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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蒐集臺北港海域的海潮流
與風的資訊，包含交通部港灣技術研究
中心於外海測得的海流流速與流向、風
場資料包含風速與風向。本研究採用數
值方法分析 2013 與 2014 年四季的潮流
的變化包含流速與流向，同時明確指出
臺北港海域在漲退潮的各時間點的海
流分布，並且完成數值與觀測數據的比
對以確認模式的正確性。接著模擬裝載
10000TEU 與 13000TEU 的貨櫃船受強
風的影響，同時計算不同來向的風對船
舶在不同航向的影響，船舶受風力造成
的合力大小與方向。本研究亦考慮風與

流對大型船舶進入臺北港航行的影
響，以數值模擬船舶航行於航道入口遭
遇的強流，考量不同船速航行於航道入
口的航行狀態。於不同海流流速與強風
作用下對船舶航行的影響也將進一步
探討，同時評估船舶偏行之情況。為了
更能清楚了解大型船舶進出港遭遇強
流與強風的變化所引起的船位偏移，進
而可能危及航行安全，了解航道入口的
橫流與強風作用下對船舶進出臺北港
的影響，同時將模擬結果規劃出較佳的
航路，以確保航行安全。

一、計畫概述
臺北港在逐步擴建下，外廓防波堤
的設置，維持了港內水面的靜穩。但堤
防設施新增亦改變附近的海流分佈，尤
其以航道入口更為明顯，因船舶航行於
航道入口在橫流作用下影響船舶操
縱，又因地形因素臺北港海域偶有強
風，因此必須了解海潮流與強風對船舶
進出臺北港的影響，進而提供港務公司

與相關海是從業人員的參考依據，確保
航行安全。臺北港海域冬季盛行東北季
風，而夏季以西南季風為主。在天候惡
劣時，風速及港口流速流向的變化對船
舶進出港之航行安全有相當大的影
響，為了評估船舶進出港遭遇強流與強
風的情況，應用數值模擬分析大型船舶
於臺北港海域航行是有效率的方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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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應用模擬分析臺北港冬季漲潮潮
流由東北往西南流對操船的影響；夏季
退潮潮流由西南往東北流對操船的影
響。計畫擬以數值模擬配合冬夏季相同
風向及 7 級風力下產生之較嚴苛之潮
流，計算港域附近的海流流向。計算完
成的海潮流條件，作為大型貨櫃輪進出
航行的邊界條件，以數值模擬船舶航行

於航道入口遭遇的強流與強風，考量不
同船速航行在不同海流流速作用下的
比較分析，同時評估船舶偏行之情況。
本計畫須考量到航道入口西南流與東
北流對船舶航行的影響，計算在不同海
流流速下，航道入口附近的流場變化，
同時評估對船舶操縱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
2.1 數值模式與 3D 建模
數值模式本研究採用全三維水動
力模式模擬臺北港海潮流分析、船舶受
強風作用產生的合力大小與方向、船舶
航行入港受橫流的影響、船舶由外海航
行入港的數值模擬。本計畫依據區域附
近之地形與港區資料，透過數值模式進
行計畫區海潮流分布之推估，以 2013
年與 2014 年四季潮位資料進行海潮流
流速與流向分析。船體運動為六軸自由
度的運動，包含船模相對於質心而產生
分別為縱移（沿 x 軸位移）、側移（沿
y 軸位移）、起伏（沿 z 軸位移）及橫
搖（繞 x 軸旋轉）
、縱搖（繞 y 軸旋轉）、
平擺（繞 z 軸旋轉），六個自由度（6
Degrees of freedom, 6DOF）的運動。其
中起伏、橫搖、縱搖因受回復力和回復
力矩影響為振盪運動，而縱移、橫移、
平擺因無回復力和回復力矩影響，故為
非振盪運動。本模擬主要解船舶耦合運
動方程，採用二個直角座標系統來描
述，即船體座標系（body system）與數
值航道座標系（space system），或稱

Body-Fixed 與 Earth-Fixed （Suleiman,
2000），以下定義船舶為船體座標系，
相對於數值航道移動，其（x, y, z）之
原點在空間中固定不動，而船舶於 t = 0
時的座標軸相對平行數值航道座標
軸。因船舶具有 6 DOF 運動，船舶的原
點設定於質心，質心點相對於船舶固定
不動。船舶在波浪中的耦合運動，實為
一非常複雜的問題，可應用計算流力
（CFD）模擬船舶與水波交互作用的現
象。
船舶尾跡波的物理特性可由傳統
的 Kelvin 波系統與幾種不同型態非線
性要素組合合成。Kelvin 波的理論可用
來討論線性船跡波，Henning （1999）
有詳加探討船速與船跡波週期的關
係。Amromin （2004） 針對船舶在高
速航行產生尾跡波的型態，設法用數學
積分的方式去描述 Kelvin 波理論所忽
略的地方。基本上興波的大小與船舶大
小噸位有關，大船其排開水體的體積愈
大；由波高的時間序列分析，船速愈快
對水體的擾動愈大，其興波效應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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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船舶航行於淺水區，由於船底與水
底間之間隙減少，通過船體與船底之水
流量被限制，水流會加速至船側流過，
而船舶四周與水底水壓均降低，會使船
體下沉量增大，結果興波效應也會大
增。船舶在淺水航行時艏波之夾角會漸
漸增大，會增加興波效應。
關於船舶水動力的分析，
Krappinger （1960） 曾研究船模於靜
水中強迫起伏運動無因次阻尼係數值
之試驗，得知該阻尼係數隨 LPP/B 值增
加而增大，隨 CB 值增大而減小，在縱
搖運動中顯示船舶附加質量與船舶自
身旋轉慣量相當，所以計算船舶縱搖
時，其附加質量旋轉慣量應加以考量。
在有關船舶運動性能的理論研究方法
中 ， 截 片 理 論 （ Korvin-Kroukovsky
1961） 因克服了其它理論不能用幾何
形狀來描述船舶的缺點，並假設流體在
船模的每個截斷面為二維流動，捨去不
計流體沿艏艉向的相互影響，將三維問
題簡化為二維思考，由截片理論在計算
船舶動力反應與船模試驗結果，仍有其
一致性。Salvensen （1970） 分別提出
了船舶在斜浪中的各種運動及其負荷
的計算方式，其主要的區別在擾動力計
算方式和有無底部效應等，更增加了預
測船舶在波浪中運動的可信度。在有關
CFD 應用中，Wilson 等人（2007）曾
利用 CFD 數值軟體來模擬船模球型艏
之形狀變化，對船模遭遇波浪的影響，
Campana 等人（2006）曾利用 CFD 數
值軟體來模擬，船舶行駛於波中之船體
最佳化設計，Eca （2009）曾在船舶艉
流計算上，利用阻力係數來預測其數值
結果的準確性，Toxopeus （2009） 曾

提出使用黏性流體計算來導出空船船
殼之數學操控模式，在其設計上評估船
舶運轉能力，必須利用可信賴度高的模
擬模式，Delefortrie 與 Vantorre （2009）
曾使用流體化參數，預測貨櫃船在含泥
航行區域之作用力，來評估船舶航行安
全性。在以上各研究中，可發現 CFD
的技術於工程設計和分析與船舶水動
力分析已被廣泛的應用。
本研究應用 FLOW-3D 軟體來進行
模擬分析，該軟體為擬真的科學計算軟
體，可應用於近岸水動力計算與船舶水
動力分析等。其理論方程式為質量守恆
方程式、動量方程式以及能量不滅方程
式等，它可應用在各種科學與工程領
域，廣為工業與學術上使用。本計畫所
研究的物理現象，為波浪力學與船舶水
動力結合之耦合問題，其所遵行的數學
模式為 Navier-Stokes 方程式。因現今之
解析法仍未能完全解析此偏微分方程
式，本計畫將相關臺北港以及海底地形
模型建置於 FLOW-3D 軟體，其中數值
驗證，以三維黏性模式進行模擬分析相
關流場及波場。
以數值方法處理自由液面（Free
Surface）變化相當不容易，因為自由表
面非為固定而隨時間移動，而流體體積
法（Volume of Fluid, VOF）提供了經由
固定網格追蹤流體介面的方法，且能準
確處理介面，換句話說，流體體積法是
對自由表面或二種流體介面的一種數
值處理方法。流體體積法乃 Hirt 和
Nichols（1981）二人所提倡，係將計算
之網格點額外再定義一流體比例函數 F
（x,y,z,t），F 之位置與壓力變數相同，
皆位於網格中心點，其值介於 0 和 1 之
3

間，若 F=1 表示流體完全充填；若 F=0
為沒有流體；若 F 介於 0 和 1 之間表示
部分充填，而部分充填的元素就是流體
介面，由於自由表面會隨時間而移動，
因此每一網格之 F 值也跟著變化才能反
映此表面之變動。目前大部分的 CFD
軟體，在自由液面運動的計算，多是根
據此一方法進行開發。
2.2 船舶風壓計算
蒐集臺北港現有的海氣象資料，本
章蒐集出臺北港海域的風場資料，分析
風力條件下在 12 m/s 與 19 m/s 的情況
下，船舶在不同航向遭遇不同方位的風
作用下，船舶所受的風壓與合力方向，
以做為模擬船舶進港時的外力條件。風
力與風向依據近年來港灣技術研究中
心調查，本區歷年冬、夏季風力統計，
風力在六級（10.8～13.8 m/sec）以上皆
小於 10% 之機率出現，但臺北港因受
地形影響，偶有強風，本模擬採用的極
值風速達 19 m/s。由於本計畫係以大型
與超大型貨櫃輪為試驗本船，考量大型
船舶受風面大，風力及風向將影響進港
船舶之操航作業，且未來臺北港既定拖
船配置是否足以因應強風作業之需求
可加以考量。
本計畫參考港研中心風力觀測成
果，同時因地形因素，臺北港偶會發生
落山風的情況，造成瞬間風力大增，本
研究由港灣技術研究中心所量測的風
場資料，整理出較強的瞬間風力，評估
強風對船舶航行造成的風壓，並評估其
影響性。船舶於海平面航駛時不僅會受
到海流、潮流的影響，來自不同方向的
風也會影響船舶的航行方向，甚至過度

強大的風還會使船舶航行陷入困難，甚
至造成災害。
海流資料採用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的量測資料，作為數值模擬的參考依
據，綜合歷年臺北港觀測分季平均風速
分佈統計，最大陣風約 15 m/s，平均最
大陣風約為 12 m/s，本研究風的速度採
用 12 m/s，為了模擬極端的情況，本模
擬亦考量地形風風速 19 m/s 對船模航
行造成的影響當作模擬風流過船的邊
界條件，以利評估風在不同風向下對船
舶造成的風壓。
船舶在大洋中或在港內航行，無時
無刻都受著外在環境的影響，這些影響
來自海氣象變化，如波浪與潮汐的變
化、海流與風對船舶航行造成的壓力
等。停泊中的船會受風吹水動，而繫泊
操船時當他船移動的情況下，或在有風
有流的水域內航行的情況下，都會受到
風壓或流壓的作用。其結果，停泊中的
船將增加其錨鍊及繫纜的負荷，而在港
內操船時將增加移動或迴轉的阻力，至
於航行中的船亦會因向下風偏轉，而難
以保持航向。
以船舶航行頂風以及船舶航行順
風前行，以北為 0˚，船舶以 0˚航行，受
到來自 0˚的風力影響，則船舶會順風前
行，其中船尾受風力影響最大，風力將
船舶向前推行，有助於船舶行駛向前；
以北為 0˚，船舶以 180˚航行，受到來自
0˚的風力影響，此時船舶受風力影響，
呈現頂風前行，其中風力受到船舶前端
受方影響最大，需要加大馬力以維持航
速，如圖 1、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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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大型貨櫃船 10000TEU 船方位角 0°時受不同方向的風（12 m/s）產生的合
力大小與方向

圖2

大型貨櫃船 10000TEU 船方位角 90°時受不同方向的風（12 m/s）產生的
合力大小與方向

三、研究成果
3.1 臺北港巨型貨櫃輪操船可能面臨之
危險
各種船舶，依其吃水、UKC、受風
面積、風向、俥速，進港船速，各有不
同，依引水人的知識、經驗，以適當速
度通過防波堤，不會有什麼問題。反而
如船長硬要減速通過防波堤，卻易造成

大困擾。
引水員在領航時，因不可預期之外
力因素影響，可能面臨之危險，可分為
下列五點因數探討…
3.1.1 航道受橫風、流之威脅，未能駛
入航道中央
臺北港防波堤外主要受漲退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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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強流影響，港內最大流速僅 0.25 m/s
（約 0.5 節），進港會受漲、退潮之潮
汐流（橫流）影響，漲潮時流向自北向
南，引水人經驗過最大流速幾乎達 2.5
m/s（約 5 節）；退潮時流向自南向北，
經驗過最大流速將近 2 m/s（約 4 節）

（如圖 3~圖 6）。
船舶進臺北港通過防波堤前，引水
員通常會用大俥高速進港，進入堤口後
再迅速減速，操船使用之俥速與用舵時
機，皆不會相同。在臺北港內衝止距
夠，至目前未有過船停不住的意

圖 3 船舶左舷受橫風影響偏離航道

圖 4 船舶右舷受橫風影響偏離航道

圖 5 船舶左舷受橫流影響偏離航道

圖 6 船舶右舷受橫流影響偏離航道

3.1.2 經常性之離岸風及向岸風
強風下的操船準則應視風力的方
向、節數、船舶型態、受風面積、吃水…
等，均各有所不同。尤其是吹向碼頭之

向岸風（又稱攏風），要非常小心注意
靠泊，妥善的運用拖船、側推器，控制
靠岸速度不宜過快，而且應盡量平行靠
上碼頭，避免單點攏靠（如圖 7~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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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船舶受離岸風的影響

圖 8 船舶受向岸風的影響

3.1.3 強力之西南風或東北風
臺北港冬季，通常吹東北風，風
速、湧浪強勁。至於夏季，會有西南強
風，有時風力亦可達 10m/s（約 20 節）
（如圖 9~圖 10）。
船長要配和引水員在外海登上大
船，船長需有優良船藝駕駛，將船舶穩

住，讓引水員從湧浪較小一側登爬領港
梯。大船船速亦會因為各種船型、尺
寸、吃水不同，船長必須保持引水員需
要之登船船速，避免發生危險，通常船
速約在 3.5 m/s 至 4.5 m/s（約 7 節至 9
節）之間。

圖 9 船舶受強力西南風影響

圖 10 船舶受強力東北風影響

3.1.4 船舶受興波效應與岸壁效應之影
響
興波的大小與船舶航速快慢有
關，航速高的船舶航行所造成興波較航
速低的船舶大；由波高的時間序列分
析，船速愈快對水體的擾動愈大，其興
波效應愈明顯；船舶航行於淺水區，由

於船底與水底間之間隙減少，通過船體
與船底之水流量被限制，水流會加速至
船側流過，而船舶四周與水底水壓均降
低，會使船體下沉量增大，結果興波效
應也會大 增，故在港內船速宜慢速行
駛，尤其是大型船舶應格外小心（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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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偏離航道中線而靠近航道一
側岸壁時，靠近岸壁的一側水流加速，
壓力降低，產生使船舶靠近岸邊的附加
作用力，即岸吸力，它可能導致船舶觸
碰崖壁。同時還產生一個使船首偏離崖

圖 11

壁的力矩，即岸推力矩。岸吸力和岸推
力對船舶運動所產生的影響通稱為岸
壁效應。它可能導致船尾觸碰崖壁，而
船頭偏向航道中央，應向近岸側操舵克
服之，防止船首偏轉（如圖 12）。

船舶受興波效應影響

圖 12 船舶受岸壁效應影響

3.1.5 突然發生的地形風（或落山風）
影響
臺北港因受地型影響會有突然颳
起一陣強風，引水人稱為地型風（或落
山風），常令人措手不及，是為操船上
最為棘手的問題，亦是引水人最憂心的
事，當以優良船藝小心應對，大膽用
俥、小心駛舵為宜，目前若遇到此強陣
風，就在地引水人之意見為掉轉船頭至
外海靜候風浪減弱後再進港，以避免危
險。
1.臺北港目前出現的地型風
在鋒面來之前是西南風，等鋒面過
了臺灣東部以後，冷氣團接著就過來，
是順時鐘方向旋轉，而臺北港是吹東北
風，當鋒面往東北方移動，到達太平洋
就會變成東南風。
地型風是引水人給它的一個專有
名稱，類似在墾丁吹的風向。臺北港在

這幾年的觀察中，夏天高壓在臺灣的北
部，而東北方太平洋高壓的環流是順時
鐘方向轉動，主要太平洋高壓盤據在上
空的時候，臺北港是吹東南風，從觀音
山頂吹下來，類似東北風到了臺灣的南
端往下衝。這種狀況風是不會很強的，
但冬天冷高壓經過，只要其中心通過臺
灣就形成東南風，風速約 7.5 m/s 至 10
m/s（約 15 到 20 節）左右，平均甚至
10 m/s（約 20 幾節），此時要看當時的
氣流環境。
2.地型風的形成與影響
這幾年依據領港的經驗觀察到冬
天時當菲律賓有颱風從呂宋島登陸，只
要經過巴士海峽或臺灣南部時，即使颱
風不經過臺灣，但臺灣這裡仍呈現是高
壓區，因有高壓擋著，所以氣壓會往西
移，所以這兩個加成的力量，導致臺北
港的風速會非常強勁，甚至到至 25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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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30 m/s（約 50 至 60 節）不等，只要
颱風接近臺灣巴士海峽或是呂宋島時
都會對臺北港產生影響。颱風如從臺灣
南部有登陸，又是另一回事，因為從臺
灣中部登陸的颱風氣流環境又不相
同，此時就不是吹東南風。
目前討論是在呂宋島登陸，而假設
太平洋高壓在太平洋中部，西邊過來的
風力很強的時候，將會抵銷掉西南風，
所以風就不會那麼強勁，如假設呂宋島
那邊有一個低壓形成，兩股氣流加成，
過來的風會被觀音山脈擋著後往上衝
去，再往下降就會形成臺北港的風力會
非常的強勁，這就是引水人所謂的地型
風。
3.在操船所遇狀況以及應對方法
曾經在颱風登陸呂宋島的前一

天，臺北港當時上空是冷高壓，浪高達
到 4 至 5 米，引水人登上大船就已經很
危險了，但此時引水人已登上大船，如
果這時下來離開大船會很危險，對
14000TUE 的貨櫃船要進港的時候風浪
已經非常高，而且很難靠泊，眾所皆知
陣風與均風是截然不同的事情，當臺北
港均風超過 10 m/s（約 20 節），其陣
風有時可達 17.5 m/s（約 35 節）以上。
此時則應由領港依風生時間、海面狀
況、陣風大小等，做出是否仍可進港之
建議。若風向為向岸風，即風由外海吹
向港內時，則船舶可能無法靠上碼頭，
拖船亦無法拉住。如圖 13 為不同船速
受橫風（19 m/s）影響的船位偏移，船
速分別為 5 m/s 與 2.5 m/s；圖 14 表示
船舶橫切面與縱切面的風場分布圖。

圖 13 不同船速受橫風（19 m/s）影響
的船位偏移（a）船速 5 m/s（b
）船速 2.5 m/s

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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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 xy 軸之風場狀況

