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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邊坡崩塌近景攝影測量自動判讀系統  

開發應用研究  
 

邱永芳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主任 
胡啟文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李良輝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副教授 
張庭榮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研究生

摘要 

臺灣本島多丘陵與山地地形，鐵公

路系統也伴隨此地形建設。氣候位處季

風影響範圍內，春夏兩季容易受滯留鋒

面及颱風影響，容易產生瞬間豪大雨及

長期降雨以致引發鐵公路邊坡崩塌，造

成道路坍方或路基流失，危及交通甚至

造成人車傷損。因此尋找一個好的道路

邊坡監測及預警方法，將可有效提供防

災的參考依據。而道路邊坡監測方法甚

多，主要可依區域、監測類型、坍塌潛

勢區域等類型，來選擇各種道路邊坡坍

塌防治工法，防止道路邊坡坍塌。然而，

為了確保邊坡防治效果，必須以經常性

人工巡檢，或投入昂貴之自動化監測設

備，來達到邊坡監測之目的。 

攝影測量是一種基於影像式三維重

建的技術，目前廣泛應用於測量製圖及

三維重建領域。近年來，多視立體視覺

三維重建技術的發展已提供了高精度量

測及表面三維重建的成果，因此逐漸被

應用於三維監測的應用。它的優點在於

精度高及成本低廉，但方法上並未以三

維監測進行設計，因此無法完成全自動

攝影及計算。 

本研究提出基於多視立體視覺

三 維 重建 (Structure from Motion & 

Multi-view Stereo, SfM-MVS)攝影測量

的全自動三維監測架構，來解決全自動

攝影、監測數據計算及誤差分析的方

法。其中自動攝影系統由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架構結合數位相機組

成，提供自動攝影及資料回傳，計算架

構建立於 PhotoScan內建Python環境進

行開發，提供 SfM-MVS 監測數據計算

及誤差分析。實驗成果顯示該架構可有

效應用於三維監測並提供全自動計算分

析及三維表面差異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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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近年來因大範圍監測為需求，獲

取表面三維資料的技術陸續被提出及應

用，其中包含 GPS 衛星定位監測系統、

地面雷射掃描技術及攝影測量三維重建

等技術，這些技術可由分析監測點位移

或三維表面差異作為監測預警發佈的參

考依據。上述監測技術如：(1)GPS 衛星

定位監測系統，可由監測點上設置的接

收天線盤獲取全天候的連續觀測資料，

但監測範圍僅限天線盤設置區域；(2)雷

射掃描技術，可快速獲取大量三維表面

資料來提供三維表面差異計算，但目前

自動化較不完善，因此常用於多時期三

維資料差異分析使用；(3)攝影測量技

術，可同時提供監測點及三維表面差異

分析，因 SfM-MVS[1]的發展，目前廣泛

被應用於獲取三維表面資訊及三維建

模，且因精度的需求於演算法中也考慮

了控制點約制及數據平差計算，因此陸

續被應用測量製圖於監測使用，惟此技

術仍受限於自動攝影、資料回傳、自動

化解算及資料分析等問題，目前僅作為

手動巡檢及三維資料差異分析使用。 

因此，本研究提出一個基於視覺攝

影測量的自動監測系統，提供自動攝

影、資料回傳、視覺定位計算、三維資

料差異分析及預警機制。此架構以物聯

網(IoT)結合攝影系統，建立全自動攝影

及影像自動回傳功能，並援引 SfM-MVS

攝影測量技術建立全自動計算分析功

能，提供監測點的位移計算及監測面的

三維表面差異分析，藉由多時期三維重

建差異分析資料，做為記錄道路整體邊

坡變遷，判斷崩塌潛勢之依循，以利維

護管理單位災害預防及災後管理之決策

參考。 

二、多視立體視覺攝影測量及監測相關理論 

本研究關鍵核心技術包含多視

立體視覺攝影測量理論及相機率定

技術，以下先就視覺攝影測量理論技

術進行闡述，後續包含相機率定及自

動識別標誌進行說明。道路邊坡近景

攝影自動監測方案採用監測點的自

動監測，藉由自動識別標誌及自動量

測，完成監測點位移判別依據，而道

路邊坡整體滑動或破壞情事，可經由

多時期點雲差異判別該區域是否產

生變化。 

2.1 多視立體視覺演算法理論之簡述 

由運動恢復結構 (SfM)技術的發

展，以多視立體(Multi-view Stereo, MVS)

計算理論[2]描述由序列影像中恢復物體

位置的三維幾何關係，建立了計算機視

覺領域中的三維重建技術理論。多視立

體視覺由一般相機所獲取的影像序列來

重構三維場景的三維空間結構及獲取相

機外方位參數，藉由多視角所拍攝的多

張序列影像，進行影像匹配，再經由匹

配後所得之影像特徵點，以核線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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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polar Geometry)關係進行場景重

建，求取相機相對應位置，並探討其與

基礎矩陣(Fundamental Matrix)之關係，

以及基礎矩陣之解算方法，進而求得場

景空間之具體座標進行三維重建。 

多視立體視覺理論是基於核線幾何

所衍伸的方法，所謂核線幾何是指三維

空間中的物體，與二維平面影像間相互

轉換之空間幾何對應關係，如圖 1 所

示，O1 和 O2 分別是兩個相機的投影中

心，獲取的影像分別為影像 A 和 B，O1

和 O2連線(基線)與 A、B 影像的交點 e1

和 e2 為核點。假設空間點 M 至相機投

影中心位置由 O1到 O2的平移向量為 t，

旋轉矩陣為 R，而在兩位置時對應的相

機內方位參數分別為 K1 及 K2，空間點

M 在 A 及 B 影像上的特徵點集合分別

為(左影像)及(右影像)。 

 

 

 

 

 

 

 

圖 1 場景空間與影像之核線幾何關係圖 

 
假設空間點 M 到像點 m 的轉換矩

陣(即投影矩陣)為 P1，到像點 m’的投

影矩陣為 P2，則： 

                (1) 

               (2) 

假設 O1 為三維空間坐標系的參考

原點，且過 O1 的相機主光軸為 Z 軸，

則投影矩陣 P1 和 P2 可分別表達為： 

            (3) 

           (4) 

其中 K1、K2 為相機內方位參數，

為單位矩陣、旋轉矩陣及 t 為平移矩陣。 
利用場景空間與影像之核線幾何

關係，可導出像點 m 和 m’之關係為 

               (5) 

其中矩陣 F 被稱為基礎矩陣

(Fundamental Matrix)，基礎矩陣為兩張

影像間投影核線幾何關係之轉換（即影

像 A 上的 m 轉換到影像 B 上的 m’），

當這兩張影像所對應的內部參數矩陣

分別為 K1 和 K2，則它們之間的本質矩

陣 E(Essential Matrix)可定義為： 

               (6) 

欲推估兩張影像間的基礎矩陣可

由式(5)求得，其兩張影像中的特徵點

集合 與 必滿足式(5)之關係，則每一

組特徵點可以產生一個線性方程式，

由於基礎矩陣扣除一個尺度常數之

後，還有八個未知數。而推求基礎矩

陣的方法有很多種，最常被使用的有

八點法、七點法、RANSAC (RANdom 

SAmple Consensus) 、 LMeds(Least 

Median squares)等方法。較為簡單且最

廣為使用的為八點法[3]，即就是在兩張

影像間找到 8 組特徵點方能解算出基

礎矩陣 F，再求得本質矩陣 E，藉由分

解本質矩陣 E 可得到旋轉矩陣 R 及平

移向量 t，再得到投影矩陣 P1 及 P2，最

 

MPm 1

MPm 2

]︳0[11 IKP 

]︳t[22 RKP 

0 Fmm T

12 FKK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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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可計算出每一個特徵點所相對應之

場景空間點 M 之具體坐標，藉由上述

原理可知欲推算三維空間坐標，旋轉矩

陣及平移矩陣皆可為任意值，即說明不

用要求影像拍攝之位置及方向，以透過

多視立體影像中稠密點雲之匹配方式

來獲取大量 DEM 資料。 

2.2 拍攝距離與測量精度 
如圖 2 所示，由於每一像素之寬度

(Pixel Size)與焦距長(Focal Length)，相

對 於 地 面 解 析 度 (Ground Sample 

Distance,GSD)與拍攝距離為相似三角

形，其幾何關係可表示為式(7)，可按每

次工作所需之精度需求，並配合拍攝相

機焦距、感光元件規格及解析度，代入

式(7)關係式，可決定每次工作所需最大

拍攝距離。 

 

 

 

 

 

 

 

 

圖 2 相機感光元件與地面解析度之幾

何關係 

 

     (7) 

 

2.3 相機率定 
相機率定在攝影測量中用以修正

像點畸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尤其是

對非量測性相機。多年來發展了眾多

的相機率定方法，原則上可以分為使

用率定標 (Target)及攝影場景 (Target 

Free)二種的率定方式。前者需於攝影

測量程序前，配合率定進行拍攝以共

線條件式解算，稱之為預率定方法
[4]。後者直接使用攝像後的場景影

像，在進行共軛點匹配量測後進行相

機率定參數的求解，稱之為自率定方

法[5]，並常於 SfM-MVS(Structure from 

Motion & Multi-view Stereo)中使用。如

圖 3(a)為本研究之綜合相機率定場，圖

3(b)表示鏡頭畸變差，灰色為未修正前

影像位置，綠色為修正鏡頭畸變差後所

產生的位移量。 

 

 

 

 

 

 

 
(a)多功能率定場 

 

 

 

 

 

 

 

 (b)相機率定成果表示 

圖 3 率定場及鏡頭畸變差 

 

2.4 率定標樣式 
率定標主要使用於預率定方法，需

先於室內場景進行率定標拍攝，取得參

 

拍攝距離 

 
拍攝距離

GSD

thFocal Leng

SizePixel


 

拍攝距離 Focal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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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後再進行後續處理，過去在做相機率

定時處理程序較為複雜，且需使用立體

標進行率定，隨著演算法的進步，標的

樣式也從立體標轉變為平面標，而現在

所使用率定標通常會選擇變形後還是

能夠判別出標的形心位置的樣式，一般

分為十字形角點或是含有圓心點標示

的圓形標及 Hattori 所設計得編碼標，

如圖 4(a)(b) (c)，前者的標定樣式是透

過 Harris 的角點偵測取得特徵點；後者

則是利用圓點中心檢測的算法獲取圓

心點的位置。 
傳統率定方法通常使用率定板

（Calibration Target）作為參照物來

進行標定。率定板就是帶有固定間距

圖案陣列的平板，通常將其放在若干

合適的角度和位置，從每一個角度、

位置拍攝一張圖像。在此過程中要求

相機不能移動位置，以確保其參數的

不變性。圖 4(a)展示了一個西洋跳棋

盤樣式的標定板，其作法為針對率定

板連續拍攝十組以上在某種確定模

式下的立體像對，隨後進行參數確

定。 
近年所使用的自動編碼標誌圖

4(b)(c)主要為攝影測量中自動識別的

唯一率定物，因此編碼標誌設計的完

善度成為自動識別及量測成果之關

鍵，相機的攝像原理為仿射投影成像

幾何，且攝影測量是以多視立體視覺

原理為基礎量測方式，為了滿足任何

方向均可進行量測，因此編碼標必須

能夠平移、縮放、旋轉、仿射等攝像

幾何改變時，仍可以輕易辨識量測位

置，處理時可以獲得很高的處理效

率。 

 

 

 

 

 

(a)十字形率定標     (b)14 位元編碼標 

 

 

 

 

 

(c) Hattori 編碼標 

圖 4 率定標樣式 

2.5 點雲差異分析 
點雲距離計算為評判兩點雲間差

異之依據，早期 DTM 資料要進行差異

分析時，通常會將點雲進行網格化(Grid)
處理，但在進行網格化過程中，必須由

內插程序完成網格補點，而兩期差異將

因內插程序導致誤差產生。目前既有的

點雲差異分析方法包含 C2C (Cloud-to- 

Cloud)、C2M(Cloud-to-Mesh)及 M3C2 

(Multiscale-Model-to-Model-Cloud)[6] 等

方法。 

C2C 是一個最簡單最快速的點雲

距離計算方法，因為它不需要將點雲網

格化，也不需要計算表面法線，但容易

受到周圍點雲影響，以致匹配錯誤率較

高，如圖 5 所示。 

 

 

 

 

圖 5 直接最近距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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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M 是目前中最常見的方法之

一，其為尋求建立一個平面模式，用來

描述點兩點雲間的關係，以下以局部二

次函數為例。首先建立一個半徑距離 R
之球體，並擷取該半徑內之點集，或以

K 鄰近算法 (K-th Nearest Neighbor, 

KNN)計算，取 K 個點進行二次函數

(Quadratic Function)擬合，並透過擬合

之平面計算其法線方向與其點之距離

(LC2C_Q)，如圖 6 所示。因此利用此方

法將可有效計算兩點雲間之差異量，較

適合使用於平坦表面上。 

 

 

 

 

 

圖 6 二次函數距離示意圖 

M3C2 主要計算步驟有三：1.提取

點雲間的核心點(Core Point)；2.計算點

雲的表面法向量(Surface Normal)；及

3.計算兩點雲的距離。本法係為將原始

點雲進行疏化並提取關鍵的點作為特

徵，其好處在於不用將整體點雲進行計

算，可節省計算效率；表面法向量求取

主要以點雲來計算擬合最佳平面，在推

求此平面的法向量；點雲間的距離計算

可由參考點雲中選取一點作為 i 點，在

距離半徑 d 範圍以內找到所有鄰近

點，並計算出投影平面，在由投影平面

中心朝表面法向量方向以圓柱體延

伸，直到接觸目標點群為止，最後找出

在圓柱體內之所有點，計算出投影平

面，並計算出投影平面中心，該距離及

為點雲距離，演算步驟如圖 7 所示。 

 

 

 

 

 

 

 

 

 

 
 

 

 

圖 7 M3C2 計算原理 

 

2.6 整體最小二乘法平差法概述 
最小二乘法(Least Squares, LS)是

測量學門中，對資料處理的最基本，且

應用最為廣泛的方法之一，對於經典的

最小二乘法只考慮觀測向量的誤差，假

設係數矩陣中沒有誤差或不考慮係數

矩陣的誤差，然而係數矩陣包含誤差於

測量實務中是存在的。 
整 體 最 小 二 乘 法 (Total Least 

Squares,TLS)旨在解決顧及係數矩陣誤

差的一種資料處理方法，其理論自從

Golub 在 1980 年正式命名以來，在數

學界掀起研究熱潮，其應用的領域越來

越廣泛，諸如自動控制、訊號處理、影

像處理、醫學、統計學等。而本研究多

視立體視覺三維重建技術中亦採用

TLS，以解決相關數據平差及推估方

法，並經由後續實驗驗證 TLS 方法可

用於道路邊坡監測之控制點及檢核點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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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oT 視覺攝影監測系統 

本研究結合上述視覺攝影方式，以

IoT 結合自動攝影系統，並使用視覺攝

影方式獲取監測點三維空間資料來推

估監測區是否產生變位，其相關系統設

計如下依序闡述。 

3.1 系統架構 
IoT 視覺監測自動監測系統由

IoT 自動攝影模組 (IoT Automatic 

Photography Module, IoT_APM)、

視 覺 攝 影 監 測 模 組 (SfM-MVS 

Photogrammetry Monitoring, SfM- 

MVS_PM) 及 誤 差 分 析 模 組 (Error 

Analysis Module, EAM)所組成。 

IoT_APM 是架設於現地的自動攝

影及回傳設備，由 IoT 架構結合攝影裝

置組合而成；SfM-MVS_PM 是基於

SfM-MVS 攝影測量技術的全自動量測

及計算架構；EAM 是由資料庫結合誤

差分析的資料展示及預警發布系統，如

圖 8 為本系統架構。 

 

 

 

 

 

 

 

 

 

 

 

 

 

 

 

 

 

 

 

 

 

圖 8 IoT 視覺監測自動監測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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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_APM 架設於監測現地並由

多部自動攝影組成，其中各 IoT 通訊

及資料傳輸由 Wifi 提供連結，網際網

路通訊及資料傳輸可由 4G LTE、Fiber 

network或Wireless Mesh network提供

(圖 8(a))。 

SfM-MVS_PM 為全自動視覺攝

影 測 量 計 算 架 構 ， 計 算 流 程 由

IoT_APS 拍攝影像並建立專案開啟自

動計算程序，監測點自動量測可由分

析影像編碼標(Coded Targets, CTs)位

置來完成自動量測，最後由取監測區

控 制 點 及 各 相 機 內 方 位 參 數 以

SfM-MVS 方式計算監測點三維資

料，如圖 8(b)。 
EAM 可提供監測點三維資料來

提供預警資料，更進一步可以不同時

期表面差異來判識三維表面差異，計

算程序由兩期稠密點雲以 M3C2 方式

計算點雲差異，並轉換為 WebGL 格式

進行展示，如圖 8(c)。 

3.2 IoT 硬體架構 
IoT_APM 由多部小型單板電腦

(Small Single-Board Computers)以 IoT
架構結合數位相機所組成，每部自動

攝影設備以 Raspberry Pi3 Model B 搭

配一組伺服馬達雲台及數位相機組

成，並從中選擇一台作為主站，其功

能為拍攝控制及專案建立。拍攝控制

可使用排程及單次拍攝，其中單次拍

攝可做為系統測試及重複確認計算資

料使用，排程則以固定時間啟動進行

拍攝。 
當自動攝影完成後，每台攝影站

將以 FTP 傳遞拍攝照片至自動計算伺

服器中，主站將於各站資料傳遞完成

後自動產製 JSON 專案檔，供伺服器

建立自動計算專案。此外，影響攝影

測 量 精 度 包 含 相 機 解 析 度 (Pixel 

Size)、相機焦距(Camera focal length)
及地面解析度(GSD)等因素，因此本

研究選擇微型單眼系統，並由監測

精度需求來調整攝影距離或鏡頭焦

距。  

3.3 IoT 通訊架構 

本架構裡 IoT 攝影系統通常會建

置於區域網路內，若使用 Socket 或

WebSocket 等通訊協定需以 IP 轉址才

能經由網際網路控制及存取相關資

訊。而 MQTT 通訊協定可跨網域進行

訊息傳遞及指令下達，網路安全可以

使用者登入及 SSL/TLS 加密保全，因

此本研究 IoT_APM 採用 MQTT 通訊

協定。 

IoT_APM 依其內建設定檔 (圖

10(a))決定其中一台為主站其餘則為

子站，主站用來發布拍攝指令及產製

專案檔，子站則依拍攝指令執行拍攝

任務，所有相機均向 PhotoScan Server

請求通訊設定參數，如 FTP 連線 IP、

帳號、密碼及目前計算主機狀態。完

成上述動作後 IoT_APS 將進入等待任

務狀態，如圖 9(a)所示。任務發布可

由主站或 PhotoScan Server 依任務需

求(要求重新拍照時)進行發布，並由各

相機開始拍攝任務，當拍攝任務完成

後各相機會向主站發布完成任務訊

息，並由主站等待所有子站均完成任

務後製作任務專案檔(圖 10(b))，並上

傳至 PhotoScan Server；然而如果主機

等待超時，此次任務拍攝取消並重新

開始拍攝，如圖 9(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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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IoT 相機控制模式 

本架構 MQTT 發布訂閱主題如圖

10(e)所示。如主站需要知道目前 IoT 相

機陣列中有多少主機，則可由訂閱

ACP1 及 ACP3 取得；開始自動拍攝任

務可由各相機訂閱之ACS1及SP1解析

回傳訊息為 'run'時，開始自動拍攝任

務；拍攝任務完成後各相機將以 ACP2

發布該任務名稱來代表自己以拍攝完

畢，而主站則依據訂閱 ACP2 來判斷是

否所有相機均已完成任務。 

 

 

 

 

 

 

 

 

 

 

 

 

 

 

 

 

