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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早期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及橋梁管理模組維護 

鄭明淵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特聘教授 

吳育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專案助理教授 

邱建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教授 

廖國偉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副教授 

林雅雯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要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委託研究計畫

建置之臺灣公路早期防救災決策支援

系統(Taiwan Road Early Nature Disaster 

prevention Systems，以下簡稱 TRENDS)

因應臺灣橋梁因天然環境因素，遭受洪

水與地震等災害時倒塌或斷裂的機率

極高之問題而開發。考量到橋梁防災分

析與評估方法逐年修正，本研究針對以

下不同領域進行系統模式更新、提高分

析準確度，並確認系統實用性及穩定

性，包括：(1)鋼結構橋梁維護分析模式

精進、(2)橋梁整體耐震能力評估模式選

取一座橋梁分析、(3)橋梁振動檢測案例

分析、(4)災後橋梁巡查與檢測路線規劃

模式模組建置。本研究成果包含已建置

公路總局轄管橋梁維護策略最佳化模

式，並提供可查詢之功能模組，提升使

用者查詢便利性。以公路總局所轄管之

橋梁-中坑高架橋為例進行橋梁整體耐

震能力分析。至南雲大橋進行雨季前後

振動頻率量測，並確認量測方法與外在

干擾來源。最後建置橋梁災後巡檢路線

規劃模組，可於線上進行巡檢路徑之規

劃。

一、前言 

本研究進行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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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本所近期研究之分

析模組及成果，並確認系統實用性及穩

定性。本研究至公路總局某一個養護工

程處進行系統介紹與訪談，藉由訪談讓

公路橋梁管理單位更了解系統特性，並

由訪談過程了解橋梁管理單位實務運

作情形及使用需求，作為本研究系統與

研究方向修正之依據。本研究預計新增

與更新項目除系統維護外另包括： 

1.1 鋼結構橋梁維護策略 

鋼結構橋梁風險分析及單橋維護

策略分析模式擴展至群橋風險管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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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橋維護策略，並與前期「橋梁殘餘壽

齡與保全評估決策模式之研發」鋼筋混

凝土群橋風險管理及維護策略成果結

合，建置公路總局轄管橋梁(含鋼筋混凝

土橋及鋼橋)風險分析資料庫、風險評估

與查詢功能模組。 

1.2 整體橋梁耐震能力評估 

進行 1座整體橋梁耐震能力側推案

例，持續蒐集整體橋梁耐震能力評估案

例並納入系統資料庫。 

1.3 橋梁振動頻率方面 

選取 1座橋梁安裝 2組以上速度計

同時進行橋梁多點頻率量測，藉以了解

振動頻率雜訊來源與變動原因。 

1.4 橋梁巡查與檢測路徑規劃 

精進災後橋梁巡查與檢測路線規

劃模式，建置模組。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為進行臺灣公路早期

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TRENDS)維運，

並針對以下不同領域進行系統模式更

新、提高分析準確度，確認系統實用性

及穩定性，包括：(1)鋼結構橋梁維護策

略擬定。(2)整體橋梁耐震能力評估模

式。(3)橋梁振動頻率之驗證。(4)橋梁巡

查與檢測路徑規劃之精進。

三、橋梁維護策略最佳化文獻回顧 

各個國家在定義橋梁維護優選排

序時，考量之因素與方法眾多，其考慮

之因素差異相當大，如道路之重要性等

級、維護成本的最低估算、政策、替代

道路長短、道路等級與橋梁生命週期成

本、橋梁管理單位維護預算限制等方式

來管理橋梁之維護策略。目前國內之研

究與美國相似，以重要性相關因子權重

的方式決定。本研究整理出國內與國外

目前橋梁維護排序方法與各國橋梁管

理單位優選排序考量之因素，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國內外橋梁維護優先順序文獻

蒐集 

國家/系統 橋梁優先排序考量因素 

臺灣 1. 橋梁的重要性等級   

2. 結構性指標  

3. 特殊性指標  

4. 服務性指標        

5. 易損性指標 

芬蘭 維護的指標(結構元件

的破壞程度和傷害造成

維護的緊急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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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系統 橋梁優先排序考量因素 

法國 1. 橋梁的情況 

2. 道路等級 

3. 地方管理單位的有限

預算  

4. 政治  

5. 地方政府維護的可行

性(考察與維護) 

挪威 1. 橋梁破壞的程度與後

果 

2. 調查並考量技術性或

替代策略 

3. 評估價值工程(直接

成本與非直接成本) 

美國加州 

(DOT) 

效率成本比率 

美國各州 

(未含加州) 

橋梁的重要性等級 

國家/系統 橋梁優先排序考量因素 

德國 1. 橋梁的情況 

2. 橋梁破壞的程度與後

果 

3. 道路等級 

4. 橋面板的淨空度 

5. 交通安全 

6. 合宜的人員 

比利時 結構物可靠度的風險 

葡萄牙 1. 橋梁的情況 

2. 傷害的範圍與結果 

3. 交通的安全性 

4. 維護成本的最小化 

英國 1. 全生命週期 

2. 安全性指標 

3. 政治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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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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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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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TRENDS系統概念 

 

 

3. 預警通報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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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中各個模組以模式庫方式呈

現，而且各個模組均可配合資料的改變

來更新模式中的參數，使模組能應付現

實狀況的改變，同時亦可反覆執行指定

模組，以確保使用者可以得到所需之決

策支援，進而達到模組管理的功能，如

圖 2所示。 

目前公路橋梁管理單位所使用之

系統包含 TBMS、公路防救災資訊系統

(以下簡稱 BOBE)、公路防救災 GIS 決

策支援系統(以下簡稱 TGIS)與臺灣地

震損失評估系統 TELES。各系統之目的

與決策評估方法皆不同，以下用表格方

式統整各系統與 TRENDS 間之差異比

較，如表 2所示。 

 

 

 

(1)系統使用需求 (2)系統發展概念研擬

對話介面

資料管理模式管理

資料交換平台
資料庫

相關災害資訊 分析模式

使用者

安全評斷機制
與預警通報

1.易於進行資料查詢及分析

2.提供橋梁基本、災害、監測

相關資訊

3.GIS圖形化網頁介面

根
據
需
求
研
擬
系
統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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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
TRENDS

氣象局

         地震特報、雨量
   (地震規模、震央位置、深  
      度、豪雨特報等)

顧問公司

       橋梁監測評估值
(警戒、行動值)

TBMS

       橋梁基本資料
D.E.R.U檢測資料

水土保持局

  土石流潛勢溪流警戒區域

水利署

   重要溪流水位高程監測

      橋梁通阻檢測分析

資料交換平台

 橋梁通行失敗之機率
 橋梁各種損壞程度之機率

 系統維護模組

AS

E-mail

AS

AS

AS

Database to Database

 自動通報模組

邊坡管理系統

             邊坡資料
AS

 :跨河橋梁安全預
警系統架構

:交通工程防災預
警原有系統架構

 :公路防救災決策支
援系統原有架構

道路邊坡自動化監測系統

     邊坡地滑即時監控資訊

      邊坡地下水位即時資訊

AS

公路防救災管理系統

    道路通阻資訊
AS

全國路況資訊中心 

    交通事件資訊
AS

 災害資訊管理
      模組

跨河計畫所架設監測儀器

  跨河橋梁監測儀器值
AS

AS:軟體代理人

港研中心大氣腐蝕實驗室

  大氣腐蝕資料庫
AS

 :橋梁通阻檢測分
析功能架構

AS
 救災規劃模組

   橋梁資料
    管理模組

   

    邊坡資料
    管理模組

 道路(隧道)資  
  料管理模組

GIS資料
管理模組

  :橋梁殘餘壽齡與保全評
估決策模式

 

圖 2、TRENDS系統模組 

 



 6 

表 2、TRENDS與其他系統比較 

類

別 
系統 

TRENDS與各系統比較 

同 異 

基

本

資

料 

TBMS 

TRENDS 採 用

TBMS建置之基本

資料進行後續分

析。 

1. TBMS 目前所保留之基本資料作為耐震能力

與耐洪能力評估之需求尚不足。 

2. TRENDS 系統納入規劃設計階段參數，並可

自動化分析評估橋梁於耐震與耐洪之安全

性，提供防災預警之決策支援。 

地

震

災

害 

TELES 

由橋梁之降伏加

速度(Ay)與破壞加

速度(Ac)計算求得

各橋梁之通行失

敗機率 

1. TELES 為都市整體災害潛勢分析，故建築

物、交通設施皆納入分析範圍。 

2. TRENDS 藉由人工智慧推論模式，並加入橋

梁鋼筋材料劣化之因素，推論未進行詳細評

估(側推分析)橋梁之耐震能力。經與 TELES

驗證比較可提升地震耐震能力推論值之準確

性。 

TBMS 

以橋梁所在地之

震度為通報標準 

TRENDS 除了橋梁所在地震度以外，由橋梁之

降伏加速度(Ay)與破壞加速度(Ac)計算求得各

橋梁之通行失敗機率。 

洪

水

災

害 

BOBE 

接收中央氣象局

QPESUMS 雷達降

雨預報資料。 

1. BOBE 以橋梁跟上游集水區雨量站之迴歸關

係式訂定雨量站門檻值。 

2. TRENDS 系統以大甲溪流域為例，從首先中

央氣象局接收雷達降雨預報，接著進行集水

區演算、地表漫地流演算、河道一維水理演

算、水庫演算，推估河道之流量、水位、流

速與沖刷深度，然後計算橋梁之耐洪安全係

數作為即時及未來 1 小時橋梁預警之依據。

分析結果如超過警戒值，則自動啟動預警通

報機制，提早通報橋梁管理單位，爭取防災

應變之黃金時間，給予用路人生命財產更多

的保障。 

TGIS 

以 Google 底圖為

展示平台。 

TGIS 僅為圖資展示之平台，無分析功能，

TRENDS 之地震、洪水安全評估分析結果可作

為 TGIS圖資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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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系統 

TRENDS與各系統比較 

同 異 

道

路

邊

坡 

BOBE 

根據邊坡歷史崩

塌紀錄訂定邊坡

強降雨與累積降

雨之門檻值。 

1. BOBE依據過去崩塌紀錄擬定門檻值，並在每

次豪雨事件後，開會檢討修正門檻值。 

2. RENDS根據歷史紀錄，分析災害發生時之雨

量資料。最後，根據雨量參數分析結果，分

別將發生可能性 30%和 50%之降雨值訂定為

降雨基準值上下限。 

維

護

策

略 

TBMS 

TRENDS 採 用

TBMS 建 置 之

DER&U 巡檢紀錄

進行後續分析。 

1. TBMS 僅記錄歷史 DER&U 巡檢紀錄未建議

何時維護之方案。 

2. TRENDS 分別探討橋梁可視(Visible)與不可

視(潛勢)(Invisible)危害 2風險類別，並將橋梁

在維護或是斷橋風險下造成經濟損失之用路

人成本納入考量，建立橋梁維護風險成本分

析模式，並分別提出單橋或群橋維護策略。 

五、系統修正訪談 

本研究於 105年 10月 20日至公路

總局應變中心進行訪談會議，藉由訪談

公路管理單位人員，做為系統功能精進

與加強之依據(如圖 3)。 

會議中依 1.地震破壞潛勢評估、2.

颱洪跨河橋梁安全預警、3.橋梁振動頻

率檢測、4.道路邊坡災害預警及決策支

援、5.橋梁耐震耐洪設計與維護階段防

災預警整合、6.橋梁保全評估與養護經

費決策支援、7.自動通報機制等主題，

簡報系統成果，再針對討論課題，分別

進行討論。 

  

 

 

圖 3、公路總局應變中心訪談會議 

 

今年度 107年 6月 4日訪談公路總

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橋梁業務承辦人

員，該承辦人員業務為負責橋梁道路維

護管理經費編列，亦有工務段服務之經

驗，因此訪談可同時了解工務段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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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之養護經費編列與使用之流程。 

訪談內容涵蓋三大層面問題，分別

為：分析方法、系統介面、研究成果與

實務面之應用。訪談主要結論為目前實

務上維護策略常額外考量橋梁長度、跨

徑或跨數等橋梁規模等因素，但在目前

的研究架構下，並沒有針對較重點橋梁

特別考量，而是轄管所有橋梁求得風險

成本最小化。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考量

橋梁風險成本、橋梁長度、跨徑或跨數

等多項搜尋目標並建立最佳化維護策

略。

六、鋼結構橋梁維護分析模式精進 

本研究將公路總局轄管的鋼筋混

凝土橋梁與鋼橋同時進行群橋維護成

本最佳化分析。在橋梁管理單位有限維

護預算下，搜尋群橋生命週期最佳維護

時機與最小成本。本階段參考相關文獻

成果[邱建國等，2014]建立群橋成本維

護最佳化模式，在 20 年橋梁壽齡中，

各橋梁在不同時機維護，其損壞機率與

維護成本不同，群橋維護之時間點組合

方案眾多較難以估計，若採傳統試誤法

等方式求解，將無法在短時間內求得。

因此本研究使用生物共生演算法

(SOS)，分別計算不同維護方案之風險

影響程度，再以最佳化模式找出群橋生

命週期總風險成本最低之維護組合。此

方法以保持生物共生時的多樣性及加

速收斂的效果，搜尋最佳化結果，使得

群橋維護總成本最低，如此橋梁管理單

位即可依此規劃長程群橋之維護策

略，俾利將有限資源做最有效運用。此

階段分成 3部分做介紹，分別為建立目

標函數與限制式、生物共生演算法最佳

化搜尋及群橋生命週期維護成本最佳

化。流程如圖 4所示。

 

 
圖 4、群橋維護成本最佳化流程圖 

橋梁風險影響程度

結束

建立目標函數與限制
式

群橋生命週期維護
成本最佳化

生物共生演算法
最佳化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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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目標函數與限制式 

將各橋之風險期望成本 EB(Cost)

加總可得到群橋風險期望成本，而群橋

維護最佳化之目標方程式，係以各工程

處之預算為限制條件，找出群橋生命週

期最小的風險期望成本 EGT(Cost)，如

公式(1)。 

 (1) 

式(1)中：  

EGT(COST)：群橋風險成本(Total Risk 

Cost of Group Bridges)  

EBij：同一工程處各橋梁 j，與 i年內之

風險成本總和。 

本模式之限制式為橋梁管理單位

的維護預算，以第 i年為例，最佳化需

滿足第 i年之預算限制。在生物共生演

算法最佳化搜尋過程中會用隨機組合

之方式，來找出滿足最小群橋風險成本

EGT(Cost)同時又滿足限制式的維護策

略。 

2. 生物共生演算法最佳化搜尋 

現今的啟發式演算法通常是模擬

自然界生物的現象，例如蜂群演算法

ABC(Artificial Bee Colony)模擬蜜蜂成

群地覓食特性；遺傳算法 GA(Genetic 

Algorithm)模擬自然進化的過程，粒子

群 優 化 算 法 PSO(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模擬動物群聚行為。而生

物共生搜尋演算法 SOS 模擬生物體間

的交互共生作用做配對，用於搜索生物

體間最合適的交互共生作用關係，SOS

演算法主要的特點是可以解決空間維

度連續數值的最佳化搜尋。 

本研究使用之生物共生演算法

（SOS），其靈感來自生然生態系統中

生物之間的互動模式，SOS主要使用三

種計算策略分別為互利共生、片利共生

和寄生，以模擬自然生態的共生模式。

另外 SOS 演算法的三個階段在操作上

是容易的，只需要用簡單的數學運算法

則。此外，相較於同類演算法，SOS不

使用微調的參數，並提高了性能的穩定

性，比同類演算法使用較少的控制參

數，還能夠解決各種數值最佳化之問

題，其在尋優與運算時間表現均優於目

前被廣為應用之基因演算法 (Genetic 

Algorithms， GA)與粒子群演算法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 

生物共生演算法是以其他演算法

為研究基礎所發展出的演算法，SOS可

在搜尋空間不斷地迭代候選解，進而求

得全域最佳解。在 SOS 演算法中，初

始假設數值空間是一個生態系統，在這

個生態系統搜尋空間中，會有一組隨機

生成的生物群，生物群中的每一個生物

體代表一個對應問題的候選解，同時每

一個生物體在生態系統中也代表一組

目標適存值(Fitness value)，這個目標適

存值會反映預期目標的適存程度。如圖

5，先輸入橋梁相關參數，應用 SOS搜

尋，輸出群橋維護策略方案。

 

 

 

)Cost(E)Cost(MinE
m

1j

n

1i

Bij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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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群橋最佳化應用 SOS演算法程序 

 

3. 群橋生命週期維護成本最佳化 

本研究導入生命週期成本導向之

概念，建置群橋維護策略最佳化模式，

如圖 6所示。由於同一橋梁在不同時間

點執行維護下，有不同之效益，即維護

方案執行後使設施保持健康或堪用狀

態的程度可能會有所差異。因此，根據

各橋梁之劣化曲線，求得橋梁殘餘能

力，再依照前述之計算成果與求得群橋

各橋梁風險，並加總求得生命週期維護

風險成本 EB(Cost)，最後在符合維護預

算限制下，找出最小之 EGT(Cost)，來

決定工程處各橋梁因年限、外力影響受

損之最佳維護時機。 

 

 

圖 6、橋梁維護策略示意圖 

  

 

橋梁殘餘

能力

時間

地震損傷  

預防性維護

未維護

殘餘能力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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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橋梁整體耐震能力評估模式擬定 

本節將以公路總局所轄管之橋梁-

中坑高架橋為例進行上述章節的分

析，求得橋梁整體損傷超越機率。 

7.1 橋梁整體耐震能力側推分析 

此章節跟據前 1年度所確立之研究

流程如圖 7，進行橋梁整體耐震能力測

推分析，其中 SERCB 參考文獻[宋裕

棋，2017]。 

 

 

圖 7、側推分析流程圖 

 

7.2 橋梁基本資料 

中坑高架橋位於新北市五股區觀

音里，採用之設計規範為 84 年版，工

址屬臺北盆地微分區一區，並為重要橋

梁。本振動單元為連續 3跨橋梁，上部

結構配置一根預力箱型梁，橋面寬

11.5m；下部結構為單柱混凝土橋梁。

此橋梁使用之材料強度如表 3所示，其

結構模型如圖 8所示。 

 

表 3、結構材料強度 

項次 
混凝土強度 

(kgf/cm
2
) 

橋面板 280 

基礎 245 

橋台、擋土牆 245 

場鑄基樁 280 

橋墩 350 

無筋混凝土 141 

項次 降伏強度(kgf/cm
2
) 

#10(含)以下 2800 

#13(含)以上 4200 

項次 降伏強度(kgf/cm
2
) 

ASTM A572 

GR.50 
3500 

 

 

圖 8、結構分析 SAP2000 模型 

 

7.3 橋梁分析結果 

計算得到橋梁整體損傷等級超越

機率，如圖 9與圖 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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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行車向 圖 10、橫向 

八、橋梁振動檢測案例分析 

本研究分兩組試驗，其中第 1組試

驗使用兩台三軸速度計分別置於墩柱

與橋面版伸縮縫處；第 2組試驗使用 10

個單軸速度計，以 2個一組，分別置於

試驗橋跨的起點、1/4 跨、1/2 跨、3/4

跨與終點處，如圖 11 所示。兩組試驗

的結果將進行比對，以確認置於伸縮縫

處的三軸速度計所取的頻率為橋梁局

部或整體的振動訊息。

1

2

3

4

5

6

 

圖 11、速度計配置圖 (No.1(起點)及 No.6(橋墩)：三軸、No.1~No.5(終點)：單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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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現地試驗 

本研究於颱風季節前後分別進行 1

次試驗，颱風前的試驗時間為 6 月 19

日晚間至 6 月 20 日清晨(較無車流時

段)。根據往年經驗，每年 6、7月為颱

風較為頻繁的季節，因此，本研究另於

10月 12晚間至 13日清晨進行第 2次試

驗。6月 19日晚間至 6月 20日清晨試

驗的初步分析結果(分為 4 種情形)說明

如下。如圖 12 所示，為同一時間不同

位置所量測之結果。

 

 

圖 12、起點(Ch1)、1/4跨(Ch2)、1/2 跨(Ch3)、3/4跨(Ch4)與終點處(Ch5) 

之振譜(pier 14、有行車，車行方向) 

 

8.2 試驗結果分析 

表 4~表 7 所示為 6 月 19 日與 10

月 12 日設置於橋面板處 5 次試驗的結

果(平行車行方向與垂直車行方向)。除

表 5的第 5次試驗與表 6的結果有較大

的變異性外，其餘的結果均相當一致。

其中，平行車行方向在十次試驗的過程

中，所量測到的範圍為 2.72Hz 到

3.06Hz，平均值約為 2.9Hz左右，且變

動幅度不大(最大約 6%)。顯示平行車行

方向的第一振態的振動頻率應該可以

確認在 2.90Hz 附近。此點另可由表 7

得到佐證。表 7為設置於伸縮縫處與墩

柱處所測量的結果，同樣地，其振動頻

率亦均落於 2.90Hz附近。 

不同於平行車行方向有十分穩定的

結果，垂直車行方向雖然多數試驗的結

果亦十分一致，但似乎另有主頻落在 2.6

與 3.0左右，導致試驗結果不如預期。 

因垂直車行方向的結果不如預

期，故於 10月 12日的試驗結果分析時

加入Welch分析法，惟Welch分析法基

本上與 FFT相似，無法提供進一步的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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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垂直於車行方向的試驗結果

進一步說明如下。根據橋梁系統與試驗

結果可知，當有重車經過橋梁時，重車

對平行車行方向的振動影響很大，因此

推論此處所見的 3Hz 應為平行車行方

向橋梁結構的振動頻率。雖然此時主要

係量測垂直車行方向的振動，但除非速

度計的擺設位置完全沒有平行方向的

分量(這在技術上不容易達成)，否則，

垂直方向的量測結果將包含水平方向

的內涵，而若此時有重車經過，將加強

此訊號，因此，導致於垂直方向偶而會

看到接近 3Hz的頻率。

 

表 4、南雲大橋 6/19 於無車、平行車行方向之量測結果(P14、單軸速度計) 

Condition 一 二 三 四 五 

伸縮縫 2.72 2.91 2.94 2.77 3.06 

1/4跨處 2.72 2.91 2.94 2.77 3.06 

1/2跨處 2.81 2.72 2.97 2.73 3.01 

 

表 5、南雲大橋 6/19 於無車、垂直車行方向之量測結果(P14、單軸速度計) 

Condition 一 二 三 四 五 

伸縮縫 2.08 2.12 2.10 2.13 2.58 

1/4跨處 2.08 2.12 2.10 2.13 2.58 

1/2跨處 2.08 2.12 2.10 2.13 2.17 

 

表 6、南雲大橋 10/12 於無車、垂直車行方向之量測結果(P14、三軸速度計) 

Condition 一 二 三 四 五 

伸縮縫 2.07 3.17 2.88 2.93 2.27 

1/4跨處 2.07 3.16 2.90 2.93 2.30 

1/2跨處 2.08 3.04 2.88 2.93 2.27 

 

表 7、南雲大橋 6/19 於無車、平行車行方向之量測結果(P14、三軸速度計) 

Condition 一 二 三 四 五 

伸縮縫 2.95 2.95 2.97 2.96 2.96 

墩柱 2.75 2.91 2.94 2.77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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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災害橋梁巡檢路線規劃模式 

TRENDS「災害資訊管理模組」中

的「橋梁地震破壞潛勢」功能，會在地

震災害發生時，藉由資料交換平台擷取

中央氣象局地震速報，再結合全臺省縣

道橋梁耐震資料庫，分析求得各橋所在

位置之地表加速度及其通行失敗機

率，然後以各橋耐震能力之 Ay值，所

對應求得之通行失敗機率為門檻值，列

出該地震事件中，橋梁通行失敗機率大

於門檻值之所有橋梁清單，並按機率大

小排序。公路管理單位可利用此通行失

敗機率作為排序巡檢優先順序之參考。 

TRENDS雖然在地震發生後，能夠

即時分析計算所有橋梁之通行失敗機

率，並按順序列出各分析機率超過其門

檻值之橋梁，提供橋梁管理單位巡檢優

先順序之參考依據。然而實務上，按機

率值排定之巡檢順序橋梁，往往並非在

同一路網或路線上，所以不能夠直接依

此分析結果作跳點式巡檢；且特別巡檢

路線規劃時，因時間之緊迫性，旅運時

間為一重要考量因素；而且橋梁重要度

涉及災區可及性、生命安全、經濟衝

擊、維生管線、緊急應變系統(位於救災

系統或緊急醫療系統中)，以及歷史價值

亦為在規劃時，須納入之影響因素，歸

納上述，如何同時考量橋梁通行失敗機

率、旅運時間及橋梁重要度 3因子，進

行災時特別巡檢之多目標巡檢路網規

劃，為公路防救災規劃之重要研究課

題。 

9.1 確認災後橋梁巡檢路線規劃模式考

量因子 

本研究首先找出規劃災後橋梁巡

檢路線時所需考量之因子，根據過去公

路總局委託計畫報告與文獻回顧，初步

歸納為：需要巡檢橋梁之數量、橋梁重

要性排序(橋梁重要等級)、橋梁的損壞

機率(通行失敗機率)、車輛旅行時間、

區域內可用之檢測人員(巡檢組數)數

量、檢測人員檢測時間之限制等。 

其中橋梁重要性排序部分將參考

公路總局委託國立中央大學計畫「橋梁

重要程度等級之建立」報告[蔣偉寧等，

2004]第五章中，橋梁重要等級評定方法

之定義，依據其原則進行重要等級評

定，如表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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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橋梁重要因素表[蔣偉寧等，2004] 

 

 

9.2 災後橋梁巡檢路線規劃模式 

公路總局 5 個養護工程處 34 個工

務段約三千座橋梁，於地震發生後規劃

橋梁巡檢路線，進行緊急評估，並依橋

梁之受損狀況決定正常管制通行或是

封橋，以利提升災後橋梁搶救之效率，

降低二次災害的發生。本研究建立「多

目標地震災後橋梁特別巡檢旅運路網

規劃模式」，流程圖如圖 13 所示，執

行步驟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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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1.地震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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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多目標地震災後橋梁特別巡檢旅運路網規劃流程圖 

 

當地震災害發生時，TRENDS系統

中資料交換平台會自動擷取地震速報

資訊(取自中央氣象局)。根據全臺灣各

地地表加速度，以 ArcGIS Server 的

Geoprocess Service 計算各橋梁所在地

之最大地表加速度(PGA)，再依據各橋

梁之降伏強度 (Ay)值與破壞加速度

(Ac)，計算橋梁通行失敗機率。 

根據前一步驟所計算之各橋梁通

行失敗機率，與各橋 Ay值對應求得之

通行失敗機率設定為門檻值比較，若此

地震事件該橋之通行失敗機率超過此

門檻值，即為須巡查、進行緊急評估之

橋梁。(如圖 14)

 

圖 14、該工務段需要巡查之橋梁清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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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多目標生物共生演算法

(MOSOS)概念，建立多目標地震災後橋

梁特別巡查旅運路網規劃模式。以旅運

時間與通行失敗機率及橋梁重要度進

行多目標排序，其結果如圖 15所示。

 

 

圖 15、以旅行時間與通行失敗機率及重要度多目標規畫結果 

 

以方案一為例，第一組巡查小組從

工務段出發後分別巡查中山橋、望美

橋、頂平三號橋、筆石橋、民和橋、清

山橋、大勇橋、郡安橋、新郡橋、無名

橋等，路線如圖 16所示。

  

圖 16、第一組路線規畫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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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結論 

本研究針對 TRENDS 系統中不同

領域進行模組更新與功能提升，包括：

1.鋼結構橋梁維護策略：將鋼結構橋梁

風險分析及維護策略單橋分析模式擴

展至群橋風險管理及維護策略，與前期

「橋梁殘餘壽齡與保全評估決策模式

之研發」鋼筋混凝土群橋風險管理及維

護策略成果結合，並建置公路總局轄管

橋梁(含鋼筋混凝土橋及鋼橋)風險分析

資料庫及風險評估與查詢功能模組。2.