3.2 航行進入臺北港較佳航路
臺北港於夏季及冬季受風力以及
海潮流影響最大，以下就夏季、冬季將
於航行中遭遇之外力條件做較佳航路
之說明：
夏季：
夏季盛行西南季風，此時船舶進港
時將曾遇來自船身左後方之風力影
響，因此船舶進港時，可將航路靠緊中
央分離區，如下圖 15，此時若遇漲潮進
港，海潮流之推力會將船舶向前推進，
船舶應減速並偏向左航行，若進港時遭
遇退潮流，海潮流將會阻礙船舶前行，
但相對船舶將會較好停泊，緩慢將船舶
帶入港中。

朝外海流動，此時船舶進港較為困難，
須加速往港內行駛。

圖 16 冬季航行進入臺北港較佳航路
船舶就不同季節、不同風向條件、
不同海潮流方向之外力影響進港時需
要操作之困難度也相對不同，但若能大
膽用俥，謹慎使舵，將能使船舶安全前
行，以下就本計畫之研究，規劃出數條
航行進入臺北港之較佳航路提供參
考。如圖 17 為超大型貨櫃船 13000TEU
航行進入臺北港之模擬結果彙整，紅色
線表示船舶航行進入臺北港較佳航路
之分析。

圖 15 夏季航行進入臺北港較佳航路
冬季：
冬季盛行東北季風，此時船舶進港
將曾遇來自船身右後方之風力影響，因
船舶進港時，可將航路靠進港航路右
側，如下圖 16，若遇漲潮進港，海潮流
之推力會將船舶向前推進，船舶應減速
並偏向右航行，若為退潮海潮流由港內

圖 17 超大型貨櫃船 13000TEU 航行進
入臺北港較佳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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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目前環境下影響臺北港港域航行安
全之重要的因素
除上述因素引水人在不可預期之
外力影響下領航船舶進出臺北港外，另
在港域航行安全上應注意事項可歸納
如下：
1. 順風進港，應及早減速、及早安排
拖船協助，以免減車或停車後，沒
有舵效；而逆風進港，則較易控制
船舶，駛航較為安全。
2. 當有側風時，宜考量風壓，妥善運
用拖船以及本船各項可資運用的設
備，通常在側風 40 m/s（約 20 節）
以下時亦沒多大問題。
3. 需要嚴格守聽無線電 VHF68（港口
信號臺）、VHF11（引水人、領港
船）
4. 與引水人配合，保持引水人建議之
船速、航向、船位、引水梯離水高
度、、等，讓引水人能安全登船。
5. 船上應嚴格遵守 SOLAS 第五章所
規定之：接送引水安全規定。
6. 風力超過 40 m/s（約 20 節），而吊
桿遇到 19 米/秒以上的風速時就會

自動斷電，無法作業，此時船長應
與引水人討論是否能進港。
7. 船上船長、船副應該熟悉自己船上
各項航儀，依引水人建議妥善開啟
調整至引水人之所需。各廠牌雷達
按鍵位置都不同，引水人要全神貫
注操船，無法在不同廠牌設備與一
大堆的按鍵上去找出各個調整紐，
代替船副去操作雷達。目前船舶大
型化盲區極大，雷達、GPS 是必要
參考資訊，很多船長、船副對於自
己船上之雷達各項操作非常陌生，
如 VRM 1、VRM 2 方面未能熟悉相
關操作，純仰賴不可靠之 ECDIS，
萬一 ECDIS 有設定誤差，可能會釀
造嚴重海事事故發生。
8. 濃霧能見度限制、拖船調派要點之
規定，可以參考下面網站資訊：
臺 北 港 全 球 資 訊 網 ： https://kl.
twport.com.tw/tp/；該網站可以下載下面
各項資訊，有極多參考資料。
臺北港船舶交通服務指南、臺北港
船舶繫泊作業要點、臺北港船舶進出港
要點。

四、結論
本研究針對強風對 10000TEU 的
大型貨櫃船，以及 13000TEU 的超大型
貨櫃船進行模擬，採用直接數值模擬的
方式計算不同方位的風壓，並結合臺北
港在地引水人之實際經驗將強烈地形
風（落山風）之風速 19 m/s 加入船舶
受風之條件模擬實行。得到的結論整理

如後：
模擬臺北港於不同季節船舶進港
時，遇當季最大潮之風浪狀況，並彙整
統計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的海氣象量測
資料，彙整風浪流並以統計圖表顯示。
海潮流的數值模擬分析與實測資料結
果一致，討論不同季節下大潮所引發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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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海域流場的橫流效應，以及於不同
潮位時的港口流向，便可使船舶航行更
加保障。本研究已完成 10000TEU 與
13000TEU 貨櫃船之模型，並將船模型
加入季節風速條件 12 m/s，以及強烈地
形風條件 19 m/s。模擬出船舶受風作用
的受力分析，順風時合力最小為 548
kN，逆風時合力為 6843 kN，且當船舶
與風向角呈現 90 度，此時船舶受風面
積最大，造成的風壓亦最大，合力約為
200 kN，其他船位與風向角的合力，詳
如表所列。
風會改變船舶進入臺北港時的航
向，因此模擬出船舶受風力影響後的合
力與方向，可提供船舶操縱之參考。由
於颱風期間，不允許船舶進出港，船舶
航行模擬以季節風速 12 m/s 及強烈地
形風速 19 m/s 做為模擬依據，做出

10,000TEU 級之大型貨櫃船原比例 3D
模型與 13,000TEU 級之超大型貨櫃船
原比例 3D 模型，經由數值模擬船舶及
風向每 15°不同對船舶造成的合力分
析，包含力的大小與方向，共計 24 筆
共由 0 度至 360 度，便可得知船舶航行
時所受來自四面八方不同風力影響時
的合力角度。
本研究經由數值分析，模擬在各種
風、流海況作用下，將領港的實際操船
即 配 合 VTS （ 船 舶 交 通 管 理 系 統
（Vessel Traffic Services; VTS）的航跡
圖做比對分析，提出在各種海象時，船
舶的運動現象。數值模擬分析可事先讓
領港在進出港操船時及早操取應對措
施，以提高航行安全，避免意外狀況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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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北港在港區管理、航運發展、港
灣設施興建及改善上，均需即時及長期
且可靠之海氣象資料作為管理規畫之
依據。海氣象觀測資料常衍伸運用於天
然災害預警與分析，亦常作為數值模式
預報初始值、修正參考值、同步更新條
件以至結果的應證比對，各儀器測量成
果的準確度與其產出資料的正確性，直
接影響後續系統引用此資料的應用成
效。觀測資料錯誤的形成，可能發生在
物理量轉換、測值數位化、通訊的編碼
和解碼、儲存與解讀的過程之中，也可
能因為設備的老化與故障、人為疏失等
因素，讓最終紀錄資料遺失或是誤謬。

相較於正確的資料紀錄，錯誤的資料是
需要特別小心避免與謹慎注意的，因其
造成錯誤判斷、衍伸之作為所肇生的不
良性影響是深遠而巨大的。本研究參考
美 國 海 洋 綜 合 觀 測 系 統 (Integrated
Ocean Observing System, IOOS) 所管理
維護的海洋即時資料品保手冊
(Manual of Quality Assurance of RealTime Ocean Data, QARTOD Manual)
研提施行準則並檢驗現有臺北港觀測
數據有關風、波及流資料，由此資料品
管方式，可將資料進行分級，並剔除錯
誤資料，提升資料品質，讓觀測成果得
以運用在各領域。

一、前言
美國的海洋綜合觀測系統 (IOOS)
的前身是 1990 年代全球海洋觀測系統
(Global Ocean Observing System,
GOOS)，是一多方機構 (主要參與者是
NOAA 轄屬研究單位) 共同參與為海

洋、海岸與美國五大湖水域的環境觀測
提供資料品管與資訊的專門組織。該組
織任務之一是對其資料品管檢測方案
進行持續且定期性更新與檢討，旨在提
供觀測資料的代表性與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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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各海域現場觀測數據的即時資料

觀測值經即時資料品管篩選後，其
結果將一定程度地改變原始資料的呈
現，當品管的強度與限制條件越嚴苛，
影響的程度也就越大。如何選擇品管的
條件強度，實際上並無所謂的正確答
案，因此如何在品管篩選的檢驗過程中
適度保留彈性，依應用與分析目的提供
使用者參與選擇資料的品質。如表 1 之
所示，QARTOD 將品管檢驗細分成 11
個項目，再依據檢驗之性質分成 3 大
組，依分析必要性的要求強弱依序分成
第一組－必要執行的測試、第二組－強
烈執行建議的測試與第三組－推薦執
行的測試。

品管準則並未標準化及綜整管理，而儀器
形式與觀測對象不同亦造成品管檢驗項目
的歧異，對此採用一系統作為即時資料品
管的實作建議－海洋即時資料品保手冊
(Manual of Quality Assurance of Real-Time
Ocean Data, QARTOD Manual) 依儀器種
類與測站形式分類，提供標準化資料品質
控管檢測程序。現已有之手冊所針對的測
站儀器包含有高頻 (HRF) 雷達海面海流
儀、浮游植物計、超音波都卜勒海流波剖
面儀、水中營養鹽計、溶氧計、被動聲學
設備(水下聽音器)、溫鹽儀、水位計、波浪
計、風力計等。

二、研究方法
2.1 數據品質狀態標記
海氣象原始觀測數據經資料品管
檢驗後，將依據檢測結果給予資料品質
狀態標記，海域即時觀測資料的應用範
圍與方法相當廣泛與多樣化，各種應用
對於資料品質的需求亦是不同，常態性
的應用可能要求最高品質的資料加以
處理與分析，亦有使用者藉由疑慮性資
料的解析，找尋狀態異常發生的可能因
素，例如夏季颱風事件期間造成觀測值
大幅超越設定檢驗條件的上極限，甚至
有部分使用者會要求未品管的原始紀
錄，用以分析觀測站的運作狀況與干擾
成因。除了建議形式的狀態標記，可依
據特殊需求在品管檢驗時加註額外的
狀態標記，待後續人為品管時篩選與處

理。本研究所採用的狀態標記，參考
IOOS QARTOD 2017 即時海洋資料品
管標記手冊版本 1.1，分級及定義闡
釋。版本 1.1 的品管標記符合多重標
準，包括美國 IOC/UNESCO 2013 提出
的 IOC 54:V3，歐洲海洋觀測系統的
DATA-MEQ (Pouliquen et al. 2011)，美
國大氣海洋局 (NOAA) 的海洋作業產
品與服務中心 (CO-OPS) 的資料標記
系 統
(Envans et al. 2003) 。
IOC/UNESCO 2013 54:V3 基層架構的
品質狀態標準標記分成 5 種標記值，分
別是 1 至 4 及 9，對應的資料狀態為良
好、狀態未知、狀態可疑、狀態不良及
資料遺失。為了符合資料品管後應用的
方便及多樣性，QARTOD 資料品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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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修改 ICO 54:V3，並給予標註顏色分

類，詳細的協定如表 1 所示。

表 1 QARTOD 基於 UNESCO 2013 協定之資料品質狀態標記
Value

1

2

3

4

Primary-Level Flag Short
Name

Definition

Good

Data have passed critical real-time quality control
tests and are deemed adequate for use as
preliminary data.

Not evaluated, Not

Data have not been QC-tested, or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or unknown

on quality is not available.

Questionable / suspect or
High Interest

Data are considered to be either suspect or of high
interest to data providers and users. They are
flagged suspect to draw further attention to them
by operators.

Bad / Fail

Data are considered to have failed one or more
critical real-time QC checks. If they are
disseminated at all, it should be readily apparent
that they are not of acceptable quality.

9

Missing data

Data are missing; used as a placeholder.

2.2 觀測數據檢核項目
依照 QARTOD 手冊的建議，品管
流 程 即 從 test1 開 始 ， 依 次 進 行 到
test11，其每項檢驗項目說明如表 2。有
關「時間間隔與連續檢驗」部分，除非
特定狀況，海氣象觀測站儀器的取樣頻
率應是穩定且不易有大幅度變動的，檢
查即時資料的時間戳記與實際傳達時
間的延遲，並且檢查時逐筆資料間的時
距是否正常。若資料通過檢驗，給予標
記值 1，若預定時間資料遺失，則給予

標記值 9，如圖 1；有關「資料格式檢
驗」部分，檢查遠端回傳的資料訊息是
否符合預定格式，包含資料的長度與檢
查碼是否正確。若資料通過檢驗，給予
標記值 1，若訊息無法正確解析出觀測
結果，則給予標記值 4，如圖 2；有關
「座標資料檢驗」部分，檢查回傳訊息
中觀測地點的座標資訊是否正確，如測
站屬於可移動式，則需考量合理之測站
移動範圍，若資料通過檢驗，給予標記
值 1，若位置超過測站位移合理值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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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則給予標記值 3，如果座標資訊的
經緯度值超過定義之極限，則給予標記
值 4。此檢驗項目主要是應用於海上浮
標海氣象站，或是海下滑翔式自動溫鹽
觀測儀 (glider)，本研究不論陸上或是
海下儀器，所有測站皆屬於固定式，且
無觀測座標位置回報，此品管檢驗預設
不進行計算與篩選；有關「極限值檢驗」
部分，正常狀態下，儀器與物理現象皆
有一定的極限值存在，使用極值鑑別可
迅速地篩除不合理的資料紀錄。若資料
通過檢驗，給予標記值 1，若觀測值超
過使用者給定的極值範圍，則給予標記
值 3，而如果觀測值超過儀器的極限，
則給予標記值 4；有關「季節性極限值
檢驗」部分，觀測目標的變化範圍有時
會明顯隨著季節而改變，經由統計長時
間跨距的季節性觀測極限值，可以有助
於篩選資料品質良好的紀錄。若資料通
過檢驗，給予標記值 1，若觀測值超過
季節性變化的極值範圍，則給予標記值
3；有關「離群值檢驗」部分，有時受
到外在的影響或是儀器本身的雜訊所
致，產生明顯偏離群聚範圍的資料點。
利用前後連續的三筆資料，計算第一與
第三點的平均值做為參考，比較第二點
是否小於使用者要求的臨界值。若資料
通過檢驗，給予標記值 1，若觀測值超
過使用者給定的極值範圍底限，則給予
標記值 3，而如果觀測值超過給定的極
值範圍高限，則給予標記值 4。另可以
使用連續四點計算加權值之和，再比較
此參考值是否超過鑑別標準；有關「資
料變化率檢驗」部分，前後兩筆資料的
變化率應小於一定時間範圍內的標準
差，以此篩除時變率過大的資料點。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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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通過檢驗，給予標記值 1，若資料
變化率大於 3 倍標準差，則給予標記值
3；有關「觀測值無變動檢驗」部分，
一部份市售儀器產品，當量測失效時會
持續輸出最後量測成功之數值，為避免
此錯誤結果造成不良影響，資料品管需
將此情況排除。將已知儀器解析度或是
最小變動量設定為判定值，當連續數筆
資料之變化幅度皆小於判定值時，即需
要將之篩出。若資料通過檢驗，給予標
記值 1，若連續 3 筆資料變化幅度皆小
於判定值，則給予標記值 3，若連續 5
筆資料變化幅度皆小於判定值，則給予
標記值 4；有關「複合變數檢驗」部分，
雖部分觀測現象之間具有一定的關聯
性，但無法確認短週期間距內兩者資料
的相關性能有好的代表性。因此可藉由
交聯不同觀測現象的資料變化率檢驗
結果，提供品管篩分參考。當主要資料
變化率大於 3 倍標準差，而輔助資料的
變化率小於 2 倍標準差時，給予標記值
3。此檢驗僅提供後續分析之參考，故
不產生其他的標記值；有關「訊號衰減
檢驗」部分，所謂的訊號衰減係指儀器
觀測到的數值於一段時間內未有合理
的起伏變動，因此認定儀器可能靈敏度
衰退。檢驗方式是選定時距內的標準差
或是變化幅度是否大於臨界值。如果資
料通過檢驗，給予標記值 1，若標準差
小於警告臨界值，給予標記值 3，若標
準差小於失效臨界值，則給予標記值
4；有關「鄰近測站測值比較檢驗」部
分，若測站附近亦有相同的觀測項目資
料紀錄，則鄰站之測值可交互作為檢測
的材料。因無法確認短週期間距內兩者
資料的相關性能有好的代表性，所以採

用兩者的資料變化率狀態進行篩分。當
主要資料變化率大於 3 倍標準差，而鄰
站資料的變化率小於 3 倍標準差時，給
予標記值 3。此檢驗僅提供後續分析之
參考，故不產生其他的標記值。
簡言之，本研究測試項目分為三組
共 8 項測試，因測站位置皆為固定且尚
無引用鄰近其他測站資料進行比對檢

執行要求分組

核，故將測試 3、9、11 先行排除，有
關測試 1 至 5(test1~test5)，檢驗觀測數
據的時間連續、格式、綜合極值與區間
極值；測試 6 至 8(test6~test8)，檢驗觀
測數據是否為離群值、標準差異常或是
數值無變動；測試 9 至 11 (test9 ~
test11)，檢驗觀測數據共變異數、長時
距標準差、鄰站標準差。

表 2 QARTOD 品管檢驗項目
測試項目
Test 1

資料時序檢驗

(Timing / Gap Test)
Test 2 資料格式檢驗
Group 1

(Syntax Test)
Test 3 座標資料檢驗

Required

(Location Test)
Test 4 極限值檢驗
(Gross Range Test)
Test 5 季節性極限值檢驗
(Climatology Test)
Test 6 離群值檢驗

Group 2

(Spike Test)
Test 7 資料變化率檢驗

Strongly

(Rate of Change Test)
Test 8 數

Recommended

(Flat Line Test)
Test 9 複合變數檢驗
Group 3
Suggested

(Multi-Variate Test)
Test 10

訊號衰減檢驗

(Attenuated Signal Test)
Test 11 鄰站比對檢驗
(Neighbor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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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檢驗資料點連續性與時間間隔正
確性
檢驗資料傳輸格式與編碼正確與
否
檢驗浮標測站之 GPS 座標資料
檢驗資料是否超過儀器或是物理
現象的極限值
檢驗資料是否超過逐月變化合理
範圍或是季節性變動的極限值
檢驗資料是否為短時距之離群值
(outlier)
檢驗資料的短時距變化率是否超
過觀測值標準差變化率
檢驗資料是否長時間僅有微小變
動或是毫無變化
使用其他類型並具有相關性之觀
測值，檢驗資料的特性
檢驗資料於一定時間區間內是有
適當的變化量
檢驗資料與鄰近測站觀測結果的
相似性

圖 1 資料時序檢驗說明

圖 2 資料格式檢驗說明

19

三、結果與討論
3.1 觀測儀器說明
本研究檢核資料對象為港灣技術
研究中心設置於臺北港地區之風及波
流測站，港灣技術研究中心有關波流觀
測，採用的為底錠式的波流儀
(AWCP)，其觀測位置位於臺北港外海

如圖 3，其簡要規格說明如表 3；另外
有關風速量測之資料，使用的儀器為超
音波式的風速計，其觀測位置位於臺北
港北九碼頭附近的燈塔上方，觀測儀器
之位置請參考圖 3。

表 3 觀測儀器規格表
項
次

1

2

觀測儀器

取樣頻率

精度

儀器最大觀測限度

波流儀(AWCP)

1. 波浪：小於測量值 1. 波浪(底床至水面
波浪及海
的 1%/1cm
距離)：100m
流為 1Hz
2. 海 流 ： 測 量 值 的 2. 海流(底床至水面
距離)…25m
1%±0.5cm/s

超音波式風速計

1. 風速：
每 10 分鐘
±2% (在 12m/s 時)
1筆
2. 風向：
±3°(在 12m/s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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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風速…
0 ～ 60m/s
2. 風向：
0 ～ 359°