圖 10 IoT 相機控制流程 

3.4 誤差分析 

控制點為三維重建過程中，將相對

模型座標轉換至絕對模型座標之參考

依據。以往通常假設選擇的控制點於監

測區域外不變動位置，而這樣所量測出

來的監控點(Check point)即為絕對位移

量，如表 1(a)顯示為使用 SfM-MVS 將

控制點加入約制，計算出控制點及監控

點誤差量原始數據。表 1(b)紅色數字為

模擬監控點開始產生 20mm 位移量，其

成果直接顯示於誤差量及 RMSE 上，

代表絕對位移量。但如此假設於真實環

境中將難以找到真正不動的控制點，如

表 1(b)(c)顯示如果控制點也開始發生

20mm 位移現象，紅色數字顯示並非以

絕對位移量增加，而是一個相對的位移

量，這個位移量將使 RMSE 由原始

1.980mm 增加至 8.686mm，該數字可提

供判定該監測區域是否開始產生不穩

定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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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模擬監測點變動對 SfM-MVS 方法之影響 

 

 

 

 

 

 

 

 

 

3.5 預警通報 

監測系統預警通報可結合管理員

資訊，以 SMS 簡訊、智慧型手機推播、

Mail 信件及通訊軟體通知等方式。管理

員將視監測數據結果分析判斷是否有

立即性危害，並派遣人員前往查察。本

系統也可以結合相關通報系統，如

Taiwan Road Early Nature Disaster 

Prevention Systems(TRENDS)[7] 使 用

XML 資料結構發布相關預警訊息，再

由該系統進行合併通報(圖 11)。 

 

 

 

 

 

 

 

圖 11 預警系統發布架構 

 

3.6 系統介面介紹 

本系統以 Python 語言進行封裝，

系統啟動可直接由 PhotoScan 開啟後

使用”Run Script”方式啟動本系統，系

統載入時會先確認所有伺服器架構是

否正常運作，若相關測試均通過，將

會於選單中新增”道路邊坡自動監測”

選單，選單功能中有”道路邊坡自動監

測系統”及”排程及差異分析計算”兩

大功能，選單載入如圖 12 所示。系統

載入後於 Console 中會進行相關環境

連線測試及相關版權宣告等歡迎畫

面，其中包含目前 PhotoScan Pro 軟體

版本、PostgreSQL 版本、PhotoScan 

Server 連線測試、SQL 連線測試、Flask 

Server 啟動測試及 Http Server 啟動測

試等功能，若相關測試都通過，系統

將正常運作，相關歡迎測試訊息如圖

13 所示。 

 

 

 

 

 

 

 

 

 

圖 12 道路自動邊坡監測系統選單自動

載入 

Raw data(a) 

Simulation changes 

2 point of  check 
point(b) 

1 point of control 
point(c) 

All point of 
control point(d) 

Control Point Check Point Control Check Control Check Control  Check 
# Label Error # Label Error Error Error Error 
target 1 4.607 target 3 4.043 4.568 22.231 7.416 3.246 1.464 5.502 
target 2 2.428 target 4 3.181 2.381 3.165 5.832 1.340 11.818 5.954 
target 5 3.704 target 7 3.649 3.547 3.527 1.758 3.276 13.144 12.572 
target 6 2.783 target 8 6.906 2.594 6.656 3.506 5.674 20.271 13.067 
target 9 3.272 target 10 5.816 3.314 22.969 4.408 4.702 20.156 12.451 

RMSE 1.980 2.843 1.946 8.518 2.873 2.271 8.686 6.053 

Red text is simulation changes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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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道路邊坡自動監測系統歡迎訊息

及相關測試連線資訊 

 

開啟道路邊坡自動監測系統使用

者介面如圖 14 所示，該介面將顯示系

統載入時測試之相關連線資訊，其中

包含 Photoscan 軟體版本，SQL 版本

及 CPU、GPU 計算單元數量，該介面

將自動監測資料結構中 monitor 資料

夾 ， 若 該 資 料 夾 出 現 新 專 案 檔

(JSON)，系統將會自動開始計算及專

案建立等步驟，該系統與前齊開發系

統差別在於全自動，不須介入相關人

工設定，相關計算結果將自動回存於

資料庫中，並進行控制點及檢核點計

算，並將此數據進行分析，若該數據

超出預警值，系統將自動將此專案加

入排程，並於排程時間進行稠密點雲

及相關差異分析，排程及差異分析計

算亦可由手動方式進行新增，若使用

者發現某先區域已將開始產生誤差

量，但該誤差量並未達警戒值，可由

排程及差一點雲計算介面手動加入排

程，排程專案選取可先由監測站位置

進行選取，再依據日期選擇要排定排

程之專案，最後選定監測專案後系統

將列出該專案計算控制點精度及檢核

點精度，並顯示該專案是否已經發布

預警，使用者可由下列執行動作中進

行稠密點雲產製、匯出稠密點雲、製

作線上點雲格式、點雲差異分析及點

雲差異分析網頁格式，排程方式可直

接立即開始，或是選擇時間使用夜間

離峰時間進行計算，加入排程後系統

將於排程時間內進行相關排程計算，

相關介面如圖 15 所示。 

 

 

 

 

 

 

 

 

圖 14 道路邊坡自動監測系統介面 

 

 

 

 

 

 

 

 

圖 15 排程及差異分析計算介面 

 

介面中另外可直接由計算成果來

判別本次計算是否超過預警值，並可使

用精度分析及 GCP 精度來查看整體計

算成果，監測站精度分析如圖 16 所

示，誤差向量顯示如圖 17 所示。誤差

向量以二維及三維方式進行展示，可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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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使用者解讀該邊坡的變位方向，數據

的量化可提供使用者判釋該邊坡是否

有潛在的變位風險。 

 

 

 

 

 

 

圖 16 監測站資訊 

 

 

 

 

 

 

圖 17 監測站誤差向量 

 

當完成稠密點雲輸出步驟後，於本

系統中並可製作線上點雲格式（可供使

用者利用網頁瀏覽器直接查詢），線上

點雲採用 Potree 為核心，將點雲格式依

此格式進行後續轉換，此步驟仍然全自

動，完全不需人工介入，線上點雲瀏覽

格式如圖 18 所示。 

 

 

 

 

 

 

 

圖 18 線上點雲瀏覽格式 

排程中可計算兩期點雲差異，計算

核心採用 CloudCompare C2C，計算後

點雲差異將直接彙整存檔於資料庫當

中，若使用者需要觀看可直接產製點雲

差異線上格式，並將點雲差異轉成線上

點雲格式，讓使用者更方便進行專案管

理，點雲差異線上點雲格式如圖 19 所

示。 

 

 

 

 

 

 

圖 19 點雲差異線上點雲格式 

 

關於本軟體說明中以詳列本系統

採用相關引用技術，及該計畫由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 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共同開

發，如圖 20 所示。 

 

 

 

 

 

 

圖 20 關於自動監測系統說明 

 

本系統另一項功能再於 Web 介

面，Web 介面提供管理員利用網頁進行

相關監測資料管理及分析，本介面全部

採用 Html5 + CSS3 + Ajax + bootstrap

開發，因此相容於目前所有瀏覽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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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直接有移動平台(Android、iso)登入控

制，以下為初步開發介面，系統登入可

依據資料庫管理員資料欄位進行登

入，登入畫面如圖 21 所示。 

 

 

 

 

 

 

 

圖 21 道路邊坡自動監測系統網頁登入

介面 

 

登入後將自動轉換至控制介面，介

面中提供相關道路邊坡自動監測功能

啟動與停止，該功能與 Windows UI 功

能連動，若於網頁介面進行停止，

Windows UI 介面也會跟著停止，啟動

亦相同。於網頁 UI 上提供目前計算相

關訊息，其中包含監測任務及叢集計算

主機狀態，Web UI 如圖 22 所示，叢集

計算主機狀態如圖 23 所示。網頁控制

介面中也可以直接對遠端 IoT 進行控

制，控制介面如圖 24。完成相關設置

後可由此進行 IoT 任務下達，並由上述

程序完成自動計算。 

 

 

 

 

 

 

圖 22 道路邊坡自動監測系統網頁任務

介面 

 

 

 

圖 23 叢集計算主機狀態 

 

 

 

 

 

 

圖 24  IoT 自動監測模組管理 

四、實驗例探討 

4.1 實驗區設置 

實驗場地以臺灣高雄市鼓山區鼓

山二路往壽山動物園道路邊坡取其中

50m 為例(圖 25(a))。IoT 自動攝影系統

以間隔 8m 設置一部，共計使用 4 部(圖

25 (b))。實驗設計使用相機解析度為

6000×4000 pixel、焦距為 16mm 及攝影

距離約 11.5m，換算地面解析度約

3mm/pix ，監測點使用中心半徑為

25mm 的 12bit 編碼標，共計設置 16 個

(圖 25(c, d))。編碼標整體直徑為 175mm

約為 58pixel，遠大於可辨識 9-10pixel，



14 

並使用本地座標系統以 TST 測得各監

測點座標。假設此實驗為臨時性實驗，

因此 IoT自動攝影設備使用測量用三角

架架設，每台 IoT 自動攝影設備由獨立

行動電源供應電源，單次拍攝範圍由 0°

至 180°以每 10°拍攝一張照片，四部相

機共計拍攝 76 張，網際網路連線使用

4G Let 傳輸。若未來要進行現地連續性

觀測，可將此系統架設於路燈，並以市

電及固網進行架接，以解決電力及網路

問題。 

 

 

 

 

 

 

 

 

 

 

 

 

 

 

 (a)實驗區域             (b)IoT 自動攝影系統         (c)使用編碼標 

 

 

 

 

 

(d)控制點及檢核點設置位置 

圖 25 實驗區設置 

 

4.2 誤差分析 

為了驗證 SfM-MVS 方法精度及可

靠度可適用於監測使用，於 2014 年 6

月至 2014年 12月開始以定期手動巡檢

對本實驗場地，以不同相機、焦距、攝

影方式及自動編碼標抓取等條件進行

測試，監測點均以 TST 觀測成果進行

比較，成果顯示精度均小於 0.5pixel 

[8]。控制點以均勻分布於監測區上，誤

差分析計算以本研究提出兩方法進行

比 較 ， 以 本 系 統 自 動 計 算 成 果

SfMID:2000000021 為例，監測點(控制

點與檢核點)最大誤差為 5.087mm，最

小 為 0.011mm ， Total RMSE 為

1.39mm，控制點 RMSE 為 2.934mm，

檢核點 RMSE 為 1.651mm。以本實驗

拍攝 GSD 為 3mm/pix，以 Pixel 表示

Total RMSE 為 0.463pixel。各點位以誤

 

Control point 

Check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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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向量表示如圖 26(a,b)，本實驗統計

40 次計算數據的 RMSE 來驗證其方法

之穩定度，控制點最大 RMSE 為

3.81mm，最小為 0.776mm，檢核點最

大 RMSE 為 3.695mm ， 最 小 為

1.065mm，如圖 26(c)。上述成果說明利

用此方式具有高精度及穩定度，可適用

於結構體監測使用。 

 

 

 

 

 

 

 

 

 

  

 (a) 2D 誤差向量                        (b) 3D 誤差向量 

 

 

 

 

 

 

 

 

 

(c) 監測點 RMSE 

圖 26 監測點誤差分析圖 

 

此方法用於道路邊坡監測需長時

間才能發現其變化，為了驗證此方式可

適用於道路邊坡監測使用，以下以移動

監測點位置來模擬邊坡發生變動。首先

將各控制點依序於影像量測位置位移

25mm，如圖 27 所示。圖中'Raw'顯示

各監測點原始誤差， '1 point'至 '10 

points'顯示各控制點依序移動後所顯示

的誤差值。'Total RMSE'顯示各控制點

位移後所計算的 Total RMSE。數據顯

示當移動一個控制點時誤差值由

4.28mm 上升至 18.405mm，Total RMSE

也由 2.574mm 上升至 7.159mm；依序

移動各控制點可發現被移動的控制點

誤差值會提升，Total RMSE 也開始由

2.574mm 逐漸增加至 20.17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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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模擬監測點變動對 RMSE 影響圖 
 

上述方法於 SfM-MVS(PhotoScan)

計算程序將位移(帶有誤差)的控制點加

入約制，成果顯示並非絕對位移量，而

是整體最小值。為了驗證帶有誤差的控

制點不會干擾 SfM-MVS 求解成果，首

先假設將各控制點位移約 55mm，於

SfM-MVS(PhotoScan)計算過程相機參

數已知且不使用任何控制點進行約

制，再將計算所得控制點經 TLS 與實

測控制點計算 3D Affine 參數，並轉換

其餘檢核點如表 2 所示。表 2(a)顯示

Affine 3D 轉換後座標差；(b)將位移控

制點帶入 PhotoScan 約制的座標差；(c)

座標差的三維距離。成果顯示(1)TLS

與 PhotoScan 所計算出來的座標差距非

常接近(表 2(c))，TLS 所計算的轉換參

數 須 符 合 各 點 誤 差 為 最 小 並 與

PhotoScan 計算結果相符；(2)檢核點於

實驗例中並未變動，因此誤差並未在這

些點上產生，而是直接將這些誤差顯示

於帶有誤差的控制點上；(3)控制點於

SfM-MVS 計算程序中扮演座標轉換及

尺度約制功能，經驗證帶有誤差的控制

點並不會對計算過程產生更大的誤差。 
 

表 2  PhotoScan 以 TLS 三維座標轉換比較表 

 

 

 

 

 

 

 

 

 

 

 

Label 
Diff. Of TLS (a)  Diff. Of PhotoScan (b)  Distance (c) 

Δx Δy Δz Δx Δy Δz 
Simulate
d moving

TLS PhotoSc

target 1*  ‐16.59 ‐62.83  4.76  ‐16.67 ‐62.94 4.76 59.18 65.16  65

target 2*  14.98 50.2  0.62  14.89 50.12 0.65 58.22 52.39  52

target 3*  15.21 52.23  ‐1.29  15.23 52.21 ‐1.31 55.55 54.41  54

target 4  1.06 ‐0.57  5.23  1.05 ‐0.55 5.24  

target 5  0.14 3.15  0.56  0.2 3.19 0.53  

target 6*  ‐17.6 ‐51.22  6.46  ‐17.55 ‐51.14 6.46 57.02 54.54  54

target 7*  14.85 63.55  0.37  14.94 63.65 0.35 57.5 65.26  65

target 8  2.16 6.24  3.45  2.24 6.36 3.43  

target 9  2.57 13.41  0.96  2.65 13.52 0.95  

target 10*  ‐14.77 ‐41.46  5.93  ‐14.68 ‐41.32 5.9 56.82 44.41  44

target 11*  ‐15.8 ‐40.85  0.54  ‐15.74 ‐40.7 0.54 60.17 43.80  43

target 12  4.23 15.48  4.7  4.29 15.59 4.67  

target 13  7.19 20.12  0.15  7.19 20.12 0.17  

target 14*  8.84 ‐16.52  ‐40.58  8.84 ‐16.48 ‐40.61 57.17 44.70  44

target 15*  19.89 77.35  20.89  19.82 77.24 20.93 57.96 82.55  82

target 16*  ‐8.99 ‐30.45  2.28  ‐9.06 ‐30.55 2.29 57.58 31.83  31

RMSE  25.791  25.785 57.73 55.59  55

* Control point; Unit: 



17 

4.3 點雲差異分析 

稠密點雲匹配誤差可因選擇匹配

密度、拍攝 GSD 及覆蓋率等因素影響

將介於 GSD 的 2-3 倍。假設以 M3C2

對兩期無實質變動的點雲計算雲差異

如圖 28(a)，取其中較不受植物干擾的

紅色區域計算平均值為 0.07mm 及標準

差為 9.2mm。依序刪除距離介於 1 至 3

倍標準差的點雲(±9.2mm~±27.6mm)如

圖 28(b)~(d)。 

 

 

 

 

 

 

 

 

 

圖 28 點雲差異分析以 M3C2 為例 
 
由實驗成果顯示 1 倍標準差佔整

體 61%、2 倍佔整體 82%及 3 倍佔整體

90%，如圖 29(d)顯示保留下來的點雲

數據均位於植物干擾區域。因此以本實

驗例 GSD 為 3mm 為例，點雲匹配標準

差約為 GSD 的 3 倍，大於 3 倍標準差

可視為兩期差異區域。 

點雲差異分析是以視覺化展示表

面差異的一種方法。實驗例以 M3C2 計

算 2014/10/01 與 2017/08/31 點雲差異

(圖 29(a))，接續刪除 3 倍標準差內的點

雲，並以 RGB 紀錄色階渲染顏色(圖

29(b))，最後以 Potree 分別將上述點雲

經轉換並以 WebGL 展示(圖 29(c))。整

體流程如圖 29 所示。 

 

 

 

 

 

 

 

 

 

 

 

 

圖 29  M3C2 點雲差異及點雲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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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驗例經 TST 現地驗證及上述

成果顯示地錨護坡區主體結構無實質變

動，僅多處植物生長所產生的差異。但

由於拍攝方式為旋轉攝影，多處因攝影

遮蔽所產生差異(圖 29(c)洋紅色箭頭)，

若使用固定攝影機旋轉拍攝將可避免此

雜訊發生。

五、結論 

本研究延續「道路邊坡滑動自動攝

影監測系統之研究」計畫[9]，探討如何

建置全自動道路邊坡近景監測方法，其

中包含硬體及全自動計算架構，提出基

於 SfM-MVS 攝影測量的全自動道路邊

坡監測架構，提供全自動攝影、回傳、

監測點量測、監測點計算、誤差分析及

表面差異分析為目的監測方法。 

SfM-MVS 攝影測量監測設備相較

於現行 GPS 或地面雷射掃描來得便

宜，且同時可提供監測點及三維表面監

測。誤差分析於攝影測量監測通常會將

控制點設置於不動區域以分析監測點

是否位移，而本研究提出將控制點一樣

設置於監測區內(控制點可帶誤差)，並

以 TLS 三維座標轉換驗證有帶誤差的

控制點能可進行約制，且可反映控制點

是否開始產生位移。 
表面差異分析以 M3C2 計算並刪

除大於 3 倍標準差的數據，並以視覺化

展示彩色點雲及點雲差異套疊成果。本

系統經連續觀測及上述分析方式驗證

具有應用於道路邊坡監測之可行性，其

結論整理如下： 

1.本研究以 SfM-MVS 攝影測量技術用

於邊坡表面位移監測上，其成果證明

該方法可有效獲取監測點絕對或相

對的位移量。 

2.以 IoT 自動攝影架構結合全自動近景

計算程序可免去人工的介入，使第一

線養護單位更能廣泛地接受並實際

應用。 

3.本研究以 TLS 三維座標轉換方式來

驗證帶有誤差的控制點對解算精度

的影響，實驗成果證明，SfM-MVS
方法解算成果與 TLS 三維座標轉換

的成果接近，且受變動的控制點也直

接反應於該點計算誤差上。此外，該

方法解算出來的誤差量為相對位移

量，雖然不能直接表示該點的絕對位

移量，但可知道該點位已經開始產生

位移，可提供後續追蹤使用。 
後續使用效益與應用如下： 

1.建立近景攝影測量技術，應用於道路

邊坡監測使用，並制定此方案使用範

圍及標準建置程序。 

2.提供多時序三維重建資料差異分析

之解決方案，可用於分析道路邊坡變

遷及崩塌潛勢分析使用。 

3.藉由本研究計畫之實作，驗證本系統

架構及後續可行性案例推廣使用。 

4.本近景攝影監測架構可使用於自動

攝影、手動、車載及 UAV 定期巡檢

功能，於短期間內可直接協助公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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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應用於巡檢使用。 

5.可提供公路主管機關，如：國道高速

公路局、公路總局、台鐵局等，做為

邊坡自動監測管理使用，以減少人工

現場勘查所需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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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波浪防災應用－  

臺東海岸公路通行安全預警系統  
 

陳冠宇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 教授 
陳鈞彥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李俊穎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研究員 
劉俊志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 研究助理 
張義偉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 博士生 