整體橋梁耐震能力評估： 進行 1 座整

體橋梁耐震能力側推案例，並持續蒐集

整體橋梁耐震能力評估案例並納入系

統資料庫。3.橋梁振動頻率方面，選取

1座橋梁安裝 2組以上速度計同時進行

橋梁多點頻率量測，藉以了解振動頻率

雜訊來源與變動原因。4.橋梁巡檢路徑

規劃部分：精進災後橋梁巡檢路線規劃

模式，與建置巡檢路徑規劃模組。綜合

上述做以下結論： 

1. 在鋼結構橋梁風險評估方面： 根據

前一年度所確認之評估機制，並建

置公路總局轄管橋梁分析資料庫。

同時納入鋼筋混凝土橋梁與鋼橋進

行群橋風險分析評估，最後建置公

路總局轄管橋梁(含鋼筋混凝土橋及

鋼橋)維護策略最佳化模式，並提供

可查詢之功能模組，提升使用者查

詢便利性。 

2. 整體橋梁耐震能力評估部分： 根據

目前結構分析之趨勢，新增橋梁整

體耐震能力評估方式，加入上部結

構耐震能力評估指標。本研究以公

路總局所轄管之橋梁-中坑高架橋為

例進行橋梁整體耐震能力分析，並

分別進行耐震能力側推分析，依據

整體耐震能力分析結果，求得橋梁

整體損傷超越機率。 

3. 橋梁振動檢測分析部分： 本研究至

南雲大橋進行雨季前 107年 6月 19

日與雨季後 107 年 10月 12 日振動

頻率量測，其結論如下：(1)兩次量

測期間，橋梁的振動特性沒有明顯

改變、(2)FFT和Welch方法都產生

相同的橋頻率內涵之估計、(3)在沒

有外力的情況下進行環境振動測試

為最佳的狀況。因為當有汽車時，

車行方向的振動將會影響垂直車行

方向的量測結果。因本試驗為爭取

時間(試驗時，不易有無車狀態)，當

車輛剛駛離觀測的振動單元時，即

開始測量，但經觀察，剛離開時在

車行方向的振動仍會影響垂直車行

方向的量測結果。 

4. 建置橋梁災後巡檢路線規劃模組：

可於線上進行巡檢路徑之規劃，在

同時考量巡檢路徑長度、橋梁損壞

機率與橋梁重要度的不同條件，系

統可建議合適的巡檢路線，降低巡

檢時繞路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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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管理工程資訊系統 

曾文傑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邱永芳 國家海洋研究院籌備處主任 

鄭明淵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特聘教授 

吳育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為提升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港務公司）之港埠效率及競爭

力，促進國際商港區域之發展，以及配

合港務公司化後導入企業資源規劃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以下簡稱

ERP)系統資源整合之需要，建立一套適

合港埠使用之「工程資訊管理系統」

Engineering management system (以下

簡稱 CMS)，透過國內各商港之工程資

訊整合，並進行數位化及開發加值功

能。期透過雲端自動化的工程管控，減

少工程生命週期各階段所遭遇之窒

礙。因此本研究將開發一套架構於雲端

上之工程資訊管理系統平台，系統包括

計劃管理、預算管理、標案管理、法規

規範、維護管理與教育訓練等六大模

組，外部法規等資料與各模組間藉由資

料交換平台連結。與 ERP 系統互相支

援，提供相關工程時間、進度與金流管

控資料，輔助港務公司各相關單位進行

工程管理。 

一、前言 

港埠不僅僅是運輸樞紐，也是一國

之經濟、國防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建

設及主要動脈，如何有效管理港埠工

程。為提升商港經營效率及競爭力，港

務公司擬推動商港管理體制改革。因

此，開發一套適合港務公司使用之工程

資訊管理系統為迫切需求，然早期之工

程建設僅重視設計與建造階段，且各項

文件、圖資及資訊等多以紙本保存,散落

於各處，造成資料整合與查詢不易。為

有效管理港務公司日益增多之港埠工

程資訊，而開發一套架構於雲端之工程

資訊管理系統，以達輔助港務公司進行

工程管理之用。 

本研究已於 107年年底分四階段完

成六大模組，在第一階段透過訪談或會

議方式，探討港務公司工程規劃設計與

施工管理特性、範圍、作業流程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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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內容，收集相關資料與建置資料庫

欄位，完成系統資料庫。另外利用系統

分析與系統設計等方法，擬定系統之初

步架構，規劃工程資訊管理作業所需之

功能模組，包括：計畫管理、預算管理、

標案管理、法規規範、維護管理與教育

訓練等六大模組。第二階段完成計畫管

理、預算管理與標案管理等三大模組功

能。第三階段將完成法規規範、維護管

理模組與教育訓練模組等三大模組功

能。第四階段完成建構整合本系統所開

發之各模組，並擴充教育訓練模組、圖

說資料庫及整合港區管線 GIS 系統，使

其可匯出六大模組中工程基本資料、預

算執行圖表及進度執行績效圖表等自

動建立工程簡報資料檔。本研究以港務

公司的計畫與標案進行範例說明，系統

設計以軟體代理人為核心，擔負各項資

料擷取與整合作業，取代人工作業，可

減少人為錯誤與人力需求之問題。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透過訪談港務公司各工程

管理及 ERP 團隊等相關單位，藉由使

用者實際需求與作業經驗，相關資料明

確歸納及收集系統所需資料。研發一套

架構於雲端上之工程資訊管理系統平

台，並提供相關工程、時間與金流管控

資料，與 ERP 系統互相支援，以達輔

助港務公司進行工程管理之用。

三、雲端管理工程資訊系統

3.1 CMS 模組建置及開發 

先透過訪談與報表收集，在與港務

公司工程、ERP、法務與會計等單位，

確認並定義使用者需求，系統規劃六大

模組，分為：計畫管理模組、預算管理

模組、標案管理模組、法規規範模組、

維護管理模組與教育訓練模組，各模組

下建置對應之功能；利用 SQL, HTML

結合 ASP.NET 程式開發工具，來處理

各子系統資料之輸入、傳遞及儲存等功

能，所擬定之 CMS 模組及交換平台如

圖 1所示。其中系統模組整合了Domain 

Know-how與 IT Technique 兩要素，並

架構在網際網路上，利用全球資訊網跨

平台及易於使用特性，藉以提高雲端管

理溝通效率。系統將提供工程資訊往來

相關部門一個即時交換的平台，各部門

工程相關資訊都可以登錄至本系統

中，和其他部門或機關共享，達成資訊

即時傳遞功能。而資料交換平台與所連

結資料，可藉由運輸研究所及臺灣科技

大學共同開發的軟體代理人，經擷取、

分析、比對、下載、儲存等步驟，動態

連結外部資料，自動更新內容；並根據

訪談後需求建置對應之資料庫，分別為

工程專案、法規規範、共用詞庫、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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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及圖說資料庫等。  

3.2 資料交換平台 

為有效控管工程進度與預算，本研

究透過軟體代理人建置資料交換平台

如圖 2所示。藉由軟體代理人之特性，

提供標案關於工程進度（時間流）與預

算執行（金流）之管控資料，進而與

ERP 系統互相支援。系統可自動彙整

ERP 預算項目供預算管控。使各層級預

算分配一目了然，便於港務公司相關工

程人員擬定實施與執行計畫。各計畫下

預算與標案執行狀況也可彙整成 excel

表，提供管理層級便於彙整報告使用。

相關報表可自動彙整，免除承辦彙整之

資料處理時間，且即時與 ERP 實支數

連結，與會計單位之報表數據相同。本

系統也可透過教育訓練模組之多媒體

教學方式提供更便利的教學環境，使港

務公司相關工程人員加速系統的學習

效率，提升推動系統之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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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工程會

採購行為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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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料資料共用詞庫 圖說資料

1.年度作業計畫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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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度作業計畫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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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預算分配

2.各層級預算管控

1.標案預算歷史資料

2.標案採購紀錄

3.新增標案

4.標案基本資料

5.合約管理

6.標案預算管理

9.執行進度彙整

10.變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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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項目進度填報

3.執行情形與落後原因

4.執行進度彙整

5.常用詞庫

1.選擇預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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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CMS 模組及交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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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資料交換平台 

 

3.3 請購與採購資料拋轉 

本研究開發之 CMS 係利用 SQL, 

HTML 結合 ASP.NET 程式為開發工

具，而港務公司所採用之 ERP 系統為

德商 SAP 所開發之軟體， SAP 的軟體

特性具備最豐富齊全的功能、設計最嚴

謹周詳、擴充性及整合性最佳，為一套

可掌管企業內部資源的大型軟體，擁有

完整的電子商務解決方案。然而就工程

管理的角度來看，讓港務公司的工程管

理人員去操作如此龐大的系統常面臨

極大反彈。透過該公司在推動 ERP 階

段時本團隊所收集到的回饋意見，可發

現 SAP 的軟體介面多為會計人員所設

計，其欄位名稱與使用方法與該公司工

程相關人員所理解有落差。 

本研究所開發之 CMS 與港務公司

同步所採用之 ERP 系統，於研究期間

CMS 團隊即扮演港務公司工程管理人

員與 SAP 系統間之媒介橋梁如圖 3，透

過資料交換機制，相關預算項目的額度

與執行與工程請、採購單及工程採購結

報等資料，如圖 4 CMS 與 ERP 之介面

傳遞，透過軟體代理人所建置之資料交

換平台進行資料拋轉。

 

 

圖 3 ERP系統與工程管理人員之媒介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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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CMS 與 ERP之介面傳遞 

  

3.4 自動匯入工程標案 

由於港務公司預算來源屬政府基

金，一百萬以上之工程標案依規定須受

工程會管控，當工程標案完成簽約程

序，工程基本資料將會建置於工程會標

案管理系統中。為避免人員在輸入過程

中謄寫錯誤或漏填，CMS 會透過 xml

由標案管理系統擷取標案基本資料，而

所擷取內容將由 CMS 自動分析匯入如

圖五所示。

 

 

圖五 CMS 匯入標案基本資料 

 

CMS 匯入標案基本資料後，可提

供工程進度與預算執行兩層面之管理

介面，其資訊流由合約預算項目數量，

流向監工日報完成數量、再轉為估驗計

價數量，最終成為工程實際進度與預算

執行績效，如圖六所示。 

 

工程資訊管理系統 ERP(SAP)

預算項目、
工程請、採購單
、採購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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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CMS 標案績效管控 

 

港務公司工程管理人員可在 CMS

上查詢各工程標案的彙整資訊，包括各

標案預定執行金額與實際執行金額、預

定進度與實際進度等資訊進行管控。並

由 SAP 即時傳送相關預算執行狀況及

報表資訊，提供 CMS 查詢，如圖七所

示。  

 

圖七 SAP提供 CMS 預算查詢 

 

3.5 系統教育訓練與上線測試 

為加強港務公司承辦人對本系統

之熟悉度，在與港務公司窗口協調下，

共舉辦八梯次(共 11場次)教育訓練，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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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記錄如表一所示。

 

表一 教育訓練記錄 

日期 地點 教育訓練場次 

2015/12/24 台科大營建工程系 4F 電腦教室 第一梯次教育訓練(場次 1) 

2016/06/01 台科大營建工程系 4F 電腦教室 第二梯次教育訓練(場次 2) 

2016/09/19 高雄港務公司員工訓練教室 2樓 第三梯次教育訓練(場次 3) 

2016/09/20 高雄港務公司員工訓練教室 2樓 第三梯次教育訓練(場次 4) 

2017/04/21 基隆分公司 第四梯次教育訓練(場次 5) 

2017/04/28 高雄港務公司員工訓練教室 2樓 第四梯次教育訓練(場次 6) 

2017/05/25 港務公司高雄分公司 第五梯次教育訓練(場次 7) 

2017/09/08 基隆港務分公司 
第六梯次教育訓練與系統說

明會(場次 8) 

2017/09/15 港務公司高雄分公司 
第六梯次教育訓練與系統說

明會(場次 9) 

2017/10/16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系電腦教室 第七梯次教育訓練(場次 10) 

 

經由多人同時上機測試伺服器及

系統之穩定度，並對系統各項功能進行

測試，再將各種執行時，所遇到的問

題，回饋至系統開發團隊。於教育訓練

過程中亦汲取參與人員所反應之意

見，作為系統開發改進之寶貴意見，內

容包括： 

1. 系統實際運作與上線提供試行使用

，經由實際使用，測試系統在操作

上、管理維護上之效能及實用性，

再依據使用者反應之問題，進行系

統修正，提升正式上線使用時之系

統穩定性。 

2. 整合管理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相

關表單。 

3. 完成系統實際運作與反覆測試與修

正。 

4. 完成操作手冊編撰，多媒體教學製

作及系統技術移轉。

四、結論 

本研究分 4階段執行，已完成開發

一套架構於雲端上之工程資訊管理資

訊系統平台，並提供相關時間與金流管

控資料，支援 ERP 系統，並分別完成



 28 

六大模組功能。綜上所述，本系統之效

益與應用如下： 

1. 資訊標準化與與數位化，針對工程

標案或港務所涉及到大量圖資、文

件、表單，均可藉由本系統之開發

而達到管控之目的，大幅提升資料

儲查之效益 

2. 提供管理者及參與單位之資訊溝通

平台，提昇管理效率。 

3. 以系統化方式進行資訊傳遞、存取

及彙整計算，可提高資訊運用效率

，節省人力。 

4. 可連結最新法規條文，於工程管理

時提供最新法規條文，避免引用舊

條文之錯誤。 

5. 透過預算管控，可監控預算與進度

執行狀況，有效監督減少疏失。 

6. 整合工程生命週期各項資料，掌握全

部港區構造物狀況，減少不當破壞與

維修缺失，促進維護品質提升。 

7. 提昇企業在電子化管理之技術發展

能力，形成相對競爭優勢。 

8. 提供工程進度與金流資訊，支援

ERP 系統之決策應用。 

9. 透過知識管理架構整合人員專業、

吸收新進知識、結合彼此意見討論

與交流，大幅精進人員專業素養。 

一套系統開發成功與否，後續推動

與使用階段極為重要。工程管理資訊系

統目前已完成開發測試階段，並已移轉

港務公司、航港局及航政司進行使用，

建議港務公司可持續收集工程單位使

用回饋意見。並透過此系統之導入過

程，進而啟發更多關聯功能模組之需求

規劃，畢竟由使用者端所擬定之功能需

求更能貼切符合實際使用情境。 

此外，研究中提出系統維護所需人

力之建議需求，為避免增加工程單位承

辦人員的額外工作量，仍是建議港務公

司成立內部系統維運團隊搭配委外資

訊維運廠商，進行系統維運。

參考文獻 

1. 邱永芳、曾文傑、鄭明淵、吳育偉

等，工程資訊管理系統開發技術與

運用之研究第一階段期中報告，

2015。 

2. 邱永芳、曾文傑、鄭明淵、吳育偉

等，工程資訊管理系統開發技術與

運用之研究第二階段期中報告，

2016。 

3. 邱永芳、曾文傑、鄭明淵、吳育偉

等，工程資訊管理系統開發技術與

運用之研究第三階段期中報告，

2017。 

4. 曾文傑、謝明志、鄭明淵、吳育偉

等，「工程資訊管理系統建置」，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研究報告，2018

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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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9線公路溢淹及沿岸地形變遷特性研究 

陳鈞彥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李俊穎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研究員 

蕭士俊 國立成功大學教授 

吳漢倫 國立成功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一、前言 

台 9線為連結東部與南部地區之交

通幹道，於東部經濟產業連結上，扮演

相當重要的樞紐。然，每於颱風與強風

季節時，台 9線公路常有因大浪侵襲導

致公路溢淹災害事件發生，不僅影響公

路上通行車輛與人員之安危，亦因長期

波浪侵襲下，易發生沙灘流失及海岸線

不斷地往內陸退縮之情況，進而提升近

岸大浪直接襲擊公路溢淹之可能性。

另，其碎波波浪更可能直接淘刷台 9公

路之底部基座，造成更嚴重之災情。除

此之外，臺東海岸沿岸漂沙的問題存在

已久，長期沿岸漂沙變化所導致的海岸

地形變遷現象，已對臺東沿海公共工程 

(包括公路地基維護及海岸養灘工程) 

或漁業經濟層面 (如大武漁港航道長期

淤塞問題)造成長期負面的影響。 

於民國 100 起開始實施台 9 線公路

拓寬工程，以利強化公路運輸系統通行

品質。然，於拓寬工程於實施中或實施

後時，均有影響海岸現況變化之可能性 

(漂沙趨勢變化、地形變遷及灘線變化等

情況)，進而導致台九線公路致災情況，

例如：如香蘭至大鳥路段辦理公路車道

拓寬，因颱風及強風季節大浪襲擊，產

生沙灘流失及海岸線不斷地往內陸退

縮；如金崙大橋路段，新建橋段較接近

海岸，是否有因漂沙變動而於墩柱周圍

產生淘刷之可能性；而大武漁港現階段

仍有長期淤塞，且漁船通行困難等問題

存在。 

由上述可知，台 9線公路實施拓寬

工程後，有重新評估災害潛勢(公路溢淹

及地形變遷特性)之必要性。本研究主要

為透過數值模擬方式，進行台 9線海岸

公路近岸水動力與地形變遷特性分

析，以利探討現階段台 9線公路有可能

致災之路段及災害潛勢情況。

二、台 9線易致災區蒐集與分析 

2-1 易致災區資料蒐集與分析 彙整過往文獻將台 9線公路易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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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做劃分，相關彙整分析資料如表 1

所示，大致可將易致災區域劃分為 6個

區域，分別為南興路段、大武漁港、多

良路段、香蘭路段、美和海岸、三和海

岸及太麻里路段等 6區域。其中，大武

漁港主要受「漂沙淤積」影響，使港口

經常性淤積，導致漁船無法出港作業。

而因大武漁港地形上影響，其「突堤效

應」導致位於南方的南興路段海岸有

「海岸侵蝕」現象發生，使其岸線逐漸

縮短進而常於颱風事件時發生「波浪侵

襲」之現象；多良、大溪、大竹及加津

林路段亦有部分路段因公路鄰近海灘

區域，易有「波浪侵襲」現象發生(黃學

美和朱志誠，民國 102年)；香蘭、美和

及太麻里路段過往則均有「海岸侵蝕」

之現象發生；本研究套疊臺東海岸 50

年重現期暴潮溢淹潛勢，顯示三和海岸

為「暴潮溢淹」潛勢區域。 

2-2 近岸結構物對海岸影響之探討 

透過太遙中心免費介接圖資 (每年

均有一張衛星圖資)，探討分析台 9 線海

岸區域近岸結構物對海岸影響情況。其

中，因大武漁港周圍長期以來的近岸結

構物變化較為頻繁，使海岸變化較為顯

著，因而本研究以大武漁港周圍海域為

對象進行海岸長期變化之探討。 

由 1999年至 2017年太遙中心免費

介接圖資中可瞭解，大武段漁港周圍海

岸變化情況(參見圖 1)。而大武漁港周

圍，因長年來周遭常有結構物建置，使

之地形變動現象較為顯著。相關地形變

化概述如表 2所示。 

 

表 1 台 9線易致災路段災害分類表 

路段地點 災害分類 致災情況說明 資料來源 

大武漁港 淤積災害 

大武漁港受地形和海流影響，每年 10

月到隔年 3 月，經常被海砂堵住港

嘴，造成漁船無法出海。 

1. 新聞 

2. 潮流作用下臺灣漁

港淤沙研究(2012) 

3. 臺東海岸(尚武段 )

監測調查計畫(2/2)  

南興路段 
侵蝕災害 

公路溢淹 

因極端氣候，加上大武漁港「凸堤效

應」，漁港南端海岸線侵蝕嚴重。天

兔颱風侵襲臺東時，南興路段受災嚴

重，因離海岸近，有觀察到可能為被

大浪帶到公路上的沙石。 

1. 新聞 

2. 應用地理資訊系統

建置臺灣主要商港

溢淹災害潛勢圖之

研究 

多 良 、 大

溪、大竹及

加津林 

公路溢淹 
強颱(萬宜)外圍環流影響，長浪侵襲

路段造成傷亡。 

1. 新聞 

2. 台 9 線海岸公路防

浪保護工程之探討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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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地點 災害分類 致災情況說明 資料來源 

美和海岸 侵蝕災害 

長期變化：民國 68年至民國 75年期

間，美和海灘呈現往海側延伸淤積；

於民國 75年至民國 88年期間，則全

面性地往陸側後退侵蝕。 

短期變化：以民國 88 年~民國 89 年

間，前灘與後灘地形變遷部分是大致

不變的，然而在灘線附近則同時出現

一些礫石砂堆的堆積發展現象。 

臺東知本海岸與美和

海岸變遷之研究 

三和海岸 公路溢淹 

在 50年重現期水位下，淹水深度達 1 

m 以上區域。 

山竹颱風事件(107 年 9 月)，有浪襲

致災情況發生。 

1. 本研究圖資套疊 

2. 新聞 

太麻里段 

香蘭段 
侵蝕災害 

太麻里鄉海岸因海底地形陡峭，當颱

風波浪由外海傳遞至近岸時，底床摩

擦力較小，波浪能量不易折減，易對

近岸造成較明顯的海岸地形變遷，尤

以颱風季節最為顯著。 

香蘭段海岸常年受颱風巨浪侵襲影

響，尤其波浪溯上急遽作用常夾帶大

量砂石推進至高灘上，其衝擊力常造

成沿岸防護設施的破壞。 

1. 臺東太麻里海洋及

河口營力對海岸地

形變遷之數值模擬

研究(2011) 

2. 臺東海岸 (太麻里

段)環境營造改善計

畫(2/2) 

3. 臺東海岸(香蘭段 )

監測防護計畫(2-2) 

 

  

圖 1  大武漁港周圍海域長期地形變遷情況 

 

 

5

1999 2000 2006 2008

北側攔
砂堤

大武漁港北側海岸
現有顯著堆淤情形

2008年6月後因攔
砂堤處砂灘淤滿，
由北往南傳送之漂
沙越過攔砂堤，傳
至漁港南段，導致
漁港口淤積

(參考文獻：潮流作用下台灣漁港
淤沙研究，溫志中等人，2012)

2009

2010 2013 2014 2015 2017

攔
砂
堤
影
響
懸
浮
載
分
布

波浪帶動
於南側興建
凸堤與離岸
堤攔砂。

草 埔 隧 道
拓 寬 工 程
清 出 的 土
方 進 行 養
灘。

攔砂堤效應
造成北側淤
積；南側侵
蝕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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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武漁港周圍海岸變化情況 

年份 說明 

1999 

明顯看出大武漁港港口周圍已有漂沙累積現象產生，而該處漂沙概多由上

游河川輸砂往南部帶動，再因漁港地形影響，使之易累積漁港口造成漁船

通行不便。 

2000 
大武漁港北側攔砂堤已建置完成，藉以攔截上游輸砂，降低港口淤積現象

發生。 

2006 大武漁港北側海岸已有顯著堆淤現象產生。 

2008 

可看到漁港口內部有淤積現象發生。依據過往文獻 (溫志中等人，2012 年) 