風速儀

波流儀

圖 3 測站示意圖
3.2 波浪及海流觀測數據檢核成果
臺北港觀測樁之潮波流儀(AWCP)
波、流歷史資料所紀錄的項目包括波浪
的示性波高、週期與波向，海流的流速
與 流 向 。 資 料 自 2008/06/20 至
2018/9/30，資料紀錄間隔為 1 小時，共
有 92,970 筆資料。
1. 時間間隔與連續檢驗：AWCP 各觀
測項目儀器其給予的時間戳記是同

步的，不需要分特別區分波、流項
目，可擇一物理量代表之。經檢驗
後測站共有 1,063 處時間不連續，如
圖 4 所示，為了易於辨識使用紅色
三角形記號表示資料時間不連續之
起點與終點，而綠色三角形則代表
該資料點前後時間皆不連續。圖 5
則 201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 月間資
料資料連續檢驗結果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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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速
(m/s)

時間(西元年-月)

圖 4 波流資料時間戳記連續性檢驗

流
速
(m/s)

時間(西元年-月-日)

圖 5 201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 月間海流時間戳記連續性檢驗

2. 資料格式檢驗：臺北港測站 AWCP
波、流資料格式經檢驗後並無異常
。
3. 極限值檢驗：AWCP 屬於底碇式測

站，系統亦無輸出座標資料，故跳
過座標資料 檢驗。本 測站使用的
AWCP 規格所能觀測的流速範圍為
±10 m/s，考量緩衝幅度，建議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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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極限為±15 m/s。現場流速以 4
節(2 m/s)為使用者限制條件。流向
應在 0 至 360 度之間。波向同樣在 0
至 360 度之間。波浪之硬體週期需
大於 0sec、小於 30sec 之間，使用者
限制條件則是 0 sec 至 20 sec 間。波
高硬體限制為大於 0m、小於 40m 之
間，使用者限制條件則是 0 m 至 10

m。檢驗成果顯示如圖 6 所示，示性
波高有 13 筆記錄失效(標記值為 4)
、波浪週期有 97 筆資料失效、波向
4 筆資料失效。其他項目皆是通過。
結果如圖 7，圖中紅色點代表資料超
過極限條件，綠色點則是超越使用
者設定之注意值資料紀錄。

流
速
(m/s)

時間(西元年-月)
波
向
(度)

時間(西元年-月)

圖 6 海流資料極限值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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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西元年-月)

週
期
(s)

時間(西元年-月)

波
向
(度)
時間(西元年-月)

圖 7 波浪資料極限值檢驗
4. 季節性極限值檢驗：分別統計 12 月
至隔年 2 月(冬季)、3 月至 5 月(春季
)、6 月至 8 月(夏季)以及 9 月至 11
月(秋季)之流速與波高分布，計算累
積百分比超越 99.9%之流速與波高
作為檢驗時極限值參考，其結果如
圖 8 與圖 9 所示。選擇冬季、春季

流速 1.1 m/s，夏季、秋季流速 1.2 m/s
為極限值，選擇冬季、夏季、秋季
波高 6.5 m，春季波高 4.5 m 為極限
值。用此標準檢驗結果顯示，海流
流速共有 138 筆資料超過季節性參
考極限值，而示性波高則有 122 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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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季節性海流流速發生機率與累積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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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季節性示性波高發生機率與累積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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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離群值檢驗：使用鄰近三點方法計
算離群值，參考流速變化之低限為
0.6 m/s，上限為 1 m/s，檢驗成果顯
示流速共有 6 筆資料失效(標記值為
4)，有 65 筆資料可議(標記值為 3)
。參考波高變化之低限為 1 m，上限

為 2 m/s，示性波高共有 279 筆資料
失效，另有 423 筆資料可議，發生
於 2013 年 10 月之離群值如圖 10 中
紅色三角形標記所示。參考週期變
化之低限為 5sec，上限為 10 sec，共
有 73 筆資料失效，137 筆可議。

示
性
波
高
(m)

時間(西元年-月)

圖 10 示性波高離群值檢出結果

6. 資料變化率檢驗：以 8 小時區間的 3
倍標準差為臨界值，資料可議(標記
值為 3)的計有流速 124 筆、波高 294
筆、週期 1188 筆。
7. 觀測值無變動檢驗：海流流速及流

向有 883 段紀錄連續 5 次(標記值為
4)數值相同，如圖 11 所示，波高有
1 段紀錄連續 5 次數值相同，波浪周
期有 17 段紀錄連續 5 次數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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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速
(m/s)

時間(西元年-月)

圖 11

海流觀測值無變動檢出區間

8. 訊號衰減檢驗：為了檢驗資料於一
定時間區間內有適當的變動量，選
擇 12 至 24 小時間隔內的標準差小
於 1/20 之系統標準差時，觀測值視
為訊號衰減，小於 1/10 系統標準差

則觀測值宜進一步檢查。經檢查後
計有流速 813 筆、波高 694 筆、週
期 58 筆呈現訊號衰減。例如圖 12
所示，示性波高於 2012 年 3 月 18
日檢出訊號衰減結果。

示
性
波
高
(m)

時間(西元年-月)

圖 12 示性波高訊號衰減檢出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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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理量代 表之。經 檢驗後共有
25,221 處時間不連續，其中有 18 筆
單點紀錄，前後資料皆不連續，如
圖 13 所示，其中紅色三角形記號表
示資料時間不連續之起點與終點，
而綠色三角形則代表該資料點前後
時間皆不連續。
2. 資料格式檢驗：臺北港測站風速與
風向資料格式經檢驗後並無異常。

3.3 風觀測數據檢核成果
臺北樁測站風速與風向是每 10 分
鐘記錄一筆資料，紀錄的項目包括風
速、風向、最大風速與最大風向。測站
資料自 2009/08/26 至 2018/11/30，共有
355,669 筆資料。
1. 時間間隔與連續檢驗：風速與風向
儀器其給予的時間戳記是同步的，
因此不需要分特別區分，可選擇任

平
均
風
速
(m/s)

時間(西元年-月)

圖 13 風資料時間戳記連續性檢驗
3. 極限值檢驗：參考風速計規格限制
，設備觀測風速上限為 75m/s。使用
者設定風速上限為 50m/s。風向則是
0 至 360 度之間。檢驗成果顯示最大
風速資料有 6 筆超過極限，最大風
向則有 22 筆資料不合理，其餘平均
風速、風向皆通過測試。
4. 季節性極限值檢驗：分別統計 12 月
至隔年 2 月(冬季)、3 月至 5 月(春季
)、6 月至 8 月(夏季)以及 9 月至 11
月(秋季)之平均風速分布，計算累積
百分比超越 99.9%之風速作為檢驗
時極限值參考，其結果如圖 14 所示

。選擇冬季、春季風速 17 m/s，夏
季風速 20.5 m/s、秋季風速 19.5 m/s
為極限值。用此標準檢驗結果顯示
，共有 367 筆資料超過季節性參考
極限值，如圖 15 中綠色標號所示。
5. 離群值檢驗：使用鄰近三點方法計
算離群值，參考平均風速變化之低
限為 4m/s，上限為 10 m/s，最大風
速變化之低限為 6m/s，上限為 20
m/s，檢驗成果如圖 16 與圖 17 所示
，平均風速計有 199 筆離群值，最
大風速則有 24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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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季節性平均風速發生機率與累積機率

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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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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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西元年-月)

圖 15 季節性平均風速極限值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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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西元年-月-日)

圖 16 平均風速離群值檢驗

最
大
風
速
(m/s)

時間(西元年-月)

圖 17 最大風速離群值檢驗

6. 資料變化率檢驗：以 8 小時區間的 3
倍標準差為臨界值，資料可議(標記
值為 3)的計有平均風速 1925 筆，最
大風速 2126 筆。
7. 觀測值無變動檢驗：平均風速有 129

段紀錄連續 5 次(標記值為 4)數值相
同，如 21 所示，最大風速有 14833
段紀錄連續 5 次數值相同。
8. 訊號衰減檢驗：為了檢驗資料於一
定時間區間內有適當的變動量，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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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 12 至 24 小時間隔內的標準差小
於 1/20 之系統標準差時，觀測值視
為訊號衰減，小於 1/10 系統標準差
則觀測值宜進一步檢查。經檢查後
計有平均風速 158 筆呈現訊號衰減
。
3.4 小結
有關臺北港風波流測站 8 項檢驗統
整結果如下，Test1 時間間隔與連續檢
驗：風資料檢驗後共有 25,083 處時間不
連續；波流資料經檢核後共計有 906 處
時間不連續。Test2 資料格式檢驗：各
測站資料格式經檢驗後均無異常。Test4
極限值檢驗成果：最大風速有 6 筆超過
極限，最大風向有 22 筆資料不合理；
示性波高有 9 筆記錄失效、波浪週期有
54 筆資料失效、波向 2 筆資料失效。
Test5 季節性極限值檢驗成果：風資料
有 336 筆資料；海流流速有 76 筆資料
超過季節性參考極限值。示性波高有 61

筆資料超過季節性參考極限值。Test6
離群值檢驗成果：平均風速計有 192 筆
離群值，最大風速則有 15 筆；海流流
速計有 3 筆資料離群值。示性波高計有
154 筆離群值，波浪週期計有 73 筆離群
值。Test7 資料變化率檢驗成果：平均
風速計有 1,925 筆資料可議，最大風速
則有 2,126 筆；海流流速計有 124 筆資
料可議。示性波高計有 294 筆資料可
議，波浪週期計有 1,188 筆資料可議。
Test8 觀測值無變動檢驗成果：平均風
速計有 1,925 筆資料可議，最大風速則
有 2,126 筆；海流計有 883 段資料紀錄
連續 5 筆相同，示性波高計有 1 段資料
連續 5 筆相同，波浪週期計有 17 段資
料連續 5 筆相同。Test10 訊號衰減檢驗
成果：平均風速計有 158 筆資料呈現訊
號衰減；海流計有 813 筆資料呈現訊號
衰減，示性波高計有 694 筆，波浪週期
計有 1758 筆資料呈現訊號衰減。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參考美國海洋綜合觀測系
統所管理維護的海洋即時資料品保手
冊檢驗現有臺北港有關風、波及流之觀
測資料，透過時間間隔與連續檢驗、資
料格式檢驗、極限值檢驗、季節性極限
值檢驗、離群值檢驗、資料變化率檢
驗、觀測值無變動檢驗、訊號衰減檢驗
等 8 項檢驗，可將資料分項品管，來決
定資料的價值，方便未來進行統計分析
時，資料的選用。綜整品管統計顯示，
風力品管方面，平均風速資料的品管通

過率大部分在 85%以上，最大風速的品
管通過率在約在 55%，平均風向及最大
風向的品管通過率約在 97%；另外有關
波浪、週期品管通過率則偏低需進一步
在探討其原因，有關流速部分品管通過
率則高達為 96%，示性波高及波向主要
被標記原因是因為超過儀器及物理現
象的極值(test4)，建議未來應針對測站
地理位置特性，進一步分析波高是否有
受到地形影響。
本研究初步建置臺北港的觀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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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品管規範，並按此品管規範完成歷年
(至 2018 年底)品管工作。然上述所分析
之資料品質而言，觀測數據仍有待釐清
了解的狀況。建議未來應對臺北港測站
之環境特性、使用的觀測儀器特性、相

同觀測項目的相關性，不同項目之間的
相關性(如風速與波高)，各觀測項目之
間的季節性比對等，再做進一步分析與
探討，以利更精緻化的修改符合臺北港
海氣象環境特性的品管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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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斷纜預警系統建置及繫纜方式研擬
蘇青和
洪維屏
楊瑞源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科長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建立一套船舶斷纜預
警系統及提供建議之繫纜方式供使用
單位參考。包含下列四項研究項目即：
1. 研擬船舶繫纜方式 2. 不同情境船
舶受力分析 3. 不同情境船舶繫纜力分
析 4. 建立預警模式。
研究計畫中有關不同情境船舶受
力分析與船舶繫纜力分析係藉由
ANSYS AQWA，及 Orcina OrcaFlex 等
套裝數值模擬輔予 1/50 等比縮尺之風
浪船舶互制靠泊試驗研究校驗比較後
進行探討。經由水工模型試驗校驗後之
數值模擬，以兩種船型(散裝船、油輪)
分別在風速(5 組)、風向(16 組)、波浪(5
組)及吃水深(4 組)進行共 1,600 個不同

情境之船舶受力與船舶繫纜力之數值
模擬分析。同時本研究亦針對斷纜事件
做探討分析與研擬船舶之繫纜方式。綜
整以上研究所獲之成果，乃進一步建立
了預警模式，該預警模式整合了船舶資
訊、碼頭資訊、環境資訊及繫纜斷裂警
示燈號。
此外本研究所建置之預警模式所
作之船舶繫纜張力預測分析資料庫，將
可提供各港務主管單位之營運管理，於
颱風或強風來襲時，可藉由此預警模
式，預先評估船舶之繫纜力，預作相關
防範措施，以降低發生斷纜之風險，進
而降低相關可能引致之災損發生。

一、計畫緣起及目的
身為島國的臺灣，每年深受颱風侵
襲，所帶來的強陣風及港內洶湧之浪
況，對於停靠於港內之船舶將造成劇烈
的船體搖晃。此搖晃運動對各纜繩都會
施加張力，當纜繩張力大於容許值時，
將造成斷纜進而讓船舶與碼頭結構身
陷危險。

分析船舶繫纜力的方法，有分基於
物理定律而建構的數值模式，和依據模
型試驗取得相關統計資料而建立的黑
盒數值模式。基於物理定律而建構的數
值模式，雖然比較能夠算出較準確的結
果， 但設定複雜、計算費時，除非能
事先早在颱風生成之前就開始計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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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很難趕上時效，故不具適用性。而依
據模型試驗取得相關統計資料而建立
的黑盒數值模式，若能在建構的過程中
有輸入足夠的準確資料，則在應用時，
只要把各項輸入條件丟到模式中，模式
就能快速把靠泊船舶之最大纜繩受力
計算出來。
本研究運用了 ANSYS AQWA 及
Orcina OrcaFlex 等套裝數值模式輔予

1/50 等比縮尺之風浪船舶互制靠泊試
驗研定進行不同情境下之船舶繫纜力
分析，探討不同斷纜因素。冀期最終能
建立一套人工智能船舶斷纜預警系統
及提供建議之繫纜方式，供相關管理及
使用單位於颱風期間進行決策、參考之
用，可讓各管理單位有多一決策選擇之
參考性。

二、台灣商港相關斷纜事件之資料蒐集
針對一般氣候與極端事件，蒐集港
內外海氣象資料， 包含碼頭數量、港
內外水深、航道水深與配置、波浪、波
向、風速、風向等。透過資料處理與統
計分析，綜整各港口海氣象特性。此外，

較，並且針對斷纜事件進行資料蒐集，
歸納船型、港內發生位置、當時海氣象
情況、纜繩斷裂位置等。表 1 即為臺灣
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灣港務
公司)整理之各港區船舶歷年斷纜情境

本計畫亦蒐集船舶停靠碼頭時之國內
外規範與準則，進行法規安全之綜合比

描述表。

表 1 臺灣港務公司各港區船舶 101 年-106 年歷年斷纜情境描述表
事故時間

(年/月/日)

事故地點
港口

碼頭

背景描述
船型

碼頭
水深
(m)

浪高
(m)

風力
(m/sec

其他

or 級數)

106/07/29

碁隆港

東4號

雙眮體高速船

-9

104/08/08

臺台中港

連續壁

雜貨輪

-16

蘇迪勒颱風

104/08/08

連續壁

雜貨輪

-16

期間，臺中港

104/08/08

W7 號

油輪

-14

區最大陣風

104/08/08

W6 號

軍艦

-14

達 16 級。

104/08/08

W9 號

散裝輪

-14

105/09/27

3號

散裝輪

-13

梅姬颱風最

105/09/27

30 號

散裝輪

-14

大陣風達 17

<0.5

10 級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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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灣港務公司各港區船舶 101 年-106 年歷年斷纜情境描述表(續)
事故時間

(年/月/日)

事故地點
港口

碼頭

背景描述
船型

碼頭
水深
(m)

105/09/14

安平港

/14:30
101/01/25

101/03/05

101/04/24
101/05/27

101/06/08

101/08/01

101/08/01

101/12/01

高雄港

浪高
(m)

風力
(m/sec
or 級數)

29 號

臺閩之星

(現為 15 號)

－客貨船

21/22 浮筒

陸海 3 號

3 m/s

－運輸駁船

(2 級)

陸海 3 號

11 m/s

－運輸駁船

(6 級)

陸海 3 號

6 m/s

－運輸駁船

(4 級)

陸海 3 號

4 m/s

－運輸駁船

(3 級)

陸海 3 號

11 m/s

－運輸駁船

(6 級)

索爾星輪

15 m/s

－全貨櫃

(7 級)

索爾星輪

15 m/s

－全貨櫃

(7 級)

散裝船

1 m/s

21/22 浮筒
21/22 浮筒
21/22 浮筒
21/22 浮筒
23/24 浮筒
23/24 浮筒
53/54 浮筒

7.5

1~2

8級

(1 級)
102/03/05

102/04/02

102/06/02

102/06/21

102/08/10

102/08/21

51/52 浮筒
49/50 浮筒
51/52 浮筒
52/53 浮筒
51 碼頭
52/53 浮筒

清像

7 m/s

－解體船

(4 級)

領導者輪

10 m/s

－煤炭船

(5 級)

華衛 7

1 m/s

－油輪

(1 級)

清像

19 m/s

－解體船

(8 級)

麒麟

5 m/s

－散裝船

(3 級)

華衛 7

21 m/s

－油輪

(9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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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莫蘭蒂颱風

表 1 臺灣港務公司各港區船舶 101 年-106 年歷年斷纜情境描述表(續)
事故時間

(年/月/日)

事故地點
港口

碼頭

背景描述
船型

碼頭
水深
(m)

102/10/26

102/11/09

102/12/26

103/01/06

103/03/31

高雄港

21/ 22 浮筒

浪高
(m)

風力
(m/sec
or 級數)

陸海 3 號輪

4 m/s

－運輸駁船

(3 級)

朱紅

1 m/s

－液化石油氣

(1 級)

奈良

7 m/s

－油輪

(4 級)

57 碼頭移泊

善仁

2 m/s

至 28 碼頭時

－油化船

(2 級)

53/54 浮筒

賽納

28 m/s

－全貨櫃

(10 級)

53/54 浮筒
53/54 浮筒

58 碼頭

瑪特拉
－油化船

51/52 浮筒

浩洋
－油輪

103/03/31

103/03/31

103/03/31

103/03/31

103/03/31

52/53 浮筒
40 碼頭
52/53 浮筒
40 碼頭
23/24 浮筒

台塑八號

7 m/s

－液體化學船

(4 級)

來興旺

16 m/s

－液化氣體船

(7 級)

台塑八號

7 m/s

－液體化學船

(4 級)

來興旺

16 m/s

－液化氣體船

(7 級)

澳萬達
－軍用船舶

25 浮筒

立竑
－散裝船

49/50 浮筒

賓坦
－油輪

51/52 浮筒

浩洋

16 m/s

－油輪

(7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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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灣港務公司各港區船舶 101 年-106 年歷年斷纜情境描述表(續)
事故時間

(年/月/日)

事故地點
港口

碼頭

背景描述
船型

碼頭
水深
(m)

103/03/31

高雄港

52/53 浮筒

浪高
(m)

風力
(m/sec

其他

or 級數)

