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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之因素將有所改變，爰以研擬設計
案例並進行彙編，供設計者參循。

摘要

二、案例說明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 108 年度完成
基準條文編修並報部複審，考量於新技
術條文頒布施行時，設計者在實際作業
階段，將面臨設計作業流程、設計方法、
設計參數等相關需考量之因素將有所改
變，故配合編修內容編彙設計案例，輔
助說明相關條文之使用方式，使設計者
較容易地瞭解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民
國 85、86 年版與 108 年版)所修訂之技
術內容對於設計之使用差異，藉以提升
工程設計品質及運輸安全需求。本文以
拋石斜坡堤及板樁式碼頭為例，概要說
明設計上的差異。

2.1 拋石斜坡堤設計案例
2.1.1 背景說明
本次研究之拋石斜坡堤案例，以
研 析 高 雄 港 務 局 (高 雄 港 務 分 公 司 前
身)「安帄港鄰近海岸整治工程」之馬
刺型突堤，並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於 108 年完成之「港灣構造物設計基
準(草案)」進行設計，說明如下：
1. 案例簡介：安帄港海岸整治工程之馬
刺型突堤，其堤址水深約位於-4m 以
內，即採拋石堤結構達到人工養灘之
目的，並考量突堤之堤頭流速較大，
則利用堤頭與兩突堤間開口處設計
成生態潛礁，可充分提供海中生物聚
集棲息之場所及海藻群落生成之良
好環境，以達生態功能之效。堤體標
準斷面，如圖 1 所示。

一、研究目的
交通部於民國 85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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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交通部雖曾於民國 89 年因應 9
21 地震修訂部份條文，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亦曾於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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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報部頒布施行，惟隨著時空環境
之改變，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 108 年度
完成基準條文編修並報部複審。
而考量於新技術條文頒布施行時，
設計者在實際作業階段，將面臨設計作
業流程、設計方法、設計參數等相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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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流程：本案例設計流程，如圖 2
所示。

波浪資料乃為港灣結構設計重要因
素之一，尤其當颱風來襲時引致之異常
浪危害度最高，故防波堤設計乃探求颱
風波浪為設計依據，則依井島武士及湯
麟武博士之理論模擬推算各迴歸期之波
高，如表 2 所示。
表2

各迴歸期颱風波浪推算值統計表

100
50
25
10
H0
T
H0
T
H0
T
H0
T
NW
4.9 10.5 4.4
9.9 3.9
9.3 3.2 8.2
WNW
4.4
9.6 4.0
9.2 3.7
8.8 3.1 8.1
W
5.2 10.5 4.8 10.1 4.3
9.6 3.7 8.8
WSW
6.1 11.7 5.4 11.0 4.7 10.2 3.8 9.1
SW
7.0 12.1 6.3 11.4 5.5 10.7 4.3 9.5
SSW
7.3 13.1 6.5 12.2 5.6 11.3 4.2 9.7
註：1.依據 1940～2001 年間之颱風資料推算，本案例彙整。
2.目標區為 120.11E，22.95N，水深-30m。
3.波高之單位為公尺；週期之單位為秒。
迴歸期

方向

圖2

拋石斜坡堤斷面設計流程圖

4. 設計波浪：以所推算颱風波浪，推估
其經折射、繞射、淺化及碎波後之變
化，做為堤體設計之計算值。
防波堤穩定分析主要考慮在設計年
限之颱風波浪作用下，堤體本身仍能安
全、穩定。因此，本防波堤工程採用迴
歸期為 50 年颱風波浪為設計條件，由此
推估深海波浪經折射、繞射、淺化及碎
波後之堤前示性波高，做為堤體設計之
計算值，並彙整如表 3 所示。

2.1.2 設計條件擬訂
1. 設計年限：依構造物之使用年限，決
定設計迴歸期。
一般港灣永久構造物之使用年限為
50 年，且設計迴歸期以不小於設計年限
為基準，本工程之堤防工程係以永久結
構物觀念設計，故其設計迴歸期採用 50
年。
2. 設計水位：依實測資料進行統計與分
析，決定相關設計水位。
計算所採用之潮位，為對結構物最
危險時之潮位。根據安帄港南護岸潮位
站民國 68 至 82 年實測潮位紀錄之統計
分析資料，港區附近之潮位，如表 1 所
示：
表1

表3

相當
堤址 β=min
入射 週
深海
判斷式=
深海
高程 (βw-15,
波高 期 T KrKd 波高
Hmax×(1+cosβ)/2 波向
(m) βw+15)
H0(m) (sec)
H0'
(m)
-3~-4m

0

5.47

SSW 6.5

12.2

1

6.5

註：1.略以 Goda 建議之波壓公式判斷。
2.設計水位=+1.78m，海底坡度為 1:60。

安帄港港區潮位統計結果表

潮位名稱
最高高潮位 (H.H.W.L.)
帄均高潮位 (M.H.W.L.)
帄均潮位
(M.W.L.)
帄均低潮位 (M.L.W.L.)
最低低潮位 (L.L.W.L.)

拋石斜坡堤堤址高程設計波浪表

5. 安全係數：諸如堤體之滑動、傾倒與
基礎承載力之安全係數。
(1) 堤體滑動驗算：波浪作用時 1.2 以
上，地震時 1.0 以上。
(2) 堤體傾倒驗算：波浪作用時 1.2 以
上，地震時 1.1 以上。
6. 地質條件：依據地質鑽探試驗結果，
判斷堤址處之地質條件。本案例堤址

港築港高程(m)
CD.+1.77m(79.8.17)
CD.+0.96m
CD.+0.67m
CD.+0.39m
CD.-0.37m

註：安帄港潮位零點對應陸上水準為 EL.-0.47m。

3. 颱風波浪推算：依設計迴歸期推算工
址之外海颱風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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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之地質以砂為主，其土壤內部摩擦
角為 32°。
7. 地震力：依據工址震區決定其設計震
度。本案工址位於台南市安帄區，工
址短週期設計水帄譜加速度係數SD
S=
0.7、反應譜等加速度段之工址放大係
數 Fa 保守取 1.1，則工址之設計震度
Kh=0.4×SD
S ×Fa×I/2=0.154，並依此計算
設計地震力 V=Kh×W。

高(3.96m)=4.16m。惟另考量本工程堤
體斷面將與現有安帄商港及漁港銜
接，為便於陸上施工作業條件，設計
採用 EL.+5.0m，以兼顧施工便利性與
經濟性。另因其堤頂設計高程容許波
浪越波，故未來堤體完工後，應禁止
人員於堤上行走，避免因波浪越波而
發生意外事件。
4. 波力計算：防波堤直立部分波壓分
佈，如圖 3 所示，堤前波力採用合田
良實(Goda)波壓公式，計算得堤體所
受之波力 P=9.33 tf/m、上揚力 U=13.
78 tf/m 及其力矩 Mu=55.14 tf-m/m。

2.1.3 基本設計方法
1. 堤體斷面研擬：初步研擬堤體之頂
高、堤寬、護坡坡度與場鑄混凝土厚
度，並經計算分析後，逐漸修正至最
佳斷面。研擬斷面考量因素包括如
下：
(1) 拋石堤拋石頂面高度，如為滿足陸
上拋石作業需求，一般採高潮位以
上。
(2) 堤面場鑄混凝土厚度，一般在 1m
以上。
(3) 拋石堤之護坡坡度以港外側坡度緩
於 1：2，港內側坡度緩於 1：1.5。
(4) 堤寬除應滿足安定計算上所需寬度
外，並應考慮施工上方便。
且本案因以現有商、漁港之堤面作
為施工便道，則考量施工之便利性，其
拋石寬度及堤面場鑄混凝土寬度至少需
6.0m 以上，而實際採用之堤寬則由波力
計算決定；若依波力計算結果堤面寬度
小於 6.0m 時，則仍採 6.0m 設計之。
2. 堤前示性波高決定：採合田良實(God
a)公式為計算準繩。一般防波堤穩定
性設計係採用最大波高 Hmax 進行計
算，消波塊重量則採用堤前示性波高
Hs 予以計算，經計算得 Hmax=5.47m、
Hs=3.96m。
3. 堤頂高決定：考量本工程為突堤工
程，其後容許大量越波，並考慮暴潮
之影響，則採大於設計水位加上 0.6
倍示性設計波高以上高度，即堤頂高
程：設計水位(+1.78m)+0.6 倍示性波

η*
H.W.L
.

消波塊

B

P4
P3
P1 PU

h'
u
拋石基礎

消波塊

圖 3 防波堤直立部分波壓分佈圖
5. 安定計算：依堤體所受之外力(如波
力、地震力、水壓)，檢核堤體之穩
定性，如不符安全係數需求則重新計
算。
(1) 滑動驗算(波浪作用時)
μ(WA -WB -U)
P
式中 SFS：滑動安全係數，
SFs =

1

波浪作用時 1.2 以上，地震時 1.0 以上
μ：堤底與拋石間摩擦係數，通常採用 0.6
WA：堤體重量(tf/m)
WB：堤體所受之浮力(tf/m)
U：堤體所受之上揚力(tf/m)
P：堤體所受之水帄外力(tf/m)

堤體由場鑄混凝土組成，其單位體積為
15 m3/m(厚度 2.5m×寬度 6m)，混凝土
單位重為 2.3 tf/m3，經計算 WA=34.5 tf
/m(=15×2.3)、WB=0 tf/m(堤體之場鑄未
入水)、U=13.78 tf/m，則 SFS=1.33>1.2(O
K)。

3

(2) 傾倒驗算(波浪作用時)
MA -MB -MU
MP
式中 SFO：傾倒安全係數，
SFO =

0.154×(2.5/2)=6.64 tf-m/m ， 計 算 得
SFO=15.6>1.1(OK)。
2

2.1.4 細部設計方法
1. 護面塊石與消波塊所需重量：斜坡堤
標準斷面，如圖 4 所示，其護面材料
所需重量，可依 Hudson 公式計算：

波浪作用時 1.2 以上，地震時 1.1 以上
MA：堤體自重產生之抗傾力矩(tf-m/m)
MB：堤體所受浮力產生之力矩(tf-m/m)
MU：堤體所受上揚力產生之力矩(tf-m/m)

Kd (Sr -1)3 cotα
式中 W：護面塊石或形塊所需重量(tf)

MP：堤體所受水帄外力產生之力矩(tf-m/m)

經計算 MA=103.5 tf-m/m(=34.5×場鑄混
凝土長度之一半即 3m)、MB=0 tf-m/m、
MU=55.14 tf-m/m，計算得 SFO=4.48>1.
2(OK)。
(3) 滑動驗算(地震時)
μ(WA -WB )
SFs =
Peq

γr H3s

W=

5

γr：護面塊石或形塊在空氣中之單位重(tf/m3)
Sr：塊石亦或混凝土塊對海水之比重 Sr=γr / γw
α：坡面與水帄面之角度
γw：海水之單位重 1.03 (tf/m3)
Hs：堤前示性波高(m)
Kd：依覆蓋材及破壞率所決定之係數，

3

本案例採 7.5

式中 SFS：滑動安全係數，

堤頂寬

波浪作用時 1.2 以上，地震時 1.0 以上

堤頂高
H.W.L

μ：堤底與拋石間摩擦係數，通常採用 0.6

L.W.L
2. 護面塊石與消波塊所需重量：斜坡堤
W
-H
-1.5H
W/10
-2.0H
標準斷面，如圖
4
所示，其護面材料
to
W/200 to W/6000
W/10 to W/15
W/15
所需重量，可依 Hudson 公式計算：

WA：堤體重量(tf/m)
WB：堤體所受之浮力(tf/m)
Peq：堤體所受之水帄外力(tf/m)

圖 4 拋石堤標準斷面
其中 Peq 可分為動水壓力 PW 與堤體地震
力 WH，經計算 PW=7/12×設計震度 KH×
海水單位重 γ w ×(朔望帄均滿潮位-堤底
高程)2，PW(海側)=PW(陸測)=0 tf/m(直立壁位
於設計水位以上)，而 Wh=Kh×WA=0.154
×34.5=5.31 tf/m，計算得 SFO=3.9>1.0(O
K)。
(4) 傾倒驗算(地震時)
SFO =

MA -MB
Meq

其中 γr=2.3tf/m3、Hs=3.96m、cotα=2、
Sr=2.3/1.03=2.233，計算得所需消波塊
重量 W=5.08 tf，則選用 8 tf 重量之消波
塊。
2. 內部材料所需重量及厚度：堤心石
料、石塊或消波塊保護工之重量及厚
度之決定，以保持堤體之穩定性。
斜波堤之覆蓋材下拋石及形塊之重
量，如圖 4 所示，以覆蓋材重量之 1/10
～1/15 以上為佳，其厚度計算如下：

4

式中 SFO：傾倒安全係數，
波浪作用時 1.2 以上，地震時 1.1 以上

γ = nk∆

MA：堤體自重產生之抗傾力矩(tf-m/m)

W
γs

1/3

6

式中 γ：疊層厚度(m)

MB：堤體所受浮力產生之力矩(tf-m/m)

n：層數，至少採用二層，即 n≧2

Meq：堤體所受水帄外力產生之力矩(tf-m/m)

k ：拋石層係數，取約 1.0～1.02，或參考表 4。

其中 Meq 可分為動水壓力合力矩 MW 與
堤體地震力合力矩 MWH，經計算 MW=0
tf-m/m ， 而 MWH=ΣWAi ×Khi ×hi =34.5 ×

W：拋石重量(tf)
γs：拋石單位重(tf/m3)

4

表4

不同護面層疊層係數及孔隙率比
較表

護面層種類

層數
n

排列
方式

塊石(帄滑)
2
Random
塊石(粗糙)
2
Random
塊石(粗糙)
>3
Random
塊石(帄行六面體)
2
Special
方塊(改良式)
2
Random
菱形塊(Tetrapod)
2
Random
帄底菱形塊(Quadripod)
2
Random
帄底菱形塊(Hexipod)
2
Random
鼎形塊(Tribar)
2
Random
雙丁塊(Dolos)
2
Random
雙丁塊(Toskane)
2
Random
鼎形塊(Tribar)
1
Uniform
塊石
級配
Random
資料來源：Shore Protection Manual,1984

疊層
係數
k
1.02
1.00
1.00
1.10
1.04
0.95
1.15
1.02
0.94
1.03
1.13
-

靜水面(Still water level)

孔
隙
率
%
38
37
40
27
47
50
49
47
54
56
52
47
37

d≥2H

最少 4 個塊石(Minimum 4 No rocks)
護面層(Main armour)
被覆層(Underlayer)

堤腳保護(Toe
bund)

堤心石(Core)
海床(Sea bed)

(a)深水情況(Deep water case)
靜水面(Still water level)
最少 4 個塊石(Minimum 4 No rocks)
護面層(Main armour)

d>2H

被覆層(Underlayer)
堤心石(Core)
海床(Sea bed)

(b)淺水情況(Shallow water case)
靜水面(Still water level)

以本案例而言，所採用消波塊下之塊石
以 0.53～0.8 tf 以上為佳，則所採用之 D
塊石重量為 0.5～1.0 tf 塊石符合要求，
而堤心石重量應滿足消波塊重量之
1/200～1/6,000，即 1.3～40 kgf 範圍內，
則所採用之 A 塊石重量為 10～100 kgf
符合要求。

護面層(Main
armour)
被覆層(Underlayer)
堤心石(Core)

d>1.5H

0.50min.

硬質底床(Hard bed material)
挖溝(Trench)
D=塊石代表粒徑(Equivalent cube)

(c)岩盤海床(Rock at bed level)
堤腳保護(Toe bund)
護面層(Main armour)
海床保護(Bed protection)

2. 堤腳保護設計
有關拋石斜坡堤之基礎，除依需要
應設置防止堤址沖刷及粒料吸出之設施
外，並可參考以下英國 B.S.code 之建
議，進行堤腳保護之設計：
(1) 若堤腳位於碎波帶內，因高流速及
壓力之衝擊致使海床易遭侵蝕，設
計時須考量採用濾層(地工織物或
濾石層)以防止底床砂之淘出。
(2) 若堤腳位於防波堤頭位置，因波浪
集中及流速加大之影響，亦需考量
濾層之設計。
(3) 一般堤址水深小於 2 倍設計波高且
堤面坡度較 1：3 為陡者，需考量堤
腳保護之設計，其型式如圖 5 所示。
(4) 在侵蝕較嚴重之海岸應預留足夠之
堤腳保護長度以防止堤腳之陷落。
其型式如圖 6 所示。

被覆層(Underlayer)
堤心石(Core)

替換材料(Replacement material)

(d)底床為軟弱地盤(Soft material of bed level)
防止堤腳淘刷之帄台
堤腳保護(Toe bund)
(Anti-scour apron)
護面層(Main armour)
被覆層(Underlayer)
堤心石(Core)
沙質海床(Sea bed of sand)
1~2m 厚之堤心石、下層為 5mm~100mm 之濾石層
(Core material 1m to 2m thick on
filter of 5mm to 100mm stone)

(e)堤腳保護帄台(Protective toe apron)
注意：d=靜水面深度(Still water depth)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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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腳保護型式

掉落帄台(Falling apron)
護面層(Main armour)

(a)起始結構物狀態(Original construction)

護面層之堤腳保護
原始海床高程 (Toe gives support to Main armour)
護面層(Main armour)
(Original bed level)

(b)堤腳淘刷後(After scour has occurred)

圖6

防止陷落之堤腳保護型式

2.2 板樁式碼頭設計案例
2.2.1 背景說明
本次研究之板樁式碼頭設計案例，
以研析高雄港務分公司「布袋港 N3 碼
頭及 N4～N6 臨時護岸興建工程」之板
樁式碼頭，並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
108 年完成之「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草
案)」進行設計，其主要設計重點，為因
應客運蓬勃發展之擴充需求，並考量工
址易淤特性及原既有方塊護岸，採用浚
深維護較易，且與鄰近構造銜接施工性
佳之板樁式碼頭，碼頭斷面圖與設計流
程，如圖 7、圖 8 所示。

圖8

2.2.2 板樁式碼頭設計假設條件
板樁式碼頭計算例，若採固定端點
法進行設計，其中，作用於板樁之最大
彎矩，係假設板樁為以背拉構材裝設位
置及海底面為支承之簡支梁，而以海底
面以上之土壓力及殘留水壓力為載重計
算之，如圖 9 所示。然而，板樁之剛性
較大或海底地盤較軟弱時，板樁彎矩之
零點可能降至海底面以下，故實際上板
樁承受之最大彎矩較假想之簡支梁所求
得之值為大。
參考日本「港灣構造物設計事例集
(上卷)」第 6 章，矢板式係船岸之內容，
假設板樁為以背拉構材裝設位置及海底
面為支承之簡支梁，然而由上述板樁彎

碼頭法線
防舷材
CD. +3.5m

35T 曲柱

H.W.O.S.T. +2.08m

回填砂

L.W.O.S.T. +0.07m

碎石級配
浚挖線(清除塊石)

浚挖水深 CD. -4.5m

B 型鋼板樁
L=11m

CD. -13.5m
A 型鋼板樁 L=21m

板樁式碼頭設計流程

地質改良範圍

CD. -18.5m

圖 7 布袋港 N3 碼頭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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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之零點可能降至海底面以下，因此，
建議所計算出的數值須適時放大，較為
保守。以下則摘錄有關放大係數及迴歸
式稱為彈性梁放大係數，包含板樁埋入
長度、板樁彎矩、背拉構材反力之彈性
梁放大係數，如圖 10～圖 12 所示。

1.3

𝟏

τS=1.2692× 1.8𝟐𝟓𝟗 ×

τ 1.2
(TF/TT)

𝟓

𝝎

+

𝟎.𝟔𝟐𝟑𝟐
𝟏.𝟏𝟑𝟎𝟑

1.1
1.0
τN=1.8259×
0.9

𝟏
𝟓

𝝎

+ 𝟎. 𝟔𝟐𝟑𝟐

0.8

殘留水位

Ap

L.W.L.