一、前言 

臺灣東部海岸地區與海岸公路可

能受到颱風波浪或異常浪等長波侵

襲，而造成重大災害，2017 年泰利颱

風於基隆八斗子漁港造成異常波浪將

貨車沖落海，2016 年莫蘭蒂颱風在富

岡漁港掀起 10 公尺浪高使富岡燈塔折

斷。同年 9 月梅姬颱風浪襲臺東南迴公

路南興段，2015 年蘇迪勒威力強大造

成台 11 線花東海岸公路路基流失致使

道路阻斷，於台 9 線長浪襲擊致使駕駛

車輛擋風玻璃破裂。颱風來臨造成異常

波浪，海岸公路受長波衝擊，可能對海

岸公路通行安全形成威脅，為有效減少

這樣的災害造成之傷亡，本研究發展臺

東海岸公路通行安全預警系統，建立異

常波浪容易致災之區段的長浪溯上數

值模式，以評估可能遭受的威脅及通行

安全，瞭解東部海岸公路受颱風波浪及

異常波浪影響的區段範圍。 

蒐集颱風期間相關新聞及分析

後，以台 9 線多良段 417K+715 到

419K+862 之間地勢較低區段，及南興

段離海最近的 439K+700 到 441K+240

之區段為目標，彙整海象模擬與國內海

象觀測站之波浪資料來建立異常波浪

容易致災之區段的長浪溯上數值模

式，評估其對海岸公路通行安全之可能

影響，提供海岸公路通行安全預警資

訊，以利公路管理單位作為災害預防及

災後管理之決策輔助參考。 

二、異常波浪案例蒐集與分析 

於海岸地區可能會受到異常波浪

之侵襲，因而造成重大的災害。漁民、

釣客、戲水的民眾或海巡人員，常被「突

發性的異常波浪」所襲擊，這種突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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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異常波浪是沒有任何的前兆，如「瘋

狗」般的隨便亂咬人，漁民及釣客就稱

這「突發性的異常波浪」為「瘋狗浪」，

也屢經大眾傳播媒體的大幅報導後，社

會大眾對這種波高顯著大於背景波高

之異常特大波浪已有認識，並普遍稱之

為「瘋狗浪」。 

蔡等(蔡等人，2015)針對異常波浪

(Oceanic freak wave) 、 瘋 狗 浪

(Dangerous Coastal Waves)及急速成長

波浪(Rapid growth wave)有不同的定

義，國外文獻中，特大的波浪稱為 freak 

wave(譯作突浪)或 rogue wave;亦稱為

極限暴風波浪 (extreme storm wave, 

ESW) 或 極 陡 波 浪 事 件 (steep wave 

event, SWE)。在本文統一稱為「異常波

浪」，目前對於異常波浪的研究，能實

際應用於災害的成果仍很有限。 

極淺海環境中的波浪傳播，由於受

到海床地形與水體之環境影響，是一個

極為複雜的問題。學者也指出，礁岩與

防波堤的阻擋造成波浪反射與向上沖

擊的現象，可使波浪遠高於原有波高，

極可能是發生異常波浪意外的重要輔

助條件(Su et al., 2002)。因此，單純以

外海或近岸的波高判斷異常波浪的危

險程度與有安全威脅的區域都很容易

誤判。 

異常波浪災害的發生，主要是岸邊

的人被波浪衝擊失去平衡，從而被捲入

海中(如圖 1,圖 2 )；2008 年颶風艾克

(Hurricane Ike) 在 加 爾 維 斯 頓

(Galveston)海岸公路使行駛的腳踏車

受波浪衝擊失去平衡(圖 3)；波浪的衝

擊力與波高有關，因此以波高做為判斷

基準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圖1 2016年澳洲雪梨皇家國家公園異常

波浪事件(來源Mail Online) 

 

 

 

 

 

 

 

 

圖2 2016年澳洲雪梨皇家國家公園異常

波浪事件岸邊的人被波浪衝擊而

失去平衡 (來源Mail Online) 

 

 

 

 

 

 

 

圖3 2008年颶風艾克(Hurricane Ike)在

加爾維斯頓(Galveston)海岸公路使

行駛的腳踏車受波浪衝擊失去平衡 

(來源 Jim  

 Edds,http://www.extremestorms.com) 

以臺灣東部海岸地區與海岸公路

可能受到颱風波浪或異常浪等長波侵

襲為軸，所蒐集到之新聞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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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聞蒐集相關浪襲公路事件 

 

 

 

 

 

 

經蒐集新聞分析，南迴公路(台

9 線)為多良段(419 公里至 422 公里)

至南興段(台 9 線 439.8 公里至 441

公里)，因離海岸近，較常受颱風海

浪影響，常為公路總局公告之浪襲

路段。  

     

三、研究方法 

為瞭解臺東海岸公路受颱風波浪

及異常波浪影響的區段範圍、發展溯上

分析及預警系統，建立異常波浪容易致

災之區段的長浪溯上數值模式，以前述

新聞分析結果之易受浪襲之路段，南迴

公路(台 9 線)為多良段至南興段，期間

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協助逕向交通部

公路總局東西向快速公路高南區工程

處及交通部公路總局西部濱海公路南

區臨時工程處提供公路工程設計資料

以作為模式地形建模資料。 

3-1 異常波浪特性分析 

通常學者對異常波浪的定義是波

高大於二倍示性波高，或靜水面至波峰

高度大於 1.1 倍示性波高的波浪。若將

目標設定為三姊妹波這樣的一系列波

群，連續幾個波每個波都超大的機會不

大，故數值模擬入射波波高也許可設為

等於甚或稍低於二倍示性波高。至於入

射波週期，根據最近的研究，遠域颱風

造成的湧浪可能是許多異常波浪事件

的可能成因；例如 2013 年龍洞海濱異

常波浪事件就很可能與威力強大的海

燕颱風息息相關，以本研究所蒐集資料

中據表 1 對應其颱風路徑圖(圖 4)發

現，所發生事件與颱風相關。 

 

 

 

 

 

 

 

 

圖 4  2016 年尼伯特(左上)、莫蘭蒂(右

上)、馬勒卡(左下)以及梅姬(右下)

的移動路徑 

 

本研究分析有無湧浪所產生的機

制，在沒有湧浪的況下，其波高分佈為

窄頻波譜而會遵守雷利分布(Rayleigh 

probability law)(式 1) 

     (1) 

其中  p 是波高  H 機率密度函

數，σ是靜水面的標準差，根據雷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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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Hs=2，σ=1.6 Have，波高最高的機

率 為 兩 倍 的 適 性 波 高  2Hs 或 

1/81=0.01234。但若遠方天氣系統致使

湧浪效應而構成異常波浪，所以考慮湧

浪其波場則會為一個正弦波+窄頻波場

(a sine wave +a narrow-banded wave 

field), 波高分佈會遵守(式 2)： 

    (2) 

σ 是原本風浪水面的標準差，S 是

代表湧浪的正弦波的振幅，I0:為第一類

修正貝索函數，若 S=0 波高的機率密度

函數就會恢復成雷利分佈，因為

I0(0)=1。(Wilbur et. al., 1987) 

因此不同湧浪波高可以獲得最大

波高，若無颱風的情況下，HMAX=2Hs，

而在遠處有颱風存在 HMAX將改變。 

陳(2002)列出之異常波浪的可能成

因中，與一般單一方向的波浪機制不同

的幾個成因都可以排除。因此我們假設

入射波是一系列、單一方向的一般波

浪。 

3-2 數值模式 

異常波浪即令一開始未碎，最終溯

上造成死傷的過程也可能碎波。在強烈

的混合攪動下，流體不可避免會呈紊流

狀態。因此欲以數值模擬異常波浪，必

須考慮相關的紊流特徵。最常見的紊流

模式是 k  模式，此為最簡單的完整

紊流模式，包含兩個方程式，並要另外

解兩個變數 k 與 ：其中是 k 紊流動能 

， 是動能耗散率。本文須求解 RANS

方程式，並須結合一紊流模式(如 k 
模式)來封閉方程組，故經仔細評估後 

，決定使用COBRAS (COrnell BReaking 

wave And Structure)流體模式。 

COBRAS 流體模式以美國 Los 

Alamos 國家實驗室發展的二維不可壓

縮流體的數值模式「RIPPLE」(Kothe 等

人，1991)為基礎，經過 Lin 和 Liu 修

改後的版本。模式為 2 維垂直方向的水

動力模式，可用來計算波浪與結構物的

交互作用 (Lin and Liu，1998)，以及波

浪與孔隙介質的交互作用(Liu 等人，

1999)。模式的程式碼以 FORTRAN 撰

寫而成。 

3-3 地形資料 

模式在多良段所使用的海域地形

為海洋學門資料庫網格解析度 0.12 分

之水深資料，如圖 5。陸域地形資料是

由內政部地政司所提供之 5 公尺解析

度 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數值

地形資料，其中平面座標採用內政部

1997 臺灣大地基準(TWD97)，而高程座

標則採用內政部 2001 臺灣高程基準

(TWVD2001)，其台九線多良段附近的

地形如圖 6 所示。由於海、陸域的解析

度不同，在此將海域地形資料的由經緯

度座標轉 TWD97 座標後，再以內插方

式生成與陸域地形相同解析度之數值

地形。最後得到多良段附近的解析度 5

公尺海陸域整合地形如圖 7。多良及段

南興段參考公路局所提供的道路橫斷

面圖資，多良從中取出 418K+660、

418K+700、 418K+860、 419K+060、

419K+100、 419K+140、 419K+580、

419K+600、 419K+020、 419K+660、

419K+720、419K+820 等 12 處；南興

段從中取出 439K+700、440K+000、

440K+260、 440K+500、 440K+740、

441K+000、441K+240 等 7 處來建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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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橫斷面的陸域地形，南興段的海域地

形則參照水利署臺東海岸（尚武段）監

測調查計畫（1/2）於 2008 年臺東海岸

南興段附近海域量測資料所繪製的等

深圖，並標示了 7 站的向岸方向地形切

線，如圖 8。 

多良段及南興段取水深介於 0 到

32 公尺的區域作為模式使用的海域地

形，並從深度 32 公尺的位置往離岸方

向延伸 6 個波浪週期所能傳播的水平

距離作為模式入射波區，多良段及南興

段之陸域道路平台地形則擷取自公路

局提供的橫斷面圖(如圖 9、圖 10)。 

 

 

 

 

 

 

 

 

圖 5 海洋學門資料庫解析度 0.12 分之

水深資料 

 

 

 

 

 

 

 

 

圖6 台九線多良段附近5公尺解析度的

內政部 DEM 數值地形 

 

 

 

 

 

 

 

 

圖7 台9線多良段附近之海陸域整合數

值地形 

 

 

 

 

 

 

 

 

 

 

 

圖8 南興段7處所取的向岸方向近岸地

形切線 

 

 

 

 

 

 

圖 9 多良段 418K+600 處橫斷面圖(紅

色虛線模式內插使用的陸域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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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南興段 440K+000 處橫斷面圖(紅

色虛線提供模式內插陸域地形) 

 

3-4 模式設定 

模式區域水平 X 向和垂直 Y 向

的範圍因每的地形差異而有所不

同。網格解析度在 X 方向為 1 公

尺，而 Y 方向解析度除了入射波高

為 5、6 公尺時，解析度各為 0.3、

0.4 公尺之外，其他情況皆為 0.5 公

尺。模式的時間解析為調整式的時

間步長，隨流速變化而不同。邊界

條件的設定在頂部、海底以及右邊

界 (陸側 )為牆，而左邊界 (海側 )使用

連續的正弦波入射。模擬時間從第

1 個入射波進入模式區域開始，直

到有 16 個入射波抵達道路平台旁

的擋土牆之後結束。  

從水利署位於臺東外海浮標(東

經 121.14 度、北緯 22.722 度) 的逐時

觀測資料中取出 2016 年尼伯特、莫

蘭蒂、馬勒卡以及梅姬颱風這 4 個颱

風警報期間的示性波高和尖峰週期

值如圖 11。 

 

 

 

 

 

 

 

 

 

 

 

圖 11  2016 年尼伯特、莫蘭蒂、馬勒卡

和梅姬颱風警報期間水利署臺東

外海浮標每小時的示性波高(Hs)

對尖峰週期(Tp) 

 

由於接近百分之九十的示性波高

都小於 6 公尺，再考慮異常波浪的定義

一般為兩倍示性波高以上。故在此將多

良段模擬的入射波高上限訂在 12 公

尺。而當入射波高達 9 公尺時，足以讓

地勢較低的南興段在大部分的海況下

發生平台溢淹，故以 9 公尺為上限。入

射波高的下限值則是考慮當大部分的

情況下不會發生平台溢淹為主。所以本

文選擇 8、9、10、11 和 12 公尺等 5 種

波高作為多良段的入射波高，而南興段

則使用選擇 5、6、7、8 和 9 公尺等 5

種入射波高。波浪的入射週期皆使用

10 到 16 秒等 7 種週期，再搭配在-1.5

到 2 公尺範圍且間隔 0.5 公尺的初始水

位作為潮位，對多良段 12 處和南興段

7 處進行浪襲道路的模擬，使用的情境

條件如圖 12 和圖 13。所有模擬的初始

條件為流速 0 且無擾動單一水位的水

平面。 

 

 

 



26 

 

 

 

 

圖 12 多良段所使用之情境模擬條件 

 

 

 

 

圖 13 南興段所使用之情境模擬條件 

3-5 模擬流程 

每處的模擬流程先考慮情境條件

最嚴重的情況。即先以最大的入射波

高、週期和初始水位進行模擬。如果在

此條件下發生道路平台溢淹，則以調降

左邊界的入射波高、週期或初始水位後

重啟新的模擬。重複同樣的方式降低情

境條件直到平台不發生溢淹或達到情

境條件的下限值為止，參照圖 14 的流

程。最後分析所有模擬情境的模擬期間

VOF 空間分布最大值來探討發生道路

溢淹的海況條件。 

 

 

 

 

 

圖 14 各處的模擬流程圖 

多良段以 419K+820 處為例，首先

模擬左邊界入射波高 12 公尺，週期 16

秒且初始水位 2 公尺的情境。其模擬時

間第 50、100、200、300 和 400 秒的

VOF 空間分布如圖 15。模擬期間曾出

現數次海浪造成平台的溢淹，如圖 16

在第 195 到 199 秒發生的越波事件。由

於本次事件越波的浪花體積較小，所以

模式將過小的 VOF 視為 0，使浪花在

到達平台的地面前消失，故溢淹現象並

不明顯。而在第 360 秒到 364 秒期間的

越波事件如圖 17 可知平台的 x=40 到

45 公尺處出現溢淹(第 364 秒)。當模擬

結束之後，輸出模擬期間 VOF 空間分

布最大值來判斷溢淹與否，如圖 18。 

 

 

 

 

 

 

 

 

 

圖 15 419K+820 處模擬左邊界波高
12 公尺、週期 16 秒的連續正弦
波入射且初始水位為 2 公尺的
VOF 空間分布。 

 

 

 

 

 

 

 

 
 

圖 16 419K+820 處於模擬期間第 195
到 199 秒發生越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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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419K+820 處於模擬期間第 360

到 364 秒發生的越波事件 

 

 

 

 

 

 

 

圖 18  419K+820 處的模擬期間 VOF 空

間分布最大值。 

 

 

四、結果

多良段因為有 12 處不同的邊界入

射波高、波浪週期以及初始水位條件，

所以共進行 640 次浪襲道路平台的情

境模擬。本文在後續的應用上，皆將情

境的初始水位條件直接視為情境潮位

條件。所有情境模擬結果紀錄於平台溢

淹距離表，且溢淹距離的起點定義為靠

海側的平台邊緣。結果顯示大部分的情

境條件中，當入射波高越高，入射週期

越大且初始水位值越高則越容易產生

溢淹。就地形條件而言，大致上平台的

高程越低越容易產生溢淹，但也有例

外。例如 419K+620 處與 419K+660 處

的平台高程各為 14.85、13.41 公尺，當

潮位 2 公尺、入射波高 10 公尺且週期

為 15 秒的條件下，高程較高的

419K+620 處反而溢淹距離較長，其原

因可能在原本的地形上，419K+620 處

道路平台的離岸距離比 419K+660 短約

20 公尺的關係。 

為瞭解 418K+660 到 419K+140 以

及 419K+580 到 419K+820 兩個區間的

道路溢淹情形，在此僅取模式的道路位

置，其溢淹距離的起點為靠海側的道路

邊緣。640 次情境中有 141 次情境發生

道路溢淹，其中溢淹範圍達整個路寬的

情境約佔 76%(107 次)，主要是海浪溯

上後的水體持續往道路內側流動所致。 

圖 19 為 141 次道路溢淹的情境在

12 處的分布。由分布可知道路溢淹的

情境在 2 個以下的處包括 418K+660、

419K+100、 419K+140、 419K+580、

419K+600 等 5 處，亦即相對於其他 7

處，這 5 處較不易受浪襲影響，而這些

處的平台高程也是相對高於其他 7

處。溢淹情境最多的處在 419K+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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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59 次情境。其次為 418K+860，共

有 24 次情境。溢淹情境較多的原因可

能為 419K+820 與 418K+860 兩處的平

台高程居 12個處之中最低(約 12.3公尺

與 12.6 公尺)。在此同樣將初始水位條

件視為潮位條件。 

 

 

 

 

 

圖19 多良段12處的發生道路溢淹的情

境數量(長條圖上方標示的數字

為各處的平台高程)。 

南興段有因應 7 處的不同入射波

高、波浪週期以及初始水位條件，所以

共進行 781 次浪襲道路平台的情境模

擬。圖 20 為 534 次道路溢淹的情境在

7 處的分布圖。大致上件數由 439K+700

處往 441K+240 處方向減少，可能與各

處的平台高程有直接關係。441K+240

處除了平台高程最高之外，其原本地形

的平台離岸距離為四十幾公尺，而其他

6 處為二十幾公尺。高程高度與離岸距

離遠使 441K+240 處有僅 20 次情境發

生溢淹。 

 

 

 

 

 

圖 20 南興段 7 處的發生道路溢淹的情

境數量(長條圖上方標示為各處

的平台高程) 

根據多良段與南興段的情境模擬

結果，本文制定浪襲海岸公路警戒等級

的燈號顏色所表示的意義，除了提供相

關防災單位作為警戒發布的參考，也便

於防災人員的使用與民眾的宣導認

知，燈號顏色的定義如表 2。 
 

表 2 浪襲海岸公路警戒等級的燈號顏

色所表示的意義 

灰色 
缺少示性波高、尖峰週期或潮
位等外海觀測值 

綠色 
接近平台的溯上水位低於平
台高程-1 公尺 

黃色 
接近平台的溯上水位高於平
台高程-1 公尺 

橙色 部分路面出現溢淹 
紅色 整個路面出現溢淹 

以圖 21 為例，紅色虛線以右為道

路區域，從上到下所對應的燈號依序為

綠色、黃色、橙色和紅色。在此將灰、

綠、黃、橙以及紅色各以數字 0、1、2、

3 和 4 來表示。 

 

 

 

 

 

 

 

 

圖 21  439K+700 處的模擬期間 VOF 空

間分布最大值，潮位條件皆為 2 

公尺、入射波高皆為 5 公尺，由

上至下的情境週期各為 10 秒、11

秒、12 秒和 14 秒。(紅色虛線右

側為道路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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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各為 2016年尼伯特期間公路

局所提供南興段 440K+000 附近的岸邊

觀測浪高，並與情境條件近似的接近平

台的溯上水位作比較。情境對應根據水

利署臺東外海浮標資料的 2 倍示性波

高、尖峰週期以及大武漁港的觀測潮

位，對應到情境條件類似的入射波高、

入射週期和潮位，取得接近平台的溯上

水位。 

 

 

 

 

 

 

 

圖 22  2016 年尼伯特颱風期間在南興

段 440K+000 的岸邊觀測浪高和

接近平台的情境溯上水位 

 

臺東海岸公路通行安全預警之視

窗以網頁形式作為顯示，如圖 23 及圖

24 所示，分別為多良及南興，由下至

上分別為潮位、波高及各路段的顏色燈

號，其中潮位有觀測值及模擬值，波高

有臺東浮標的觀測值與模擬值，顏色燈

號可以選擇各里程編號作為預報輸

出。其原養護單位係已派人駐守現場觀

測波浪及路況作為封路之標準判斷，因

此臺東海岸公路通行安全預警可以作

為封路決策輔助之依據。 

 

