等二項議題上。

1. 增設裝卸機具需求
馬祖港各碼頭區就現況營運實績

而言，碼頭使用率低、每船靠泊碼頭

時間短、裝卸效率亦不低，應無迫切

改善裝卸機具以提升裝卸效率之需求，

惟福澳、白沙等二碼頭區之裝卸業者

均希望增加移動式起重機設備。至於

中柱、青帆、猛澳等三碼頭區就營運

實績及業者意見而言，均無增設移動

式起重機之需求。

2. 增設倉棧設施需求
馬祖港現況無倉儲設施情況下，

各碼頭區皆採船邊提交貨模式，如遇

到下雨天時，滯留於碼頭區空地上忌

溼貨物受雨後易發生交貨之糾紛。福

澳、白沙、中柱等三碼頭區之裝卸業

者均希望增加倉棧設施；而青帆、猛

澳等二碼頭區則暫無倉棧設施之需求。

(2)  在「碼頭上是否需要再增加裝卸機
具」議題上，福澳、白沙碼頭區裝

卸業者均建議由港務處增購移動式

起重機後，訂定租用費率供業者租

用。至於中柱、猛澳、青帆等碼頭

區之業者或工作站長則認為無增加

之需求。

(3)  在「碼頭上是否需要再增加倉儲設
施」議題上，福澳、白沙、中柱碼

頭區裝卸業者均認為有需要增加倉

棧設施，至於猛澳、青帆等碼頭區

工作站則認為無此需求。

(4)  在「碼頭區作業是否需要再增加搬
運機具」議題上，僅福澳碼頭區裝

卸業者均建議由港務處增購大型堆

高機後，訂定租用費率供業者租

用。其餘各碼頭區裝卸業者及工作

站長均認為不需要增加。

(5)  在「碼頭區之作業車機動線是否需
要再改善」議題上，各碼頭區裝卸

業者及工作站均認為不需要改善。

(6)  在「碼頭區之聯外道路是否需要再
改善」議題上，除白沙碼頭區部分

業者希望道路再拓寬，其他碼頭

區業者及工作站長均認為不需要

改善。

(7)  在「碼頭裝卸之經營管理是否需要再
改善」議題上，除福澳、白沙碼頭區

裝卸業者反映「裝卸管理費」收取方

式需要檢討外，其餘各碼頭區裝卸

業者及工作站均認為不需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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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則移動式起重機能量應至少滿足

作業半徑 20 m   (8 m+12 m )能吊重 10
噸之荷載。

本方案選擇能量 100噸之輪胎式
起重機為原則。根據本團隊詢價結果，

能量 100噸之輪胎式起重機每部價格
90萬歐元，折算新臺幣約 3,247萬元
(104.12.31匯率 1：36.08)。
2.  方案 C、D、E：福澳、白沙、中柱
碼頭區增設倉棧設施：

參考中國「海港總體設計規範」，

單層倉庫之單位有效面積堆存雜貨量

取 1.5 T/m2計，庫場總面積利用率取

0.6。
另參考「馬祖港未來發展及整體

規劃 (106~110年 )」相關數據，假定
需要進倉庫存放之貨種為一般散雜貨，

且假定國內航線進倉率為 15%、小三
通航線之一般散雜貨進倉率為 100%，
平均存倉日數均以 5日計。

福澳碼頭區是馬祖港小三通主要

碼頭區，小三通貨物原則上必須先進

倉儲，經海關查驗及完成通關程序後

才准予放行，惟目前小三通航線貨物

約 9成為直接就原船查驗就可通關之
砂石類貨物，僅約 1成貨品需進倉完
成通關程序，由於各碼頭區運量很少，

因此建議於福澳碼頭區設置驗關倉庫

供全部小三通航線一般散雜貨驗關。

根據「馬祖港未來發展及整體規

劃 ( 106~110年 )」情境一 (上位計畫 )

4.2 馬祖港裝卸設施改善方案研擬

綜合前節對馬祖港各碼頭區裝卸

設施改善需求探討結果後，西莒青帆、

東莒猛澳等二碼頭區因運量很少，碼

頭裝卸作業時間短，碼頭使用率低，

且問卷調查結果亦顯示無增設設施之

需求。因此，該二碼頭區無須針對裝

卸設施進行改善。本研究針對福澳、

白沙、中柱等碼頭區研擬五個裝卸設

施改善方案如下：

■  方案 A：南竿福澳碼頭區增設移動
式起重機

■  方案 B：北竿白沙碼頭區增設移動
式起重機

■ 方案 C：南竿福澳碼頭區增設倉棧
■ 方案 D：北竿白沙碼頭區增設倉棧
■ 方案 E：東引中柱碼頭區增設倉棧

依據現況裝卸作業情形，並參考

相關計畫，評估各改善方案規模大小

如下：

1.  方案 A、B：福澳、白沙碼頭區增設
移動式起重機：

現況福澳、白沙等二碼頭區到港

貨船配備之船上吊桿之最大起重能力

均約在 10噸以下，因此，欲增添移動
式起重機時，其吊重荷載擬以 10噸
為準。

而福澳、白沙等二碼頭區到港貨

船中，以臺福 8號船寬 12 m最大，如
移動式起重機至貨船岸側邊緣以 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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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各碼頭區增設倉庫配置位置圖如

圖 4 ~ 圖 6所示：
民國125年預測運量及前述各項參數，
規劃福澳、白沙、中柱等三碼頭區倉

庫設置方案之規模與經費如表 10所

表 10　各碼頭區倉棧設施設置規模與經費評估

 

區頭碼柱中區頭碼沙白區頭碼

線內國線內國通三小線內國別線航

民國125年一般散雜貨預測運

量(A)，噸
144,789 24,581 50,343 26,339

進倉率(B) 15% 100% 15% 15%
進倉量(C)，噸 21,718 24,581 7,551 3,951
平均存放天數(D) 5 5 5 5
容量需求(E=C×D/365)，噸 298 337 103 54
估計需要倉庫面積(E/(1.5×
0.6))，m2 332 375 115 60

倉儲規劃面積，m2 375 450 150 80
預估所需經費(含工程費及調

查、設計監造費)，萬元
625 358

福澳碼頭區

2,850

圖 4　方案 C：福澳碼頭區增設倉庫配置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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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敘述如下：

1. 移動式起重機：
(1)  1部移動式起重機金額以 3,247萬
元計。

4.3  馬祖港裝卸設施改善方案成本
效益分析

本節就各投資改善方案進行 20年
之成本效益分析，各改善方案分析基

圖 5　方案 D：白沙碼頭區增設倉庫配置位置圖

圖 6　方案 E：中柱碼頭區增設倉庫配置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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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裝卸。

(8)  折現率以 3.2%計，物價上漲率以
0.94%計。

2. 倉棧設施：
(1)  各增設倉棧設施方案之投資金額如
表 10所示。

(2)  以 1個碼頭區配置 1名管理人員為
原則，即福澳 1名、白沙 1名、中
柱 1名。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
港埠業從業人員薪資資料，平均每

人年薪以 1,120,000計。
(3)  倉庫每年水電、維護保養費以投資
金額之 1%估計。

(4)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財物分類
標準」鋼筋混凝土倉庫最低使用

年限為 45年，本研究分析年限至
125年為止，假定使用 20年後之
殘值以投資金額之 56%計，即 (45-
20)/45。

(5)  按「馬祖國內商港港埠業務費費率
表」，棧租以每噸每日 4元計收。

(2)  配置 1名技術人力負責起重機出租
及維修保養；另配置 1名工安人員
負責督導工安相關事宜。參考行政院

主計總處統計港埠業從業人員薪資

資料，平均每人年薪以 1,120,000計。
(3)  起重機每年維修保養費以投資金額
之 6%估計。

(4)  設備壽年為 20年，殘值 0%計。
(5)  起重機費率以「基隆港港埠業務費
之項目及費率標準表」陸上起重機

租金之 50 %計算，100噸起重機每
小時租金費率為 2,687.5元計。

(6)  根據上位計畫預測運量結果，砂石
與一般散雜貨量比例約 1:1.2，假定
使用起重機裝卸砂石時，平均每小

時作業效率 300噸；裝卸一般散雜
貨時，平均每小時作業效率 60噸；
按貨種比例加權平均後估計起重機

每小時作業效率 169噸。
(7)  假定原以船上吊桿或自備怪手裝卸
之貨運量 50%轉移使用移動式起重

表 11　各改善方案投資概要及成本效益分析結果彙整

 

方案A 方案B 方案C 方案D 方案E

1.投資概要

福澳碼頭增設1
部100噸移動式

起重機。

白沙碼頭增設1
部100噸移動式

起重機。

福澳碼頭增設2棟
倉庫，面積為

375m2
、450m2

。

白沙碼頭增設1
棟倉庫，面積

為150m2
。

中柱碼頭增設1
棟倉庫，面積

為80m2
。

2.投資經費 3,247萬元 3,247萬元 2,850萬元 625萬元 358萬元

3.累計現值 -6,950萬元 -8,687萬元 -2,853萬元 -2,107萬元 -1,980萬元

4.益本比(B/C) 0.30 0.13 0.33 0.10 0.06

馬祖港裝卸設施改善方案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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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柱碼頭區又次之。因此，有關各改

善方案之執行優先順序建議如下：①

方案 C→②方案 D→③方案 E→④方
案 A→⑤方案 B。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1.  馬祖港貨物運量約有八成集中在福
澳、白沙二碼頭區，該二碼頭區裝

卸效率並不低、貨輪平均靠泊時間

短、碼頭使用率低，顯示碼頭尚有

餘裕能量，且服務品質佳 (船舶靠
泊時間短 )。

2.  馬祖港各碼頭區裝卸設施改善方案
及執行優先順序建議如下：改善方

案之執行優先順序建議如下：

1. 方案 C：南竿福澳碼頭區增設倉棧
2. 方案 D：北竿白沙碼頭區增設倉棧
3. 方案 E：東引中柱碼頭區增設倉棧
4.  方案 A：南竿福澳碼頭區增設移動
式起重機

5.  方案 B：北竿白沙碼頭區增設移動
式起重機

5.2 建議

1.  馬祖港偏鄉離島之地理環境，機具
之營運及維護將影響所投入之設備

能否順利發揮功能，如欲增加移動

式起重機，建議必須將技術人力聘

用、設備維護保養及工安問題等一

併考量。

(6)  國內線倉庫進倉率為 15%，小三通
航線倉庫進倉率為 100%；平均存
倉日數均以 5日計。

(7)  折現率以 3.2%計，物價上漲率以
0.94%計。
根據前述分析基準，分析各方案

之成本效益如表 11所示。截至目標年
125年為止，各方案 20年期間之累計
總淨現值均為負值，且益本比均小於

1，顯示各方案成本大於效益，並無財
務面之投資效益。

4.4  馬祖港裝卸設施改善方案執行
順序優先建議

綜上五個改善方案之投資概要及

成本效益分析結果：各方案成本均大

於效益，在財務面均無投資效益。惟

根據「臺灣地區商港整體發展規劃」

在馬祖港發展定位中指出：「馬祖國

內商港因規模有限，且為離島居民及

貨物之主要通道，可視為非以營 為目

的之公共設施」。因此，評比各方案

執行優先順序不宜端視財務面之投資

成本效益，應視設施之需要性來決定。

根據問卷調查，大多數裝卸業者

對於增設倉棧之需求優先於增加移動

式起重機，因此，執行順序上應優先

增加倉棧設施，然後再視情況需要適

時增加移動式起重機。而就各碼頭區

之定位及運量規模而言，排序應以福

澳碼頭區為優先，其次為白沙碼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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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馬祖港現況 104年實際運量僅 22.4
萬噸，與上位計畫預測 105年馬祖
港運量 42.6萬噸仍有相當之差距，
顯示馬祖港未來之運量仍具有高度