台塑八號
－液體化學船

53/54 浮筒

賽納
－全貨櫃

103/05/17

104/02/02

104/02/06

104/03/08

104/08/08

105/01/05

105/02/09

105/04/13

105/05/21

105/07/08

105/07/08

105/07/10

105/09/14

52/53 浮筒
52/53 浮筒
53/54 浮筒
40 碼頭
75 碼頭
53/54 浮筒
21/22 浮筒
51/52 浮筒
53/54 浮筒
新濱碼頭
35 碼頭
52/53 浮筒
75 碼頭

立德

1 m/s

－油輪

(1 級)

米洛斯

4 m/s

－油化船

(3 級)

慈利輪

2 m/s

－礦砂船

(2 級)

浩帆 2

6 m/s

－雜貨船

(4 級)

新能

21 m/s

－油輪

(9 級)

華運

3 m/s

－油品船

(2 級)

宏瑞

3 m/s

－雜貨船

(2 級)

新長鑫輪

14 m/s

－雜貨船

(7 級)

興達勝輪

1 m/s

－油輪

(1 級)

阿凡達

32 m/s

－軍用船舶

(11 級)

全球

32 m/s

－散裝船

(11 級)

臺塑晶華

4 m/s

－液化氣體船

(3 級)

平多魯

29 m/s

－全貨櫃

(11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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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蘭蒂

表 1 臺灣港務公司各港區船舶 101 年-106 年歷年斷纜情境描述表(續)
事故時間

(年/月/日)

事故地點
港口

碼頭

背景描述
船型

碼頭
水深
(m)

105/09/14

高雄港

86 碼頭

浪高
(m)

風力
(m/sec
or 級數)

風明輪
－全貨櫃

89 碼頭

獵鷹 9 號
－油輪

51 碼頭

同茂 101
－雜貨船

25 碼頭

海興
－全貨櫃

105/09/14

飄 移 至 61

漁船

32 m/s

~62 碼頭擱

(11 級)

淺
105/09/15

105/09/22

105/10/22

106/07/01

106/07/16

106/08/06

106/10/12

106/11/11

106/11/20

70 碼頭
22 浮筒
31/32 浮筒
57 碼頭
24/25 浮筒
51/52 浮筒
4 碼頭
51/52 浮筒
21/22 浮筒

平多魯

10 m/s

－全貨櫃

(5 級)

駿業

1 m/s

－全貨櫃

(1 級)

連利 57

2 m/s

－油輪

(2 級)

英格輪

9 m/s

－液化氣體船

(5 級)

海興

17 m/s

－全貨櫃

(7 級)

豪溢

1 m/s

－油化船

(1 級)

新金豐 6 號

5 m/s

－拖船

(3 級)

領航

2 m/s

－液化氣體船

(2 級)

新吉航

2 m/s

－全貨櫃

(2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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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三、研擬船舶繫纜方式
本研究係以平靠繫泊如圖 1 作為研
究標的，希望能藉由改良平靠繫泊方法
或建議不同繫泊材料來降低繫纜破壞
機率。

。另外，船方應做好相關應急預備
方案。
b. 靠泊前要有完備的繫泊方案：倒纜
應保持一定受力，使得船舶不會與
防舷材相撞；橫纜從船上延伸到船
舷外，確保所有的纜繩鬆緊一致；
在靠泊期間倒纜和橫纜均可調至自
動張力模式，使各根纜繩受力平均
；若要防止船舶沿碼頭移動，以利
裝卸貨工作，可將倒纜調至剎車模
式。同時仔細觀察泊位主風向和風
浪情況，結合抵港前獲得的資訊，
決定艏、艉纜的角度和纜繩受力程
度的控制。若風向為離岸風，在碼
頭繫纜樁有選擇餘地的條件下，繫
纜應選擇離船稍近的艏、艉纜的繫
纜樁以增加船舶水平方向的纜繩拉
力，增加抗風性，艏、艉纜適度調
整到相同張力，均衡受力；若風偏
向於艏、艉來風，則應選擇離船稍
遠繫纜樁，即減小纜繩與船舶艏、
艉向間的夾角以增加船舶艏、艉方
向的繫泊拉力，並且調整迎風面的
纜繩使受力平均，背風面則保持適
度拉力即可，以免產生過大扭力增
加迎風面纜繩負荷。
此外繫泊期間安全之防範工作則
建議如下：
改善纜繩受力
(1) 裝卸過程避免單邊裝卸引起船舶過
度傾斜，導致艏、艉纜受力不均或
傾斜受力造成張力集中，增加繫纜
的負荷。

圖 1 平靠繫泊示意圖
為瞭解船舶繫纜現場作業與繫纜
方式，港研中心 107 年計畫”風力作用
下船舶受力及繫纜力之預警評估”曾
與帶解纜業者前往高雄港實地瞭解，並
特別委請凱晟股份有限公司撥空解
說。綜整資料有關預防船舶泊港後之斷
纜事故及相關繫纜方式建議如下：
a. 船舶在進港前，需提前與當地港口
聯繫，了解港口特性、海況及目前
交通情況等，有效地落實應對措施
，做好充分準備。提前對船上設備
進行檢查，確保動力系統保持良好
狀態。若港口易受強風影響，應做
好防風準備，適當加纜；若港口流
況湍急、潮差大，裝卸貨過程中船
舶吃水變化大等原因易導致纜繩磨
損，應做好各種防止纜繩摩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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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照纜繩新舊情況適時調整其鬆緊
，新纜可適當收緊，舊纜可適當鬆
弛。
(3) 採用統一材料及相同直徑的纜繩。
(4) 適時轉換使用自動纜：船舶設置自
動纜的目的在於自動調整前後繫纜
的鬆緊度，始終保持纜繩平均受力
，使船緊貼泊位以利作業，但自動
纜也有其使用限制，當超過額定拉
力，絞纜機將啟動自動保護休止工
作。因此受湧浪影響大、常受強風
侵襲區域，建議不宜使用自動纜，
應改為手動繫纜且繫緊後用剎車剎
住，並脫開離合器，避免纜繩拉力
一直作用在離合器上，導致其變形
。
(5) 各纜樁在繫纜時不可太過緊繃，在
受強風或急流影響時應讓其先伸長
後滑出，接著加繫幾圈，當再次受
力時，則不讓它們再度滑出，以此
緩解纜繩鬆緊不均衡的狀態。
2. 預防風中漂移
靠泊繫纜是保持各纜繩受力平
均，其次可適時前後各加一根纜繩，再
根據天氣預報的風向決定加纜的繫纜
角度，以「8 字環繞」方式在雙帶纜上
繞 5 道，打半結以防滑脫，並加強巡視，
時常調整使其與其他纜繩平均受力。若
船在強風中漂離泊位，切忌強行硬絞纜
繩使船歸位，應利用剎車保持住原有漂
離狀態，待強陣風停止再絞進貼緊，並
同時全船廣播應急預備，備妥主機和側
推，適時拋下船錨，向港務人員申請拖
船協助。
3. 減輕纜繩磨損
當繫纜角度決定後，船舶的繫纜點

應避免使用固定孔洞的繫纜孔，應使用
滾輪、滾柱等可流動纜孔，纜繩在因湧
浪造成船舶起伏摩擦運動中，將隨流動
的滾輪一起運動，可有效避免對纜繩磨
損傷害。目前多數船採用雙槽式絞盤，
一般情況下可將繫泊時受力的纜繩盤
繞在較窄纜槽內，而將剩餘纜繩盤繞在
較寬纜槽內，計算各槽內纜繩的分配量
時根據本船繫纜孔位置，結合各碼頭的
纜樁間隔情況適當分配，最佳的分配方
法是纜繩上樁繫緊後，保持受力的窄槽
內剩餘約一層纜繩，如此既可以減少力
臂增加纜繩拉力，又可避免纜繩層數過
多，導致纜繩因受力嵌入其他疏鬆的纜
繩圈內卡住。若纜繩與導纜孔、船體防
舷材等摩擦不可避免，船方應提前做好
各種防摩擦準備：纜繩不宜受力太緊，
保持適度鬆弛以免受力過大導致纜孔
的磨損，可在不影響裝卸和靠泊安全前
提下，讓船舶稍微偏離泊位；在纜繩與
纜孔摩擦部位四周以「雙 8 字」方式纏
上防滑鏈條或綁上麻袋、布等，避免纜
繩與鐵質纜孔直接接觸磨損；當因為潮
位、泊位高度等原因，船上的繫纜點低
於碼頭的纜樁時，纜繩將與碼頭邊緣摩
擦，可在碼頭邊緣放置麻袋、布等以防
摩擦。
4. 加強值班
a. 即時掌握海況、潮汐、水位等變化
，加強對全船及船舶周圍安全檢查
，並即時根據潮水漲退和裝卸情況
調整纜繩鬆緊，確保纜繩受力均衡
。
b. 確保船舶設備處於隨時可用的良好
狀態，可減少拆卸、修理主機等相
關狀況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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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萬一發生船舶斷纜後處置方案

(3) 申請拖輪協助。
5. 降低瞬荷載發生
瞬荷載(snap load)對於繫泊斷纜有
主導性的影響，不僅因為瞬荷載容易在
短時間內產生極大之張力值，使纜繩破
壞，亦容易造成繫泊纜繩之疲勞破壞。
因此，增加阻尼於繫泊纜繩上能有效降
低纜繩破壞機率。

建議如下：
(1) 依應急預備方案，採取備車、加纜
、拋錨等有效措施控制船舶位置。
(2) 向 航 管 中 心 VTS(Vessel Traffic
Service；船舶交通服務系統)報告，
通知碼頭和周邊船舶，避免再次發
生事故，若正在裝卸貨船隻則立刻
停止。

四、研究方法
4.1 不同情境船舶受力
4.1.1 船舶自然運動衰減試驗
為求得該船體運動之自然頻率，將
自由運動衰減時序列進一步作 FFT 分
析，可求得該自由度在頻率域上的振
幅，一般定義振幅峰值所對應的頻率極
為自然頻率。如圖 2 為船體橫搖(Roll)
自由運動衰減實驗 FFT 頻率分析圖結
果。綜合其 FFT 結果，Roll，Pitch 與
Heave 自由度之現場自然頻率分別為
0.14 Hz、0.13 Hz 與 0.16 Hz。

4.1.2 船舶水動力數值分析
1. 不同船隻類型介紹與船模建立
船舶於寬闊海域且無使用繫纜情
形下，船舶受到不同波浪週期波高作用
時，波浪作用下的六軸運動可分為六自
由度，分別為三個位移，相對於直角座
標 系 統 分 別 為 縱 移 (Surge) 、 橫 移
(Sway) 、起伏(Heave) 及三軸旋轉，即
縱搖(Pitch)、橫搖(Roll)、平擺(Yaw)。
波浪對於船體的水動力主要受到船體
水面下的幾何形狀、吃水深度、重心位
置、浮心位置、船重量、轉動慣量、附
加質量、勁度與阻尼係數等。因此，計
算流程為必須建立船的幾何形狀以及
相關輸入參數，作為計算水動力的輸入
條件。
在研究中採用港內常見的兩類型
船隻進行模擬，分別為散裝船與油輪。
散裝船為分析軟體(Orcina OrcaFlex)內
建船型，另一艘則挑選船型資料公開的
DyneTanker，該船型屬於油輪。
標準船型建立船舶繫纜數值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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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體橫搖(Roll)自然運動衰減之
頻率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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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該船型之資料包含船體幾何形
狀、總重量、吃水深、慣性張力矩與重
心位置等如圖 3 所示。此外，研究亦考
慮油輪在裝卸過程中，船體水動力隨著
吃水變淺且重量變輕的變化過程，規劃
共三組吃水，分別為滿載(吃水 14.25 公
尺)、裝卸過程(吃水 10 公尺)以及空船
(吃水 6 公尺)等三種不同條件，如表 2。
Dyne Tanker 船圖是於 1990 年船舶
黏性流體會議(Ship Viscous Flow)所公
開，由於該船型時由不具名的與會人士
所 提 供 ， 所 以 又 稱 為 神 秘 案 件 (the
Mystery Case)。爾後，該船型被廣泛應
用在船舶流體計算。研究使用船體在不
同橫截面下的幾何形狀，將該幾何參數
依序於 CAD 軟體內進行 3D 薄船殼繪
製。

表2

油輪不同吃水深相關參數

油輪參數

滿載

裝卸過程

空船

吃水深 (m)

14.25

10

6

重量 (ton)

119,311

81,176

47,129

-6.65

-3.71

0.07

Ixx (ton.m2)

32.12E6

20.56E6

11.8E6

Iyy(ton.m2)

632.2E6

419.2E6

242.6E6

Izz(ton.m2)

652.7E6

433.0E6

250.6E6

重心(m)
水面上為正

2. 不同船隻類型水動力計算
船體在開放邊界之水域環境以及
勢能流理論假設下，流體為非黏性與不
可壓縮流體，船體運動方程式為：

(4-1)
其中，M 為質量(包含船體、壓艙
水與荷載)，
為頻域附加質量，D
為衰減係數， 為頻域輻射阻尼，K 為
繫纜回復力係數， 為衰減係數， 、
與 分別為船體總加速度、速度與位
移 。 等 號 右 邊 則 為 波 浪 引 致 (wave
excitation) 外 力 ， 其 中
(FroudeKrylov)為波浪引起之非穩態壓力場組
成，包含一階與二階波浪力。 則為波
浪繞射效性所產生之外力。

圖 3 散裝船與油輪外觀圖與幾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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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考量船體重心位置，並以該位置
代表船體時間域的運動方程式可表示
為：

體水動力，結果說明如下。
船舶受不同周期的波浪作用力可
用波浪力荷載(Load RAOs)表示。波浪
荷載 RAO 定義為船體受波浪作用的荷
載/ 力矩 振幅大 小除 上波浪 振幅的比
值。例如，surge 方向波浪荷載 RAO 為
300kN/m 時，可視為波高為 2 公尺(振
幅 1 公尺)的條件下，surge 方向船體受
到一階波浪力±300kN 的正弦週期性外
力。此外力可視為方程式(4-2)內的波浪
作用力
。
圖 4 為散裝船在向岸浪(波浪從船
的側邊，自遠方向船傳遞)作用下的波浪
荷載 RAOs。由於波浪設定為自側面
來，因此 sway 的受力遠大於 surge，相
差約 50 倍，且 Sway 在週期七秒左右達
到峰值。Heave 受力大小與週期為正相
關，並隨著周期增加而逐漸趨緩。旋轉
力矩則以 Pitch 方向最大，其主要原因
為該方向的力臂較 Roll 方向長。
圖 5 為油輪在向岸浪作用下的波浪
荷載 RAOs，並且比較不同吃水深度的
影響。由該圖可發現，滿載的油輪(吃水
最深)所受到的波浪力作用在六軸皆為
最大，主要原因為吃水越深，其與波浪
作用的濕周面積(或沉浸面積)越大。此
外，可以發現隨著吃水變深，船體重量
變輕，最大受力峰值對應的頻率有越往
小週期移動的趨勢。

(4-2)
其中 m 為浮體質量矩陣， 為浮體
位移與轉動加速度向量，
為波浪作
用力與扭矩向量，
為浮體重力/浮力
與扭矩向量，
為莫里森力與扭矩向
量，
為非黏性阻尼力與扭矩向
量，
為繫纜繩的作用力與扭矩向
量。由於船體多為軸向對稱，因此不同
入射浪向所引起的波浪效應也不同。此
外，不同週期對於方程式(4-1)之頻率係
數也有影響，因此模擬條件通常會含括
船體可能遭遇之週期範圍。波高大小的
效應則透過無因次反應振福因子
(Response Amplitude Operator, RAO)來
轉換，包含六軸 RAO、波浪荷載 RAO
(力與力矩)，同時並透過二次轉換函數
(Quadratic Transfer Function, QTF)來描
述波浪引起的二階飄移效應。本研究使
用 專 業 水 動 力 分 析 軟 體 (ANSYS
AQWA)，透過有限元素或邊界元素法
進行勢能流水動力數值求解。計算流程
為輸入船模參數，設定環境參數如水
深、波高、週期、浪向，並依據船長與
波長關係式決定格網大小，進行計算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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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裝船受向岸浪作用的 6 軸荷載 RAO

圖 5 輪受向岸浪作用的 6 軸荷載 R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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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因風所引致之作用力則
可透過莫里森方程式來計算。為能夠考
量不同的風向，本研究採用可變風阻力
係數來計算不同角度受力。此作法的好
處為可維持原來結構物的幾何尺寸，不
必隨入射風角度轉換投影面積大小。此
外，風作用非正交截面積時所引起的尾
流效應也一併透過阻力係數來修正。不
同風向對於船體的推力可表示為：

3. 船體水動力驗證與綜合討論
針對油輪(Dyne Tanker)的自由衰
減運動，進行數值與實驗比對，藉以確
數值水動力計算的合理性，並討論可能
造成誤差的成因，提供後續研究精進參
考。圖 7 為針對油輪滿載情況下(吃水
14.25 公尺)，將實驗與數值在 Heave、
Roll 與 Pitch 方向的自由衰減運動，進
行比較。所有數值皆已轉換至現場的尺
度。
將時序列資料透過傅立葉轉換為
能量譜後，數值結果顯示 Heave 與 Roll
的週期鋒值皆略大於實驗，兩者誤差約
在 20%以內。然而 pitch 方向的誤差較
大。從自由衰減 pitch 時序列資料來看，
兩者在船體自傾斜釋放後，皆在 2 至 3
個震盪循環即衰減掉大部分的能量，顯
示在 pitch 方向上阻尼非常的大。實驗
呈現多峰值現象(最大能量週期在 7.5 秒
左右)，其餘略低能量涵蓋非常廣的週期
範圍。數值雖無明顯的峰值週期，但寬
廣能量分布的現象與實驗十分類似，上
述結果綜整於表 3。
綜合上述比對結果，由於本研究主
要針對船體停靠碼頭的船體與繫纜繩
受力，該方向主要為 surge、heave 與 roll
的運動，pitch 方向運動十分不明顯，應
可忽略。造成誤差的原因可分為實驗與
數值設定。該實驗船長度為 2.63 公尺，
與實體船長採用 1:100 縮尺，在縮尺效
應為造成誤差的來源之一。數值雖為計
算原始尺寸，但並未將黏性效應考慮進
去，亦可能造成衰減特性與實驗差異。
另外，在配重上實驗採用較集中的壓艙
塊進行，因此重心與慣性矩的配置與數
值採用均質假設略有不同。針對 heave

(4-3)
(4-4)
(4-5)

其中，C 為隨角度變化的阻力係
數， 為空氣密度， 為入射風速，A
為截面積。圖 6 為 Surge、Sway 與 Yaw
方向的阻力係數變化圖。其中，surge
與 sway 的係數大致呈現 90 度的相位
差，係數震盪範圍則落在 -1 到 1 之間。

圖6

散裝船型風阻力係數與入射角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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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roll 的自由衰減比對，兩者的誤差為

20%，應為可接受的合理範圍。

圖 7 油輪自由衰減-實驗與數值時序列及能量譜比對
表 3 實驗與數值共振週期比較表
實驗

數值

Heave 共振週期 (sec)

6.48

7.2

Roll 共振週期 (sec)

7.24

9.05

Pitch 共振週期(sec)

7.54

NA

4.2 不同情境船舶繫纜力分析
4.2.1 船舶靜穩度及繫纜張力水工模型
試驗
水工模型試驗將建立有關不同情
境船舶靜穩度及繫纜張力之量測，進一
步探討船舶停靠在碼頭區時，受到波浪