 

 

 

 

 

 

圖 23 臺東海岸公路通行安全預警系統

多良段 

 

 

 

 

 

 

 

 

圖 24 臺東海岸公路通行安全預警系統

南興段 

五、結論 

本研究以數值模擬技術為主

軸，蒐集了易致災之區段，並分析

了異常波浪的特性，且以台 9 線多

良段 417K+715 至 419K+862 之間及

南興段 439K+700 至 441K+240 之間

分別進行 640 次及 781 次浪襲道路

平台的情境模擬，建立異常波浪容

易致災之區段的長浪溯上數值模

式，透過模擬可了解在何種波浪條

件之下可能遭受的威脅，以網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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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作為顯示臺東海岸公路通行安全

預警之視窗，可提供公路單位作為

道路通行安全的評估和道路暫時封

閉的決策輔助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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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港灣結構可循環波能轉換分析  

 
李賢華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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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以可再生之綠能系

統應用於港灣結構系統中，藉由瞭解海

洋波浪與海洋結構互制作用之機制，建

立起港灣結構與海洋波浪間之友善關

係，將海洋能特別是由波浪作用於港灣

結構造成結構振動的能量，進一步加以

利用轉換成有用的能源，該能源之利用

可包括轉換成電力或將波浪能轉化為其

他型式之能源儲存使用。另一方面亦能

降低港灣結構物在海洋環境下之運動，

使得港灣構造物更加平穩、船舶繫靠或

用具之操作也更加便利。 

一、計畫概述 

海洋工程設施之投資一向非常龐

大，如水深較深之防波堤每公尺造價達

百萬元，堤外拋石及消波設施之費用亦

所費不貲，在經濟效益上可節省工程建

設及維護費用。本計畫屬於創新前瞻、

技術開發之研究，藉由其研究成果不僅

可促成學界合作研究，亦可作為政策施

政之依據，以改善海洋環境品質，整體

研究過程與成果不僅可培育相關人才，

亦可增進公共服務設施之品質與效能，

並提供功能性較高之港灣結構物，讓臺

灣進一步邁入更高品質公共建設的時

代。 

1.1 本計畫目的及其重要性 

根據國際能源署可再生能源工作小

組，所謂綠色能源是指「從持續不斷地

補充的自然過程中得到的能量來源」，

舉凡如潮汐能、波浪能等，係大自然中

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源，一般具有

可回收或可再生的特性。 

近年來，由於氣候變遷帶來的大自

然警訊，讓各國政府紛紛開始思考節能

減碳的重要性，有些國家轉而投資於核

能發電希望達到減碳的效果，但此舉卻

因 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的日本福島核

災，讓許多國家原本信心十足的擴建核

廠計畫再次受到質疑，因而使綠色能源

受到各國學術、政府單位高度重視，使

其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綠色能源需具備可恢復、可補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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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汙染低的特性，而更廣義的說，綠色

能源於生產或使用中能降低對於環境的

影響。地球上海洋面積佔 71%，而陸地

僅 29%，海洋蘊藏豐富的資源與能量，

所以充份利用海洋的能量，是人類解決

能源危機的一個很好的選擇。海洋能主

要包括潮汐能、波浪能、洋流能等動能

量和海洋溫差能、海水鹽差能、海洋滲

透能等，全世界海洋能的蘊藏量很大，

且海洋能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可再

生能源，但要面臨的問題也相對的複

雜，諸如鹽水的高腐蝕性，甚至有些設

備需能承受深海的高壓環境等都需仰賴

高成本及技術支援。 

1.2 海洋能源的利用 

1.潮汐能源：潮汐發電之原理為利用海

水潮差驅動水渦輪機來發電。臺灣沿

海之潮汐，最大潮差發生在金門、馬

祖外島，約可達 5 公尺潮差，較具有

發電之潛力。臺灣西部海岸大都是平

直沙岸，圍築構造體來儲存漲退潮的

海水，需花費較大之工程成本，但是

若利用現有港灣地形來開發，在潮差

較大的地方如臺中港，仍具有相當之

潛力。金門和馬祖在天然條件上發展

潮汐發電則具有相對優勢。 

2.海流能源：海流發電是利用海洋中海

流的流動推動水輪機發電，一般均在

海流流經處設置截流涵洞的沈箱，並

在其中設置一座水輪發電機，視發電

需要增加多個機組，惟於每組間需預

留適當的間隔以避免紊流互相干擾。 

3.波浪能源：海洋波浪是由太陽能源轉

換而成的，因為太陽輻射的不均勻加

熱與地殼冷卻及地球自轉造成風，風

吹過海面又形成波浪，是海洋能源中

能量最不穩定的一種能源。波浪能是

指海洋表面波浪所具有的動能和勢

能，水團相對於海平面發生位移時，

使波浪具有勢能，而水質點的運動，

則使波浪具有動能。波浪的能量與波

高的平方、波浪的運動週期以及迎波

面的寬度成正比，能量傳遞速率和風

速有關，也和風與水相互作用的距離

(即風區)有關。貯存的能量通過摩擦和

湍動而消散，其消散速度的大小取決

於波浪特徵和水深，深水海區大浪的

能量消散速度很慢，從而導致了波浪

系統的複雜性，使它常常伴有局地風

和幾天前在遠處產生的風暴的影響。 

1.3 臺灣海洋能源的利用及波浪能源的

發展 

臺灣四面環海且因屬海島性氣候，

沿海地區之波浪受季風影響終年持續不

斷，在海洋環境方面大致可分為東、西

兩個部分。臺灣東臨太平洋，水深可達

數千公尺；西面臺灣海峽，水深則僅約

200 多公尺；北方海域和東海相接；南

方則與巴士海峽相鄰。冬天時，臺灣有

東北季風的吹拂，而夏天則有西南季風

影響，造成海面的擾動及混合，在這樣

的往復作用下，風浪、湧浪之形態相當

複雜多變。基於上述因素，波浪能源的

蘊藏量可說是十分豐富。 

波浪發電的部分以臺灣東北角龍洞

的波能最高達 11.56kW/m，其次較高者

為澎湖、東吉島、國光平臺與成功測站，

均達 9kW/m 以上。以目前波浪發電技

術，波浪能量大於 10Kw/m 就具有開發

價值。因此，東北角海域、鵝鑾鼻外海、

花蓮外海、以及澎湖西北海域均具有波

浪發電之潛能，總合上述各點我們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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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能發電作為海洋能發電主力進行後

續之評估發展，期望能將臺灣得天獨厚

的海洋能優勢做到最佳的發展應用。 

波浪發電是波浪能利用的主要方

式，除此之外，波浪能還可以用於抽水、

供熱、海水淡化以及製氫等。波浪能利

用的關鍵是波浪能轉換裝置。通常波浪

能要經過三級轉換：第一級為受波體，

它將大海的波浪能吸收進來；第二級為

中間轉換裝置，它優化第一級轉換，產

生出足夠穩定的能量；第三級為發電裝

置，與其它發電裝置類似。 

二、沉箱堤為基礎之波浪發電轉換系統與現行港灣設計基準之相合性

研究

本研究研議之波能轉換系統，初始

構想中即將其納入港灣構造之防波堤系

統中，因此在設計及規劃時，必須能符

合港灣設計之相關規範。在前期相關計

畫中，雖未完全考慮港灣構造與波能轉

換系統納入港灣構造為一體時，在規範

使用上之相容性，但經初步的結構安全

分析以及水工試驗之結果發現，波能轉

換系統納入港灣構造物後，對於港灣構

造物並不會造成安全上之顧慮。但港灣

設計時因考慮安全因素使用之設計波浪

週期通常較長，而波能轉換系統為求轉

換之效能，則以日常波浪做為設計基

準，兩種型式的結構之間確實存在相容

性之問題。 

2.1 浪條件之考慮 

為了符合港彎構造設計基準，目前

初步規劃波能結構系統之構造安全基準

將與所附屬之結構物一致。另外亦可將

置入波能轉換系統之防波堤視為另一種

型式之防波堤，設計及功能性分析則分

別考慮兩種結構之滿足條件，但在安全

性分析時則一體考慮。例如波浪條件在

波能轉換系統設計時，將分別有功能性

分析時之波浪條件，以及安全性分析時

之波浪條件。功能性分析時之波浪條件

將以日常波浪做為設計基準，而安全性

分析時之波浪條件原則上將與防波堤設

計時之回歸週期波浪條件一致。 

2.2 外力條件 

當防波堤結合了波能轉換系統後，

基本上所有的環境外力條件亦將與防波

堤設計時所要求的相同；除了靠海側波

浪作用的方式與傳統防波堤有些許差異

之外。其中包括碎波之考慮，因波浪作

用在波能轉換系統氣室內，並在其間產

生震盪作用，在轉換成機械能後進而消

耗波浪之能量。原則上經過適當設計，

結合波能轉換系統之防波堤，其反射波

能量將大幅降低。 

2.3 結合波能轉換系統防波堤安定性檢

核 

由於防波堤安定性檢核時，主要以

靜力分析為主，當防波堤結構結合波能

轉換系統後，其分析方法不至於改變，

固可以利用同樣的分析方法分別進行直

立壁體之安定性檢核、堤基安定檢核以

及整體結構之安定檢核。 



35 

2.4 波能擷取系統與防波堤共構之設計流程 

 

 

 

 

 

 

 

 

 

 

 

 

 

 

 

 

 

 

 

 

  

 

 

 

 

2.5 波能擷取系統與防波堤共構之安定

計算 

防波堤之安定計算主要包括了直立

部之安定計算，堤基部之安定計算，以

及整體堤防結構之安定計算。以下僅就

直立部之安定計算作一說明，其餘請酌

參附件。 

直立堤之堤體、合成堤之直立部、

斜坡堤之上部結構、消波塊覆蓋堤之直

立部等之滑動、傾覆及底面承載力之檢

討應以滑動之安全率，在波壓作用時 1.2

以上，地震時 1.0 以上為標準；另外，

傾覆之安全率在波壓作用時為 1.2 以

上，地震時為 1.1 以上為標準。 

以模型試驗能確認堤體之安全時，

滑動之安全率小於 1.2 亦可。 

1.壁體滑動分析 

堤體之滑動檢討必須滿足下式： 

F ≤ f∗V/H 

上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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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作用於堤體之垂直合力（t/m) 

H：作用於堤體之水平合力（t/m) 

f：堤底與基礎之摩擦係數  

F：安全係數，平常時 1.2 以上，地震時

1.0 以上 

2.傾倒分析 

堤體之傾倒檢討必須滿足下式 ：  

F ≤ V．lV/H/lH  

上式中.  

lV：作用於堤底之垂直合力（t/m) 

lH：作用於堤體之水平合力（t/m) 

V：堤體後趾與堤体垂直合力作用線間

之距離（m)  

H：堤體底面至水平合力作用線間之高

（m)  

F：安全係數，平時為 1.2 以上，地震時

為 1.1 以上 

2.6 波能擷取系統與防波堤共構之安定

計算實例分析 

 

 

 

 

 

 

 

 

 

 

 

 

 

 

 

 

圖 2.1 波能截取系統尺寸圖 

 

波能擷取系統與防波堤共構之安定

計算實例分析中，其系統中單一氣室之

尺寸如圖 2.1 所示，而該系統在海中之

受力情形則如圖 2.2 所示。 

本研究中分別考慮傳統分析中(即

現行港灣設計基準中)所使用之 Goda 之

外力分布情形，以及使用數值方法分析

且考慮波能擷取系統氣室的情形下，結

構體之受力分布情形。以下則為壁體滑

動分析檢核及壁體傾倒分析之檢核計算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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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外力作用於波能截取系統示意圖 

 

RC 單位體積重：2.45 ( / 3)  

面積：427.75(m2)  

單位寬度重：V=427.75×2.48=1047.99 

( / )  

側向合力= ( 1+ 2)×h12+ 1×h22  

Goda： 1=24133( / 2) ，

2=17271( / 2)  

Ansys： 1=21837( / 2) ，

2=9285( / 2)  

將數值代入側向合力公式，得 H1、H2  

Goda： 1=37.458 ( / )  

Ansys： 2=29.088 ( / )  

1.壁體滑動分析 

F ≤ f∗V/H，f：壁體底面與基礎之摩擦係數 

Goda：F=16.79 ≥ 1.2 (OK)  

Ansys：F=21.62 ≥ 1.2 (OK)  

2. 壁體傾覆分析 

F ≤ V．lV/H/lH，lV=8.6m，lH=8.74 m (in 

Goda)，10.53m(in Ansys)  

Goda：F=27.53 ≥ 1.2 (OK)  

Ansys：F=29.43 ≥ 1.2 (OK) 

三、波浪發電轉換系統之進出風口設計及發電系統之扇葉翼型設計 

應用於波浪能擷取系統中的渦輪

一直不斷的在發展演變，從最開始的

常規渦輪至自整流式的渦輪機，其研

究及改良仍在進行中，一般常用的渦

輪種類可概略分成兩種，一為衝擊式

渦輪(Impulse turbine)，另一類為反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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渦輪(Reaction turbine)，空氣渦輪的分

類如圖 3.1，其運作方式及特性如圖

3.2。衝擊式渦輪之作用原理為流體撞

擊渦輪葉片造成推動的力量，推動葉

片造成渦輪旋轉，該渦輪具有較低的

啟動風速，但只能接受單一方向之氣

流；反動式渦輪的作用原理為流體通

過葉片時因葉片之幾何條件造成上方

氣流與下方氣流速度的差異而產生之

壓力差，推動葉片造成渦輪旋轉，該

渦輪需要較高的啟動風速，但可以接

受不同方向之氣流。 

 

 

 

 

 

 

 

圖 3.1 空氣渦輪分類圖 

 

 

 

 

 

 

 

 

 

 

 

 

 

 

 

 

 

 

 

 

 

 

 

圖 3.2 衝擊式與反動式渦輪比較(Emoscopes,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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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使用於震盪水柱式波浪發電

系統中的渦輪為一種具有整流閥的簡

易衝擊式渦輪，整流閥的用意旨在將

震盪水柱式波浪發電系統中的雙向氣

流整合成單向氣流，但也導致了氣流

動能的損失、設計趨於複雜化以及設

備維護的困難等問題，促使往後的震

盪水柱式波浪發電系統研究開始偏向

採用無需整流系統的渦輪。 

因此，許多具自整流功能的渦輪

於 1970 年代開始出現，威爾斯渦輪

(Wells turbine)即為此時期的產物(圖

3.3)，而由於它的應用方便以及成本等

考量，在 1976 年開始廣泛的使用於各

種型式的波浪能量擷取系統中。 

 

 

 

 

 

 

 

 

 

 

 

圖 3.3 威爾斯渦輪(Wells turbine)立體構造示意圖(Shinya Okuhara, 2013) 

 

威爾斯渦輪(Wells turbine)為一種

雙向式葉片設計(見圖 3.4)，常見於水

力與風力發電的應用，因為其特殊的

葉片設計，當葉片受氣流力影響時，

大部分的氣流會往轉軸的斜面流動，

少部分的氣流則流向葉片外沿，葉片

上的合力以靠近轉軸的斜面較大，因

此無論風力由哪邊吹入，此種渦輪都

保持相同的旋轉方向，圖 3.5 為威爾斯

渦輪葉片受氣流時示意圖。 
 

 

 

 

 

 

 

 

圖 3.4 威爾斯渦輪葉片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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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威爾斯渦輪葉片受氣流時情形 

 

 

 

 

 

 

 

 

 

 

 

圖 3.6 酒田港發電裝置使用之威爾斯渦輪(NACA 0021) 

 

 

3.2 威爾斯渦輪葉片翼型設計 

3.2.1  NACA 0021 文獻數據 
參 考 美 國 航 空 諮 詢 委 員 會

(NACA)，還原編號NACA0021，整理

出揚升係數、阻抗係數、力矩在不同

雷諾數與攻角間之關係 (圖3.8至圖

3.11)，因NACA0021之對稱設計，在攻

角為0時葉片在y方向之合力為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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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升力與力矩作用。但若攻角改變

時，會因葉片上下表面流體流速的改

變產生壓力差，與流體作用於葉片表

面，使得葉片產生揚升力與力矩作

用。葉片之阻抗係數則是因流體流動

方向之投影面積為主要變因，但在攻

角為正負5度時並無明顯的上升，可視

為定值。 

 

 

 

 

 

 

 

 

圖 3.7 NACA 0021 翼型剖面 

 

 

 

 

 

 

 

 

 

 

 

 

 

 

 

 

 

圖 3.8 不同雷諾數阻抗係數對應揚升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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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不同雷諾數攻角對應揚升係數 

 

 

 

 

 

 

 

 

 

 

 

 

 

 

 

圖 3.10 不同雷諾數攻角對應力矩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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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不同雷諾數下阻抗係數對應攻角 

 

3.2.2 NACA0021 葉片數剖面值模擬 

以ANSYS軟體模擬NACA0021與

NACA0021剖面在攻角0度、正負10

度、正負20度在相同流速下之流場情

況，之後會與NACA0024比較何種頁面

設計適合在本系統使用。以此模擬可看

出NACA0021剖面在各攻角下之流場

變化。可以看出在攻角為0度時流場為

上下對稱的狀態，這代表葉片是處於合

力為0的狀態，因此渦輪不會轉動。當

攻角出現時背風面的流速加快，根據伯

努力方程式速度較快的區域會產生較

小之壓力，因此葉片產生壓力差而推動

葉片使渦輪轉動。(如圖3.1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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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NACA 0021 攻角 0 度流場分析 

 

 

 

 

 

 

 

 

 

 

 

 

 

 

 

圖 3.13 NACA 0021 攻角 10 度流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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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NACA 0021 攻角負 10 度流場分析 

 

3.3 渦輪設計 

根據文獻奇數葉片之渦輪設計與

增加葉片受風面積有助於提高渦輪之

轉速與發電效能，設計兩種葉片型

式，第一種為較典型之雙斜翼設計(圖

3.15a)、第二種為變形式雙斜翼 (圖

3.15b)，觀察何種渦輪幾何可提高渦輪

轉速。 

雙斜翼為一種較為傳統的渦輪葉

片設計，單斜翼則是改良其部分設

計，包含較小的迎風面積、較長的尾

翼設計、葉片的最末端距離軸心較

遠，表示單斜翼具有較低的啟動風

速、較多的有效受風面積、對於軸心

可產生較大的力矩。 

渦輪的轉動為一種動態平衡的表

現，偶數葉片具的受力較為對稱有比

奇數葉片安定的動態平衡，原因在於

受力較為對稱，這也代表偶數葉片所

造成的震動與噪音較奇數葉片來的

小，但也造成偶數葉片需要較大的啟

動風速與轉速較低的現象；奇數葉片

則相反，具有較低的啟動風速與較高

的轉速，但具有較大的震動與噪音。

雖奇數葉片渦輪具有上述之缺點，但

結構材料與設計可以削弱震動與噪音

帶來的衝擊，故選擇奇數葉片之渦輪

設計。 

根據本計畫之水工模型上方氣流

孔大小(70 mm)設計威爾斯渦輪尺寸，

於 SketchUp 軟體建立渦輪模型，再以

3D 列印方式製作成品，成品圖如圖

3.16、圖 3.17。初步測試結果發現，單

斜翼之設計有助於提升轉速且具有減

小啟動風速之現象，但確實結果仍需

要往後之實驗來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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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a 單斜翼威爾斯渦輪葉片 

 

 

 

 

 

 

 

 

 

 

圖 3.15b 雙斜翼威爾斯渦輪葉片 

 

 

 

 

 

 

 

圖 3.16  3D 列印威爾斯渦輪實體模型單斜翼與雙斜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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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3D 列印威爾斯渦輪葉片實體模型 II 

 