不確定性。為避免設施投資可能閒

置形成浪費，建議近期計畫 (106~110
年 )宜採保守規模開發，未來再視
實際發展需求情況，適時逐步擴建。

參考文獻

1.  台灣國內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劃
(101-105年 ) -馬祖港埠建設計畫，
連江縣政府，民國 105年。

2.  商港整體發展規劃，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民國 104年。

3.  馬祖港未來發展及整體規劃 ( 106~ 
110年 )，連江縣政府，民國 105年。

4.  海港总体设计规范，中華人民共和

國，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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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海上運輸交通日 繁忙，海上

航行安全也日漸受到重視，本研究利

用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技術將各港口之海氣象現
場觀測即時資料進行收集與 值模式計

算模擬資訊加以整合建置完成港灣環

境資訊系統，透過資訊網 即時提供港

埠管 單位、全國災害防救中心、船舶

業者及有關人員查詢，以提升海上航

行安全輔助。

本研究主要進行港灣環境資訊網

(http：//isohe.ihmt.gov.tw)系統功能提
升規劃與建置等工作。港灣環境資訊

網主要的應用功能系統有海象觀測資

訊、海象模擬資訊、港區影像系統、

港區地震系統及海嘯模擬資訊等。應

用系統透過網頁整合 Google 地圖，提
供包含現場觀測之港區附近海域海象

觀測資訊、數值模擬資料、港區影像、

地震資訊及海嘯模擬等；並且提供台

灣環島海域不同尺度之數值計算結果，

包括影像資料、資料數據表、資料歷

線圖、平面等值動畫圖、平面向量動

畫圖及各類統計表、統計圖等資訊之

相關查詢與展示。

一、 港灣環境資訊系統架構與
功能

港灣環境資訊系統主要系統可分

區為海氣象資料接收模組、海氣象資

料統計圖表模組、海氣象資料異常自

動化作業模組、港灣環境資訊展示模

組及系統管理模組等五大功能，概略

說明如下：

1.1 系統架構

港灣環境資訊系統主要整合港灣

技術研究中心海氣象即時觀測、數值

模擬及港埠相關之資料收集、模擬與

研究資訊，利用網頁結合Google地圖，
整合空間與屬性資訊提供分析、展示、

儲存、管理及之應用支援系統，以及

進行多元化的資訊展示。

港灣環境資訊服務系統介紹

蘇青和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兼科長

林廷燦　台灣富士通 (股 )公司專案經理
劉清松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林珂如　台灣富士通 (股 )公司工程師



42

擬預報資訊。港區即時影像是透過政

府網際服務網的虛擬專用網路進行各

即時影像系統連接以提供港區域即時

影像。以上之系統架構如下圖 1-1港
灣環境資訊系統架構圖所示：

港灣環境資訊網頁採用三層式架

構建置，分別由網際網路資訊服務伺

服器 (使用者 Portal、網頁功能及管理
模組 )、資料收集等功能模組及使用者
端共同建構港灣環境資訊網如下圖 1-2 
港灣環境資訊網功能方塊圖所示：

港灣環境資訊網已可提供使用者

透過個人電腦、手持式裝置 (PDA、智

港灣環境資訊系統依據資訊系統

硬體架構，可區分現場觀測儀器、海

情中心應用系統主機群及使用者三大

部分。現場觀測儀器主要負責觀測各

種海氣象觀測資料收集及港區即時影

像等，目前港灣環境資訊系統與海氣

象觀測資料之間是透過內部網路以資

料庫複寫 (SQL DB replication)方式進
行相關系統資料同步與接收；資料接

收模組於接收到資料後進行資料品管

處理儲存於海氣象資料庫中，並且將

即時觀測資訊提供近岸數值模擬系統

模式演算應用，以獲得海氣象數值模

圖 1-1　港灣環境資訊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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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首頁如下圖 1-3港灣環境資訊網 (首
頁 )所示：

慧型手機 )及平板電腦 (Pad/Android)
進行網頁資訊瀏覽等。港灣環境資訊

圖 1-2　港灣環境資訊網功能方塊圖

圖 1-3　港灣環境資訊網 (首頁 ) (http://isohe.ihm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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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環境資訊網頁依功能別共區

分為一般訪客版、專家版、PDA版、
無障礙空間網頁版及 Pad版 (Android 
OS)及英文版六大類，如上圖 1-4港灣
環境資訊網頁系統架構圖所示：

1.2 一般訪客版網頁版

一般訪客版網頁如上圖 1-5港灣
環境資訊網 (一般訪客版 )所示，其功
能架構如右圖 1-6一般訪客版網頁功
能架構圖所示：

一般訪客版網頁功能架構共區分

為海象觀測資訊、海象模擬資訊、港

PDA版 無障礙版

港灣環境資訊網 
(http://isohe.ihmt.gov.tw)

一般訪客 專家版 Pad版
(Android OS)

英文版

圖 1-4　港灣環境資訊網頁系統架構圖

圖 1-5　港灣環境資訊網 (一般訪客版 )

圖 1-6　一般訪客版網頁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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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說明如下表 1-1一般訪客版網頁功
能項目說明表所示：

區影像系統、港區地震系統、海嘯模

擬資訊、資料申請說明、意見反應欄

及網頁日誌等共計 9項子系統，詳細

表 1-1　一般訪客版網頁功能項目說明表

主項目 次項目 索引 說明

海象觀測資訊 海氣象即時 
資訊查詢

海氣象項目 顯示風力、潮汐、波浪、海流以及水溫即時
資料。

綜合表 整合所有港區之海氣象即時觀測資料、即時
影像以及歷線圖表查詢、測站位置說明。

歷線圖表 港口名稱 依港口 /海氣象歷線圖種類 /日期 /資料筆
數查詢相關資訊。

歷線圖表 
(動態 )

港口名稱 依港口 /海氣象歷線圖種類 /日期查詢相關
資訊。

統計圖表 海氣象項目 匯整 2005年 12月至 2013年 11月的圖表，
並且提供整年度或月份的圖表查詢瀏覽，其
整合表以顏色區分並標示資料有效百分比數
據 (觀測年報資料佔有效資料之比 )。

歷年觀測 
資料圖表

海氣象項目 彙整歷年港區現場觀測潮汐、海流、風、波
浪等原始資料，透過統計分析後，提供包含
觀測記錄表、月報表、原始資料及各項重要
之統計圖表等。

觀測儀器簡介 港口名稱 依港口查詢相關資訊。

海氣象整合 
資訊

整合港研中心與中央氣象局觀測之海氣象即
時資料以及歷線圖表查詢、測站位置說明。

即時觀測 
資料傳輸

港口名稱 依港口 /資料類型顯示相關資訊；此部分的
資料下載需透過申請流程，待審核後才予以
開放下載。

海象模擬資訊 模擬海象 網格大小 套疊觀測及模擬資料之歷線圖表以及整合其
相關的海氣象圖形動畫，並且依模擬尺度範
圍 (大、中以及小尺度、細尺度、藍色公路 )
規劃區分做呈現，使用者可點選欲要瀏覽的
模擬尺度範圍，做進一步的查詢。

綜合表 整合所有港區之海氣象數值模擬資料以及歷
線圖表查詢、測站位置說明。

歷史颱風 
模擬動畫

網格大小 依網格 /年度 /颱風名稱 /圖型動畫種類交
叉查詢颱風期間的圖型動畫供使用者瀏覽。

數值模擬簡介 提供數值模擬系統之相關介紹。

藍色公路 可查詢藍色公路之海氣象模擬資訊 (風速、
風向以及波高、波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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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項目 次項目 索引 說明

港區影像系統 即時影像查詢 港口名稱 以 Google 地圖展示其港口地理位置，並且
於 map中標示攝影機約略的安裝位置座標
以及同時嵌入即時影像供使用者觀看。

近期影像查詢 港口名稱 提供使用者可線上瀏覽前三日的錄影檔 (每
天 5:00~19:00)，錄影檔格式 1小時 1筆 (24
小時制 )。另外開放透過申請審核通過後即
可下載錄影檔。

港區地震系統 近期地震查詢 於 Google地圖中標示有設置地震儀器的港
區，點選各港區的圖示，會顯示目前最近一
筆的地震資訊 (地震發生時間、地震震度、
儀器設置位置以及 x,y,z地表地震圖 )。

歷史地震查詢 港口名稱 依港口 /地震發生時間查詢相關資訊 (地震
發生時間、地震震度、地表加速度以及 x,y,z
地表地震圖。)

地震系統簡介 提供地震系統之相關介紹。

海嘯模擬資訊 近期海嘯查詢 於 GoogleMap標示臺灣港區位置 (基隆、臺
北、臺中、安平、布袋、高雄、蘇澳以及花
蓮 )。提供包含地震的相關詳資訊、震央位
置圖以及到達臺灣各港區的相關預警訊息資
料、海嘯模擬水位資訊查詢。

歷史海嘯查詢 港口名稱 依港口 /地震發生時間查詢相關資訊 (地震
發生時間、地震矩規模、深度以及計算海嘯
模擬水位資料之兩組機制解參數 (NP1,NP2)
與相關的水位歷線圖表。

海嘯系統簡介 提供海嘯系統之相關介紹。

港區大氣腐蝕 試驗點 彙整離港區 0m,100m,300m之試驗點資料，
提供腐蝕因子，包含溼潤時間 (%)、氯 (mg/
m2/day)、鋁 (g/m2/yr)、鋼 (µm/yr)、鐵 (µm/
yr)、鋅 (µm/yr)。

港埠基本資料
(暫時未對外
開放 )

港口名稱 提供港池模型導覽、港區配置規劃、地質資
料展繪、土壤液化分析、營運碼頭配置、碼
頭構造類別、堤防類別分佈、堤防構造類別
之相關資訊。

資料申請說明 提供港灣環境資訊網相關文件、系統之說明
和下載。

意見反應欄 提供線上問題反應，並且針對使用者所提出
的問題或建議進行討論回覆，以強化港灣環
境資訊網與使用者間之意見交流與互動。

滿意度調查 為能了解使用者瀏覽港灣環境資訊網之需求
及服務滿意度，提供線上填寫問卷服務，內
容包括滿意度、意見及使用習慣等多面向調
查，希望能獲知使用者的寶貴建議與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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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項目 次項目 索引 說明

網頁日誌 為了方便瀏覽者知悉港灣環境資訊網的更新
狀態，網頁日誌是依據時間做排序 (最新到
最舊 )，提供使用者更清楚本系統網頁介面，
進而達到迅速並正確地找到所需資料。

英文版網頁 英文版港灣環境資訊網網頁。

PDA系統 港口名稱 使用者可透過手持式智慧型無線裝置之無線
上網功能連結至港灣環境資訊網行動版，來
瀏覽查詢所提供的資訊。

無障礙網頁 海氣象項目 顯示風力、潮汐、波浪、海流以及水溫的相
關即時資料。

網站管理系統 提供給系統管理者設定系統之相關資訊。

後台管理系統 提供海氣象即時資料以及數值模擬資料介接
的應用程式 (同步作業 )、品管作業、預警
通報作業和網路監控管理等系統作業管理
功能。
為了使資料達到穩定性，本系統也建置了備
援機制，以因應系統不因單點失效而停止，
並維持系統的正常運作。

1.3 專家版網頁版

為方便專家使用者於海氣象資訊

研究與應用，於一般訪客版網頁功能

架構下，使用者經過申請程序經核准

後為專家使用者。專家使用者之功能

除一般訪客版網頁功能之外，另外增

加歷史影像及海氣象圖表列印之功能，

詳細功能請參考下圖 1-7專家版網頁功
能架構圖、圖 1-8專家版 (登入畫面 )、
圖 1-9專家版 (統計圖表列印畫面 )及
圖 1-10專家版 (歷史影像下載畫面 )
等所示。