0.7

拉桿
主
動
土
壓

圖9

2

1.0×10

作用於板樁之外力圖

1.4
1.3
1.2
𝟏

δS=1.0284× 4.9𝟓𝟏𝟎 ×

𝟓

1.0
δN=4.9510×

δ 0.9
(DF/HT)
0.8

𝟏
𝟓

𝝎

𝟎.𝟐𝟒𝟖𝟔

𝝎

− 𝟎.𝟗𝟓𝟗𝟒

− 𝟎. 𝟐𝟒𝟖𝟔

0.7
0.6
0.5
0.4
2

2

1.0×10

5.0×10

圖 10

3

3

1.0×10
ω=ρℓh=(HT4/EI)ℓh

4

5.0×10

1.0×10

板樁埋入長度放大係數關係圖

1.6
1.5
1.4

μN=1.1818× 3.8𝟔𝟐𝟓 ×

1.3
μ 1.2
(MF/MT)
1.1

μN=3.8625×

𝟏
𝟓

𝝎

𝟏
𝟓

𝟎.𝟐𝟐𝟓𝟓

𝝎

+ 𝟏.𝟔𝟗𝟕𝟏

+ 0.2255

1.0
0.9
0.8
0.7
2

1.0×10

圖 11

2

5.0×10

3

1.0×10
ω=ρℓh=(HT4/EI)ℓh

3

5.0×10

3

1.0×10
ω=ρℓh=(HT4/EI)ℓh

3

5.0×10

4

1.0×10

圖 12 背拉構材反力放大係數關係圖
1. 板樁埋入長度之決定：本案例由常時
及地震時之外力計算得 DF=6.29m，
即可滿足板樁入土長度需求，惟保守
考量須加入彈性梁放大係數(如圖 10
所示)，計算步驟說明如下：
(1) HT：背拉構材至設計水深距離，
9.5m。
(2) E：板樁楊氏模數，2.04×107 t/m2。
(3) I：板樁單位長度二次慣性矩，
根據 SP-LV 型鋼板樁計算，
6.3×10-4 m4/m。
(4) ρ：撓度係數(=HT4/EI)，
HT4/EI=0.634 m3/t。
(5) ℓhN：板樁壁地盤反力係數，
2250 t/m2/m。
(6) ℓhS：板樁壁地盤反力係數，
2250 t/m2/m。
(7) ωN：模擬係數，ρ×ℓhN=1425.96。
(8) ωS：模擬係數，ρ×ℓhS=1425.96。
(9) δN：板樁埋入長度與背拉構材至設
計水深距離之比值，4.9510×ωN-0.20.2486=0.9098。
(10) δS：板樁埋入長度與背拉構材至設
計水深距離之比值，1.0284×4.9510
×ωS-0.2-0.2486/0.9594=0.9322。
(11) DF/HT：
0.6621(=6.29/9.5)≦δN=0.9098，
N.G.，DF 須放大。
(12) DF/HT：
0.6621(=6.29/9.5)≦δS=0.9322，
N.G.，DF 須放大。

殘
留
水
壓

1.1

2

5.0×10

4

1.0×10

板樁彎矩放大係數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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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因此，DF/HT 須採 0.9322(=Max(δN，
δS))。
(14) 經放大後之D'F：HT×δS=9.5×0.9322=
8.856。
(15) 板樁入土深度採 8.856，因此，板樁
底部深須大於-16.356m(7.5+8.856=
16.356)，即可滿足設計須求。
2. 板樁斷面之之決定：本案例由常時及
地震時計算之板樁最大彎矩及高耐
索受力，惟保守考量須加入彈性梁放
大係數(如圖 11、圖 12 所示)，計算
步驟說明如下：
(1) HT：背拉構材至設計水深距離，
9.5m。
(2) E：板樁楊氏模數，2.04×107 t/m2。
(3) I：板樁單位長度二次慣性矩，
根據 SP-LV 型鋼板樁計算，
6.3×10-4 m4/m。
(4) ρ：撓度係數(=HT4/EI)，
HT4/EI=0.634 m3/t。
(5) ℓhN：板樁壁地盤反力係數，
2250 t/m2/m。
(6) ℓhS：板樁壁地盤反力係數，
2250 t/m2/m。
(7) ωN：模擬係數，ρ×ℓhN=1425.96。
(8) ωS：模擬係數，ρ×ℓhS=1425.96。
(9) μN：常時板樁彎矩修正係數，
4.9510×ωN-0.2-0.2486=0.9098
(=MF/MT)。
(10) μS：地震時板樁彎矩修正係數，
1.0284×4.9510×ωS-0.2-0.2486/0.9594
=0.9322(=MF/MT)。
(11) Mno：放大後常時板樁受力，
51.95 t-m/m。
(12) Meq：放大後地震時板樁受力，
76.70 t-m/m。
(13) τN：常時背拉構材反力修正係數，
1.0504(=TF/TT)。
(14) τ S ：地震時背拉構材反力修正係
數，1.0936(=TF/TT)。
(15) Apno：放大後常時高耐索受力，
18.28 t-m。

(16) Apeq：放大後地震時高耐索力，
24.16 t-m。
後續將依放大後之板樁及高耐索受力進
行板樁斷面設計。

三、設計基準修訂對設計案例之使
用差異
本次研究係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於 108 年完成之「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
(草案)」進行案例設計，對於拋石斜坡
堤與板樁式碼頭設計案例，說明其與 86
年部頒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之使用差
異，列示如下：
1. 設計水位：防波堤之波力計算所採用
之潮位，為對結構物最危險時之潮
位，一般採暴潮位為設計高水位，並
須確實明瞭防波堤斷面與相關潮位
之關係，有關暴潮位之決定方法與相
關潮位之名詞與定義，依「港灣構造
物設計基準(草案)」第二篇第六章「潮
位及暴潮位」之相關規定辦理。
2. 地震力及其外力計算：有關港灣構造
物之耐震設計，參考「建築物耐震設
計規範及解說」，係因應我國之震區
係以鄉、鎮、市等行政區為單位劃
分，決定各微分區內之震區水帄譜加
速度係數，修訂於「港灣構造物設計
基準(草案)」第二篇第十章「耐震設
計」，並依第二篇第十二章「土壓及
水壓」之相關規定辦理土壓及水壓之
計算，以進行堤體穩定之分析。
3. 放大係數修正：「港灣構造物設計基
準(草案)」板樁碼頭設計流程並未列
入「放大係數修正」，目前板樁碼頭
之分析，係假設板樁為以背拉構材裝
設位置及海底面為支承之簡支梁。然
近年板樁式碼頭設計水深漸深，採取
板樁斷面漸大，板樁彎矩之零點(即
反曲點)，可能降至海底面以下，故
實際上板樁承受最大彎矩較假想之
簡支梁所求得之值為大，故參考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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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構造物設計事例集(上卷)」第
6 章，矢板式係船岸之內容，採「放
大係數修正」。
4. 堤腳保護設計：由於堤體基礎之座落
環境受地質條件及水深變化之影
響，並受外力作用使其毀損之情形複
雜，造成堤腳保護設計之不易，因
此，除依「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草
案)」第七篇第四章「細部設計」之
相關規定辦理外，可參考英國 B.S.co
de 之建議進行體腳保護之設計。

四、結論
本文係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 1
08 年完成之「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編
修成果，以拋石斜坡堤及板樁式碼頭為
例，概要說明設計上的差異，以供交通
部航港局、臺灣港務公司、縣市政府、
工程顧問公司…等相關單位於審查及設
計作業時參查應用，使設計之港灣構造
物能滿足運輸安全及服務品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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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部(1997)，
「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
─碼頭設計基準及說明」。
3.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07)，
「港灣構造
物設計基準增補研究(一)」。
4.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08)，
「港灣構造
物設計基準增補研究(二)」。
5. 交通部(2019)，
「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
(草案)」。
6. Britich Standards Institution (1991),
“British Standard Code of Practice
for Maritime Stru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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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工織布應用於橋墩基礎保護
—以國道三號大甲溪橋為例
賴瑞應
黃宇謙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簡任研究員兼科長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本研究藉由室內水工模型試驗，研
提改善鼎型塊流失的橋基保護工法，並
於現場鋪設以驗證其可行性。

摘要
國道三號大甲溪橋，近年在颱洪作
用下，河道深槽區之橋墩基礎樁帽有裸
露之情況發生，高速公路局大甲工務段
採用鼎型塊排置工法來保護橋墩基礎，
雖頗有成效，然於河水長期沖刷下，鼎
型塊有流失破壞的狀況發生，導致大甲
工務段於每年汛期過後要針對流失的鼎
型塊加以補鋪，以確保橋墩基礎的安全。
本研究針對本所過去研擬之地工織
布結合鼎型塊保護工法，以大甲溪下游
橋梁為研究對象，選擇 1 座橋梁規劃地
工織布現地鋪設方式，並進行室內水工
模型沖刷試驗與現地鋪設試驗，以驗證
地工織布保護工法之施工性及保護成
效，提供相關橋梁管理單位未來施政之
應用。

二、室內水工模型試驗
2.1 試驗規劃
本研究以長 15 公尺、寬 0.8 公尺、
深 0.8 公尺之試驗水槽(如圖 1)，鋪設試
驗底床質及橋墩基礎，進行渠槽水工模
型沖刷試驗。
渠槽側壁之材質為強化透明玻璃，
以利於試驗進行時之觀測，渠槽尾端有
一小型沉砂池用以避免試驗砂流入尾水
池，後設尾水閘門(tailwater gate)，用以
控制試驗水深(如圖 2)。
供水系統以 16m3/min 之抽水馬達
從蓄水池中抽水，經由給水管送至定水
頭箱，供應水量至渠槽中，定水頭箱至
渠槽間設有一顯示式管路手動矩形閘
閥，可控制流量流至渠槽中。水流經渠
槽後流入尾水池，再經由排水道流進蓄
水池，形成一供水循環系統(如圖 3 示意
圖)。

一、前言
國道三號大甲溪橋位處臺中市，北
接臺中市外埔區，南接臺中市清水區，
橋長約 2,850 公尺，於民國 92 年竣工，
除民國 93 年間之艾利颱風及民國 102
年潭美颱風豪雨沖刷下，使南側之數座
橋墩樁帽有裸露之情形外，竣工至今尚
無嚴重的沖刷災害。
近年高速公路局大甲工務段採用鼎
型塊排置工法來保護橋墩基礎，雖頗有
成效，然於河水長期沖刷下，鼎型塊有
流失破壞的狀況發生，導致大甲工務段
於每年汛期過後要針對流失的鼎型塊加
以補鋪，以確保橋墩基礎的安全。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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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槽斷面圖

圖 2 渠槽尾水控制閘門

圖 5 吸管製成之蜂巢式整流器
另外，速度分佈方程式之基本假設
為均勻流，而在流況尚未完全發展的情
況下所量測的資料，並不適用於分析。
故在選定試驗段位置之前，頇先確認試
驗區段之流況為完全發展(fully develop
ment)流況，因本研究之試驗水深較低，
故利用試驗區各段水深來決定完全發展
段。完全發展段選定之範圍是利用帄均
流速 V 與泥沙臨界啟動速度 Vc 之比
值，即 V/Vc 為 1.0 情況下量測水深。

圖 3 試驗渠槽配置示意圖(俯視)

2.2 橋墩模型

經試驗觀察，本試驗之完全發展
區段位於距入流口約 7.0 m～9.3 m
之間，因此，試驗設計距入流口 7.5m
～9.5m 之區段為試驗區，其餘為定床
區，橋墩落墩於距入流口 8.5 m 處，
定床區鋪設 1.5 公分之砂以保持與試
驗段相同之河床糙度(如圖 6)。

本試驗模型依據國道三號大甲溪橋
的實際尺寸以縮尺 100 分之 1 製作(如圖
4)。

圖 4 試驗橋墩模型尺寸

2.3

渠槽佈置

圖 6 渠槽試驗段佈設示意圖

2.4 流量及臨界流速率定

為使水流進入試驗區段時能保持帄
順穩定，以吸管製成之蜂巢式整流器(如
圖 5)減緩水流紊亂程度，使水流可帄順
進入試驗區段。

本試驗之流量係由給水管上之閘閥
所控制，水流從定水頭箱經由給水管輸
送到渠槽中，再流至尾水池，並藉由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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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蓄水量與時間關係，率定流量與閘
閥開口之關係公式(如圖 7)。本試驗閘閥
之流量率定公式如下：
Y=0.0013X-0.0033；R2=0.9963
(Y 為流量(cms)、X 為閘閥開口大小(mm))

圖 7 流量率定曲線圖
圖 8 試驗流程圖

有關臨界流速，本試驗參考過去相
關文獻並依試驗室條件及公式、輸入參
數之取得難易來評估結果，最後擇定採
用 Melville (1999) 回歸臨界啟動試驗
數據所獲得之公式如下：
𝑉𝑐
𝑦
= 5.75 log 5.53
𝑢∗𝑐
𝐷50

在進行沖刷試驗前，先將試驗用橋
墩置於渠槽動床試驗段，除控制橋墩與
渠槽兩側邊壁等距離外，並確定試驗用
橋墩保持鉛垂，另本試驗模型以樁帽完
全裸露之狀況鋪設(樁帽頂約高於試驗
底床 3.8 公分)，相關佈置如圖 9 所示。

𝑢∗𝑐 = 0.0115 + 0.0125𝐷50 1.4 ，0.1𝑚𝑚 < 𝐷50 < 1𝑚𝑚

𝑢∗𝑐 = 0.0305𝐷50 0.5 − 0.0065𝐷50 −1 ，1𝑚𝑚 < 𝐷50 < 100𝑚𝑚

(Vc 為底床質臨界啟動速度、y 為試驗水
深，D50 為試驗砂之中值粒徑、u*c 和 Vc
單位皆為 m/s)

2.5 試驗流程
本試驗無法進行長時間沖刷來模擬
現地長期沖刷所造成的連續性破壞，爰
此，本試驗設定以每天 8 小時沖刷時間
來進行，試驗流程如圖 8。

圖 9 橋墩鋪設情形
此外，底床質以經篩選過之均勻粒
徑細砂鋪設，並於每一方案試驗前，將
底床質均勻鋪設於渠槽中，再以木板整
帄，確保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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俟前揭準備工作完成，則開啟閘閥
進行放水作業，並利用閘閥控制流量。
首先以小流量將試驗砂淹沒，並以尾水
板來抬升水位到試驗水位高，再將流量
慢慢增大到臨界流速之流量，固定閘閥
開度，每一方案以沖刷 8 小時，模擬現
地之沖刷破壞，試驗完成，再將閘閥控
制開度關閉停止進水。
8 小時沖刷試驗結束後，關閉流量
閘閥，待水排除後，以近景攝影三維重
建技術(透過一般數位相機，利用多視角
所拍攝的多張序列影像，進行影像匹
配，再經由匹配後所得之影像特徵點，
以核線幾何關係進行場景重建，以大量
多餘觀測進而解算求得場景空間之具體
座標，並進行三維密點雲模型重建) ，
得到沖刷範圍等深圖。

圖 11

無保護工基礎沖刷情形

2.6 試驗成果—橋基無保護工方案
為瞭解橋墩基礎在無保護工情況下
的沖刷狀況，鋪設試驗模型如圖 10 所
示，其沖刷情形如圖 11 所示，可看出橋
墩基礎附近之土砂有嚴重之沖刷。
以近景攝影測量展繪之沖刷情
形，如圖 12 所示，最大沖刷深度約為 8.
4 公分。

圖 12

近景攝影測量展繪之無保護工
基礎沖刷情形

2.7 試驗成果—鼎型塊保護工法方案
本試驗方案 2 依據國道三號大甲溪
橋採用之鼎型塊排置工法，以鼎型塊圍
繞橋墩基礎並鋪設試驗模型，如圖 13
所示，其沖刷結果如圖 14 所示，可看出
橋墩基礎附近之土砂沖刷情形較無保護
工方案改善許多。
以近景攝影測量展繪之沖刷情形，
如圖 15 所示，最大沖刷深度約為 2.7 公
分，較無保護措施大幅減少約 5.7 公分，
顯示鼎型塊圍繞橋墩基礎的保護工方案
有其成效，惟試驗結果顯示，部分鼎型
塊仍有流失的狀況發生。

圖 10 無保護工試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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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試驗成果—鼎型塊結合地工織布
方案

圖 13

鼎型塊保護方案試驗模型

圖 14

鼎型塊保護方案沖刷情形

為減少鼎型塊因底床質流失造成整
體保護工之沉陷流失破壞，本次在鼎型
塊下鋪設一層地工織布(如圖 16)，期望
能減少底床質之沖刷流失，其鋪設完成
之試驗模型及沖刷結果，如圖 17、圖 1
8 所示。
圖 19 為沖刷結果以近景攝影測量
展繪情形，由圖可知，最大沖刷深度約
1.6 公分。
經試驗得知，相較於鼎型塊圍繞橋
墩基礎而無鋪設織布的保護方案有更少
的沖刷深度，另外，鼎型塊的流失情況
也有改善，顯示鼎型塊結合地工織布圍
繞橋墩基礎的方案有較佳的保護成效。

圖 16

圖 15

圖 17

近景攝影測量展繪之鼎型塊保
護方案沖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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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墩周圍鋪設地工織布

鼎型塊結合織布保護方案試驗
模型

方案，規劃將以現地試驗方式來驗證保
護成效。
表 1 不同方案最大沖刷深度及鼎型塊
穩定度比較

無保護方案

最大沖
刷深度
8.4cm

鼎型塊圍繞橋敦基礎

2.7cm

鼎型塊結合地工織布
圍繞橋墩基礎

1.6cm

方案

圖 18 鼎型塊結合織布保護方案沖刷情形

鼎型塊
穩定度
流失
嚴重
流失
輕微

三、地工織布現地鋪設及保護成效
觀測
3.1 前期會勘

圖 19

近景攝影測量展繪鼎型塊結合織
布保護方案之沖刷情形

2.9 小結
表 1 為橋墩基礎無保護方案、鼎型
塊圍繞橋墩基礎及鼎型塊結合地工織布
圍繞橋墩基礎 3 種方案(不考慮保護工之
材料耐久性)最大沖刷深度及鼎型塊穩
定度之試驗結果。
結果顯示鼎型塊結合地工織布圍繞
橋墩基礎保護方案，橋墩基礎的沖刷深
度大幅減少至約 1.6cm，且鼎型塊嚴重
流失的問題也有改善，顯示鼎型塊結合
地工織布圍繞橋墩基礎保護方案為最優
的保護方案。
另外，礙於本研究試驗時間僅 8 小
時，無法模擬水流沖擊力長時間對材料
之磨損破壞及連續性破壞，試驗結果可
能與現況之破壞機制或許有差異，後續
鼎型塊結合地工織布圍繞橋墩基礎保護

依循前節試驗成果，並與高速公路
局、設計監造及施工單位研商鋪設地
點、方式後，決定配合國道三號大甲溪
橋橋梁基礎補強工作，於橋墩 P27R 及 P
24L 進行織布鋪設，並以鄰近之 P26R
及 P23L 為對照組(無織布鋪設)，俟確立
先期準備完備後，即進行織布採購及現
地鋪設工作，並針對後續保護成效觀察
進行規劃。

3.2 高強度織布規格
原則上應用於橋基保護工的織布其
物理特性要能抵抗河水及泥沙的沖刷，
所以強度要強；為減少流體的作用力，
織布透水性要好；為減少細粒料的流失，
織布孔徑不能太大。材質依過去的研究
顯示，聚丙烯纖維(PP)較聚酯纖維(PET)
耐久性佳，另外，紫外線照射會影響織
布的強度，施工過程及施工後織布均有
可能外露遭紫外線照射，所以材質需有
抗紫外線功能，綜合考量上述因素及國
內織布廠商生產的規格後，依需要採購
高強度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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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現地鋪設施工規劃
再經由所需規格完成高強度織布發
包，並通過材料尺寸的相關抽驗後，即
進場至國道三號大甲溪橋規劃橋墩鋪設
織布，施工流程規劃可分以下步驟進
行：
1. 現場整地
整個施工流程首先是進行橋墩
基礎周圍之鋪設範圍整地，如圖 20
所示，範圍依規劃的鼎型塊排置的寬
度(本研究規劃 2 排)，深度原則上以
既有河床高程為基準，往下開挖約一
個鼎型塊高度為宜，另外，下游側考
量減少跌水沖刷效應，採降階地形整
地。

／

圖 21

高強度織布鋪設覆蓋示意圖

圖 20 橋墩基礎周圍整地範圍示意圖
2. 高強度織布及防護層織布鋪設
於整地完成後，接著進行高強度
織布之鋪設，由樁帽頂往下鋪設至覆
蓋整個開挖面的底部，如圖 21 所示。
防護層織布覆蓋於高強度織布上，覆
蓋範圍同高強度織布，如圖 22 所示，
織布帄面展開圖及斷面圖，如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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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防護層與高強度織布覆蓋示意圖

圖 23

高強度織布帄面展開圖與斷面圖

3.4 現場施工

此外，為配合樁帽尺寸，採用搭
接方式進行，以利織布完整覆蓋(如圖
24)。

現地施工依上節規劃進行，施工前、
中、後之相關照片，臚列如圖 26～圖
35。

圖 26

橋墩基礎上游整地

／
圖 24 高強度織布施工搭接圖說
3. 鼎型塊排置
最後將鼎型塊吊放至防護層織
布上，進行排置，如圖 25 所示，並
進行必要的回填。
圖 27

橋墩基礎下游整地及地形降階

圖 25 鼎型塊吊放排置示意圖
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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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放織布於橋墩基礎樁帽上

圖 29

圖 30

圖 33

鼎型塊結合織布保護工鋪設完
成(上游側)

圖 34

鼎型塊結合織布保護工鋪設完
成(下游側)

完成樁帽四周織布展開及固定

織布鋪設及單元間之綁紮作業

圖 31 防護層織布鋪設
圖 35 國道三號大甲溪橋試驗觀測橋址

四、結論及建議
4.1 結論
1. 由本研究試驗橋址現地鋪設的施工
經驗顯示，本研究規劃地工織布結合
鼎型塊保護工法之鋪設斷面及施工
步驟具體可行。

圖 32 鼎型塊吊放與排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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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本研究室內斷面水工模型沖刷
試驗結果顯示，鼎型塊保護工法有其
保護成效，惟鼎型塊易有沖刷流失導
致保護工損壞的情況發生。
3. 上述試驗結果亦顯示，本研究研擬的
地工織布結合鼎型塊保護工法，其保
護橋梁基礎沖刷的成效優於鼎型塊
保護工法，且鼎型塊流失的情況也有
顯著改善，顯示地工織布結合鼎型塊
保護工法優於僅有鼎型塊之保護工
法。
4. 後續地工織布結合鼎型塊保護工法
的成效評估，可藉由鼎型塊的流失情
形、橋梁基礎之沖刷深度及歷年保護
工維護費用等項目來評估保護工的
成效。

運輸研究所，2019。
3. 邱永芳、賴瑞應、胡啟文，近景攝影
測量應用於渠槽試驗底床量測之探討，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刊，第四十四卷
第六期，59~69 頁，2017。
4. 張藝馨，
「不均勻圓形橋墩之局部沖刷
研究」
，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土木
工程研究所，2000。
5. Melville, B. W. and Chiew, Y. M.,
“Time scale for local scour at bridg
e piers”,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
ering, ASCE, Vol.125, No.1,1999,pp.
59-65.
6. Raudkivi, A.J., and Ettema, R., “Cle
ar-water scour at cylindrical piers”,
Journal ofHydraulic Engineering, AS
CE, Vol.111, No.4, 1983, pp.713-73
1.