3.4 出風口與氣流導流設計 

根據文獻設計製作導流管，目的

在於削弱氣流吸入與排出時之渦流

現象，以減少氣流之能量損失。根據

圖 3.18(a)為直壁式出風口設計，當其

管壁厚度(t)與出風口直徑(D)的比值

大於 0.05 時可得最小壓損係數

(K)0.5。圖 3.18(b)為斜壁式出風口設

計，當斜壁與外壁夾角為 60 度時管

壁厚度(t)與出風口直徑(D)的比值為

0.25 時可得最小壓損係數(K)0.1。圖

3.18(c)為曲面式出風口設計，當曲壁

之曲率半徑(r)與出風口直徑(D)的比

值大為 0.1 時可得最小壓損係數

(K)0.06。因 3D 列印機可以克服出風

口管壁加工難度與成本，故以圖

3.18(c)為設計參考，設計出風口與導

流盤之管壁曲率。本計畫之波能轉換

系統因實驗縮尺的原故，出風口直徑

為 7 公分，最佳管壁曲率則應大於

0.7 公分可得最小壓損係數 0.06。以

SketchUp 繪製導流盤(圖 3.19)、馬達

安裝基座(圖 3.20)、導流管(圖 3.21)。 

 

 

 

 

 

 

 

 

 

 

 

 

 

 

 

 

 

 

 

圖 3.18 各種管路入口之阻抗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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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9 導流盤與其曲率剖面 

 

 

 

 

 

 

 

 

 

 

 

 

圖3.20 馬達基座 

 

 

 

 

 

 

 

 

 

圖3.21 馬達上基座與導流管及曲率其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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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試驗結果分析  

4.1 氣流速度結果比較 

經過 15 組波浪條件測試，各個模型

所表現的氣流速度試驗結果如下表

4-1，可看出各模型都在週期 1.2 sec 時

有較佳的氣流速度表現，並於週期 1.8 

sec 左右時有最低值出現，後又有上升

趨勢。 

 

表 4-1 模型於不同波浪條件下之氣流速度結果 

 

4.2 能量擷取率結果比較 

同樣經過 15 組波浪條件測試，各個

模型所表現的能量擷取率試驗比較結果

如下表 4-3，可看出能量擷取率同樣於

週期 1.2 sec 時有較佳的表現，週期 1.8 

sec 時有最低值出現。 

 

表 4-2 模型於不同波浪條件下之能量擷取率 

 

4.3 有負載渦輪轉速比較 

在有負載情況下不管是高週期或低

週期，渦輪均能啟動旋轉。而在較大波

高情形下，在同樣週期時，其旋轉速率

亦較高。 

 

氣流速度 

(m/s) 

波高 H(cm) 

4 6 8 10 12 

週期 

T(sec) 

1 5.52 7.17 8.23 8.81 9.38 

1.2 6.19 8.11 9.88 12.53 12.85 

1.4 5.42 7.18 8.6 9.96 11.32 

1.6 5.9 8.1 9.57 10.41 11.49 

1.8 4.01 5.53 6.89 8 8.76 

2 6.64 8.24 8.35 10.18 14.85 

能量擷取率 

氣流速度能/入射波能

波高 H(cm) 

4 6 8 10 12 

週期 T(sec) 

1 0.17 0.17 0.14 0.11 0.09 

1.2 0.21 0.21 0.21 0.28 0.21 

1.4 0.13 0.13 0.13 0.13 0.13 

1.6 0.16 0.18 0.17 0.14 0.13 

1.8 0.05 0.05 0.06 0.06 0.05 

2 0.21 0.17 0.10 0.12 0.26 



50 

表 4-3 不同波浪條件下產生之單斜渦輪轉速(負載馬達) 

五、結論 

本計畫之目標為結合港灣構造物，

發展綠能與產業共生之機制， 同時延長

港灣結構物之使用年限。其方法為藉由

瞭解海洋波浪與海洋結構互制作用之機

制，建立起港灣結構與海洋波浪間之友

善關係，將海洋能特別是由波浪作用於

港灣結構造成結構振動的能量，進一步

加以利用轉換成有用的能源，該能源之

利用可包括轉換成電力或將波浪能轉化

為其他型式之能源儲存使用。而在工作

規劃中亦具體揭櫫；進行以波浪能擷取

為主之綠能系統研究，並以結合於港灣

構造物波浪能擷取之系統之研究為主。 

一、波浪能擷取系統與港灣構造物結合

在法規面之探討 

臺灣現有港灣設計實務上，並無具約

束力之具體規範，僅有由交通部所頒佈之

參考規範。工程實務上，各顧問公司或設

計單位在進行港灣碼頭設計時，所參考之

規範包括了臺灣、日本或者歐美各國之相

關規範，其中又以日本的規範為大宗。臺

灣的參考規範也因地緣及同為海島地形，

基本上參照日本的規範彙編而成。在參考

時主要以與設置波能轉換系統相關之結構

型式為主，本研究中應用到之港灣構造為

外廓防波堤，尤其為沉箱型式之防波堤構

造。 

本研究中蒐集了以上所述之臺灣現行

規範，並針對有影響的部分進行分析及檢

討，發現港灣設計規範與波能擷取系統之

設計雖有差異，但整體相合性並無太大問

題。經結構安全分析以及水工試驗之結果

發現，波能轉換系統納入港灣構造物後，

對於港灣構造物並不會造成安全上之顧

慮。但港灣設計時因考慮安全因素使用之

設計波浪週期通常較長，而波能轉換系統

為求轉換之效能，則以日常波浪做為設計

基準，兩種型式的結構之間若以防坡堤之

安全考慮為主時，則須增加波能轉換結構

之安全係數。 

二、波能轉換系統結合港灣構造對安全性

之影響 

港灣結構無論為防波堤結構或碼頭結

構，本具有其設置之功能，若增加了附設

之波能轉換系統，是否將增加原結構之負

擔如受力增加、或結構功能減損等? 如果

發生以上對原結構之安全產生疑慮或影響

其原來使用之功能性時，該附屬設施或構

造之設計則有問題。本階段的研究中，在

波能擷取系統對於原結構物在安全的促進

轉速(rpm) 
波高 H[cm] 

4 6 8 10 12 

週期

T[sec] 

1.2 2851.0 5227.1 7542.9 7584.3 8202.4 

1.6 3106.9 5680.7 6886.9 7823.1 8527.9 

2 3935 7059 7353 7496 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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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進行了港灣結構結合波能轉換構造後

之結構安全分析。其分析過程則依照目前

港灣構造物中，其在規劃設計時所使用之

相關規範及設計準則進行。 

根據分析結果顯示經過詳細之規劃及

設計後，設置於防波堤上之波能轉換結構

及設備，不至於對原結構造成影響。兩種

型式的結構之間考慮設計條件之相容性

後，於符合港灣設計規範的條件下，波能

擷取系統及轉換結構不僅不至於妨害原結

構之安全及其使用功能，波能擷取系統對

於原結構物在安全的促進上，具有更正面

的幫助，而對於原結構功能性的改善上亦

具有正面之助益。 

三、效能改進之實體模型試驗成果 

在前階段的研究中，所建立之波浪能

擷取系統為固定氣室使湧進波浪，氣室內

波浪進入時之前後搖擺及上下起伏則造成

空氣之震盪，再利用此震盪之氣流，經過

整流及引導以推動氣旋式渦輪系統來發

電。此波浪能擷取系統初步規劃附設於港

口外廓防波堤之外側，但在波浪引導或集

中方式上並未做任何之設計。一般為了加

強或集中波浪能量，在波浪入口處均有相

關之設計。本階段研究中，則在進氣口及

氣流導引功能上作進一步的改善，另外在

渦輪系統如葉片數量及渦輪型式上亦作了

相關改善措施。 

在氣流改善上，發現氣流經過導流設

計後，確實能增進其氣流速度，經過波能

轉換為氣流能量之換算後，波能擷取率亦

有提高之效果。而在葉片型式及翼型改善

上亦有具體成果，在試驗中發現經過改善

後之葉片，在較低氣流速度下亦能旋轉，

尤其在有負載的情況下。而在較高波高的

波浪作用下，其旋轉之穩定性亦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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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防波堤沉箱圖像資料調查分析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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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維屏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洪志偉  詮華國土測繪有限公司海測部協理 
薛憲文  國立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教授

摘要 

本調查分析評估為「花蓮港碼頭

防波堤檢測及修復建議（延續性研

究）」計畫之基本資料蒐集，用以調

查颱風期間前後花蓮港外防波堤結

構物破壞情形，研擬短期及長期的維

護措施及估算工程經費，並提出沉箱

式防波堤維護工法以防範未然，使花

蓮港防波堤於遭受颱風侵襲後，能有

一完整的應變措施。 

一、計畫緣起及目的 

花蓮港位於臺灣東部，東臨太平

洋，西倚中央山脈，是一個由東、西

防波堤合攏而成的人工港。花蓮港每

年乎均受 3.1 次颱風的侵襲，使得東

防波堤在颱風期間受波浪之作用，亦

引起消波式胸牆的破壞，束防波堤與

舊東防波堤受到惡劣波浪與颱風期

間極端大浪的侵襲作用，造成防波堤

必需每年加以維修與復建，故在花蓮

港整體規劃及未來發展預定利用平

面折繞射數值模式針對東防波堤所

承受之堤址外力進行評估。 

藉由堤址附近圖像資料調查分

析；水面上下攝影調查作業；東堤高

程、法線量測工作；港區內水深背景

地形調查；水面以上結構物檢測評

估；各項檢測成果比對；沉箱安全評

估探討分析；潮位站維修保養工作等

項進行花蓮港防波堤沉箱圖像資料

調查分析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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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環境

調查分析評估地點為花蓮港東防波

堤及西防波堤港灣構造物附近海域範圍

調查。工作範圍包含○1 東堤：測區範圍

沿著花蓮港東防波堤(新舊東堤)，內外 

  

 

 

 

 

 

 

 

 

 

 

 

 

 

 

 

 

圖 1 港區內水深背景地形調查範圍(斜

線區域)  

二側各 50 公尺測區，北自舊東堤賞鯨碼

頭堤岸區，南至新東堤堤頭燈塔處，測

帶寛約 100 公尺，全長約 4 公里測帶，

面積約 0.4 平方公里的水深資料及水下

結構物。○2 西堤：測區範圍沿著花蓮港

西防波堤內外二側各 50 公尺測區，測帶

寛約 100 公尺，全長約 7 百公尺測帶，

面積約0.07平方公里的水深資料及水下

結構物。其中港區內水深背景地形調查

範圍如圖 1 斜線區域所示；堤址附近圖

像資料調查分析範圍如圖 2 所示。 

 

 

 

 

 

 

 

 

圖 2 花蓮港東防坡堤沉箱檢核背景地

形調查基本圖像和資料之建立作

業區域示意圖 

三、花蓮港防波堤沉箱圖像資料調查

3.1 花蓮港測深調查 

1.堤址附近圖像資料調查分析 

堤址附近圖像資料調查分析主要

採用多音束測深系統進行施測。主要

作業步驟包含事前準備工作、測線規

劃、儀器檢校、儀器架設及疊合測試

(patch test)外，在進行水深測量(測深)

同時，亦需再進行船隻導航及定位、

水位觀測、水中聲速量測、船隻姿態

角觀測等工作項目，將所有觀測蒐集

的資料進行內業處理與計算，才可得到

歸算後的水深地形成果(成果詳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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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堤址附近圖像資料調查成果 

 

2.港區內水深背景地形調查 

此外，使用多音束測深系統測量

花蓮港港區內及港外至 30 米處水深地

形(成果詳圖 4)。 

 

 

 

 

 

 

 

 

 

 

 

 

 

 

圖 4 港區內水深背景地形調查成果 

3.2 水面上下攝影調查作業 

於花蓮港東防波堤與花蓮外港西

防波堤進行水下檢查堤腳及堤址並施

做水下攝影，主要採用潛水夫以人工

進行水下攝影方式，可即時人為判斷

並以錄影和人工量測方式來描述潛堤

區消波塊堆置情形。 

1.第一次攝影調查作業(106/06) 

本次攝影調查作業成果如表 1(表

格內藍字部分為堤腳異常處，紅字為

大區塊或明顯異常部份)，攝影檢查沉

箱數量新東堤 74 座，其中新東堤#01

號沉箱於新舊堤銜接處因淺水激浪區

無法靠近攝影。 

東堤堤腳發現護基方塊異位或位

移共有 4 處，沉箱編號分別為 S13、

S14、S32 及 S57 等。 

東堤堤腳發現較嚴重護基方塊明

顯異位或位移達 2 公尺以上共有 10

處，沉箱編號分別為 S15、S16、S17、

S19、S26、S27、S33、S35、S41 及 S68

等(其中 S26、S27 及 S35 均有蛇籠灌

漿等施工修復現象)。 

2.第二次攝影調查作業(106/11) 

本次攝影調查作業成果如表 2(表

格內紅字為明顯異常部份)，攝影檢查

沉箱數量新東堤74座，其中新東堤S01

號至 S06 號及 S09 置 S11 號沉箱已明

顯放置大型消波塊，已全部覆蓋沉箱

垂直壁面。西堤則進行 4 座，堤內銜

接#25 號碼頭，堤外則大型消波塊堆

積，只能前進至 S05 號沉箱。 

東堤堤腳發現護基方塊明顯異

位或位移達 2 公尺以上共有 14 處，

沉箱編號分別為 S13、S14、S15、

S16、S17、S19、S26、S27、S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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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3、S35、S41、S57 及 S68 等(其中

S26、S27 及 S35 均有蛇籠灌漿等施

工修繕現象)。 

 

表1 第一次水下攝影調查成果(僅標出

異常處) 

沉箱 
編號 

堤腳狀況及異常說明 

S13 
外側護基方塊位移 內側護基方

塊位移1M 

S14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位移 內側護

基方塊明顯位移2.5M 

S15 
內側護基方塊連續明顯位移最

大3M 沉箱底部掏空 

S16 
沉箱外凸60㎝ 外側護基方塊連

續明顯長距離位移 

S17 

沉箱外凸大於3M 外側護基方塊

明顯位移2M以上 
內側護基方塊底部掏空 外側護

基方塊下陷 

S19 外側護基方塊連續明顯位移 

S26 
外側護基方塊連續明顯長距離

位移 
內側護基方塊長距離蛇籠灌漿 

S27 內側護基方塊長距離蛇籠灌漿 

S32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位移2M 內側

護基方塊底部掏空 

S33 
內側護基方塊明顯連續位移最

大2M 塊石堆積 

S34 
塊石堆積 護基方塊堆積於塊石

上(高1層) 

S35 
護基方塊明顯位移 內側護基方

塊長距離蛇籠灌漿 

S41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連續位移達

3M以上 

S57 外側護基方塊長距離位移 

S68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連續位移 

表2 第二次水下攝影調查成果(僅標出

異常處) 

沉箱

編號
堤腳狀況及異常說明 

S68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連續位移 最

大約3M 

S57 外側護基方塊長距離位移 

S41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連續位移達

3M以上 

S35
護基方塊明顯位移 內側護基方

塊長距離蛇籠灌漿 

S33
內側護基方塊明顯連續位移最

大3M 塊石堆積 

S32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位移 內側護

基方塊底部掏空 

S27 內側護基方塊長距離蛇籠灌漿 

S26 內側護基方塊長距離蛇籠灌漿 

S19
沉箱外凸80㎝ 外側護基方塊位

移 

S17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位移2M以上 

內側護基方塊底部掏空 外側護

基方塊下陷 

S16

沉箱外凸大於3M 外側護基方塊

連續明顯長距離位移 

內側護基方塊底部掏空 

S15
內側護基方塊連續明顯位移最

大3M 沉箱底部掏空 

S14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位移 內側護

基方塊明顯位移2.5M 

S13
外側護基方塊位移 內側護基方

塊位移1M 

 

3.3 水面以上結構物檢測評估 

西防波堤堤體現況檢視可知其

主體係採沉箱堤，海側則拋放 20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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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 T 型塊；而由水上檢視成果可知，

水面上之防波堤堤體無位移及剝落

等情形發生，整體而言並無明顯損

壞，惟後續仍建議持續辦理巡查檢

視；海側部份之消波塊可知現況水上

消波塊尚保持完整，惟於部份防波堤

海側有加拋消波塊之情況，為加強其

保護堤體之功能。而西防波堤堤面部

份，經檢視堤頂及胸牆出現數處裂

縫，堤頂亦有部份陷落及修補情形，

惟因其大抵並無明顯損壞情況，經評

估應不影響堤體功能及安全性，尚不

需立即辦理修繕，建議後續仍持續辦

理巡查檢視。 

舊東防波堤堤體之主體係採拋

石堤，910～990M 處之海側則加拋 10

噸鼎型塊；而由水上檢視成果可知，

堤頂除出現數處裂縫以外，亦有部份

陷落情形，惟經評估應不影響堤體功

能及安全性，尚不需立即辦理修繕，

建議後續仍持續辦理巡查檢視。 

新東防波堤堤體之主體係沉箱

堤，且於海側為加強衰減波浪之功

效，則採開孔消波艙之設計；新東防

波堤共有 74 座沉箱，#1～#15 沉箱僅

堤頂出現數處裂縫，且消波艙有部份

剝落；#16～#30 沉箱堤頂與消波艙皆

出現數處裂縫及剝落，於消波艙亦有

部份錯位情形，此應是當初施做消波

艙係採分次施工所致，破壞情況皆是

發生在施工交接面上；#31～#60 沉箱

堤頂及消波艙僅出現數處裂縫與部

份剝落；#61～#74 沉箱堤頂及消波艙

僅出現數處裂縫及部份剝落，惟因其

已進行修補，經評估並不影響堤體功

能及安全性，建議後續仍持續辦理巡

查檢視，此外沉箱有錯位情況發生，

研判可能為沉箱於安放時之誤差，惟

不影響堤體安全。 

此外，另比較 98 年與今(106)年

水上檢視比較成果可知，於東堤

#27、#31 及#63 沉箱處自 98 年起已

有毀損情況，且截至今年為止，該破

壞情形並無擴大加劇之跡象；而於東

堤#28 沉箱處有出現部份剝落情況，

但此破壞情形應不影響堤體功能及

安全性；另於東堤#51 沉箱處於 98 年

時有部份損壞、鋼筋外露之現象，但

與今年現勘成果相比，該部份已進行

修補工程。整體而言，計畫區並無增

加明顯之損壞情況，惟後續仍建議持

續辦理巡查檢視。 

四、作成果資料比對及與歷年調查資料之比對

4.1 多音束影像檢測 

將本年度兩次堤腳測量的成果彙

整如表 3 及摘錄部份影像如圖 6 所

示，由影像可發現在東堤內堤腳處多

有塊石散落，外堤堤腳之護基方塊部

分有明顯位移，有關單位需持續注意

沉箱之現況。表中標示紅字為護基方

塊已明顯位移，標示藍色為護基方塊

已有位移之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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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防波堤現況 
 
 
 
 
 
 

 

舊東防波堤海側現況 

 
 
 
 
 
 

 

新東防波堤沉箱海側現況 

圖 5 堤體現況檢視照片 

表 3 堤腳多音束影像檢測(僅標出異常處) 

沉箱
編號

堤腳狀況及異常說明 

13外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位移 

14外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位移，內側護
基方塊部分位移 

15外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滑落，內側護
基方塊部分位移 

16外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位移 

17外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位移 

18外 外側護基方塊堆疊不平整 

19外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位移 

20外 外側護基方塊堆疊不平整 

26外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滑落，內側護
基方塊不平整 

27外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滑落 

30外 外側護基方塊微幅位移 

31外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位移 

32外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位移 

33外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滑落，內側護
基方塊微幅位移 

34外 內、外側護基方塊明顯位移 

35外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滑落 

36外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位移 

38外 外側護基方塊微幅位移 

39外 外側護基方塊微幅位移 

40外 外側護基方塊微幅位移 

41外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位移 

45外 外側護基方塊微幅位移 

57外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位移 

59外 外側護基方塊微幅位移 

67外 外側護基方塊微幅位移 

68外 外側護基方塊微幅位移 

70外 外側護基方塊明顯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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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歷史資料比對 

本團隊蒐集到 97 年全港域水深資

料並與本年度資料進行比對，將 106 年

夏季(106/06)與97年水深地形資料匯入

Golden Surfer 地形資料處理軟體，以 5

米網格資料進行海域地形侵淤比較 

 
 
 
 
 
 
 
 