1.4 PDA版

因應行動上網之功能需求，港灣

環境資訊網也提供 PDA版，其功能如
下圖 1-11 PDA版功能架構圖所示。
(http://isohe.ihmt.gov.tw/pda)

1.5 無障礙版

配合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對政府機關之服務與港灣環境資訊網多

元化使用族群之需求，港灣環境資訊網

提供經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無障

礙空間網頁檢測之功能架構，如下圖

1-12無障礙版功能架構圖、圖 1-13港
灣環境資訊網 (無障礙版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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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專家版 (統計圖表列印畫面 )

圖 1-10　專家版 (歷史影像下載畫面 )

圖 1-7　專家版網頁功能架構圖 圖 1-8　專家版 (登入畫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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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版資訊系統功能，如下圖 1-14 Pad 
(Android OS)版海氣象即時觀測資訊功
能架構圖所示。

港灣環境資訊網系統功能依使用

設備不同共可區分為 PC版、PDA版、
Android App及 iOS App共四種版本如
下表 1-2港灣環境資訊網頁功能版本
表 (依使用設備區分 )所示：

1.6 Pad (Android OS)版

使用者透過手持式智慧型無線裝

置 (手機、PDA)之無線上網功能，
無論何時何地都能使用無線裝置的方

式來取得相關的資訊。面對平板電腦

時代已經來臨，使用平板電腦來瀏覽

網頁也是未來主要的趨勢，為滿足使

用者的需求，針對平板電腦的部分，

港灣環境資訊網也提供 Pad (Android 

即時影像
(每10秒更新一次影像畫面)

風、潮汐、波浪、海流、溫度
(即時海氣象觀測資料展示)

海象觀測資訊

即時靜態影像

近期地震資訊

近期海嘯資訊 1.基隆港
2.台北港
3.台中港
4.布袋港
5.安平港
6.高雄港
7.蘇澳港
8.花蓮港

以地震矩規模>=7以上
或波高>=10公分以上之
警戒訊息

1.台北港
2.台中港
3.布袋港
4.安平港
5.高雄港

地震時間+地震震度(級)

1.基隆港信號台
2.台北港港務大樓
3.台北港外海觀測樁
4.蘇澳港信號台
5.花蓮港西防坡堤
6.花蓮港西防坡堤頭
7.花蓮港亞洲水泥辦公室
8.高雄港中山大學
9.高雄港第一信號台
10.高雄港第二信號台
11.高雄港第二信號台(迴轉池)
12.布袋港
13.安平港
14.台中港遠東倉儲
15.台中港高美燈塔-2
16.澎湖馬公港埠大樓
17澎湖龍門尖山

1.基隆港
2.台北港
3.台中港
4.布袋港
5.安平港

6.高雄港
7.蘇澳港
8.花蓮港
9.澎湖
10.金門

PDA版

}
}

}
}
圖 1-11　PDA版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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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氣象觀測資料之應用與
創新

2.1 資訊整合

網站功能需要考量有那些單元未

來上線後，預留更新與可以擴充單元

位置。目前港灣環境資訊網站皆以「程

PC版功能開發因使用 Silverlight 
工具軟體，故於第一次使用時需要進

行下載安裝此軟體元件，其他版本則

不需安裝此軟體即可以使用所提供之

功能項目。

以港口展示海氣象(風、潮汐、波
浪、海流、溫度)即時觀測資料

海象觀測資訊 1.基隆港
2.台北港
3.台中港
4.布袋港
5.安平港

6.高雄港
7.蘇澳港
8.花蓮港
9.澎湖
10.金門

Pad版

海象觀測資訊 以海氣象項目展示港口(基

隆港、台北港、台中港、
布袋港、安平港、6.高雄港

、蘇澳港、花蓮港、澎湖

、金門)即時象觀測資料

1.風
2.潮汐
3.波浪
4.海流
5.溫度

(Android OS)

}
}

圖 1-14　Pad (Android OS)版海氣象即時觀測資訊功能架構圖

圖 1-12　無障礙版功能架構圖 圖 1-13　港灣環境資訊網 (無障礙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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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圖 2-1港灣環境資訊網頁之頁框
新版架構圖所示：

舊有版本與初步之規劃版面最大

差異：

一、 功能 /子項目區可以依未來系統功
能及資料整合等進行擴充。

式系統結合資料庫管理」的方式進行

模組化系統功能建置，透過資料自動

更新機制已可以自動、即時性更新港

灣環境資訊。

104年度已完成資訊整合與對外網
頁之風格與美工設計改版之規劃版面

表 1-2　港灣環境資訊網頁功能版本表 (依使用設備區分 )

項目 功能 PC版 PDA版 Android App iOS App

海象觀測資訊

海象觀測資訊 v v v v

綜合表 v

歷線圖表 v

歷線圖表 (動態 ) v

統計圖表 v

歷年觀測資料圖表 v

觀測儀器簡介 v

海象模擬資訊

模擬海象 v

歷史颱風模擬動畫 v

數值模擬簡介 v

藍色公路 v v v

港區影像系統
即時影像查詢 v v v v

近期影像查詢 v

港區地震系統

近期地震查詢 v v v v

歷史地震查詢 v

地震系統簡介 v

海嘯模擬資訊

近期海嘯查詢 v v v v

歷史海嘯查詢 v

海嘯系統簡介 v

港區大地腐蝕 v

資料申請說明 v

意見反應欄 v

網頁日誌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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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任意、方便、彈性的方式提

供客製化的操作功能介面，彈性化版

面分割示意如下圖 2-4多功能元件式
展示系統四分割畫面所示。

2.3  海氣象資料之統計特性及相關
性展示功能與探討

港灣環境資訊網提供海氣象觀測

三日區間資料及透過動態自選方式，

如下圖 2-5海氣象歷線圖 (自選資料區
間 )所示，配合時間選擇於網頁中能
提供固定或特定區間期間的海氣象資

料，以展示更多不同的資訊提供方式，

提供觀察、展示海氣象變化情形。

104年度進行「不同港埠」之間的
海氣象統計資料相關性套疊展示的功

能評估，進而更進一步提升加值海氣

象資訊服務應用與可讀性，完成如下

二、 資訊展示區擴大後，網頁資訊展
示以滿版設計，可以提供使用者

一目了然之資訊展示，減少滑鼠

往上 /下操作之困擾。
104年度所完成網頁框架的調整，

如下圖 2-2港灣環境資訊網頁新版網頁
框架 (中央氣象局 )、圖 2-3港灣環境
資訊網頁新版網頁框架 (水利署 )所示：

2.2  多功能元件式展示系統開發之
可行性評估

為滿足不同使用者、單位的資訊

需求，104年度也進行港灣環境資訊網
頁多功能元件式展示系統開發之可行

性評估。對於既有港灣環境資訊網成

果的查詢展示，可以提供操作人員可

搭配自我設定的版面，透過各種模組

元件、頁面版型組合及元件拖曳選擇

2-1　港灣環境資訊網頁之頁框新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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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港灣環境資訊網頁新版網頁框架 (中央氣象局 )

圖 2-3　港灣環境資訊網頁新版網頁框架 (水利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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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目前時間以及未來 24小時之風速、
風向、潮位、波高以及流速、流向等

模擬資訊，如下圖 2-7基隆港港區區
域畫面 (細尺度 )、圖 2-8基隆港港區
牛稠港西 5-西 12碼頭位置為例所示，
提供給使用者更進一步的查詢參考。

圖 2-6基隆港與蘇澳港之風速值套疊
畫面 (為例 )所示：

2.4 新增細尺度港區區域模式

配合數值模擬系統之計算精進提

升，104年度已完成細尺度的港區區域
模式系統，提供數值模擬所技計算包

圖 2-4　多功能元件式展示系統四分割畫面

圖 2-5　海氣象歷線圖 (自選資料區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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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基隆港與蘇澳港之風速值套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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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郵輪航線納入藍色公路功能上
線與展示

近年來臺灣郵輪觀光市場發展蓬

勃，其海上航行安全是旅客與業者非

常關切的重要因素，因此海氣象資訊

的即時提供，對於船舶航行與海域作

業活動而言是極重要的環節。由於郵

輪的航行軌跡並無固定，因此透過 AIS

2.5 藍色公路船班新增介接與展示

港灣環境資訊網於藍色公路網頁

中，已提供固定航路船班之數值模擬資

訊以套疊船舶動態資訊；104年度已完
成 14條藍色公路航線，如下圖 2-9港灣
環境資訊網之14條藍色公路航線所示。

圖 2-7　基隆港港區區域畫面 (細尺度 )

圖 2-8　基隆港港區東 5-東 11碼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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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郵輪的航程時間都有固定航

班，但不定期的停靠於臺灣的港口，

因此港灣環境資訊網未來也將提供最

近 3日的軌跡資訊給使用者參考，如
下圖 2-14麗星郵輪 (寶瓶星 ) -航舶最
近三日內的航行軌跡所示。

2.7 即時影像長時間 (含夜間 )拍攝

熱像儀攝影機是一種能夠探測極

微小溫差的感測器，可以將溫差轉換

成即時視訊影像進行顯示並且適用於

夜視應用。且已於 104年 6月 17日於
高雄港第二港口進行夜間拍攝之影像

實作，如下圖 2-15高雄港第二港口進

接收站與數值模擬所涵蓋之範圍套疊，

針對共同所涵蓋之區域，103年度將郵
輪航線 (麗星郵輪寶瓶星號 )航班，提
供中尺度之風力 (風速、風向 )和波浪
(波高、波向 )資訊，並配合船舶辨識
系統所提供的經緯度資訊，展示呈現

郵輪目前位置之附近海氣象資訊以及

航行軌跡。如下圖 2-10麗星郵輪 (寶
瓶星 ) -航舶動態 +海氣象波向模擬資
訊、圖 2-11麗星郵輪 (寶瓶星 ) -航舶
動態 +海氣象風速模擬資訊、圖 2-12
麗星郵輪 (寶瓶星 ) -航舶動態 +海氣
象風向模擬資訊所示。

圖 2-9　港灣環境資訊網之 14條藍色公路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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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麗星郵輪 (寶瓶星 ) -航舶動態 +海氣象波高模擬資訊

圖 2-11　麗星郵輪 (寶瓶星 ) -航舶動態 +海氣象波向模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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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麗星郵輪 (寶瓶星 ) -航舶動態 +海氣象風速模擬資訊

圖 2-13　麗星郵輪 (寶瓶星 ) -航舶動態 +海氣象風向模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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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麗星郵輪 (寶瓶星 ) -航舶最近三日內的航行軌跡

行夜間拍攝之影像所示，夜間拍攝之

影像實作效果良好，後續配合本計畫

其他計畫之採購需求進行相關建議功

能及規格提供。

2.8 增加溢淹 KML檔參考查詢

104年度新增了臺中港、安平港、
布袋港以及高雄港之海嘯溢淹區域潛

勢地圖，如下圖 2-16臺中港溢淹圖查
詢、圖 2-17臺中港 0cm溢淹圖畫面為
例所示，提供給相關人員掌握海嘯潛

勢，及進行海嘯疏散避難規劃之參考

查詢。

溢淹 KML 檔參考查詢是採用
Google地圖 API工具，引入套疊圖層
之概 ，將溢淹資訊結合至網頁中，並

以溢淹區域顏色表示定義，白色為溢

淹深度超過 10公分；藍色為溢淹深度
超過 50公分；綠色為溢淹深度超過 1
公尺；黃色為溢淹深度超過 2公尺，
紅色為溢淹深度超過 3公尺，如圖 2-18
高雄港 0cm溢淹圖畫面、圖 2-19安平
港 20cm溢淹圖畫面、圖 2-20布袋港
25cm溢淹圖畫面為例所示。