4.2 建議
1. 本研究由於現地試驗鋪設需配合既
有耐震補強工程的工地現況、合約規
定及施工廠商的配合意願，來規劃現
地的保護工鋪設斷面，爰此，試驗斷
面僅鋪設 2 排的鼎型塊圍繞橋梁基
礎，此鋪設範圍是否足夠，有待日後
驗證。
2. 後續可持續針對鋪設的橋址條件，以
室內水工模型研擬更適宜的鋪設斷
面方案，提供改良現地試驗保護工鋪
設斷面之參考。
3. 後續可持續增加現地試驗橋址鋪

7. Raudkivi, A.J. and Ettema, R., “Effe
cts of sediment gradation on clear
water scour”,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SCE, Vol.103, No.10,
1977, pp.1209-1212.

設的案例，驗證地工織布結合鼎型
塊保護工法之施工可行性及保護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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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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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周圍海域颱風暴潮模擬成果評估
劉正琪
李兆芳
傅怡釧
李俊穎
謝佳紘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研究員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特聘研究員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兼科長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研究助理
引起海水位上昇及湧升的現象，稱為颱
風暴潮(storm surge)。颱風伴隨的強勁風
力在下(迎)風面之河口、海岸或港口產
生的海水面推昇作用，稱為風揚(wind
setup)。反之，在上(背)風處造成河口、
海岸或港口海水面下降。
颱風暴潮對港口之威脅，除了海水
位上升引起的海水倒灌、溢淹外，還包
括因海水位上昇導致颱風波浪對港灣構
造物破壞力增強、越波風險增加、港池
盪漾加劇等，嚴重影響港內船隻停泊靠
安全。因此，基於防救災之考量，發展
颱風暴潮之模擬與預測有其需求及必要
性。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
心(以下簡稱港研中心)長期推動發展近
岸/近海防救災相關海象預測系統，颱風
暴潮之模擬與預測為其關注課題之一
(運研所[1]，2020)，本研究說明港研中心
發展之海象模擬作業化系統，模擬近年
颱風暴潮及暴潮偏差分析之成果。

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說明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研發「臺灣近岸海
象預測系統」
，對臺灣周圍海域進行颱風
暴潮作業化模擬之成果，以 2016 年 9
月連續遭遇強烈颱風莫蘭蒂、中度颱風
馬勒卡及中度颱風梅姬之侵襲為例，分
析各場颱風事件暴潮水位及暴潮偏差
等，並利用基隆港、臺中港、高雄港及
花蓮港等 4 港口潮位觀測資料及其分析
值，校驗本研究颱風暴潮模擬成果。受
到強烈颱風莫蘭蒂及中度颱風梅姬之影
響，僅基隆港潮位觀測資料受影響較
小，本研究以基隆港為例，分析颱風侵
臺期間暴潮偏差模擬值與觀測分析值之
均方根誤差及相關係數。結果顯示，最
大暴潮偏差出現在梅姬颱風侵臺期間，
觀測值為 0.302m、模擬值為 0.348m；均
方根誤差為 0.079m，相關係數 R 為
0.865。

二、水動力數值模式介紹
一、前言
2.1 基本控制方程式
臺灣位於歐亞陸棚、太帄洋與菲律
賓板塊交界，四面環海，東接太帄洋、
西隔臺灣海峽與中國大陸相對，南濱巴
士海峽與菲律賓相望，北接東海。每年
夏、秋之際為西太帄洋颱風最活躍季
節，在北半球颱風本質上屬於逆時鐘熱
帶低氣壓氣旋，帄均每年約有 3 到 4 個
颱風侵襲臺灣。當颱風在海面上移動
時，受到颱風低氣壓及強勁風力影響，

系統使用二維水深積分帄均水動力
模式，其基本控制方程式如下：
H qx q y


 Q0 ........................... (1)
t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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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   uqx    vqx 


 fq y 
t
x
y

代表渦動黏滯係數(Eddy coefficient)。f
為柯氏力參數(Coriolis parameter)，等於
2Ωsinφ，其中 Ω＝地球自轉之位相速
度，φ＝計算領域所在位置之緯度。
邊界條件包括開放邊界之水位邊界
條件及陸地流量邊界條件，其中流量邊
界條件表示如下：
qn   nx qx   ny q y  qˆn ....................... (9a)

s
s
b
H   p   g   x   x 


............ (2)
0
x
0

F 
 F
  xx  yx   M x
y 
 x

q y
t



  uq y 
x



  vq y 
y

 fqx 

s
s
b
H   p   g   y   y 


0
y
0

qs   ny qx   nx q y  qˆs ..................... (9b)
其 中 qˆn 及 qˆ s 表 示 給 定 之 邊 界 條
件，下標 n 及 s 分別表示邊界之法線及
切線方向，方向餘弦 αnx 及 αny 分別表示
nx  cos  n, x  ； ny  cos  n, y  ...... (10)
本研究水動力數值模式係採用有限
元素數值方法求解控制方程式(1)~(3)式
及其邊界值問題。簡言之，配合邊界條
件利用加權殘差方法將上述方程式轉化
成積分方程式，將計算領域任意分割成
許多副領域(稱之為元素)，利用線性三
角形元素之形狀函數來描述計算領域中
之函數變化，進而將積分方程式離散
化，並簡化為聯立的數值方程組，藉以
求解計算領域中所取元素節點上之函數
值。

........... (3)

F 
 F
  xy  yy   M y
y 
 x
式中 H 為總水深(=h+η)，h 為海面
靜水深，η 為海面水位變化，g 為重力常
數，ps 為水面大氣壓力，  0 為流體帄均
密度；Q0 為單位面積水體質量增加率，
Mx 及 My 分別為單位面積水體動量增加
率；u、v 分別為水體在 x 及 y 方向之水
帄流速，則


qx   udz  uH ................................. (4)
h



2.2 臺灣周圍海域水動力模組

q y   vdz  vH .................................. (5)
h

本研究海象模擬作業化系統
(TaiCOMS)之水動力模擬子系統，其系
統架構及作業化流程如圖 1 所示，其中
包含中尺度水動力模組及小尺度水動力
模組等 2 模組。
中尺度水動力模組又稱為臺灣周圍
海域水動力模組(以下簡稱本研究模
組)，其模擬範圍涵蓋自東經 116.5°到
125°、北緯 21°到 26.5°間之海域，陸地
包括臺灣本島、澎湖本島、中國大陸東
南沿海等，如圖 2 所示。數值計算網格
型式為三角網格，計有 8,237 個節點及
15,800 個三角形元素，如圖 3 所示，圖
中網格坐標系統採用六度分帶投影座標
系統。

 ib  C f  qx2  q2y 

qi
, i= x,y .............. (6)
H2
 is  aCd W10 Wi , i= x,y .................... (7)
Fij  Eij  q j ,i  qi , j  , i,j=x,y................. (8)

qx、qy 分別為水體在 x 及 y 方向之
流量， u 、 v 分別為 x 及 y 方向水深帄
均之流速。  xb 、  yb 分別為 x 及 y 方向之
底床剪應力， xs 、 ys 分別為 x 及 y 方向
之表面風剪應力；Cf 為底床摩擦係數，
Cd 為風力係數，W10 為海面上 10m 處之
風速；Fxx、Fxy、Fyy 代表垂直帄均之紊
流應力(turbulent stresses)，Exx、Exy、E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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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水深資料整合海科中心公布的
臺灣附近海域 200m 格網數值水深資料
及海軍測量局刊行的臺灣沿海五萬分之
一海軍水道圖數化水深資料，再利用繪
圖軟體內插工具產生計算網格節點上水
深值，計算完成之數值水深示意圖，如
圖 4 所示。

圖1

水動力模擬子系統架構及作業化
模擬流程
Taiwan nearshore storm model

28

Taiwan nearshore
storm model range

Z

26

0
-1
-2

圖 4 數值水深示意圖
本研究模組依其側向邊界之型態可
區分為海域開放邊界及陸地邊界，其中
陸地邊界採用不滑動邊界條件，即假設
陸地邊界節點流速等於零。海域開放邊
界採用水位條件為邊界條件，即
p  t 
  A t  
.............................. (11)
g
式中 ηA(t)代表天文潮引起的水位變
化，第 2 項代表氣壓變化引起的水位變
化。本文天文潮引起的水位變化採用
Matsumoto et al.(2000)發展的 NAO.99Jb
模式，預測數值計算網格開放邊界節點
之天文潮水位時序列資料，做為模式之
輸入條件，如圖 5 所示。圖 5 分別為計
算網格開放邊界四個角落節點之天文潮
時序列資料，顯示數值計算網格左上角
鄰近陸地(中國大陸)之節點其天文潮位
呈現半日潮型，臺灣東部太帄洋海上開
放邊界節點之天文潮位屬於混合潮型
態，網格西南角落開放邊界節點之天文
潮位則呈現全日潮型態，至於氣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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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模組模擬範圍示意圖

本研究模組三角形網格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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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水位增量，則採用氣象局天氣數
值預報之氣壓場資料計算。

採用值為 1.25 m，代表性潮流流速𝑢採
用值為 0.5 m/s(劉等[2]，2015)。

2.3 風、氣壓場資料
港研中心海象模擬作業化系統每日
透過風(壓)場處理子系統，自中央氣象
局 ftp 下載每日 4 報天氣數值預報資料，
再執行資料解碼、重組及內插等工作，
提供水動力模擬子系統每日作業化模擬
所需之風、壓場逐時(0~72 時)資料。針
對每日作業化模擬風壓場之重組方式，
如圖 6 所示；即每日 2 時氣象局最新發
布 之 天 氣 數 值 預 報 資 料 為
DD12.00~12.84，其預報時間為 GMT 前
1 日 12 時(相當於臺北時區前 1 日 20
時)。風(壓)場處理子系統於每日 3 時前
完成最新發布天氣數值預報資料下載
後，即選取最近 6 報天氣數值預報資料
重新組成 0~72 時作業化風壓場，每報分
別截取時段，如圖 6 所示，共計 73 小時，
分別代表昨日、今日及明日之風壓場，
其中 0~24 時代表昨日追算時段，25~72
時則代表今日及明日之預測階段。

圖5

本研究模組水位邊界使用之天文
潮時序列資料
模式模擬之初始條件，在冷啟動
(cold start)模擬狀況下，模式假設流場之
初始速度及水位均為零；在熱啟動(hot
start)模擬狀況下，作業化模擬則採用前
次模擬結果儲存的流場速度及水位值為
初始條件。
模組採用的參數如下：模式模擬之
時間間距△t 為 2 sec，底床摩擦係數採
用曼寧公式計算，其中曼寧係數 n 值為
0.02；渦動粘滯性係數採用 Connor and
Wang (1975)之經驗關係式估算，即(12)
式
𝜂
𝐸𝑥𝑥 ∼ 𝑎𝑔 𝑢 𝑥 ................................... (12)
其中𝑥為三角形元素代表性邊長，無
因次係數 a 為 0.025，潮汐代表性潮差𝜂

圖 6 風(壓)場處理子系統產生組合風
場之資料擷取時段與組合示意圖
2017 年 7 月前採用氣象局提供的
WRF 模式之 M00 成員天氣預報資料，
其水帄網格解析度分為 45、15 及 5km，
其中水動力模組採用的資料為解析度
15km 網格之風壓場。港研中心風(壓)場
處理子系統重組產生網格(WA02)範圍
為北緯 10°至 35°，東經 110°至 135°，
網格採用解析度 1/12°(或 5')之球面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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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水位及流場模擬作業化

規則網格，如圖 7 所示。2017 年 7 月之
後，改採用氣象局提供的 WRF 模式之
M05 成員天氣預報資料，其水帄網格解
析度分別為 15 及 3km，水動力模組採用
的資料為解析度 3km 網格之風壓場。風
(壓)場處理子系統重組產生網格範圍為
北緯 20°至 29°，東經 116°至 125°，網
格採用解析度 1/30°(或 2')之球面座標規
則網格，如圖 8 所示。
4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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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港研中心水動力模擬作業化子
系統每日執行 1 次水動力模擬預測作
業，每次水位及流場數值模擬預測之時
間長度為 72 小時(昨日、今日、明日)；
其中前 24 小時代表水動力模擬追算之
結果，後 48 小時代表水動力模擬預測推
算之結果，如圖 9 所示。此模擬預測方
式主要規劃目的是提供 24 小時數值模
擬結果(含追算及預測)與即時海象觀測
比對資訊，以利評估當日海象模擬及預
測結果之可信度。

995 1000 1005 1010 1013

Date : 2016091400

30

25

20

15

圖7

115

120

125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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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重組產生解析度 15km 網格
之風壓場範圍示意圖

水動力模擬作業化之追算與推算
時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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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系統重組產生解析度 3km 網格之
風壓場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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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主要商港水位模擬結果輸
出點位置示意圖

針對臺灣本島主要商港如基隆港、
臺北港、臺中港、布袋港、安帄港、高
雄港、花蓮港及蘇澳港等，每日提供中
尺度水動力模組 72 小時水位模擬預測
值至港灣環境資訊網展出。各港口模擬
預測值輸出點位與中尺度水動力模組數
值計算網格之關係，如圖 10 所示。

析預測值扣除月帄均值，再計算二者之
間均方根誤差，如表 2 所列；相關係數
R 分析結果，如表 3 所列。整體而言，
在天文潮水位模擬方面，本研究模組於
臺灣西部中部海域水位均方根誤差值呈
現偏高的現象，此與中部海域潮差大而
模擬值無法充份反應有關；同時，因中
部海域半日潮特性顯著，故相關性分析
仍呈現高度相關特性，如圖 12 所示。其
次，高雄港海域不僅均方根誤差值介於
0.113m~ 0.132m，相關係數低於 0.9，雖
與其他港口相關性分析結果相比略低，
但相關性仍達 0.8 以上，如圖 13 所示。
此可能與西南海域水深變化大，而本研
究數值計算網格配置於西南海域，無法
反應地形水深及天文潮傳遞特性有關。

三、天文潮水位模擬與評估
3.1 天文潮調和分析預測值
選取基隆港、臺中港、高雄港、花
蓮港等港口 2018 年潮位逐時觀測資
料，利用調和分析方法求取天文潮各分
潮之調和常數(振幅及相位)。再依據各
港口潮位分析之天文潮分潮調和常數，
預測各港口天文潮逐時潮位資料。表 1
為基隆港、臺中港、高雄港、花蓮港等
港口 2018 年整年觀測值與前述調和分
析天文潮預測值之均方根誤差(RMSE)
分析結果，其中，以花蓮港潮位觀測值
與天文潮預測值間之均方根誤差值
0.106m 較大。
表1

表2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18 年潮位觀測值與調和分析預
測值之誤差分析結果表
觀測資料來源:氣象局

測站

基隆港

臺中港

高雄港

花蓮港

RMSE(m)

0.075

0.097

0.058

0.106

資料數

7537

6842

6922

8390

2019 年天文潮模擬值與調和分析
預測值之均方根誤差(m)分析表

3.2 天文潮模擬校驗
由 3.1 節獲得基隆港、臺中港、高
雄港及花蓮港之天文潮分潮調和常數，
本研究模組延續使用在模擬 2019 年臺
灣周圍海域天文潮變化情形，於不考慮
氣象因素(如風場及氣壓場)之情況下，
模擬 4 港口 2019 年調和分析逐時天文潮
預測值並做比較，結果如圖 11~圖 14 所
示。
在誤差及相關性分析上，以逐月分
析方式，將逐時天文潮模擬值與調和分
25

基隆港
0.052
0.040
0.040
0.039
0.042
0.044
0.043
0.043
0.050
0.059
0.059
0.053

臺中港
0.226
0.228
0.203
0.181
0.148
0.144
0.151
0.201
0.234
0.238
0.237
0.239

高雄港
0.120
0.119
0.115
0.113
0.113
0.120
0.128
0.130
0.129
0.131
0.132
0.127

花蓮港
0.062
0.065
0.067
0.064
0.064
0.066
0.060
0.058
0.061
0.061
0.059
0.058

表3

四、颱風暴潮模擬與評估

2019 年天文潮模擬值與調和分析
預測值之相關係數分析表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基隆港
0.981
0.988
0.985
0.986
0.985
0.985
0.987
0.986
0.978
0.971
0.975
0.981

臺中港
0.988
0.989
0.991
0.992
0.995
0.995
0.995
0.993
0.990
0.990
0.988
0.986

高雄港
0.876
0.861
0.847
0.852
0.867
0.871
0.866
0.848
0.807
0.808
0.843
0.871

藉由前節執行天文潮水位模擬及評
估工作，驗證本研究模組確實具有可反
應臺灣周圍海域天文潮特性，本章節進
一步探討颱風期間引起之暴潮及推估其
暴潮偏差量。
因 2016 年 9 月恰有連續 3 場颱風侵
襲臺灣，爰選取強烈颱風莫蘭蒂(09/12
～ 09/14) 、 中 度 颱 風 馬 勒 卡 (09/15 ～
09/18)及中度颱風梅姬(09/25～09/28)3
場颱風事件進行暴潮偏差分析。3 場颱
風路徑分別如圖 15~圖 17 所示，圖中標
示時間為格林烕治(GMT)時間。

花蓮港
0.988
0.988
0.987
0.989
0.988
0.987
0.989
0.990
0.989
0.989
0.989
0.989

Keelung Harbor
Tidal level (m)