東防波堤 

 
 
 
 
 
 
 
 

西防波堤 

圖 6 堤腳多音束影像檢測比較圖 

 

(圖 7)。紅色代表淤積、藍色代表侵蝕，

侵淤深度單位為米。由圖中可發現在港

內呈現全面淤積，淤積幅度約在 1～2

米，在東堤外海則侵淤互現，整體地形

變化不大。 

 

 

 

 

 

 

 

 

 

 

 

 

 

 

 

 

圖 7 海域地形侵淤比較圖 

五、沉箱安全評估探討分析 

5.1 安全性分析及破壞原因檢討 

花蓮港東防波堤自民國19年建港以

來，期間歷經多次擴建全長共有1,837公

尺，而至今88年間亦遭受多次的颱風及

地震的洗禮，依花蓮港務局提供資料顯

示，花蓮港防波堤曾在歐菲莉(1990)、

黛特(1990)、艾美(1991)、提姆(1994)、

道格(1994)、安珀(1997)、碧利斯(2000)、

梅姬(2016)等颱風侵襲時發生之破壞，

其中以民國83年提姆颱風來襲時造成胸

牆487公尺之結構破壞最為嚴重。 

1.現場結構物破壞原因及災損資料蒐集

與分析 

為瞭解花蓮港東防波堤過去曾發

生之破壞情況，初步蒐集過往現勘照

片，並佐以花蓮港務局提供之相關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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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照片，將破壞型式大致歸納為以下

幾類。 

(1)消波塊體的流失情形 

於東堤海側，原拋放 40t 或 50t

之消波塊都已消失於水下，由於原

設計用於抵擋或削減波力之消波

塊已滑落至水下，導致東防波堤所

受波力增大，將對東防波堤結構安

全產生不良之影響。 

(2)防波堤堤體的破損情形 

東堤亦曾發生防波堤堤體破

損情況，原沉箱堤面場鑄混凝土已

不復可見，且因受颱風影響，沉箱

堤體已被巨浪完全貫穿，於水面上

可視之堤體均已消失，僅剩港側胸

牆以長跨距型式懸空於堤址上，如

此將造成防波堤不連續，形成一缺

口，且因其通水面積束縮，流速加

快，未來將可能導致缺口兩側堤址

之淘刷，擴大堤體破壞面積。 

(3)海側開孔胸牆的斷裂與位移情形 

由於開孔胸牆係採取分層澆

置，可能因施工縫未妥善處理導致

產生混凝土弱面，若再加上極端波

浪作用下，將使混凝土單元間因失

去摩擦抵抗力而發生移動及破壞

之情形。 

 (4)側牆的裂縫情形 

消波艙側牆發生直線型裂縫

之龜裂現象，此原因可能是大量越

波水量以及由孔洞進入消波室的

水量在某一特殊時間差的狀況下，

限制了消波室裡空氣或水量的溢

散，導致因壓縮而對消波室側壁產

生側向波壓，最終使側壁因承受超

過預期之波力而發生龜裂，另由新

的側牆修復型式可看出，除依原先

設計尺寸外，並新增直徑6”之洩壓

孔，應是為減少側向波壓之功能。 

5.2 結構物堤址波浪外力評估 

1.基本條件資料蒐集及分析-颱風波浪 

本計畫區位於台灣東海岸，平均

每年約有 1.25 個颱風侵襲附近海域，

故附近港工結構物之設計皆須以颱風

波浪為基準。因此，颱風資料之完整

蒐集及颱風波浪之準確推算，將直接

影響海上工程之安全及結構物之安

定；以港工結構物設計之 50 年迴歸期

設計條件而言，本計畫區受 ENE 向影

響最大，其外海波浪條件 Hs=18.2m、

Ts=17.9sec，並逐漸向南遞減，至 S

方向時降為 Hs=10.7m、Ts=13.7sec。 

表 4 花蓮外海各方向各迴歸期颱風設計波高分析表 

波向 250 200 100 50 25 20 10 
Hs Ts Hs Ts Hs Ts Hs Ts Hs Ts Hs Ts Hs Ts 

S 13.9 15.7 13.4 15.4 12.1 14.6 10.7 13.7 9.3 12.8 8.9 12.5 7.5 11.5 
SSE 14.6 16.0 14.3 15.9 13.3 15.3 12.2 14.7 11.0 13.9 10.6 13.7 9.2 12.7 
SE 16.7 17.2 16.4 17.0 15.2 16.4 14.0 15.7 12.6 14.9 12.2 14.7 10.6 13.7 

ESE 19.8 18.7 19.4 18.5 18.1 17.9 16.6 17.1 15.1 16.3 14.5 16.0 12.8 15.0 
E 20.8 19.2 20.4 19.0 19.0 18.3 17.5 17.6 15.9 16.7 15.4 16.5 13.5 15.4 

ENE 21.9 19.7 21.4 19.4 19.8 18.7 18.2 17.9 16.4 17.0 15.8 16.7 13.8 15.6 
NE 19.9 18.7 19.4 18.5 18.0 17.8 16.4 17.0 14.7 16.1 14.1 15.8 12.2 14.7 

NNE 16.2 16.9 15.8 16.7 14.5 16.0 13.2 15.3 11.7 14.4 11.2 14.1 9.6 13.0 
N 12.7 15.0 12.4 14.8 11.2 14.1 10.0 13.3 8.7 12.4 8.2 12.0 6.8 11.0 

註：1.依據 1940～2016 年間之颱風資料推算。          2.推算目標區為 121.65∘E，23.94∘N。 
3.目標區水深為-141m。                          4.Hs 單位為 m，Ts 單位為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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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折繞射平面數值分析 

經由颱風波浪推算(詳表 4)，計畫

區影響較大之颱風波浪係以 NE、

ENE、E 及 ESE 向颱風為主，為了解

何種方向波浪對近岸波高之影響較

大，採用民國 106 年 6 月之水深測量

結果進行數值分析，且於各堤段間取

一處沉箱以代表該堤段特性，並據以

將其 KrKd 極值取出，配合各方向 50

年颱風波浪之入射波高，可得現況海

堤之相當外海波高結果。 

而根據水面下攝影調查作業，西

防波堤無出現明顯損壞，近岸側亦有

淤積現象，故西防波堤部份逕取堤頭

處之#1 號沉箱予以分析；於新東防波

堤部份，依其轉折可分為兩段，分別

是#1～#22 號沉箱(簡稱新東防波堤

北段)及#23～#74 號沉箱(簡稱新東防

波堤南段)；由水下攝影成果，於新東

防波堤北段堤段，#9～#20 號沉箱有

基礎破壞加大趨勢，故初步選定#15

號沉箱予以分析；而於新東防波堤南

段堤段，#26～#27、#32～#36 號沉箱

有基礎破壞加大之趨勢，惟其皆有近

期修補痕跡，另於#41、#45、#57、

#67、#68 號沉箱皆具潛在破壞可能，

故初步選擇#57 號沉箱進行後續分

析；分析現況海堤之相當外海波高結

果可知，西堤#1、東堤#15 及#57 號

沉箱之相當外海波高(Ho')最大值分

別為 5.47m、17.29m 及 17.93m，波向

則介於 ENE～ESE 向；圖 8 為各方向

颱風波浪經由 NSW 模式計算所得之

KrKd 分佈圖，後續進行結構安全性分

析時，將以此結果作為評估之外力條

件依據。 

 
 
 
 
 
 

NE向50年迴歸期颱風
(Ho=16.4m, To=17.0sec)

波浪波高分佈圖 

ENE向50年迴歸期颱風
(Ho=18.2m, To=17.9sec) 

波浪波高分佈圖 

 
 
 
 
 
 

E向50年迴歸期颱風
(Ho=17.5m, To=17.6sec)

波浪波高分佈圖 

ESE向50年迴歸期颱風
(Ho=16.6m, To=17.1sec) 

波浪波高分佈圖 

圖8  50年迴歸期颱風波浪波高分佈圖 

3.舊有及現今設計條件之比對檢討 

有鑑於花蓮港新東防波堤之沉

箱為消波式結構，波力計算雖仍可採

用 Goda 之波壓公式，但早期設計

1(緩變波壓項之修正係數)於消波式

沉箱中皆採用 0.9，惟今該項公式已

有部分修正，亦即隨著波浪作用狀況

的不同，此時公式中之1、2 之值應

做修正，故後續進行波力計算時，將

分別依三種不同波浪作用狀況計算

受力總合，結果則是採用最保守之波

力條件進行消波式沉箱外力條件檢

核。 

(1)原設計條件波力計算結果： 

今以破壞較嚴重之以新東堤

#57 號沉箱為例，對照原有設計條

件圖，相當於 EB-7 沉箱堤段，各

項計算條件詳如表 5 所示，其標準

斷面圖詳如圖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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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新東堤#57 號沉箱各項原計算條件

一覽表 
計算條件項目 數值 計算條件項目 數值

設計水位(m) +3.0 堤趾水深h(m) 23

深海波向 E 
直立部份之水深
h’ (m) 

20.5

海底坡度 1/50
堤頂出水高度
hc(m) 

7.0

堤前5倍H1/3距離

處之水深hb(m) 
24.17

堤前設基層頂面

水深d(m) 
12.5

週期T(sec) 14.6
相當外海波高
Ho’(m) 

12.7

波向線與堤線之

夾角α(∘) 
74 深海波高Ho (m) 12.6

 

 

 

 

 

圖 9 新東堤#57號沉箱(EB-7)標準斷面

圖 

 

(2)本計畫設計條件波力計算結果： 

由於採用新規範估計之波力

較設計為低，顯示原設計條件乃

為偏保守，但經長時間颱風資料

之修正，50 年迴歸期之 ESE 向颱

風浪已增加達 32%，重新計算其

堤址波力詳表 7 所示。由表可知

水平波力達 442t，較原設計 409t

為大。 

 

表 6 原有堤址波力計算結果 
種類 參數 計算結果 

示性波高與最

大波高 
Hs(m) 18.8 
Hmax(m) 11.7 

波力合成力及

其力矩 

P(t) 409.23 
U(t) 185.31 
Mp(t-m) 5677.83 
Mu(t-m) 3706.02 

 

表 7 本計畫設計條件波力計算結果 

種類 參數 CaseⅠ CaseⅡa CaseⅢb 

波力合成力

及其力矩

P(t) 442 395 379 

U(t) 245 66 -68 

Mp(t-m) 5535 5826 5935 

Mu(t-m) 4902 1456 -1096 

 (3)小結 

採用本計畫之颱風波浪結

果，並以平面折繞射數值模式重新

推算堤址波高比對後可知，相當外

海波高 H0’由原設計 12.7m 增加至

17.93m，波高增加達 41%，經採用

Goda 波壓修正係數檢核後，總波

力由 381t 增加至 442t，增加幅度

達 16%，顯示原設計條件偏危險，

惟考量東防波堤現況沉箱堤並無

明顯移動現象，顯示此設計波高尚

符合實際需求。 

 

表 8 本計畫推算結果與原設計條件比對 (以東堤#57 號沉箱為例) 

 
深海 
波向 

週期
(sec)

深海 
波高 
(m) 

Ks KrKd
Ho’ 
(m) 

總波力
P(t) 

浮力及
上揚力

U(t) 

總波力 
力矩 

Mp (t-m) 

上揚力 
力矩 

Mu (t-m) 
原設計條
件 

E 14.6 12.6 0.97 1.01 12.7 381 204 4806 4089 

本計畫推
算結果 

ESE 17.10 16.6 0.99 1.08 17.93 442 245 5535 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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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舊有結構物防波堤結構安全性分析

-計算結果與分析 

1.護基方塊護面石及堤址塊石重量計算 

(1)原設計計算結果 

原設計結構計算書並無交代

護基方塊重量計算方式，而由原設

計圖 A 型(4mx 3mx2m)及 B 型

(3mx(2m+2.5m)x4m/2)方塊尺寸，

可計算其重量分別為 55.2t 及

62.1t。 

(2)本計畫分析結果 

經上述 Hudson 公式及谷本勝

利(Tanimoto)利用原設計颱風波浪

條件(相當本計畫 10 年颱風波浪)

計算結果可得，本計畫方塊重量最

少須達到 43t，經檢討可知現況方

塊無論A型及B型重量(分別為55t

及 62t)皆大於 43t，應可符合 10 年

颱風波浪之設計需求，惟由現場堤

址攝影與測量結果可知，現況方塊

有明顯移動情形，此移動現象可能

為原設計波浪太小或規範建議之

方法有其限制性，經採用本計畫重

新 推 算 之 相 當 外 海 波 高

H0’=17.93m 重新檢核，發現所需

護基方塊重量為 104t 且大於現況

護基方塊之重量，顯示原設計波浪

條件可能不足。 

2.堤體穩定分析 

(1)原設計條件計算結果探討 

由原設計報告結構計算檢核

發現，除波力計算(包括 P 及 U)皆

統一採用乘上 0.9 外，另外在被動

土壓力計算上，其考慮為背填土為

無限邊坡下所能提供之反力，惟實

際堤後拋石基礎頂寬僅 15m，應屬

有限邊坡且能提供之被動土壓甚

小，一般可忽略不計，因此，經

此修正後其滑動安全係數(SFS)降

為 1.16。另檢核其傾倒安全係數

發現，其將總揚壓力矩(Mu)當作破

壞力矩而相加於分母，惟依防波

堤設計規範中規定Mu應當作抵抗

力矩而相減於分子，故依此修正

後 滑 動 安 全 係 數 (SFo) 提 高 為

1.61。 

另由本計畫考量不同情況下

波壓修正計算後，波力較原設計報

告總波力 (P)減小約介於 93%至

81%間，總揚力(U)增減互見，變

化範圍介於+111%至-37%(負表方

向相反)。因此，Case I 之波力減小

但揚力增加，導致滑動安全係數僅

提升約 13%，傾倒安全係數提升

13%，而 Case II a 之波力及揚力皆

減小，導致滑動安全係數及傾倒安

全係數大幅增加，分別提升 55%至

41%，最後 Case II b 之波力減小幅

度最大且揚力甚至改為向下作

用，因此，其滑動安全係數及傾倒

安全係數分別提升 83%至 67%，詳

表 9 所示。 

(2)本計畫設計條件之計算結果探討 

在穩定計算部分，由原設計報

告檢核可知，其滑動安全係數經被

動土壓不計之修正後，其值已降為

1.16 而不滿足規範要求之 1.2，但

經本計畫波壓修正計算後，即使採

用最大波力保守計算下，其滑動安

全係數仍為 1.27而高於規範 1.2之

需求。而傾倒安全係數經修正後，

原設計安全係數反而提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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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其值已符合規範需求，經本

計畫波壓修正後，則安全係數上升

後更偏保守。顯示原波浪設計條件

下，堤體穩定性並無疑慮，另若進

一步採用本計畫之 50 年颱風波浪

條件，詳表 10 所示，則顯示現有

堤體安全性保守估計為 1.03 而不

符合規範需求，但若考量安全係

數以大於 1.0 為判定堤體破壞之

依據，則估計現有防波堤約可承

受約 50 年迴歸期以上之颱風波

浪。 

 

表 9 東堤#57 號沉箱採用原設計波浪條

件之波壓修正穩定計算表 

 

 

 

 

 

 

 

表 10 東堤#57 號沉箱採本計畫 50 年颱

風波浪之波壓修正穩定計算 

 

 

 

 

 

 

 

3.消波艙結構安全性探討 

由前節之整體外力作用下堤體

可符合安全之要求，但由現場消波艙

破壞情況，顯示可能有大於消波艙所

能負荷之外力作用發生，因而產生破

壞。由於消波艙主要受側向波力作

用，以下將針對消波艙之混凝土剪力

破壞及因分段施工造成之接合面破

壞加以探討。 

(1)消波艙之剪力破壞分析 

原設計結構計算書並無交代

護基方塊重量計算方式，而由原設

計圖 A 型(4mx 3mx2m)及 B 型

(3mx(2m+2.5m)x4m/2)方塊尺寸，

可計算其重量分別為 55.2t 及

62.1t。 

混凝土剪力計算強度公式如

下： 

  

 Vc：剪力強度(kg) 

f 'c：混凝土之抗壓強度(kg/cm2) 

 bw：寬度 

  d：單位寬度 

以目前消波艙開孔與開孔間

之混凝土最短距離至少超過 80cm

且厚度至少 200cm 之條件予以計

算，可知以 175kg/cm2 之混凝土打

設下，30cm*200cm 之混凝土面積

至少可承受約 112ton 之外力，遠

大於波力所產生之外力，由此可

知，在混凝土結構一致之條件下，

消波艙之混凝土結構應不致產生

破壞。 

(2)混凝土分段施工面之破壞分析 

由前述分析可知，在混凝土結

構完整之條件下，混凝土本身可承

受極大之剪力，但由於消波艙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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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達 7m 左右，且必須施作消波艙

之開孔，所以在實際施工時必須分

次施工，依現場相片研判，每次打

設之厚度約為 1.0m～1.5m 左右，

部份之破壞是由施工交接面所產

生，詳圖 10 所示。 

由由圖可看出，消波艙外壁頂

部之混凝土與下層之混凝土間並

無完整之接合，所以當波力作用

時，消波艙外壁僅能依靠重力所產

生摩摖力保持穩定，但當颱風大浪

來襲時，波力大於摩擦力及後側混

凝土剪力總合時，就容易產生外壁

破壞飛離之情況。 

初步以現場相片及斷面資

料，以一次打設 2 艙，每艙 4m 寬、

內隔牆厚度 0.8m、外壁厚 3m、混

凝土高度 1.5m及 50年迴歸期颱風

波浪所產生之堤頂波壓 11.17 

ton/m2 作為初步驗核之基準。 

A.波力計算 

原設計結構計算書並無交

代護基方塊重量計算方式，而由

原設計圖 A 型(4mx 3mx2m)及 B

型(3mx(2m+2.5m)x4m/2)方塊尺

寸，可計算其重量分別為 55.2t

及 62.1t。 

受力面積： 

   1.5*(4*2+0.8)-4*π*1.42/4=7.04m2 

波力總合： 

   11.17ton/m2*7.04m2=78.64ton 

B.混凝土剪力計算 

以後側牆高 1m 為條件，整

理堤後可能破壞角及波力於破

壞面上之分力如表 11 及圖 11 所

示。 

 

 

 

 

 

 

 

 

 

 

 

 

 

 

 

 

 

 

 

 

 

 

 

圖 10 消波艙破壞示意圖 

由以上計算顯示，外牆後之側牆可

提供之剪力大於波力，而在破壞角約為

50°兩者差值最小，但剪力仍較波力多出

約 22.67ton，顯示在外牆受均勻力量作

用時，側牆不致於產生剪力破壞之情形。 

進一步探討側牆會發生破壞之原

因，其中可能是波力作用於外牆時並非

均勻分佈，如波力較偏於一側，則會造

側牆受彎矩作用產生破壞而分離，但因

非均勻受力無法詳細加以計算，建議後

續應針對此部份再予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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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堤後破壞角與波力及剪力關係表 

 

 

 

 

 

 

 

 

 

 

 

 

 

 

 

 

 

圖 11 堤後破壞角與波力及剪力關係圖 

 

(3)消波艙結構計算結果 

經檢核單一消波艙之結構安

全，此處採用海側之前消波艙，前

寬 4m，內長 5m，高 7m，兩邊側

牆厚 0.8m，後側版厚 2m、前側(含

消波孔)版厚 3m，三邊固定，其尺

寸詳圖 12 所示。計算結果可知，

兩邊側牆厚僅需超過 0.51m 即可

符合需求，而現況兩邊側牆厚度已

超過標準，應屬安全設計，另所需

配筋之尺寸因尚無法取得原設計

配筋圖，故目前僅能計算符合安全

需求之配筋量，惟俟日後取得原設

計圖時再行檢核。 

 

 

 

 

 

 

 

圖 12 消波艙尺寸示意圖 

 