目前海嘯資訊完成整合溢淹潛勢

圖，不同之海嘯波浪入射條件所造成

之溢淹規模也不同，藉由圖層套疊呈

現，可依據溢淹高程顯示不同之色塊，

將有助於 解溢淹範圍與可行之避難 線

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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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高雄港第二港口進行夜間拍攝之影像

圖 2-16　臺中港溢淹圖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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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臺中港 0cm溢淹圖畫面

圖 2-18　高雄港 0cm溢淹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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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　安平港 20cm溢淹圖畫面

圖 2-20　布袋港 25cm溢淹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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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配合未來持續吸收科技新知以

尋求更穩定之傳輸、服務方式。

3.2  海氣象資訊系統如何朝預警與
大眾化服務發展

目前港灣環境資訊系統所接收之

各種海氣象現場觀測儀器，大都在各

港區建置一套 (點 )，於平時確可觀測
掌握各港口之海氣象現象，但因海洋

環境易受天候影響如遇颱風之時儀器

遭驚人破壞，故待其修復正確量測所

耗多時，因此，各項觀測儀器在後續

計畫進行時應以多套建置備援方式持

續觀測海氣象之各種現象為目的，結

合數值模擬系統提供事前港區海氣象

災害的提前應變反應之時間，並且透

過即時廣播系統、app、簡訊通知防救
災相關人員緊急應變處理，應為港灣

環境資訊系統可採用之海氣象預警系

統方向。

四、結語

根據以上綜合成果之工作事項，

未來之工作重點建議如下說明：

一、現有資料與資訊系統延伸應用

港灣環境資訊系統整合資料種類

繁多，各系統、資料由各業務單位分

別建置；資料格式、傳輸方式等皆不同；

資料格式未有統一標準、規格，此問

題易造成後續整合應用或加值不易，

建議：

三、 港灣環境資訊系統後續發
展期待

3.1  海氣象觀測資料品管與系統備
援穩定性如何提昇

資料品管是觀測數據必需合乎儀

器規格或其物理特性，觀測值在時間

及空間上的變化假設是連續的，前後

時間所量測資料應落在合理的範圍內，

否則應視為有問題資料以及不同資料

項目間，如風與波浪具有關聯性，此

三個重點稱之為資料的合理性、連續

性與關聯性。

目前港灣環境資訊網所介接完成

之海氣象即時觀測資料品管僅限於上、

下限值品管，於資料品管的精度提升

方面，資料連續性之探討有其必要性，

資料品管應列入所觀測之數據必需合

乎儀器規格或其物理特性之要求，並

且透過資料連續性檢驗配合觀測值之

上、下限值品管控制，以提高港灣環

境資訊網海氣象觀測資料品管的精

確度。

於系統備援穩定性方面，現階段

資料傳輸以利用公眾網路將現場觀測

資料回傳為主，惟因各項傳輸設備間

所涉及之軟、硬體設備相當多，如遇

惡劣環境、停電、斷訊與機器損毀等

問題，則無法進行資料傳輸與系統功

能之服務提供，建議宜考量防災應變

之需求進行異地備援與主機代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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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港灣環境資訊展示系統擴充

配合資科技進步與使用者需求性；

應研擬不同平臺功能網際網路展示工

具；以充分發揮現有即時性資料之展

示與應用功能與任何地方。

(一 )運作機制
建立資料、資訊整合之資料格式

標準及作業規範；以利後續加值整合

應用與分享。

(二 )技術層次
運用現有已建立完成之異質性分

散式資料庫，串連、整合各業務單位

相關資料；配合港灣相關單位、應變

作業流程及主要使用者的需求；以需

求功能為導向進行系統建置發掌；達

到資料 (資訊 )分享之最大效益。

二、 持續進行港灣環境資訊應用系
統維護

持續監控確認系統運作及資訊展

示狀況，檢討不正常狀況之發生原因

及研擬改善之因應對策：

(一 ) 擴充增加品管資料查詢功能。
(二 )  維護自動傳真、簡訊、e-mail群

組發送功能。

(三 )  擴充增加即時觀測資料對其他單
位傳輸、整合機制建立。

三、 持續港灣環境資訊資料庫系統
維護

配合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各種資料

的介接，確保資料收集之狀況及品質

維護，依據使用者需求持續擴充、整

合增加海情資訊逐時查詢、圖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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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間為了處理船舶不當排放壓

艙水而導入外來生物種侵害海域生態

環境等問題，已於 2004年通過《國際
船舶壓艙水及沈積物控管公約》(BWM 
Convention)，其進一步生效亦屬指日
可待之事。船舶航運乃屬我國貿易運

輸之重要事項，因此未來如何與國際

同步，透過法制之建構對於船舶壓艙

水排放進行管理，係屬必須面對處理

之課題。

目前日本與韓國均為《國際船舶

壓艙水及沈積物控管公約》之簽約國，

且均完成了對國內壓艙水管理法制的

建構，故對我國壓艙水法制化極具參

考之價值。因此，本研究集中在對日

韓二國壓艙水管理法令的分析與比較，

並以該結果為基礎，對我國壓艙水法

制建構提出相關建議。

一、前言

船舶不當排放壓艙水使得外來種

生物進入海域的問題一直是航運界與

海洋環境保育關注的重點之一，而從

美國在 1990年代開始進行五大湖區的
外來種管制，到今天的壓艙水管制公

約實施，壓艙水所夾帶的生物性汚染

已成為全球矚目的議題。透過既有的

研究以及針對船舶來源的分析，已確

認了我國海域確有受到因船舶壓艙水

夾帶之有害生物影響的可能，而經過

分析壓艙水管制公約與其他國家在船

舶壓艙水管理上的相關規範之後，亦

可發現透過修正現行海洋汙染及船舶

管理相關法令，將壓艙水納入這些法

令管轄的範疇中實有其必要。至於修

法的詳細內容與相關標準的制定究應

如何進行，則可透過對較早完成相關

法制工作的臨近各國之法令進行研究

與比較，因此在本研究中即透過鄰近

並且已制定船舶壓艙水管理法令的韓

臺灣港灣壓艙水法制化之研究  
－以日韓相關法制之比較為中心

王毓正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劉大綱　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教授

邱永芳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主任

黃茂信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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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海域環境與航運密切程度，與國我

鄰近的東亞國家之船舶壓艙水管理法

令極具參考價值，故本研究主要從我

國法制現狀與學理角度出發，並分析

及比較日本與韓國之法令，為我國目

前法令的修正提出建議，以供相關政

府部門在法制研擬上的參考。

三、研究方法

為期達成前述之研究目的，本研

究首先透過文獻分析法的研究方式，

掌握我國法律結構及國外船舶壓艙水

相關法制及其實踐情形，並透過分析

指出適合目前我國的修法方式。此外，

為了建構我國的船舶壓艙水法令，並

考量到海域環境與船舶運輸模式，有

必要針對韓國與日本的船舶壓艙水管

理法制進行分析與比較，並得出未來

在我國法令的建構上可行的模式與需

注意之處。最後，再進一步就歸納得

出之相關法律問題，以文獻分析法的

方式，得出本研究之結論。

船舶不當排放壓艙水而導入之外

來生物種，對於目的地海域之生態環

境及人類健康可能造成重大的威脅，

並進而導致經濟上之嚴重損失。此一

問題已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重視，因此

國際海事組織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已於 2004年通過了
《國際船舶壓艙水及沈積物控管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Control 

國與日本二國進行分析與比較，並藉

研究的成果提出對我國修法上的建議。

二、研究目的

關於我國壓艙水管理法制化之問

題，透過對我國現有法律結構與規範

的分析，以及對美國與澳洲法令的比

較，並考量到壓艙水公約即將生效的

現實，得出了目前最適合法制化的方

式乃是透過修正現行法令將船舶壓艙

水納入管制的模式 1。而目前船舶壓艙

水的管制手段，從壓艙水公約與國外

相關法制對照可知，大致上可分為進

港前、進港後與船舶設備三個部分，

在進港前依賴船舶的先行通報與交換

區的壓艙水交換，而在進港後則涉及

到對船舶壓艙水相關文件、設備及交

換後壓艙水的檢驗，對於使用船舶壓

艙水設備處理的船隻亦另有相關的規

格要求，由此可知，船舶壓艙水管制

法令的設置不僅與海洋汙染法令的修

正相關，同時亦會涉及到對船舶管理

法令的修正，而修法內容究竟應該如

何制定，則有賴對外國相關法制的分

析與了解。

目前，在研究的前一階段已針對

美澳二國的法令進行過分析，而考量

1  邱永芳 /黃茂信 /王毓正 /劉大綱，〈我國港
灣壓艙水污染問題管理法制化之研究 (2/4)〉，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出版，2015年 5月，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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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藻華爆發事件亦頻傳，曾爆發藻

華之海域亦為我國入港船舶在上一港

常造訪之港口。這些國家存在多種臺

灣物種名 中未曾出現之毒藻，港灣技

術中心曾建立資料庫，指出至少有 26
種台灣尚未出現之有害藻種，包含裸

甲藻、亞歷山大藻、原甲藻等毒藻，

可藉壓艙水從國外鄰近國家上一港引

進台灣 4。而根據大陸官方國家海洋局

之研究，其因有毒藻類造成之赤潮，

平均每年發生 80次，對沿海養殖漁業
造成的年均經濟損失高達 10億新台
幣。若外來毒藻成功入侵臺灣，將重

創我國沿海漁業及環境品質，且含有

毒性之藻類若進入魚類或人體體內，

會造成中毒嚴重者將致死，對此類有

毒物種更因嚴格加以防範 5。

在瞭解了船舶壓艙水對我國風險

後，則接著要探討的是管理法令的建

構，對於未來船舶壓艙水管理法制化

之建構方式，目前主要的討論有三種：

1. 制定專法；2. 修正現行法令；3. 直
接依據商港法第 75條公告管理。

4  蔡立宏 /徐如娟 /劉大綱 /許弘莒 /陳平，〈鄰
港水質環境調查研究 (3/4)〉，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出版，頁 2-41。

5  劉大綱 /周明麗 /蔡立宏 /徐如娟，「船舶
壓艙水管理之研究」，臺灣港埠新紀元 -綠
色港發展研討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

術研究中心，2012年 12月。

and Management of Ships’ Ballast Water 
and Sediments, BWM 公約 )，以作為
國際間維護海域資源免於受到外來生

物種侵害的共同法源依據。本公約自

2004年 6月 1日起至 2005年 5月 31
日在國際海事組織總部開放供各國簽

署，之後繼續開放供各國加入，且將

在世界商船總噸位 35%以上，且至少
30個國家簽署、批准、接受、核准後，
即可於 12個月後正式生效，截至目前
為止 (2016年 7月 )已有 51個國家簽
署，總噸位占 34.87%2，因此本公約之

生效應是指日可待之事。

而外來物種種類繁多，壓艙水公

約本身亦未對外來種做詳細之定義，

外來物種有害之定義亦難以界定。然

而公約在規則 C-2有關「壓艙水在特
定海域汲取之警告」，特別指出在已

知有害生物如毒藻等爆發蔓延之區域，

船旗國有義務防止汲取此海域之水體

做為壓艙水用途 3，可見藻類為易藉由

壓艙水侵襲之外來種，且有害藻種之

入侵易造成重大環境影響。台灣之入

港船舶主要來自鄰近國家如中國、香

港、日本、韓國、菲律賓等，而這些

2  網頁，日本海事協會網頁，網址：http://www. 
classnk.or.jp/HP/en/activities/statutory/ballast 
water/index.html，最後瀏覽日：2015年 6月
28日。

3  中國驗船中心 (2009)，船舶壓艙水和沉積物
控管國際公約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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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國際公約是否可以作為我國