指出 6 月後因攔砂堤處砂灘淤滿，由北往南傳送之漂沙越過攔砂堤，傳至

漁港南段，導致漁港口淤積。 

2009 

大武漁港內側有大量漂沙累積於港內，此現象可能與 2009 年 8 月莫拉克

颱風事件有關。依據過往新聞報導表示，莫拉克颱風時，大武溪出海口淤

積極大量砂石漂移造成大武漁港淤積嚴重，所以港區漁民亦可歸屬莫拉克

受災戶。 

2010 
可看到懸浮載分布情況，由此可看到北側攔砂堤效應對懸浮載運動影響，

使之造成北側淤積；南側港口出口處反而較無漂沙補助之情況。 

2014 為解決南側海岸侵蝕問題，漁港南側興建突堤與離岸堤進行攔砂。 

2015 可看到攔砂之成效，於漁港南側形成海灣灘岸。 

2017 

因將草埔隧道拓寬工程清出的土方用於南側養灘，因此影像中顯示南側海

岸砂灘顯著增加，而本團隊於今年度 (民國 107 年) 於該處現勘時，已無

發現離岸堤，應為堆積土砂掩埋。 

 

2-3 季節性漂沙變化分析探討 

本研究透過衛星影像來分析季節

性的漂沙變化情況，影像資料方面則以

無償下載的 SPOT衛星圖資為時間密度

較高且較完整之圖資，因而可合理運用

於該項分析。鑑於影像完整度，此分析

擇選 2006 年一系列的衛星影像，來進

行季節性漂沙變化探討。其中，以每個

月衛星影像中漂沙範圍做為探討對

象，透過影像分析方式，劃設出各月份

的漂沙範圍，並計算其面積，藉以瞭解

台 9線沿岸漂沙季節變化趨勢。然目前

漂沙變化分析僅以「漂沙範圍」面積為

主，而無法分析其範圍內的「漂沙濃

度」。除非能夠獲致品質較佳之衛星影

像，再配合現場懸浮值濃度量測，進行

影像調校與率定，才能更為完善定義漂

沙整體量值，目前僅簡易的範圍分析來

判斷季節性的漂沙分布情況。 

茲以三區塊範圍來進行漂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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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說明，分別為「南興至大武段」、

「加津林至多良段」及「香蘭至三和

段」，目前僅以「南興至大武段」各區

塊 5 月及 12 月之漂沙範圍分析結果，

如圖 2所示。 

 

  
5月 12月 

圖 2 南興至大武段漂沙範圍分析圖 

 

而由各月份漂沙範圍分析結果可

量化其漂沙範圍面積，並繪製各區塊於

各月份漂沙面積分布變化 (參見圖 3)，

其顯示台 9 線海岸漂沙趨勢由 10 月份

至隔年 2 月份時較為顯著，3 月份至 7

月份較不顯著。由此可知，海岸漂沙分

布範圍與東北季風盛行時段關係密

切。此外，2006 年 8月衛星影像拍攝時

間，剛好接近「寶發颱風」事件發生時

段，因而有漂沙趨勢較為顯著之現象發

生。 

 

 

 

 

 

 

圖 3 台 9線海岸漂沙變化分布圖

三、研究方法 

為瞭解台 9線公路有可能致災之路

段及災害潛勢情況，本研究採用數值模

擬方式進行相關評估。透過數值模式模

擬台 9線海岸公路近岸水動力與地形變

遷之情況，再進一步分析災害特性，量

化災害數值，並繪製災害潛勢圖。各數



 34 

值評估相關流程與內容如下所述。 

3-1數值模式評估架構 

考量本研究數值評估之完整性，必

須運用到遠域模式、中域模式及近域模

式三種數值評估方式。圖 4為本研究數

值評估流程圖與相關評估作業內容，其

中可概分為三階段，分述說明如下：  

(1) 遠域模式：運用 ADCIRC (Dvanced 

CIRCulation) 與 SWAN (Simulating 

WAves Nearshore) 耦合模式進行大

範圍模擬計算，產出成果包含暴潮

偏差與波浪資訊。本研究透過此模

式進行歷史颱風暴潮偏差及颱風波

高計算(民國78至民國106年之颱風

事件)，計算結果透過頻率分析方式

推求波浪設計條件，並透過氣象局

潮位資料與暴潮偏差結果推算設計

水位，藉以做為本研究設計條件之

重要資訊。 

(2) 中域模式：透過遠域求得設計條件

結果做為中域模式之邊界條件，計

算中域範圍內波流場變化，再配合

PTM (Particle Tracking Model)模式

計算河川輸砂分布範圍。藉由中域

模式計算成果，再配合台 9 線易致

災區資料蒐集成果，可明確劃定致

災區模擬範圍，及後續近域尺度模

擬範圍界定。 

(3) 近域模式：近域模式主要是透過

CMS (Coastal Modeling System)與

PTM 來進行各近域區塊的數值模擬

，其中包含水動力模擬 (近岸波流場

與水位變化) 與地形變遷模擬。各近

域區塊模擬結果將提供後續針對台

9 線海岸公路災害特性分析加值運

用。

 

  

圖 4  數值評估流程圖 

 

3-2 數值驗證-波浪 

統計上而言，研究區海域較大的波

高盛行在冬季季風期間及颱風侵臺期

間。因此本研究以颱風期間所觀測到的

數
值
模
式
模
擬
步
驟

遠域模擬(ADCIRC+SWAN)

中域模擬(遠域結果+PTM)

近岸模式(CMS & PTM)

1

2

3

基本資料蒐集分析

波、潮、流 地形資料 海岸結構

地形變遷與溢淹評估

海堤配置，公路高程 CEM海岸溯升分析

1.波浪、暴潮頻率分析
2.決定設計條件

1.配合資料蒐集成果進
行重點區篩選。

2.瞭解各河川輸砂影響
範圍。

水動力、漂沙、暴
潮溢淹、河口輸砂、
地形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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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暴潮偏差及波高做為遠域模式的

驗證對象。本研究以 2016 年的莫蘭蒂

颱風 (Meranti)及 2017 年尼莎颱風

(Nesat)做模式驗證說明。 

中央氣象局所發佈的 2016 年莫蘭

蒂颱風及 2017 年的尼莎颱風路徑如圖

5及圖 6。數值結果會與水位觀測站 (富

岡漁港、大武漁港、蘭嶼潮位站) 及波

浪觀測站 (花蓮港、台東浮標、綠島波

浪站、台東外洋浮標)，進行比較驗證，

實測數據比較結果如圖 7與圖 8所示。 

 

 

圖 5 莫蘭蒂(Meranti)颱風路徑圖 

 

 

圖 6 尼莎(Nesat)颱風路徑圖 

 

圖 7 莫蘭蒂颱風期間水位數值 

與觀測值驗證 

 

 

圖 7(續 1)  莫蘭蒂颱風期間暴潮偏差

數值與觀測值驗證 

 

 

圖 7(續 2)  莫蘭蒂颱風期間暴潮偏差

數值與觀測值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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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尼莎颱風期間水位數值 

與觀測值驗證 

 

 

圖 8 (續 1)  尼莎颱風期間暴潮偏差 

數值與觀測值驗證 

 

 

 

圖 8(續 2)  2017尼莎颱風期間波高 

數值與觀測值驗證 

 

3-3數值驗證-潮位及流速 

中尺度模擬之水動力驗證，採用臺

東海岸(太麻里段)環境營造改善計畫

(99 年)實測海流之結果，該海流站名

(TMW1)，設置於太麻里溪口約 20 m 處

位 置 ； 海 流 資 料 觀 測 時 間 則 為

2010/07/27~2010/08/21。 

水動力模式計算之水位邊界條件

利用日本全球潮位模式 NAO99b 做為

潮位條件，計算驗證結果如圖 9。顯示

模式之水動力計算大致能夠符合近岸

實測的海流趨勢。  

 

 

 

 

圖 9  TMW1實測值與模式計算 

之海流流速結果驗證比較 

 

3-4地形變遷模式調校 

採用「100年度臺東海岸(太麻里段)

環境營造改善計畫」之實測地形結果，

進行地形變遷模式調校，俾利提升本研

究地形變遷模式之可靠度。模式計算使

用之地形須結合其他單位之實測資

料，例如陸地部分採用交通部的 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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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特性分析

公路溢淹

溯升位置距
離公路位置
25公尺內(網
格精度)，且
溯升高度高
於公路高程

侵蝕災害

地形變遷後，
灘線位置距
離公路25公
尺內(網格精
度)，且有海
岸侵蝕趨勢

淤積災害

地形變遷後，
海岸淤積趨
勢，且會影
響公共設施
正常運作

近域模擬成果

近岸波流場情況 地形變遷情況

C

E

M

溯
升
分
析

公
路
安
全
性
檢
討

岸
線
變
化
分
析

中
長
期
地
形
變
化

侵
蝕
潛
勢
劃
分

容
許
越
波
界
定

DEM資料，而外海水深超過 30公尺之

地形則利用科技部臺灣周圍 200公尺精

度的資料。 

數值計算結果比對位置以太麻里

河口地形為例，數值計算成果與 2006/ 

11~2007/06 之地形侵淤變化比較，成果

如圖 10。實測地形侵淤結果顯示，太麻

里溪河口為侵蝕之趨勢，位於太麻里河

口南側香蘭地區略有淤積情形。目前數

值計算結果也反映出此現象。 

 

  

圖 10  太麻里地區海岸地形變 

遷結果與實測資料比對 

(左) 實測資料結果  (右)數值計算結果左圖像

資料來源：101 臺東海岸(太麻里段)環境營造改

善計畫(2-2) 

 

3-5 災害特性分析方法建立 

本研究最終目的需繪製台 9線海岸

公路段災害特性潛勢分布圖，以供未來

改善策略參酌。而災害特性則是採用本

研究近域模式水動力與地形變遷模擬

成果，進一步加值分析其災害特性。為

使災害特性分析標的更為明確，因而將

以「公路溢淹」、「侵蝕災害」及「淤

積災害」三種災害類型，做為後續災害

特性分析之方向，各災害類型之相關定

定義與災害特性分析之流程如圖 11 所

示。 

 

 

 

 

 

 

 

 

 

 

 

 

 

 

 

 

 

 

 

圖 11  本研究災害分類、定義與分析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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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 

4-1遠域模式–設計條件評估結果 

由臺東海岸防護研究 (第八河川

局，106年)，可知臺東海岸防護結構設

計年限為 50 年。為評估台 9 線整體安

全，需針對海域 50 年重現期暴潮偏差

及颱風波浪設計條件進行推估。為達上

述目的，需就歷史颱風事件進行模擬。

而經篩選後，對研究區影響較顯著之颱

風事件共計 101場。而為決定臺東地區

代表性設計波高與暴潮偏差，選擇多良

村外海水深約 1038 m 處之計算結果進

行頻率分析。因該處颱風波浪未受近岸

地形影響，可做為颱風波浪入射近岸之

代表值。 

頻率分析方面則採用 Weibull 分配

方法，分析多良村外海水深約 1038 m

處之 50 年暴潮偏差與颱風波高，其結

果分別為 0.59 m 及 15.71 m。另，根據

中 央 氣 象 局 臺 東 潮 位 站 資 料

(1976-2017)顯示，其值為 0.73 m，氣象

潮則按各重現期暴潮偏差推估結果代

入；至於長期海水位變化量部分，本研

究則暫不納入考量。故彙整上述遠域數

值計算結果可知，本研究設計條件分別

為颱風波高 15.71 m；颱風時刻風浪週

期為 3.83*(颱風波高)0.5；設計潮位為

1.32 m。 

4-2中域模式–致災區範圍劃定 

本研究主要標的是針對台 9線海岸

公路進行災害特性分析，此需要以水動

力與地形變遷模擬結果為背景資料進

行分析。為顧及災害特性分析所需背景

資料之精確性，得藉由較細緻的網格系

統來進行數值計算，以產出較為可靠的

結果進行特性分析。然，細緻網格系統

所需計算量及時間較大，因而本研究將

研究區域劃分為若干近域範圍進行較

細緻網格系統模擬，藉以兼顧計算效率

與精確度。近域(致災區)範圍之劃定則

需以「資料蒐集分析成果」與「中域模

式模擬結果」做為依據，來進行合理的

劃定作業。其中，資料蒐集分析成果主

要以往昔致災區域資料與台 9線公路高

程為參考依據；中域模式模擬則是以岸

前波高與河川輸砂趨勢模擬結果為考

量。 

由前述台 9 線易致災區分析中可

知，南興、多良及三和路段均有公路溢

淹發生之記錄；而大武漁港則受長年淤

積災害影響；南興和太麻里太麻里(包含

香蘭段 )則有海岸侵蝕之相關研究記

錄，這些資料均可做為致災區劃定的參

酌。另依據本研究蒐集台 9 線樁點資

料，可繪製海岸公路高程分布圖(參見圖

12a)，其中除高架路段外，有部分路段

高程較低，尤以「南興段至大武段」(圖

中 A紅框範圍)及「加津林至多良段」(圖

中 B紅框範圍)最為顯著。 

中域模式用於主要包含由設計條

件模擬之岸前波高與河川輸砂趨勢兩

種評估。其中，設計波浪條件模擬結果

如圖 12b，由圖可見臺東因其海岸水深

較深，外海波浪傳遞至近岸時波浪能量

不易衰減，整體相位平均波高衰減程度

不大。於此計算結果中，擷取公路海岸

的岸前波高(參見圖 12c)顯示，加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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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多良段(B 紅框範圍)與香蘭至三和段

(C 紅框範圍)，其岸前波高均於較大；

而河川輸砂模擬方面，研究區域內大多

數河川輸砂其底質皆沉積於河口位

置。於研究區南部河川對岸邊比較有補

注趨勢，圖 12d所示。 

綜上成果，可將研究區域劃定為

「南興至大武段」、「加津林至多良段」

及「香蘭至三和段」等三個致災區範圍

(即近域模擬區塊)，其可參見圖 12a 中

紅框區塊(A、B及 C 三個紅框區塊)。 

 

  

a 台 9線海岸公路

樁點高程分布

圖 

b 中尺度範圍 50

年設計條件波

場計算結果 

  

c 公路岸前波高

計算結果 

d 研究區河川輸

砂計算結果 

圖 12  中域模式成果圖 

 

 

4-3 近域模式–公路溢淹致災區段特性

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台 9線海岸公路易產

生「公路溢淹」災害之區段，並進行該

災害類型之相關分析。依據所擇取海岸

段環境與水深地形特徵，藉由潮位與波

浪等之海象蒐集資料，配合本研究近域

劃分範圍，進行各區域海岸線況波浪數

值模擬與分析，並透過 CEM 溯上公式

(式 1)推算海岸公路沿岸波浪溯升之情

況及越波量，藉以檢討現有海岸防護設

施之安全性海水溯上之情況，並劃定公

路溢淹災害潛勢區段。 

 

2% 0

1.5 , 0.5 2.0

3.0 , 2.0
f h eq eq

f h b eq

R H 



    
    

 
  

(式 1) 

 

其中 f 、 h 、
 、 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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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 CMS 計算結果，可得到岸邊

結構物前之波高分布 (例如：堤前波

高)，再進一步配合波浪溯升評估公式，

對公路側海岸計算其波浪溯上高度及

越波量。最後，再針對「公路溢淹」災

害類型進行特性分析，藉以研提台 9線

海岸公路具有公路溢淹災害潛勢區

段，並提供該區段相關越波量資訊，俾

供未來工程實施和防災策略參酌。圖 13

～圖 15為相關分析結果，其分述如下： 

(1) 南興至大武段：圖 13為南興至大武

段「公路溢淹」災害分布圖，其顯

示 大 武 漁 港 以 北 435K+000 ～

435K+500 路段之間及 434K+000～

434K+500 路段間均屬於災害潛勢

A

B

C

樁點高程

高
程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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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該兩區段溯升高度均約達

16m，而公路高程分別約為 8m 與

10m，因而有導致公路溢淹災害之可

能性；大武漁港以南至南興路段，

於 439K+500～441K+000 之間路段

具災害潛勢特性，然該路段區域溯

升高度較上述兩處偏低約 10m，惟

因該區域公路高程均低於 10m，導

致仍有公路溢淹災害之危機。於圖

13 越波分析結果可知，各「公路溢

淹」災害潛勢路段中，435K+500周

圍區域越波量有大於 10-3 (cms/m) 

現象發生，其餘潛勢路段均介於

10-4～10-3 (cms/m)之間。由此顯示

，各潛勢區段均滿足護岸之容許越

波量 (5×10-2 (cms/m))以下，除了南

興路段接近臨界值外，其餘路段均

未滿足交通安全之越流量(至少需低

於 5×10-4 (cms/m))。 

(2) 加津林至多良段：圖 14為加津林至

多良段「公路溢淹」災害分布圖，

該區域為三區域中「公路溢淹」災

害較為嚴 重之路 段，其顯示

421K+500～422K+000 路段之間、

422K+000～ 422K+500 路段間、

423K+500～ 425K+000 路段間及

425K+500～426K+000 路段間，均有

多處災害潛勢區段。其中，423K+500

～424K+000路段間溯升高度較高 (

最高約達 15m)，且亦位於公路高程

相對低處 (最低高約為 11m)，此處

為易導致公路溢淹災害之區塊，必

須謹慎關注。其餘區段溯升高度均

約低於 15m；公路高程約 11m~13m

左右。於圖 14 越波分析結果可知，

各「公路溢淹」災害潛勢路段中，

424K+000 周圍區域越波量有約於

5×10-2 (cms/m)，其餘潛勢路段均介

於 10-3～2×10-2 (cms/m)之間。由此

顯示，除 424K+000 周圍潛勢區段未

滿足護岸之容許越波量  (5×10-2 

(cms/m))以下外，其餘路段大都符合

，而各潛勢路段均未滿足交通安全

之越流量 (至少需低於  5×10-4 

(cms/m))。 

(3) 香蘭至三和段：圖 15為香蘭至三和

段「公路溢淹」災害分布圖，該區

域為三區域中「公路溢淹」災害潛

勢區最少 之路段 ，其顯示僅

395K+500 路段周圍為災害潛勢區

段。主要原因為該區域公路高程大

多較高，使之溯升高度影響公路較

小，395K+500 路段於此區域中為公

路高程較低路段，且離岸距離較近

，使其納為「公路溢淹」災害潛勢

區域，其中溯升高度最高約達 10 m

，且公路高程則略低於 10m。此外

，407K+000 路段雖亦有相對高之溯

升高度，惟其公路段離灘岸較遠，

因而並未納入「公路溢淹」災害潛

勢區域之中。於圖 15越波分析結果

可知，各「公路溢淹」災害潛勢路

段中，395K+500 路段越波量約為

2×10-3 (cms/m)，其滿足護岸之容許

越波量 (5×10-2 (cms/m))以下，惟未

滿足交通安全之越流量(至少需低於 

5×10-4 (cms/m))。因此，於颱風事件

發生時，該處仍有車輛仍須注意通

行安全，避免浪襲越波導致生命安

全受到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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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南興至大武路段「公路溢淹」災

害分布圖 

 

圖 14 加津林至多良路段「公路溢淹」

災害分布圖 

 
圖 15 香蘭至三和路段「公路溢淹」災

害分布圖 

4-4 近域模式–沿岸流與沿岸中長期地

形變遷特性分析 

本為瞭解臺東海岸公路沿岸中長

期地形變遷特性，進行近岸水動力及地

形變遷數值模擬，針對易致災區段進行

兩種不同情境模擬分析: 1.外海入射代

表性波浪；2.夏、冬季代表性波浪條件。

並藉由代表波浪條件模擬成果，針對中

長期地形變遷進行分析，其成果概述如

下： 

研究中長期地形變遷，首先分析研

究區長期代表性波浪趨勢。外海波浪條

件則蒐集中央氣象局臺東外海觀測浮

標之長期波浪觀測資料，資料長度為

2010/09~2018/03。進一步將夏季以及冬

季分開統計，根據季節性示性波高、週

期之累積機率分布可推估本研究區內

在夏季季風期間代表性波高為 1.43 

m；代表性週期為 5.81 s；主要波向

ESE；群波波速為 4.81 m/s。冬季代表

性波高為 1.74 m；代表性週期為 6.44 

s；主要波向 E 群波波速為 5.55 m/s；全

年度代表性波高=1.62 m；代表性週期

=6.12 s；主要波向 E 群波波速為 5.16 

m/s。 

透過CMS和 PTM計算研究區域地

形變遷情況，再進一步將夏、冬季以及

全年度條件之地形變遷計算結果，擷取

海岸零米線之變化分析，茲分別以「南

興至大武段」、「加津林至多良段」及

「香蘭至三和段」此三段近域範圍於冬

夏季以及全年度長期條件下之地形變

化趨勢計算結果進行探討與說明，相關

分述如后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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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興至大武段(圖 16)：由計算結果

顯示南興至大武段，位於大武漁港

以北由 435K+000~438K+000，由於

此區有河條河川之關係，這段海岸

有明顯之淤積現象，大武漁港南側

至南興段長期結果屬於侵蝕趨勢，

但皆未達災害潛勢的標準，此區較

明顯之災害為淤積災害，位在

438K+000大武漁港位置，由最左側

海岸線顯示，此區剛好位於一個凹

槽海岸地形，由前章節研究結果顯

示，於大波浪時南北兩側流場皆會

往此地帶聚集，這可能是造成此區

域長期容易淤積之主因。 

(2) 加津林至多良段(圖 17)：此區域普

遍而言屬於略為侵蝕之趨勢，河口

除外，由於海岸線屬於直線型，故

其季節性變化差異不大，長期地形

變遷分析結果顯示於 418k+000、

420K+000 及 428K+000~428K+500

此三處位置，略為呈現中侵蝕潛勢

，侵蝕情況尚不嚴重，建議定期注

意其變化。 

(3) 香蘭至三和段(圖 18)：此段海岸多

數屬於侵蝕趨勢，除太麻里溪可口

南側位置 404K+000~407K+000 為

淤積，河口處其季節性侵淤差異較

大，其中三和海岸 397K+500 位置處

已達中潛勢侵蝕標準，且其距離公

路較近，應密切注意其地形變化。 

 

 

圖 16 南興至大武段段海岸線侵淤趨

勢變化成果 

 

圖 17 加津林至多良段侵淤趨勢變化

成果 

 
圖 18 加津林至多良段侵淤趨勢變化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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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研究主要為針對「台 9線」海岸

公路溢淹及沿岸地形變遷特災害性進

行探討，運用「數值模擬」及「災害特

性分析」方式進行評估，數值模式方

面，運用遠域模式、中域模式及近域模

式三種不同模擬範圍模擬方式，進行水

動力與地形變遷模擬；災害特性分析方

面，則採用各路段之近域模擬結果，進

行加值分析，藉以劃定各災害類型 (公

路溢淹、侵蝕災害及淤積災害) 於台 9

線海岸之災害潛勢區域分布情況，此可

做為未來施工或防災作業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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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相關條文修訂 

胡啟文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張欽森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工程部協理 

陳建中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工程部副理 

張文奐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工程部副理 

林俊達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工程部計畫經理 

莊家碩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工程部計畫工程師 

摘要

交通部於 85 及 86 年分別頒布「港

灣構造物設計基準」-第一部份「防波堤

設計基準及說明」及第二部分「碼頭設

計基準及說明」，距今已超過 20 年，

期間交通部雖曾於 89 年因應 921 地震

修訂部份條文，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亦曾

於 99 年及 102 年完成工程材料之混凝

土與鋼鐵材料部份條文修訂工作，並報

陳交通部頒布施行，惟隨著時空環境之

改變，此一設計基準之內容及編排方式

實有必要進行檢討修訂，期使基準能符

合國內港埠發展建設之規劃設計及維

護管理所需。 

本研究主要基於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 96 年完成之「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

增補研究(一)」成果，蒐集國內外相關

基準及研究成果，依交通部部頒規範格

式修訂條文後，各篇組成初審小組進行

初審工作，並完成基準各篇章初審，提

供陳報交通部辦理複審及頒布施行之

參據。

一、前言 

臺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加上海

島性之氣候與海象條件，使得臺灣之港

灣構造物在其使用年限期間的安全性

受到地震、潮流、波浪、海嘯、土壤液

化、鹽分腐蝕等之影響，因此，如何考

量構造物整個使用年限之經濟性，據以

提出合理的設計基準，使所建造之港灣

構造物能滿足運輸安全及服務品質需

求，對我國經貿發展極其重要。 

交通部於民國 85及民國 86年分別

頒布「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第一部分

「防波堤設計基準及說明」及第二部分

「碼頭設計基準及說明」，距今已超過

20 年，期間於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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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發生了規模 7.3 的南投縣集集大地

震，造成中部地區公共建設與建物倒塌

與損壞，交通部於民國 89 年因應 921

地震修訂部份條文，另於民國 99 年及

民國 102年完成工程材料之混凝土與鋼

鐵材料部份條文修訂，並經交通部部頒

布施行。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曾於 94 年完成

「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修訂草案」，且

已將防波堤設計與港灣構造物設計合

併為上下兩冊，其中對耐震設計部分進

行大幅度之修改，於 96 年完成「港灣

構造物設計基準增補研究(一)」除再次

修訂耐震設計外，修訂(1)堤胸牆高度與

越流量(越波量)之關係；(2)設計波浪包

括使用年限及其破壞機率之慣用值增

列；(3)海堤工程及海岸保護工程；(4)

直立壁位於水面上之揚壓力分佈；(5)