與風力作用下其動態反應及繫纜繩張
力為達此目標，將針對模型縮尺設計與
外力作用下之動態反應進行船舶靜穩
度及繫纜張力之量測。
1. 模型比尺
本研究考量福祿數與滿足動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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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條件、試驗範圍、實驗設備、水深、
船體模型大小及試驗場地大小等因素
之限制，決定水工模型試驗之長度比尺
為 1/50，並依據前述推導之相似律，可
得速度比尺為 1/√50、時間比尺為 1/
√50、重量比尺為 1/125,000。
2. 試驗設備及儀器
研究執行之相關場地、試驗設備由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提供，包括成
功大學安南校區水工試驗所之風波流
循環水槽(造風/波/流)設備；將納含波高
量測、張力量測、加速度量測與風速量
測等項目，而量測儀器包括波高計、張
力計、風速計、陀螺儀及資料收錄系統
等。
3. 船體模型與配重
本研究有關試驗船體模型係選用
油輪船型(Dyne Tanker)，如圖 8 所示，
此油輪船體模型乃由國立成功大學系
統系所提供，其相關尺寸資料如下所
示：
(1) 長：2.630 m
(2) 寬：0.383 m
(3) 高：0.235 m

位置。而配重方式採用鐵塊放置於船體
中心線位置並調整重心；配重過程中也
需考慮船蓋板及貨櫃模型之重量，如圖
9 所示。此油輪船體模型配重至 3/4 吃
水深，其相關配重資料如下所示：
(1) 空船：31 kg
(2) 配重：75.86 kg
(3) 吃水深：3/4 船高
3.32
3.67
3.58
3.63

4.33

4.33
2.94
2.94
3.21
3.40
3.35
3.35
3.31

3.32
3.31
3.32

3.92
4.38
4.37
4.28

3.60

圖 9 模型船配重完成圖
4. 試驗佈置
船舶靜穩度及繫纜張力之動態水
工模型試驗於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風
波流循環水槽中進行，試驗場地配置位
置如圖 10 所示，在風波流水槽中試驗
區域範圍為長 7 m，寬 3 m，試驗區域
左右兩側為造流之循環水道，搭配軸流
式馬達進行造流，水流行進過程中分別
以導流片與蜂巢式整流設施加以整流
與穩定水流，而使流況穩定；而且於水
槽中造波機前方建構一造風系統，此造
風系統由風扇、風速控制系統、風速計
及導風設備所組成，以模擬現場陣風及
颱風風速。試驗區域範圍內將建置碼頭
區，船體模型停靠於碼頭旁靠近中央位

圖 8 Dyne Tanker 油輪船體模型
試驗船體模型為空船之狀態，經由
配重方式來調整模型船體重量與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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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如圖 10 與圖 11 所示。其中方案一
之佈置為波浪與風速同向(0°)，而方案
二之佈置之風速為逆向(180°)之狀況。
並於碼頭邊緣貼上防舷材，以防止船體
直接撞擊碼頭。
此外，為量測繫纜繩張力及船體穩
定度，分別在船艏及船艉位置附近裝置

8 條繫纜繩及 6 組張力計；而量測船體
穩定度之陀螺儀則固定於船艏、船中心
及船艉之位置，碼頭與船相關佈置及張
力計與陀螺儀座標定義如圖 12 與圖 13
所示。另外，利用試驗區段中之軌道與
台車架設波高計及風速計(圖 14 與圖
15)，以量測入射波高與造風之風速。

27 m

27 m

風波流水槽
碼頭

試驗區

造風系統

風波流水槽
碼頭試驗區

造波機

19 m

工作
平台

圖 10 試驗配置-方案一

7.0 m

工作
平台

造流系統

整流設施

造流系統

wind

造波機

整流設施

圖 11 試驗配置-方案二

陀螺儀

船首

S2

S1

T1

T2

張力計

T3

S3

T4

T5

船尾

T6

張力計

圖 12 張力計與陀螺儀佈置

圖 13 碼頭與船座標定義

圖 14 台車上架設波高計

圖 15 台車上架設風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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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波區

wave

19 m

台車

7.0 m

消波區

消波區

消波區

台車

wind

造風系統

5. 試驗條件規劃與率定
考量本研究選定高雄港為模擬區
域，需考慮高雄港海域及港內碼頭之相
關條件，以符合現場風速與波浪實際環
境狀況下，進行完整的測試模擬，以重
現現場實際海況與風況之條件。經考量
高雄港相關海氣象收集資料，規劃整體
船體靜穩度與繫纜繩張力水工模型試
驗之試驗條件如表 4 所示。
而在進行試驗之前必須先進行波
高與風速之律定，風速之律定過程中，
考慮船體長度與高度而在台車上架設 4
組風速計且搭配不同高程，並規劃量測
5 組位置。

4.2.2 船舶繫纜受力數值計算
在完成船體頻率域求解後即可解
析船體在自由寬廣海域之受力大小，並
進一步模擬船體停泊在港內，連結數條
繫纜至岸樁以及與船體與防舷材反作
用力的情境，以及計算繫纜受到風浪作
用之瞬間受力。本研究以海事工程專業
軟體(Orcina OrcaFlex Ver. 10.3c)進行時
間域分析，包含環境外力、船體、繫纜
與防舷材耦合受力計算。此外，依據高
雄港特定泊位的岸樁位置與防舷材位
置與數目，以及船體導纜孔、纜繩數
目，建立數值模擬環境。其中，繫纜繩
材料特性可考慮鐵鍊或聚合物材料，設
定線直徑、單位重、軸向/彎曲勁度、破
斷力、阻力、摩擦係數等參數。此外，
防舷材則可依據實際情況佈放於不同
位置，並考慮軸向勁度與摩擦力之效
應。透過上述環境參數設定，環境外力
之給定將更具彈性，可模擬不同強度與
方向之風浪於。主要輸出結果包含各繫
纜繩張力時序列、最大值張力值、船體
6 軸穩定度(位移與轉動)等。
1. 座標系統定義
本研究座標系統定義為船艏指向
為正北方(X 方向)，如圖 16。環境外力
採用來向定義，例如向岸傳遞的波浪其
方向為西。船舶繫纜方式以 8 條繫纜繩
分別附掛於 6 碼頭岸樁，分別為艏纜
(1-1; 1-2)、艏橫纜(2)、艏倒纜(3)、艉倒
纜(4)、艉橫纜(5)與艉纜(6-1; 6-2)。

表 4 試驗條件一覽表
波浪
試驗

水深

風速

編號

(m)

(m/sec)

20

V20

(2.83)
36

V36

(5.09)

W

20
(0.4)

WV36

RV20

RV36

*(

波

週期

(m)

(sec)

---

---

0°

---

---

---

0°

---

---

0°

0°

0°

向

2.0

14.0

(0.04)

(1.98)

20

2.0

14.0

(2.83)

(0.04)

(1.98)

36

2.0

14.0

(5.09)

(0.04)

(1.98)

---

---

180°

---

---

---

180°

---

---

WV20

風向

波高

20
(2.83)
36
(5.09)

備註

風向向
碼頭
風向向
碼頭
波向向
碼頭
風向與
波向向
碼頭
風向與

0°

0°

波向向
碼頭
風向離
碼頭
風向離
碼頭

)模型試驗條件；

**波浪為規則波；
***考量平均高潮位(+0.581m)與平均低潮位(-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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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與壓縮材料特性曲線如圖 17 與圖
18 所示。

圖 16 船舶座標系統與繫纜繩編號定義
2. 船舶繫纜繩參數
本研究採用的繫纜繩為聚丙烯材
質 8 瓣 編 織 (Polypropylene Rope, 8
Strand)，該材料為船常使用的標準繫泊
纜繩。針對散裝船與油輪的受力特性挑
選不同繫纜外徑，分別為 6.8 公分與
24.6 公分。其單位重量、軸向勁度、扭
轉勁度、數值預張力設定與破斷力，如
表 5 所示。

圖 17 數值模擬防舷材安裝位置與數量

表 5 散裝船與油輪繫纜繩防舷材安裝
散裝船繫纜

油輪繫纜

線徑 (m)

0.068

0.246

單位重量 (kg/m)

3.3

43

軸向勁度 (kN)

7,659

100,230

扭轉勁度 (kN.m2)

80

80

預張力 (kN)

3

500

破斷力(kN)

800

10000

圖 18 防舷材壓縮材料特性曲線圖
4. 環境模擬條件
為能夠考慮在不同波浪強度、風力
強弱與風向等不同情境下，船舶繫纜繩
受力大小。本研究設計 5 種風速、16
風向、五組波浪條件，針對散裝船(一組
吃水)與油輪(三組吃水)，每一船型設計
400 組環境條件，進行數值計算，建立
船舶繫纜繩在不同環境外力下的受力
資料庫。詳細參數如表 6。此外，船舶
以朝向北方為模擬初始條件，固定浪為

3. 船舶防舷材配置
碼 頭 面 的 防 舷 材 數 量 共 安 裝 30
顆，採上下兩層，每一層 15 顆排列，
彼此間距 20 公尺，上下間距為 5 公尺。
同時，假設防舷材為非線性可壓縮材料
以模擬真實的情況。數值模擬防舷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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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岸浪(東向)，每艘船皆搭載堆高共 10

公尺的貨櫃，總重 1,000 噸。

表 6 環境外力模擬條件列表
環境/船體參數

模擬條件

組數

風速 (m/s)

1, 10, 20, 40, 70

5

風向 (deg)

0, 22.5, 45, 67.5, 90, 112.5, 135,
157.5, 180, 202.5, 225, 247.5, 270,
292.5, 315, 337.5, 360

16

波浪(m)
週期(sec)

H= 0.2 0.6 1.0 1.5 2.0
T= 6.0 8.0 10 12 14

5

吃水 (m)

散裝船: 6.6
油輪: 14.25 、10.00、6.00(空船)

4

總計

1,600

五、繫纜繩受力數值驗證
5.1 繫纜繩受力實驗與數值比對
本節針對油輪(滿載吃水)，分別比
對實驗與數值在純風(離岸風速=36 公
尺/秒)，以及純浪(向岸浪:波高 2 公尺，
週期 14 秒)的條件下，6 個碼頭樁的受
力。由於實驗張力計安裝的位置較接近
碼頭樁，其中船艏樁與船艉樁的分別為
2 條繫纜繩的合力。因此數值計算透過
三角函數轉換，計算船艏 2 條與船艉 2
條繫纜繩對於岸樁的合力。圖 19 為純
風條件下，實驗與數值的比較。整體而
言，在離岸風速=36 公尺/秒作用下，各
繫纜繩張力的變化皆呈現定值，代表船
體運動微乎其微，可視為穩定的外力作
用。但整體而言，實驗與數值張力的差
異 0.5 倍~4 倍不等。

圖 20 為純波浪作用下，實驗與數
值各繫纜的張力。結果顯示張力在規則
波的作用下，在耦合水動力、防舷材與
繫纜繩後，實驗與數值張力的相位變化
仍相當一致。但其量值則有 0.1~2.3 倍
不等差異，實驗與數值最大張力比較如
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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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最大繫纜張力實驗與數值比較表
實驗

數值

T1 (kN)

4,644

4,621

T2 (kN)

2,087

5,127

T3 (kN)

2,572

2,623

T4 (kN)

4,341

4,668

T5 (kN)

2,414

5,164

T6 (kN)

2,732

6,235

5.2 船舶繫纜繩受力統計特性
圖 21~圖 24 分別為散裝船、滿載油
輪(吃水=14.25 公尺)、裝卸過程油輪(吃
水=10.00 公尺)與空船油輪(吃水=6.00
公尺)，在固定風向為離岸風以及向岸浪
條件下，分析每一環境條件下繫纜繩最
大受力，與風速及波浪強弱的關係。整
體而言，散裝船(圖 21)的趨勢較為散
亂，但仍可看出風速由弱到強的過程
中，繫纜繩張力逐漸變大。波浪作用亦
同。在風速只有 1 公尺/秒(微風)條件
下，最大的繫纜受力比部分風速為 10
與 20 公尺/秒較大。此為在無風條件下
繫纜繩預張力可能不足，因此波浪造成
較大的位移，因而產生較大的瞬間張
力。當離岸風速超過 10 公尺/秒後，提
供相當程度的額外預張力，有助於穩定
船隻，因船隻晃動程度較小，因此最大
張力較小。
油輪的情況則與散裝船不同。圖
22~24 可看出，繫纜張力主要隨著波高
增加而增加，風速對於繫纜張力的貢獻

圖 19 油輪繫纜繩受力實驗與數值比
對-純風作用(離岸風速=36 公尺/
秒)

圖 20 油輪繫纜繩受力實驗與數值比
對-純浪作用(H=2m,T=14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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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次要因素。此現象與實驗所觀測到的
現象一致。隨著吃水變淺船變輕，因船

體運動幅度增加，因此繫纜繩受力也隨
著增加。

圖 21 散裝船繫纜繩最大受力與波高、
風速關係

圖 22 滿載油輪(吃水=14.25 公尺)繫纜
繩最大受力與波高、風速關係

圖 23 裝卸過程油輪(吃水=10.00 公尺)
繫纜繩最大受力與波高、風速關
係

圖 24 空船油輪(吃水=6.00 公尺)繫纜繩
最大受力與波高、風速關係

圖 25~圖 28 分別為散裝船、滿載油
輪(吃水=14.25 公尺)、裝卸過程油輪(吃
水=10.00 公尺)與空船油輪(吃水=6.00
公尺)，在警戒燈號為紅燈(張力大於破
斷力的 70%)，風向、風速與波高的統
計特性。
針對散裝船所模擬的 400 組條件，

當繫纜張力達到紅色警戒(70%破斷力
=560kN)，分析所有風向與浪高統計特
性。在上述條件下，離岸風(東風)的警
戒數目略多於向岸風(西風)，但無非常
明顯趨勢(圖 25)。主要原因為在波浪達
2 公尺時，警戒燈號數量占大多數，此
時代表波浪主宰警戒燈號，風速大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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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因子。若進一步將波浪條件設為小
於 1 公尺條件下，此時可以發現 70m/s
以上的強風，有非常明顯的方向性(圖
26)。綜合上述統計特性，散裝船在大浪
條件下(波高>1.5 公尺)，多數警戒燈號
由大浪所造成，此時風向變化為次要因
子。若在波高 1 公尺以下時，且強風
(70m/s)以上的條件，此時波浪作用力為
次要因素，警戒燈號與風向呈現高度相
關性，此時需特別注意離岸風。
圖 27 為針對滿載油輪所模擬 400
組條件，挑選張力達到紅色警戒(70%破
斷力=7,000kN)，分析所有風向與浪高
統計特性。在上述條件下，風速與方向

對於警戒燈號幾乎無相關性，主要原因
為大型油輪的纜繩受力，波浪水動力的
作用約大於風速的 10 倍，即波浪為主
宰因子，風速為次要因素。另此部分與
實驗觀測到的現象一致。油輪在波高大
於 1.5 公尺以上，需特別注意，警戒數
量急速上升。
圖 28 為模擬油輪繫纜繩老舊，其
破斷力自原始 10,000kN 下降至 1,000kN
的條件下，模擬在港內波高不大但遭遇
強風吹襲的情境(波高小於 0.5 公尺，風
速大於 70 公尺/秒)，此時可發現風向與
警界燈號則呈現高度相關。

圖 25 散裝船警戒燈數量與波高、風速
、風向關係-篩選破斷力>560kN
，波高大於 0.2 公尺 ，風速大於
1 公尺/秒

圖 26 散裝船警戒燈數量與波高、風速
、風向關係-篩選破斷力>560kN
，波高小於 1 公尺，風速大於 70
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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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滿載油輪警戒燈數量與波高、風
速、風向關係–篩選破斷力
>7,000kN，波高大於 0.2 公尺，
風速大於 1 公尺/秒

圖 28 滿載油輪警戒燈數量與波高、風
速、風向關係–模擬繫纜老舊，
破斷力=1,000kN。波高小於 0.5
公尺，風速大於 70 公尺/秒

六、建立預警模式
完成數值模擬後，預警系統將模擬
情境之數值與其得到之艏纜、艏橫纜、
艏倒纜、艉倒纜、艉橫纜、艉纜等受力
值存入資料庫中，建立各纜繩情境受力
資料庫。
使用者僅須透過介面選擇情境條
件，如：選擇船型，即會帶出船長(m)、
船寬(m)、乾舷高度(m)、吃水深度(m)、
船艏指向(degree)等重要數值；選擇碼
頭 ， 即 會 帶 出水深 (m)、與碼頭距離

(m)、與碼頭樁高度(m)、貨櫃高度(m)、
繫纜破斷力(kN)等數值；選擇環境時
間，即會帶出未來三小時之波高(m)、
潮 汐 潮 位 (m) 、 風 速 (m/s) 、 風 向
(degree)、波浪週期(sec)等模擬氣象資
訊，憑藉這些參數，即可推算各纜繩受
力情況，藉以提出紅、黃、藍、綠等四
種危險程度給予使用者預警預測。
介面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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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電腦版船舶繫纜預警系統介面

圖 30 手機版船舶繫纜預警系統介面

七、結論
本研究計畫中有關不同情境船舶
受力分析與船舶繫纜力分析係藉由
ANSYS AQWA，及 Orcina OrcaFlex 等
套裝數值模擬輔予 1/50 等比縮尺之風
浪船舶互制靠泊試驗研究校驗比較後
進行探討，總共進行了兩種船型(油輪及
散裝船)共 1,600 個不同情境狀況下之模
擬分析。同時亦針對斷纜事件做探討分
析與研擬船舶之繫纜方式。綜整以上研

究所獲之成果，乃進一步建立了預警模
式。其中，完成不同船型(散裝船與油
輪)在不同情境下的水動力計算及繫纜
繩張力分析，根據數值計算不同情境下
的繫纜繩受力，散裝船的繫纜繩張力同
時隨著波浪與風增強，明顯增加。
一般來說，造成船舶繫泊破壞可分
為三大因素即泊位的地域位置與海
況、船舶自身因素(如船舶體積龐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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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面積大、纜繩破舊、老化、繫纜強度
不足、受力不均等)、人為因素(如值班
人員疏忽、安全巡檢不到位、未及時根
據潮水漲落與裝卸情況調整繫泊鬆緊)

等。而船舶所受外在海況環境常見之實
際斷纜情況則是以湧浪、強風及急流等
三個影響因素中任意兩者或是三者疊
加導致斷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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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港區地震及地層下陷監測
曾文傑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摘要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
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於臺灣之臺北
港、臺中港、高雄港、安平港、布袋港
及蘇澳港等 6 個港區設置了地震監測
站；另臺灣西南沿海縣市，包括臺中、
雲林、嘉義、臺南與屏東等港灣地區，
其地層大都屬現代沖積層，土層疏鬆軟
弱壓密尚未全部完成，極可能因附近地

區地下水抽取、大規模海埔新生地回填
及結構物荷重或地震力等原因造成地
層下陷，進而影響公共工程及港區各樣
設施之安全。爰此，定期量測布袋港、
大鵬灣、臺中港及安平港等港區分層地
層下陷量，並於震後進行即時災況推估
與速報傳送等，最後再將資料進行分析
與建檔。

一、前言
由於強烈地震作用後震波經過軟
弱覆土層的振幅放大，產生之土壤液化
或沉陷，造成港灣地區結構物因基礎失
去承載力而破壞；臺灣西南沿海及港灣
地區，由於地下水大量超抽，引致地層
下陷，是沿海地區普遍現象。爰此，自
民國 89-94 年陸續於安平港、臺中港、
布袋港、臺北港、高雄港及蘇澳港等港
逐年分別設置 200-300 m 深之地震監測