行政管制之法源，此已涉及「國際公

約國內法化」的討論，根據「國際公

約國內法化的實踐」研究計畫之報告

書 (法務部，2009)中的結論「對於
一元論國家而言，條約已有國內法效

力」，「對於二元論國家而言，國際

條約即使經過批准或加入，亦無國內

法效力，因此需要制定國內法以實踐

國際條約，而且其所採的方式是逐一

制定國內法以實踐個別條約」。多數

學說皆認為儘管憲法並未明文規定，

但基本上「一元論」未能符合憲法第

23條及第 170條之規範精神。此外大
法官釋字第 329號解釋亦表示國際條
約或國際公約「除經法律授權或事先

經立法院同意簽訂，或其內容與國內

法律相同者外，條約、公約或協定附

有批准條款者，應送立法院審議」，

由此可見亦採取「二元論」之立場，

換言之，直接以 BWM公約作為我國
壓艙水管理之行政管制的法源依據，

顯然不可行，因此，商港法第 75條在
壓艙水公約未經我國立院同意簽訂的

狀況下，顯然並不足以做為訂定壓艙

水管理法規的授權依據 7。

透過本研究的研究可以發現，若

將公約中之壓艙水管理機制放到內國

法層次來看，其不僅將涉及港口管理

7 同前註，頁 2-7。

制定專法即透過立法院三讀通過

所制定之一部完整獨立之法律，藉以

管理壓艙水排放之事宜。

而修正現行法令則是透過對《海

洋污染防治法》與《商港法》等法令

的修正與解釋，將船舶壓艙水納入現

行法令體制之中，例如對於壓艙水處

理設備，可在《船舶法》中與船舶設

備相關的章節增修條文；對於抵港前

壓艙水資料申報，可在《商港法》中

與船舶進出港申報規範中增修條文；

對於壓艙水排放標準，可參考《海洋

污染防治法》體系的放流水標準相關

規範增修訂條文 6。

最後，有認為可根據現行商港法

第 75條之規定，「商港安全及管理事
項涉及國際事務者，主管機關得參照

國際公約或協定及其附約所定規則、

辦法、標準、建議或程式，採用施行」，

直接公告管制事項，作為直接參照

BWM公約來制定壓艙水規範的權力與
空間。採取此一立場者，主要係認為

船舶應設置之壓艙水處理設施規定，

可參照有關國際公約或協定及其附約

所訂標準、建議、辦法或程序，予以

採用、並發布施行，國內並不需要另

外擬定專法，可直接依公約規範採行。

而其中較適合台灣的壓艙水管理

模式為哪一種？首先，必須先釐清的

6 同註 1，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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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法的規範模式，所有權責機關之所

應負責之工作事項予以確定與整合。

在確立船舶壓艙水於台灣的管制

模式後，接著則要進一步針對外國法

制進行分析與比較，本研究考量到地

緣與航運經濟等因素，選擇了韓國與

日本作為分析與比較的對象。

對韓國而言，其所採取的管制

方式同於美國，均是透過採取設立專

法的方式以管制壓艙水的排放，且在

2007年就已經設立了〈壓艙水處理法〉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act)，並有由
其延伸而來的〈壓艙水管理法施行細

則〉及〈壓艙水管理法施行令〉10。

雖然該法的主管機關經歷變革，

由原先的國土交通部 (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 轉移至海
洋水產部，更由於世越號事件的影響，

使得主管機關可能更進一步轉移到韓

國國土安全部。但就目前〈壓艙水處理

法〉第一條立法目的觀之「⋯為控制

有害水中生物進入大韓民國境內，並

透過對船隻壓艙水和沉積物的處理⋯ 
以保護我國海洋生態系統」可以了解

其目的在於保護該國水域免受壓艙水

這種生物性污染物的影響，而這點並

沒有因為主管機關的轉移而有所改變。

10  邱永芳 /黃茂信 /王毓正 /劉大綱，〈我
國港灣壓艙水污染問題管理法制化之研究

(3/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出版，2016年 3
月，頁 4-4。

機關之權責，同時亦必須將港口以外

之海域管理機關一併納入，換言之，

可能包含的有海洋環境保護管理機關

以及海洋秩序與安全管理機關。而相

對應地，就相關內國法而言，則主要

可能涉及港口管理以及海洋環境保護

等法律之修訂。固然隨著行政事項之

多元化與繁雜化，偶會出現某一行政

事項單靠一特定行政機關之職能無法

完全因應獲充分解決問題 8，壓艙水管

理事項即屬此一典型，因為其在我國

可能涉及航政主管機關、環保主管機

關，以及海岸巡防機關間之協助與配

合。對於此一現象，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第 1項即要求，「行政機關為發揮
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應於其權限範

圍內互相協助」。亦即行政機關執行

職務時，遇有因人員、設備不足等事

實上之原因，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

或執行職務所必要認定之事實，不能

獨自調查者，皆得向無隸屬關係之其

他機關請求協助 (行政程序法第 19條
第 2項第 2、3款 )。然而，另一方面
被請求機關亦得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第 5、6項規定拒絕之 9。因此，為斧

底抽薪解決此一問題，本研究建議應

透過在法律層次的修法，例如仿效美

8 陳敏，行政法總論，2011年 9月，頁 926。
9  參照，王毓正，論環境法於科技關連下之立
法困境與管制手段變遷，成大法學，2006
年 12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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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港前 24小時必須繳交船隻入港報告
書，而第十一條規定中採用了與國際

壓艙水公約一樣的標準，亦即 200海
里以上，且水深 200公尺以上之水域，
可為壓艙水交換區。此外，在第十三

條中，對於經過處理後壓艙水中的有

害水中生物殘留量，亦採用了和國際

壓艙水公約一樣的排放標準。甚至連

檢驗和設備的計畫書亦有明確的規範，

即便在檢驗人員的訓練上，也透過總

統施行令公布應有的教育訓練設施，

最後，在罰則的訂定上，亦依照不同

的情狀給予相應的罰則，以確保船主

能夠遵守相關的規範已達到保護該國

海域生態的目的 11。

而相對於韓國，同為壓艙水公約

簽約國的日本，其在壓艙水管制方面

則採用類似於中國的方式，使用現有

的法律體系將壓艙水列入，但與中國

方面不同的是，日本並非僅有在做為

海洋保護主要的法令《海洋污染等及

海上災害防止相關法》(下稱海洋污染
法 )中把壓艙水管理納入，而是為了
避免外來種生物透過壓艙水入侵，對

於相關的法令均做出了程度不同的修

正，目前除了海洋污染法以外，因此

而修正的法令分別有《海洋污染法施

行規則》、《海洋污染法施行令》、

《船舶設備規程》、《船舶安全法施

11 同前註，頁 4-5。

而從〈壓艙水處理法〉第四條則

可以看出國際壓艙水公約對於該國立

法的影響「如果國際公約所提供關於

船隻壓艙水處理的有效標準和有害水

中生物的採定和本法提供不同時，國

際公約的標準應優先適用⋯但若本法

提供了比國際公約更嚴格的標準，那

麼本法應該優先適用」，條文內容顯

示出韓國考量到與國際接軌的問題，

而使用了與公約一樣的標準，但並非

對國際公約的內容完全妥協，而是保

留了為該國海域生態環境的保育設定

更嚴格條件的空間。

從〈壓艙水處理法〉第七條中特

別區的指定「為了預防有害水中生物

對水域生態系統造成干擾或破壞⋯得

指定並公開通知管轄水域中的部分區

塊作為控制船隻壓艙水的區域 (以下簡
稱特別區 )⋯為了避免壓艙水的交換、
汲取、排放，以及其他因此所採取之

必要措施，應該要對航行或停泊在特

別區域之船隻進行公佈。」，更可以

證實韓國並非單純死板的依照公約設

定該國的壓艙水管制手段，而是視該

國情況而進行了調整，規劃出了部分

重要的特別區，以避免該地的特殊生

態遭受危害。

確定了該國的立法原因及考量點

後，由〈壓艙水管理法施行細則〉中

則可以進一步了解韓國壓艙水排放管

制的手段，該法第十條中要求船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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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貢獻海洋環境之保全等與人類生命

與財產之保護目的。」12可看出其明確

地把壓艙水列為必須管轄的對象，在

同法第三條中《海洋污染法》將管制

的對象分為有害液體物質、油類、廢

棄物等數種類別，並新增了「有害的

壓艙水」此一類別以針對船舶壓艙水

中所攜帶的有害水中生物進行控管。

再從同法附則第一條中則可更進一步

看到簽訂壓艙水公約後對該國法令的

影響：「第一條本法於 2004年船舶壓
艙水及沉積物管理國際公約 (於第二條
第一項稱為「船舶壓艙水規制管理條

約」)在日本國內生效日起開始施行。
但以下各款之規定，依該各款所定之

日起施行。」13

如前所述，《海洋污染法施行令》

及《海洋污染法施行規則》此二行政

命令乃是在《海洋污染法》授權之下，

分別由日本內閣與國土交通省 (相當
於我國之交通部 )所制定，而對於壓
艙水的管理法制，亦是透過母法以及

這兩部子法的修正所架構而成的，而

其規範的內容大致上可以分成幾類：

1. 劃定出壓艙水管理法令適用的範圍
在《海洋污染法》附則第二條中，

規定出了適用壓艙水管理法令的船隻，

12  《海洋汚染等及び海上災害の防止に関す

る法律》第 1條
13  《海洋汚染等及び海上災害の防止に関す

る法律》附則第 1條

行規則》等法令。以下將從《海洋污

染法》與其規則、施行令出發，分析

日本現有的壓艙水管制方式，之後再

介紹其他法令中與壓艙水有關的部分，

以呈現出日本壓艙水管理法制化完整

的樣貌。

日本的《海洋污染法》是由國會

所訂定，並作為海洋污染及海上災害

防治的主要法令，而本法的主要管轄

機關則為國土交通省 (相當於我國交
通部 )及環境省 (相當於我國環保署 )；
國土交通省主要負責關於船舶防污設

備的檢核與措施的管制，而環境省則

負責關於廢棄物拋棄入海及海域水質

要求的部分。而《海洋污染法施行令》

則是透過《海洋污染法》中的授權規

定，委由日本內閣制定行政命令而訂

定出來的；最後，《海洋污染法施行

細則》則是在國土交通省依《海洋污

染法》與《海洋污染法施行令》等相

關法令的規定，為實行上述兩個法令

的內容而制定出來的。

目前，日本透過直接修正了現有

《海洋污染法》的相關規定，直接將

船舶壓艙水納入管轄中，從現行第一

條第一項之規定：「本法目的為藉由

規範自船舶、海洋設施及航空機排至

海洋的油、有害液體物質等及廢棄物

之排出、船舶排放至海洋的有害壓艙

水⋯確保所有海洋汙染等及海上災害

防止有關之國際約定確實的實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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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艙水汙染防止措施操作書相關之相