確認各港水準之精度之方式。97 年完成

「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增補研究(二)－

參考案例彙編」，考量修訂內容過大，

並未報部列為部頒規範。上述相關研究

成果因歷經時空環境的改變，相關內容

須配合國內新規範及工程實務需求，進

行相關條文修訂，以符合未來實務應

用。期使基準能符合國內港埠發展建設

之規劃設計及維護管理所需。

二、因應船舶大型化趨勢 

船舶是決定港灣設施建設之主要

依據，96 年增補研究雖已就 86 年部頒

之大型船舶之主要尺寸參考表進行修

訂，惟至今亦已近 10 年，因應國際船

舶大型化，國內亦已新建深水碼頭或提

升卸貨設施等因應。 

隨著航運環境改變及造船能力的

提升，船舶朝向大型化發展已是趨勢，

截至 2018 年 6 月已下水之各類最大船

舶噸位，例如貨櫃輪 21,413TEU、散裝

輪 403,919DWT、油輪 442,470DWT、

駛上駛下輪(RO-RO)100,430GT、汽車

輪 (PCC)76,420GT 、 液 化 石 油 船

(LPG)57,494GT 、 液 化 天 然 氣 船

(LNG)169,253GT、客輪 228,081GT 等，

從以上數據明顯反映出船舶朝向大型

化發展之趨勢。 

因此，為能準確反映船舶大型化之

發展，本研究除參考日本國土交通省港

灣局出版的「港灣の施設の技術上の基

準同解說」對各類船舶的統計資料外，

亦 根 據 Clarkson Research Services 

Limited 公 司 的 「 Clarksons Ship 

Register」船舶資料庫(截至 2018 年 6

月)，來補充統計船舶大型化的資料，讓

各類船舶尺寸的統計能更具完善，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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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類 
噸數 

全長

(m) 

船寬

(m) 

滿載吃水

(m) 

種

類 
噸數 

全長

(m) 

船寬

(m) 

滿載吃水

(m) 

貨 

輪 

(DWT) 

1,000 

2,000 

3,000 

5,000 

10,000 

12,000 

18,000 

30,000 

40,000 

55,000 

70,000 

90,000 

100,000 

12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67 

83 

94 

109 

137 

144 

161 

185 

200 

218 

233 

249 

256 

新增 

286 

新增 

新增 

新增 

 

10.9 

13.1 

14.6 

16.8 

19.9 

21.0 

23.6 

27.5 

29.9 

32.3 

32.3 

38.1 

39.3 

新增 

44.3 新

增 

新增 

新增 

 

3.9 

4.9 

5.6 

6.5 

8.2 

8.6 

9.6 

11.0 

11.8 

12.9 

13.7 

14.7 

15.1 

新增 

16.9 

新增 

新增 

新增 

液 

化 

瓦 

斯 

船 

(GT) 

1,000 

2,000 

3,0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30,000 

5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70 

87 

99 

117 

145 

165 

181 

206 

242 

新增 

新增 

新增新

增 

新增 

 

11.7 

14.3 

16.1 

18.6 

22.7 

25.5 

27.7 

31.2 

36.1 

新增 

新增 

新增新

增 

新增 

 

5.0 

5.9 

6.6 

7.5 

9.0 

10.2 

11.0 

12.0 

13.5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貨 

櫃 

輪 

(DWT)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180,000 

200,000 

 

新增 

新增 

218 

244 

266 

286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30.2 

32.3 

32.3 

36.5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11.1 

12.2 

13.0 

13.8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駛

上

駛

下

輪 

(DWT) 

700 

1,500 

2,500 

3,000 

4,000 

5,000 

6,000 

10,000 

20,000 

40,000 

60,000 

70,000 

80,000 

 

75 

97 

115 

新增 

134 

新增 

154 

182 

新增 

新增 

新增新

增 

新增 

 

13.6 

16.4 

18.5 

新增 

20.7 

新增 

22.9 

25.9 

新增 

新增 

新增新

增 

新增 

 

3.8 

4.7 

5.5 

新增 

6.3 

新增 

7.0 

7.4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表 1 船舶大型化統計建議修訂內容 

 

 

 

 

 

 

 

 

 

 

 

 

 

 

註：黃色部分重新檢視；紅色部分新增 

 

 

 

1. 船舶繫靠建議修訂內容 

(1) 船舶靠船能量 

為確保大型船舶繫靠深水碼頭之

安全性，船舶於靠岸或繫泊時，作用於

繫泊設施  (碼頭或繫泊浮筒等 )之外

力，應考量計畫靠泊船舶尺寸(噸位、船

長、船寬、船深、吃水等)、靠岸方法及

靠岸速度、繫泊設施結構、繫泊方法、

及繫泊系統性質等，並就風、波、水流

等之影響，採用適宜之方法計算之。 

由相關規範演變，BS 規範已修訂

靠船曲線之下限以確保設計之安全

性 ， 參 酌 Spanish ROM Standard 

0.2-90(如表 2)及國內設計防舷材一般

設定經驗速度，整理如表 3，另漁船靠

泊速度可參考表 4。 

考量人為操作所造成之操船不確

定性、船舶故障或異常天候所造成之異

常碰撞船舶靠岸能量(abnormal berthing 

energy)，可參考 PIANC“ Guidelines 

for the Design of Fender System ”2002

中 4.2.8.5 節之異常碰撞係數(Factor for 

abnormal impact)及 BS 6349-4” Code 

of practice for design of fendering and 

mooring systems”之靠泊能量係數

(berthing energy factor)。 

(2) 船舶繫纜 

依前述統計建議船型(表 1)進行檢

視，建議修訂船舶總噸數 (50,000～

100,000)之曲柱容量由 100T 曲柱改為

150T 曲柱，另增列船舶總噸數(100,000

～150,000)之直柱及曲柱容量如表 5 所

示。

 

 

 

 

種

類 
噸數 

全長

(m) 

船寬

(m) 

滿載吃水

(m) 

種

類 
噸數 

全長

(m) 

船寬

(m) 

滿載吃水

(m) 

客 

輪 

(4) 

（GT） 

2,000 

3,000 

4,000 

5,000 

7,000 

10,000 

20,000 

30,000 

50,000 

70,000 

100,000 

10,000 

140,000 

220,000 

 

83 

新增 

107 

新增 

130 

147 

180 

207 

248 

278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15.6 

新增 

18.5 

新增 

21.2 

23.2 

25.7 

28.4 

32.3 

35.2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4.0 

新增 

4.9 

新增 

5.7 

6.6 

8.0 

8.0 

8.0 

8.0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油 

輪 

(DWT) 

1,000 

2,000 

3,0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30,000 

50,000 

70,000 

90,000 

100,000 

150,000 

300,000 

320,000 

 

61 

76 

87 

102 

127 

144 

158 

180 

211 

235 

254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10.2 

12.6 

14.3 

16.8 

20.8 

23.6 

25.8 

29.2 

32.2 

38.0 

41.1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4.0 

4.9 

5.5 

6.4 

7.9 

8.9 

9.6 

10.9 

12.6 

13.9 

15.0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渡 

輪 

(3) 

（GT） 

400 

700 

1,000 

2,500 

3,000 

5,000 

7,000 

10,000 

13,000 

15,000 

 

50 

63 

72 

104 

新增 

136 

新增 

148 

新增 

新增 

 

11.8 

13.5 

14.7 

18.3 

新增 

21.6 

新增 

23.0 

新增 

新增 

 

3.0 

3.4 

3.7 

4.6 

新增 

5.3 

新增 

5.7 

新增 

新增 

汽 

車 

輪 

（GT） 

500 

1,500 

3,000 

5,000 

12,000 

18,000 

20,000 

25,000 

30,000 

40,000 

60,000 

70,000 

80,000 

 

70 

94 

114 

130 

165 

184 

新增 

200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新

增 

 

11.8 

15.7 

18.8 

21.5 

27.0 

30.0 

新增 

32.2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新

增 

 

3.8 

5.0 

5.8 

6.6 

8.0 

8.8 

新增 

9.5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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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建議靠船速度(ROM) 

 

資料來源：PIANC，Guidelines for the Design of Fender Systems:2002. Table 4.2.1 

 

表 3 建議靠泊速度 

 

表 2-3  建議靠船速度(ROM) 

Suggested Approach Velocity (Mean Values)m/s 

(Taken from the Spanish ROM Standard. 0.2-90) 

Vessel displacement in 

tonnes 

Favourable 

Condition 

Moderate 

Conditions 

Unfavourable 

Conditions 

Under 10,000 0.2-0.16 0.45-0.3 0.6-0.40 

10,000-50,000 0.12-0.08 0.3-0.15 0.45-0.22 

50,000-100,000 0.08 0.15 0.2 

Over 100,000 0.08 0.15 0.2 

  資料來源：PIANC，Guidelines for the Design of Fender Systems:2002. Table 4.2.1  

表 2-4  建議靠泊速度 

 
Key －X Water displacement, in 1000 t 

Y Characteristic velocity, in m/s, perpendicular to the berth 
資料來源:BS 6349-4:2014 Code of practice for design of fendering and mooring systems 

DT 
靠泊速度 V(m/s) 

a b c d e 

<10,000 0.15 0.20 0.30 0.45** 0.45~0.60** 

10,000 0.10 0.19 0.29 0.38** 0.45** 

20,000 0.08 0.16 0.23 0.31** 0.36** 

30,000 0.06* 0.14* 0.20 0.27** 0.31** 

40,000 0.06* 0.12* 0.18* 0.24** 0.28** 

50,000  0.05* 0.11* 0.16* 0.22** 0.25** 

100,000  0.04* 0.08* 0.13* 0.17** 0.20** 

200,000  0.03* 0.06* 0.09* 0.13** 0.16** 

300,000  0.02* 0.05* 0.08* 0.11** 0.13** 

400,000  0.02* 0.04* 0.07* 0.10** 0.13** 

500,000  0.02* 0.04* 0.07* 0.10** 0.12** 

“*”最低靠船速度建議 0.08 0.15 0.20   

  等級 a：遮蔽良好，靠泊容易   等級 d**：遮蔽條件差，靠泊條件尚可  

  等級 b：遮蔽良好，靠泊困難   等級 e**：遮蔽條件差，靠泊條件差  

  等級 c：遮蔽條件差，靠泊容易    **：特殊狀況下採用，如看天型碼頭 



 48 

表 4 漁船建議靠泊速度 

 

 

表 5 船舶作用於繫船柱之拉力 

 

註：(  )內數值表示船席一定，位於船舶中間部份之繫船  柱，

其所繫倒纜(Spring Line)不超過二條時，作用於繫船柱之拉

力。

三、耐震設計 

台灣位屬於太平洋火環地震帶，火

環帶之國家受地震所擾，各國對於地震

對構造物之影響不斷投入心力以避免

震災所產生之影響，民國 96 年完成之

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增補研究(一)已就

結構物之地震力予以修訂更新，惟至今

亦已 10 年，國內不管是建築物、公路

橋、鐵路橋等規範均已更新，比對 96

年版與現行台灣耐震設計規範，就全台

灣鄰海鄉鎮市區之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予以比對更新，並就 96 年版之起始降

伏地震力放大倍數αy 及結構系統地震

噸數 GT 靠泊速度 V(m/s) 

<20 0.5 

≧20 且<40 0.4 

≧40 且<90 0.35 

≧90 0.3 

 

船舶總噸數 
作用於直柱之拉力

(tf) 
作用於曲柱之拉力(tf) 備註 

200～  500 15  15   

500～  1,000 25  25   

1,000～  2,000 35  25   

2,000～  3,000 35  35   

3,000～  5,000 50  35   

5,000～ 10,000 70  50 (25)  

10,000～ 20,000 100  70 (35)  

20,000～ 50,000 150  100 (50)  

50,000～100,000 200 
 100 (50) 

 150 (75) 
修訂 

100,000～150,000 400 200(100) 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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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折減係數 Fu更新並增補。 

1. 水平譜加速度係數建議修訂內容 

新北市之震區分為臺北盆地微分
區及一般震區，如圖 1 所示，臨海鄉鎮
市區適用臺北盆地微分區之區域，如淡
水區及八里區之部分里已納入台北微

分區，其工址水平譜加速度修訂如表 6

所示，其他新北市區域之震區水平譜加
速度係數則依最新部頒之建築物耐震
設計及橋梁耐震設計(建築物與橋梁一
致)予以修正如表 7 所示。

 

 

圖 1 臺北盆地設計地震微分區圖 
 

 

表 6 新北市臨海鄉鎮市區臺北盆地微分區之 SDS、SMS 

 

 

 

縣  市 區 里 微分區 

新北市 

淡水區 

福德里、竹圍里、民生里、八勢里、竿蓁

里、鄧公里、長庚里、清文里、草東里、永

吉里、民安里、新生里、文化里、油車里、

沙崙里 

(共 15 里) 

臺北二區 

SDS=0.6；SMS=0.8 

八里區 

龍源里、米倉里、大崁里、埤頭里、頂罟

里、舊城里、訊塘里、荖阡里、下罟里 (共

9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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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新北市臨海鄉鎮市區一般震區震區水平譜加速度
D

SS 、 DS1 、
M

SS 與 MS1 值 

 

 

2. 起始降伏放大倍數建議修訂內容 

就鋼管樁及 PC 樁所組成之非剛性

結構分別探討如下： 

鋼管樁 

基樁承受上部結構傳來之荷重以

及本身之自重，其主要應有軸力及彎

矩，可視為梁柱構材進行設計，其公式

為: 

 (3-1) 

 

fa：載重引致之軸壓應力；  

Fa：容許軸壓應力； 

fb：載重引致之彎曲應力； 

Fb：容許彎曲應力 

依港灣設計基準鋼管樁可分

SKK400 及 SKK490 二種強度，其降伏

強度 Fy 分別為 2400kgf/cm
2
 (SKK400)

及 3200kgf/cm
2
 (SKK490)，其容許應力

如表 8 所示。

 

 

 

 

 
 

縣  市 鄉鎮市區 
    適  用  區  域 

台北縣 

新北市 

淡水鎮  0.5 0.3 0.7 
0.40 

0.45 

中和里、屯山里、賢孝里、

興仁里、蕃薯里、義山里、

忠山里、崁頂里、埤島里、

新興里、水碓里、北投里、

水源里、忠寮里、樹興里、

坪頂里、中興里、協元里 (共

18 里) 

瑞芳鎮  0.6 0.35 0.9 0.55 全區所有里 

林口鄉 0.5 0.3 0.7 
0.40 

0.45 
全區所有里 

三芝鄉 0.5 0.3 0.7 
0.40 

0.45 
全區所有里 

石門鄉 0.5 0.3 0.7 
0.40 

0.45 
全區所有里 

八里鄉 0.5 0.3 0.7 
0.40 

0.45 
長坑里 

貢寮鄉 0.7 0.4 0.9 0.55 全區所有里 

金山鄉 0.5 0.3 0.7 
0.40 

0.45 
全區所有里 

萬里鄉 0.5 0.3 0.8 
0.45 

0.50 
全區所有里 

 

D

SS DS1

M

SS MS1

𝑓𝑎
𝐹𝑎
+
𝑓𝑏
𝐹𝑏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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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鋼管樁(SKK400 及 SKK490)之容許應力 

 

 

一般棧橋鋼管樁設計 SKK400細長

比會控制在 20<L/r<93，而 SKK490 細

長比會控制在 15<L/r<80，以此推算鋼

管之容許軸壓應力 SKK400 約在

1,000~1,200kgf/cm
2，而 SKK490 鋼管約

在 1250~1600kgf/cm
2。 

對於碼頭結構考慮載重為靜載

重，地震時之堆載及地震力，在考量地

震力短期作用下，其材料強度可提高

1.5 倍，可將(3-1)式寫成 

 (3-2) 

 

faD：靜載及堆載引致之軸壓應力； 

fbD：靜載及堆載引致之彎曲應力； 

faE：地震引致之軸壓應力； 

fbE：地震引致之彎曲應力 

 

令  (3-3) 

 

為 A 值最小為 0，最大為 1，代表

結構之靜載效應，與靜載重及碼頭功能

(堆載能力)大小不同而有所差異。 

結構之靜載及堆載作用下引致之

彎曲應力與軸壓應力之比值可以下式

之 m 值表示 

 

 (3-4) 

 

結構之設計地震力作用下引致之

彎曲應力與軸壓應力之比值可以下式

之 n 值表示 

 

 (3-5) 

由(3-3)和(3-4)可得 

 (3-6) 

 (3-7) 

Fa：容許軸壓應力 

SKK400 SKK490 

1,40020
r

L
 









 208.41,4009320

r

L

r

L

 27006

12,000,000
93

r
L,r

L




 

1,90015
r

L
 









 15131,9008015

r

L

r

L     

 20005

12,000,000
80

r
L,r

L




 

     Fb：容許彎曲應力 

SKK400 SKK490 

1400kgf/cm2 1900kgf/cm2 

 

 
𝑓𝑎𝐷
𝐹𝑎

+
𝑓𝑏𝐷
𝐹𝑏

 +  
𝑓𝑎𝐸
𝐹𝑎

+
𝑓𝑏𝐸
𝐹𝑏

 = 1.5 

 
𝑓𝑎𝐷
𝐹𝑎

+
𝑓𝑏𝐷
𝐹𝑏

 = 𝐴 

𝑚 =
𝑓𝑏𝐷

𝑓𝑎𝐷
  

𝑛 =
𝑓𝑏𝐸
𝑓𝑎𝐸

 

𝑓𝑎𝐷 =
𝐹𝑎 × 𝐹𝑏
𝐹𝑏 + 𝐹𝑎𝑚

𝐴 

𝑓𝑏𝐷 =
𝐹𝑎 × 𝐹𝑏 × 𝑚

𝐹𝑏 + 𝐹𝑎𝑚
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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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3-2)(3-3)(3-5)可得 

 (3-8) 

 (3-9) 

 

在靜載、堆載及地震力作用下，當
地震力變為設計地震之αy 倍時，構材
達到降伏，αy可用下式求之 
 

 (3-10) 

 (3-11) 

 

由上列計算，分析各情況如下： 

○1 情況 1：m=0，n=0 

 (3-12) 

A=0→SKK400，α y=1.33~1.60，

SKK490，αy=1.33~1.71 

A=1→SKK400，α y=2.00~2.80，

SKK490，αy=2.00~3.12 

 
○2 情況 2：m=0，n=∞ 

 (3-13) 

A=0→ SKK400，αy=1.14， 

SKK490，αy=1.12 

A=1→ SKK400，αy=1.71~2.00， 

SKK490，αy=1.68~2.05 

 
○3 情況 3：m=∞，n=0 

 (3-14) 

A=0→ SKK400，αy=1.33~1.60， 

SKK490，αy=1.33~1.71 

A=1→ SKK400，αy=1.67~2.00， 

SKK490，αy=1.63~2.08 

○4 情況 4：m=∞，n=∞ 

 (3-15) 

A=0→ SKK400，αy=1.14， 

SKK490，αy=1.12 

A=1→ SKK400，αy=1.43， 

SKK490，αy=1.37 

 由以上 4 種極端狀況分析αy 值介

於 1.12~3.12 之間。 

 對於固定的 m 與 A 值而言，若 n

值越大，則所得之αy越小。 

 就結構物而言，比較斜撐棧橋、直

樁棧橋及單樁構造受地震力影

響： 

 斜樁棧橋： 軸力大，彎矩小，

n 最小 

 單樁構造：幾乎無軸力，以彎

矩為主，n 最大 

 直樁結構：介於上述兩者中間 

 因此αy 以具斜樁結構最大，

單樁最小。 

 對於固定的 m 與 n 值而言，若 A

值增加，則αy 值將增大，設計時

靜載效應(A)較大，亦即地震效應

較小，則構材達到降伏階段，αy

值自然較大。 

 對於固定的 n 與 A 而言，若 m 值

增加，則αy值將稍微減小。 

一般而言，港灣結構堆載較一般其

他構造物為重，基樁之(靜載+堆載)與地

震效應之比例約介於 30~50%之間，即

靜載效應 A 值介於 0.45~0.75 之間，經

分析統整不同強度及容許應力下之起

𝑓𝑎𝐸 =
(1.5− 𝐴) × 𝐹𝑎 × 𝐹𝑏

𝐹𝑏 + 𝐹𝑎𝑛
 

𝑓𝑏𝐸 =
(1.5− 𝐴) × 𝐹𝑎 × 𝐹𝑏 × 𝑛

𝐹𝑏 + 𝐹𝑎𝑛
 

 
𝑓𝑎𝐷
𝐹𝑦

+
𝑓𝑏𝐷
𝐹𝑦

 + 𝛼𝑦  
𝑓𝑎𝐸
𝐹𝑦

+
𝑓𝑏𝐸
𝐹𝑦
 = 1.0 

𝛼𝑦 =
𝐹𝑦 −  

𝐹𝑏 × 𝐹𝑎
𝐹𝑏 + 𝐹𝑎𝑚

  1 +𝑚 𝐴

 1 + 𝑛  1.5− 𝐴  
𝐹𝑏 × 𝐹𝑎
𝐹𝑏 + 𝐹𝑎𝑛

 
 

𝛼𝑦 =
𝐹𝑦 −  𝐹𝑎 𝐴

 1.5− 𝐴 𝐹𝑎
 

𝛼𝑦 =
𝐹𝑦

 1.5− 𝐴  𝐹𝑏 
 

𝛼𝑦 =
𝐹𝑦 − 𝐹𝑏𝐴

 1.5− 𝐴 𝐹𝑎
 

𝛼𝑦 =
𝐹𝑦 − 𝐴𝐹𝑏

 1.5− 𝐴 𝐹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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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降伏放大係數如表 9~表 12，其αy值

介於 1.20~2.31 之間。基此，取αy值為

1.2~1.4 計算設計地震最小總橫力，應屬

合理。
  

表 9 SKK400(Fa=1,000kfg/cm
2
)， αy值與 A、m、n之關係 

 

 

表 10 SKK400(Fa=1,200kfg/cm
2
)， αy值與 A、m、n之關係 

 

 

表 11 SKK490(Fa=1,250kfg/cm
2
)， αy值與 A、m、n之關係 

 

 

表 12 SKK490(Fa=1,600kfg/cm
2
)， αy值與 A、m、n之關係 

 

 

A 
m=0.1 

n=0.1 

m=0.2 

n=0.2 

m=0.4 

n=0.4 

m=0.6 

n=0.6 

m=0.8 

n=5 

m=1.0 

n=15 

m=5.0 

n=30 

m=0.6 

n=30 

m=5 

n=0.1 

0.30 1.70 1.65 1.59 1.54 1.31 1.25 1.21 1.24 1.63 

0.45 1.80 1.75 1.67 1.61 1.37 1.31 1.25 1.31 1.68 

0.60 1.93 1.87 1.78 1.71 1.45 1.38 1.30 1.39 1.75 

0.75 2.12 2.05 1.94 1.86 1.57 1.49 1.37 1.50 1.84 

0.90 2.40 2.31 2.17 2.07 1.74 1.65 1.47 1.68 1.98 

1.00 2.68 2.57 2.41 2.29 1.91 1.81 1.57 1.85 2.12 

 

A 
m=0.1 

n=0.1 

m=0.2 

n=0.2 

m=0.4 

n=0.4 

m=0.6 

n=0.6 

m=0.8 

n=5 

m=1.0 

n=15 

m=5.0 

n=30 

m=0.6 

n=30 

m=5 

n=0.1 

0.30 1.40 1.38 1.35 1.33 1.23 1.21 1.19 1.21 1.36 

0.45 1.45 1.43 1.40 1.37 1.27 1.25 1.22 1.25 1.40 

0.60 1.53 1.50 1.46 1.44 1.33 1.30 1.26 1.31 1.45 

0.75 1.63 1.60 1.56 1.52 1.41 1.38 1.32 1.39 1.51 

0.90 1.79 1.75 1.70 1.65 1.53 1.49 1.41 1.51 1.61 

1.00 1.95 1.90 1.84 1.79 1.64 1.60 1.49 1.63 1.71 

 

A 
m=0.1 

n=0.1 

m=0.2 

n=0.2 

m=0.4 

n=0.4 

m=0.6 

n=0.6 

m=0.8 

n=5 

m=1.0 

n=15 

m=5.0 

n=30 

m=0.6 

n=30 

m=5 

n=0.1 

0.30 1.82 1.76 1.67 1.61 1.31 1.24 1.19 1.24 1.73 

0.45 1.93 1.87 1.77 1.70 1.38 1.30 1.23 1.30 1.78 

0.60 2.09 2.02 1.90 1.81 1.47 1.39 1.28 1.39 1.85 

0.75 2.31 2.22 2.08 1.98 1.60 1.50 1.35 1.52 1.95 

0.90 2.63 2.52 2.35 2.22 1.79 1.67 1.45 1.70 2.10 

1.00 2.96 2.83 2.62 2.46 1.97 1.84 1.55 1.89 2.25 

 

A 
m=0.1 

n=0.1 

m=0.2 

n=0.2 

m=0.4 

n=0.4 

m=0.6 

n=0.6 

m=0.8 

n=5 

m=1.0 

n=15 

m=5.0 

n=30 

m=0.6 

n=30 

m=5 

n=0.1 

0.30 1.39 1.37 1.34 1.32 1.21 1.19 1.17 1.19 1.36 

0.45 1.45 1.43 1.39 1.36 1.25 1.23 1.20 1.23 1.39 

0.60 1.52 1.50 1.46 1.42 1.31 1.28 1.23 1.28 1.43 

0.75 1.63 1.60 1.55 1.51 1.38 1.35 1.28 1.36 1.49 

0.90 1.79 1.75 1.68 1.64 1.49 1.45 1.36 1.47 1.58 

1.00 1.94 1.89 1.82 1.76 1.61 1.56 1.44 1.59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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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C 樁 

 (3-16) 

fa：載重引致之軸壓應力； 

fb：載重引致之彎曲應力； 

fce：混凝土有效預應力，以預製 PC

樁約 0.1fc’； 

σca：PC 樁容許彎曲壓應力＝1/3fc'； 

fc’：混凝土設計強度 

 (3-17) 

faD：靜載及堆載引致之軸壓應力； 

fbD：靜載及堆載引致之彎曲應力； 

faE：地震引致之軸壓應力； 

fbE：地震引致之彎曲應力 

令  (3-18) 