站，表 1 為各港區地震監測站資料表。
另自民國 86-92 年陸續於安平港、臺中
港、布袋港及大鵬灣等處逐年分別設置
193-400 m 深之地層下陷監測站，相關
測站之資料如表 2。藉由地震、地下水
位與地層下陷長期監測，期以提供港務
相關單位，辦理港區各項工程設施安全
與防救災決策參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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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震監測站資料
測站

設置位置

安平港 8 號碼頭空地

經度
緯度
22.980

深度

表 2 地層下陷監測站資料
設置

測站

日期

臺中港 26 號碼頭空地

布
283m 90 年

袋

120.520
布袋港 砂石碼頭空地

23.375

港
300m 91 年

之西北隅

25.151

頭區
商港區西北隅

蘇澳港 棧埠所對面

22.598

大

297m 91 年

鵬
灣

292m 92 年

120.283

臺

24.5909

中

35m 93 年

安

臺中
火力
電廠

圍牆外側綠地

設置
日期

200m 86 年

120.140
300m 89 年

120.520
23.384

青洲濱海遊憩 22.446
區

26 號碼頭

400m 92 年

平

200m 94 年

120.486

港

193m 87 年

120.456

24.273

200m 88 年

120.520

港

121.863
24.206

深度

120.136

121.393
高雄港 船舶管理中心花圃

緯度

南堤之砂石碼 23.375

120.133
臺北港 大樓前花圃

經度

第二期海埔地 23.383

201m 89 年

120.177
24.273

設置位置

18、19 號碼頭 22.987
後線

250m 88 年

120.151

二、地震監測介紹
2.1 地震監測站
於各港區設置地震監測站，監測項
目及說明如下：
1. 地表自由場地震力：地表自由場地
震監測為港灣地區最基本之地震監
測。以三向式地表地震儀設置於寬
度空曠地區之地表，再以電纜線連
接至室內之監測記錄器。
2. 地震在軟弱土層之放大效應：港灣
地區地層大都為疏鬆軟弱之沖積土
層及浚砂回填土所構成，因此，地

震在鬆軟地層之放大效應，悠關港
灣構造物之安全甚巨，為了瞭解地
震發生時，地層中震波傳遞特性，鑽
數口井至不同地層，分別於最深之堅
硬地盤及不同深度之軟弱土層，分層
安置埋入型地震儀，分層監測以瞭解
當地地層之地震放大效應。
3. 港灣構造物之地震反應：構造物主
要包含碼頭、防波堤、海堤、過港
隧道等，不同構造物對地震皆有不
同之反應，為瞭解地震發生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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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構造物之地震反應，需安裝地震
儀加以監測。
4. 碼頭及地層之傾斜變位：地震不但
會造成地層下陷，亦會產生側向力
使港灣構造物造成位移、傾斜，1995
年 1 月 17 日，日本阪神地震造成港
灣碼頭位移 1-5m，臺彎 1999 年 9
月 21 日，921 地震造成臺中港 1-4A
碼頭外移 0.5~1.7m，傾斜 2~4%，
因此對碼頭及地層之傾斜變位之監
測亦為地震反應安全監測之項目。
2.2 港區地震速報
本中心於各港區設置，井下地震及
動態孔隙水壓監測站，結合地質資料
庫，開發液化分析模組，利用網路通訊
技術，於震後快速發佈災情研判結果，
提供港務相關單位防救災決策應用，圖
1 為地震及液化監測深度，圖 2 為震災
速報系統通報流程。

為降低井下地震監測儀之儀器或外
部干擾產生雜訊，本中心自 98 年起分別
再於臺中港、安平港、高雄港、蘇澳港、
臺北港及布袋港等 6 站井下地震監測站
之儀器機房，安裝三向度網路型地表地
震（CV374）監測速報系統。新增地表網
路地震儀連接井下地震監測儀組成地震
速報系統。當地表感震器接收到地震訊
號後，先傳至儀器主機經運算後，再同
時儲存到工地工業級無風扇小型電腦，
以中華電信 ADSL 網路將港區災況以簡
訊方式依不同震度需求發送至中心或各
港務管理單位作為災後檢修之參考，縮
短救災時間並減少災損。由於花蓮港與
基隆港未設置地震監測站，本中心遂於
101 年於基隆港貨櫃中心辦公室外停車
場及花蓮港辦公大樓前花圃，各建置一
組三向度(3CH)網路型地表地震監測速
報系統，使用之儀器為日本東京測振公
司製造之速報系統(含 24bit 三向度網路
型地表地震儀 CV374 型)，因場地有限，
僅將地表地震計 CV374 安裝於港區自由
場之室外保護箱內。由於上述兩站偶有
地表地震儀器遭遇外力碰撞或誤觸，發
生誤報情形，今(108)年再各增設 1 台三
向度地表地震儀（CV374A 型）於室內，
共增加 X、Y、Z 三方向震波，連同既有
地震儀也有 3 個震波，新地震計與原來
的地震計連線至同一台電腦，總共計有 6
個震波，當 6 個震波中有 4 個震波以上
接收到地震訊號後，同時儲存到辦公室
內之工業級無風扇小型電腦中，透過監
測系統連線，即可發送震災速報簡訊，
減少誤報情形發生，確保地震速報系統
之通報資訊正確，地表地震儀及發送速
報簡訊測試，如圖 3、圖 4。

圖 1 地震及液化監測深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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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監測站接收
地震訊息

災
情
研
判

圖 2 震災速報系統通報流程

圖 3 系統軟體測試

圖 4 震災分級發送速報簡訊與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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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層下陷監測介紹
及 2kg/cm2 耐水壓型水壓計。
埋設土層分層沉陷計之深度需依
各監測站地質狀況而定，即於主要土層
層次變化之位置安裝沉陷磁環，設置完
成後，定期再以無線電波層別沉陷儀測
量沉陷環之深度變化，此量測結果可以
顯示個別層次之土層沉陷變化量，進而
求得各深度土層沉陷之變化情形。
電子式、開放式水壓量測及土層分
層沉陷量測可採用手動及自動記錄，其
系統儀器架構流程如圖 5 所示。
3.2 港區下陷監測
1. 布袋港監測站
布袋港區自民國 86 年起逐年於港
區之適當位置設置下陷監測站，分別
200m、300m、400m 共 3 個沉陷監測站，
200m 監測站選擇位於港區第二期海埔
地之西北角隅，300m 位於商港近南堤
之砂石碼頭區，400m 深之水準基站於
民國 92 年設於商港區的西北角隅，(如
圖 6)，今以 300m 沉陷監測站敘述如
下。

臺灣西南沿海地區地層下陷之原
因，非常複雜，可能原因包含超抽地下
水導致地盤沉陷，地下水水位下降造成
土壤壓密，大地應力作用所引致地殼之
升降，地震作用引致沖積砂土層與海埔
新生地發生液化進而產生嚴重之下
陷；另臺灣各港碼頭設施大都由抽砂填
土而成，大規模填土易造成區域性不均
勻沉陷，導致地層下陷。而大部分之地
層下陷，皆因過量開發地下水資源而產
生，臺灣西南海岸港灣地區之地層下陷
亦然。本文就本中心在布袋、大鵬灣、
臺中港及安平港之地層下陷監測站，下
陷情形說明如下：
3.1 監測儀器
地下水壓的大小、水位之深度及變
化皆對地層下陷有極大影響，且用來量
測水壓大小之水壓計必須埋設在透水
性良好之受壓水層裡，並在其上下不透
水層以皂土進行封層，才能量得正確水
壓，本水壓計採用日本 DOBOKU 生
產，型式為電阻式 20kg/cm2 、10kg/cm2

圖 5 系統儀器架構流程圖

圖 6 布袋港監測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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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m 監測站共有三孔，分別為分
層沉陷觀測井 1 孔，水壓計觀測井 2 孔
(含電子式水壓計及開口式水壓計)，並
採用手動及自動記錄方式，其內容如
下：
(1) 電磁場式分層沉陷觀測井 1 孔，深
度 300 m 安裝沉陷計感應環 30 個(
安裝深度 3、7、11、21、31、35、
51、66、83、94、102、109、112、
123、134、142、156、163、178、
190、202、212、218、231、241、
261、278、285、294、300m。)。
(2) 電子式水壓計觀測井 2 孔，共有 8
組電子式水壓計，4 組安裝於開放式
水壓計管口內，安裝深度為 35、50
、85、103 m，4 組安裝於鑽探試驗
孔內，安裝深度為 150、200、250
、300 m，所有電子式水壓計經由配
管接至同一個自動記錄器。
布袋港 300m 分層水位變化圖(90/
09-108/07 手動量測)由圖 7 顯示，35 及
50m 之水位介於-1.1～-3.5m 之間，屬淺
層水位。150m、200m、250m 及 303m
之水位為較深層之水位介於-13～-27m
之間變化。
另布袋港(300m)自 89 年 10 月~108
年 6 月止，18 年 8 個月期間，地層下陷
總累積沉陷量約 92.9cm，其中-66m~
-190m 之沉陷量約 62.9cm，佔總沉陷量
約 72.5%，顯示布袋港應屬於深層沉陷。

圖 7 布袋港水位變化(96-108 年)
2. 大鵬灣監測站
選擇位於大鵬灣原青洲濱海遊憩
區內，靠近南平海堤前端處之適當位置
（如圖 8），埋設監測儀器。本監測站
共設置二孔觀測井，分別為分層沉陷觀
測井 1 孔，水壓計觀測井 1 孔，可採用
手動及自動方式記錄，其內容如下：
(1) 電磁場式分層沉陷觀測井 1 孔，其
深度為 193 m，安裝沉陷計感應環
23 個(安裝深度 0.6、3.7、26.4、31.3
、51.3、55.2、62.2、90.1、101.2、
104.1、109.1、116、120、125、129.1
、138.2、146.1、155.2、161、173.2
、177.2、188.2、189.2。)。
(2) 電子式水壓計觀測井 1 孔，共有 5 組
電子式水壓計，安裝於開放式水壓計
管口內，開放式水壓計安裝深度為
202 m、142 m、105 m、58 m、35 m
，而電子式水壓計則安裝於壓力水頭
下 10 m 處，所有電子式水壓計經由
配管接至同一個自動記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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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b 大鵬灣水位變化(106-108 年)
3.臺中港監測站
臺中港監測站選擇位於臺中港區
26 號 碼 頭 區 綠 地 之 適 當 位 置 ( 如 圖
10)。本監測站共計二孔，分別為分層沉
陷觀測井 1 孔，水壓計觀測井 1 孔(含電
子式水壓計及開口式水壓計)，並採用手
動及自動記錄方式，其內容如下：

圖 8 大鵬灣監測站位置圖
大鵬灣自 87 年 3 月至 108 年 7 月，
各分層水位其結果如圖 9a 及圖 9b 所
示，而 106 年 1 月至 108 年 7 月，各分
層水位約介於-1.3～-4.4 之間。
另大鵬灣(200m)自 87 年 3 月~108
年 7 月止 21 年 4 個月期間，地層下陷
總累積沉陷量約 14.7cm，從地表至 51.3
m 之沉陷量約為 10.5cm，佔總沉陷量約
71%以上，由此量測資料顯示，應屬於
淺層沉陷。

圖 10 臺中港監測站位置圖
(1) 電磁場式分層沉陷觀測井 1 孔，其
深度為 200 m，安裝沉陷計感應環

圖 9a 大鵬灣水位變化(87-1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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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個(安裝深度 0.7、3.6、10.5.4、18.8
、27.5、31.6、55、73.2、90.9、110.4
、139.1、157.2、164.3、179.8、182.5
、189.8、199.7、200.7。)。
(2) 電子式水壓計觀測井 1 孔，鑽探孔
173 m，監測井共有 5 組電子式水壓
計，安裝於開放式水壓計管口內，
安裝深度為 29、63、100、145、173
m，電子式水壓計則安裝於壓力水頭
下 10 m 處，所有水壓計經由配管接
至同一個自動記錄器。
臺中港自 88 年 7 月至 108 年 7 月，
各分層水位變化其結果如圖 11 所示，
而 94 年 7 月至 108 年 7 月，各分層水
位約介於-1.3～-5.0 之間。
另臺中港(200m)自 88 年 6 月~108
年 7 月止約 20 年期間，地層下陷總累
積沉陷量約 6cm，從地表至 90 m 深之
沉陷量約 4.7cm，佔總沉陷量約 78%以
上，由此量測資料顯示，應屬於淺層沉
陷。

平港區第 18、19 號碼頭後線綠帶區之
位置，其監測站如圖 12 所示。

圖 12 安平港監測站位置圖
本監測站共設置觀測井二孔，電磁
場式分層沉陷觀測井及電子式水壓計
觀測井各 1 孔，水壓計觀測井可採用手
動及自動方式記錄，其內容如下：
(1) 電磁場式分層沉陷觀測井 1 孔，其
深度為 250 m，安裝沉陷計感應環
22 個(安裝深度 0.6、3.8、10.9、20.8
、30.8、40.2、52.6、56、79.9、94.3
、110.6、134、150、175、181、200.5
、211.2、221.2、231.4、239.8、248.8
、249.5m。)。
(2) 電子式水壓計觀測井 1 孔，本水壓
監測井共有 5 組電子式水壓計，安
裝於開放式水壓計管口內，開放式
水壓計安裝深度為 187、145、105
、75、40.5 m，而電子式水壓計則安
裝於壓力水頭下 10 m 處，所有電子
式水壓計經由配管接至同一個自動
記錄器。
安平港自 88 年 7 月至 108 年 7 月，

圖 11 臺中港水位變化(88-108 年)
4. 安平港監測站
安平港監測井之設置地點位於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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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層水位變化其結果如圖 13 所示，
而 95 年 7 月至 108 年 7 月，各分層水
位約介於-0.3～-2.9 之間，整體來說應
沒有受到超抽地下水影響，故地下水位
呈現上下變動現象。
另安平港(250m)自 88 年 7 月至 108
年 7 月止約 20 年期間，總累積沉陷量
約 9.8cm，從地表至 31 m 之沉陷量約為
7.1cm，佔總沉陷量約 72%以上，由此
量測資料顯示，應屬於淺層沉陷。

圖 13 安平港水位變化(88-108 年)

四、結論
臺灣重要的運輸網絡、運輸工程與
經濟貿易大都建設發展在西部地區，而
西部海岸的地層幾乎都屬於現代沖積
層，該類土層較為疏鬆軟弱，極可能因
附近地區地下水抽取、大規模海埔新生
地回填、或強烈地震等原因造成地層下
陷，而影響港區工程設施安全，高鐵路
線於彰雲地區軟弱土層路段也因為地
下水超抽而造成地層下陷，為維護港區
工程及交通設施之安全，有必要對西南
沿海地區進行地質資料調查建檔與各
港區與地層下陷長期之監測。故本所本
中心於民國 89 年開始，陸續於安平港、
布袋港、臺中港、高雄港、臺北港、蘇
澳港、基隆港、花蓮港與大鵬灣等港區
逐年設置地層分層下陷、地震監測站與
地震速報系統，期望藉由長期監測及分
析的成果，能提供各港務分公司作為港
區碼頭設施防災與維護之參考依據。
本研究進行港區地震速報系統及

地層下陷監測分析，綜合結果如下：
1. 速報系統進行功能擴充，分別於基
隆港及花蓮港，各增設一組地震儀
(CV374A)監測系統，並增加保護殼
防止碰撞，確保地震速報系統之通
報資訊正確。
2. 布袋港 300m 分層水位變化顯示，35
及 50m 之水位介於-1.1～-3.5m 之間
，屬淺層水位。150m、200m、250m
及 303m 之水位為較深層之水位介
於-13～-27m 之間變化。
3. 布袋港 300m 地層下陷，自 89 年 10
月～108 年 6 月止，共 18 年 8 個月
之累積總沉陷量約 92.9cm，近 5 年
(103 至 108)總沉陷量約 14cm，大致
而言，布袋港區近年來地層下陷有
趨緩現象。
4. 依水利署資料顯示，民國 80 年至
106 年嘉義布袋鎮總下陷量在 60 cm
以上。本所布袋港自 89 年至 1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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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m 之沉陷總量約為 92.9cm，顯
示布袋港 20 幾年來，總下陷量也在
60 cm 以上。
5. 臺中港自 88 年 7 月至 108 年 7 月，
各分層水位變化顯示，水位約介於
-1.3～-5.0m 之間；另臺中港 200m
地層下陷，94 年 8 月起因儀器卡管
，故累積沉陷量僅能自地表量測至
181m 深，本站自 88 年 6 月至 108
年 7 月止累積總沉陷量約為 6cm。
6. 大鵬灣自 87 年 3 月至 108 年 7 月，
各分層水位變化顯示，水位約介於
-1.3～-4.4m 之間；另大鵬灣 200m
地層下陷，87 年 3 月至 108 年 7 月
止，共 21 年 4 個月期間，地表下 4 m
至 189 m 間之沉陷總量約 14.7cm，
而從地表至 51.3 m 之沉陷量約為
10.5cm，佔總沉陷量約 71%以上，
由此量測資料顯示，大鵬灣之沉陷
屬於淺層沉陷。

7. 安平港自 88 年 7 月至 108 年 7 月，
各分層水位變化顯示，水位約介於
-0.3～-2.9m 之間，整體來說應沒有
受到超抽地下水影響，故地下水位
呈現上下變動現象；另安平港 250m
地層下陷自 88 年 7 月至 108 年 7 月
止約 20 年期間，總累積沉陷量約
9.8cm，從地表至 31 m 之沉陷量約
為 7.1cm，佔總沉陷量約 72%以上，
由此量測資料顯示，應屬於淺層沉
陷。
8. 港灣地層下陷監測及港區井下地震
監測等研究，為長期性的監測工作
，其設施特點為在地表及不同土層
中置放監測儀器，如此不只可長期
觀察其總量變化，更可獲知不同土
層的反應數據，在港區規劃、防災
處置及學術研究上，可提供長期的
環境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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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對全球溫室氣體減量趨勢與國
家非核家園共識，政府規劃新能源政策
目標於 114 年提升再生能源發電比例至
20 %，期能在兼顧能源安全、環境永續
及綠色經濟發展均衡下，建構安全穩
定、效率及潔淨能源供需體系，創造永
續價值，邁向 2025 年非核家園願景。
本研究於離岸風電區鄰近主要母
港（臺中港）執行長期性海氣象觀測，
分別設置波浪（1 站）、海流（1 站）
及風速風向（6 站）等海氣象觀測站，
調查海域之風、波浪及流場等海氣象資
料，並分析不同波高、風速持續 6、12、
18 及 24 小時可工作機率，依月、季提
出可工作機率圖表，提供主要母港鄰近
海域外海工程施作、碼頭吊掛施工等作

業應用參考。
波高可工作機率分析成果，夏季可
提供較佳可工作機率，春季可工作機率
僅次於夏季，冬季期間因受東北季風影
響，可工作機率為四個季節中最低之季
節，作業波高 1.0 m 連續作業 12 小時，
夏、冬兩季可工作天數由 61 天劇降至 7
天，相差約 9 倍；風速四季分析結果與
波高相符，夏季可工作機率最高，春季
次之，冬季歷年平均風速為 13.1 m/s，
直接影響本海域現場作業氣象環境，工
作機率為四季中最低，作業風速 12.0
m/s 連續作業 12 小時，夏、冬兩季可工
作天數由 83 天降至 32 天，相差約 2.5
倍。