當證書。」15

3. 過渡時期壓艙水交換區的相關規定
另外，儘管簽訂了壓艙水公約，

但其至目前仍尚未實行，因而須採用

過渡條款處理現行的壓艙水，為此，

日本方面也利用《海洋污染法施行令》

遵照公約的標準訂出了《海洋污染法》

附則第二條中交換區的範圍：「自全

國之領海之基線起算外側五十海浬遠

以上，水深兩百公尺以上之海域。」，

而在該水域範圍之外的水域中，若周

邊不存在符合同樣條件的水域，則由

國土交通及環境大臣指定一對日本環

境生態危害較少的領海區域進行排放，

此外，施行令也訂出了交換的方式，

分別為以下三種：

(1)  壓艙水槽中貯存之壓艙水之容積之
95%以上之量流放或倒出後，貯存
同量以上之壓艙水。

(2)  於壓艙水槽中汲取該當壓艙水槽之
容量三倍以上量之該當水域之水的

同時，流放或倒出壓艙水之方法

(3)  類似前兩款而經國土交通大臣承認
之方法

而在《船舶設備規程》、《船舶

安全法施行規則》所規定者，則增訂

了對壓艙水管理的輔助規定，《船舶

15  《海洋汚染等及び海上災害の防止に関す

る法律》附則第 4條

原則上管理的範圍及於所有船隻，但

在生效日前已建造或開始建造之船隻，

依法令規定給予一定年限的調適期，

在期間內不受該法的管制。

2. 壓艙水處理設備與同等認定
在《海洋污染法》附則的第三

條中規定了壓艙水處理設備的認證單

位，以及認證標準確認的流程：「國

土交通大臣於施行日前，得依符合國

土交通省令所規定之新法⋯進行與有

害壓艙水處理設備製造者等之申請相

關的有害壓艙水處理設備型式之相當

指定⋯依第一項規定受與該型式有關

之相當指定的有害壓艙水處理設備成

為不符合相當技術基準或已不具均一

性時，國土交通大臣得撤銷該相當指

定。」14，此外，在本條文中也規定了

手續、費用的計算與繳納方式。

而於《海洋污染法》附則的第四

條中，則規定了依本國規定外獲得認

證的壓艙水處理設備處理及壓艙水處

理措施應該如何處理：「國土交通大

臣或船級協會亦得在施行日前，就有

關已發給相當確認或相當證明書之有

害壓艙水處理設備及有害壓艙水汙染

防止措施操作書進行同等檢查 ...符合
國土交通省令所規定時，國土交通大

臣應簽發相當於與有害壓艙水及有害

14  《海洋汚染等及び海上災害の防止に関す

る法律》附則第 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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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雖與中國的立法模式一致，都是利

用現有的環境保育法令，在修正之後

將壓艙水列入管轄範圍中。但在壓艙

水公約的時限壓力下，日本已經完成

了從壓艙水管制範圍、流程到標準，

以及輔助性法律的修正，亦即其在壓

艙水法制化規範上的完整程度要高於

中國方面，因此這對於同樣採用修正

現行法令方式的台灣來說，是具有極

高參考價值的。目前日本規範的方式

是從功能最適原則加以考量，將壓艙

水的管理透過修法列入《海洋污染法》

的範疇中，讓該法的主管機關國土交

通省 (相當於我國交通部 )進行管理，
並透過同法的修正，使其他相關部會

如環境省 (相當於我國環保署 )得以發
揮其專長，提供壓艙水處理措施之採

取以及壓艙水交換區之劃設上的建議。

雖然在我國的《海洋污染防治法》

主管機關為環保署，因而使二國在管

制的先天條件上有所差異，但我們還

設備規程》規程中規定了壓艙水處理

設備應該如何裝設的細節規定，而《船

舶安全法施行規則》則要求船隻紀載

壓艙水的汲取、排放與移送方法等資

料，以供查驗。

比較日本與韓國船舶壓艙水的管

制法令現況，大致上可依照管理模式、

主管機關、壓艙水處理標準等整理成

下表：

從表中可以看出日本與韓國管

制法令的差異主要是在管理模式與主

管機關的不同上，至於在實際管理措

施的施行上，由於兩個國家均為壓艙

水公約的簽約國，因而在規範上趨於

一致，唯一不同的地方只在於壓艙水

交換區的設置上，韓國直接採用壓艙

水公約中所建議之最佳距離，而日本

則限於周遭海域環境，採用了較近的

距離。

對我國而言，相較於韓國，日本

的狀況更具有參考之價值，原因在於

韓國 日本

管理模式 採用單一主管機關獨立立法模式
透過修正現行法令，修改與船舶
壓艙水管理有關的各個法令

主管機關 韓國海洋水產部 日本國土交通省及日本環境省

船舶壓艙水入港通報
採用預先通報並要求壓艙水處理
計畫

採用預先通報並要求壓艙水處理
計畫

船舶壓艙水交換區
要求至 200海里外且至少 200m
處排放

要求至 50海里外且至少 200m
處排放

船舶壓艙水處理標準 船舶壓艙水公約標準 船舶壓艙水公約標準

船舶設備
已對壓艙水處理設備做出型式認
證等相關規範

同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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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設置與船舶壓艙水的檢驗執

行，牽涉到航政及港口管理機關，

因而亦有必要參酌這些機關的意

見，故建議在同一條文中增列第 8
條第 4項：「為預防海洋環境中有
害水中生物之影響，第二項中關於

壓艙水交換區劃定、壓艙水排放標

準、採樣及檢驗程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管理辦法，中央主管機關得

依海域環境特質，會同各相關機關

定之。」透過這些修正訂定出《船

舶壓艙水處理辦法》並使船舶壓艙

水交換區、排放標準與相關檢驗流

程的制定能夠獲得法律授權，並依

最適機關理論讓有關單位能夠進行

討論，擬定出一個較為完善的船舶

壓艙水管制措施。

‧  《商港法》：首先將《商港法》第
37條第 1款：「商港區域內，不得
為下列污染港區行為：一、船舶排

洩有毒液體、有毒物質、有害物質、

污油水或其他污染物之行為。」中

之有害物質同步地解釋為：「依聯

合國國際海事組織所定國際海運危

險品準則所指定之物質及未依法處

理之船舶壓艙水」，使壓艙水管理

相關法制具有一致性。屬於《商港

法》第 19條之相關子法的《商港港
務管理規則》第 3條，亦應增訂要
求入港船隻提供壓艙水紀錄等，以

了解船隻在航線上排放和汲取壓艙

是可把日本在主要壓艙水管制法令《海

洋污染法》與其他輔助性法律的互動

作為基礎，思考台灣未來壓艙水管制

法令改進的可能。同時應該注意的另

外一點是，台灣本身並未參與壓艙水

公約的現狀使得我們在法令上擁有更

高的空間與可塑性，在保護海洋環境

上可以比日本或其他參與壓艙水公約

的國家做出更有前瞻性或是保護程度

更高的立法，使我們的海洋生態得以

永續發展。

四、結論與建議

在經過分析船舶壓艙水管理措施

與外國法制後，再對照到我國現行相

關法令來看，可以得出以下結論與建

議。由於我國與壓艙水管理最相關之

現行法為《海洋污染防治法》、《船

舶法》及《商港法》等，為因應壓艙

水管理有進行修法之必要，建議如下：

‧  《海污法》：將《海污法》第 8條
第 2項修正為：「為維護海洋環境
或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特殊海域

環境之需求，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海

域環境分類、海洋環境品質標準及

海域環境特質，劃定海洋管制區及

壓艙水交換區，訂定海洋環境管制

標準與壓艙水排放水質標準，並據

以訂定分區執行計畫及污染管制措

施後，公告實施。」將此二部分列

入其中，進行管制，而由於該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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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後制定，故本文在船舶壓艙水管理

法制化的建議上，亦循同樣的模式，

期望透過修正個法令與《船舶壓艙水

處理辦法》的制定，讓壓艙水交換區

與壓艙水更換標準均能夠擁有設置的

法源依據，同時亦讓兩個主關機關能

夠透過會同之方式共同劃定出未來的

壓艙水交換區。

本文透過了對外國法制的分析與

比較，並利用此一基礎為我國的船舶

壓艙水管理法制化提出了相關修法上

的建議，期許未來的修法能夠更臻完

善，以達到保育我國海域生態環境並

兼顧經濟發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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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數值模式及情境模擬方

式初步評估在雲林海岸三條崙砂洲消

退之情況下對海堤溯上及越波量之影

響。三條崙砂洲位於雲林海岸箔子寮

漁港至林厝寮海堤間之外海，為下方

箔子寮砂洲及外傘頂洲主要供給砂源

之一。在水動力系統 (波潮流 )作用及
人為開發下，該區海域地形長期呈現

侵蝕趨勢。三條崙砂洲經長期調查顯

示逐年消退，高潮位時沒入水面，低

潮位時目視可見，波浪可逐漸影響砂

洲後方之水域及海堤。為此，本文利

用實測地形資料及數值模式設定颱風

波浪及季風波浪等情境條件，了解砂

洲消退對當地既設海堤現有防禦能力

之影響及趨勢探討。情境分析顯示，

三條崙漁港南北之區域在颱風及大潮

條件下有相對高之越波風險。

一、環境背景說明

本研究之探討範圍為雲林海岸箔

子寮漁港至林厝寮海堤段。雲林離岸

砂洲以箔子寮漁港為界，砂洲在箔子

寮漁港以北至新興區可稱為三條崙砂

洲；而砂洲在箔子寮漁港以南至台子

村漁港段可稱為箔子寮砂洲。而三條

崙砂洲依照水動力特性又可以三條崙

漁港為界分為南北二段，離岸砂洲之

現況分佈如圖 1所示。在本研究中，
三條崙漁港以北至新興區稱為三條崙

砂洲北段，而三條崙漁港以南至箔子

寮漁港稱為三條崙砂洲南段。總體而

言，雲林海岸之離岸砂洲在視覺上呈

現向南遷移及向內陸移動。依模擬箔

子寮漁港以北之水動力特性顯示，三

條崙砂洲南段因波浪斜向入射所造成

之南向沿岸流將砂源持續往南輸送，

成為下方箔子寮砂洲之供給砂源。而

三條崙砂洲北段之砂源因沿岸流較弱，

無法適時適量地供給下方之砂源，因

應用情境模擬評估雲林海岸 ( 箔子寮海堤至林厝  
寮海堤段 ) 受颱風作用下海堤溯上高度與越波量

林敬樺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助理研究員

　　　　國際波動力學研究中心

盧韋勳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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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雲林海岸離岸砂洲現況分佈圖

二、數值模式及評估流程

本文採用由美國陸軍工兵團研發

中心海岸與水利實驗室之 CIRP(Coastal 
Inlets Research Progrram) 計畫支持下
所研發完成的 CMS模式。CMS水動
力模式主要應用於潮口、近岸與港灣

等水域，具容易建構、計算效率高且

可涵括多種海岸結構物的模擬，另可

此，三條崙漁港形成三條崙砂洲相當

明顯的地理分界。而由於輸砂量輸出

大於輸入，故三條崙砂洲南段消退相

當顯著，圖 2為民國 79至 104年 10
月三條崙砂洲面積 /體積 /高程之變化
圖。由此圖可發現，三條崙砂洲長期

以來呈現消退趨勢。三條崙砂洲之南

段相對於北段消退及遷移速率較快，

圖 3為三條崙漁港南側砂洲近五年
來之變化圖 (自民國 100年至 104年
10月 )，概略地可計算南移之速率為
184m/year，內縮之速率為 117m/year。

此段海岸既設海堤由北到南分別

為林厝寮海堤、三條崙海堤及箔子寮

海堤；其中三條崙海堤亦以三條崙漁

港為界分南北兩側；北側已興建完成，

而南側亦正在籌建中。離岸砂洲對雲

林海岸而言，有天然離岸堤或是離岸

潛堤之功能，可有效阻擋波浪能量直

接侵襲既設海堤，使得砂洲後方海域

相對靜穩；但由於局部水動力特性及

人為開發影響下，砂洲呈現南移及內

遷趨勢。砂洲持續變遷，使得砂洲面

積 /體積及高程整體而言呈現消退。使
得波浪逐漸可以直接侵襲既設海堤，

為考量未來海岸管理法須訂定海岸防

護計畫以及防災應變作為，本文利用

數值模擬方式評估三條崙砂洲持續消

退下對後方海堤溯上高及越波量之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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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法求解動量方程式，得到速度之後