將(3-18)帶入(3-17)得 

 (3-19) 

 (3-20) 

 

PC 樁之標稱強度約為 0.85fc’，考

量此狀況下剩餘的鋼鍵中的預力約為

有效預力的 60%，因此標稱強度酌以降

低為 0.85fc’-0.6×fce=0.79fc’。 

 (3-21) 

將(3-19)(3-20)代入(3-21) 

 (3-22) 

 

一般而言，港灣結構堆載較一般其

他構造物為重，基樁之(靜載+堆載)與地

震效應之比例約介於 30~50%之間，即

靜載重效應 B 值介於 0.4~1.0 之間，其

時αy值介於 2.16~2.65 之間(表 13)，惟

港灣設施採用 PC 樁多採打擊方式施

工，其樁頭如有受龜裂，在此嚴酷的自

然條件下，建議αy值可保守取 1.4~1.6

計算設計地震最小總橫力，應屬合理。

 

表 13 PC樁，αy值與 B之關係 

 

 

(3) 小結 

鋼管樁採容許應力法設計時，起始

降伏放大係數αy建議修訂為 1.2~1.4；

PC 樁採容許應力法設計時，起始降伏

放大係數αy建議修訂為 1.4~1.6。 

αy 值之決定在工作應力法時，其

大小取決於材料本身之容許應力值及

地震時允許提高之大小有關，各規範在

此設定不同，因此所得之αy 亦有所差

異，說明如下。 

○1 容許應力差別 

以鋼材而言，建築物容許應力為

0.66Fy，橋梁容許應力為 0.55Fy，港灣

結構物則因基樁之細長比所造成之折

𝑓𝑎
𝜎𝑐𝑎

+
𝑓𝑏
𝜎𝑐𝑎

+
𝑓𝑐𝑒
𝜎𝑐𝑎

≤ 1.0 

 
𝑓𝑎𝐷 + 𝑓𝑏𝐷

𝜎𝑐𝑎
 +  

𝑓𝑎𝐸 + 𝑓𝑏𝐸
𝜎𝑐𝑎

 +
𝑓𝑐𝑒
𝜎𝑐𝑎

= 1.5 

 
𝑓𝑎𝐷 + 𝑓𝑏𝐷
𝑓𝑎𝐸 + 𝑓𝑏𝐸

 = 𝐴 

𝑓𝑎𝐸 + 𝑓𝑏𝐸 =
0.4𝑓𝑐

′

1 + 𝐴
 

𝑓𝑎𝐷 + 𝑓𝑏𝐸𝐷 =
0.4𝑓𝑐

′

1 +𝑚
𝐴 

 
𝑓𝑎𝐷 + 𝑓𝑏𝐷
0.79𝑓𝑐

′
 + 𝛼𝑦  

𝑓𝑎𝐸 + 𝑓𝑏𝐸
0.79𝑓𝑐

′
 +

0.06𝑓𝑐
′

0.79𝑓𝑐
′
= 1.0 

𝛼𝑦 =
0.73 −

0.4𝐵
1 + 𝐵

0.4
1 + 𝐵

 

B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α𝑦  1.91 1.99 2.07 2.16 2.24 2.32 2.40 2.49 2.57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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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容許應力介於 0.4~0.5Fy 之間。容

許應力越低，離降伏點越遠，αy越高。 

○2 地震提高倍數 

建築物及橋梁，其地震時所能提高

之強度均為 1.33 倍，而港灣結構所允許

提高之強度為 1.5 倍，因此建築物及橋

梁可允許之αy值較大。 

3.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建議修

訂內容 

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 Fu 與結

構系統韌性容量 R 及結構基本振動週

期 T 有關，而 R 值與抵抗地震力之各種

結構系統有關，可依其進入非彈性後相

對消散能量的能力決定。96 年增補研究

雖已針對港灣設計基準 89 年修訂版進

行調整，並刪除不隨結構型態不同而異

之結構系統特性係數 R*，然對於韌性

容量 R 並無明訂，如此對工程師執行設

計工作有所困擾，建議予補充增訂。 

有關港灣構造物之非剛性結構

物，以棧橋碼頭及樁欉式構造為主，其

主要系統組成分為直樁式棧橋碼頭及

具斜樁組棧橋碼頭，如圖 2 所示。基樁

的材料則分為鋼筋混凝土(含預力混凝

土)及鋼材兩大類，其行為模式與建築物

多層剪力屋架系統不同，而是與橋梁之

多構架式橋墩類似，因此參酌公路橋梁

耐震設計規範，建議港灣非剛性結構物

之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R 可採 3~4.2。另

就本次修訂納入臺北盆地微分區之新

北市地區增列容許韌性容量如下。

  

臺北盆地：  

 

圖 2 結構系統示意圖

 

𝑅𝑎 = 1 +
(𝑅 − 1)

2.0
 

  

直樁式棧橋碼頭 具斜樁組棧橋碼頭 

圖 3.3  結構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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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混凝土構造物強度設計法 

目前港灣構造物之設計，是依據民

國 86 年部頒之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

其中 R.C.構造物之設計方法則仍是採

用工作應力法。工作應力法係將混凝土

視為一完全彈性的材料，並且控制結構

物各部份桿件在工作載重下所造成的

應力，不超過材料的容許應力值。此設

計方法理論簡單易於瞭解及應用方

便，因此長久以來廣受世界各國採用。 

而強度設計法主要是探討結構物

在使用年限內可能遭遇之最大載重，及

構材達到破壞所能承受之極限強度，依

據可靠度理論所訂定的一種設計方

法；此設計法將安全係數分成強度折減

係數及載重係數，並考量桿件破壞的極

限行為，其假設之桿件行為及載重型態

更接近真實情況，因此理論上較工作應

力法合理。隨著工程師對混凝土材料受

力行為的瞭解，歐美各國大都已改採強

度設計法來設計 R.C.構造物，因此為因

應時代之需求，達到合理的設計，未來

我國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有朝此方向

修訂之必要。 

港灣構造物包括陸上結構物、臨海

結構物（如碼頭）及海上結構物（如防

波堤）三種。陸上結構物如房屋、倉庫、

信號台等，其載重均很明確，故可直接

引用建築設計結構之強度設計法設

計，但其餘兩項因其載重型態較複雜，

如碼頭結構之繫靠力及防波堤之波浪

力具較多不確定因素，目前均採用工作

應力法設計。 

現行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翻修自

1989 年版日本港灣基準，而民國 96 年

版修訂之構造物設計基準已導入強度

設計法概念，則主要以 1999 年版日本

港灣基準為藍本，將載重分為永久載

重、變動載重及偶發載重，並就不同狀

態下之不同載重分類給予不同載重因

子，其相較於國內其他規範及大專院校

養成所採之美系設計理念而有所落

差，另考量國內部頒混凝土設計規範精

神採美國土木 ASCE 7 及美國混凝土

ACI 318 為基礎，為能加速港灣人才養

成及跨領域整合合作以提升港灣技

術，將參考 ASCE7-02 及美軍 UFC4- 

152-01 規範，訂定屬於港灣構造物之設

計載重組合。 

1. 美日規範彙整 

對於強度設計法之設計理念，美日

規範大體一致，採構件強度計算時折減

強度，均對構件受力情形予以折減，日

本在撓曲採用γb=1.15，等於是折減為

0.87(=1/1.15)，美國撓曲φ=0.9；日本剪

力採用混凝土γb=1.3，等於是折減為

0.77(=1/1.3)，剪力筋γb=1.15，有效梁

深 d 折減 1.15 ，等於是折減為

0.76(=1/1.15/1.15)，而美國在剪力之折

減φ=0.75，由上述分析，兩國在構件受

力情形之折減量接近，惟日本對於材料

本身再予以折減一次γm，以鋼筋混凝

土而言，日本的設計混凝土強度僅為抗

壓強度 0.77 倍(=1/1.3)，意即日本對於

鋼筋混凝土所能提供之設計強度較為

保留，兩者比較如表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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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強度折減係數對照表 

 

 

而對於載重部分，日本的載重係數

已含載重因數及結構物係數  (γ f*γ

e)，就棧橋及防波堤分別說明如下： 

(1) 棧橋 

靜載重永久載重 D 

(1.1*1.2=1.32；0.9*1.2=1.08)； 

變動載重活載重 L 

(1.2*1.2=1.44)； 

偶發載重地震力 EQ (1.0*1.0) 

(2) 防波堤 

靜載重永久載重 D 

(1.1*1.0=1.1；0.9*1.0=0.9)； 

變動載重波力  L 

(1.3*1.1=1.43)； 

偶發載重地震力 EQ (1.0*1.0) 

美國則是靜載重 D=1.2(or0.9)；活

載重 L=1.6；地震力 EQ=1.0。 

經上述分析並整理如表 15 所示，

日本除在棧橋的永久載重較保守，採較

高之載重係數外，其他載重則以美國較

保守，至於地震等偶發載重則兩國採相

同係數處理。

 

表 15 載重係數對照表 

 

 

小結上述，整理強度設計法設計概

念如圖 3，日本用 2 個參數折減構件強

度，用 3 個參數放大設計載重，而美國

則簡化為 1 個參數折減構件強度，1 個

構件受力情形 
強度折減係數 

小 結 
日 本γb、γm 美 國φ 

撓    曲 0.87 0.9 

日本規範折減較多，較

保守 

混凝土抗剪 0.77 
0.75 

剪力鋼筋 0.76 

 
尚須對混凝土強度折減

0.77倍 
不用折減 

 

載 重 型 式 
載 重 係 數 

小    結 
日 本 美 國 

棧

橋 

靜載重永久載重D 
1.32 

(1.08) 

1.2 

(0.9) 

美日對地震所產生之偶發載重

採相同係數，但對變動載重或

其他偶發載重，如繫靠力等，

美國採較高載重因數 

變動載重活載重L 1.44 1.6 

偶發載重地震力EQ 1.00 1.00 

防

波

堤 

靜載重永久載重 
1.1 

(0.9) 

1.2 

(0.9) 

變動載重波力 1.43 1.6 

偶發載重地震力EQ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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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放大設計載重。整體而言美國雖然

提高的設計載重較日本略高約 10%，但

日本對於材料的折減而言高於美國，相

對設計較為保守。

  

 

圖 3 強度設計法設計概念圖 

 

2. 建議修訂內容 

各國混凝土設計多源自土木學

會，如美國 ASCE、日本 JSCE、中國土

木水利工程學會。 

日本港灣設計規範之混凝土強度

設計法亦不例外，比對日本 JSCE 之混

凝土標準示方書〔設計篇〕、日本鐵道

綜合技術研究所編鐵道構造物等設計

標準及解說〔混凝土結構物〕、道路橋

梁示方書，就日本港灣構造、建築物、

橋梁及鐵路等公共建設而言，所採用之

構件強度的折減參數-材料係數(γm)及

構件係數(γb)並無不同；提高設計載重

之參數 - 結構物係數 ( γ e) 皆落於

1.0~1.2、結構分析係數(γa)均可取 1.0

及載重係數(γf)除變動載重中波力變

動較大，採 1.3 外，其餘載重最大 1.2

均無不同。此顯示除應用於防波堤沉箱

結構受載重型態較複雜外(暫置起浮、拖

航、安放、填砂等不同階段，至後續防

波堤承受颱風波浪等不確定性因子

高)，與日本其他構造物設計並無不同。 

經分析美日規範強度設計法設計

理念及實際案例驗算，美國及目前台灣

規範之載重因子提高較多，而日本則較

著重於折減構件材料強度，兩者在彎矩

設計上所得之結果差異有限，但在剪力

折減強度之差別為大，為能與國內其他

公共工程設計規範一致，採用美國海軍

規範以ASCE為基礎所研訂之載重組合

納入本次修訂(如表 16~表 18)，並搭配

國內混凝土結構之強度折減因子及構

件設計公式應屬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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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 fD(D) + fL(Lc+或 Lu) + fBe(Be) 

+fB(B) + fC(C) + fE(E) + fEQ(EQ) 

+fW(W) + fWs(Ws) + fT(T) + fS(S) 

Ui ：強度設計法； 

fx ：載重因子，詳如表 14 建議； 

D ：自重；Lu：活載重(均佈) ； 

Lc ：活載重(集中) ； 

I ：衝擊載重(與集中活載重 Lc 一 

  併考量) ； 

B ：浮力；  

Be ：靠船力； 

C ：流力作用於結構體；  

E ：土、水壓力； 

EQ ：地震力； 

W ：風力作用於結構體； 

Ws ：風力作用於船體； 

T ：溫度、潛變、乾縮與不等沉陷 

  等之效應； 

S ：冰雪載重 

  

表 16 載重組合-強度設計法(無船靠泊時) 

無船靠泊時 D L B Be C Cs E EQ W Ws T S 

U1 1.4 - 1.4 - 1.4 - - - - - - - 

U2 1.2 1.6 1.2 - 1.2 - 1.6 - - - 1.2 0.2 

U3 1.2 1 1.2 - 1.2 - - - - - - - 

U4 1.2 - 1.2 - 1.2 - - - 0.8 - - - 

U5 1.2 1 1.2 - 1.2 - - - 1.6 - - 1 

U6 1.2 1 1.2 - 1.2 - - 1 - - - - 

U7 0.9 - 0.9 - 0.9 - 1.6 - 1.6 - - 1 

U8 0.9 - 0.9 - 0.9 - 1.6 1 - - - - 

資料來源：UFC 4-152-01 

 

表 17 載重組合-強度設計法(靠泊時) 

靠泊時 D L B Be C Cs E EQ W Ws T S 

U1 - - - - - - - - - - - - 

U2 1.2 1.6 1.2 1.6 1.2 - 1.6 - - - 1.2 0.2 

U3 1.2 1 1.2 1 1.2 - - - - - - - 

U4 - - - - - - - - - - - - 

U5 1.2 1 1.2 1 1.2 - - - 1.6 - - 1 

U6 1.2 1 1.2 1 1.2 - - 1 - - - - 

資料來源：UFC 4-1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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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載重組合-強度設計法(繫纜後) 

繫纜後 D L B Be C Cs E EQ W Ws T S 

U1 1.4 - 1.4 - 1.4 1.4 - - - - - - 

U2 1.2 1.6 1.2 - 1.2 1.2 1.6 - - - 1.2 0.2 

U3 1.2 1 1.2 - 1.2 1.2 - - - - - - 

U4 1.2 - 1.2 - 1.2 1.2 - - 0.8 0.8 - - 

U5 1.2 1 1.2 - 1.2 1.2 - - 1.6 1.6 - 1 

U6 1.2 1 1.2 - 1.2 1.2 - 1 - - - - 

U7 0.9 - 0.9 - 0.9 0.9 1.6 - 1.6 1.6 - 1 

U8 0.9 - 0.9 - 0.9 0.9 1.6 1 - - - - 

資料來源：UFC 4-152-01 

五、工程材料之完整性及耐久性 

材料的強度與品質已不斷提昇及

更新，本次基準修訂將重新檢討 96 年

增補內容及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 99 年

修訂之內容。針對鋼鐵材料除納入日本

與歐規之規格強度，增加鋼鐵材料可多

元化設計外，並針對犧牲陽極防蝕法設

計程序做修訂，使工程師於設計鋼構造

物時有更加完整之參考依據。針對混凝

土，主要將港灣構造物所處環境分為 3

等級，並針對各等級規定適當之混凝土

保護層厚度，以保護其內之鋼筋。 

1.鋼鐵材料建議修訂內容 

(1) 鋼材設計強度 

因應國內大水深碼頭需求，熱軋鋼

板樁國內可生產之尺寸為能與國際接

軌，除國內 CNS 規範訂定之熱軋鋼板

樁品質規格外，建議納入日本 JIS A5528

及歐規 EN10248 之規格強度，亦得採用

符合歐盟 EN 1993-5 標準之鋼板樁，建

議增補修訂如表 19。另外考慮到發生不

同外力或極端狀況，如地震、颱風時，

前述鋼板樁容許應力可提高比率如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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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鋼板樁容許應力 

 

 

表 20 容許應力提高比率 

 
 

(2) 鋼材之防蝕處理 

a. 防蝕面積計算 

96 年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增補研

究只針對鋼材位於不同位置，如:海水

中、拋石中或海底土層中計算其防蝕面

積。防蝕面積建議依鋼樁形式於不同位

置分別計算，如鋼板樁及鋼管樁，如使

用鋼板樁，計算防蝕面積所使用之鋼板

樁周邊係數可參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港灣構造物陰極防蝕準則草案」中之

日本各類鋼板樁周邊係數。 

b. 防蝕電流計算 

結構物鋼材所需防蝕電流依下式

計算之。 

所需防蝕電流 (mA)＝防蝕面積

(m
2
)×初始防蝕電流密度(mA/m

2
) 

初始防蝕電流密度的選用因構造

物所在的環境而不同，依據 96 年港灣

構造物設計基準增補研究中「裸鋼材之

陰極防蝕初始時之防蝕電流密度」(表

21)，建議增補於一般環境中海水、石礫

及海底土在外海之初期防蝕電流密度

以及於特殊海域中具不同流速之初期

防蝕電流密度。

 
 

 

 

 

 

鋼鐵材料 

種類 

應力種類 

SY295 SY390 S240GP S270GP S320GP S355GP S390GP S430GP 

最小降伏強度

(降伏點) 

3,000 

(295) 

4,000 

(390) 

2,500 

(240) 

2,750 

(270) 

3,250 

(320) 

3,620 

(355) 

4,000 

 (390) 

4,380 

(430) 

彎曲拉應力

(依淨斷面積

計算) 

1,800 

(180) 

2,400 

(235) 

1,500 

(144) 

1,650 

(162) 

1,950 

(192) 

2,170 

(213) 

2,400 

(235) 

2,600 

(258) 

彎曲壓應力

(依總斷面積

計算) 

1,800 

(180) 

2,400 

(235) 

1,500 

(144) 

1,650 

(162) 

1,950 

(192) 

2,170 

(213) 

2,400 

(235) 

2,600 

(258) 

剪應力(依總

斷面積計算) 

1,000 

(100) 

1,300 

(125) 

800 

(80) 

900 

(90) 

1,080 

(105) 

1,200 

(118) 

1,300 

(125) 

1,450 

(143) 

 

載   重   狀   態 提高比率 

常時(作業時) 
- 1.00 

考慮溫度效應影響 1.15 

地震、颱風及靠岸時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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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裸鋼材之陰極防蝕初始時之防蝕電流密度(mA/m2) 

 

資料來源：港灣構造物陰極防蝕準則草案 

 

c. 犧牲陽極發生電流量計算 

 為計算陽極塊使用個數，需先

計算每塊犧牲陽極之發生電流，96 年港

灣構造物設計基準增補研究中並未明

訂如何計算犧牲陽極發生電流量，參酌

港灣構造物陰極防蝕準則，犧牲陽極發

生的電流量如下式。 

 

 (5-1) 

 

Ig= 每塊犧牲陽極的發生電流，mA 

E= 有效電位差(驅動電壓)，V，鋅

合金陽極為 0.2 V，鋁合金陽極

為 0.25 V 

Ra= 犧牲陽極對海水的電阻，Ω 

式中犧牲陽極對海水電阻之計

算，依犧牲陽極的形狀，如長條棒狀陽

極、板狀陽極及其他形狀之陽極分別計

算，其詳細計算式可參考「港灣構造物

陰極防蝕準則草案」中之規定。 

d.陽極塊個數計算及配置 

由以上結構物於不同環境所需防

蝕電流計算及每塊犧牲陽極的發生電

流，所需陽極塊個數依下式計算之。 

 

 (5-2) 

 

Ni= 浸入海水中(或海土中)被保護部

位所需犧牲陽極的塊數 

ii= 各環境採用之防蝕電流密度(初

始極化防蝕電流密度)，mA/m2 

Ai= 海水中(或海土中)之保護構造物

面積，m2 

Ig= 每塊犧牲陽極的發生電流，mA 

N= ∑N_i×(1+餘裕係數)〗 餘裕係數

為 10%~20% 

環    境 
初期防蝕電流密度 

(mA/m2裸鋼面積) 

一般環境 

港灣 

海水 100 

石礫 50 

海底土 20 

外海 

海水 150 

石礫 75 

海底土 30 

特殊海域 

污染 

海水 150 

石礫 75 

海底土 30 

流速 

1m/sec 160 

2m/sec 230 

3m/sec 270 

 

I𝑔 =
𝐸

𝑅𝑎
× 1000 

N𝑖 =
𝑖𝑖 × 𝐴𝑖
𝐼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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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陽極塊使用年限 

一般陽極塊均標示有其形狀尺

寸、重量，陽極消耗量、初始電流及陽

極利用率等，陽極塊使用年限可依下式

估算之。 

 (5-3) 

L= 陽極使用壽命，year (yr) 

N= 被保護設施所需陽極總塊數 

W= 每塊陽極原始重量，kg 

Q= 陽極消耗量，kg/A·yr 

Iavg= 構造物在保護期間內之平均保

護電流，A；通常約為極化保護

電流密度計算出總電流之 0.5 ~ 

0.55倍，在污染海域中約為 0.67

倍 

U= 陽極利用率，長條棒狀陽極為

0.90 ~ 0.95，鐲式(Bracelet)陽極

為0.75 ~ 0.80，其他形狀為0.75 ~ 

0.90 

2. 混凝土建議修訂內容 

混凝土的耐久性主要與混凝土品

質及其內之鋼筋有關，港灣構造物因地

處嚴酷腐蝕環境，保護層不足時，混凝

土中的鋼筋或鋼腱則易發生鏽蝕。港灣

構造物設計基準部頒規範於 99 年已針

對混凝土耐久性來修訂混凝土最小保

護層厚度及混凝土配比條件，然保護層

厚度與結構重要性及混凝土本身強度

無關聯性，對於部分次要結構或主要結

構採高強度混凝土等無搭配關係，建議

加以細分以達合理性及經濟性。 

依結構重要性及所處環境等級，參

酌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及公路橋梁耐

久性設計規範對於鹽害環境之區分，以

港區範圍內為主要港灣構造設施範

圍，並將環境等級分為 3 級，各級別條

件如下： 

•環境等級 1：海水直接接觸部分 

•環境等級 2：海水可能沖刷部分、飛

沫作用區域 

•環境等級 3：港區範圍內 

對於環境等級 1~環境等級 3 之主

要結構如基樁及大樑，場鑄保護層採

10cm，預鑄保護層採 7cm，其他依其構

造性質及混凝土強度細分增訂，對應構

件型式之保護層建議如表 22 及表 23。

 

表 22 預鑄鋼筋混凝土最小保護層厚度表 

 

說明：1.”* ” 為特殊保護措施處理 
2.”▲” 廠內施作者 

L =
𝑁×𝑊× 𝑈

𝑄× 𝐼𝑎𝑣𝑔
  

構件 

 

區域 

預  鑄  鋼  筋  混  凝  土 (cm) 

預力套管保

護層(cm) 
基樁及大梁

(含冠牆) 
棧橋面版 

沉箱、方塊、L

型擋牆等型塊 

其他附屬設施 

(輪檔、欄杆等) 

“▲” 

混凝土強度

(kgf/cm2) 

280 

以上 

280  

以上 

280 

以上 

280 

以上 
 

環境等級 1 7 7 7 7 9 

環境等級 2 7 7(6*) 7 4 9 

環境等級 3 7 7(6*) 7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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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場鑄鋼筋混凝土最小保護層厚度表 

 

說明：1.”*”為特殊保護措施處理 
 

混凝土抗壓強度 280kgf/cm
2 已廣

泛用於國內其他公共工程，對於無筋混

凝土部分結構構材，其設計強度仍使用

210kgf/cm
2，如表 24 所示。建議於混凝

土配比條件及抗壓強度中增加說明如

無筋混凝土表面有耐磨、美觀或其他特

殊要求時，得提高混凝土設計強度為

280kgf/cm
2及其水膠比。

 

表 24  混凝土配比條件及抗壓強度 

 

*1 無筋混凝土表面有耐磨、美觀或其他特殊要求時，得提高
最小混凝土設計強度為 280 及水膠比。 

*2 除棧橋上部結構以外。 

*3 粗粒料的最大尺寸，只要不妨礙鋼筋之配筋或各結構斷面 

，應儘可能採用最大尺寸之粒料。一般常用粗粒料以礫石
及碎石為主，使用礫石時其最大尺寸為 25 mm，碎石時其
最大尺寸為 20 mm。 

*4 本表最小混凝土設計強度為最低要求，設計時應視需求予
以調整。 

構件 

 

區域  

場  鑄  鋼  筋  混  凝  土 (cm) 

基樁及大梁 

(含冠牆) 
棧橋面版 

其他附屬設施 

(輪檔、欄杆等) 

混凝土強度

(kgf/cm2) 

280 

以上 

280  

以上 

280 

以上 
  

環境等級 1 10 10 10 

環境等級 2 10 10(7.5*) 7(5*) 

環境等級 3 10 10(7.5*) 5(4*) 

 

種類 結構構材之種類 

配合條件 
最小混凝土設計強

度*4 (kgf/cm2)  
最大水

膠比 

粗粒料最大

尺寸(mm) 

無筋 

混凝土 

防波堤上部結構、蓋版混凝

土、混凝土方塊、異型塊(消

波、被覆)、護基方塊、碼頭

上部結構、胸牆、繫船直柱

基礎(重力式)  

0.5*1 40 280*1   

0.55 40 210    

鋼筋 

混凝土 

繫船柱基礎(樁式)、錨碇

版、胸牆、碼頭上部結構*2 
0.5 

25 (20) *3、

40 
280   

棧橋上部結構、沉箱、空心

方塊、L 型塊、消波方塊 0.45 
25 (20) *3、

40 
280 

岸肩舖面 0.5 
25 (20) *3、

40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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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樁植入工法之承載力 