1.0
0.5
0.0
-0.5
-1.0
2019-01-01

2019-01-11

2019-01-21

2019-01-31

圖 11 基隆港天文潮水位模擬值(實線)
與調和分析預測值(點)之時序列比較圖
Tidal level (m)

Taichung Harbor
3.0
2.0
1.0
0.0
-1.0
-2.0
-3.0
2019-01-01

2019-01-11

2019-01-21

2019-01-31

圖 12 臺中港天文潮水位模擬值(實線)
與調和分析預測值(點)之時序列比較圖

圖 15

2016 年強烈颱風莫蘭蒂路徑圖

圖 16

2016 年中度颱風馬勒卡路徑圖

Kaohsiung Harbor
Tidal level (m)

1.0
0.5
0.0
-0.5
-1.0
2019-01-01

2019-01-11

2019-01-21

2019-01-31

圖 13 高雄港天文潮水位模擬值(實線)
與調和分析預測值(點)之時序列比較圖
Tidal level (m)

Hualien Harbor
1.5
1.0
0.5
0.0
-0.5
-1.0
-1.5
2019-01-01

2019-01-11

2019-01-21

2019-01-31

圖 14 花蓮港天文潮水位模擬值(實線)
與調和分析預測值(點)之時序列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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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0.943 最低，可能與其觀測資料遺漏
較少，受颱風影響其偏差及一致性有
關。整體而言，颱風期間測站超音波觀
測儀器極易受到風力影響，導致不易於
颱風期間觀測到暴潮水位最大值。
表4

2016 年 9 月潮位觀測值與天文潮
調和分析值之誤差及相關性分析表

測站

基隆港

臺中港

高雄港

花蓮港

RMSE(m)

0.081

0.073

0.061

0.067

R(相關性)

0.943

0.999

0.961

0.990

676

433

498

598

資料數

2016 年中度颱風梅姬路徑圖

4.1 暴潮偏差分析
蒐集基隆港、臺中港、高雄港、花
蓮港等 4 港口港內潮位觀測資料，分析
上述 3 場颱風侵臺期間，港內逐時暴潮
偏差量，如圖 18~圖 21 所示。圖中天文
潮歷線(實線)係採用 2016 年整年觀測
值，再經調和分析得到的天文潮分析
值；▲符號代表暴潮偏差(即觀測值
(Obs.)與天文潮分析值(Ast.)之差值)。基
隆港在強烈颱風莫蘭蒂及中度颱風梅姬
侵臺期間出現明顯的負暴潮偏差，此應
與港型狹長受到離岸風力作用有關。臺
中港在強烈颱風莫蘭蒂接近時即發生故
障，於中度颱風馬勒卡遠離後 19 日始修
復，接著又於中度颱風梅姬發布海上警
報期間故障。高雄港於強烈颱風莫蘭蒂
侵臺期間分析結果可知觀測中斷前最大
暴潮偏差出現在較低的潮位，降低發生
暴潮溢淹風險；中度颱風馬勒卡及中度
颱風梅姬侵臺期間則有觀測中斷情形，
無法獲得暴潮水位。花蓮港在強烈颱風
莫蘭蒂侵臺期間有部份觀測值遺漏，中
度颱風馬勒卡及颱風梅姬侵臺期間則有
觀測中斷情形，無法獲得暴潮水位。
針對 2016 年 9 月觀測資料與天文潮
調和分析值進行誤差及相關性分析，如
表 4 所列；各港均方根誤差均小於
0.1m，相關係數均高於 0.9，其中以基隆

1.5
1.0
0.5
0.0
-0.5
-1.0
-1.5
2016-09-01

0.5

0.0

2016-09-11

2016-09-21

Obs. - Ast.(m)

Keelung Harbor
Tidal level (m)

-0.5
2016-10-01

註:▲暴潮、●觀測值、實線()天文潮

圖 18

基隆港 2016 年 9 月觀測暴潮歷
線分析結果圖
0.5

0.0

2016-09-11

2016-09-21

Obs. - Ast.(m)

Tidal level (m)

Taichung Harbor
3.0
2.0
1.0
0.0
-1.0
-2.0
-3.0
2016-09-01

-0.5
2016-10-01

註: ▲暴潮、●觀測值、實線()天文潮

圖 19

臺中港 2016 年 9 月觀測暴潮歷
線分析結果圖

Tidal level (m)

0.5

1.0
0.5

0.0

0.0
-0.5
2016-09-01

2016-09-11

2016-09-21

Obs. - Ast.(m)

Kaohsiung Harbor
1.5

-0.5
2016-10-01

註: ▲暴潮、●觀測值、實線()天文潮

圖 20

高雄港 2016 年 9 月觀測暴潮歷
線分析結果圖

Tidal level (m)

Hualien Harbor
1.5
1.0
0.5
0.0
-0.5
-1.0
-1.5
2016-09-01

0.5

0.0

2016-09-11

2016-09-21

Obs.- Ast.(m)

圖 17

-0.5
2016-10-01

註: ▲暴潮、●觀測值、實線()天文潮

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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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 2016 年 9 月暴潮歷線分
析結果圖

4.2 暴潮水位及偏差模擬結果分析

Keelung Harbor
Tidal level (m)

1.0

本研究模組分別模擬，2016 年 9 月
天文潮水位變化及含氣象因子(風力及
氣壓變化)之潮汐水位變化(簡稱氣象
潮)。暴潮偏差模擬值定義為氣象潮水位
模擬值減去天文潮水位模擬值，其中，
天文潮水位模擬參考 3.2 節所述。
將每日下載氣象局天氣數值預報資
料，依 3.2 節產出的每日 73 小時作業化
組合風壓場資料，作為本研究模組驅動
力，並連續作業化模擬 30 日，再依基隆
港、臺中港、高雄港、花蓮港等港口每
日水位模擬資料，選取前 24 小時(0~23
時)資料彙整成 9 月 10 日至 9 月 30 日逐
時水位模擬(或追算)值。接著選取基隆
港、臺中港、高雄港、花蓮港等港內潮
位觀測資料與各港口外海模擬值比對。
在觀測資料處理部分，先將逐時觀
測值扣除觀測期間帄均水位值與模式模
擬期間模擬值帄均水位之差值，此作法
目的為降低觀測值與模擬值之間，因帄
均水位基準差及週期大於半年潮等成份
潮對短期資料之影響性，以提升誤差分
析可信度，且此法對相關性分析結果影
響程度不顯著。爰此，本研究氣象潮水
位模擬值與觀測值之差異分析結果，如
表 5 所列。整體而言，水位模擬值與觀
測值間誤差及相關性分析，大致上與前
述表 2 及表 3 逐月分析結果相似，僅高
雄港相關係數 R 值上升至 0.939 較為顯
著。
表5

基隆港

臺中港

高雄港

花蓮港

RMSE(m)

0065

0.252

0.081

0.076

R

0.966

0.987

0.939

0.983

449

226

299

386

資料數

0.0
-0.5
-1.0
2016-09-10

圖 22

2016-09-15

2016-09-20

2016-09-25

2016-09-30

註:實線()模擬值、●觀測值

基隆港 2016 年 9 月潮汐水位模
擬值與觀測值比較圖

3.0
2.0
1.0
0.0
-1.0
-2.0
-3.0
2016-09-10

Obs. - Ast.(m)

Tidal level (m)

Taichung Harbor

2016-09-15

2016-09-20

2016-09-25

2016-09-30

註:實線()模擬值、●觀測值

圖 23

臺中港 2016 年 9 月潮汐水位模
擬值與觀測值比較圖
Kaohsiung Harbor
Obs. - Ast.(m)

Tidal level (m)

1.0
0.5
0.0
-0.5
-1.0
2016-09-10

2016-09-15

2016-09-20

2016-09-25

2016-09-30

註:實線()模擬值、●觀測值

圖 24

高雄港 2016 年 9 月潮汐水位模
擬值與觀測值比較圖

1.5
1.0
0.5
0.0
-0.5
-1.0
-1.5
2016-09-10

Obs.- Ast.(m)

Tidal level (m)

Hualien Harbor

2016-09-15

2016-09-20

2016-09-25

2016-09-30

註:實線()模擬值、●觀測值

圖 25

花蓮港 2016 年 9 月潮汐水位模
擬值與觀測值比較圖
各港時序列歷線比對結果，如圖
22~圖 25 所示，其中臺中港於大潮時期
潮差模擬值明顯偏小，在莫蘭蒂侵臺期
間高雄港潮位記錄中斷前水位高度明顯
高於模擬值。
將前述彙整基隆港、臺中港、高雄
港、花蓮港 2016 年 9 月 10 日至 9 月 30
日逐時水位追算值，依前述暴潮偏差模
擬值之定義減去天文潮水位模擬值，可
得到各港口暴潮偏差模擬值。利用 4.1
節潮位觀測值之暴潮偏差分析值與模擬
值相比較，如圖 26~圖 29 所示，顯示 9
月 3 場颱風侵臺期間，僅基隆港潮位觀

2016 年 9 月潮位觀測值與本文模
擬值誤差及相關性分析表

測站

0.5

模擬資料數 481 (9 月 10 日 00 時~ 9 月 30 日 00 時)

28

測資料之暴潮偏差分析值較為完整，臺
中港於颱風侵臺期間均缺少潮位觀測資
料。此外，莫蘭蒂侵臺期間，花蓮港有
較完整的暴潮偏差分析值，高雄港則觀
測到部份暴潮高水位資料。中度颱風梅
姬侵臺期間，花蓮港及高雄港均因觀測
資料中斷而無法獲取最大暴潮偏差觀測
值；惟在資料中斷前，暴潮偏差分析值
與模擬值之上升趨勢有高度相似性。
因基隆港潮位觀測資料之暴潮偏差
分析值較為完整，爰以基隆港為例，分
別討論莫蘭蒂、中度颱風馬勒卡及中度
颱風梅姬侵臺期間之誤差及相關性分
析，如表 6 所列。其中莫蘭蒂颱風因路
徑因素對北臺灣(如基隆港)影響不明
顯，暴潮偏差最大值小於 0.1m，僅負暴
潮偏差小於(或超過)-0.1m。梅姬颱風於
花蓮市附近登陸，因此，基隆港受到的
影響遠超過強烈颱風莫蘭蒂，港內暴潮
偏差分析值及港口模擬值均超過
0.3m。颱風馬勒卡因暴風有影響到臺灣
陸地，有發布陸上颱風警報，在基隆港
引起超過 0.2m 之暴潮偏差。在相關性分
析結果顯示，以中度颱風梅姬模擬結果
表現較佳，R 值約為 0.865；以颱風馬勒
卡表現較差，R 值約為 0.699(接近 0.7)。
Storm surge (m)

0.0

-0.5
2016-09-10

圖 28

2016-09-15

2016-09-20

2016-09-25

2016-09-30

註:實線()模擬值、●觀測值

高雄港 2016 年 9 月暴潮偏差模
擬值與觀測分析值之比較圖

0.5

Obs.- Ast.(m)

Storm surge (m)

Hualien Harbor

0.0

-0.5
2016-09-10

2016-09-15

2016-09-20

2016-09-25

2016-09-30

註:實()模擬值、●觀測值

圖 29

花蓮港 2016 年 9 月暴潮偏差模
擬值與觀測分析值之比較圖

表6

2016 年 9 月基隆港暴潮偏差模擬
值與觀測分析值之統計分析表

颱風
侵臺時間

Keelung Harbor

莫蘭蒂

馬勒卡

梅姬

091200

091500

092500

091500

091900

092900

RMSE(m)

0.052

0.058

0.079

R

0.738

0.699

0.865

觀測最大偏差

不明顯

0.213m

0.302m

模擬最大偏差

不明顯

0.248m

0.348m

觀測資料數

73

73

92

模擬資料數

73

97

97

0.5

五、結論

0.0

-0.5
2016-09-10

2016-09-15

2016-09-20

2016-09-25

本研究利用有限元素水動力模式，
針對臺灣周圍海域建置中尺度臺灣周圍
海域水動力模組，此模組不僅可以單獨
模擬臺灣周圍海域天文潮水位變化，亦
可配合港研中心利用中央氣象局天氣數
值預報資料產出之作業化組合風壓場模
擬資料，進行每日 72 小時作業化模擬預
測，並提供相關模擬預測資訊至港灣環
境資訊網即時展示。
在天文潮水位模擬成果上，利用基
隆港、臺中港、高雄港及花蓮港等 4 港
口 2019 年觀測潮位之天文潮調和分析
值校驗模擬值，結果顯示均方根誤差以

2016-09-30

註:實線()模擬值、●觀測值

圖 26

基隆港 2016 年 9 月暴潮偏差模
擬值與觀測分析值之比較圖
Taichung Harbor

1.0

Obs. - Ast.(m)

Storm surge (m)

Obs. - Ast.(m)

Storm surge (m)

Kaohsiung Harbor
0.5

0.5
0.0
-0.5
2016-09-10

2016-09-15

2016-09-20

2016-09-25

2016-09-30

註:實線()模擬值、●觀測值

圖 27

臺中港 2016 年 9 月暴潮偏差模
擬值與觀測分析值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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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較顯著，普遍高於 0.2m；相關係
數以高雄港較差，R 值約介於 0.80~0.88
之間，臺中港潮差模擬及西南高雄海域
天文潮相位等問題之改善，實為後續研
究目標。
經由 2016 年 9 月連續 3 場颱風暴潮
分析結果顯示，因觀測資料蒐集狀況普
遍不佳，本研究選取基隆港分析颱風暴
潮偏差模擬值與觀測分析值之統計特
性。結果顯示在 3 場颱風事件中，最大
暴潮偏差值發生於中度颱風梅姬，模擬
值 與 觀 測 分 析 值 分 別 為 0.348m 及
0.302m；均方根誤差為 0.079m，相關係
數 R 為 0.865。
整體上，只要暴潮顯著發生時，模
擬之暴潮偏差變化趨勢與觀測值分析之
趨勢，大致上具有相當程度之一致性。
後續仍應持續蒐集顯著暴潮分析值做為
模式模擬結果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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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海岸公路浪襲預警系統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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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線的人定勝天碑打落海中；而在潭美
颱風期間，公路總局的影像記錄到長浪
飛濺到台 11 線人定勝天段路面的情
形，可見颱風長浪對海岸公路安全的威
脅甚大。陳冠宇等人[5](2016)利用 COBR
AS 模式探討龍洞灣瘋狗浪的浪襲原
因，也提供 1 個風險評估的流程來判斷
海岸地區的公路或遊憩區是否容易受到
瘋狗浪襲擊。為了推動海岸災害防救科
技發展，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在「綠色海
洋與航安科技發展計畫(1/4)」106 年度
海洋科技類綱要計畫之分項計畫「海岸
公路異常波浪特性及防災應用技術之研
究」中，建立了臺東海岸公路異常波浪
容易致災區段之波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
式資料庫。藉由蒐集颱風期間相關新聞
及分析後，以台 9 線多良段 417K+715
到 419K+862 及南興段 439K+700 到 441
K+240 之區段為目標，彙整海象模擬與
國內海象觀測站之波浪資料，建立浪襲
情境資料庫，並於 107 年整合鄰近區域
的波浪觀測站即時觀測資訊以及運輸研
究所作業化模擬之海象預報資訊，建置
臺東海岸公路浪襲預警系統。有鑑於過
去颱風的長浪不只在台 9 線公路造成危
害，亦於台 11 線公路造成災情，所以本
研究在台 11 線花蓮海岸公路建立另一
個浪襲預警系統，以提供相關單位較全
面的防災評估。

摘要
過去颱風的長浪曾在台 11 線公路
造成災情，例如，2015 年蘇迪勒颱風和
2018 年潭美颱風期間出現路基掏空，而
2016 年梅姬颱風期間則有浪襲道路的
情況，故本研究蒐集近幾年的台 11 線浪
襲新聞事件，並利用 XBeach 模式從台 1
1 線挑選出 6 個離海岸線較近的路段進
行類颱風期間的海況模擬，藉以對台 11
線受到的浪襲影響做初步評估。由於新
聞事件和 XBeach 模擬皆顯示台 11 線人
定勝天段較容易受到浪襲影響，故利用
COBRAS(Cornell Breaking Wave and
Structure)模式針對該路段的 7 個道路斷
面進行不同海況條件之浪襲模擬，並建
立情境資料庫及發展浪襲預警系統，提
供相關單位較全面的災害評估。

一、前言
相對於臺灣西部的海岸，東部海岸
地區與海岸公路較容易受到颱風波浪或
異常浪等長波侵襲。例如，2013 年海燕
颱風的威力強大。雖然颱風中心位置遠
在菲律賓外海，但卻能在龍洞海濱引起
瘋狗浪，造成 8 死 8 傷的慘劇；2015 年
蘇迪勒颱風和 2018 年潭美颱風所引起
的長浪，造成台 11 線花蓮海岸公路路基
流失致使道路阻斷；2016 年梅姬颱風期
間，台 11 線人定勝天段出現浪花夾帶碎
石波及道路路面的情形。在蘇迪勒颱風
期間，台 9 線還發生浪襲致使駕駛車輛
擋風玻璃破裂的事件，其長浪甚至將台

二、異常波浪案例蒐集與分析
網路爬蟲是一種「自動化瀏覽網路」
的程式(網路爬蟲被廣泛用於網際網路
搜尋引擎或資料蒐集網站，用以取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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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網站的內容。網路爬蟲可以自動收
集所有頁面內容，供文字探勘演算法做
探勘（分析處理下載的頁面）
，然後進一
步得到隱含在網頁內容中之資訊。本研
究以花蓮海岸地區與海岸公路可能受到
颱風波浪或異常浪等長波侵襲為主軸，
以關鍵字「瘋狗浪+公路」、「瘋狗浪+花
蓮」
、
「瘋狗浪+台 11 線」
、
「浪襲+花蓮」
、
「浪襲+台 11 線」、「颱風+壽豐+豐濱+
吉安」作為檢索，其中符號「+」為布林
檢索。從網路爬蟲的結果中再挑選出與
浪襲台 11 線比較有關的部分，最後蒐集
整理出的主要新聞事件如表 1。
表1
日期

2015/8/8

2015/8/23

2016/9/27

2018/9/28

約 8 點公路總局亦在台 11 線 61k+400
附近拍攝到浪襲道路的情況(如圖 1)。

圖1

台 11 線相關浪襲公路新聞事件
標題
花蓮「人定勝天
碑」遭捲入海！
台 11 線先開放
單線雙向
(ETtoday)
大浪沖刷! 台
11 線邊坡崩落
(華視)
梅姬大浪拍擊
台 11 線！漂流
木、礫石飛上岸
(自由時報)
颱風掏空路基
海岸公路花蓮
豐濱鄉段封閉
至 10 月 1 日(中
時)

事件地點 颱風

災情

台 11 線
62K-63K

蘇迪
勒

單線
地基
流失

台 11 線
47.6k

天鵝

路肩
邊坡
流失

台 11 線
62K-63K

梅姬

浪襲
道路

台 11 線
61.5K

潭美

路基
掏空

台 11 線 61k+400 的浪襲影像(公路
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提供)

三、評估公路易受颱風波浪致災之
區段
本研究除透過網路蒐集近年來在台
11 線花蓮海岸公路浪襲災害事件並進行
分析外，另利用波浪模式的模擬針對海
岸公路離海岸線較近的區段，模擬類似
颱風期間發生的海況對海岸公路可能造
成的影響，進而評估颱風期間海岸公路
通行的安全性，亦可藉此了解海岸公路
靠海側的邊坡是否會受到海浪的衝擊，
提供公路邊坡防護補強參考。本研究選
擇 XBeach 波浪模式作為研究工具，搭
配內政部的陸域地形以及海洋學門資料
庫的海域地形來建立模式地形，挑選台
11 線公路 6 個離海岸線較近的區段進行
類颱風期間的海況模擬(如表 2)，再根據
模擬結果對海岸公路遭受浪襲的情形做
初步評估。