代入連續方程式求解水位，再代回動

量方程式求解更新的速度，如此反覆

計算直到求得收斂解。為滿足工程應

用的需求 CMS模式可分成兩部分，
CMS-FLOW與 CMS-WAVE可分別獨
立計算波浪及流場，也可以耦合計算，

透過與大尺度模式的結合如 ADCIRC 
(Advanced CIRCulation)模擬大範圍流
場，不同時空尺度的運動現象，自然

營力包括潮汐、波浪、風與河川入流

等。CMS模式是以有限差分法求解
水深積分之二維連續與動量方程式。

採用矩形線性交錯網格，先以時間步

圖 2　三條崙砂洲 (箔子寮 ~林厝寮海堤 ) (上 )高程 (下 )體積 /面積之歷年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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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砂洲後方之水域及海堤之影響；爾

後，再將砂洲消除後，以同樣方式再

進行數次數值模擬。如此即可大致了

解砂洲完全潛沒後，在假設情境下，

初步評估此情境對後方之水域及海堤

之影響程度。本次評估範圍僅限於箔

子寮漁港至林厝寮海堤段，箔子寮漁

港以南至台子村漁港間之箔子寮砂洲

因上方三條崙砂洲砂源補充致使砂洲

仍持續南遷，對後方海堤提供較為充

分之保護功能，海堤安全性應暫時無

虞，故箔子寮漁港以南至台子村海堤

段未列入本次評估範圍之內。

在計算過程中波浪之波高、波向、週

期、頻散及輻射應力等均可以在流模

式中作計算，流場計算後可以反饋其

流速流向及水位，計算過程如圖 4。
CMS模式中又引入風吹作用模組、床
底摩擦影響、乾濕地處理與波浪輻射

應力等因素。

本文是利用 CMS-WAVE模式及既
有國際常用之評估公式以情境模擬方

式進行評估，其流程如圖 5所示。在
本評估中，先利用數值模式計算外海

在假設情境下之波浪入射條件及堤前

波高後，先以現有地形 (含砂洲 )模擬

圖 3　三條崙漁港南側砂洲近五年之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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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CMS模式耦合計算流程圖

圖 5　砂洲消退之情況下對砂洲後方區域影響之評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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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概念乃是根據平均趨勢，用於找

出所有最理想化參數。

 (2)

最大值為

 (3)

其中  為堤趾基於零階動差之

有義波高；  為基於波浪頻譜   
所計算而得之碎波相似參數。

3.2 越波量公式之研選

本文使用 CEM (2006)所提出之
因越波產生的海堤越波量公式，整理

如下：

 (4)

其中 ，

 為堤頂出水高，  為波浪尖銳度，
 為有義波高。其中，短峰波入射折

減係數  

長波入射折減係數

三、溯上及越波量公式

3.1 溯上公式之研選

波浪從外海入射至岸側時，波

浪沿海堤上溯可達最高之高程稱為溯

上高程。溯升高程計算成果因所採用

公式的不同，導致計算結果也不盡相

同。本文採用美國陸軍工兵團 CEMR 
(2006)及歐盟 EurOtopR (2007)所提出
之半經驗公式作為溯上評估方式 (第四
河川局，「濁水溪河口地形變遷調查

及對下游河防安全影響與對策評估」，

民 102年 )。
(1)  CEMR(海岸工程手冊，美國陸軍
工兵團，2006)：

CEM溯升公式 (CEMR)是由美國
陸軍工兵團 (簡稱 CHL)海岸管理手冊
(簡稱 CEM，2006)，所整理之拋石堤
實驗數據所提出半經驗公式，其中有

考慮堤面粗糙折減因子，

 (1)

其中 、 、 、  分別為堤面粗
糙係數、水深對溯升影響係數、波浪

入射折減係數及等效碎波參數：  為
平台修正係數。

(2)  EurOtopR ( 歐 盟 越 波 手 冊，The 
EurOtop Team/2007)

EurOtopR為歐盟越波手冊 (2007)
所建議之溯上機率式經驗公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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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設三條崙砂洲全段潛沒至水下 
-2m處，即假設砂洲全段高程皆為 
-2m。
故總共有 18種地形條件。在以上

四種虛擬情境中，僅考慮高程之變化，

暫不考慮砂洲面積、體積及位置之變化。

(2) 海象條件：
海象條件之假設情境分別為季風

波浪條件及颱風波浪條件。颱風波浪

是採用賀伯颱風之波浪資料 (因賀伯
颱風曾對雲林縣海岸造成災害 )。而冬
夏季風條件取自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

驗所於雲林外海THL1測站 (麥寮外海 )
及 THL2B測站 (箔子寮漁港外海 )長
期監測統計分析所得之代表性季風風

浪條件，而潮位資料則是取用麥寮站

2014年全年最高潮位為 +2.676m；箔
子寮站最高潮位為 +2.226m (經濟部工
業局，2014)。因此，共有 5種之海象
條件，假設條件如表 1所示。
(3) 既設海堤資料：

模擬範圍內之既設一般性海堤，

由北到南依序為林厝寮海堤、三條崙

海堤及箔子寮海堤；利用前章之方式

評估溯上高及越波量，所需之海堤資

料為堤面坡度及設計高程，資料來源

為第五河川局於民國 99~100年辦理
「雲林海岸海堤安全性評估分析研究

計畫」之測量資料，圖 6分別為林厝
寮海堤、三條崙海堤及箔子寮海堤之

海堤斷面圖。而為方便計算沿線海堤

四、情境條件及設定

為探討三條崙砂洲變遷歷程對後

方水域及既設海堤之可能影響，本文

採用情境模擬 (scenario simulation)的
方式進行評估。所謂情境模擬，是假

設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 (稱為情境 )，
藉此判斷預測事件的發展趨勢或某些

措施的可行性，從而協助主事者進行

決策。就災害的減輕及管理而言，情

境模擬是一有力的工具。然而，情境

模擬有其侷限性。因為並未提供其發

生該情境機率之資訊，亦即無法提供

發生之時間，也未能判斷此情境是否

比彼情境更可能發生 (陳，2013)。
本文所採用之情境環境說明如下：

(1) 海域地形及砂洲變遷情境：
情境模擬之範圍為箔子寮漁港以

北至林厝寮海堤段，海岸線約 9公里；
海域地形則是採用民國 79、82、83、
85、88、100/05、100/10、101/05、
101/10、102/05、102/10、103/05、
103/10及 104/05等年之地形資料，另
外以民國 104年 5月施測之海域地形
搭配四種假設砂洲可能變遷形態：

1).  假設三條崙砂洲全段高程與海平面
相合，即砂洲高程為零。

2).  假設三條崙砂洲全段潛沒至水下 
-0.5m處，即假設砂洲全段高程皆為 
-0.5m。

3).  假設三條崙砂洲全段潛沒至水下 
-1m處，即假設砂洲全段高程皆為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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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砂洲全段潛沒，並未考慮實際砂洲

動態變遷行為，明顯之差異即是本假

設情境是堤前為ㄧ平台地形而不是斜

坡地形；另一方面，海堤在整個模擬

過程中，均假設受波浪作用下堤身均

完好，無破損之情況發生。雲林地區

地層下陷之動態變化也並未考慮在內。

此外，三條崙漁港南側之三條崙海堤

南段，目前正在進行籌建作業，其海

堤線外為私人漁塭，以私有土堤抵擋

潮汐；在本模擬中，除了採用既有漁

塭所在地之數值高程資料外，也假設

籌建中之三條崙海堤南段興建於現私

人土堤之位置上，如圖 8所示。

之溯上高度，本文自林厝寮海堤至

箔子寮海堤每隔約 400公尺設一斷
面，共計 25條代表性斷面，編號自
Sec.26~Sec.38，如圖 7所示；其中， 
Sec.26~Sec.30-1為林厝寮海堤，Sec. 
31~Sec.35-1為三條崙海堤 (含三條崙
漁港以北之既設海堤、三條崙漁港及

籌建中之三條崙漁港南側之海堤 )，
Sec.36~Sec.38為箔子寮海堤，如表 2
所示。在表 2中，也列入了因長期地
層下陷所造成之現有堤頂高程。

在本次模擬中，海象條件並未考

慮極端氣候及暖化所造成之海平面上

升及颱風強度增減；地形條件直接假

表 1　情境模擬之假設海象條件

計算條件 試次
主波向 (方位角 ) 波高 週期 潮位

度 m sec m
夏季 (THL1) A 247.5 0.65 4.9 2.676
夏季 (THL2B) B 247.5 0.83 5.5 2.226
冬季 (THL1) C 315 0.99 5.3 2.676
冬季 (THL2B) D 0 1.78 5.8 2.226
賀伯颱風 E 315 8.10 12.50 3.62

表 2　模擬範圍內既設一般性海堤資料表

海堤名稱
長度
(m)

設計堤頂高程 / 
現有堤頂高程 (m) 海側坡度 型式 消波工型式

林厝寮海堤 4800 6.5/5.85 1/2 緩坡式乾砌護坡堤 三和塊 10T
三條崙海堤 4400 5.5/5.4 1/2 緩坡式乾砌護坡堤 混凝土塊 10T
箔子寮海堤 860 6.6/5.9 1/2 緩坡式乾砌護坡堤 力川塊 10T

資料來源：雲林海岸海堤安全性評估分析研究計畫 (第五河川局，99~1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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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林厝寮海堤 0K+000~2K+289(1K+100)

(b)林厝寮海堤 2K+289~4K+854(3K+850)

(c)三條崙海堤 0K+000~1K+298(0K+850)

(d)三條崙海堤 2K+000~2K+964(2K+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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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箔子寮海堤 0K+000~0K+850(0K+550)

圖 6　林厝寮海堤、三條崙海堤及箔子寮海堤之海堤斷面圖 
(資料來源：雲林海岸海堤安全性評估分析研究計畫，第五河川局，99~100年 )

圖 7　林厝寮海堤至箔子寮海堤段 25條代表性斷面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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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當時砂洲主要位於林厝寮海堤及

三條崙海堤北側外海，Sec.26~Sec.31-1
外有兩道砂洲，而 Sec.32~Sec.35則有
一道砂洲；零星砂洲分佈在三條崙漁

港南側及箔子寮海堤，故接近 4公尺 
之外海波高自西北向斜向入射時，砂洲

發揮天然防波堤之功用，有效降低堤

前波高至約 1.36~1.81公尺 (Sec.26~Sec. 
31-1)及1.55~2.16公尺 (Sec.32~Sec.35)； 
而沒有砂洲屏障之區域 (Sec.35-1~Sec. 
38)，波高仍可到達3~4公尺左右，堤前 
波高約為 1.57~2.07公尺。
(2) 民國 104年 5月

圖 10為利用民國 104年 5月數值
地形及颱風條件 (波高 8.1公尺、週期
12.5秒及潮位 3.62公尺 )所模擬之波
場分佈圖。民國 104年 5月砂洲主要
分佈於林厝寮海堤前、三條崙漁港南

側及箔子寮海堤外。三條崙漁港外當

時無砂洲阻隔，因此形成一個較大之

缺口；另一個較小之缺口則是在三條

崙海堤南側與箔子寮海堤交界處。與

民國 79年之情境主要之差異為砂洲分
佈與水深地形之變畫；上一個案例中，

砂洲分佈在三條崙漁港以南且高程較

高；而在本案例中，砂洲分佈區域較

長，寬度較窄，高程也較低。

在此一地形條件下，颱風波浪自

西北方斜向入射本段海域，明顯可見

砂洲發揮遮蔽作用，上述有砂洲遮蔽

之後方水域波高降為 0~2公尺，所有

圖 8  情境模擬時所使用之海堤位置 
分佈圖

五、情境模擬結果

5.1  颱風條件下之波場與砂洲高程
之關係

由砂洲歷年體積 /面積 /高程分析
中得知，以面積論，分別以民國 79年
與 104年 5月為最高及最低。因此，
本小節將採用民國 79年與 104年 5月
之波場模擬，用於說明在颱風條件下