近年港灣構造物陸續改建，為了降

低對既有構造物、鄰近構造物之影響，

以及因應港都合一等都會區施工干

擾，原打擊式工法施作樁基礎已不敷使

用，國內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及公

路橋梁設計規範均已將植入式基樁之

承載力計算列入標準中，本研究就植入

式工法對基樁軸向極限承載力適用於

港灣構造進行探討。 

1. 植入式工法建議修訂內容 

如前述說明，為避免對都會區之干

擾，原先基樁打擊工法已不敷使用，建

議增補基樁植入式工法對軸向極限承

載力之推估。植入式工法主要分為中掘

工法、預鑽孔工法及鋼管複合水泥樁工

法，說明如下。 

(1)中掘工法 

由樁蕊中空部份鑽掘排土，同時植

入樁蕊，如圖 4 所示。

 

圖 4 中掘工法示意圖 

 

(2) 預鑽孔工法 

預先以鑽桿排土或攪拌鑽孔，然後

將樁蕊植入鑽孔中，如圖 5 所示。 

 

圖 5 預鑽孔工法示意圖 

 

(3) 鋼管複合水泥樁工法(Steel Pipe Soil 

Cement Pile Installation Method) 

鑽桿鑽頭噴射水泥漿與土壤混合

形成攪拌水泥樁並將具突肋之肋紋鋼

管沉入，因此，可以將攪拌水泥樁的直

徑視為有效直徑（樁直徑），並且可以

獲得大於鋼管直徑垂直承載力與摩擦

力，如圖 6 所示。然所需之助紋鋼管目

前國內並未生產，且未實際進行樁載重

試驗以驗證其軸向乘載力，故此工法目

前國內尚未使用。 

 

 

圖 6 鋼管複合水泥樁工法示意圖 

 

2. 基樁軸向極限承載力建議修訂內容 

港灣構造基樁打擊工法考量構造

重要性、施工性及地質特性，基樁軸向

極限乘載力利用貫入試驗推估之方式

主要參酌「日本港灣施設技術上基準•

同解說」修訂，其適用性已經港灣多年

基樁載重試驗驗證，因此就其他工法之

承載力推估，建議參照同一標準，並參

酌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及公路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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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設計規範。 

考量鋼管複合水泥樁工法目前國

內尚未使用，故建議先行增補中掘工法

及預鑽孔工法之軸向極限承載力推

估，待日後國內正式引進鋼管複合水泥

樁工法並進行相關載重試驗後再進行

討論增補。植入式工法基樁最大表面摩

擦阻力及樁尖極限承載力詳如表 25 所

示。

 

表 25  基樁最大表面摩擦阻力及樁尖極限承載力(tf/m
2
) (KN/m

2
) 

 

N：樁端地層之 N 值 

𝑁：基樁入土全長之平均標準貫入實驗值(N) 

七、結論 

為符合國內港灣環境特性及順應

世界港埠發展趨勢，本次修訂或增補，

以符合現行法規與安全需要，而非創新

制訂新的基準，因此將以「必要、安全、

實用、簡單」為修訂或增補之指導原

則。經檢討必須要進行增補之項目如

下： 

1. 船舶大型化 

2. 耐震設計 

3. 設計理念 

4. 材料更新及耐久性 

5. 構造型式更新 

6. 工法更新 

本研究依前述原則並蒐集分析國

內外相關基準及研究成果，完成第一至

第六篇章之條文內容修訂及初審工

作，提供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陳報交通部

辦理複審並頒布施行之參據。 

修訂基準經交通部頒布施行後，可

供交通部航港局、臺灣港務公司、縣市

政府、工程顧問公司…等相關單位使

用，提昇港灣構造物性能，滿足運輸安

全需求。 

 

 

工法 

 

支承力 

打擊式 

工法 

植入式工法 

中掘工法 預鑽孔工法 

樁身摩擦 fs 𝑁/5  N2  𝑁/5  N2   𝑁/2  N5   

樁底支承 qb 30N  300N 15N   150N  15N   15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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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鄰近海岸漂沙預備試驗 

洪維屏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摘要

本研究為探討臺中港區鄰近海域

之漂沙影響，利用現場海氣象觀測及歷

年水深地形資料分析以進行動床水工

模型預備試驗，比較往昔已有之現場與

模型試驗之地形變遷趨勢，用以尋求最

佳的試驗重現時間，相關試驗成果將提

供未來規劃港型試驗及防治對策試驗

應用。由本研究歷年水深地形資料分析

結果，民國 96 年至 100 年地形有較明

顯的侵淤變化，民國 101年之後於終端

水深(-10m)後較深之區域，其地形變化

較小。 

依動床水工模型預備試驗結果得

知，進行冬季期間之冬季季風波浪 8小

時試驗，可以重現冬季期間現場的地形

變化情況。後續(108 年度)將再進行夏

季季風波浪作用之試驗測試，用以尋求

夏季期間現場地形變化之重現期，最後

依據冬、夏季之試驗重現時間結果以整

年之現場地形變化情況，作為模型試驗

之整年重現時間的校驗。

一、計畫緣起及目的 

台灣因屬於季風氣候區的國家，本

身蘊含了極為豐富的風力資源，尤以西

部沿岸風力強勁，非常適合陸上及離岸

式風力發電，若善加開發利用台灣環島

離岸海域蘊藏豐富的風力資源將有助

於國內能源之多元化與自主性發展，則

可降低本國對能源進口的過度依賴，同

時亦可緩和台灣可能發生之用電危

機，而幾乎無污染的風力能源，對環境

永續也有積極的助益。惟台灣本島地小

人稠，陸上可供建機組之位置有限，故

朝離岸海域開發風力電廠乃為未來開

發之趨勢，臺中港為距離離岸風電區

最近的國際商港，距離北部基隆港和

南部高雄港各約 110 海里。港區總面

積為 4,438 公頃，水域面積 958 公頃，

陸地面積 3,480 公頃，其未來定位為提

供風機組裝碼頭及工作船靠泊母港，

因此就臺中港鄰近海岸地形侵淤變化

趨勢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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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資料蒐集與分析 

2.1 海象資料 

1. 潮汐 

臺中港之潮汐每日漲落 2次，目前

於港區附近海域之潮位觀測站有 2處，

觀測單位分別為本所港研中心(如圖 1)

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觀測站均設置

於臺中港港區內 4 號碼頭。本所潮位觀

測儀採用美國 TE 公司所生產之 KPSI 

735 壓力式水位觀測儀，潮位資料擷取

頻率設定為 1分鐘，係將儀器所測得水

位，作為該小時潮位觀測值，並透過無

線傳輸系統，將水位資料即時回傳至本

所港研中心海氣象資料庫。本研究收集

內政部委託中央氣象局自 2003 年製

2014 年 12 月期間的潮位觀測資料，其

統計結果如表 1所示。由表 1之統計結

果可知，自 2003 年至 2014年期間，其

平均潮差為 3.78 公尺，大潮平均潮差為

4.71公尺，最大潮差為 5.99公尺。 

 

 

圖 1 本所潮位觀測站位置圖

 

表 1 臺中港 2003-2014年潮位資料統計 

 

潮高單位：公分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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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波浪 

依據本所港研中心 2004 年至 2016

年期間之波浪觀測資料，歷年波高、週

期及波向統計結果如表 2~4所示，另歷

年四季及全期波高、週期及波向機率分

佈如圖 2~4所示。由表 2可知，臺中港

歷年全期平均波高為 1.58m，波高分佈

以小於 1m 所佔比率最高，約佔全期

38.8％；表 3 為歷年分季波浪週期分佈

統計表，其中波浪週期以 6~8sec所佔比

率最高，約佔全期 55.4％；參考表 4可

知歷年波向以 N~E 向為主，佔全期比

率 64.6％。冬季時，東北季風吹襲至臺

灣中部，因地勢影響風力強，且因海岸

線走向為北北東~西南西向，故臺中港

海域之波高大，平均波高約為 2.23m，

為四季最大，波向以 NNE 向為主，佔

整季 49.1％，波浪週期以 6~8sec比率最

高，約佔整季 62.6％；夏季時狀況相

反，風與浪均自西南方來，波向以 W

向為主，佔整季 23.9％，週期分佈小於

6sec佔整季 51.7％，平均波高為四季最

小，約 0.92m，其波高分佈以小於 1m

比率最高，佔整季 79.1％。

 

 

表 2 臺中港歷年分季波高分佈統計表 

季節 平均波高(m) HS<1.0m(％) HS=1.0m~2.0m(％) HS>2.0m(％) 

春 1.35 47.1 33.9 18.9 

夏 0.92 79.1 21.1 5.8 

秋 1.91 20.1 36.9 43.0 

冬 2.23 10.1 30.8 59.1 

全期 1.58 38.8 30.4 30.8 

 

表 3 臺中港歷年分季波浪週期分佈統計表 

季節 TS<6.0秒(％) TS=6~8秒(％) TS=8~10秒(％) TS>10.0秒(％) 

春 35.2 57.8 6.8 0.2 

夏 51.7 39.4 7.2 1.7 

秋 18.5 64.2 15.4 1.9 

冬 14.6 62.6 22.3 0.5 

全期 30.6 55.4 12.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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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中港歷年分季波向分佈統計表 

季節 

波向(N~E)(％) 

(E~S)(％) 

(N~E)(％) 

波向

(E~S)(％) 
波向(S~W)(％) 波向(W~N)(％) 

春 73.5 0.8 3.2 22.5 

夏 24.9 4.5 16.2 54.4 

秋 77.4 3.1 3.8 15.6 

冬 90.5 0.5 0.7 8.3 

全期 64.6 2.4 6.5 26.5 

 

 

圖 2 臺中港歷年分季波高機率分佈圖 

 

 

圖 3  臺中港歷年分季週期機率分佈圖 

 

 

圖 4  臺中港歷年分季波向機率分佈圖 

 

3.海流 

海流之主要成份包括潮流、恆流、

風吹流與波浪所造成之沿岸流等，根據

實測海流資料分析其主流方向與強

度，可瞭解本海岸之近岸流動力系統與

研判漂砂優勢方向，提供水工模型試驗

及數值模擬之參考引用。 

依據本所港研中心於臺中港北防

波堤綠燈塔外海歷年海流觀測資料，顯

示本處海流流向呈週期性往復運動，海

流運動方向主要集中在沿海岸平行方

向，且隨潮流漲落改變方向，主軸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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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與西南向，即退潮時段流向為西南，

漲潮時段流向為東北。表 5顯示大潮時

其流速甚強，最大流速約可達 1.7~2.0

節，全期平均流速為 38cm/s，流速分佈

以介於 25cm/s~50cm/s 間為主，佔全期

38.8％，四季中以冬季平均流速最大，

可達 45cm/s，春季平均流速最小，約為

32.5 cm/s，綜觀歷年水位觀測資料，臺

中港潮位主要以半日潮為主，全日潮為

輔，亦即臺中港的潮汐主要由全日潮及

半日潮組成的複合潮，但半日潮的成份

大於全日潮。

 

表 5 臺中港歷年分季流速分佈統計表 

季節 
平均流速

(cm/s) 

流速<25 cm/s 

(％) 

流速=25~50 cm/s 

(％) 

流速>50 cm/s 

(％) 

春 32.5 44.3 38.4 17.2 

夏 36.3 34.2 42.0 23.8 

秋 38.2 36.1 38.5 25.4 

冬 45.0 29.1 35.6 35.3 

全期 38.0 35.8 38.8 25.4 

 

表 6 臺中港歷年分季流向分佈統計表 

季節 流向(N~E) (％) 流向(E~S) (％) 流向(S~W) (％) 流向(W~N) (％) 

春 28.9 4.3 23.3 43.4 

夏 32.8 8.6 8.2 50.4 

秋 15.7 4.3 37.4 41.5 

冬 12.5 4.5 49.2 33.8 

全期 22.7 5.6 29.0 42.7 

 

 

圖 5 臺中港歷年四季及全觀測期海

流流速機率分佈圖 

 

 

圖 6 臺中港歷年四季及全觀測期海

流流向機率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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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海域地形變化資料 

1. 歷年侵淤比較圖分析 

漂砂活動範圍內經長時間之波潮

流作用後，某一水深內有明顯海岸地形

變化，此種水深稱為終端水深。參考本

所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年報，歷年臺中

港統計之示性波高為 1.5m，以此進行推

算，可得漂砂帶終端水深約為-10m。 

侵淤比較圖可快速且全區域的審

視地形變化之趨勢，依據本所港研中心

「107 年臺中港港外水深地形測量及歷

年水深地形資料檢核分析調查」計畫繪

製民國 96 年至 107 年之侵淤變化比較

圖，如圖 7〜圖 17 所示，臺中港海域測

線間距為 200公尺，故採用數值網格大

小 100公尺進行繪製，其中藍色為淤積

(正值)，紅色為侵蝕(負值)，灰色為容許

誤差範圍，黃線為終端水深。民國 96

年至 97 年於大甲溪出海口至外海有明

顯的帶狀侵蝕現象，於大肚溪出海口亦

有明顯的侵淤互現，於北防波堤北側受

防波堤欄阻，有淤積的現象；民國 97

年至 98 年於大甲溪出海口至外海有明

顯的帶狀淤積現象，於大肚溪出海口及

外海有明顯侵蝕現象；民國 98 年至 99

年於大甲溪出海口至外海有部分淤積

現象，於大肚溪出海口有部分侵蝕現

象；民國 99 年至 100 年於大甲溪出海

口至外海有部分侵蝕現象，於大肚溪出

海口有明顯淤積現象，於北防波堤以南

外海有全面性淤積現象；民國 100年至

101 年於大甲溪出海口有微幅侵淤互

現，於大肚溪出海口有明顯淤積現象；

比較民國 101年至 107年之水深地形，

侵淤變化大致都發生在終端水深以淺

之區域，且位置集中在大甲溪出海口及

大肚溪出海口。由上述可得知，民國 96

年至 100年地形有較明顯的侵淤變化，

民國 101年之後於終端水深後較深之區

域，其地形變化較小。 

 

 

圖 7  96年〜97年侵淤比較圖 

 

 
圖 8  97年〜98年侵淤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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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98年〜99 年侵淤比較圖 

 

 

 

圖 10  99年〜100 年侵淤比較圖 

 

圖 11  100年〜101年侵淤比較圖 

 

 

 

圖 12  101年〜102年侵淤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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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102年〜103年侵淤比較圖 

 

 

 

圖 14  103年〜104年侵淤比較圖 

 

圖 15  104年〜105年侵淤比較圖 

 

 

 

圖 16  105年〜106年侵淤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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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106年〜107年侵淤比較圖 

 

2. 歷年土方量分析 

利用 Sufer 軟體將相鄰兩年度之測

量成果來進行分區土方變化及平均水

深變化比較，平均水深變化值為土方量

除以計算面積，依照臺中港周圍海域特

性，將監測範圍分為 6區，各分區說明

如下，分區圖如圖 18所示。 

(1) 地形變化較小之深水區 

檢視歷年測量成果，找出水深變化

幅度較小之區域。 

(2) 臺中港北防砂堤至大甲溪出海口北

岸 

本區域為大甲溪出海口，河口地形

變化較大。 

(3) 臺中港北防波堤至北防砂堤 

臺中港海岸漂砂優勢方向為由北往

南運移，受北防波堤的攔阻，大量

漂砂淤積於本區域。 

(4) 臺中港北防波堤至臺中港南填方區

外側 

北邊雖有北防波堤攔砂，但部分砂源

隨著堤頭強烈海流而漂移至本區。 

(5) 臺中港港區南側至大肚溪南岸 

本區域為大肚溪出海口，河口地形

變化較大。 

(6) 臺中港港內 

港內水深地形易受工程影響而呈現

大幅的侵淤變化。 

 

 

圖 18  臺中港水深地形分區圖 

 

臺中港水深地形分區土方量變化

及平均水深變化量如表 7 及表 8 所示

（負值為侵蝕，正值為淤積），98 年及

107 年因部分區域無測量成果故沒有土

方變化量。101 年至 102 年及 105 年至

106 年皆呈現全面淤積之現象，101 年

至 102年全區之平均水深變化量變化約

為 0.25公尺，105 年至 106年全區之平

均水深變化量變化約為 0.12 公尺，而

102 年至 103 年則呈現全面侵蝕的現

象，全區之平均水深變化量變化約為

-0.16 公尺。98 年至 102 年全區為逐年

淤積，102 年之後則為侵淤互現，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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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區至第 5 區之侵淤變化較第 1 區及第

6 區大，第 2 區至第 5 區為近岸端，水

深地形較容易受到影響。 

 

 

表 7 臺中港水深地形分區土方量變化比較表(96年~107 年)(m
3
) 

區段 96~97年 97~98年 98~99 年 99~100年 100~101年 101~102 年 

第 1區 1,571,906 2,504,022 3,462,428 9,924,634 -626,050 5,119,345 

第 2區 107,018 3,911,968 8,815,537 -3,940,663 2,507,583 3,544,401 

第 3區 3,460,219 - - -2,129,966 1,557,046 3,501,586 

第 4區 6,984,907 - - 6,155,194 1,348,517 6,045,394 

第 5區 -229,283 -9,410,628 -1,419,861 14,214,550 11,731,753 2,116,369 

第 6區 52,063 4,045,714 -12,603 -2,379,403 867,969 2,060,275 

 

區段 102~103 年 103~104年 104~105年 105~106 年 106~107 年 

第 1區 -9,238,106 1,848,555 -2,672,400 3,155,243 - 

第 2區 -1,859,481 251,511 -246,889 2,437,266 - 

第 3區 -180,800 1,346,860 895,171 998,091 1,320,050 

第 4區 -6,851,914 8,669,202 484,432 2,817,232 -4,692,020 

第 5區 -3,207,217 -2,632,925 -3,764,973 2,444,187 - 

第 6區 -1,092,319 -210,423 -266,318 58,156 - 

 

表 8 臺中港水深地形分區平均水深變化比較表(96年~107年)(m) 

區段 96~97年 97~98年 98~99 年 99~100年 100~101年 101~102 年 

第 1區 0.04 0.06 0.08 0.24 -0.01 0.12 

第 2區 0.01 0.41 0.91 -0.40 0.26 0.36 

第 3區 0.44 - - -0.27 0.20 0.44 

第 4區 0.22 - - 0.19 0.04 0.19 

第 5區 -0.02 -0.64 -0.10 0.96 0.78 0.14 

第 6區 0.58 0.46 0.00 -0.28 0.09 0.22 

全區 0.21 -0.02 0.45 0.07 0.23 0.25 

 

區段 102~103 年 103~104年 104~105年 105~106 年 106~107 年 

第 1區 -0.22 0.04 -0.06 0.07 - 

第 2區 -0.19 0.03 -0.03 0.25 - 

第 3區 -0.02 0.17 0.11 0.13 0.17 

第 4區 -0.21 0.27 0.02 0.09 -0.15 

第 5區 -0.21 -0.17 -0.25 0.16 - 

第 6區 -0.12 -0.02 -0.03 0.01 - 

全區 -0.16 0.05 -0.04 0.1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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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工模型試驗 

3.1 試驗設備 

本試驗於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第二

試驗場棚進行，相關試驗範圍、設備與

量測儀器說明如下： 

1. 試驗水池：長 62m、寬 57m、深 1m

，池內有潮汐控制系統。 

2. 不規則造波機：本造波機係英國 HR 

Wallingford 公司出品之機械推移式

不規則造波機，其由四個獨立造波模

組組成。利用電腦傳送數位訊號至控

制器，再傳送至各造波機模組，可模

擬規則波及多種波譜型態之不規則

波。 

3. 容量型波高計及資料擷取處理系統

：波高計用於量測水位變化。透過

資料擷取處理系統，波高計感應之

波浪條件，經 PC 分析後，選擇及修

正需要的試驗波浪。 

4. 水準儀：用以量測模型底床高程變

化。 

 

圖 19  臺中港試驗範圍配置圖 

3.2 試驗條件 

依據本所港研中心之現場觀測資

料及上述之其他單位研究分析資料，擷

取本所試驗所需資料，相關試驗條件包

含試驗水位與試驗波浪等說明如下。 

1. 試驗水位 

臺中港附近海域之潮位統計資料

如下： 

最高潮位(H.H.W.L.) ＋6.00m 

平均高潮位(M.H.W.L.) ＋4.61m 

平均潮位(M.W.L.) ＋2.76m 

平均低潮位(M.L.W.L.) ＋0.89m 

考慮現場地形之長時間性變化，及

季節風波浪與颱風波浪之不同情況，因

此，試驗時，以 M.H.W.L.~M.L.W.L.(即

+4.61m~+0.89m)作為季節風波浪作用

時之變化水位；而以 H.H.W.L.~M.W.L. 

(+6.00m~+2.76m)作為颱風波浪作用之

變化水位。 

2. 試驗波浪 

一般漂沙試驗佈置過程分為預備

試驗與預定規劃港型探討其對港外地

形變化影響之後續試驗等兩大部份，預

備試驗為比較往昔已有之現場與模型

試驗之地形變遷趨勢，用以尋求最佳的

試驗重現時間，因此，試驗波浪即須配

合現場地形資料的選取時間。 

考慮預備試驗使用之現場地形資

料時間為 99 年 12 月~100 年 5 月及 99

年 11月~100年 8月(參考後節較詳細說

明)，而波浪條件擬參考本所港研中心辦

理之現場觀測資料。本所港研中心於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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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外海之波浪觀測屬長期性之資

料，本次試驗採用 99年 11、12月份，

100 年 1〜3 月份之冬季季風波浪(每年

10月至翌年 3月)，及 100年 5月 27日

的桑達颱風之颱風波浪資料。因蒐集之

現場地型資料無夏季季風波浪作用前

後資料，故本所今年(107年）5月及 11

月分別進行臺中港現場地形測量，且本

年度恰無颱風侵襲臺中，明年將以 107

年 5 月~107 年 11 月之現場地形資料，

搭配夏季季風波浪條件進行試驗，以求

出夏季期間之重現期，另再取一年與二

年之現場地形資料進行校驗工作。以本

次試驗冬季季風波浪而言，波高以

2.61m 為代表，週期則為 7.1 秒，波向

介於 N〜E間。而 100年 5月份之桑達

颱風的波浪量測資料為：波高代表值

2.78m、週期 8.4 秒、波向 NNE向。 

綜合上述分析說明，本預備試驗擬

採用之試驗波浪條件為：(1)冬季季風波

浪為，波高 2.61m 搭配週期為 7.1 秒，

波向為 NNE 向。(2)颱風波浪取 100 年

5月桑達颱風之波高為 2.78m，週期 8.4

秒，波向為 NNE 向。 

3.3 試驗比尺 

漂沙動床試驗中，試驗波浪比例尺

的選擇適當與否，影響試驗結果的正確

性甚巨。由於現場漂沙運移機制影響因

素甚多，因此，往昔學者專家的研究成

果亦莫衷一是，此情況如下表 9所示。

 

表 9 漂沙動床模型相似律之比較(摘自歐、許論文) 

作者 推導法則 NT NH 

Goddet 等人(1960) 浪與流交互作用下底質運

動條件相似 
2/1    

Valembois(1960) 懸浮質運動條件相似 2/1  5/4  

Yalin(1963) 因次分析 2/1    

Fan等人(1969) 底質運動條件相似 2/1    

Noda(1972) 底質運動條件相似 2/1    

Kamphuis(1972) 底質運動條件相似 2/1    

Dalrymple and 

Thompson(1976) 

考慮參數 H0/ω 0T之相似性 2/1    

椹木(1982) 考慮參數 u*/ω 0之相似性 2/1    

許泰文等人(1985) 碎波帶內漂沙現象及地形

變化性質相似 

2/1
rN  ‧ 6/1

50DN  

‧μ 1/5‧ 15/2  
2
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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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學者之結果及本所港研

中心往昔從事漂沙試驗之經驗，當從事

台灣西部海岸地形變遷之水工模型試

驗者，應用許泰文等人之模式可獲致較

佳之試驗結果；若屬於台灣東部地形

者，則引用其他人之結果較為妥適。因

此，本試驗之波浪比尺係採用許等人之

模式比尺為： 

波高比尺， NH = μ
2/5  

λ
4/15  

Nr  ND50
1/3 

週期比尺， NT = μ
1/5  

λ
2/15  

Nr
1/2 

 ND50
1/6 

= NH
1/2 

潮汐比尺， Nt = λ / (μ)
1/2 

式中 NT：波浪週期比尺，NH：波高比

尺， ：垂直比尺, ：水平比尺，r：

底質比重，D50：底沙之中值粒徑。 

從模型相似性觀之，應儘可能採用

等比模型試驗，然而面臨包含廣大海域

之海岸動床漂沙模型試驗，其水平方向

與垂直方向無法採用同一比尺，否則在

垂直比尺方面將因比尺太小，導致模型

水深太淺與波高太小，因此必需採用平

面方向與垂直方向比尺不同之歪比模

型，一般動床試驗之水平方向與垂直方

向比尺之比例不超過 1：6，且以 1：4

為佳。另外，為考量預定應用之現場範

圍、試驗水池大小，及考慮應用上列公

式與造波機造波能力，本試驗之水平與

垂直比尺採用如下： 

水平比尺：     =1/300 

垂直比尺：     =1/75 

3.4 試驗步驟 

有關預備試驗及將來後續之規劃

港型、防治對策試驗等皆依循下列之試

驗步驟進行： 

1. 於預備試驗之模型舖設前，先行檢

驗試驗波高、週期。由於各項試驗

配置之造波時間長，波浪經地形反

射結果，入射波高可能受影響而改

變，因此於試驗中每隔 30分鐘取其

2 分鐘造波資料分析，以 H 及 T 調

整修正入射波高與週期。 

2. 舖設各種試驗配置相對應之現場地

形，作為模型試驗之初期地形。 

3. 於模型舖設完畢後，先行造波 5 分

鐘讓地形勻稱，再以水準儀量測地

形變化視為造波前之初期地形，爾

後再依試驗條件造波，並於各時段

中量測地形變化情況，量測時則將

試驗水池水放掉，避免標桿之沉陷

以減低量測之誤差。 

4. 依各種試驗配置需求，於適當時間

量測一次地形變化，予與現場地形

作一比較。

四、預備試驗 

預備試驗主要係利用現場水深地

形資料製作水工模型，以尋求模型與現

場地形變化的重現時間，決定漂沙變化

之時間比尺，提供作為後續規劃港型與

防治對策試驗時間之依據。為符合現場

地形受波浪等海象條件之影響情況，試

驗中應分別以冬、夏季季節風波浪與颱

風波浪等試驗條件搭配方式，模擬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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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的作用時序，有關擬定之試驗條