以蒐集新聞的分析結果而言，近年
來台 11 線花蓮海岸公路的人定勝天碑
路段(道路里程約 61K 到 63K) 因離海岸
近，較易於颱風期間受到長浪的影響，
常為公路總局公告之浪襲路段。如 2015
年 8 月蘇迪勒颱風期間，除了人定勝天
碑被海浪打落海面之外，同時造成道路
路基流失，讓相關單位採取單線雙向通
行的措施。又如 2016 年 9 月梅姬颱風期
間，該路段出現浪花夾帶碎石，波及道
路路面的情形。除上述新聞事件外，20
18 年潭美颱風侵臺期間，9 月 28 日晚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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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考量海、陸域的地形解析度不同所
造成的海岸線不一致，本研究先將海域
地形由經緯度座標轉 TWD97 座標，然
後內插成與陸域地形相同座標的 5m 解
析度數值地形。地形整合的過程中，海
域地形只取水深超過 20m 的地形，而水
深介於 0 到 20m 的區域則以內插方式補
足。另外，為使邊界入射的地形條件一
致，將 6 個模擬區域的入射邊界附近的
海底地形設定為相同深度。考量國內波
浪觀測站所在位置水深通常約為 30m，
故將模式地形的最大水深設定為 30m，
例如，圖 2 為第 6 區的海陸整合地形，
以此整合地形提供給 XBeach 模式做為
模擬地形。

XBeach 模擬的 6 個路段範圍

區域
緯度區間(度)
編號
1

23.865 ~ 23.92

2

23.807 ~
23.851

3

23.657 ~
23.696

4

23.597 ~
23.652

5

23.521 ~
23.597

6

23.491 ~
23.531

行政區
花蓮縣壽豐鄉
鹽寮村
花蓮縣壽豐鄉
鹽寮村、水璉村
花蓮縣豐濱鄉
磯崎村、新社村
花蓮縣豐濱鄉
新社村、豐濱村
花蓮縣豐濱鄉
豐濱村
花蓮縣豐濱鄉
豐濱村、港口村

台 11 線里
程(K)
7.5 ~ 13
15 ~ 20.5
38 ~ 42.5
43.5 ~ 49
51 ~ 59.5
58.5 ~ 63

3.1 模式地形
模擬所使用的海域地形為海洋學門
資料庫網格解析度 0.12 分之水深資料。
陸域地形資料則是由內政部地政司所提
供之 5m 解析度 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數值地形，其中平面座標採用內
政部 1997 臺灣大地基準(TWD97)，而高
程座標則採用內政部 2001 臺灣高程基
準(TWVD2001)。

圖2

3.2 模式情境條件設定
為了解台 11 線沿岸地區受到天文
潮影響的潮位範圍，本研究根據中央氣
象局 2020 年潮汐表[1]，並利用 2017 和 2
018 年的潮位觀測資料，進行調和分
析，得到各分潮參數所預報的石梯漁港
2020 年天文潮變化在-1.1m 到 1.1m 之
間。由於豐濱鄉的高程基準比當地平均
潮位高 0.24m，故概估石梯漁港天文潮
高程在-0.9m 到 1.3m 之間。
楊博堯[6](2018)利用 2001 到 2017 年
的石梯潮位站觀測資料，各別分析此期
間石梯站最大暴潮發生於 2015 年蘇迪
勒颱風期間，暴潮偏差為 1.3m。以臺灣
高程基準來看，石梯漁港如以最大天文
潮 1.3m 加上 1.3m 暴潮偏差，則可出現
2.6m 的潮位。為了解暴潮期間的可能影
響，在此 XBeach 分別使用 1m、2m 和 2.
6m 等 3 種初始水位條件，做為情境潮位
來進行模擬。
藉由表 1 蒐集之浪襲公路新聞事
件，可知事件分別發生在蘇迪勒、天鵝、
梅姬以及潭美颱風期間。由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港
研中心)在花蓮港的超音波式表面波高
波向與剖面海流儀(AWAC)波浪逐時統

XBeach 第 6 區的模式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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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觀測資料，上述颱風期間之示性波高
和尖峰週期分布，如圖 3 所示。

圖3

蘇迪勒颱風等 4 個颱風期間花蓮
港示性波高和尖峰週期分布圖

圖4

本研究由於上述颱風期間的尖峰週
期最大值介於 15 到 16 秒間，故設定波
浪在邊界入射的尖峰週期為 15 秒。雖然
颱風期間的最大波高約 9m，但邊界入射
的示性波高僅設定為 5m。根據陳志弘等
人 [3] (2017)利用示性波高資料計算花蓮
港極值波高重現期，其極值分布模型推
算極值波高 5m 的重現期約為 1.2 年。即
本模式設定的 5m 示性波高出現頻率，
接近於每年發生 1 次。
模式邊界的波浪入射主要方向設定
垂直於海岸線方向。模式利用 JONSWA
P 波譜搭配 Longuet-Higgins[8](1963)的單
峰方向分布函數作為入射條件。另外，
針對從模擬區域內離開海洋邊界的波浪
進行波能吸收，其目的是降低邊界的反
射。而側邊界則使用紐曼(Neumann)邊界
條件，參照圖 4。本計畫在 6 個區域各
別對應 3 種潮位條件進行情境模擬，總
共 18 個模擬，如表 3 所示。其他相關的
模式參數設定，列於表 4。

表3

模式邊界條件設定

台 11 線 6 個路段區域對應 3 種潮
位的情境

情境 區域 平均入射波
編號 編號 向(degree)
1a
1b
1c
2a
2b

4a
4b

1

2

90

90

6a
6b
6c

34

2
2.6
1
2

7.5K 到 13K

15K 到 20.5K

2.6
1
3

90

4

109

4c
5a
5b
5c

台 11 線里程

1

2c
3a
3b
3c

潮位(m)

2
2.6
1
2

38K 到 42.5K

43.5K 到 49K

2.6
1
5

105

6

100

2
2.6
1
2
2.6

51K 到 59.5K

58.5K 到 63K

表4

XBeach 模式相關參數設定

模式設定
模擬時間
30
(min)
網格解析 (m)
5
Chezy 值
55
邊界條件設定
fp (Hz)
0.0667
3.3
Υ
s

1024

示性波高 (m)

5

附註

底床摩擦係數
JONSWAP
JONSWAP
方向分布係數
Longuet-Higgins(1963)

3.3 模擬結果
XBeach 模擬時間 30 分鐘，以第 6
區潮位 2m 的情境 6b 為例，圖 5 為模擬
時間第 30 分鐘的水位和流速空間分
布。當 18 個情境模擬完成後，可得到模
擬期間的最大水位空間分佈，並從水位
分布取得各情境的陸地溢淹範圍。為了
解上述情境模擬對台 11 線道路的影
響，本研究先將陸地溢淹範圍定義為陸
地淹水深度超過 1cm 的區域，再利用 G
oogle Earth 的衛星影像當底圖，將情境
溢淹水位的分布範圍套疊到 6 個道路區
段，其中綠、黃、紅色套疊的溢淹範圍
各對應於情境潮位 1、2 和 2.6m 三種條
件，如圖 6。藉由放大檢視區域影像的
道路位置與溢淹範圍是否重疊，可列出
溢淹範圍接近台 11 線道路邊緣及道路
發生溢淹的里程區段，如表 5。

圖5

情境 6b 第 30 分鐘的水位(左)和流
速(右)分布

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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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影像套疊溢淹範圍

當情境潮位為 1m 和 2m 時，6 個區
段雖皆未出現道路溢淹的情形，但仍須
留意溢淹範圍鄰近道路的里程區段，其
道路邊坡可能受到海浪的衝擊而造成結
構受損。由於使用的是水平 2 維模式，
無法模擬波浪破碎所產生的浪花，須留
意溢淹範圍鄰近道路的區段可能會有浪
花飛濺到道路的情形。例如，公路總局
第四區養護工程處指出 44K 至 45K 以及
55K 至 57K 路段由於高程較低，在颱風
期間似有浪襲情況出現，潮位 2 m 以上
時 44.5K 和 55K 附近，波浪溢淹範圍已
鄰近道路邊緣，出現浪襲的可能性偏高。
表 5 顯示潮位 2.6m 時，共有 2 個路
段出現道路溢淹，分別位於第 5 到 6 區。
大部分的溢淹路段在潮位 1m 的情境
下，溢淹範圍離道路尚有段距離。但由
圖 7 可知，人定勝天碑路段(里程 61.5K
附近)即使在潮位 1m 的情境，其溢淹範
圍也是緊鄰著海岸公路，加上蘇迪勒、
梅姬和潭美颱風期間曾發生浪襲道路的
事件，故本研究將 61.5K 附近的路段，
做為 COBRAS 浪襲模擬的重點路段。

圖7

表5

不同情境的溢淹範圍鄰近台 11 線
道路的里程區段

情境 潮位
編號 (m)

區域 6 的 61.6 到 61.8K 情境溢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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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1b
1c

1
2
2.6

3a

1

3b

2

3c

2.6

4a
4b
4c

1
2
2.6

5a

1

5b

2

5c

2.6

6a

1

6b

2

6c

2.6

發生道
溢淹範圍鄰
溢淹範圍鄰近
路溢淹
近道路的里
道路的里程所
的里程
程(K)
在行政區
(K)
無
8.87 ~ 9.05
花蓮縣壽豐鄉
無
8.87 ~ 9.05
鹽寮村
無
8.87 ~ 9.05
花蓮縣豐濱鄉
無
38.2 ~ 38.32
磯崎村
花蓮縣豐濱鄉
無
41.32 ~ 41.36
新社村
花蓮縣豐濱鄉
無
38.2 ~ 38.32
磯崎村
花蓮縣豐濱鄉
無
41.32 ~ 41.36
新社村
花蓮縣豐濱鄉
無
38.2 ~ 38.32
磯崎村
花蓮縣豐濱鄉
無
41.32 ~ 41.36
新社村
無
44.55
花蓮縣豐濱鄉
無
44.5 ~ 44.7
新社村
無
44.5 ~ 44.7
55.11 ~ 55.17

無

56.7 ~ 57.25
54.93
55
55.11 ~ 55.17
55.84 ~ 56.2
56.7 ~ 57.25
54.79
54.93
55
55.11 ~ 55.17
55.84 ~ 56.32
56.7 ~ 57.25
57.58
61.02
61.2 ~ 61.8
61.02
61.2 ~ 61.85
61.02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54.93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61.6 ~
61.8

61.2 ~ 61.85

花蓮縣豐濱鄉
豐濱村

花蓮縣豐濱鄉
豐濱村

花蓮縣豐濱鄉
豐濱村

花蓮縣豐濱鄉
港口村

四、異常波浪容易致災區段之波浪
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立

向延伸 6 個波浪周期所能傳播的水平距
離作為模式的等水深入射波區。圖 10
為 61K+300 站的模式地形，當初始水位
0m 時，X 座標大於 0 的區域為陸地。

基於前述之浪襲新聞事件以及模擬
初步評估，可知易受浪襲之路段為台 11
線人定勝天段的 61K 到 62.5K 區間。由
於此區間的部分道路與海岸距離不到 2
0 公尺且道路高程僅約 7 到 9 公尺，故
容易於颱風期間受到海浪所影響，常為
公路總局公告之浪襲路段。本研究使用
COBRAS 垂直 2 維流體模式，藉由港研
中心提供人定勝天段附近的高解析度海
陸地形，進行該路段的浪襲情境模擬。

4.1 模式設定
本研究選取台 11 線人定勝天 61K+
300、61K+380、61K+500、61K+580、6
1K+700、61K+830、62K+220 等 7 個里
程的道路斷面做為浪襲情境模擬地點，
並利用地形資料各從 7 個點位的離岸方
向取切線作為模式地形，如圖 8。切線
選取方式藉由 XBeach 波浪模式模擬連
續線性波從東邊界正向入射後的第 136
秒水位空間分佈，再大致沿著波向線選
取地形切線，如圖 9。

圖9

台 11 線人定勝天段沿 XBeach 模
擬的波向線選取地形切線

圖 10

模式使用的 61+300K 地形

4.2 模擬流程及情境資料庫建立
本研究選擇 5 到 12m 等 8 種入射波
高，以及 10 到 16 秒等 7 種入射週期，
再搭配 -1 到 3m 等 9 種初始水位之條件
組合，模擬浪襲道路(圖 11)。由於水深
32m 的入射波區入射超過 12m 的正弦
波，模式的入射波於入射後容易因波形
不穩定而降低波高，故波高上限值設定
在 12m。所有模擬的初始條件為流速 0
且無擾動單一水位的水平面。模擬時間
長度設定為當第 1 個波浪溯上到岸邊
後，至第 16 個波浪溯上結束。

圖 8 台 11 線人定勝天段附近地形、7
站位置(三角)以及地形切線(綠線)
將圖 9 選取之地形線海域的切線地
形取到最大水深 32m 處，由於模式的波
浪從左邊界入射，故將切線地形左右翻
轉，然後再從深度 32m 的位置往離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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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不同情境模擬的海況條件組合
模擬流程在左邊界先以波高 10m、
週期 15 秒的連續 16 個正弦波入射，以
及 1m 的初始水位進行模擬。如果在此
條件下發生道路溢淹，則以調降左邊界
的入射波之波高、週期或初始水位後重
啟新的模擬。重複該方式降低海況條件
直到道路和道路臨海邊緣不發生溢淹或
已達條件的下限值為止。反之，如果未
發生溢淹則調升波高、週期或初始水位
直到發生溢淹或已達條件的上限值為止
(圖 12)。此外，當滿足無溢淹的海況條
件時，仍模擬了數個海況條件值更小的
情境，進一步確認溢淹結果是否不同。
而滿足有溢淹的條件時，亦稍微加大條
件值做模擬確認。

圖 12

圖 13

61K+300 站 7 個時段的水位分布

圖 14

61K+300 情境模擬發生道路溢淹
(道路範圍 X=23.5 到 31.5m)

調整海況條件的模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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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RAS 模擬以 61K+300 站為
例，圖 13 為潮位 1m，入射波高 10m 以
及週期 15 秒在模擬時間第 50 到第 400
秒的 VOF 水位分布。模擬期間曾發生道
路溢淹的情況，如圖 14 第 151 秒時，紅
線的道路部分出現溢淹。由於此情境條
件已產生道路溢淹，按照圖 12 的流程，
降低 0.5m 初始水位或降低 1m 波高或降
低 1 秒週期進行下一個條件模擬。完成
模擬流程後可得到如表 6 的結果(僅列波
高 8m 到 11m 的部分)。表 6 的陸地溢淹
距離起、終點各為海岸線以及道路陸側
邊緣，而括弧的數值為道路的溢淹範
圍，另外，無數值的部分，表示無模擬
該情境。表 6 顯示當道路發生溢淹時，
整個 8 公尺路寬皆會溢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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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花蓮海岸公路浪襲預警系統
4.3.1 浪襲警戒燈號定義
根據人定勝天段 7 個里程位置的情
境模擬結果，本文參考陳冠宇等人[4](20
17)在台 9 線南興和多良段的方式制定警
戒燈號。浪襲海岸公路警戒等級的燈號
顏色所表示的意義，除了提供相關防災
單位做為警戒發布的參考外，也便於防
災人員的使用與民眾的宣導認知。5 種
燈號顏色的定義為 1.灰色：缺少示性波
高、尖峰週期或潮位等預報值而無法判
斷;2.綠色：接近道路邊緣的水位(或浪
花)低於平台高程-1m;3.黃色：接近道路
邊緣的水位(或浪花 )高於平台高程 -1
m，但路面尚未出現溢淹;4.橙色：部分

週期 週期 16
15 秒
秒
21.0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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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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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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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8)
31.5
(8)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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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位 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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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K+300 情境的陸地溢淹距離(m)

潮
位 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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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0
0.5
1.0
1.5 21.0
2.0 21.0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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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週期 週期 16
15 秒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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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出現溢淹;5.紅色：整個路面出現溢
淹。
以圖 15 為例，紅色虛線往右 8m 範
圍內為道路區域，從上到下所對應的燈
號依序為綠色、黃色、橙色、和紅色。
根據上述定義，可將 7 個站的所有情境
的溢淹結果對應到相符的燈號。例如圖
16 為 61K+300 站的所有情境燈號。可依
據燈號圖搭配波高、水位和週期預測資
訊，判斷道路是否發生溢淹。
4.3.2 海況條件與浪襲系統的使用
由於浪襲警戒燈號是根據情境資料
庫的邊界入射波波高、週期以及潮位等
3 個條件來決定，目前港研中心可提供
的 SWAN(Simulating WAves Nearshore)
模式和 COHERENS(COupled Hydrodyn
amical Ecological model for REgioNal
Shelf seas)模式在人定勝天段外海的預
報資料，利用其示性波高、尖峰週期和
潮位預報值來決定三個條件，並藉此產
生台 11 線人定勝天段的海岸公路浪襲
警戒預報檔內容如圖 17。其各欄位的意
義如下：
第 1 到 4 欄：年、月、日、時。
第 5 到 7 欄：依序為預報的示性波
高(m)、尖峰週期(sec)和潮位(m)。
第 8 到 28 欄：第 8 到 10 欄各為里
程編號 61K+300 的燈號、道路臨海邊緣
的最大水位高程(m)以及道路臨海邊緣
起算的溢淹距離(m)。後續的欄位與第 8
到 11 欄意義相同，各別屬於里程編號 6
1K+380、61K+500、61K+580、61K+70
0、61K+830、62K+220。
第 29 欄：7 個里程編號中最大的燈
號值。

圖 15

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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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K+300 站警戒燈號示意圖

61K+300 站 8 種入射波高的入射
週期對潮位之警戒燈號

圖 17

其中𝐿𝑜 = 1.56𝑇 2 。
第 3 項為利用波能的水平折射變化
修正波高。由於 61K+380、61K+580、6
1K+700 等 3 站所取的地形切線是沿著
折射的波向線，與其他四站的正東入射
並不相同。故本研究參照許泰文[2](2003)
的公式計算波能在水平方向上的折射變
化，並利用 XBeach 模擬波浪從東邊界
正向入射後的第 136 秒水位空間分佈取
得三站的波向線。以圖 18 的 61K+700
站為例，紅線為波向線，其中𝑏0 (綠線)
和𝑏(黃線)各為兩條波向線在外海和近
岸的寬度。本研究假設通過寬度𝑏0 與通
過寬度𝑏兩者的能量一致。則可利用折射
係數𝐾𝑟 乘上預報的示性波高作修正，如
下式：
𝐻 = 𝐻0 𝐾𝑟 ………………………………(3)

人定勝天段浪襲警戒預報檔內容

情境燈號的決定方式是利用情境資
料庫的入射波高、週期以及潮位等三種
條件對預報值的示性波高修正值、尖峰
周期和潮位等三個值進行陸地溢淹距離
的內插，最後根據陸地溢淹距離或道路
臨海邊緣的水位高程來決定警戒燈號。
因為情境模擬的波高、週期和潮位的條
件範圍有限(圖 11)，所以當預報的示性
波高修正值、尖峰週期或潮位超出情境
入射波高或周期的上限時，則對應到情
境入射波高或週期上限值。同理如果低
於情境下限時，則對應到下限值。
SWAN 預報的示性波高在利用情境
資料庫內插之前需先經過 3 項修正。首
先異常波浪的波高可視為示性波高的 2
倍，即直接將預報的示性波高值乘 2。
第 2 項為水深修正，由於預報點的水深
為 61m，而情境模擬邊界水深為 32m，
故根據淺化作用來調整示性波高。假設
波浪在不同水深的能通量不變，即𝐶𝑔 ∗ 𝐸
為定值，其中𝐸 = 𝑎2，𝑎為波浪振幅。則
可利用(1)式根據不同的波高和周期來
計算由水深 61m 傳遞到水深 32m 的淺化
係數𝐾𝑠，再將預報的示性波高值乘上𝐾𝑠。
𝐻2 = 𝐻1 𝐾𝑠 ………...........................................(1)
其中𝐾𝑠 =

𝐶𝑔 1
𝐶𝑔 2

，下標

其中 𝐾𝑟 =

的波高。
61K+380、61K+580、61K+700 三站
所計算的𝐾𝑟 值各為 1.11、1.13 和 1.16。
其他四站由於沒有折射，故其𝐾𝑟 值=1。
綜合上述三種修正，預報的示性波高修
正值如(4)式。
修正值

𝐻𝑠

𝐶
2

1+

預報值

= 2𝐻𝑠

圖 18

2𝑘ℎsinh2𝑘ℎ ，個別波波速 𝐶=𝜔𝑘，波數
2𝜋
2𝜋
𝑘 = 𝐿 ，角頻率𝜔 = 𝑇 ，𝑇為週期。

𝐾𝑠 𝐾𝑟 ………………(4)