5.4 受損結構補強方案評估研擬 

1.補強短期(急迫性)方案研擬 

(1)基礎淘空及護基方塊位移補強方

案研擬 

考慮現有護基方塊移動將造

成堤基淘空後使沉箱發生前傾現

象，此狀況對沉箱擋浪功能之影響

有限，但若長時期之淘空，亦不排

除造成沉箱本體損傷而致破壞，故

護基方塊之穩定性雖屬附屬保護

設施，但其安全性亦需重視，今研

擬修補基礎淘空方案，分述如后。 

緊急修復-利用拋石修復基礎

淘空並採用空心或開孔方塊作堤

基： 

考量現有護基方塊重量不足

並已位移，故建議可先以吊移或破

碎方式將其清除，再利用石塊修補

現有基礎淘空處及將堤前拋石基

礎整平，最後，再重新放置開孔或

實心方塊作為護基方塊，惟由前述

護基方塊計算可知，若以本計畫所

計算之 50 年迴歸期颱風波浪計

算，其方塊重量需達 104t 或開孔

方塊需達 47t 以上，方可確定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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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故建議可直接採用開孔方塊

(l(m)xb(m)xh(m)=5.0x2.5x2.0,t=0.3

m)或空心方塊並回填塊石方式使

其重量達到 104t 以上，作為本計

畫所需之護基方塊。 

2.補強長期(逐年維護)方案研擬 

(1)基礎淘空及護基方塊位移補強方

案研擬 

逐年維護-利用水中混凝土修

補淘空部位： 

為防止現有堤基繼續淘空並

使其護基方塊達到所需重量，可參

考日本於阪神大地震後神戶港之

修復工法，建議可採用水中混凝土

將現有基礎淘空處及護基方塊一

併澆置，詳圖 13 所示，藉由水中

混凝土修補現有淘空部位，以防止

堤基細料繼續流失及使其重量達

到 104t 以上，以確保現有堤基之

穩定性。 

 

 

 

 

 

 

 

圖 13 沉箱前趾加強工法圖 

 (2)消波艙破壞補強方案研擬 

有鑑於消波艙屬防波堤上部

胸牆結構，其損壞對防波堤主體結

構之影響較低，故建議僅需考慮逐

年維護(永久修復)方案，視未來運

研所經費籌措情形辦理即可，今將

消波艙破壞之修復方案說明如后。 

經上述消波艙安全性分析可

知，其破壞類型包括開孔面及側牆

破壞兩種，但整體而論皆屬於消波

艙本身結構性破壞，因此，消波艙

之補強方案初步可採用以下幾種

方法。 

A.消波艙開孔面及側牆面加厚 

因側牆會發生破壞之原

因，其中可能是波力作用於外牆

時並非均勻分佈，如波力較偏於

一側，則會造側牆受彎矩作用產

生破壞而分離，因此，補強方案

可採用消波艙開孔面及側牆加

厚方式，來增加抵抗彎矩破壞作

用力，惟此法可能因降低開孔之

孔隙率而使堤面承受正向之波

力增大，但由現況堤體穩定分析

可知，因滑動安全係數依原設計

條件估算尚達 1.27，故增加部分

波力應不致影響堤體安全結構。 

B.消波艙內填放塊石 

此法係利用大型塊石填充

於消波艙內，除可增加堤體自重

外，亦可藉由填充艙內空間來增

加消波艙開孔面及側牆抵抗力

矩，惟此法需考量消波孔直徑與

塊石大小之關係，亦即需採用大

型塊石以防止塊石藉由消波孔

流失，有關消波效果，則可以水

工模型試驗加以確認。 

C.消波艙內填放消波塊 

此法補強原理與上述填放

塊石相同，惟考慮大型塊石取得

不易，且容易由消波孔流失之問

題，因此，可考量採用消波塊替

代，惟填放之消波塊應慎選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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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較佳且適合本計畫既有消波

艙尺寸之型式。 

(3)沉箱隙縫問題探討 

經查沉箱隙縫約達 0.4m～

1.0m，考量原先沉箱與沉箱間距在

施工時均預留 0.1m～0.2m，故首

先需釐清現有沉箱隙縫是否為受

波浪外力所產生之移動或是施工

階段因定位不當而產生之？經本

計畫結構穩定計算可知，無論是原

設計或本計畫重新推算之波浪條

件，其滑動及傾倒之安全係數都大

於 1.0，顯示現有沉箱因無受波浪

外力而產生移動之可能，故現有沉

箱隙縫應屬施工不當所造成之情

形，亦即現有沉箱隙縫應為完成初

期即發生之情形，故將不致有持續

擴大之趨勢發生。惟需注意未來隙

縫可能造成護基方塊移動或堤基

石料淘空之情形，所幸經現有勘查

結果發現，現有沉箱隙縫尚未造成

上述損壞情形，未來仍需藉由持續

監測瞭解是否有上述之損壞情

形，若一經發現因沉箱隙縫所造成

淘空之情形，將可比照本計畫所建

議之基礎淘空及護基方塊位移補

強方案辦理後續維護。 

六、沉箱式防波堤維護工法探討 

年度之定期檢測由定期檢測小組進

行檢測，對及防波堤設施進行重點式的

了解，目測混凝土表面外觀損壞狀況，

以及檢測法線變形情形、岸肩沉陷量、

鋼板(管)樁腐蝕電位…等，配合檢測評

估表，辦理檢測評估，以作為後續維護

管理之依據。 

為配合沉箱式防波堤檢測評估項

目，並綜合上述之維護管理工法依結構

位置及劣化項目，概分為水上部份及水

下部份，彙整如表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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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沉箱式防波堤維護管理工法一覽表 

 

 

 

 

 

 

 

 

 

 

 

 

七、結論 

1.經蒐集花蓮港原設計計算書，並以現

今港灣技術規範加以檢討可知： 

(1)採用本計畫之颱風波浪結果並以

平面折繞射數值模式重新推算堤

址波高比對後可知，相當外海波

高 H0’由原設計 12.7m 增加至

17.93m，波高增加達 41%，經採

用 Goda 波壓修正係數檢核後，

總波力由 381t 增加至 442t，增加

幅度達 16%，顯示原設計條件偏

危險，惟考量 20 年東防波堤現況

沉箱堤並無明顯移動現象，顯示

此設計波高尚符合實際需求。 

(2)原設計之波壓乃考量消波沉箱

90%之消能效果，但以現今消波

沉箱之規範計算，則總波力約

72%～84%之消能效果。故皆較

原設計波壓折減係數小，顯示原

設計波力計算為偏保守，故對現

有結構安全應有正面之影響。 

(3)沉箱於堤後背填塊石提供抵擋力

量，早期在無規範限制下，原計

算方式尚可接受，但若以現今規

範標準，則背堤石料所提供之抵

抗力將大為減弱，經此修正後原

設計報告其滑動安全係數(SFS)

由原來的 1.32 降為 1.16，雖仍大

於 1 但已不符合設計規範要求。 

(4)經本計畫波壓修正計算後，即使

採用最大波力保守計算下，其滑

動安全係數仍為 1.27 而高於規

範 1.2 之需求。而傾倒安全係數

經修正後，原設計安全係數反而

提升至 1.61，其值已符合規範需

求，經本計畫波壓修正後，則安

全係數上升後更偏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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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另若進一步採用本計畫推算之波

浪條件，則顯示現有堤體安全性

保守估計為 1.03 而不符合規範

需求，但若考量安全係數以大於

1.0 為判定堤體破壞之依據，則

估計現有防波堤約可承受約 50

年回歸期以上之颱風波浪。 

由上述之檢討可知，原設計乃符合

早期之設計準則，但以現今規範檢討原

設計，雖波力經重新針對波壓折減係數

修正後減少，但因早期被動土壓力有高

估的現象，因此，相互抵銷後滑動安全

係數保守估計僅提升 6%，但已可符合

現今規範需求。而傾倒安全係數因總上

揚力矩修正為於分子計算後，其值反較

原設計報告高。基此，於穩定計算上，

若以安全係數大於 1.0 作為破壞依據，

堤體結構無論是滑動或傾倒皆符合現況

安全需求，此與現況沈箱本體並無破壞

之結果一致。 

2.花蓮港防波堤主要之損害以護基

方塊及消波艙之破損為主，其現象

歸納如下：  

(1)護基方塊破損與位移 

在早期並無嚴謹之設計方法

(一般要求為 30T 以上)，但現今

規範乃採用谷本勝利之試驗公式

定之，經谷本勝利(Tanimoto)計算

結果可得本計畫方塊重量最少須

達到 43t，與原設計比較可知現況

方塊無論 A 型及 B 型重量皆大於

43t，應可符合現況環境需求，惟

由現場堤址攝影與測量結果可

知，現況方塊有明顯移動情形，

此移動現象可能為原設計波浪太

小或規範建議之方法有其限制

性，經本計畫重新推算之相當外

海波高 H0’=17.93m 重新檢核，

發現所需護基方塊重量為 104t 且

大於現況護基方塊之重量，顯示

原設計波浪條件可能不足。 

(2)消波艙之破壞 
A.以目前消波艙開孔與開孔間之

混凝土最短距離至少超過

80cm 且厚度至少 200cm 之條

件予以計算，可知至少可承受

約 112ton 之外力作力，遠大於

波力所產生之外力，由此可

知，在混凝土結構一致之條件

下，消波艙之混凝土結構應不

致產生破壞。 
B.消波艙側牆部分，由混凝土剪

力計算顯示，外牆後之側牆可

提供之剪力大於波力，而在破

壞角約為 50°兩者差值最小，

但 剪 力 仍 較 波 力 多 出 約

22.67ton，顯示在外牆受均勻

力量作用時，側牆不致於產生

剪力破壞之情形。進一步探討

側牆會發生破壞之原因，其中

可能是波力作用於外牆時並非

均勻分佈，如波力較偏於一

側，則會造側牆受彎矩作用產

生破壞而分離，但因其受力情

形不易模擬，建議應藉由詳細

數值模式加以分析研判。 
C.消波艙開孔部分，破壞主因應

為鋼筋混凝土分段施工之連貫

性不佳所致，由現場勘查可看

出，消波艙外壁頂部之混凝土

與下層之混凝土間並無完整之

接合，所以當波力作用時，消

波艙外壁僅能依靠重力所產生

摩摖力及後側隔牆支撐保持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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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當颱風大浪來襲時，若

側牆因不均勻受力造成破壞，

則將連鎖反應以致產生外壁破

壞飛離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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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航行對沿岸及港域空污預測模式之建立  

 
吳義林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教授 
賴信志  長榮大學科技工程與管理學系副教授 
蔡德明  崑山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助理教授 
張鴻良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研究助理 
楊榮元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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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敏玲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摘要 

近年空污議題受到各界重視，本研

究結合船舶自動識別系統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資料臺灣主要

商港及周遭海域船舶排放量資料，並進

行模擬分析港埠相關活動對於臺灣沿岸

地區與港區附近之空氣品質影響，尤其

是區分一次原生性污染物與二次衍生性

污染物之影響；以 Models-3/CMAQ 模

式模擬分析其對於臺灣地區之空氣品質

影響，以環保署排放清冊 (Taiwan 

Emission Data System, TEDS)建置之臺

灣地區排放量為基礎，再以 AIS 搭配勞

氏資料庫建置沿海區域之船舶排放量，

以分析船舶排放空氣污染物對臺灣地區

空氣品質之影響，模擬結果可得知臺灣

地區五大港口排放影響，其中污染物種

細懸浮微粒(PM2.5)介於 0.31% ~ 5.88%

之間，最高為小港測站之 5.88%；8 小

時平均臭氧(O3)介於 -11.13% ~ 1.45%

之間，最高為仁武測站之 1.45%；硫氧

化物(SO2)介於 0.67% ~ 33.5%之間，最

高為前鎮及復興測站之 33.5%；氮氧化

物(NOx)介於 0.29% ~ 25.1%之間，最高

為萬里測站之 25.1%。研究成果可提供

交通部、航港局與港務公司或環境保護

署在研擬港埠及沿岸地區空污對策之參

考，以建立綠色港口，使之符合國際海

事組織(IMO)與歐洲海港組織(ESPO)規

範，提升港口國際競爭力，並確保環境

永續發展。 

一、前言 

國內港埠地區空氣污染物排放，長

期以來未被列入環保管制項目重點，但

依據國內外研究顯示，港區空氣污染物

排放量對該區域污染排放總量的佔比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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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尤其是硫氧化物(SO2)與氮氧化物

(NOx)最為顯著。根據環保署最新之全

國空氣污染物排放清冊顯示港埠相關活

動於 102 年之 PM10、PM2.5、SO2、NOx、

NMHC與CO排放量佔全國排放量之比

例分別為 1.54%、2.66%、29.3%、7.91%、

0.26%與 0.56%。 

世界各國經濟活動互動頻繁且合作

密切，其遠洋船舶肩負貨運或客運在國

際間交流的重任，但伴隨而來的空氣污

染物排放問題也愈形嚴重，再加上港口

內運輸工具船舶、裝卸設備與重型卡車

等污染排放問題，已不容忽視，應分析

其對臺灣空氣品質之影響，提供交通

部、航港局與港務公司或環境保護署在

研擬港埠及沿岸地區空污對策之參考。 

本研究應用環保署之排放清冊

TEDS 的排放量資料與 AIS 推估臺灣海

域之船舶排放量，同時透過氣象局 WRF

模式所提供之氣象風場資料，採 CMAQ

模式用來模擬臺灣海域船舶與基隆港、

臺北港、臺中港、高雄港及花蓮港等主

要港口之原生性與衍生性污染物對於臺

灣本島的貢獻比例。 

二、研究目的

為提昇環境品質及維護國人健康，

環保署於 101年5月14日增訂細懸浮微

粒(PM2.5)周界空氣品質標準之 24 小時

值與年平均值分別為 35 µg/m3 與 15 

µg/m3；而為了因應細懸浮微粒(PM2.5)

之管制，環保署於 104 年 11 月 17 日頒

布「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

部分修正。並於 105 年 8 月 5 日公告各

縣市之空氣品質防制區劃分結果，結果

為除了臺東縣以外，其餘所有縣市均為

細懸浮微粒(PM2.5)之三級防制區，亦即

均未達細懸浮微粒(PM2.5)之周界空氣品

質標準，而各項管制措施已於 105 年 8

月 5 日開始生效；顯然空氣品質惡化已

成為國內目前急待解決之重要課題。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即在建立船舶

航行對沿岸及港域空污預測模式，後續

一步供相關單位擬定防治對策，以提升

國內港口的國際競爭力，並確保環境永

續發展。 

三、文獻回顧

3.1 WRF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氣象模式 

本研究採用WRF氣象模式來提供

空氣品質模式所需的氣象初始場，

WRF 是一套中尺度數值天氣預報系

統，主旨在同時滿足大氣研究和天氣

預報上的需求，它具有兩個動力核

心、數據同化系統和有利於平行運算

與系統可延展性的軟體架構，此模式

提供了廣泛的跨尺度氣象應用，從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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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尺到幾千公里。WRF 的開發起始

於 1990 年代後期，主要由美國大氣研

究中心(NCAR)與美國海洋和大氣管理

局(NOAA)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美國

氣象環境預報中心(NCEP)和當時預報

系 統 實 驗 室 (FSL) ， 空 軍 氣 象 局

(AFWA)，海軍研究實驗室，奧克拉荷

馬大學和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

共同研發。WRF 模式可以根據實際的

數據資料(觀察、分析)或理想化條件來

生成大氣模擬，WRF 模式提供天氣預

報的靈活性與有計算效率的平台。 

WRF 的兩個動力核心是依據不同

目 的 所 設 計 的 ， 分 別 為 ARW 

(Advanced Research WRF) 及 NMM 

(Non-hydrostatic Mesoscale Model)。兩

者在 WRF 架構上是相同的，但所著重

的地方不同。ARW 是由 NCAR 的

MMM( Mesoscale and Microscale 

Meteorology Division)所研發，靜力穩

定模式能夠應用於理想個案模擬、參

數化研究、資料同化研究、即時數值

天氣預報與分析、颱風模擬、區域氣

候研究、偶合模式應用及教學等，而

NMM 則由 NCEP 所研發，著重於非靜

力穩定與即時預報，可應用於即時數

值天氣預報與分析、參數化研究、偶

合模式應用及教學等。相關更詳細之

WRF 模式介紹、動力架構與物理過程

介紹可參考(Skamarock et al., 2008)。 

WRF-ARW 主要之物理過程可分

為微物理、積雲參數化、行星邊界層、

地表過程與輻射。而 WRF-ARW 的資

料 處 理 流 程 為 (1)WPS (WRF 

Preprocessing System)、(2)FDDA(Four- 

dimensional data assimilation)、(3)Post- 

Processing & Visualization Tools。 

WPS 包含定義模式模擬範圍、網

格層數、網格格點及地形投影法等，

並將模式中各種不同的地理資料內差

至模式網格的 geogrid，由其他區域模

式或全球模式產生的 GRIB 格式氣象

場，萃取出所需的氣象資料，並以較

簡 單 的 格 式 寫 入 另 一 暫 存 檔 的

ungrib，及由 ungrib 所產生的暫存檔

中，將氣象場內差至 geogrib 所定義的

網格點，作為模式的初始場及邊界條

件的 metgrid 。WRF-DA 可將傳統或

非傳統觀測的實際資料，納入 WPS 所

建立的模式初始場，此外也可將實測

資料與 WPS 所建立的初始場進行對

比，建立較為符合實際情形或較佳的

模式初始場，進而增加模式預報的準

確度。ARW Solver 為 ARW 的主程式，

由數個可進行理想個案模擬、真實資

料模擬以及數值積分之程式所組

成，所有的動量、能量之物理或化

學過程運算以及時間、空間積分均

位 於 此 部 分 。 Post-Processing & 

Visualization Tools為WRF輸出資料的

後處理過程，將模式的輸出結果經由

內差後，轉換為可讓不同繪圖軟體所

讀取的格式或利用 MET (Model 

Evaluation Tools)處理輸出結果，以進

一步來做對比驗證。 

四維數據同化 (Four-dimensional 

data assimilation(FDDA)是一種在模擬

分析或觀測分析趨勢加入一個或多個

診斷方程式，主要分為兩種網格納進

法 (Grid nudging) 和 觀 測 納 進 法

(observation nudging)，網格納進法利用

全球氣象資料的初始場資料和測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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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分析場資料進行所有網格調

整。觀測納進法主要是利用地面、探

空、船舶等觀測資料加入模式初始場

進行調整，調整過程將實際觀測的資

料和解析度較粗的全球氣象資料進行

時空的融合。 

對於複雜的中尺度系統而言，

WRF 氣象模式的模擬可彌補觀測資料

上時、空解析度的不足，對於區域的

預報有相當好的能力。經過在邊界層

參數化，積雲對流參數化以及四維資

料融入等各方面的改進，目前此模式

已廣泛地被國內外氣象與空氣品質模

式之模擬研究。Li 等人在美國德州的

春季進行 WRF-CMAQ 模式研究垂直

臭氧結構，在 WRF 模式模擬溫度和風

場結果使用客觀分析(使用方法有相關

係數，IOA，RMSE，絕對值誤差，偏

差量 ) ，其結果誤差表現良好 (Li 

&Rappengluck, 2014)。其他文獻在東亞

地區使用 WRF-CAM5 進行模擬評估

氣象結果以及 CO, NO2, O3，再對污染

物化學變化影響的溫度、濕度、風場

和降水及雲變量等氣象因子進行解

析，統計與地面測站的觀測值誤差溫

度 在 偏 差 量 為 -1.0 ℃ ， 水 氣 為

0.04g/kg，風速在 0.3m/s，降水偏差

0.4mm/day(He et al., 2017)，Zhao 等人

評估中國地區的 PM2.5 來源，使用了

WRF 及 CMAQ 氣象模式和空氣品質

模式評估，在 WRF 模式分析了風速、

風向、溫度及濕度，在溫度月平均充

分被 WRF 模式所預測，偏差(Bias)與

絕對值誤差(GE)符合建議的性能規範

(Bias 在≤±0.5，GE 為≤2)，風速部份大

致落在模式性能建議的標準(Bias 在

±0.5m/s 內，RMSE 在 2m/s 內)(Wang et 

al., 2015)，顯示 WRF 模式可掌握區域

大氣環境。 

3.2 Models-3/CMAQ 模式 

為了同時分析原生性與衍生性空

氣污染物之影響，本研究選用之空氣

品質模式為 Models-3/CMAQ，此模式

為美國第三代空氣品質模式的簡稱，

並經我國環保署認可。此一模式之最

大 特 色 即 在 『 一 個 大 氣 』

(One-Atmosphere)的觀念。傳統的模式

大多僅針對單一物種或單相物種進行

模擬，例如 RADM2 (Regional Acid 

Deposition Model)主要針對氣態之光

化物種而 RPM (Regional Particulate 

Model)則主要針對固態污染物進行模

擬。然而實際的大氣中，所有的物種

均具有緊密的相關性，例如與臭氧累

積具有高相關性的 NOx，其最終產物

為 HNO3，而 HNO3實際上與酸沈降及

懸浮微粒之硝酸鹽(nitrate)成分相關性

甚高；另一個與臭氧累積有關的 VOCs

物種，在光化的過程中，亦會產生有

機碳的固態成分；此外，在氣固相轉

換的過程中，由於形成的粒狀物粒徑

均甚小，亦容易阻礙光線的行進而造

成能見度的問題，凡此均為一個複雜

的大氣所造成。因此，在白天主要由

OH 自由基所引發的光化反應機制

中，不但可造成臭氧問題，亦與懸浮

微粒、酸性沈降、能見度問題具有密

不可分的相關性，Models-3 即是建立

在一個大氣的架構上所開發的模擬工

具，本研究之多污染物成分的綜合分

析 將 以 空 氣 品 質 模 式 Models-3/ 

CMAQ 同時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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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3/CMAQ 為三維的空氣品