件、試驗原則與試驗過程，分述如下。 

4.1 試驗條件 

依據前述之試驗條件與試驗比尺

說明，有關預備試驗之現場與試驗模型

之各項物理量換算，如表 10所示。

  

表 10 預備試驗條件說明表 

物理量 比尺 類別 現場 試驗 

水平比尺 1/300    

垂直比尺 1/75 
潮 

位 

季風 +4.61 ~ +0.89 m +6.15 ~ +1.19 cm 

颱風 +6.00 ~ +2.76 m +8.00 ~ +3.68 cm 

波高 1/25.74 
冬季波浪 2.61 m 10.14 cm 

颱風波浪 2.78 m  10.8 cm 

週期 1/5.07 
冬季波浪 7.1秒 1.4秒 

颱風波浪 8.4秒 1.66秒 

潮汐比尺 1/34.6 半日潮 12hr 20.8min 

 

4.2 試驗原則 

臺灣氣候本有四季之分，但因所蒐

集之現場地形資料多為 9月施測，惟 99

年 12 月~100 年 5 月於冬季季風季節前

後各施測一次，為試驗資料比對方便，

預備試驗將受波浪作用而產生之地形

變化時間區隔為冬季期間(每年 10月至

翌年 3 月)與夏季期間(每年 4 月至 9

月)。冬季期間之地形變化主要受冬季季

節風波浪影響，而夏季期期間之地形則

受夏季季節風波浪與可能發生之颱風

波浪影響。於夏季期間，雖然夏季季風

波浪作用時間較長，而颱風波浪僅作用

數日而已，然颱風波浪對地形變化之影

響卻遠大於季風波浪，因此，試驗中有

必要分別探討颱風與季風波浪對地形

變化之影響。據此，預備試驗之試驗步

驟如下： 

1. 以季節風波浪(分別為夏季與冬季)

試驗，比較相對之現場與模型地形

的變化情況。 

2. 原應僅以實際發生之颱風波浪條件

試驗，比較相對之夏季期間地形變

化情況，惟本年度(107年)蒐集之地

形資料無夏季季風前後之測量資料

，故先以 99 年 11 月至 100 年 8 月

之地形資料，配合本所港灣技術研

究中心該區間之冬季季風及颱風波

浪觀測資料進行試驗，比較相對期

間之地形變化情況。 

3. 夏季季風波浪配合颱風波浪試驗，

比較夏季期間地形變化情況。(108

年) 

4. 依據上述冬、夏季季風波浪與颱風

波浪作用說明，分析比較整年地形

變化之試驗重現時間。(108年) 



 83 

4.3 試驗配置 

配合本所港研中心近年來於臺中

港海域之現場觀測時間，有關本年度

(107 年)預備試驗蒐集之現場水深地形

測量資料計有：(1)臺中港務分公司提供

之 99 年 11 月、100 年 8 月等 2 次測量

資料；(2)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提供

之 99 年 12 月、100 年 5 月等 2 次測量

資料。上述 4次水深地形資料之測量範

圍皆為臺中港北防沙堤至烏溪出海口

附近區域，惟為考慮試驗地形邊界範

圍，於模型舖設時，外圍區域地形同樣

分別搭配 99年 11月及 99年 12月之現

場量測資料。 

依前述預備試驗之試驗原則說

明，同時配合現場量測地形與波浪觀測

資料，有關本年度預備試驗擬定之試驗

配置及順序如下表所示。

 

表 11 預備試驗配置順序表 

試驗配置 試驗條件 現場地形時間 備註 

A 冬季季風波浪 99.12~100.05  

B 冬季季風波浪+夏季颱風波浪 99.11~100.08 桑達颱風 

 

如前所述，試驗中係以每年 10 月

至翌年 3月作為冬季季風波浪之作用期

間，另以每年 4月至 9月為夏季季風作

用期間，其間亦包含颱風波浪作用。依

據前試驗原則說明，本年度(107 年)預

備試驗先分別尋求冬季期間及颱風期

間之模型試驗的重現時間。如表 11 說

明，由於現場地形測量資料剛好為冬季

季風作用之前後期間且無主要颱風侵

襲，故先以 99年 12 月~100年 5月地形

資料測試冬季波浪重現間之試驗，如表

中試驗配置 A者。 

由於夏季期間之颱風作用為影響

地形變化之較主要因素，因此，夏季期

間之地形重現時間試驗，先進行颱風波

浪作用之試驗測試，惟蒐集之地形資料

無夏季期間前後之資料，故以 99 年 11

月~100 年 8 月地形資料測試冬季期間

及颱風重現時間，明年再搭配夏季季風

波浪試驗，用以尋求較符合現場情況之

試驗，如表中試驗配置 B者。 

依據冬、夏季之試驗重現時間結

果，最後以整年之現場地形變化情況，

作為模型試驗之整年重現時間的校驗。 

4.4 試驗結果分析 

1. 試驗配置 A 之結果 

圖 20為 99 年 12月~100 年 5 月間

臺中港港外附近之現場地形各等深線

的變化情形，圖中實線為 99年 12 月之

地形，虛線則為 100 年 5 月者。圖 21~

圖 24 為試驗配置 A 於冬季季風波浪作

用下，分別於試驗累積時間 4 小時、6

小時、8小時及 10小時後之各等深線的

變化比較，各圖中實線為依 99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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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地形舖設之試驗初期地形，虛線則

是各試驗累積時間後之地形。本預備試

驗之重現時間的獲取，主要係以試驗成

果之各等深線的變化趨勢是否符合現

場地形變化，作為研判依據。其中，或

許有部份等深線無法完全符合，此實為

漂沙試驗和現場實物之差異存在，故仍

以整體性之變化趨勢作為考量依據。由

圖 21~圖 24 之試驗結果與圖 20 之現場

變化比較，其中，由圖 23 之試驗結果

顯示，除-5m 等深線之變化差異較大

外，其餘各等深線的變化趨勢尚能符合

現場地形的變化情況。因此，由試驗配

置 A得知，累積試驗時間 8小時可重現

冬季期間之現場地形變化。 

2. 試驗配置 B之結果 

由於夏季期間常有颱風侵襲臺灣

地區，而較大波高與較長時間週期之颱

風波浪為臺灣海岸地形變遷的主要影

響因素，因此，先辦理純由颱風波浪作

用之試驗，用以觀察颱風波浪之影響

性。惟本年度蒐集之地形資料無夏季期

間前後之資料，故以 99 年 11 月~100

年 8月地形資料測試冬季期間及夏季颱

風之重現時間，圖 25為 99年 11月~100

年 8月之現場冬季期間及夏季颱風地形

變化圖，圖 26~圖 29 則為試驗配置 B

之冬季季風作用 8 小時後，颱風波浪作

用 10、20、30、40 分鐘後之試驗結果，

各圖中之虛、實線表示與前者相同。比

較圖 26~圖 29 之試驗結果與圖 25 現場

地形變化情況，圖 28 之累積颱風波浪

30 分鐘後之試驗結果的整體性變化趨

勢較其他試驗時間者為佳。圖 28 中，

雖然+2、0、-2、-5 等深線較能符合現

場地形變化情況，而-10與-15等深線的

差異仍大，但整體侵淤趨勢多和圖 25

符合。雖然颱風波浪對地形影響較大，

但其影響時間僅幾日而已，因此，仍有

必要考量夏季季風波浪的作用時間，明

年度(108年)將就今年 5月及 11月之地

形資料測試夏季期間之試驗重現時間。 

 

圖 20 99年 12月至 100年 5月之現場

地形變化圖 

 

圖 21 試驗配置 A，試驗 4小時後地形

變化比較圖 

 

圖 22 試驗配置 A，試驗 6小時後地形

變化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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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試驗配置 A，試驗 8小時後地形

變化比較圖 

 

 

圖 24 試驗配置 A，試驗 10小時後地

形變化比較圖 

 

 

圖 25 99年 11月至 100年 8月之現場

地形變化圖 

 

 

圖 26 試驗配置 B，冬季季風 8小時及

颱風 10分鐘後地形變化比較圖 

 

 

圖 27 試驗配置 B，冬季季風 8小時及

颱風 20分鐘後地形變化比較圖 

 

 

圖 28 試驗配置 B，冬季季風 8小時及

颱風 30分鐘後地形變化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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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9 試驗配置 B，冬季季風 8小時及

颱風 40分鐘後地形變化比較圖 

 

五、結論 

1. 臺中港歷年全期平均波高為 1.58m

，波高分佈以小於 1m 所佔比率最

高，約佔全期 38.8％；而歷年分季

波浪週期以 6~8sec所佔比率最高，

約佔全期 55.4％，波向以 N~E向為

主，佔全期比率 64.6％。冬季時，

東北季風吹襲至臺灣中部，因地勢

影響風力強，且因海岸線走向為北

北東~西南西向，故臺中港海域之波

高大，平均波高約為 2.23m，為四

季最大，波向以 NNE 向為主，佔整

季 49.1％，波浪週期以 6~8sec比率

最高，約佔整季 62.6％；夏季時狀

況相反，風與浪均自西南方來，波

向以W 向為主，佔整季 23.9％，週

期分佈小於 6sec佔整季 51.7％，平

均波高為四季最小，約 0.92m，其

波高分佈以小於 1m 比率最高，佔

整季 79.1％。 

2. 由歷年侵淤比較圖可知，民國 96年

至 97 年於大甲溪出海口至外海有

明顯的帶狀侵蝕現象，於大肚溪出

海口亦有明顯的侵淤互現；民國 97

年至 98 年於大甲溪出海口至外海

有明顯的帶狀淤積現象，於大肚溪

出海口及外海有明顯侵蝕現象；民

國 98 年至 99 年於大甲溪出海口至

外海有部分淤積現象，於大肚溪出

海口有部分侵蝕現象；民國 99 年至

100 年於大甲溪出海口至外海有部

分侵蝕現象，於大肚溪出海口有明

顯淤積現象；民國 100 年至 101 年

於大甲溪出海口有微幅侵淤互現，

於大肚溪出海口有明顯淤積現象；

比較民國 101 年至 107 年之水深地

形，侵淤變化大致都發生在終端水

深以淺之區域，且位置集中在大甲

溪出海口及大肚溪出海口。由上述

可得知，民國 96年至 100年地形有

較明顯的侵淤變化，民國 101 年之

後於終端水深後較深之區域，其地

形變化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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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本年度辦理之水工模型預備試驗

結果得知，進行冬季期間之冬季季

風波浪 8 小時試驗，可以重現冬季

期間現場的地形變化情況。後續

(108 年度)將再進行夏季季風波浪

作用之試驗測試，用以尋求夏季期

間現場地形變化之重現期，最後依

據冬、夏季之試驗重現時間結果以

整年之現場地形變化情況，作為模

型試驗之整年重現時間的校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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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機金屬腐蝕調查研究 

溫志中 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教授  

林鳳嬌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試驗所研究員 

羅建明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柯正龍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科長 

葉秀貞 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專任助理 

摘要

臺灣西部沿岸蘊藏高離岸風力發

電之潛能，然因位處亞熱帶，海上結構

物腐蝕程度更甚於歐洲國家。現臺灣離

岸風電仍處初步橃展階段，故本文針對

國內外離岸風電基樁與金屬構件之腐

蝕防治、海洋附著生物作用等議題進行

相關資料蒐集與彙整，期許提供台灣本

土離岸風機相關金屬材料選用、海洋生

物附著、腐蝕觀測調查等相關研究之參

考。

一、前言 

因應全球環境劇烈變遷及資源衰

竭等問題，各國皆積極尋找替代能源，

朝永續再生能源(Sustainable Energy)方

向發展。全球風力發電市場自 1980 年

代興起，至今發展已近四十年，成為技

術成熟、最具經濟規模，且富價格競力

的再生能源。根據全球風能協會(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GWEC)，2018 年

2 月所發佈的統計數據，截至 2017 年

底 ， 全 球 風 機 總 裝 置 容 量 達 到

539,291MG，占全球電力需求的 5％以

上。其中離岸風力發電累計裝置量由

2011 年的 4,117 MW，大幅提升至 2017

年的 18,814 MW，如圖 1 所示。現今，

全球前三大離岸風力裝置量國，分別為

英國(36%)、德國(28.5%)及中國(15%)。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委託工業技術

研究院所進行之臺灣地區風力潛能分

布模擬結果顯示，臺灣西部沿海於 80 m

高之年平均風速約達 5~6 m/s 以上；風

能密度約可達到 750~850 W/m2，且風

向穩定；隨著離岸風電技術發展逐步成

熟，其建置成本相對大幅降低，使風能

成為臺灣再生能源的優勢選項。 

2012 年，行政院經濟部核定「千架

海陸風力機」計畫，著手推動綠能低碳

環境的國家能源政策，並於 2015 年 7

月 3 日，公告「離岸風力發電場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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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要點」，藉以公布 36 個離岸風機

開發潛力場址(圖 2)，逐步將風力發電

由陸地向海洋推展。

 

  

圖 1 2011~2017年全球離岸累計裝置容量變

化圖 

圖 2 台灣離岸風力規劃場址海

域圖 

 

臺灣位處熱帶與亞熱帶交界處，相

較於較先發展風力發電的丹麥、英國等

國家，臺灣日照強度大、海水溫度高、

海洋生物多樣性豐富、相對濕度與空氣

中含鹽量均偏高，故環境對海上結構物

(Offshore Structures) 如：海上平台

(Offshore Platforms)、海上儲槽及海上

風機等構材之腐蝕耐久性影響甚鉅，除

需尋找高效耐腐蝕策略；亦需配合臺灣

抗震、抗颱、防腐蝕及海象條件作為重

點研究考量，建立腐蝕監控、風力發電

機資產管理分折技術，有效評估材料使

用特性及維護改善週期，節省元件破

損、停機之更換費用，方可增強風力發

電機組結構使用之穩定性，提昇運轉效

率，增進經濟效益與關鍵技術之發展。  

二、研究目的 

離岸風機裝構件需面對海洋嚴苛

腐蝕環境之考驗，其結構物腐蝕防治設

計與機組構件等，皆為機組日後運轉維

護的重要項目。考量各離岸風機裝設之

氣候環境與海域差異，且臺灣地區尚缺

乏風機設置區域海洋附著生物的分佈

情況，故透過國外離岸風電之腐蝕防治

技術等相關資訊蒐集與彙整，並持續採

樣調查臺中、彰化水域現地環境資訊，

透過金屬暴露試驗規劃與觀測，充實臺

灣腐蝕環境資料庫，評估相關腐蝕防治

技術於國內環境之適用性，藉以建立本

土化基樁及金屬構件可行之防蝕對

策；提供國內風電產業發展相關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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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施工，維護管理單位針對

離岸風機基樁之防蝕規劃、設計與施作

之應用。

 

三、文獻回顧 

本研究針對國內外離岸風機基樁

水下腐蝕防治及監測技術、海洋附著生

物腐蝕影響及防蝕文獻進行蒐集與彙

整。 

3.1 離岸風機結構型式 

離岸風機依功能與受力，分為上部

結構、下部結構與基礎，如圖 3 所示。

離岸風機高度一般介於 80～110m 之

間，上部結構包括風機本體及塔柱 

(Tower)，主要承受風力；下部結構包括

工作平臺及聯結塔柱與基礎的轉接段 

(Transition piece)，主要承受波浪力；基

礎部分則支撐結構並承受海水流動

力。水下支撐及基礎安裝型式又概分為

著床式基座(fixed foundation)與漂浮式

基座(floating foundation)兩大類。 

 

 

圖 3 離岸風機固定式支撐構造概略

圖 

著床式基座透過打樁工程將基座

固定於海床上，為目前離岸風機基座安

裝之主流，通常適用於水深<50m 以內

之海域[6,7]。離岸風場之水下基礎結構水

多以單樁式 (Monopile) 、三腳管式

(Tripod)、管架式/套筒式(Jacket)及重力

式(Gravity)四大類型為主，基座設計則

視不同水深、洋流、地質條件以選擇其

種類與尺寸。歐洲地區離岸風機水下基

礎多採「單樁式」或「套筒式」為主。

單樁式基礎設計、施工簡易、相對成本

低，於離岸風場相當常見，通常作為位

處淺水或中等深度水域離岸風力發電

機的下部結構，以歐洲地區而言，該型

式基礎多應用於水深<20m 之水域，是

為歐洲主流的水下基礎低成本方案。臺

灣地處亞太地震帶，於潛力風場地質鑽

探結果分析，普遍認為可以苗栗做為分

界。苗栗以北因有岩層且地震影響較輕

微，可選用單樁式作為離岸風機之水下

基礎，其施作成本隨水深而增加，運用

於砂質海床或具漂砂問題之海域具較

高之優勢；「套筒式基礎」結構較為複

雜，其製造成本與其穩定度亦隨之提

升，臺灣地區苗栗以南，相對泥土質地

較鬆軟、地震影響程度較大，建議採用

穩定度較佳之套筒式基礎施作，以提高

其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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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力較陸域風力發電機組面

臨之環境條件更為嚴苛，考量海上維

護、營運便利性及維護成本，各組件之

防腐防蝕技術與相關監測規劃設計，嚴

然成為離岸風機發展的重要環節之

一。現臺灣海上結構物之基礎結構多以

「套筒式(Jacket)」進行規劃。綜觀國外

之離岸風機等海洋結構物與腐蝕作用

之關聯性，多以大氣區、飛濺區、浸沒

區等曝露區域進行探討，各曝露區域環

境條件特徵如下：  

1. 大氣區(Atmospheric zone)  

大氣區之海上結構物暴露於大氣

各種介質中，如氣體、日照….等；結構

物整體多處於乾燥環境。  

2. 飛濺區(Splash zone)  

飛濺區包含潮汐帶(高、低潮位之

間) 與潮差帶區(平均高潮位以上至海

面大氣帶下端)，此區反覆受到海浪潑濺

及日照曝曬；結構物受乾濕循環交替作

用影響。  

3. 浸沒區(Submerged zone)  

浸沒區包含海中帶及海泥帶，海中

帶受水深、鹽度、pH、溶氧等參數影響；

海泥帶則需考慮沉積物環境是否有腐

蝕性微生物存在；此區結構物整體皆長

期浸泡於海水之中。 

3.2 金屬腐蝕 

金屬材料與所處環境介質相互作

用，於其介面發生化學、電化學和(或)

生化反應所引起的變質和破壞，稱之為

金屬腐蝕，其中以電化學腐蝕最為常

見，故成為金屬腐蝕研究的重要對象。

廣義而言，金屬腐蝕作用過程必然涉及

金屬和環境中單一或多種成分之化學

反應，從而導致新化合物(亦即腐蝕產

物)形成，亦可能因磨損、沖蝕導致等物

理作用所造成。金屬構件表面常因化學

成分不均、合金之晶界電位差異、加工

過程的應力不均或金屬表層不完整及

空隙、裂縫等因素，進而產生表面微型

腐蝕現象。金屬腐蝕過程中，這些微小

的陽極或陰極將持續交替更換位置，此

時，當微小腐蝕作用大面積均勻分布於

金屬表面，將使金屬整體逐漸減薄，此

腐蝕形態稱為全面腐蝕或均勻腐蝕

(Uniform or general corrosion)。在均勻

腐蝕的情況下，金屬表面各處的消耗速

率均一致，於金屬表面出現明顯大面積

的腐蝕情況，逐步減低金屬的各項性

能，並無明顯肉眼可見的腐蝕深度，對

此，一般透過「腐蝕質量」及「腐蝕深

度」定期檢測所得知的腐蝕速率進行腐

蝕餘裕量推估與設計，以防止金屬產生

過早腐蝕之情況產生。 

若金屬腐蝕過程中，局部活性區因

應力不均，如：表面缺陷、濃度差異、

環境介質不均等情況，腐蝕作用將局限

在金屬的某一部位，此腐蝕形態稱為

「局部腐蝕」其腐蝕強度大與危害性皆

高於全面腐蝕。廣義而言，金屬腐蝕作

用過程必然涉及金屬和環境中單一或

多種成分之化學反應，從而導致新化合

物(亦即腐蝕產物)形成。常見電化學腐

蝕，如：點蝕(Pitting corrosion)、縫隙

腐蝕(Crevice corrosion)、加凡尼腐蝕

(Galvanic corrosion)、絲狀腐蝕(Filiform 

corrosion) 及 晶 間 腐 蝕 (Intergranular 

corrosion)等；物理性腐蝕，如：應力腐

蝕 劣 化 (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 

SCC)、腐蝕疲勞(Corrosion fatigue)及氫

蝕(hydrogen damag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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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位處亞熱帶，海洋生物繁殖旺

盛，海洋結構物常因海洋附著生物

(fouling organism)的依附生長，加速水

下材料、設施腐蝕或局部破壞。海洋結

構物建立的初始時期，海洋附著生物會

於結構物表面分泌胞外代謝產物

(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 EPS)

形成生物膜(biological film or biofilm)

或黏液(Slime)，隨後吸引大型海洋附著

生物之幼生或孢子 (Embryonic sessile 

organism)大量附著，陸續繁殖形成巨大

的生物群聚、污損生物層(macrofoulers)，

使海洋結構體局部荷重增加，產生腐蝕

劣化情形。故瞭解海洋附著生物、腐蝕

作用與相關防治是為海洋工程中的重

要課題。海洋附著生物有著生態群聚消

長之過程，當物體進入海水，即開始進

行連串的演替過程。Wahl (1989)將此過

程劃分為四個階段，微生物瞬時吸附於

結構物之上，快速增生形成菌落；第二

天起，矽藻和原生動物陸續定居；根據

緯度和季節等差異，大型海洋動物的幼

生和藻類孢子將會陸續開始附著，各階

段演替之速度與過程中物理作用及生

物作用參與之強度整理如圖 4 所示。 

 

 

圖 4 海洋附著生物群聚消長變化圖 

 

亞熱帶海域常見之海洋附著生物

約有海綿、水螅、海筆、多毛類、蔓足

類(藤壺和鵝茗荷)、苔蘚蟲、軟體動物

類(含貽貝、牡蠣、鮑貝和船蛆等)、海

蛸等動物，以及石蓴、綠藻、紅藻和褐

藻等植物。根據過往相關研究與調查，

臺灣各港區碼頭均有海洋附著生物問

題產生，海洋附著生物種類及繁殖受到

海水深度、溫度、光度及營養等因素影

響，同時亦因季節、潮汐等變化而異。

如高雄港主要海洋附著生物以管蟲為

主，其他如：藤壺、紫孔雀蛤、多毛類、

海鞘、苔蘚蟲及海葵等零星分布。如以

垂直深度進行探討，由淺至深，主要生

物變化分別為藤壺、紫孔雀蛤、多毛類

等。此外亦須考量季節性消長與生物群

特徵等相關影響，欲掌握各港區海洋附

著生物現況，應持續推動相關調查工

作。然國內關於海洋附著生物研究甚

少，雖曾有初步的附著生物分佈與防污

塗層與附著生物關係之研究；但僅有初

步鑑定，並無法提供完整海洋附著生物

與防污間之相關訊息。另離岸風機與海

洋生物相關研究，多專注在風機機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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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生態影響評估及漁業生產等議

題，關於海洋附著生物對離岸風機機組

之腐蝕研究則仍闕如。離岸風機樁體海

洋附著生物依附情況，如圖 5 所示。 

 

 

圖 5 離岸風機樁體海洋附著生物依

附情況 

 

過去，人們多以非生物的腐蝕機制

進行腐蝕現象之觀察，隨著分析技術的

進步與發展，研究指出腐蝕乃是由傳統

電化學腐蝕與生物交互作用下所導致

[20]，故微生物於腐蝕過程中之作用機

制，愈發受到重視。這些於金屬及非金

屬材料表面之微生物作用，所導致或促

進材料的腐蝕或破壞，稱之為微生物腐

蝕 (Microbiologically Influenced 

Corrosion, MIC)。故微生物腐蝕並非一

種獨特的腐蝕形式，因其主要是由微生

物生物膜或相關代謝產物相互作用而

產生。 

腐蝕微生物多為環境中鐵、硫循環

的 参 與 者 ， 其 中 硫 酸 鹽 還 原 菌

(sulphate-reducing bacteria, SRB) 是為

一種厭氧的微生物，可在-5～75℃條件

下生存，並可快速適應新的溫度環境。

某些種可在-5℃以下生長，具有芽孢的

種，可耐受至 80℃之高溫，環境 pH 值 

5～9.5 的範圍皆可生存，其中以 pH 值 

7.0～7.8 生存條件最佳，亦可於高鹽環

境中生存，故其生長能力強，可廣泛生

存於土壤、海水、河水、地下管道以及

油氣井等缺氧環境中，是引起鋼鐵、金

屬等材料腐蝕的重要原因之一，於深海

厭氧環境下，更是扮演腐蝕的主導地

位。1994-2016 年間，已多篇研究顯示，

硫酸鹽還原菌對於碳鋼(Carbon steel)、

不鏽鋼(Stainless steel)、鈦(Titanium)、

銅合金、鎳合金等多種金屬，皆會造成

局部腐蝕現象，歷年硫酸鹽還原菌對金

屬腐蝕之相關研究，彙整於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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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厭氧微生物金屬腐蝕相關研究彙整表 

作者/年分  研究主題與摘要 

Corrosion of stainless steel by sulfate-reducingbacteria total immersion test-results 

Ringas, C., & Robinson, F. P. 