一、研究緣起及目的
離岸風機設置於海中，改變原有水
理機制，波浪、水流、漂沙及地形的變
化，將影響風機結構與航行安全，且需

面對臺灣海峽複雜惡劣的海氣象環
境，對海上施工安全及風力機組主體結
構造成影響，故有必要進行環境保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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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海域環境監測與分析並建立本土
化的施工與海下技術以及維管計畫。
鑒於現階段對風力機場址的海氣
象特徵掌握有限，增加海上施工與維護
補給船隻的航行風險，加上未來在離岸
風電建置與維運時，所帶來許多施工與
補給維護船隻，使海上交通流量增加，
且原有航行船隻亦需改變航路，故極需
於離岸風電區設置一套完整風力、波
浪、海流及潮位等海氣象監測系統，輔
以船舶動態資訊，提供主管單位執行航
行船舶監督與管理等作業，以提升離岸
風電區船舶航行之安全。
本研究係依據經濟部能源局所公
佈之離岸風機潛力場址（如圖 1 所示）
，
擇定鄰近離岸風電區之臺中港海域，設
置長期性海氣象觀測站，調查本海域之

波浪、海流、風力及潮位等資料，建置
本海域海氣象資料庫，透過統計原理，
分析本海域現場作業可工作機率、海氣
象特性，相關資料可提供離岸風場鄰近
海域工期安排、施工規劃及現場作業參
考應用。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圖 1 我國離岸風電區推動現況

二、文獻回顧
工期的管控對施工專案而言，為相
當重要之環節，妥善安排工期可提高施
工效率及生產力，尤以海事工程更是顯
著，相較陸地施工，海上作業需克服
風、波浪等因素影響，因此如何使工程
如期(On time)、如預算(On budget)及如
質(On quality)完成，為施工管理者重要
課題。工期估算往往以施工地點、施工
工法、工程造價及經驗法則做為工期計
算依據，惟此推算方式仍存在一不確定
因素，即「氣候條件」，本研究將蒐集
臺中港歷年波高、風速觀測資料，以統
計方式估算臺中港海域於不同月份、季
節可工作機率，提供產官學研界參考應

用，茲將現場海事工程可施工日相關文
獻分述如后。
朱等人(2000)就波浪、風速及過繼
時間對可工作日數之各別及共同影響
進行研究，其研究目的在建立海事施工
工程規劃，可工作日數分析之方法，估
算各種影響因素的發生機率特性，推導
可工作日數。文內提到傳統工期由工程
排程人員根據以前工程經驗以一般情
形的資源投入情況設定工期，但依人工
推估方式恐產生較大誤差，主因作業項
目受天氣影響程度大小不一，因此應詳
加考量天候之影響，氣象變化影響海事
施工的因素包含船舶耐海性及施工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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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每艘船舶對海況條件承受程度不
同，船舶承受風浪產生搖晃程度亦不盡
相同，需考量不同船舶及工項決定是否
能施工。論文中，可工作日數的估算分
為風速、波高的單一因素影響、受波高
與風速同時影響，及加入過繼時間的影
響，並以龍洞海域實測海氣象資料為
例，估算其可工作日數。
陳 等 人 (2018) 採用 波浪 擾 動模 擬
(MIKE 21 BW)與大範圍長期波浪模式
(MIKE 21 SW)對桃園觀塘海域施工區
域之不可作業時間進行分析，其研究方
法為，將邊界的波浪入射條件透過 3D
轉換函數計算港區波浪模式，由波浪模
式模擬結果提取工程計畫區附近 30 m
水深處連續多年之波浪時間序列，做為
港區波浪模式的入射邊界條件，模擬出
近 20 年大範圍波浪模式波高分佈圖；
不可工作日時間之呈現，為先設定海上
作業標準於示性波高時間序列圖中篩
選，文中以不同海上作業項目做為波高
標準區隔，沉箱拖放區域以波高 0.5 m
做為標準，較大之船機設備以 0.8 m 做
為標準，而對於浚深區域，則分別以
1.0、1.25 及 1.5 m 為作業標準做出不可
作業時間統計。
黃等人(2012)以 SWAN 模式推算
1948~2008 年臺灣周邊海域可工作日，
而波浪模式須由風場驅動推算波浪
場，該文採用 NCEP 的全球再分析資料
推算近 60 年西北太平洋之波浪場，經
與中央氣象局與經濟部水利署設置浮

標龍洞及花蓮測站觀測資料比對，發現
NCEP 風場對於實測風速有高估的情
形，為確認 SWAN 波浪模式之適用性，
再進行誤差量化分析，龍洞測站模擬值
與實測資料有義波高極值呈現較大差
異性，模擬值較實測值大，量化分析結
果，相關係數 0.8982，平均誤差(BIAS)
為 0.06 m，均方根誤差(RMSE)結果為
0.24 m。花蓮測站模擬值與實測值當有
義波高在高峰值時差異較大，低峰值時
差異較小，量化分析結果，相關係數
0.8044，平均誤差為 0.23 m，均方根實
際誤差大小為 0.38 m，各項差異程度都
較龍洞測站大。可工作日數分析中，以
有義波高 0.6 m 為門檻，探討每個月波
高小於該門檻並且持續 6、12、18、24
小時等四種延時條件發生機率，其方法
為從重建的 60 年歷史資料庫中，分別
針對臺灣東西岸找出符合可工作條件
的事件次數，除以每個月的總時數以計
算可工作機率的 60 年平均值。
綜上所述，黃等人(2012)、陳等人
(2018)以數值模擬所得波場資料，做為
該海域不同波高大小可工作機率分
析，朱等人(2000)以實測風速資料，探
討不同風速大小可工作機率；本研究參
考前人文獻，蒐集臺中港 2004~2019 波
高、風速逐時觀測資料，分析不同波
高、風速門檻持續 6、12、18 及 24 小
時可工作機率，依月、季提出可工作機
率圖表，提供未來離岸風電區外海工程
施作、碼頭吊掛施工等作業應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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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氣象即時觀測系統建置
本研究已於臺中港鄰近海域分別
設置波浪（1 站）、海流（1 站）、潮
位（1 站）及風速風向（6 站）等海氣
象觀測站，蒐集現場海氣象資料，提供
本海域可工作機率、海氣象特性分析探
討，所有觀測站皆採太陽能供電，控制
箱內置資料記錄器、無線傳輸設備及電
源控制等模組，透過無線傳輸設備將各
測站觀測資料即時回傳至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港
研中心）海氣象資料庫儲存、加值及應
用，觀測站位置如圖 2~圖 3 所示。

理想港灣環境資料需保持長期且
連續不中斷觀測，然而觀測設備常因人
為或天然因素，致儀器壞損使觀測資料
中斷，且觀測儀器及現場資料處理設備
均含電子元件物品，設備受潮勢必將影
響資料觀測、儲存及傳送，故長期現場
海氣象觀測資料，需經常性進行儀器設
備維護及保養，以維持系統妥善率，茲
將各觀測站所採用觀測儀器等相關內
容描述如後。
3.1 風速風向觀測儀
本研究於臺中港離岸風電海域所
採用之風速風向觀測儀共分為兩款，分
別 為 英 國 GILL 公 司 所 生 產 之
WindObserver （裝設地點：北防波堤
綠燈塔、防風林）與日本 SONIC 公司
所生產之 SA-20（裝設地點：旅客服務
中心、31 號碼頭、北防沙堤、港研中心）
二維超音波式風速風向儀，如圖 4 所示。
資料輸出頻率為 10 分鐘，持續觀
測本海域 10 分鐘內平均風速、平均風
向、最大陣風及最大陣風時風向等數
值，期間相關資料係透過觀測站內無線
傳輸系統，將所測得風力資料即時回傳
至港研中心海氣象資料庫儲存。依據港
研中心 107 年度「離岸風電區海氣象觀
測與特性分析（2/4）」風觀測站分析成
果，北堤綠燈塔觀測站（T2），設置高
度約 15 公尺，遠離內陸受地形環境遮
蔽影響較小，本研究係取 T2 觀測站所
測得風觀測資料執行分析。

圖 2 海氣象觀測站儀器
安裝位置示意圖

圖 3 海氣象觀測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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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海流觀測係採底碇式觀測，觀測儀器
採用挪威奧斯陸 Nortek 總公司所生產
超音波式表面波高波向與剖面海流儀
AWAC （ Acoustic Wave and Current
profiler），依據音鼓發送頻率（Transmit
Frequency）不同共分為 1MHz、600kHz
及 400kHz 三種，其原理係透過儀器上
方音鼓量測設置地點波流及海流運動
情形（如圖 5 所示），使用者可依據不
同觀測環境（如水深）及使用需求，選
擇適當儀器執行觀測作業，茲將前述三
款型號儀器相關量測特性整理如表 1。

（資料來源：WindObserver, SA-20 使用者手冊）
(a)GILL WindObserver

(b) SONIC SA-20

圖 4 二維超音波式風速風向儀示意圖
3.2 波浪與海流觀測儀
考量觀測海域特性，本研究於波浪

(a) 超音波量測原理

(b) 1MHz AWAC

(c) 600kHz AWAC

(d) 400kHz AWAC
（資料來源：Nortek AS）

圖 5 波流儀觀測原理及儀器示意圖示意圖
表 1 不同型號波流儀特性比較表
1MHz

600kHz

400kHz

波浪最大量測範圍

35 公尺

60 公尺

100 公尺

海流最大量測範圍

25 公尺

50 公尺

90 公尺

量測功能

自記/即時

自記/即時

自記/即時

取樣率

1Hz、2Hz

1Hz

0.75Hz

樣本數

512、1024、1200、2048、
2400

512、1024、1200、
2048、2400

512、1024、1200、2048、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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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海域觀測站位於臺中港北防波
堤堤頭外約 800 公尺處，觀測水深約 30
公尺，經評估係採用 600kHz 型號執行
本處波流觀測作業，剖面海流量測間距
設定為 1 公尺，於每小時第 0 分鐘至 10
分鐘連續量測 600 秒，再將總和平均代
表其每一間距層之海流剖面流速及流
向等資料，波浪的取樣頻率為 1Hz，每
小時取樣 2048 筆（第 10 分鐘至 44 分

鐘）資料，量測取得之資料再作整合而
得到波高、波向及週期等資料。
前述波流觀測資料將暫存於儀器
記憶體內，於每小時第 44 分鐘經由海
底電纜將資料傳送至岸上接收站，透過
無線傳輸設備將資料即時回傳至港研
中心海氣象資料庫中儲存，如圖 6 所
示。

圖 6 底碇式波流觀測系統資料傳輸原理示意圖

3.3 潮位觀測儀
潮位觀測可分為接觸式（如超音波
式水位觀測儀）及非接觸式（如壓力式
水位觀測儀）觀測，兩者於觀測原理及
設置方式等均有差異，使用者可依據觀
測需求選用設置。本研究選用壓力式觀
測儀，執行現場潮位變化量觀測，儀器
採用美國 TE 公司所生產之 KPSI 735
壓力式水位觀測儀，觀測站設置於臺中
港港區內 4 號碼頭，潮位資料輸出頻率
為 1 分鐘，透過無線傳輸系統，將水位
資料即時回傳至港研中心海氣象資料
庫，如圖 7 所示。

（圖片來源：TE Connectivity）

圖 7 KPSI 735 壓力式
水位觀測儀示意圖
茲將本研究於離岸風電海域所採
用風、波浪、海流及潮位等海氣象觀測
儀儀器規格及設定等相關內容整理如
表 2。

74

表 2 海氣象觀測儀器規格與觀測設定
儀器

規格

輸出頻率

海流
量測深度：50 m
觀測剖面數：最大 128 層
NORTEK 公司
量測範圍：±10 m/s
超音波式表面波高波向 精度：測量值 1％±0.5 cm/s
與剖面海流儀
波浪
量測深度：60 m
600 kHz AWAC
量測範圍：±15 m
精度(Hs)：<1%測量值/1cm
精度(Dir)：2º/0.1º

1 小時

風速
量測範圍：0 ~ 75 m/s
精度：2%
GILL 公司
解析度：0.01 m/s
二維超音波式風速風向
風向
儀 WindObserver
量測範圍：0 ~ 360º
精度：±2º
解析度：1º

10 分鐘

風速
量測範圍：0 ~ 90 m/s
SONIC 公司
精度：3%
二維超音波式風速風向 解析度：0.01 m/s
儀
風向
SA-20

TE 公司
壓力式潮位儀
KPSI 735

10 分鐘

量測範圍：0 ~ 360º
精度：±3º
解析度：0.1º
量測範圍：0 ~ 20 m (H2O)
精度：±0.05%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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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鐘

四、離岸風電區鄰近海域可工作機率分析
4.1 機率統計方式
考量單日資料完整性，每日至少需
包含 23 筆（即 23 小時）觀測資料，本
研究依此範疇篩選符合之資料，波高觀
測資料自 2004~2019 年 8 月共計 4629
天，篩選後為 3913 天，風觀測資料自
2005~2019 年 8 月共計 4594 天，篩選後
為 4446 天，如表 3 所示。

式，12 月至 2 月間歸屬於冬季，3 月至
5 月為春季，6 月至 8 月為夏季，9 月至
11 月為秋季，以此原則執行統計分析。
可

2004~2019 2005~2019
4,629

4,594

篩選後筆數
(天)

3,913

4,446

(84.5%)

(96.8%)

(合格率%)

(1.1)

4.2 波高可工作機率分析
本海域於 0.5、0.6、0.8、1.0 及 1.5
m 波高條件下，持續 6、12、18 及 24
小時可工作機率統計分析，如表 4~表
9、圖 8~圖 13 所示。
根據歷年各月可工作機率統計資
料，波高 0.5 m 條件下，歷年各月可工
作機率均低於 25%，僅 4~8 月可工作機
率較高，符合可連續作業 6 小時，最高
機率於 6 月，可工作機率為 24.66%（約
7.5 天），可連續作業 12 小時的最高機
率為 4 月，機率為 14.65%（約 4.5 天），
連續 18 小時的最高機率為 8 月，可工
作機率為 8.23%（約 2.5 天），連續 24
小時的最高機率為 6 月的 4.34%
（約 1.5
天），工作機率隨所需作業時間延長而
將低；可工作機率最低之月份，分別為
連續 6 小時（1 月；0.98%；約 0.5 天）、
連續 12 小時（1 月；0.98%；約 0.5 天）、
連續 18 小時（1 月；0.00%；無可工作
天）及連續 24 小時（12 月~1 月；0.00%；
無可工作天），因受東北季風影響，於
此作業波高門檻條件，可作業天數均未
達 1 天。

表 3 波高及風速觀測資料篩選表
波浪
風
原資料筆數
(天)

)x100

本研究參考陳等人(2018)，依據不
同海事作業項目將波高分為 0.5、0.6、
0.8、1.0 及 1.5 m 等作業條件統計分析，
風速門檻值擬定參考蒲福風級表，依據
不同波高所對應之風速分級，分別以
5.4、7.9、10.7、12 及 13.8 m/s 執行分
析，風速 13.8 m/s 作業條件亦為「西門
子歌美颯離岸風力再生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所使用之離岸風機安裝船
Seajacks Zaratan 允許最大作業風速相
同。
作業延時訂定則參考黃等人(2012)
之建議，以特定海氣象限制條件下持續
作業 6、12、18 及 24 小時，估算可工
作機率，如式(1.1)所示，季節劃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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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波高 0.5 m 可工作機率統計表

小時（2 月；1.26%；約 0.5 天）、連續
18 小時（1 月；0.33%；無可工作天）
及連續 24 小時（1 月；0.00%；無可工
作天），可作業天數均低於 1 天。

波高 0.5 m
連續

連續

連續

連續

6 小時

12 小時

18 小時

24 小時

1月

0.98%

0.98%

0.00%

0.00%

2月

4.18%

0.42%

0.42%

0.00%

表 5 波高 0.6 m 可工作機率統計表

3月

9.70%

3.80%

1.27%

0.84%

波高 0.6 m

4 月 24.18%

14.65%

6.59%

2.93%

5 月 22.90%

10.97%

6.45%

4.19%

6 月 24.66%

14.63%

7.05%

4.34%

7 月 22.97%

12.61%

5.18%

2.48%

8 月 21.45%

12.47%

8.23%

9 月 12.01%

7.84%

10 月 2.04%

月份

連續

連續

連續

連續

6 小時

12 小時

18 小時

24 小時

1月

1.96%

1.31%

0.33%

0.00%

2月

9.62%

1.26%

0.42%

0.42%

2.99%

3 月 15.19%

8.02%

2.11%

1.69%

3.68%

1.47%

4 月 34.80%

22.71%

11.72%

5.49%

1.17%

0.87%

0.29%

5 月 35.48%

20.00%

9.03%

6.45%

11 月 5.21%

3.26%

1.63%

0.98%

6 月 39.57%

25.20%

13.82%

8.13%

12 月 2.53%

1.81%

1.44%

0.00%

7 月 42.34%

24.77%

13.74%

8.56%

8 月 34.66%

21.95%

13.22%

4.49%

9 月 16.67%

11.52%

7.35%

3.43%

10 月 4.66%

1.75%

1.46%

0.29%

11 月 8.47%

4.89%

3.26%

2.28%

12 月 3.25%

1.81%

1.81%

0.36%

月份

圖 8 波高 0.5 m 可工作機率分佈圖
波高 0.6 m 作業門檻，符合可連續
作業 6 小時最高機率為 7 月，可工作機
率為 42.34%（約 13 天），連續 12 小時
最高機率為 6 月，機率為 25.20%（約
7.5 天），連續 18 小時的最高機率為 6
月，可工作機率為 13.82%（約 4.5 天），
連續 24 小時的最高機率為 7 月的 8.56%
（約 3 天），可工作機率隨作業延時增
加而遞減；可工作機率最低之月份為
1~2 月，東北季風盛行季節，連續 6 小
時（1 月；1.96%；約 1 天）、連續 12

圖 9 波高 0.6 m 可工作機率分佈圖
波高 0.8 m 時，符合連續 6 小時機
率最高為 7 月的 72.52%（約 23 天），
連續 12 小時最高機率於 7 月，可工作
機率為 54.73%（約 17 天），連續 18
小時最高機率於 7 月，可工作機率為
37.39%（約 12 天），連續 24 小時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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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為 6 月的 21.41%（約 6.5 天），7
月 20.27%（約 6 天）次之；可工作機率
最低月份為 12~1 月，連續 6 小時（12
月；4.33%；約 1.5 天）、連續 12 小時
（1 月；1.96%；約 0.5 天）、連續 18
小時（1 月；1.31%；約 0.5 天）及連續
24 小時（2 月；0.42%；無可工作天），
除 12 月 1 天可持續作業 6 小時，如需
於 1 月連續作業 12~24 小時，可作業天
數均低於 1 天。

波高為 1.0 m 時，7 月可提供較高
可工作機率，分別為連續 6 小時
（87.16%；約 27 天）、連續 12 小時
（77.93%；約 24 天）、連續 18 小時
（62.61%；約 19.5 天）及連續 24 小時
（35.81%；約 11 天），7 月雖為汛期，
且受西南季風影響，依據統計結果顯
示，仍較其餘月份可提供較佳之工作機
率；工作機率最低之月份仍為 12~1 月，
連續 6 小時（12 月；7.22%；約 2.5 天）、
連續 12 小時（12 月；3.97%；約 1.5 天）
、
連續 18 小時（1 月；1.63%；約 0.5 天）
及連續 24 小時（2 月；0.65%；無可工
作天），如某海事工程僅需約半天作業
時間，則 12 月約有 2 天時間可供進場。