質模式，屬於網格模式的一種，此網

格模式的特色為使用多層次網格，模

式中各網格之設定基準如表 1，圖 1 為

本研究之Models-3/CMAQ模擬分析的

區域，其主要的模擬區域為 D4 區，網

格大小為 3km*3km，而 D3 網格則為

9km*9km，至於 D4 區域的邊界濃度則

以 D3 模擬之結果代入，此一網格規劃

即為多層次網格。使用多層次網格具

有相當多的優點，由於主要的模擬區

域為 D4 區，其範圍雖然不大，然而為

求模式結果的準確性，常需要擴大模

擬區間，不過若擴大的模擬區間中，

網格仍以 3km*3km 大小進行模擬，由

於巨大的網格點將導致電腦計算時間

的倍增，使模擬工作難以快速的完

成，而缺乏模式的時效性。若使用多

層次網格模式，則可將網格點簡化，

且由於離模擬區域較遠的網格對於模

擬區域的影響較小，因而加大網格大

小對於模式的準確度不致造成影響，

故可兼顧模擬時的 CPU 處理器時間及

準確性。此外，Models-3/CMAQ 使用

者介面為傳輸速度較快的  I/O API 

(Input/Output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介面，對於模式所需資料庫的

讀取與儲存均較傳統的三維模式快

速。 

 

 

 

 

 

 

 

 

 

 

 

 

圖 1 Models-3 多層次網格示意圖 

 

表 1 本研究模擬模式採用的設定基準 

  Domain1 Domain2 Domain3 Domain4 

大 

氣 

模 

式 

Vertical Layer 45 45 45 45 

Grid Size 91  91 166  169 223  223 223  223 

FDDA Yes Yes Yes No 

Land use 20 20 20 20 

PBL YSU YSU YSU YSU 

空 

品 

模 

式 

Resolution 81 km 27 km 9 km 3 km 

Vertical Layer 6 15 15 15 

Grid Size 70  80 70  80 70  80 90  135 

Aerosol Mod Aero6 Aero6 Aero6 Aero6 

Chemical CB05 CB05 CB05 C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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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3/CMAQ 之主要運算核心

稱 為  Community Multi-Scale Air 

Quality(CMAQ) modeling system，經由

WRF 取得之氣象資料與 SMOKE 運算

之排放量資料，最後均輸入 CMAQ

中，以進行化學機制之模擬。整個模

擬工作可約略分為三大部分： 

1.氣象模組： 

CMAQ以廣泛使用的WRF模式

作為氣象資料的提供者，詳 3.1 小

節。WRF 除了提供氣象資料外，亦

提供模式所需要的土地利用型態及

巢狀網格資訊。在 I/O API 檔案的轉

換中， CMAQ 以 Meteorological- 

Chemistry Interface Processor(MCIP)

模組進行WRF資料之轉換，在MCIP

模組中可重新計算混合層高度。以

MCIP 轉換後的氣象資料可提供排放

資料庫處理及最後化學機制模擬時

之用。MCIP 模組為 Models-3 的首要

工作，這是由於經過 MCIP 產生的檔

案為模式所需要氣象資料檔，裡面包

含有雲層厚度資料、風速風向、土地

利用型態、及地形高層資料等等資

訊，這些資訊為後續的排放源處理

(SMOKE)及模式核心模擬(CCTM）

所必須使用的參數。 

2.排放量資料庫： 

CMAQ 在排放量資料處理中，

允許 Models-3 Emission Processing 

and Projection System (MEPPS)模組

或 Sparse Matrix Operator Kernel 

Emissions System (SMOKE)模組進

行處理。SMOKE 的處理分為四部

分：點源、線源、面源及生物源，點

源部分除了較面源多考慮了氣團的

煙流上升效應外，另外加入氣團對於

網格化的影響(Plume in Grid)；在移

動源(線源)的模擬情況中，SMOKE

可將移動源分兩種輸入模式進行模

擬，第一種使用機動車輛行駛里程數

及車輛型態進行模擬(MVK)，第二種

則直接以排放量進行模擬。 

3.化學傳輸模擬： 

CMAQ Chemical-Transport Modeling 

System(CCTM)模組為整個模式的處

理核心，CCTM 包含擴散、傳輸、化

學反應機制、雲程序及氣膠反應等等

模組。CMAQ 為主要的 Models-3/ 

CMAQ 核心，其使用介面為 I/O 

API，具有可額外增加模組的特性，

使模式具有擴增性及未來性。至於

CMAQ 的機制模組則建立於 CCTM 

(CMAQ Chemical- Transport Modeling 

System)中，CCTM 具有可增加及調

整不同機制的功能，例如現階段空氣

品質模式主要的模擬機制為 CB-05、

CB-IV 及 RADM2，使用 CCTM 即可

隨時轉換成各種機制，而無須改變原

始程式碼。此外，於 CCTM 中尚可加

入雲模組、擴散與傳輸模組、氣膠模

組及煙模組式(Plume in Grid)等等，而

這些模組是可以選擇的，亦即模式操

作者可以選擇不同的雲模組或是氣

膠模組來進行模式操作者的模擬工

作，以利於模式在不同區域的模擬。 

輸出介面部分：由於 Models-3

的輸出檔亦為 I/O API 介面，因而資

料的使用需要經過轉換，轉換後的資

料可以 SAS 或其他相關的統計軟體

進行分析，或直接以 PAVE 等繪圖軟

體進行資料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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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環保署公布 TEDS 9.0

排放清冊資料，以 Models-3/CMAQ 模

擬分析 2013 年各空品區之點源、線源與

面源的粒狀物 (particle) 、硫氧化物

(SO2)、氮氧化物(NOx)與非甲烷碳氫化

合物(NMHC)對於細懸浮微粒(PM2.5)及

臭氧(O3)濃渡之影響，為確保模擬之準

確性，其結果須符合環保署公告之模式

性能評估規範，以下將說明其規範值及

性能評估結果。 

依據環保署 2015 年公告之模式模

擬性能評估規範，於模擬 PM10 或 PM2.5

時，需同時比較 PM10 或 PM2.5、SO2 及

NO2 濃度之模擬結果與觀測值；於模擬

O3 時，需同時比較 O3、NO2 及 NMHC

濃度之模擬結果與觀測值。其中懸浮微

粒(PM)之模式模擬性能評估規範如表

2 所示，其細懸浮微粒之配對值分數偏

差(MFB)介於-35% ~ 35%之間，配對值

絕對分數偏差(MFE)則為小於 55%，且

相關係數 R 要大於 0.5；而 SO2 與 NO2

之配對值分數偏差(MFB)須介於-65% 

~ 65%之間，配對值絕對分數偏差(MFE)

則為小於 85%，且相關係數 R 要大於

0.45。 

表 2 懸浮微粒之模式模擬性能評估規範 

懸浮微粒 

項目 MFB MFE R 值

PM2.5, PM10 ±35% <55% 0.50

SO2, NO2 ±65% <85% 0.45

臭氧(O3)之模式模擬性能評估規範

則如表 3 所示，其臭氧之非配對峰值常

化偏差(MB)介於-10% ~ 10%之間，配對

值常化偏差(MNB)介於-15% ~ 15%，配

對值絕對常化誤差(MNE)則為小於 35%

且相關係數 R 要大於 0.45；而 NO2 與

NMHC 配對值常化偏差(MNB) 介於 

-40% ~ 50%，配對值絕對常化誤差

(MNE)則為小於 80%且相關係數R 要大

於 0.35。 

表 3 臭氧之模式模擬性能評估規範值 

臭氧

項目 MB MNB MNE R 值 

O3 ± 10% ± 15% 35% 0.45 

NO2, NMHC - -40%~50% 80% 0.35 

進行上述定量指標分析時，除模擬

區域範圍內全部測站之平均結果須符合

各定量指標標準值外，各指標於模擬區

域範圍內符合其標準值之測站數須達到

該模擬區域範圍內總測站數之 60%以

上。 

本研究模擬期程為基準年 2013 年

之 TEDS 9，故首先說明 2013 年之模式

模擬性能評估結果，並區分成細懸浮微

粒與臭氧 2 個案例分別分析。表 4 為春

秋兩季細懸浮微粒之模式模擬性能評估

結果，其中 PM2.5 全臺灣之配對值分數

偏差為 -6.3 %，配對值絕對分數偏差為 

38.1 %，相關係數則為 0.683；且 SO2

與 NO2之配對值分數偏差、配對值絕對

分數偏差與相關係數依序分別為 -19.8 

%、59.5 %、0.577 及 -23.9 %、43.8 %、

0.616。 

表 5 及表 6 為臭氧之模式模擬性能

評估結果，其中 O3全臺灣之配對值分數

偏差為 11.0 %，配對值絕對分數偏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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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相關係數則為 0.553；且 NO2

與 NMHC 之配對值分數偏差、配對值

絕對分數偏差與相關係數依序分別為 

-5.6 %、57.8 %、0.532 及 60.5 %、89.9 

%、0.408。非配對峰值常化偏差則為

12.5%，相關係數 0.646。 

表 4 細懸浮微粒之模式模擬性能評估結果 

MFB 符合站數比 MFE 符合站數比 R R 符合比例 

PM2.5 -6.3% 84.9% 38.1% 93.2% 0.683 83.6% 

SO2 -19.8% 93.2% 59.5% 87.7% 0.577 12.3% 

NO2 -23.9% 84.9% 43.8% 94.5% 0.616 71.2% 

 

表 5 臭氧之模式模擬性能評估結果(1/2) 

MNB 符合站數比 MNE 符合站數比 R R 符合比例 

O3 11.0% 59.2% 24.3% 95.8% 0.553 90.1% 

NO2 -5.6% 76.7% 57.8% 93.2% 0.532 89.0% 

NMHC 36.5% 40.5% 69.9% 45.9% 0.408 75.7% 

 

表 6 臭氧之模式模擬性能評估結果(2/2) 

MB 符合站數比 R R 符合比例 

O3 8.5% 35.2% 0.646 94.4% 

五、研究結果 

本研究於分析基隆港、臺北港、臺

中港、高雄港及花蓮港等臺灣 5 大主要

商港與沿海航行船舶排放之空氣污染物

對臺灣地區空氣品質之影響時，係以基

本案例與無排放源案例之差值分析各排

放源之影響，而將探討之成份包括原生

性 SO2 與 NOx 及衍生性細懸浮微粒與

臭氧等。為配合 TEDS9.0 資料庫之時間

(2013 年)，本研究係進行 2013 年 4 月與

10 月之案例分析。 

 

5.1 CMAQ 基準年分析 

經 2013 年 4 月及 2013 年 10 月

CMAQ 模擬基本案例結果，分別擷取環

保署測站共 76 站位置，分布如圖中紅色

三角形符號，再依個別測站之位置與污

染物濃度，使用繪圖軟體繪製等濃度

圖，並切除臺灣本島外圍海域地區，即

可得到濃度空間分布圖，如圖 2 至圖 5

分別為 CMAQ 模擬臺灣全區之細懸浮

微粒(PM2.5)以及臭氧(O3)的基本案例結

果。依序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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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PM2.5濃度最高為 46.0 μg/m3，位於

小港測站，其次為仁武站之 35.2 

μg/m3 ，第三高則為前鎮站之 33.8 

μg/m3，主要分布位於高雄市區沿海一

帶；且其中硫酸鹽(SO4
2-)最高濃度為 9.8 

μg/m3，位於小港站，硝酸鹽(NO3
-)最高

濃度為潮州之 9.1 μg/m3，銨鹽(NH4
+)最

高濃度則為橋頭站之 4.8 μg/m3。小時最

大臭氧濃度最高濃度為 78.4 ppb，位於

萬里站，其次為陽明站之 78.2 ppb，第

三高則為永和站之 78.1 ppb，主要分布

位於北部基隆、臺北一帶，亦有部分位

於高屏山區附近；且其中二氧化硫(SO2)

最高濃度為 26.9 ppb，位於小港站，二氧

化氮(NO2)最高濃度為小港之 37.8 ppb，

揮發性有機物(VOC)最高濃度則為板橋

站之 588.9 p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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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基準年 2013 年 4 月細懸浮微粒模

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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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基準年 2013 年 4 月臭氧模擬結果 
 

2013 年 10 月： 

PM2.5濃度最高為62.6 μg/m3，位於

小港測站，其次為仁武站之47.6 μg/m3，

第三高則為前鎮站之45.6 μg/m3，主要分

布位於高雄市區沿海一帶；且其中硫酸

鹽(SO4
2-)最高濃度為12.9 μg/m3，位於小

港站，硝酸鹽(NO3
-)最高濃度為潮州之

12.0 μg/m3，銨鹽(NH4
+)最高濃度則為小

港站之6.8 μg/m3。小時最大臭氧濃度最

高濃度為107.3 ppb，位於屏東站，其次

為美濃站之103.9 ppb，第三高則為潮州

站之100.4 ppb，主要分布位於高雄及屏

東山區附近，同時往北延伸至臺中、南

投部分區域；且其中二氧化硫(SO2)最高

濃度為30.3 ppb，位於小港站，二氧化氮

(NO2)最高濃度為小港之43.3 ppb，揮發

性有機物(VOC)最高濃度則為板橋站之

428.3 p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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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基準年 2013年 10月細懸浮微粒模

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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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基準年 2013年 10月臭氧模擬結果 

5.2 CMAQ 臺灣五大港口影響 

使用 CMAQ 三維網格模式分別模

擬 2013 年 4 月及 2013 年 10 月之基隆

港、臺北港、臺中港、高雄港及花蓮港

等臺灣五大港口污染排放影響，再將各

港口之影響加總合計，擷取環保署測站

共 76 站位置之貢獻比例，分布如圖中紅

色三角形符號，再依個別測站之位置與

貢獻比例，使用繪圖軟體繪製等濃度

圖，並切除臺灣本島外圍海域地區，即

可得到濃度空間分布圖，如圖 6 至圖 8

分別為 CMAQ 模擬 4 月、10 月及兩個

月平均之細懸浮微粒 (PM2.5)、臭氧

(O3)、硫氧化物(SO2)及氮氧化物(NOx)

之結果。依序說明如下。 

2013 年 4 月： 

4 月之五大港口合計之貢獻比例

中，PM2.5介於 0.48% ~ 5.88%之間，貢

獻比例最高位於小港測站之 5.88%，其

次為林園站之 5.22%，第三高則為前鎮

站之 4.59%；8 小時平均 O3介於-11.13% 

~ 0.39%之間，貢獻比例最高位於橋頭測

站及楠梓測站之 0.39%，其次為仁武站

之 0.32%，第三高則為阿里山站之

0.25%；SO2介於 0.67% ~ 30.08%之間，

貢獻比例最高位於前鎮及復興測站之

30.08%，其次為小港站之 28.77%，第三

高則為林園站之 27.11%；NOx 介於

0.44% ~ 19.44%之間，貢獻比例最高位

於小港測站之 19.44%，其次為萬里站之

18.47%，第三高則為林園站之 15.41%；

而各污染物種之影響範圍則主要位於臺

灣地區西南沿海一帶，部分落在中部沿

海以及基隆市沿海區域，亦有少部分位

於花蓮市區域。其中貢獻比例負值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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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為臭氧被消耗之結果，即 NO 滴定效

應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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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013 年 4 月五大港口合計影響 

 

2013 年 10 月： 

10 月之五大港口合計之貢獻比例

中，PM2.5介於 0.31% ~ 5.24%之間，貢

獻比例最高位於前鎮及復興測站之

5.24%，其次為小港站之 5.16%，第三高

則為潮州站之 4.86%；8 小時平均 O3介

於-6.53% ~ 1.45%之間，貢獻比例最高

位於仁武測站之 1.45%，其次為左營站

之 1.37%，第三高則為楠梓站之 1.33%；

SO2介於 1.79% ~ 33.51%之間，貢獻比

例 最 高 位 於 前 鎮 及 復 興 測 站 之

33.51%，其次為小港站之 25.77%，第三

高則為潮州站之 20.70%；NOx 介於

0.29% ~ 25.07%之間，貢獻比例最高位

於萬里測站之 25.07%，其次為小港站之

16.45%，第三高則為基隆站之 10.31%；

PM2.5 及 SO2 影響範圍主要位於臺灣地

區西南沿海一帶，而 NOx 影響範圍則靠

近基隆市區一帶。其中貢獻比例負值之

產生為臭氧被消耗之結果，即 NO 滴定

效應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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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2013 年 10 月五大港口合計影響 

 

2013 年平均： 

將4月及10月兩個月平均之五大港

口合計貢獻比例中，PM2.5介於 0.41% ~ 

5.52%之間，貢獻比例最高位於小港測

站之 5.52%，其次為前鎮及復興站之

4.91%，第三高則為林園站之 4.66%；8

小時平均 O3介於-8.83% ~ 0.88%之間，

貢獻比例最高位於仁武測站之 0.88%，

其次為楠梓站之 0.86%，第三高則為橋

頭站之 0.79%；SO2介於 1.38% ~ 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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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貢獻比例最高位於前鎮及復興測

站之 31.79%，其次為小港站之 27.27%，

第三高則為林園站之 23.58%；NOx 介

於 0.48% ~ 21.77%之間，貢獻比例最高

位於萬里測站之 21.77%，其次為小港站

之 17.94% ，第三高則為林園站之

12.40%；各污染物種之影響範圍主要位

於臺灣地區西南沿海一帶，部分落在中

部沿海、基隆市沿海及東部花蓮沿海區

域。其中貢獻比例負值之產生為臭氧被

消耗之結果，即 NO 滴定效應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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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2013 年平均五大港口合計影響 

六、沉箱式防波堤維護工法探討 

本研究目的在建立船舶航行對沿岸

及港域空污預測模式，以提升國內港口

之國際競爭力，並確保環境永續發展。

本研究結論分別詳述如后： 

五大港口排放影響比較，2013 年 4

月細懸浮微粒影響最高為小港測站之

5.88%，8 小時平均臭氧影響最高為橋頭

測站及楠梓測站之 0.39%，硫氧化物影

響最高為前鎮及復興測站之 30.08%，氮

氧化物影響最高則為小港測站之

19.44%。 

五大港口排放影響比較，2013 年 10

月細懸浮微粒影響最高為前鎮及復興測

站之 5.24%，8 小時平均臭氧影響最高

為仁武測站之 1.45%，硫氧化物影響最

高為前鎮及復興測站之 33.51%，氮氧化

物影響最高則為萬里測站之 25.07%。 

本研究成果可提供航港局、臺灣港

務公司、縣市政府、環保署等機關參考，

俾利擬定相關防治對策，以改善港域空

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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