2𝜋ℎ 3/4

61K+700 站波向線寬度

花蓮海岸公路浪襲預警系統之視窗
以網頁形式顯示，如圖 19 所示。網頁上
圖可展示人定勝天段各路段的顏色燈
號；中間圖展示波高，包括花蓮港的氣
象局浮標即時觀測值及人定勝天段外海
的 SWAN 預報值；下圖則展示潮位，包
括花蓮港的氣象局即時觀測值及人定勝

波長𝐿由 Fenton 和 Mckee[7](1990)的
波長近似公式計算：
𝐿𝑜

， 𝐻0 和𝐻 各為外海和近岸

1 和 2 各代表水深

61m 和 32m 。 群 波 波 速 𝐶𝑔 =

𝐿 = 𝐿𝑜 𝑡𝑎𝑛ℎ2/3

𝑏
𝑏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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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外海的 COHERENCE 預報值。顏色燈
號可以選擇各里程編號進行預報查詢，
可提供相關單位作為封路決策之參考依
據。

COHERENCES 潮位預報值為 0.67m，而
SWAN 預報的示性波高以及尖峰週期各
為 5.41m 和 16.3 秒。預報的示性波高經
(4)式修正的結果為 11.59m，將潮位、尖
峰週期以及修正的示性波高利用 61K+3
80 站的情境資料庫作內插可得到陸地
溢淹距離為 28.88m，而當溢淹距離超過
21m 代表道路溢淹(路寬 8m 有 7.88m 出
現溢淹)。其警戒燈號屬於橙燈，即與當
時發生道路浪襲的情況符合。
表7

里程
編號

波浪和潮位預報值搭配情境資料
庫計算的燈號時數
道路
浪襲警戒燈號發生時數 道路發生
高程
浪襲時數
(m)
綠燈 黃燈 橙燈 紅燈

61K+300 16802

4

27

39

66

8.7

61K+380 16820

12

33

7

40

8.7

61K+500 16827

3

25

17

42

8.2

61K+580 16777

6

40

49

89

7.8

61K+700 16816

8

53

38

91

7.6

4.3.3 浪襲系統的路段評估與驗證

61K+830 16819

1

23

29

52

7.5

本研究利用港研中心過去 2018 年 3
月 3 日到 2020 年 9 月 8 日期間在人定勝
天段外海所預報的 COHERENCE 潮汐
資料(經度 121.509、緯度 23.516)以及 S
WAN 波浪資料(經度 121.52，緯度 23.5)
搭配上述的情境資料庫條件來計算該期
間每個小時的浪襲燈號。表 7 為情境資
料庫計算所得 7 站各自的浪襲燈號時
數。由該表可知 61K+580、61K+700 和
62K+220 道路浪襲的時數為 89、91 和 9
9 佔前 3 名，可列為颱風來襲時的優先
關注地點，且除了 62K+220 站不管在何
種潮位下，皆容易發生溢淹之外。當潮
位在 1m 以下時，61k+300 站較易出現溢
淹；而潮位在 2m 以上時，則是 61K+70
0 站容易發生溢淹。
2018 年潭美颱風侵臺時間為 9 月 2
8 日晚間 8 點左右，台 11 線 61K400 附
近曾發生浪襲道路事件(圖 1)。根據當時

62K+220 16760

13

62

37

99

7.3

圖 19 浪襲預警系統網頁介面

五、結論
本研究結合文字探勘的技術蒐集異
常波浪及台 11 線花蓮海岸公路的新聞
資料，以關鍵字「瘋狗浪+花蓮」
、
「瘋狗
浪+台 11 線」
、
「浪襲+花蓮」
、
「浪襲+台
11 線」、「颱風+壽豐+豐濱+吉安」做為
檢索並分析找出易致災之路段，其結果
為台 11 線人定勝天段。該路段因離海岸
較近，容易受颱風海浪影響，且常為公
路總局公告之浪襲路段。另外，使用 X
Beach 波浪模式，從台 11 線公路中選擇
6 個離海岸較近的區段，進行類颱風期
間的海況模擬。模擬結果亦顯示 6 個區
域中，在人定勝天的道路區段最易受到
海浪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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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立浪襲情境資料庫，本研究針
對人定勝天段之 7 個道路斷面總共進行
2076 個浪襲道路的情境模擬。就道路溢
淹的情況而言，結果大致顯示當入射波
高越高，入射週期越大，初始水位值越
高的情境越容易產生溢淹。另外各站的
路面高程越低、離岸越近越容易產生溢
淹。除了 62K+220 站不管在何種潮位
下，皆容易發生溢淹之外，當潮位在 1
m 以下時，61k+300 站較易出現溢淹；
而潮位在 2m 以上時，則是 61K+700 站
容易發生溢淹。另外利用 2018 年 3 月 3
日到 2020 年 9 月 8 日的潮位和波浪模式
預報值搭配情境資料庫的結果顯示該期
間最容易發生溢淹的地點為 61K+580、6
1k+700 及 62K+220。透過情境資料庫或
花蓮海岸公路浪襲預警系統網頁，可提
供交通部公路總局及相關單位做為道路
通行安全的評估和道路暫時封閉的參
考。

6. 楊博堯，「臺灣環島實測暴潮分析」，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研究
所碩士論文，2018 年。
7. Fenton, J.D.and Mckee, W.D., “On
calculating the lengths of water
waves.” Coastal Engineering, 104,
1990,pp.499-513.
8. Longuet-Higgins, M.S., Cartwright,
D.E., Smith, N.D.,“Observations of the
directional spectrum of sea waves
using motions of a floating buoy.” In:
Ocean Wave Spectra. Prentice Hall,
New York, 1963,pp. 11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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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鄰近海岸地形變遷分析及研究
洪維屏
張維庭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2.1 臺中港鄰近海岸現況和特性

摘要

本研究針對臺中港進行探勘，進一
步了解並分析臺中港與鄰近海岸現況特
性，現勘地點詳圖 1。大安溪口、大甲
溪口、臺中港範圍、烏溪口之淤沙現況
詳述如下。

離岸風電為臺灣近年發展之綠能產
業，其距離離岸風電區最近的國際商港
為臺中港，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本研
究將歷年臺中港水深測量資料進行長時
間水深變化分析且依據臺灣港務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期北側淤沙區整治計畫可能
之方案中，挑選兩個具代表性之案例進
行漂沙詴驗，探討整治計畫未來之成
效。相關成果可提供交通部航港局、臺
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等單位，做為規
劃、設計、施工維護及航行安全等之參
考。

1 大安溪口
2 大甲溪口
1

3 臺中港北堤
4 臺中港南堤路北側

2

5 臺中港南堤路南側

大甲溪

一、前言

6 烏溪口

臺中港港區總面積為 4,438 公頃，
水域面積 958 公頃，陸地面積 3,480 公
頃，由於臺中港距離離岸風場最近，其
未來定位為提供風機組裝碼頭及工作船
靠泊母港，因此，必須了解臺中港之地
形侵淤變化趨勢，以因應未來之所需。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
心(以下簡稱港研中心)主要任務為研究
發展港灣工程技術，培育訓練有關人
才，並協助解決我國港灣建設與海岸開
發所遭遇的問題，且有全國數一數二之
水工模型詴驗場地，根據不同條件之海
氣象、地象條件，模擬臺中港未來之侵
淤趨勢。本研究將針對歷年臺中港鄰近
海岸變化趨勢進行分析，並以水工模型
詴驗模擬北淤沙區改善布置方案建置後
之鄰近海域的漂沙變化。

3
4

5

烏溪
6

圖1

臺中港鄰近海域位置圖

(1)大安溪口：大安溪口南側沙洲較
北側廣闊，且至大甲溪口北側產生大量
淤積，初判長期沿岸漂沙優勢方向應為
由北往南。(2)大甲溪口：大甲溪口南側
沙洲較北側廣闊，初判長期沿岸漂沙優
勢方向應為由北往南。(3)臺中港北堤北
側：有長期淤積沙洲，且由臺中港海氣
象條件可知，冬季季風波浪作用時間較
長，故可初判此區段應屬漂沙路徑之上

二、鄰近海岸地形變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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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段。(4)臺中港南堤路北側及南側：相
較於北堤北側明顯淤積沙洲，此區段除
部分海岸有小部分沙灘外，其餘沿岸皆
無沙灘生成，顯示此區段應屬漂沙路徑
下游段，且受臺中港外廓設施阻隔影響
下，沙灘難以生成。(5)烏溪口：烏溪口
南側沙灘明顯較寬，除因北側屬臺中港
人工海堤固定不變外，明顯可看沙灘越
往南越寬，與北段漂沙優勢方向由北往
南現象一致外，另依經濟部礦務局土石
資源及產銷管理系統烏溪年輸沙量為 6
79 萬公噸，較大於大安溪 494 萬公噸及
大甲溪 403 萬公噸。

風過後，崩塌面積就會大增。為瞭解
颱洪對海域地形侵淤影響，彙整民國
91～95 年及民國 101～103 年間，逐
年海域侵淤變化資料。
民國 93 年敏督利颱風侵襲後，
在大甲溪及烏溪口造成極大土沙淤
積，大甲溪口淤沙經東北季風波浪所
產生沿岸流推送，部份繞過北防波堤
堤頭，淤積在港口下游側海域；而烏
溪口淤沙，在夏季西南向波浪推送亦
有向北淤積港口現象。民國 102 年蘇
力颱風雖造成港域大範圍淤積，但在
溪口淤積不若敏督利颱風嚴重，研判
921 地震後，河川輸沙大幅增加之現
象，似已逐漸減緩中。
綜上所述，針對不同颱風事件之
洪水量與當年度地形變遷影響分析，
大甲溪應為臺中港主要之輸沙源，來
自大甲溪之輸沙，將先淤積於大甲溪
出海口及防風林區北側，後因沿岸流
及潮流作用形成沿岸漂沙而淤積於
計畫區，部分漂沙甚至繞過北防波堤
堤頭至港外航道及其南側海域沉
降。
2. 歷年平面水深變化分析
考量臺中港北防波堤於民國 92
年延建 480m 後，迄今已逾十餘年，
因此，該計畫將 92～105 年間劃分為
三階段，並以每 4～5 年為期距，藉
以分析北防波堤最近一次延建工程
對於海岸地形變化的影響。

2.2 歷年臺中港鄰近海岸變化趨勢
分析
1. 相關研究回顧
目前蒐集之重要文獻包括(1)中
興工程顧問公司-107年臺中港外港
區擴建計畫(第一期)環境影響說明書
(2)本所-108年離岸風電區鄰近海岸
漂沙機制探討(3)宇泰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108年臺中港北側淤沙區漂飛
沙整治第四期工程規劃可行性研究，
惟因107環評報告與本所報告之文獻
回顧摘錄，皆參考宇泰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之報告內容，故本節就該公司之
報告進行簡述。
該計畫針對各階段海域地形侵
淤變化分析結果顯示，臺中港建港迄
今，海域地形基本上受到港口防波堤
突出海岸距離，波浪碎波造成沿岸流
所帶動海岸漂沙，以及河川輸沙對海
域之補充等因素影響極大。另進一步
在颱洪對臺中海域侵淤影響分析部
分，臺灣地區在民國 88 年發生 921
地震後，西部地區大安溪、大甲溪、
烏溪及濁水溪上游山坡地受創嚴重。
各流域處於地質不穩定狀態，每逢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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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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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地形侵淤分布之分區示意圖

圖3

該研究進一步探討臺中港鄰近
海域海岸漂沙活動特性及趨勢，擬依
臺中港海岸結構物分布特性進行分
區，另外，考量臺中外海水深-30m
外為一陡坡地形分布，因此，分區之
離岸距離以-30m 等深線為界，其地
形侵淤分析之分區示意圖，詳圖 2 所
示。
在歷年侵淤趨勢分析部分，
92~96 年間呈現大量淤積趨勢，其中
臺中港北側淤積趨勢大於南側，顯示
北防波堤完工初期，確實明顯阻隔由
北往南之漂沙優勢方向，96~101 年間
淤積趨勢明顯趨緩，但仍維持臺中港
北側淤積大於南側現象，顯示北防波
堤阻隔漂沙效果已趨緩，最後
101~105 年間已呈現侵淤趨勢互現現
象，顯示臺中港鄰近地形變遷於 101
年後已趨於穩定。臺中港鄰近海域之
近年 92～96、96～101 及 101～105
年間海岸地形侵淤分布圖，詳圖 3～

臺中港周圍近年海岸地形侵淤分
布圖(民國 92～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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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周圍近年海岸地形侵淤分
布圖(民國 96～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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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臺中港周圍近年海岸地形侵淤分
布圖(民國 101～105 年)

圖6

進一步皆以 92 年為基期，分析歷年侵淤
變化部分，海岸地形淤積分布，除了集
中在分區六(北淤沙區)及分區七(大甲溪
口)外，分區一(烏溪口)及分區二(南填方
區)亦有大量淤積分布，由於該期間曾發
生 94 年之海棠、泰利及龍王，96 年之
聖帕及柯羅莎等強烈颱風侵襲，且除了
柯羅莎颱風為第二類路徑外，其他均屬
穿越臺灣中部的第三類路徑，故推測該
期間可能受到颱風影響而海岸地形呈大
量淤積趨勢。且 92 年以後受臺中港北防
波堤延建影響，侵淤變化大致呈北側淤
積大於南側之特性，且南側遠岸淤積區
域有明顯增大現象，最後，南側近岸
(-10m 水深內)如南堤路南段，在正向直
接波浪作用且北側沙源供給不足下，易
發生短期局部侵蝕現象。臺中港周圍之
近年 92～96、92～101 及 92～105 年間
分區地形侵淤分布圖，詳圖 6～圖 8 所
示。

臺中港周圍近年分區地形侵淤分
布圖(民國 92～96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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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周圍近年分區地形侵淤分
布圖(民國 92～101 年)

烈颱風均非屬穿越臺灣中部的第三
類路徑，故 101～105 年應可視為臺
中港非受極端颱風影響下之海岸地
形變化特性。整體而言， 101～105
年間之海岸地形變化已呈現趨於平
衡穩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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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01

101-105

1,000

年淨侵淤量(萬方)

750
500
250
-250

烏溪口

南填方區

南堤路南段

南堤路中段

南堤路北段

北淤沙區

大甲溪口

合計

92-96

3,772,032

4,091,967

2,214,726

1,332,530

1,980,405

3,356,252

8,029,224

24,77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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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451

1,018,065

2,067,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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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7,417

-168,070

385,005

769,961

1,553,126

1,091,107

741,820

101-105 -1,511,894

資料來源：臺中港 40 年期主計畫，民國 108 年 2 月

圖9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圖8

臺中港周圍近年分區地形侵淤分
布圖(民國 92～105 年)

臺中港周圍近年分區地形侵淤分
布圖(民國 92～105 年)
92-96

96-101

101-105

0.60
0.50

3. 分區侵淤量分析
臺中港周圍近年分區之年淨侵
淤量及年淨侵淤厚度統計，詳圖 9～
圖 10 所示。由近年之海岸地形侵淤
狀況可知，92～96 年間之年淨侵淤量
約 2,478 萬方，年淨侵淤厚度約 0.16
～0.41m，96～101 年間之年淨侵淤量
約 657 萬方，年淨侵淤厚度約-0.03
～0.17m，其中分區一(烏溪口)呈侵蝕
現象，其餘分區則呈淤積現象；101
～105 年間之年淨侵淤量約 74 萬方，
年淨侵淤厚度約-0.14～0.13m，分區
一(烏溪口)～分區三(南堤路南段)呈
侵蝕現象，而分區四(南堤路中段)以
北則呈淤積現象。96～105 年間雖曾
發生 97 年之辛樂克及薔蜜、100 年之
桑達及南瑪都、101 年之杰拉華、102
年之蘇力及天兔、104 年之紅霞、天
鵝及杜鵑、105 年之尼伯特及莫蘭蒂
等計 12 場強烈颱風侵襲，惟該等強

年淨侵淤厚度(m)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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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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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填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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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淤沙區

大甲溪口

合計

92-96

0.34

0.26

0.18

0.17

0.16

0.27

0.41

0.27

96-101

-0.03

0.03

0.08

0.10

0.08

0.17

0.08

0.07

101-105

-0.14

-0.09

-0.01

0.05

0.06

0.13

0.06

0.01

資料來源：臺中港 40 年期主計畫，民國 108 年 2 月

圖 10

臺中港周圍近年分區年淨侵淤
厚度統計圖

三、漂沙水工模型詴驗
3.1 水工模型詴驗
本研究之漂沙水工模型詴驗於港研
中心之第二詴驗場棚進行，詴驗設備、
詴驗條件及過程，詳述如下。
1. 詴驗設備
本詴驗於港研中心第二詴驗場
棚進行，相關設備與量測儀器說明如
下：
(1) 詴驗水池：長 62m、寬 57m、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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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布置方案及預定規劃港型詴驗，
其為模擬未來可能發生之情況，故
詴驗波浪則須以較長期之統計值
做為參考資料。
3. 詴驗比尺
漂沙動床詴驗中，詴驗波浪比例
尺的選擇適當與否，影響詴驗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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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所示。

1m，池內有潮汐控制系統。
(2) 不規則造波機：本造波機係英國
HRWallingford 公司出品之機械推
移式不規則造波機及加拿大
DAVIS 公司出品之油壓推移式不
規則造波機，各由四個獨立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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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及修正需要的詴驗波浪。
(4) 三維雷射掃描儀：用以量測模型
底床高程變化。
2. 詴驗條件
依據港研中心之現場觀測資料，
擷取詴驗所需部分進行分析，相關詴
驗條件包含詴驗水位與詴驗波浪等
說明如下。
(1) 詴驗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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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詴 驗 時 以
M.H.W.L.~M.L.W.L. 做 為 季 節 風
波浪作用時之變化水位；而以
H.H.W.L.~M.W.L 做為颱風波浪作
用之變化水位。
(2) 詴驗波浪
本研究漂沙詴驗分為北淤沙區改

表1

漂沙動床模型相似律之比較(摘自
歐、許(1985))

作者

推導法則

Goddet 等人

浪與流交互作用下底質

(1960)

運動條件相似

Valembois(1960) 懸浮質運動條件相似

NT

NH

 1/ 2



 1/ 2

 4/5

Yalin(1963)

因次分析

 1/ 2



Fan 等人(1969)

底質運動條件相似

 1/ 2



Noda(1972)

底質運動條件相似

 1/ 2



Kamphuis(1972) 底質運動條件相似

 1/ 2



 1/ 2



 1/ 2



Dalrymple and

考慮參數 H0/ω 0T 之相似

Thompson(1976) 性
考慮參數 u*/ω 0 之相似

椹木(1982)

性

N r1 / 2 ‧
許泰文等人

碎波帶內漂沙現象及地

(1985)

形變化性質相似

6
N 1D/50

‧μ

1/5

‧

N T2

 2 / 15

依據上述學者之結果及本所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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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參考依據，相關詴驗條件、詴驗原
研中心往昔從事漂沙詴驗之經驗，當
則與詴驗過程，分述如下。
從事臺灣西部海岸地形變遷之水工
1. 詴驗條件與佈置
模型詴驗者，應用許泰文等人之模式
本研究模擬之北淤沙區改善配
可獲致較佳之詴驗結果；若屬於台灣
置方案為未來可能實施之工作，因此，
東部地形者，則引用其他人之結果較
相關詴驗條件與改善配置方案，如表
為妥適。因此，本詴驗之波浪比尺係
2 及圖 11 所示。
採用許等人之模式比尺為
2/5 4/15
1/3
波高比尺，NH = μ λ Nr ND50
表 2 水工模擬詴驗條件說明表
1/5 2/15
1/2
1/6
物理
週期比尺，NT=μ λ Nr ND50
比尺
類別
現場
詴驗
量
= NH1/2
水平
1/300
潮汐比尺，Nt = λ / (μ)1/2
比尺
式中 NT：波浪週期比尺，NH：波高
+4.61 ~
+6.15 ~
季風
+0.89 m
+1.19 cm
比尺，  ：垂直比尺,  ：水平比尺，
垂直
潮
1/75
比尺
位
r：底質比重，D50：底沙之中值粒徑。
+6.00 ~
+8.00 ~
颱風
+2.76 m
+3.68 cm
從模型相似性觀之，應儘可能採用等
比模型詴驗，然而面臨包含廣大海域
冬季波浪
2.15 m
8.35 cm
之海岸動床漂沙模型詴驗，其水平方
波高 1/25.74
夏季波浪
0.87 m
3.38 cm
向與垂直方向一般無法採用同一比
16.28
颱風波浪
4.19 m
cm
尺，否則在垂直比尺方面將因比尺太
冬季波浪
7.5 秒
1.48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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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期
夏季波浪
6.5 秒
1.28 秒
1/5.07
比尺不同之歪比模型。另外，為考量
颱風波浪
8.5 秒
1.68 秒
預定應用之現場範圍、詴驗水池大小，
潮汐
及考慮應用上列公式與造波機造波
半日潮
1/34.6
12hr
20.8min
比尺
能力，本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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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臺中港北淤沙區配置方案詴