表 6 波高 0.8 m 可工作機率統計表
波高 0.8 m
連續

連續

連續

連續

6 小時

12 小時

18 小時

24 小時

6.54%

1.96%

1.31%

0.65%

2 月 17.57%

9.21%

4.18%

0.42%

表 7 波高 1.0 m 可工作機率統計表

3 月 28.27%

18.99%

11.81%

7.17%

波高 1.0 m

4 月 48.35%

35.16%

22.34%

12.09%

5 月 59.03%

40.32%

25.48%

14.19%

6 月 63.41%

47.97%

36.31%

21.41%

7 月 72.52%

54.73%

37.39%

20.27%

8 月 58.60%

45.64%

31.92%

15.96%

9 月 28.68%

21.32%

12.75%

8.09%

10 月 8.16%

4.66%

3.21%

11 月 13.03%

10.42%

12 月 4.33%

2.17%

月份
1月

連續

連續

連續

連續

6 小時

12 小時

18 小時

24 小時

1 月 10.46%

4.90%

1.63%

0.65%

2 月 24.69%

15.48%

8.79%

3.77%

3 月 37.55%

24.47%

16.03%

10.55%

4 月 58.97%

46.89%

32.23%

20.88%

1.17%

5 月 70.00%

57.42%

41.94%

26.45%

6.19%

3.58%

6 月 83.74%

70.19%

52.03%

32.52%

1.81%

0.72%

7 月 87.16%

77.93%

62.61%

35.81%

8 月 76.56%

62.59%

47.38%

27.43%

9 月 41.91%

30.39%

20.34%

12.50%

10 月 12.54%

7.00%

4.66%

2.33%

11 月 18.57%

11.40%

7.17%

4.89%

12 月 7.22%

3.97%

2.53%

1.08%

月份

圖 10 波高 0.8 m 可工作機率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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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波高 1.0 m 可工作機率分佈圖

圖 12 波高 1.5 m 可工作機率分佈圖

現場作業波高限制為 1.5 m 時，可
於 6~7 月選擇進場，連續 6 小時可工作
機率最高為 7 月 94.37%（約 29.5 天），
連續 12 小時為 7 月 91.67%（約 28.5
天），連續 18 小時為 6 月 84.01%（約
25 天）
，連續 24 小時為 7 月 55.63%（約
17.5 天），如工程作業允許波高可放寬
至 1.5 m，則 6~7 月間可提供最佳可工
作機率；根據統計資料，12 月可工作機
率為各月份最低，分別為連續作業 6 小
時 20.94%（約 6.5 天），12 小時 11.91%
（約 4 天），18 小時 6.86%（約 2 天），
24 小時 3.61%（約 1 天）。

根據歷年四季可工作機率統計資
料，0.5、0.6、0.8、1.0 及 1.5 m 作業波
高條件，連續施工 6、12、18 及 24 小
時，夏季（6~8 月）均可提供較佳可工
作機率，以作業波高 1.0 m 為例，連續
施工 6 小時可工作機率為 77.10%（約
71 天），12 小時可工作機率為 66.14%
（約 61 天），18 小時可工作機率為
51.40%（約 47 天），24 小時可工作機
率為 29.98%（約 28 天）；春季（3~5
月）可工作機率僅次於夏季，連續施工
6 小時可工作機率為 56.59%（約 52
天），12 小時可工作機率為 44.02%（約
41 天），18 小時可工作機率為 31.10%
（約 29 天），24 小時可工作機率為
19.88%（約 18 天），如施工單位無法
於夏季作業，建議可於春季安排人員、
機具進場，亦可提供較佳可工作機率。
冬季（12~2 月）期間本海域因受東
北季風影響，可工作機率為四個季節中
最低之季節，連續作業 6 小時可工作機
率為 13.38%（約 12 天），12 小時可工
作機率為 7.66%（約 7 天），18 小時可
工作機率為 4.01%（約 4 天），24 小時
可工作機率為 1.70%（約 2 天），可工
作天數急遽降低，以連續作業 12 小時

表 8 波高 1.5 m 可工作機率統計表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連續
6 小時
25.16%
44.77%
59.07%
76.92%
90.00%
94.04%
94.37%
91.77%
68.14%
26.82%
41.69%
20.94%

波高 1.5 m
連續
連續
12 小時 18 小時
16.01%
9.48%
30.96%
21.34%
40.93%
32.07%
64.10%
52.75%
81.29%
68.39%
91.60%
84.01%
91.67%
81.76%
87.28%
75.06%
54.66%
37.75%
20.12%
13.12%
28.01%
17.92%
11.91%
6.86%

連續
24 小時
4.58%
14.23%
21.10%
38.46%
51.29%
54.74%
55.63%
50.12%
23.04%
7.00%
9.77%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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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夏、冬兩季可工作天數由 61 天
降至 7 天，相差約 9 倍。
表 9 不同波高條件分季
可工作機率統計表
季
節
春

連續
6 小時
19.15%

波高 0.5 m
連續
連續
12 小時 18 小時
9.88%
4.88%

夏

21.58%

12.69%

6.67%

3.13%

秋

6.43%

4.07%

2.18%

0.95%

冬

2.43%

1.09%

0.61%

0.00%

連續
24 小時
2.80%

季
節
春

連續
6 小時
29.02%

波高 0.6 m
連續
連續
12 小時 18 小時
17.07%
7.80%

夏

36.41%

22.57%

13.26%

6.92%

秋

9.74%

5.96%

3.88%

2.08%

冬

4.62%

1.46%

0.85%

0.24%

圖 13 不同波高條件分季
可工作機率分佈圖
4.3 風速可工作機率分析
本海域於風速 5.4、7.9、10.7、12
及 13.8 m/s 條件下，持續 6、12、18 及
24 小時可工作機率統計分析，如表 10~
表 15、圖 14~圖 19 所示。
根據歷年各月可工作機率統計資
料，風速 5.4 m/s 作業門檻，可連續作
業 6 小時，最高機率於 8 月，工作機率
為 67.02%（約 21 天），連續作業 12
小時最高機率為 8 月，機率為 43.62%
（約 14 天），連續 18 小時最高機率為
8 月，可工作機率為 18.62%（約 6 天），
符合連續作業 24 小時的最高機率為 4
月，機率為 12.91%（約 4 天），工作機
率隨作業延時增加遞減；可工作機率最
低之月份介於 12~1 月，分別為連續 6
小時（1 月；18.07%；約 6 天）、連續
12 小時（1 月；8.91%；約 3 天）、連
續 18 小時（12 月；2.67%；約 1 天）及
連續 24 小時（12 月；0.97%；約 0.5 天）
，
如需持續作業 6 小時，建議於 8 月進
場，可獲得較高工作效率。

連續
24 小時
4.76%

季
節
春

連續
6 小時
45.98%

波高 0.8 m
連續
連續
12 小時 18 小時
31.71%
20.00%

夏

59.97%

46.05%

33.03%

17.55%

秋

15.70%

11.35%

6.81%

3.78%

冬

9.00%

4.14%

2.31%

0.61%

連續
24 小時
11.22%

季
節
春

連續
6 小時
56.59%

波高 1.0 m
連續
連續
12 小時 18 小時
44.02%
31.10%

夏

77.10%

66.14%

51.40%

29.98%

秋

24.03%

16.08%

10.69%

6.34%

冬

13.38%

7.66%

4.01%

1.70%

連續
24 小時
19.88%

季
節
春

連續
6 小時
76.34%

波高 1.5 m
連續
連續
12 小時 18 小時
63.54%
52.56%

夏

87.40%

84.68%

76.11%

49.75%

秋

44.28%

33.59%

22.89%

12.96%

冬

28.95%

18.98%

12.04%

7.06%

連續
24 小時
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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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風速 5.4 m/s 可工作機率統計表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連續
6 小時
18.07%
26.47%
43.28%
47.75%
52.39%
44.01%
56.41%
67.02%
58.87%
28.08%
32.60%
18.45%

風速 5.4 m/s
連續
連續
12 小時 18 小時
8.91%
3.82%
10.29%
2.35%
23.12%
10.22%
28.23%
16.82%
26.20%
13.52%
22.01%
9.19%
36.15%
17.18%
43.62%
18.62%
29.80%
13.79%
15.47%
5.73%
17.68%
6.63%
9.47%
2.67%

表 11

連續
24 小時
3.82%
1.47%
7.80%
12.91%
6.48%
6.96%
8.72%
11.17%
7.88%
4.58%
3.87%
0.97%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風速 7.9 m/s 可工作機率統計表
連續
6 小時
31.30%
38.24%
56.99%
66.07%
77.46%
69.36%
74.62%
83.24%
74.88%
36.96%
47.24%
27.67%

風速 7.9 m/s
連續
連續
12 小時 18 小時
16.03%
7.89%
22.94%
11.76%
38.98%
23.12%
49.55%
33.03%
55.21%
37.18%
42.90%
28.69%
55.13%
41.03%
67.82%
44.68%
55.42%
31.53%
24.93%
14.04%
30.11%
17.68%
15.05%
7.04%

連續
24 小時
6.36%
9.41%
16.94%
26.43%
28.73%
23.40%
34.10%
39.36%
26.11%
10.32%
11.88%
4.37%

圖 14 風速 5.4 m/s 可工作機率分佈圖

圖 15 風速 7.9 m/s 可工作機率分佈圖

以風速 7.9 m/s 作業條件分析，8 月
為較佳進場時機，分別為連續 6 小時
（83.24%；約 26 天）、連續 12 小時
（67.82%；約 21 天）、連續 18 小時
（44.68%；約 14 天）及連續 24 小時
（39.36%；約 12 天），8 月雖受颱風影
響，依據統計數據，可工作日數仍較其
他月份多；工作機率最低之月份為 12
月，連續 6 小時可工作機率為 27.67%
（約 9 天），連續 12 小時為 15.05%（約
5 天）
，連續 18 小時為 7.04%（約 2 天）
，
連續 24 小時為 4.37%（約 1.5 天）。

作業限制風速為 10.7 m/s 以下時，
8 月亦可提供較高可工作機率，依序為
連續 6 小時（95.48%；約 30 天），連
續 12 小時（85.90%；約 27 天），連續
18 小時（68.62%；約 21 天），連續 24
小時（64.63%；約 20 天），作業風速
放寬至 10.7 m/s，8 月可提供 20 天以上
施作日；工作機率最低之月份為 12 月，
連續 6 小時可工作機率為 42.48%（約
13 天），連續 12 小時為 25.73%（約 8
天），連續 18 小時為 14.08%（約 4.5
天），連續 24 小時為 11.65%（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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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如以連續作業 6 小時為例，8 月
及 10 月可作業天數相差約 2.5 倍。

（約 22.5 天）；可工作機率最低月份均
為 12 月，如需於此限制風速下作業，
各延時可工作天數分別為，連續 6 小時
49.27%（15 天）、連續 12 小時 31.07%
（9.5 天）、連續 18 小時 18.45%（6 天）
及連續 24 小時 14.56%（4.5 天）。

表 12 風速 10.7 m/s 可工作機率
統計表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連續
6 小時
43.51%
50.59%
67.74%
82.28%
92.11%
93.31%
94.87%
95.48%
86.95%
50.72%
59.39%
42.48%

風速 10.7 m/s
連續
連續
12 小時 18 小時
29.26%
15.52%
35.00%
22.06%
54.84%
37.63%
69.67%
52.25%
78.31%
58.87%
73.82%
56.82%
79.49%
64.87%
85.90%
68.62%
71.18%
44.83%
34.10%
20.34%
43.09%
27.07%
25.73%
14.08%

連續
24 小時
12.21%
17.35%
30.65%
45.65%
54.08%
52.09%
62.56%
64.63%
40.39%
18.34%
22.38%
11.65%

表 13 風速 12.0 m/s 可工作機率
統計表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連續
6 小時
49.36%
60.00%
73.92%
85.89%
93.80%
94.99%
96.41%
96.28%
90.15%
57.02%
64.09%
49.27%

風速 12.0 m/s
連續
連續
12 小時 18 小時
35.88%
18.83%
41.18%
27.94%
61.02%
43.82%
76.28%
61.86%
85.35%
69.86%
84.40%
68.80%
86.92%
75.38%
92.29%
73.67%
75.12%
51.72%
38.68%
22.92%
49.72%
32.87%
31.07%
18.45%

連續
24 小時
15.27%
20.29%
36.02%
54.95%
65.35%
64.90%
72.82%
69.95%
47.04%
20.06%
25.97%
14.56%

圖 16 風速 10.7 m/s 可工作機率
分佈圖
作業風速為 12.0 m/s 時，符合連續
6 小時可工作機率最高為 7 月的 96.41%
（約 29.5 天），連續 12 小時最高機率
為 8 月，可工作機率 92.29%（約 28.5
天），連續 18 小時最高機率於 7 月，
可工作機率為 75.38%（約 23.5 天），
連續 24 小時最高機率為 7 月的 72.82%

圖 17 風速 12.0 m/s 可工作機率
分佈圖
本研究以「西門子歌美颯離岸風力
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之離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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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安裝船 Seajacks Zaratan，現場作業所
允許最大風速 13.8 m/s 分析，該作業船
如需持續執行風機安裝作業達 6 小時，
可於 6 月進場，機率為 98.05%（約 29.5
天），如需持續作業 12 小時，可於 8
月進場，可工作機率為 94.41%（約 29
天），現場作業如需持續 18~24 小時，
則可於 7 月進場可達到較高工作效率，
可工作機率分別為 84.87%（約 26.5
天）、82.82%（約 25.5 天）；可工作機
率最低之月份分別為，連續 6 小時（1
月；56.49%；約 17.5 天），連續 12 小
時（12 月；41.02%；約 13 天），連續
18 小時（12 月；25%；約 8 天），連續
24 小時（12 月；21.36%；約 7 天）。

圖 18 風速 13.8 m/s 可工作機率
分佈圖
四季可工作機率統計分析成果與
波高相似，5.4、7.9、10.7、12.0 及 13.8
m/s 風速條件，可連續作業 6、12、18
及 24 小時，夏季（6~8 月）可提供較佳
可工作機率，以作業風速 12.0 m/s 為
例，連續施工 6 小時可工作機率為
95.91%（約 88 天），12 小時可工作機
率為 87.91%（約 83 天），18 小時可工
作機率為 72.71%（約 67 天），連續 24
小時可工作機率為 69.33%（約 64 天）；
春季（3~5 月）可工作機率僅次於夏季，
連續施工 6 小時可工作機率為 84.34%
（約 87 天），12 小時可工作機率為
73.96%（約 68 天），18 小時可工作機
率為 58.21%（約 54 天），24 小時可工
作機率為 51.79%（約 48 天）。
冬季（12~2 月）期間本海域可工作
機率為四季中最低之季節，連續作業 6
小時可工作機率為 52.49%（約 47 天），
12 小時可工作機率為 35.72%（約 32
天），18 小時可工作機率為 21.40%（約
19 天），24 小時可工作機率為 16.51%
（約 15 天）
，以連續作業 12 小時為例，
夏、冬兩季可工作天數由 83 天降至 32
天，相差約 2.5 倍。

表 14 風速 13.8 m/s 可工作機率
統計表
風速 13.8 m/s
連續
6 小時

連續
12 小時

連續
18 小時

連續
24 小時

1 月 56.49%

43.26%

28.50%

23.92%

2 月 66.76%

52.06%

36.18%

29.12%

3 月 81.99%

70.43%

56.18%

47.58%

4 月 90.69%

82.58%

71.17%

63.66%

5 月 96.06%

91.83%

80.28%

76.62%

6 月 98.05%

93.59%

84.12%

80.50%

7 月 97.95%

94.36%

84.87%

82.82%

8 月 97.87%

94.41%

83.78%

80.85%

9 月 92.12%

82.27%

59.11%

55.67%

10 月 65.90%

47.28%

28.37%

26.07%

11 月 74.03%

56.35%

41.99%

37.29%

12 月 58.74%

41.02%

25.00%

21.36%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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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不同風速條件分季可工作機率統計表
季節
春
夏
秋
冬

連續 6 小時
47.74%
56.00%
40.77%
20.70%

季節
春
夏
秋
冬

連續 6 小時
66.70%
75.82%
54.12%
32.05%

季節
春
夏
秋
冬

連續 6 小時
80.47%
94.58%
66.76%
45.24%

季節
春
夏
秋
冬

連續 6 小時
84.34%
95.91%
71.42%
52.49%

季節
春
夏
秋
冬

連續 6 小時
89.43%
97.96%
78.14%
60.35%

風速 5.4m/s
連續 12 小時
25.75%
34.13%
21.42%
9.52%
風速 7.9m/s
連續 12 小時
47.74%
55.47%
37.72%
17.73%
風速 10.7m/s
連續 12 小時
67.36%
79.82%
50.54%
29.69%
風速 12.0m/s
連續 12 小時
73.96%
87.91%
55.56%
35.72%
風速 13.8m/s
連續 12 小時
81.42%
94.13%
62.99%
45.07%

連續 18 小時
13.40%
15.11%
8.96%
2.97%

連續 24 小時
8.96%
8.98%
5.56%
2.10%

連續 18 小時
30.94%
38.31%
21.59%
8.73%

連續 24 小時
23.87%
32.44%
16.58%
6.55%

連續 18 小時
49.34%
63.56%
31.45%
16.94%

連續 24 小時
43.21%
59.91%
27.69%
13.54%

連續 18 小時
58.21%
72.71%
36.65%
21.40%

連續 24 小時
51.79%
69.33%
31.81%
16.51%

連續 18 小時
68.96%
84.27%
44.00%
29.52%

連續 24 小時
62.36%
81.42%
40.50%
24.54%

圖 19 不同風速條件分季可工作機率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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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研究目前已於離岸風電主要母
港（臺中港）鄰近海域分別設置波浪、
海流、風速風向及潮位等海氣象監測系
統，針對現場波高、風速執行統計分
析，並提出不同延時可工作機率，可提
供工程單位於未來施工規劃、現場作業
及工程管理等層面應用參考。
根據本研究分析成果，現場作業限
制波高為 1.0 m 時，以連續作業 6 小時
推算，7 月可提供較高可工作機率，可
工作機率為 87.16%，約 27 天，12 月工
作機率最低，可工作機率為 7.22%，僅
餘約 2.5 天；波高限制為 1.5 m 時，可
於 6~7 月選擇進場，連續 6 小時可工作
機率最高為 7 月 94.37%，連續 12 小時
為 7 月 91.67%，連續 18 小時為 6 月
84.01%，連續 24 小時為 7 月 55.63%，
12 月可工作機率為各月份最低；春季可
工作機率僅次於夏季，冬季期間因受東
北季風影響，可工作機率為四個季節中

最低之季節，作業波高 1.0 m 連續作業
12 小時，夏、冬兩季可工作天數由 61
天劇降至 7 天，相差約 9 倍。
現場作業限制風速為 12.0 m/s 時，
連續施工 6 小時，可工作機率最高為 7
月的 96.41%，約 29.5 天，可工作機率
最 低 月 份 為 12 月 ， 工 作 機 率 為
49.27%，約 15 天；以「西門子歌美颯
離岸風力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之離岸風機安裝船 Seajacks Zaratan，現
場作業所允許最大風速 13.8 m/s 分析，
該作業船如需持續執行風機安裝作業
達 6 小時，可於 6 月進場，機率為
98.05%，如需持續作業 12 小時，可於 8
月進場，可工作機率為 94.41%；四季分
析結果與波高相符，夏季可工作機率最
高，春季次之，冬季工作機率為四季中
最低，作業風速 12.0 m/s 連續作業 12
小時，夏、冬兩季可工作天數由 83 天
降至 32 天，相差約 2.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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