砂洲分佈與後方水域之關係。

(1) 民國 79年
圖 9為利用民國 79年數值地形及

颱風條件 (波高 8.1公尺、週期 12.5秒 
及潮位 3.62公尺 )所模擬之波場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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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利用民國 79年實測地形模擬雲林海岸 (箔子寮漁港 ~林厝寮海堤段 )在颱
風情境條件下所得之波場分佈

圖 10  利用民國 104年 5月實測地形模擬雲林海岸 (箔子寮漁港 ~林厝寮海堤段 )
在颱風情境條件下所得之波場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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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堤前波高；在其中數個斷面中，

隨著時間之增長而溯上高度與越波量

也逐次增長，推論可能原因為斷面前

面沒有砂洲提供屏障，所以堤前波高

較高。同樣的趨勢也反應在溯上高程

及越波量上。

以 Sec.32-1斷面為界 (三條崙漁
港 )，可以發現，三條崙漁港以北在颱
風條件下造成越波之機會甚少，較需

注意的斷面為 Sec.26、Sec.29、Sec.32
及 Sec.32-1，但相對於三條崙漁港以南
之區域，越波量顯得較小；箔子寮海

堤 (Sec.36~Sec.38)越波量也較小，可
能之原因，即是前面有足夠之砂洲保

護以及設計高程較高。

較大之越波發生在 Sec.33~Sec.35-
1(即是在三條崙漁港南側至三條崙海
堤南段 )，其原因有二，一是因為該段
海堤前方僅有少許砂洲零星分佈，二

是該段海堤設計高程略低。而在砂洲

高程均降為 0時，會使所有斷面堤前
波高提高，溯上高度均超過設計高程，

所有斷面均發生越波，但僅為越波量

提高，總體趨勢並未改變。也就是說，

砂洲之空間分佈影響了發生越波之區

域，而砂洲高程則是影響越波量之

大小。

5.3 發生越波之高風險區域

越波量發生原因是由於溯上高度

超過既設海堤設計高程或是現有海堤

斷面之堤前波高均在 2.3公尺以上。三
條崙漁港以南所有斷面之堤前波高均

為 2.5公尺左右，略高於三條崙漁港北
側，可能的原因是因為海堤前方沒有

砂洲屏蔽、砂洲過小以及砂洲高程略

低所致。

5.2  砂洲高程對溯上高程與越波量
之影響

在此一小節中，僅列出一範例情

境說明該情境下各斷面溯上高及越波

量之成長趨勢。圖 11為砂洲高程與海
平面重合之假設情境下 Sec.26~Sec.38
之堤前波高、溯上高、堤頂餘裕高及

越波量。圖中，黑線表示既設海堤之

設計高程、餘裕高及零越波量之參考

線。圖中溯上高及餘裕高若在黑線之

左邊則表示溯上高已超過設計高程及

顯示設計高程略低，而對應斷面就會

發生越波；若在右邊，則顯示設計高

程及餘裕高足夠而不會發生越波。分

析顯示，如果砂洲高程逐漸降至與海

平面重合，對照設計高程，在颱風條

件下三座海堤都有可能發生越波，較

大之越波量會發生在三條崙漁港附近。

假設砂洲高程均為 0之情境下，
圖 12顯示各斷面之堤前波高、溯上高
及越波量之差異。對照民國 79年、民
國 104年 5月及假設情境之結果，可
以發現趨勢為砂洲高程與堤前波高成

反比，也就是說砂洲高程逐漸降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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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情境模擬條件下 (民國 104年 05月 -砂洲高程與海平面重合 )各斷面之模
擬結果

圖 12  民國 79年、民國 104年 5月及假設砂洲高程均為 0等情境下，各斷面之
堤前波高、溯上高及越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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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平均發生越波次數為 7次，Sec.31-
1~Sec.34-1越波次數最高達 14次。若
定義發生越波次數大於平均發生越波

次數為高風險區域，則高風險區域主

要分佈在 Sec.32~Sec.35-1之區域 (即
是三條崙漁港南北兩側 )，可能原因推
論仍是由於該區間前砂洲較小，在颱

風條件下，所能提供保護功能不足。

而如果砂洲高程降為零及沒入水

中之情境下，則所有斷面都會發生越

波，這顯見是由於砂洲高程逐漸沒入

水中，致使保護功能喪失情況下而提

高發生越波之機率。該模擬也暗示，

現有既設海堤之設計高程在砂洲高於

水面時，僅有在颱風情況時於三條崙

高程。根據上述地形及海象情境條件

進行情境模擬，實際地形為 14組，虛
擬地形為 4組，每組共模擬 5種不同情
境，模擬次數總計 90次 (其中實際地
形 70次，虛擬地形 20次 )。因此，綜
合多次模擬結果，可以歸納出容易越

波之高風險區域。圖 13為所有斷面在
各次模擬結果所產生越波之次數柱狀

圖；藍色部分為未包含虛擬地形之次

數；紅色部分為包含虛擬地形之次數。

模擬結果顯示，在離岸砂洲高於

海平面時，只有在颱風條件才會發生

越波，其餘條件現有海堤設計高程均

足夠抵抗季風條件下波浪；在 70次實
際地形模擬測試中，25個代表性斷面

圖 13　所有斷面在情境模擬發生越波次數之柱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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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越波趨勢與砂洲變遷之關係

由統計分析知，在颱風且為大

潮條件下，以三條崙漁港南北兩側為

發生越波之高風險區域；而由上小節

知，在越波高風險區域內，有 Sec.33~ 
Sec.36會產生相對大之越波量，本小
節將利用情境模擬之結果說明這些斷

面之越波趨勢。

圖 15為 Sec.33-1斷面在各種情境
下模式所推估出之堤前波高、溯上高

及越波量；橫軸可視為時間，故該圖

可視為一時間序列。由砂洲變遷可知，

砂洲整體趨勢為負成長，所以序列圖

顯示隨著時間增長，砂洲逐漸消退，越

波高風險斷面發生越波之機會相對提

高，其越波量也會隨之提高。對於各

斷面而言，可以發現只要砂洲高程降

為負值時 (即是砂洲沒入水中 )，會產
生較大之堤前高程、溯上高及越波量。

漁港南北兩側可能產生越波，其餘情

況應不致發生越波；而在砂洲逐漸降

至海平面以下，則三座主要海堤都會

發生越波，所有斷面越波次數大為提

高，相對風險也提高。

除了砂洲高程逐漸降低會提高越

波風險外，地層下陷也會提高在颱風

條件下越波之次數。圖 14為改採受地
層下陷影響後之現有堤頂平均高程後，

其越波次數之比較圖。比較顯示，考

慮現有堤頂平均高程後，林厝寮海堤

及箔子寮海堤之越波次數均增加，三

條崙海堤則是無變動。越波次數之增

加仍舊只發生在颱風條件下。對照表 2
可知，林厝寮海堤及箔子寮海堤受累

次地層下陷之影響，堤頂高程下降約

0.7公尺，因此，在颱風條件下堤前波
高及溯上高度不變之情況下，越波可

能性亦隨之提高。

圖 14　所有斷面依現有堤頂平均高程評估發生越波次數之柱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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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保護功能喪失情況下，而發生越

波。該模擬也顯示，現在海堤之設計

高程在砂洲高於水面時，僅有在颱風

情況時於三條崙漁港南北兩側可能產

生越波，其餘情況應不致發生越波；

而在砂洲逐漸降至海平面以下，則三

座主要海堤 (由北至南分別為林厝寮
海堤、三條崙海堤及箔子寮海堤 )都
會發生越波，所有斷面越波次數大為

提高，相對風險也提高，而地層下陷

也會提高越波之可能性。

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本研究僅

為初步了解砂洲完全消失後對後方水

域及海堤之可能影響，並非一完整且

詳盡之評估；砂洲之消減及地形之變

化深受當地水動力系統之影響，而砂

六、結論

本文利用數值模式、實測地形及

情境模擬初步評估砂洲變遷對海堤溯

上高度與越波量之影響。結果顯示，

在離岸砂洲高於海平面時，只有在颱

風條件才會發生越波之可能，其餘條

件現有海堤高程均足夠抵抗季風條件

下波浪；越波高風險區域主要分佈在

Sec.32~Sec.35-1之區域 (即是三條崙漁
港南北兩側 )，可能原因推論由於該區
間前砂洲較小，在颱風及大潮條件下

(中秋前後 )，所能提供保護功能不足。
在砂洲高程降為零及沒入水中之

情境下，所有斷面都會發生越波，這

顯見是由於砂洲高程逐漸沒入水中，

圖 15　Sec.33-1在各假設情境下之堤前波高、溯上高及越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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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消退之動態時程及空間動態特徵尚

待釐清；另一方面，海堤安全性與堤

身現況、殘餘強度及外部作用力大小

有關。因此，本文僅藉由數個可能情

境模擬歸納溯上高度及越波量定性及

趨勢說明。

誌謝

本文承蒙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

川局周副局長建森、規劃課陳課長明

哲 (已退休 )、規劃課楊明道工程司及
工務課呂春生工程司提供雲林海岸既

設海堤之調查資料；國立成功大學水

工試驗所及詮華國土測繪有限公司提

供雲林海岸歷年之水深地形測繪及海

氣象觀測資料，特此致謝。另外，亦

感謝經濟部水利署計畫「雲林海岸基

本資料調查 (2/2)」(計畫編號 104-B-
01060-001-003)及科技部計畫「跨國頂
尖中心國際波動力學研究中心 (4/5)」
(計畫編號 MOST-105-2911-I-006-301)
提供經費，使本文得以完成。

參考文獻

1.  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
(2012)，雲林海岸海堤安全性評估
分析研究計畫 (2/2)，經濟部水利署
第五河川局。

2.  逢甲大學 (2013)，濁水溪河口地形變
遷調查及對下游河防安全影響與對

策評估，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港灣季刊徵稿簡訊

1.  本刊為提供國內港灣工程界同仁交換工作經驗與心得之園地，歡迎工程、學術
界之同仁提供港灣工程相關之工程動態、實務、工程新聞、技術新知、地工技

術、工程材料、營運規劃及其他有關之工程簡介或推動中之計畫等的報告、論

著或譯述。

2.  投稿者應保證所投稿件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情事，如有違反，願就侵害他人著作
權情勢負損害賠償責任，並對中華民國 (代表機關：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因此
肇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3.  來稿經本刊接受刊登後，作者應附具著作授權同意書，同意非專屬授權予本刊
做下述利用：

 (1) 以紙本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2)  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

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3) 再授權國家圖書館或其他資料庫業者將本論文納入資料庫中提供服務。
 (4) 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4.  作者應保證稿件為其所自行創作，有權為前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
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5.  稿件每篇以八頁 (含圖 ) ( 4000 ~ 5000 字 )以內為原則，稿酬從優；請附磁片或
E-mail，並請加註身分證字號及戶籍地址 (含鄰、里 )。

6.  本刊每年刊行 3期，分別於 2月、6月、10月出版。如蒙惠稿請於每期出版前
30日寄交本刊。

7.  聯絡電話：(04)2658-7139　馬維倫
 傳真電話：(04)2656-4415
 E-mail：elisa@mail.ihmt.gov.tw
8. 歡迎賜稿，來稿請寄：
 43542臺中縣梧棲鎮中橫十路 2號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港灣季刊編輯委員會」收


	內頁
	版權頁
	目錄
	台灣公路早期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維護與橋梁耐震耐洪資料管理系統建置
	馬祖港各碼頭區裝卸設施改善之研究
	港灣環境資訊服務系統介紹
	臺灣港灣壓艙水法制化之研究－以日韓相關法制之比較為中心
	應用情境模擬評估雲林海岸(箔子寮海堤至林厝寮海堤段)受颱風作用下海堤溯上高度與越波量
	港灣季刊徵稿簡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