驗

本項詴驗為阻擋臺中港由北向南移
動之漂沙，參考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港務分公司 108 年度「臺中港北側
淤沙區漂飛沙整治第四期規劃可行性研
究」所提之 2 種改善佈置方案以辦理模
型詴驗，並分析研判未來臺中港鄰近海
域可能漂沙趨勢，做為後續防治對策方

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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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A、B 改善佈置圖

2. A、B 配置方案之詴驗模擬結果
應用預備詴驗所獲得冬、夏季期
間之地形重現時間的詴驗結果，依表
2 水工模擬詴驗條件，辦理臺中港北
淤沙區各改善配置方案之詴驗地形
變化比較。本次詴驗依據 108 年 5 月
之臺中港水深地形測量資料鋪設初
始地形，以夏季波浪做為開始，接續
以冬季波浪作用後，量測 A、B 配置
詴驗地形的變化情況，做為 A、B 配
置方案詴驗一年後之資料，後續持續
進行波浪作用三年，再量測詴驗地形
的變化。
為瞭解臺中港近岸海域地形詴
驗模擬情形，故將詴驗範圍區分三個
區塊，以利後續土方量計算，相關分
區如圖 12 所示。圖 13 及圖 14 為 A
配置模擬一年、三年後之地形侵淤變
化比較圖，由表 3～4 土方量分區計
算顯示，臺中港北淤沙區延伸既有之
突堤，雖可阻擋部分漂沙，但仍有漂
沙繞過北防波堤向南漂移造成淤積
現象；圖 15 及圖 16 為 B 配置模擬一
年、三年後之地形侵淤變化比較圖，
由圖顯示，北防波堤以北多為淤積情
形，以南則侵淤互現情況，表 5～6
土方量分區計算顯示，B 配置於北淤
沙區新建置之突堤可阻擋多數漂沙
防止其向南漂移。

圖 12

水工模型詴驗地形侵淤變化計
算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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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A 配置模擬 1 年後之地形變化侵
淤比較圖

圖 14

A 配置模擬 3 年後之地形變化侵
淤比較圖

表3

A 配置模擬 1 年後之地形變化侵
淤比較表

區
段

淤積土方量
(萬立方公尺)

沖刷土方量
(萬立方公尺)

合計土方量
(萬立方公尺)

1

159.21

-114.57

44.64

2

189.63

-186.66

2.97

3

182.25

-171.54

10.71

表4

表5

A 配置模擬 3 年後之地形變化侵
淤比較表

B 配置模擬 1 年後之地形變化侵
淤比較表

區
段

淤積土方量
(萬立方公尺)

沖刷土方量
(萬立方公尺)

合計土方量
(萬立方公尺)

區
段

淤積土方量
(萬立方公尺)

沖刷土方量
(萬立方公尺)

合計土方量
(萬立方公尺)

1

327.24

-104.67

222.57

1

171.63

-141.93

29.70

2

377.37

-227.16

150.21

2

119.07

-344.43

-225.36

3

280.53

-209.88

70.65

3

118.71

-290.70

-171.99

表6

B 配置模擬 3 年後之地形變化侵
淤比較表

圖 15

B 配置模擬 1 年後之地形變化侵
淤比較圖

圖 16

B 配置模擬 3 年後之地形變化侵
淤比較圖

區
段

淤積土方量
(萬立方公尺)

沖刷土方量
(萬立方公尺)

合計土方量
(萬立方公尺)

1

526.14

-195.30

330.84

2

222.84

-309.78

-86.94

3

234.18

-280.98

-46.80

將 A、B 兩配置模擬結果進行比
較，由圖 17 及圖 18 顯示，多數沙受
B 方案新建突堤阻擋淤積於此處，而
北防波堤以南部分區域呈現侵淤互
現情形，且土方量計算表 7～表 8 除
第一區呈現淤積外，其餘兩區多為侵
蝕情形，由此可推估 B 方案相較 A
方案可阻擋多數沙，防止其向南漂
移。

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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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配置模擬 1 年後之地形變
化侵淤比較圖

積趨勢，其中臺中港北側淤積趨勢大
於南側，顯示北防波堤完工初期，確
實明顯阻隔由北往南之漂沙優勢方
向，96~101 年間淤積趨勢明顯趨緩，
但仍維持臺中港北側淤積大於南側
現象，顯示北防波堤阻隔漂沙效果已
趨緩，最後 101~105 年間已呈現侵淤
趨勢互現現象，顯示臺中港鄰近地形
變遷於 101 年後已趨於穩定。
2.為阻擋臺中港由北向南漂移之沙源，
本研究參考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港務分公司 108 年度「臺中港北
側淤沙區漂飛沙整治第四期規劃可
行性研究」所提之 2 種改善佈置方案
辦理水工模型詴驗，詴驗結果顯示北
淤沙區靠近北防波堤位置多呈現淤
積情形，而南防波堤以南則為侵淤互
現情況，另將 2 方案進行比較，比較
結果可推估 B 方案相較 A 方案可阻
擋多數沙，防止其向南漂移。

圖 18A、B 配置模擬 3 年後之地形變化
侵淤比較圖
表7

A、B 配置模擬 1 年後之地形變化
侵淤比較表

區
段

淤積土方量
(萬立方公尺)

沖刷土方量
(萬立方公尺)

合計土方量
(萬立方公尺)

1

310.14

-270.72

39.42

2

287.64

-362.97

-75.33

3

132.84

-284.94

-152.10

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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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配置模擬 3 年後之地形變化
侵淤比較表

區
段

淤積土方量
(萬立方公尺)

沖刷土方量
(萬立方公尺)

合計土方量
(萬立方公尺)

1

307.53

-268.65

38.88

2

259.56

-348.57

-89.01

3

171.36

-264.33

-92.97

四、結論
1.依據臺中港歷年地形實測資料侵淤趨
勢分析部分，92~96 年間呈現大量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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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港航安航路分析之研究
羅德章
楊瑞源
廖慶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事資訊科技系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系教授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摘要

一、前言

本研究針對大型貨櫃船航行於臺北
港的航路進行分析，同時討論進港停泊
的航行安全。模式採用近期臺北港的 3D
港模與地形進行繪製，船模為大型貨櫃
船及拖船等，並計算船舶與波浪耦合交互
作用，分析船舶於港內航行所產生的波動
狀態。模擬的案例可分為三種型態(1)貨櫃
船進港動態模擬分析(2)拖船協助貨櫃船
於港內靠泊(3)風波流對大型船舶在航行
進港的影響。本文的船舶航跡係依照實際
船舶進港航行的路徑設置，以符合船舶實
際航行於臺北港的狀態，俾利正確評估港
內以及船席區的水面變化。研究顯示超大
型貨櫃船(23,000TEU)在退潮進港停泊有
擱淺風險，建議港內航道深度要浚深至
-17 公尺，才能確保大型船舶航行至臺北
港停泊。
當大型貨櫃船在不同海氣象(風、
波、流)作用下進入臺北港停泊，需要了
解不同海氣象條件下對船舶操縱的影
響。這些模擬的資訊可以提供臺灣港務
公司或相關公共工程機構參考。本研究
先蒐集臺北港近岸海域海流與風的歷史
數據，資料來自於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
灣技術研究中心(以下稱港研中心)的測
量數據。為了清楚了解大型船舶進港遭
遇風波流的影響引起船位偏移，進而可
能危及航行安全，本研究根據船舶航路
規劃進行各種情境分析，主要為夏季與
冬季漲退潮海氣象情境進行動態模擬，
船舶進港後由拖船協助停泊，了解大型
船舶進出港口時遇到的各種海氣象情況
可能帶來的風險。

臺北港貨櫃儲運中心與集散雜貨儲
運中心陸續營運後，因應航商需求，有
超過 10,000 TEU 級以上之大型貨櫃船
及大型散貨船到港。航商在成本與效率
考量下，船舶大型化的趨勢更加明顯，
本研究針對以 10,000TEU、20,000TEU、
23,000TEU 的貨櫃船在風浪作用下產生
的交互作用，進行航行安全分析與評
估，以及船舶於臺北港航行與風浪產生
的交互作用進行水動力模擬。因臺北港
在天候惡劣時，風與浪耦合交互作用對
船舶進出港之航行安全有相當大的影
響，尤其大型貨櫃船受風面積大，在強
風的作用下足以影響船舶操縱，為了評
估船舶進出港遭遇風浪的情況，應用 3D
船舶水動力模式，使用數值模擬分析大
型船舶於臺北港海域之航行，以利了解
航行安全。本研究首先蒐集近年臺北港
海域之海氣象、包含波浪、風力與潮流。
並進行海陸地形製作，彙整統計港研中
心的海氣象量測資料，應用電腦數值模
擬的技術，同時探討臺北港冬季東北季
風浪、夏季盛行西南季風浪作用下，船
舶進出臺北港的數值模擬。本研究分別
考慮冬季與夏季海氣象狀況，船舶於冬
季期間航行入港，在東北季風浪作用
下，考慮的海流狀況由東北往西南流。
夏季盛行西南風浪，故考慮潮流向以西
南往東北流做為夏季操船航行入港的影
響。彙整臺北港海域的風浪流特性，依
據資料設定為不同的邊界條件進行數值
模擬，透過數值模擬船舶於航道航行遭
遇不同風浪的交互作用。同時將模擬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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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製作成 3D 動畫，以利了解在何種海
氣象情況下，船舶航行入港要特別注意
船舶操縱，以確保航行安全。本研究藉
由模擬分析結果，建議航行的航速與航
路規劃，以確保航行安全。提供臺北港
海事從業人員以及港務單位之參酌。

驗，2 種路徑進港後搭配拖船的拖帶，
協助貨櫃船安全停泊。試驗針對 3 種貨
櫃 輪 為 10,000TEU 、 20,000TEU 、
23,000TEU 進行操船試驗，以利了解航
行是否安全無虞，尤其是超大型貨櫃船
應謹慎操船，確保航行安全。

二、研究方法

2.1、港域與船舶 3D 建模
船舶航行於臺北港 3D 模擬演算，
透過電腦輔助製圖建模能力，製作一體
成形的船體與臺北港模型，本次單位設
定為公尺，放入 Real Flow 演算軟體內
進行海流、風力、與船速做混合搭配運
算，計算船舶在海上航行受到風波流的
交互作用，要注意模型不能有破面，以
防物體表面會進水，將無法獲得正確實
驗，以下則是本次實驗製作方式。
1.臺北港模型
透過對臺北港外輪廓的描繪進行多
線段掃描，由於製作後也會形成四方面
型，無法進入 Real Flow，故必須再度使
用上述之方法將臺北港模型轉換成全三
角面型且一體成型，到這裡已經完成全
部實驗所需要的模型，如圖 1 為臺北港
3D 模型建製。

船舶航行為六軸自由度的運動，包
含船模相對於質心產生分別為縱移、側
移、起伏及橫搖、縱搖、平擺，以上為
移 動 與 轉 動 耦 合 的 六 個 自 由 度 (6
Degrees of freedom, 6D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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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定義船
舶為船體座標系。船舶在波浪中的耦合
運動，實為一非常複雜的問題，文獻上
船舶水動力研究有實驗 (Cho and Lee
2004 )、理論解析(Amrimin et al. 2004；
Havelock 1908; Salvensen et al. 1970;
Fang et al. 2015)、數值分析(Campana et
al. 2006; Cho et al. 2001)可參考。
本研究應用船舶水動力模式模擬船
舶航行臺北港的航安分析，模式考慮船
舶航行引發興波效應之反射折射與繞射
等現象的探討，風波流交互作用下對船
船航行安全的影響。海流流速與流向變
化會隨著潮汐的變化而改變，船舶行道
入口的橫流效應，尤其以退潮情況對船
舶操縱進港影響大，操船者稍有不慎，
足以影響航行安全。船舶進港後，船舶
航行產生的興波作用與岸壁形成交互作
用，也須加以考慮。船舶進港後以拖船
協助停泊，本模式採用 2 種航行路徑 A、
B，船舶依照指定的路徑進行操船試

圖1

臺北港 3D 模型建製

2.船體建模
本次實驗透過三維軟體製作，製作
大型船體，進行一體成型的 3D 船模，
在進行船舶航行動態模擬演算時，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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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模型轉換功能將其轉換成三角面
型，方可進入 Real Flow 軟體進行模擬。
最後成製作好的全三角面一體成形的模
型船體。
經由電腦輔助製圖，本研究完成船
舶的 3D 模型建製，如圖 2 為船舶之噸
位 10,000TEU、20,000TEU、23,000TEU
的貨櫃船模型，船模模型與港模模型建
製完成後匯入 Real Flow 軟體，依照船
舶航行路徑設定，同時模式給定風浪條
件下，配合漲退潮的時變性潮汐水位進
行 3D 水動力模擬。

圖2

2.2、貨櫃船航路模擬情境規劃
貨櫃船航路的情境模擬需要搭配不同的
海象因素，模式採用的海氣象條件下分
述如下：
1.風力與風向：
依據歷年的海氣象分析(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統計資
料分析，本區歷年冬、夏季風力統計，
風力在 7 級(13.9～17.1m/s)以上分別有
3.7%、1.9%之機率出現，由於本研究係
以 3 種 噸 位 貨 櫃 輪 (10,000TEU 、
20,000TEU、23,000TEU)為試驗本船，
考量大型船舶受風面大，尤其是
23,000TEU 的超大型貨櫃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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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之需求仍有疑慮。本研究參考港研
中心風力觀測成果，冬季擬將採較嚴苛
之 7 級風為配置風力，以東北(NE)向為
主；夏季以 7 級風為配置風力，進港船
艉順風之西南(WS)向為風向條件。惟在
試驗前，參與試驗引水人表示，依長期
在臺北港帶船之經驗，夏季風力超過 7
級風之機率反較冬季為高，基於操船安
全考量，建議夏季先以 7 級風進行試
驗。本研究的航路分析的風力條件設定
為 15.0 m/s 與 20 m/s，因船舶進港的海
氣象條件皆有不同，本研究模擬的案例
設定為 18 例，為了縮減模擬的案例，貨
櫃輪 10,000TEU 採用風力 20 m/s，另外
20,000TEU 與 23,000TEU 採用 15 m/s 的
風力條件來進行操船測試。依照夏季
WS 風向與冬季 NE 風向條件設定，以模
擬實際強陣風力對船舶之作用之真時狀
況。
2.潮位：
依目前港區佈置海流數值模擬結
果，潮位採用港研中心觀測資料，冬季
選擇以漲潮流為主，進行漲潮的航路模
擬；夏季選擇以退潮流為主進行退潮的
航路模擬。因為風與流同向疊加效應大
對操船影響甚鉅，風以來向來表示反之

貨櫃船 10,000TEU、20,000TEU、
23,000TEU 之 3D 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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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以去向表示，故北風南流與南風北流
皆是同一流向，本研究採用以上的模擬
條件因冬季北風南流(漲潮)、夏季南風
北流(退潮)對操船航路航行安全影響較
大，故模擬以冬季選擇以漲潮流與夏季
選擇退潮流來當作主要模擬的條件。
3.海流:
本研究潮流之建置係數值模擬計算
成果，於夏季 7 級強風作用下並考量波
浪作用，在漲潮情況下位於航道開口處
最大流速約為 0.62 m/s，發生於最低潮
後 約 1.2 小 時 ； 最 大 退 潮 流 速 約
0.58m/s，發生於最高潮後約 1.2 小時。
在冬季 7 級強風作用下並考量波浪作
用，位於航道開口處之最大漲潮流速為
0.9 m/s，最大退潮流為 0.5 m/s。經研析
對本計畫較嚴苛之夏與冬季流場資料輸
入至操船模式，此乃配合夏季與冬季相
同風向及 7 級風力下產生之較嚴苛之潮
流圖。由潮流圖可知漲潮時外海海流由
東北向西南流，並於防波堤堤頭內側形
成一朝向海岸並垂直主航道之橫流；退
潮時外海海流由西南流向東北流，並於
防波堤堤頭內側形成一朝向外海並垂直
主航道之橫流。
4.波浪條件：
波高採用 3.6 m，係依據夏季與冬季
7 級風力導入模式產生之數值，波向則
依風向導入所產生之方向。為了測試不
同航行路徑對航行安全的影響，本模式
設定 2 種路徑進行航行安全的評估，如
圖 3 為船舶航行入臺北港預定試驗的
路徑，表 1 為臺北港操航試驗預定試驗
條件的組合。試驗的海氣象情境為四種
模式，分別為 1a 為夏季風速 7 級風，風
向-WS，退潮流場；1b 為夏季風速 7 級
風，風向- NE，漲潮流場；2a 為冬季風
速 7 級風，風向- WS，退潮流場；2b 為
冬季風速 7 級風，風向-NE，漲潮流場。
測試以自然條件 1a 與 2b 試驗為主，主
因夏季西南季風的風向與退潮北流，風
向與流向一致，對操船而言較有風險。

同理，冬季東北季風的風向與漲潮南流，
風向與流向一致，對操船而言較有風險。

圖3
表 1
合

船舶航行入臺北港預定試驗
路徑(A、B)

臺北港操航試驗預定試驗條件組

註：1a：夏季風速七級風，風向-WS，退潮流場。
1b：夏季風速七級風，風向-NE，漲潮流場。
2a：冬季風速七級風，風向-WS，退潮流場。
2b：冬季風速七級風，風向-NE，漲潮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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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調頭、靠泊碼頭的工作，4 艘拖船馬力
分別為 6000 匹、5000 匹、4000 匹、3200
匹(使用的拖船馬力是與臺北港營運處
討論後採用)。本船 10,000TEU 採用 1
艘 5000 匹與 1 艘 4000 匹的拖船協助；
20,000TEU 與 23,000TEU 採用 6000 匹、
5000 匹、4000 匹、3200 匹各一艘的拖
船協助本船停泊。
航路的模擬總共有 18 個案例，如表
1 所示，經模式測設，計有 15 例成功 3
例失敗。失敗的案例為 23,000TEU 貨櫃
輪，在退潮時航行進港後，由拖船協助
靠泊時發生船舶擱淺的情況，發生擱淺
的地方坐落於船席區的碼頭。在拖船協
助本船推頂前進至碼頭靠泊時發生擱
淺，相關失敗的案例有 Case 7、Case 8、
Case 12，其他案例皆安全停泊至臺北
港。
Case 1 與 Case 2 為 10,000TEU 滿載
與 A 航路，試驗情境為夏季退潮與夏季
漲潮，圖 5 為貨櫃輪(10,000TEU)由外海
A 路徑航行入港模擬(Case 1:夏季退潮)。
Case 3 到 Case 6 為 20,000TEU 滿
載，航路分別為 B、B、A、A，海氣象
條件分別為 1a、1b、2b、2b，試驗結果
皆安全停泊港區。圖 6 為貨櫃輪
(20,000TEU) 由外海 A 路徑航行入港模
擬(Case 5:冬季漲潮)。
Case7 到 Case12 為 船 舶 噸 位
23,000TEU，船舶裝載滿載的情況，圖 7
為貨櫃輪(23,000TEU)由外海 A 路徑航
行入港模擬(Case 13:夏季退潮)。圖 8 表
示貨櫃輪(23,000TEU)由外海 B 路徑航
行入港模擬(Case 14:夏季退潮)。船舶噸
位 23,000TEU 考量 4 種海氣象模式來評
估航行安全，但 Case 7、Case 8、Case12
皆發生船舶擱淺的情況，在船舶靠泊的
過程中，於船席區發生擱淺。細看原因
皆發生於退潮時低潮的情況。在夏季或
冬季漲潮時，不管是在 A 或 B 航路，船
舶皆能安全航行停泊於港區。