A. 

(1988) 

研究針對一系列不鏽鋼及低碳鋼進行浸泡腐蝕試

驗，並以 掃描電 子顯微鏡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觀察硫酸還原菌對於各式金屬腐

蝕之情況進行觀測。研究結果顯示，硫酸還原菌會對

研究金屬產生點蝕及晶粒間的晶間腐蝕，整體而言，

以 304L 不鏽鋼受硫酸還原菌腐蝕影響程度最小，低

碳鋼腐蝕表面則有獨特蝕刻亮面出現。 

Corrosion of stainless steel by sulfate-reducing bacteria electrochemical techniques 

Ringas, C., & Robinson, F. P. 

A. 

(1988)  

研究選用 304L、316L、316、430、409 等多種不鏽

鋼，於硫酸還原菌腐蝕作用下之化學電位變化觀測。

研究結果顯示，腐蝕凹洞位置與金屬電位變化具有相

關性。 

Impact of sulfate-reducing bacteria on welded copper-nickel seawater piping 

systems/ Evaluation of microbiologically induced corrosion in an estuary 

Little, B. J. et al. 

(1988) 

研究針對銅/鎳材質製成之海水管道系統焊縫之硫酸

鹽還原菌腐蝕作用影響進行調查與研究。研究結果顯

示，管道系統焊接於加熱過程中可能產生金屬偏析、

焊縫中硫化物細菌沉降、硫化物衍生物等情況，進而

破壞金屬表面，形成無數微小的腐蝕電池，致使局部

腐蝕發生。 

Little, B. J. et al. 

(1989) 

Study of parameters implicated in the biodeterioration of mild steel in the presence 

of different species of sulphate-reducing bacteria 

Beech, I. B. et al. 

(1994) 

研 究 針 對 Desulfovibrio desulfuricans subspecies 

desulfuricans 中的兩種硫酸鹽還原菌特性進行研

究，研究內容包含菌種群落的代謝活性觀察、碳鋼基

質的表面平整度與硫酸鹽還原菌附著情況，以及兩種

酸鹽還原菌生物膜於碳鋼表面之作用情況等進行觀

測，透過重量損失量測估算碳鋼之腐蝕速。研究結果

顯示，兩種硫酸鹽還原菌於相同生長條件下對碳鋼腐

蝕性有異，不同硫酸鹽還原菌皆有各自之優勢生長及

腐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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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年分  研究主題與摘要 

Corrosion of stainless steels in marine conditions containing sulphate reducing 

bacteria 

Neville, A., & Hodgkiess, T. 

(2000) 

研究透過陽極極化、陰極極化、電偶耦合實驗、顯微

鏡和微量分析等方式，觀察硫酸鹽還原菌於海水環境

中對奧氏體不鏽鋼及雙相不鏽鋼之腐蝕行為。研究結

果證實，硫酸鹽還原菌可在無電化學監測干擾之低氧

環境產生顯著的腐蝕情況。 

Microbiologically influenced corrosion of carbon steel exposed to anaerobic soil 

Li, S. Y. et al. 

(2001) 

研究透過電化學極化技術、電化學阻抗譜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EIS)，掃描

電子顯微鏡(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與能

量色散譜(Energy-dispersive spectroscopy, EDS)、薄膜

電阻(Electrical resistance, ER)探頭和電流測量等相互

搭配，研究厭氧土壤中微生物對碳鋼之腐蝕情況。

(Microbiologically influenced corrosion, MIC)。調查結

果顯示，透過環境參數分析，如土壤電阻率、含水量、

總有機碳含量、還原氧化電位和硫酸鹽含量等，可藉

以評估微生物腐蝕之風險。 

地下金屬結構使用壽命約為 30 至 50 年，然缺氧的土

壤環境將出現硫酸鹽還原菌腐蝕作用之產生，欲維持

地下金屬之使用情況，應定期檢查和維護，輔以有機

塗層和陰極防蝕工法進行防蝕工作，以確保地下金屬

結構使用壽命及安全性。 

Microbially initiated pitting on 316L stainless steel 

Geiser, M. et al. (2002) 

研究觀察低鹽度環境下，錳氧化細菌 (Leptothrix 

discophora)對 316L 不鏽鋼造成之點蝕情況。研究結

果顯示，Leptothrix discophora 的確會對 316L 不鏽鋼

造成點蝕，且氯離子將促進腐蝕之發生，顯微鏡下所

觀察之腐蝕凹洞形狀與微生物形狀非常相似，故推測

點蝕應由微生物所導致。 

Microbiologically induced corrosion of 70Cu-30Ni alloy in anaerobic seawater 

Huang, G. et al. 

(2004) 

研究以顯微鏡和電化學方法研究硫酸鹽還原菌於厭

氧海水中對 70Cu-30Ni 合金的腐蝕情況。透過雷射掃

描共軛焦顯微鏡(confocal laser scanning mic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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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CM) 觀察，可發現硫酸鹽還原菌於厭氧條件下之

合金表面形成斑點生物膜；銅鎳合金金屬於含有酸鹽

還原菌之海水浸泡七日後，即可發現晶間腐蝕現象。

微生物生長濃度與其代謝物濃度具有對應變化關

係，故推論銅鎳合金之腐蝕現象與硫酸鹽還原菌作用

具有一定程度之影響。 

Pitting corrosion of titanium by a freshwater strain of sulphate reducing bacteria 

(Desulfovibrio vulgaris) 

Rao, T. et al. 

(2005) 

研究將 2.0×1.5cm 之鈦金屬暴露於硫酸鹽還原菌

Desulfovibrio vulgaris 環境中，以接種及未接種

Desulfovibrio vulgaris 作為對照組，進行為期 90 天的

硫酸鹽還原菌培養及點蝕腐蝕情況之研究觀察。研究

顯示，未接種 Desulfovibrio vulgaris 之鈦金屬無點蝕

現象發生；暴露於接種 Desulfovibrio vulgaris 之鈦金

屬表面出現直徑約 2mm 之半圓形凹洞與許多微小凹

洞，凹洞中皆可發現硫酸鹽還原菌，顯示硫酸鹽還原

菌的確能對鈦金屬造成點蝕之腐蝕作用。 

Influence of thermal aging on sulfate-reducing bacteria (SRB)-influenced 

corrosion behaviour of 2205 duplex stainless steel 

Antony, P. J. et al. 

(2008) 

研究將 2205 雙相不鏽鋼暴露於含有硫酸鹽還原菌的

氯化物培養基介質中，進行為期 40 天之暴露腐蝕對

照組觀察研究。研究顯示，暴露於硫酸鹽還原菌中之

2205 雙相不鏽鋼出現陰極腐蝕電位急劇下降，陽極

電流增加之現象，顯示硫酸鹽還原菌對 2205 雙相不

鏽鋼具有腐蝕作用。 

Biocorro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pper alloys BFe30- 1-1 and HSn70-1AB by 

SRB using atomic force microscopy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Li, J., Yuan, W., & Du, Y. 

(2010) 

研究針對銅合金(HSn70-1AB 和 BFe30-1-1)在含有硫

酸鹽還原菌培養基中之腐蝕情況，藉由顯微鏡觀察硫

酸鹽還原菌對於兩不同之銅合金之附著力及表面的

生物膜特性。兩銅合金於相同浸置時間後進行比較，

結果顯示，於兩金屬皆有腐蝕現象產生，其中硫酸鹽

還原菌較易於 BFe30-1-1 附著，故金屬合金的化學成

分，會影響硫酸鹽還原菌生物之膜形成與表面附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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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特性。 

Effect of sulphate reducing bacteria on corrosion of Al-Zn-In-Sn sacrificial anodes 

in marine sediment 

Liu, F. et al. (2012) 

研究針對海洋沉積物中 Al-Zn-In-Sn 犧牲陰極進行

腐蝕觀察。研究顯示，硫酸鹽還原菌對海洋沉積物中

之 Al-Zn-In-Sn 犧牲陰極造成點蝕，金屬材料腐蝕速

率隨硫酸鹽還原菌生長而提升。且對耐腐蝕性佳的 

2205 雙相不鏽鋼亦具有腐蝕作用，於其表面明顯出

現點蝕現象，並形成 Cr2O3、FeS、FeS2、Fe(OH)2 和

FeO 等腐蝕產物。 

Surface chemistry and corrosion behaviour of 304 stainless steel in simulated 

seawater containing inorganic sulphide and sulphate-reducing bacteria 

Yuan S. J. et al. (2013) 

研究探討海水培養基中硫酸鹽還原菌以及相關代謝

產物與無機硫化物對 304 不鏽鋼的腐蝕情況。透過對

照組研究觀察發現，硫酸鹽還原菌產生之硫化物對

304 不鏽鋼有顯著的腐蝕現象，且硫酸鹽還原菌所產

生之生物膜，亦會促進不鏽鋼表面之腐蝕作用。 

Influence of sulfate reducing bacterial biofilm on corrosion behavior of low-alloy, 

high-strength steel (API-5L X80) 

Al Abbas, F. M. 

et al. 

(2013) 

研究針對硫酸鹽還原菌對 API 5L X80 管線碳鋼之微

生物腐蝕影響進行調查。透過能量色散光譜儀

(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scopy, EDS)觀察發現，硫

酸鹽還原菌之腐蝕產物中含有各式硫化物和氧化物

成分，故金屬表面上所形成的生物膜和硫化物層，將

促使硫酸鹽還原菌產生顯著的局部腐蝕作用。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s of seawater ingress into 316L lined pipes on corrosion 

performance 

Machuca, L. L. 

et al. 

(2014) 

研究針對 316L 管道受海水滲入對腐蝕之影響進行研

究，觀察海水中的氧和微生物於海水環境中對 316L

的腐蝕情況。結果顯示，氧氣對化學方法之生物去除

效率有負面影響，且會促進腐蝕之發生，增高局部腐

蝕風險。 

Microbially influenced corrosion and inhibition of nickel–zinc and nickel–copper 

coatings by Pseudomonas aerugin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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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lan O. S. 

et al. 

(2014) 

研究針對革蘭氏陰性之銅綠假單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對鎳鋅合金及鎳銅合金之腐蝕速率影

響。研究結果顯示，銅綠假單胞菌作用會促進鎳銅合

金腐蝕，但對鎳鋅合金具有保護作用。 

Corrosion of carbon steel by sulphate reducing bacteria: Initial attachment and 

the role of ferrous ions 

Javed, M. A. 

et al. 

(2015) 

研究針對在亞鐵離子影響下，硫酸鹽還原菌的初始附

著與碳鋼腐蝕影響情況進行研究。研究發現，最初始

細菌附著過程最為複雜，附著的早期階段（≦60 分

鐘），硫酸鹽還原菌對培養基中鐵的具有依賴性；60

分鐘後，與缺鐵培養基相比，在富含鐵的培養基中，

具有較高附著性及聚合物產生。顯示觀察亞鐵離子濃

度之變化，可能有助於監測硫酸鹽還原菌對腐蝕作用

之影響。 

Microbially Influenced Corrosion of 304 Stainless Steel and Titanium by P. variotii 

and A. niger in Humid Atmosphere 

Zhang, D.. 

et al. 

(2015) 

多數微生物腐蝕研究著重於原核細菌，如硫酸鹽還原

菌上，在真菌對金屬腐蝕行為之影響尚未有充分的研

究。故此篇研究將 304 不鏽鋼和鈦暴露於高濕度環境

中，採常見的擬青黴(Paecilomyces variotii)、黑曲霉

(Aspergillus niger)兩種真菌進行金屬腐蝕觀察。經暴

露 60 天後，進行相關腐蝕評估，真菌降低了 304 不

鏽鋼和鈦金屬的耐腐蝕性，相對而言，鈦金屬對真菌

的抗腐蝕性較 304 不鏽鋼高。 

Electron mediators accelerate the microbiologically influenced corrosion of 304 

stainless steel by the Desulfovibrio vulgaris biofilm 

Zhang, P. 

et al. 

(2015) 

研究培養 Desulfovibrio vulgaris，使之生物膜覆蓋於

304 不鏽鋼，接續進行相關微生物腐蝕試驗觀察。研

究進行為期七日之厭氧測試實驗。研究結果顯示，

Desulfovibrio vulgaris 生物膜將加速點蝕作用，明確

指出生物膜與微生物腐蝕具有重要的協同作用影響。 

Laboratory investigation of the microbiologically influenced corrosion (MIC) 

resistance of a novel Cu-bearing 2205 duplex stainless steel in the presence of an 

aerobic marine Pseudomonas aeruginosa bio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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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 J. et al. 

(2015) 

研究針對新型含銅 2205 雙相不鏽鋼(2205 Cu-DSS)

以及綠膿桿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之生物膜所

導致之微生物腐蝕作用進行觀察。研究發現，2205 

Cu-DSS 鋼材對綠膿桿菌生物膜具有良好的耐受性，

主要是因為 2205 Cu-DSS 釋放之銅離子，可降低綠

膿桿菌之腐蝕，有助減緩微生物腐蝕之發生。 

Microbiologically influenced corrosion of 2707 hyper-duplex stainless steel by 

marine pseudomonas aeruginosa biofilm 

Li, H. 

et al. 

(2016) 

2707 超雙相不鏽鋼(2707 HDSS)具優異的耐化學腐

蝕性，已被用於海洋環境。故於此研究，以綠膿桿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及 2707 超雙相不鏽鋼之微

生物腐蝕行為進行觀察。研究過程發現，綠膿桿菌生

物膜下的 Cr 含量降低，培養至第十四天後，最大腐

蝕凹恆深度為 0.69μm，顯見即是高耐受性之 2707 超

雙相不鏽鋼，仍受到綠膿桿菌的微生物腐蝕作用影

響。 

Sulfate-reducing bacteria impact on copper corrosion behavior in natural seawater 

environment 

Khadija E 

et al. 

(2016) 

研究針對了阿加迪爾沿海四處污染程度不同之海域

進行海水採集，進一步觀察不同污染物下，水中硫酸

鹽還原菌對銅金屬之腐蝕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海洋

硫酸鹽還原菌的生長周期與細菌代謝所產生的硫和

胞外聚合物(EPS)對銅腐蝕速率間，具有相當程度之

關聯性，腐蝕速率與浸泡時間有顯著關聯性。 

 

3.3離岸風機金屬腐蝕及防治 

離岸風場之營運規劃多歷時 20 年

以上，較陸域風力發電機組面臨的環境

更為嚴苛，考量海上維護、營運便利性

及維護成本，各組件之防腐防蝕技術與

相關監測規劃設計，嚴然成為離岸風機

發展的重要環節之一。針對鋼鐵結構物

之腐蝕防治，目前以陰極防蝕及防腐塗

層法最為常見。 

1. 陰極防蝕(Cathodic protection, CP)  

陰極防蝕可以「外加電流法」與「犧

牲陽極法」兩類進行施作，其技術發展

與應用已有百餘年歷史，為金屬構造物

在水下與土壤環境中最有效的防蝕方

法。其中「犧牲陽極法」選用高活性金

屬作為陽極材料，銲接於鋼鐵材料表

面，透過陽極金屬將持續消耗形成保護

電位差，進而使陰極鋼鐵材料表面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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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蝕之功效；因防蝕效果安定、施工簡

易且維護成本較低等優點，成為臺灣及

各國港灣構造物最常採用之防蝕方法。 

2. 塗層法(Coating)  

陰極防蝕搭配塗料選用，可提升金

屬之防蝕保護，塗膜系統須考量其保護

性、附著性、可塑性、耐久性等因子，

另塗料須配合曝露區域等腐蝕條件，選

擇適當的塗膜系統與工法，分別參照

ISO 20340:2009、NORSOK，M-501 及

ISO 12944 三種規範標準(表 2)，選用目

前運用最為廣泛的「環氧樹脂」及「聚

氨脂」兩種塗膜系統施行塗裝防蝕工

作，另配合適時的維護與品質管制，以

減低劣化、機械性損傷、剝落等狀況產

生。

 

表 2  離岸風機塗層技術規範標準 

底漆 層數 總乾膜厚度(μm) 規範標準 

大氣區 

Ethylene Propylene, EP  

(環氧樹脂底漆) 

Polyurethane, PU  

(聚氨脂底漆) 

3-5 

 

2 

320 

 

500 
EN ISO 12944 

EP, PU (含鋅) 4-5 320 

EP (含鋅) 

EP 

≧3 

≧3 

>280 

>350 

ISO 20340 

– 

EP (含鋅) 

EP 

≧3 

≧2 

>280 

>1000 
NORSOK M-501 

飛濺帶與海中帶 

EP (含鋅) 

EP, PU 

EP 

3-5 

1-3 

1 

540 

600 

800 

EN ISO 12944 

EP (含鋅) 

EP, PU 

EP 

≧3 

≧3 

≧2 

>450 

>450 

>600 

ISO20340 

– 

– 

EP ≧2 ≧350 
a
 NORSOK M-501 

a
 塗層系統必須與陰極防蝕同時使用。 

 

隨著臺灣逐步邁向離岸風電技術

發展，臺灣金屬工業發展中心(2010)，

根據實驗室塗鍍測試、海上掛片試驗及

海上平臺防蝕作法，將高耐蝕技術轉植

至離岸風機之防蝕運用，針對本土離岸

風機防蝕提出相關建議： 

1. 離岸風機塔筒外層，建議採用富鋅

底漆/環氧雲鐵/脂肪族聚氨酯面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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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而言，多以環氧富鋅作為底

漆，乾膜厚度 60μm，接續選用環

氧雲鐵中間漆，乾膜厚度 80μm；

兩者至少進行雙層塗覆後，再使用

環氧面漆進行最外層之塗覆，總乾

膜厚度皆達 300μm 以上。若採用玻

璃鱗片塗料系統，底漆不宜過厚，

建議選用環氧塗料或耐久性更佳的

聚矽氧烷塗料塗覆，多層與基材近

似平行排列的玻璃鱗片顏料構成的

魚鱗效應，可增加腐蝕介質滲透距

離，提升防蝕效果。搭配金屬熱噴

塗系統可有更長效的防蝕效果。 

2. 離岸風機塔筒內壁，因無陽光直射

，腐蝕環境相對塔筒外層減弱多，

建議採用環氧富鋅及高固成分環氧

塗料進行塗覆。 

3. 甲板平臺為工作場所，且受海浪沖

刷，故與潮差帶同採環氧玻璃鱗片

方案塗覆，如有調色需求，可選用

聚氨酯面漆進行面漆調色。 

4. 飛濺帶及潮差帶是為防蝕重點區域

，採用環氧玻璃鱗片系統，乾膜厚

度至少需 800μm 以上。如欲達到 

30 年以上之使用壽命，根據現有的

海洋平臺方面的經驗，乾膜厚度在 

1500μm 為佳，並搭配環氧底漆打

底。 

5. 浸沒區的海中帶多採聚氨酯塗料塗

覆；海泥帶可單純依靠陰極保護，

若輔以塗層塗覆，則可延長其防蝕

保護時間。 

表 3綜整離岸風機腐蝕區域與其常

見之腐蝕型態類型對照表，並列舉對應

之防蝕工法，期能作為各暴露區域有效

防蝕資訊之參考。

 

表 3 離岸風機腐蝕區域及對應防蝕工法選用彙整表 

大氣區 

腐蝕區域 選用之防蝕工法 腐蝕形式 

結構物外部 塗層法 

全面腐蝕 

沖刷腐蝕 

應力腐蝕劣化 

結構物內層 

(無法控制濕度處) 
腐蝕餘裕量 點蝕 

全面腐蝕 

應力腐蝕劣化 結構物樑柱 
腐蝕餘裕量符合 

腐蝕速率 ≥ 0.10 mm /年 

連結構件與組件 

(如：螺栓) 

選用不鏽鋼 

作為抗腐蝕材料 

縫隙腐蝕 

點蝕、電偶腐蝕 

應力腐蝕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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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離岸風機腐蝕區域及對應防蝕工法選用彙整表(續) 

飛沬區和潮差區 

結構物外部 塗層法 全面腐蝕 

縫隙腐蝕、點蝕 

微生物腐蝕 
連結構件與組件 塗層法結合腐蝕餘裕量 

連結構件內部 腐蝕餘裕量或塗層法 
全面腐蝕 

縫隙腐蝕、點蝕 
低於平均水位 

之結構與組件 
陰極防蝕 

低於平均水位 1 公尺 

之結構與組件 
塗層法 全面腐蝕 

微生物腐蝕 
低於平均水位之潮差區 陰極防蝕 

浸沒區 

結構物外部 陰極防蝕與塗層法並用 

全面腐蝕 

沖刷腐蝕 

微生物腐蝕 

結構物內部 陰極防蝕或腐蝕餘裕量 

全面腐蝕 

縫隙腐蝕、點蝕 

微生物腐蝕 

連結構件 

和組件 

腐蝕餘裕量符合 

腐蝕速率≥ 0.10 mm /年 

海洋生物作用 

須列為腐蝕速率之考慮因

子 

全面腐蝕 

點蝕 

微生物腐蝕 

應力腐蝕劣化 

 

3.4 現地防蝕研究與監測 

國外離岸風電發展雖早於臺灣，然

離岸風電機組“現場防蝕”相關研究

仍為數不多。Mühlberg, K. (2010)針對離

岸風機設計、製造與塗膜系統進行探

討。由於離岸風電機組多以金屬組件配

合塗裝進行防蝕，故金屬焊接技術、塗

層施作方式及塗料特性、壽命等，皆對

離岸風電機組件防蝕成效影響甚距。

Shi et al. (2011)，觀測風機鋼材(錳矽合

金鋼 )使用環氧富鋅塗料後之防蝕效

果。觀測發現，鋅腐蝕產物會由塗層向

鋼材方向生長，建議鋼材塗裝前，應縮

短裸鋼暴露時間，以減低環境腐蝕媒介

對鋼材之腐蝕影響。3M Wind Energy 

(2015)研究指出，風機葉片塗層若出現

凹凸坑洞、氣泡等情況，皆會降低塗裝

之防蝕能力。風機葉片等組件應適時維

護、更換，以延長離岸風機組件於酷寒

環境的使用期限。Black (2015)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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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海洋結構物無人常駐，維修與維護

費用偏高，故應針對暴露區域防蝕弱點

進行強化，以減低維護成本之損失。

Mombe et al. (2015, 2016)觀察低溫北極

海域(低溫可達-60℃)有機塗料的塗層

附著力、低溫耐受性、塗層累積磨損等

防蝕研究。結果顯示，塗層方式及厚度

是為抗腐蝕、耐磨損的主要因子。

Momber, A. W. (2016)觀測北海及波羅

的海海上風機塗層保護與暴露金屬表

層劣化情形。研究結果顯示，塗層及暴

露金屬表層劣化等損失，主要受機組設

計及其部件承載量影響。 

依 國 際 可 再 生 能 源 機 構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IRENA)統計， 2009~2016 年間，離岸

風機建構水深約由 15m 提升至 30m，離

岸距離則由<30km 約提升至 45 km，由

此可知，離岸風機組件之建構水深與離

岸距離皆有顯著發展。隨著離岸風機建

造之離岸距離逐漸增加，象徵海上維護

成本亦將相對提升，李(2015)等人使用

腐蝕監測儀器 (ElectraWatch Coating 

Health Monitor, CHM)進行研究，CHM

可藉量測交流阻抗來評估塗層優劣的

能力，相對適合用於監測較高阻抗之塗

層。實驗結果顯示 CHM 在準確性、腐

蝕環境中的靈敏度與偵測毀損距離上

都有相當程度的表現。Martinez et 

al.(2016)研究指出，透過上離岸風機結

構健康監測系統 (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System, SHM)的發展與優

化，有助於海上風機機組設備資產管理

及操作維護，提高機組可用率，減少停

機損失，先進的狀態監測系統，可預知

設備故障，非破壞檢測系統則可提高維

修時效，減低不必要的人力海上定檢的

勞動成本與風險。顯見離岸風機監測系

統監測品質與建置是為重要技術發之

一。

四、結論 

綜觀歐洲各國離岸風場開發案

例，從風機基礎設計、塔架安裝、工作

船隊組合、港埠安排，到整體方案設計

規劃，以及風機營運與維護等，各環節

皆已累積豐富實績。然臺灣海域之季節

性環境條件與地質特性，與歐洲已開發

風場條件不盡相同，仍難以直接將經驗

複製至臺灣。臺灣 2016 年 10 月於竹南

外海完成首座離岸風力發電示範機組

架設，相較歐洲國家，離岸風電發展尚

處於初步階段，除汲取各國政策、設備

技術等發展經驗外，尚需考量全球區域

環境差異，因應臺灣抗震、抗颱、防腐

蝕及海象條件等需求，發展適宜之防蝕

系統評估、規劃與監測之研究，選擇適

合之防蝕工法，並發展本土化之防蝕、

定檢等相關規範，結合國內業者，共同

開發最適合臺灣地理環境的離岸風力

機組，加強離岸風電機組運作之安全

性、穩定性及耐久性，增加風機之使用

壽命並提升其營運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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