拖船 3D 建模

三、研究成果
船舶航行於臺北港的情境分析先將
模型匯入 Real Flow 軟體進行演算，圖 5
至圖 10 為臺北港匯入 Real Flow 軟體，
進行港內比例規劃與航行模擬，透過船
的節數來設定船速，進而模擬船舶與海
流碰撞、波浪與風力的交互作用，依照
實際數據，未被海流包覆區域則不列入
計算區域。
臺北港港外計算範圍，一樣利用
Real Flow 數 值模式 軟體進行網格計
算，並將船舶依照規劃的航路進行模擬
計算，設定船速在港外為 10 m/s，貨櫃
船行駛到防波堤區域降速，對風力設定
也設定為均速 15 m/s(20,000 TEU 與
23,000 TEU 的貨櫃船)與 20 m/s(10,000
TEU 的貨櫃船)。
本 研 究模擬 的船為 10,000TEU、
20,000 TEU 與 23,000 TEU 的貨櫃船，透
過電腦輔助製圖進行模型建製，一體成
形如圖 2 所示，另外也建製包含本次模
擬使用到的拖船(使用的拖船馬力是與
臺北港營運處討論後採用)，當船航行至
港區由拖船協助拖帶與停泊，如圖 4 所
示。
本模擬案例採用 4 艘拖船於船舶進
港後，協助船於迴船池進行拖拉迴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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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13 到 Case 18 船舶皆設定為半
載情況，不管 A 航路或 B 航路或漲潮或
退潮，船舶皆能安全停泊於港區。本研
究船舶進港過程，包含在迴船池調頭靠
岸皆能做動態的模擬，如圖 9 分別為貨
櫃輪(20,000TEU)由外海 B 路徑航行至
港內，再由拖船協助本船掉頭與拖帶，
迴旋停泊靠岸過程(Case 4:夏季漲潮)。
圖 10 表示貨櫃輪(23,000TEU) 由外海 A
路徑航行至港內迴旋停泊靠岸過程
(Case 11:夏季漲潮)。
由試驗結果建議，超大型貨櫃船進
入臺北港停泊，於船舶半載與漲潮情況
較佳，未來建議港內進行浚深的工作，
確保超大型船舶進入臺北港停泊的安
全。
由試驗建議貨櫃輪航行進入臺北港
的較佳航路有(a)一般性航路 (b)南風北
流 (c)北風南流的建議路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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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時盛行西南季風，此時船
舶進港時將遇來自西南季風之風力影
響，因此船舶在進港時，可將航路靠緊
中央分離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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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進港時遭遇到退
潮流，海潮流將會阻礙船舶前行，此時
船舶進港會較為困難，須加速往港內行
駛。
冬季:冬季時盛行東北季風，此時船
舶進港時將曾遇來自東北季風之風力影
響，因此船舶在進港時，可將航路靠進
港航路右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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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並偏向右航行，若為退潮海潮流由港
內朝外海流動，此時船舶進港較為困
難，須加速往港內行駛。

圖 5 貨櫃輪(10,000TEU)由外海 A 路徑
航行入港模擬(Case 1：夏季退潮，風速
2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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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貨櫃輪(20,000TEU) 由外海 A 路
徑航行入港模擬(Case 5：冬季漲潮，風
速 15 m/s)

圖 7 貨櫃輪(23,000TEU) 由外海 A 路
徑航行入港模擬(Case 13：夏季退潮，風
速 15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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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貨櫃輪(20,000TEU) 由外海 B 路
徑航行至港內迴旋停泊靠岸過程(Case
4：夏季漲潮，風速 15 m/s)

圖 8 貨櫃輪(23,000TEU) 由外海 B 路
徑航行入港模擬(Case 14：夏季退潮，風
速 15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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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本研究依據實際比例尺建製臺北港
3D 港灣地形模型、3D 貨櫃船模型包含
3 種船型(10,000TEU、20,000TEU 與
2,3000TEU)及拖船的建製。應用臺北港
海氣象統計資料，根據冬季、夏季風浪
與颱風浪的條件，模擬航路航安模擬分
析顯示:
1. 航路的模擬共有 18 個案，經過測設
後有 15 例成功 3 例失敗。失敗的案
例為 23,000TEU 的貨櫃輪在退潮時
航行進港後，由拖船協助靠泊時發生
船舶擱淺的情況，坐落於船席區的碼
頭。
2. 經由 18 案例的航行測試，模擬 3 種
船型的貨櫃船 10,000TEU、
20,000TEU 及 23,000TEU 從外海進
泊之操航安全，拖船出力與協助模
式。當退潮時不論在冬季與夏季，貨
櫃船 23,000TEU 滿載時於港內皆發
生船舶擱淺的情形，建議於港內進行
浚深工作，以確保超大型貨櫃船進港
停泊的安全。
3. 臺北港因應未來的擴港需求，建議針
對擴港後的臺北港進行操船試驗，以
確保船舶於臺北港域航行與裝卸貨
的安全。尤其是超大型的貨櫃船舶
(20,000TEU 以上)在海氣象欠佳的情
況下，考慮風波流包含漲退潮的情況
下進一步進行航行的情境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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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港港池靜穩度之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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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系教授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用，其中包含 S1~S9 碼頭區，區分為親
水遊憩區、軍事專業區，岸線及土地配
置。本研究首先彙整該水域的海氣象資
料，進行水位變化的時序列分析。根據
南碼頭港灣地形與水深進行 3D 繪製，
同時將量測水位資料與數值模擬進行比
對分析，以確認模式的可行性與準確
性。準此，分別彙整季風浪與颱風浪作
用下臺北港海氣象觀測資料，模擬設定
不同波浪作用下，南碼頭各區域的波場
分析，水面靜穩度數值模擬分析，邊界
條件可由季風浪彙整的資料進行分析。
另以過去颱風波浪資料，選擇一個
颱風進行颱風波浪作用下，南碼頭各區
域的靜穩度數值模擬分析，評估港內是
否有良好的水面靜穩，同時提出改善策
略，以利水域內保持港內水面靜穩，輔
助港區建設進行。數值模擬計算出各類
型波浪作用下，港內外的波場分布與港
內水面變化，本研究並以南碼頭 S07、
S08、S09 之水位變化為重點(如圖 1 紅
框區)，做為靜穩度評估的依據。

摘要
臺北港位於淡水河口出海口南岸之
八里地區砂質海岸，防波堤深入海中千
餘公尺，當深海波浪進入淺水地區，由
於受到水深、地形等之影響，波浪將發
生淺化折射變形，如進入港區附近，將
受到防波堤、碼頭及護岸等港埠工程結
構物之干擾，產生反射、繞射與短峰波
現象，導致航道、港口及港池水位錯綜
複雜。本研究以港內各區域的水域為
例，模擬在各種海氣象的情境下進行水
面波動的時序列分析，做為靜穩度評估
的依據。
本研究擬藉由三維數值模擬方式來
探討臺北港港池的穩靜度，首先驗證數
值模擬結果與港內實測 Kd(港內波高/港
外入射波高)值近似。分析不同海氣象的
波浪條件對港內靜穩度的影響，包含夏
季季風浪、夏季西南季風浪、冬季季風
浪與颱風波浪。研究顯示，除了颱風浪
足以影響港池的靜穩度，其餘不論是西
南季風、冬季或夏季風浪，港池示性波
高比平均小於 0.35，顯示港池靜穩度足
供船舶正常進出港與靠泊裝卸貨。

一、前言
臺北港在逐步擴建下，增加了整體
的船舶進出吞吐量與提升營運績效。然
擴建後碼頭的設施佈置與水域水深地形
的改變，是否改變港內水面靜穩度，需
要進一步分析與探討，做為未來港口擴
建之參考依據。臺北港擴建中的南碼頭
區共計有 9 席碼頭，均做為營運碼頭使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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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港南碼頭區平面佈置圖

二、研究方法

力模式，相關研究可應用於波浪與港池
的交互作用分析。
計算流體力學(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是建立在經典流體力學與數
值計算方法上的一門獨立學科，藉由電
腦數值計算和圖像動畫顯示的方法，在
時間和空間上定量描述流場的數值解，
從而達到對物理問題研究的目的，若充
分掌握參數與經驗式配合就可以獲得預
期的結果。本研究採用三維水動力模
式，模擬臺北港在不同海氣象條件下，
波浪由外海依照不同波高與週期，並考
慮不同的波向，計算港內水域的水面變
化，進而評估港內不同水域區域的靜穩
度。

數值模式
本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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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穩度
之推估，模擬不同海氣象情況下，進行
港內靜穩度之數值模擬。
近岸水動力模式可分為三大類:
1. 緩坡方程式:
波浪折繞射效應共存的緩坡方程式
為 Berkhoff (1972) 所提出，推導的緩坡
方程式主要將 Laplace 方程式成以滿
足底部邊界條件的水深因子，再由底部
至水面對水深積分，將三維問題簡化為
二維，以計算緩坡海床整個海域之平面
波場。
2. Boussinesq 方程式:
係由 Boussinesq (1872) 率先提出，
其將流場的垂直分佈以多項式級數型式
進 行 近 似 展 開 ， 主 要 是 針 對 Stokes
(1847) 所提出的非線性波浪無法適當
地應用在無限波長之孤立波流場的難
題，提出可解決等水深之孤立波流場的
解析方程式。之後由 Peregrine (1967)引
用 Boussinesq (1872) 之方程式，採用以
自由表面之變動水位和以水深平均流速
向量為變數，採用連續方程式及動量方
程式進行水深積分，簡化空間三維流場
為平面二維流場，發展出可應用於變動
水深及一般波浪之 Boussinesq 方程式，
即現今所謂的典型 Boussinesq 方程式。
3. Navier-Stokes 方程式:
隨著電腦計算速度的快速發展，目
前以此模式求解波浪變形、近岸水動力
與船舶水動力的相關研究日漸受到重
視，本文亦採用此方法解析波浪變形與
結構物交互作用。許多學者研究波浪與
不規則底床或結構物交互作用，Fang
and Zou (2015)應用非靜水壓模式模擬
近岸波浪的變形，國內學者許(2003)在
近岸水動力學一書有詳加討論各種水動
2.1

2.2 港灣模型 3D 建置
本研究港灣模型建置如下所列，模
型為 1:1 真實比例尺的臺北港建模。
1. 依據：臺北港(106-110 年)海岸漂
沙調查及海氣象與地形變遷監測作業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 擷取臺北港築港配置圖(dwg 檔
案) 港埠輪廓地理座標，如圖 2 所示。
3. 擷取臺北港地形變遷監測作業
之水深網格資料，利用 CAD 軟體建立
臺北港 3D 海底地形港埠模型，如圖 3
與圖 4 所示。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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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港築港配置圖

圖 2 臺北港築港配置圖

圖3

臺北港 3D 港埠模型

圖4

臺北港 3D 海底地形港埠模型

3.1.1 冬季波浪波向 WNW
臺北港在冬季波浪 WNW 方向的入
射波列，在遭遇北堤遮蔽之後，部分經
由南北兩堤頭繞射進入航道，造波時間
約於 300 秒時，A、B、C 及 P 等區涵蓋
之港域，已經因造波波列的繞射和反射
產生短峰波，造波時間約於 600 秒時，
入射波列已經抵達港池最靠內側碼頭
區，如圖 5 為造波 600 秒之港域水面視
覺圖。
比較港池全域水位時序變化除了
D、E、及 F 等區的幅度變化較小外，其
餘各區的水面紛紜狀態趨於一致，如圖
5 所示，這種水面紛紜狀態包含了振幅
頻率不同的成份波。圖 6 為冬季波向
WNW 量測點水位波幅比時序變化圖。a
表示入射波高振幅，表示港內各觀測點
的擷取水位，分布介於-0.5 至 0.5 之間，
因為防波堤遮蔽了入射波能量，港內各
擷取點的水位都呈現不同程度的衰減。
本組模擬結果顯示，冬季 WNW 波向對
港內的靜穩度影響不大。

三、研究成果
本研究分析不同海氣象條件下，波
浪對港內水域靜穩度的影響，包含冬季
波浪分析(WNW 與 W 二組波向)、夏季
波浪分析(W 與 WSW 二組波向)、西南
季風浪(SW 一組波向)、颱風波浪(W 一
組波向)，評估在這些條件下對港內靜穩
度的影響。
圖5
3.1 冬季波浪分析
冬季波浪數值模擬包括 WNW 與
W，外海入射波高 1.66 公尺、週期 7.31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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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港冬季波向 WNW 造波 600
秒之港域水面視覺圖
(H=1.66 m, T=7.31 s)

3.1.2 冬季波浪波向 W
臺北港冬季波浪 W 方向入射波列
正對航道直接進入港池，造波時間大約
300 秒時，A、B、C 及 P 區涵蓋之港域，
已經因造波波列的繞射和反射產生短峰
波，造波時間大約 600 秒時，入射波列
已經抵達港池的最內側碼頭區，如圖 7
表示臺北港冬季波向 W 造波 300 秒與
600 秒 之 港 域 水 面 視 覺 圖 (H=1.66
m,T=7.31 s)。比較港池全域水位時序變
化除了 C、G、及 P 等區的幅度變化較
大外，其餘各區的水面紛紜狀態趨於一
致，如圖 7 所示。圖 8 為冬季波向 W
量測點水位波幅比時序變化，基本上比
值都介於± 0.5 之間，表示本組波浪與波
向呈現良好的靜穩度。整體而言波幅比
最大的值發生在 C 的區域，因為波浪由
航道入口進入後直接繞射到 C 區，受到
波浪衝擊造成水面波動較其他區域來得
大。

圖6

冬 季 波 向 WNW 量 測 點
(A,B,C,D,E,F,G,P) 水位波幅比時
序變化圖

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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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港冬季波向 W 造波 300 秒與
600 秒之港域水面視覺圖
(H=1.66 m, T=7.31 s)

3.2 夏季波浪分析
夏季波浪數值模擬包括 W 與 WSW
二組波向。外海入射波高 0.76 公尺週期
6.24 秒。
3.2.1 夏季波浪波向 W
臺北港夏季波浪波長較冬季短，波
列前進速度亦較緩，W 方向入射波列遭
遇南北兩堤同時攔截，經過淺化折射變
形的波列波高明顯衰減。相同造波時間
大約 300 秒時，前進波列尚未抵達 C
區，短峰波亦僅侷限 B 區港域，如圖 9
上圖所示。造波時間大約 900 秒時前進
波列尚方抵達內側碼頭區，如圖 9 下圖
所示。圖 10 為夏季波向 W 量測點水位
波幅比時序變化，整體港池波高量測點
波浪衰減係數(Kd)分布約於 0.17 至 0.6
之間。C 區相較其他位置的靜穩度來得
差，因為 C 區的正北的直角碼頭為前進
波列的點波源，與 B 區岸壁的反射波，
加上進入港區的前進波正好交會於此。
整體而言，夏季波浪 W 向入射對港內靜
穩度尚稱良好。

圖8

冬 季 波 向
W 量 測 點
(A,B,C,D,E,F,G,P) 水位波幅比時
序變化圖

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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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港夏季波向 W 造波 300 秒與
900 秒之港域水面視覺圖
(H=0.76 m,T=6.24 s)

3.2.2 夏季波浪波向 WSW
臺北港夏季波浪波向 WSW 波列
前進方向和北防波堤交角約呈九十度，
因此南堤端顯著的成為前進波列的點波
源，持續呈現繞射現象的現象，此繞射
波遭遇北區碼頭岸壁重複反射套疊，這
種不同的成分波在 C 區混合成紛紜的短
峰波，影響港池的靜穩度，如圖 11 為臺
北港夏季的波向 WSW 造波 300s 與
900s 之 港 域 水 面 視 覺 圖 (H=0.76m,
T=6.24s)。夏季波浪波向 WSW 基本上
波浪衰減係數 (Kd) 介於 0.22 與 0.7 之
間，其中以 C 點的靜穩度相較其他位置
差。圖 12 為夏季波向 WSW 量測點
(A,B,C,D,E,F,G,P) 水位波幅比時序變化
圖。C 點的波幅比變化最大。

圖 11 臺北港夏季波向 WSW 造波 300
秒與 900 秒之港域水面視覺圖
(H=0.76 m,T=6.24 s)

圖 10 夏 季 波 向
W 量 測 點
(A,B,C,D,E,F,G,P) 水位波幅比時
序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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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西南季風浪分析
西南季風浪數值模擬包括 SW 一組
波向，外海入射波高 0.76 公尺週期 6.24
秒。臺北港西南季風入射波列淺化變形
繞過南堤端頭直達北堤，雖然在北堤與
碼頭連接處產生多次反射駐波套疊，但
P、B 與 C 區因為南防坡堤的遮蔽，顯
得相對靜穩，如圖 13 為臺北港夏季西南
季風造波 300s 與 900s 之港域水面視覺
圖(H=0.76 m, T=6.24 s)。但是駐波與繞
射波持續的發展最終干擾整個港池。圖
14 為西南季風港池量測點水位波幅比
時序變化圖，基本上波浪衰減係數 (Kd)
的分布介於 0.42 至 0.76 之間。雖然此方
向的入射波，防波堤削減波浪能量的效
果不佳，然因西南季風的外海波浪波高
較小 (H = 0.76 m)，因此靜穩度尚可合
乎港內船舶作業的需求。整體而言，港
內波幅比偏大，最大的值發生在 C 的區
域，因為波浪由航道入口進入後直接進
入港內，由於入射波高僅為 0.76 m，故
即使各水域波幅比偏大，也符合船舶於
水域作業的標準

圖 13 臺北港夏季西南季風造波 300 秒
與 900 秒之港域水面視覺圖
(H=0.76 m,T=6.24 s)

圖 12 夏 季 波 向 WSW 量 測 點
(A,B,C,D,E,F,G,P) 水位波幅比時
序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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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颱風浪分析
針對颱風浪的分析研究，此僅針對
波向 W 的颱風進行分析，因 W 波向的
波浪對臺北港水域靜穩度影響最大，故
採用較極端的情形進行分析，採用瑞伯
颱 風 實 測 資 料 。 波 浪 條 件 為 波 高 (H)
8.8m，週期 (T) 10.3 s，前進波列接近防
坡 堤 處 水 深 16 m ， 波 長 (L) 約 為
127m，沿著航道直撲而入，但是臺北港
的南北兩側防波堤針對這種長波型的波
列發揮了絕佳的遮蔽效果，整體港池波
高的衰減係數 (Kd) 分布約在 0.1 至
0.24 之間。如圖 15 表示臺北港颱風浪波
向 W 造波 300s 與 600s 之港域水面視覺
圖。圖 16 為颱風波向 W 量測點水位波
幅比時序變化圖。

圖 15 臺北港颱風浪波向 W 造波 300 秒
與 600 秒之港域水面視覺圖
(H=8.8 m, T=10.3 s)

圖 14 西 南 季 風 量 測 點 量 測 點
(A,B,C,D,E,F,G,P) 水位波幅比時
序變化圖

72

四、結論
本研究依比例尺 1:1 製作臺北港 3D
港灣地型。應用臺北港海氣象統計資
料，根據冬季、夏季風浪、西南季風浪
與颱風浪的條件，模擬港內靜穩度分析
顯示:
1. 港內靜穩模擬顯示夏季西南季風波
高衰減比 Kd 值最大，觀測點 P 點西
南季風波浪波高衰減 Kd 值為 0.52。
數值模擬 Kd 值和 2019 年 6 月 18 日
至同年 9 月 26 日臺北港西南季風波
浪觀測紀錄示性波高平均 Kd 值為
0.48 有相當的一致性。
2.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臺北港防波堤
的設計對長週期波浪有良好的遮蔽
效果。
3. 針對西南季風數值模擬結果雖顯示
平均示性波高之波浪衰減係數 Kd 較
高，然因為其屬於短週期低波高，還
在港灣使用臨界波高容許範圍內，並
不影響港池的靜穩，或干擾船舶停靠
裝卸作業。
4. 冬季、夏季波浪靜穩度佳，但 A 與 C
點附近相較其他區域的水位波動
大，其中 A 點位於北防波堤中點，未
來擴建後擬規劃停泊油輪，C 點位於
興建中的多用途開發區( S09、S10)，
建議再進一步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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