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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廓防波堤巨型沉箱 

儲存及起浮過程中之作業程序 

劉 彥 忠  

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常務理事 

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 常務理事 

台北市水利技師公會 理事 

 

壹、前言 

近十數年間海運蓬勃發展，貨運總吞

吐量及貨櫃數量每年均大幅成長，因此無

論商港及工業港之建造，均朝擴建港口水

深之方向努力，以適應日益加大載重量之

客貨輪船。 

深水港之建造，巨型沉箱扮演極為重

要之角色，筆者在第 12 期會訊中對於外廓 

防波堤之規劃設計及巨型沉箱之製作及

拖航曾作敘述，本文將針對筆者參與之建

港實例，有關於沉箱實際儲存及起浮過程

中之程序作詳實記述，並對於巨型沉箱在

儲存過程中會發生那些災害，應如何處

置、如何避免、如何修復作較為詳盡之敘

述。 

貳、沉箱儲存 

一、概述 

沉箱在大型船渠、浮船台或浮船塢中

製作至第一階段高度（約 6M）後即移離浮

船塢後在海面上繼續施工，進行第二階段

之沉箱加高作業，此時水域水深必須有 9M

以上，第三階段為沉箱高度 12～25M 部份

仍然在水中進行加高，但為顧及製作完成

後沉箱吃水及拖航時之吃水，此時水域水

深必須有 16M 以上，所以可能必要再作一

次沉箱移泊動作。 

一般製作兩座沉箱需時 60 天（含 15

天保養），但安放兩座沉箱含準備期僅需時

5 天，所以沉箱必須大量製作在前，才不

致於在安放沉箱時無沉箱可用，因此對大

量製作完成之沉箱而言，「儲存作業」則變

成非常重要，如果儲存作業不當，沉箱受

損，修補破損沉箱增加成本事小，延誤防

波堤之整體完工時程茲事體大。 

二、沉箱儲存作業要點 

1、沉箱製作完成後須先移至儲存場暫時坐

底儲存以待沉箱拖放時再重新抽水起

浮，但在進水坐底時，混凝土強度必須

達到設計強度之 80％（最後階段混凝土

澆置完成後約 1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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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沉箱儲存前，應詳細檢查有否破損、通

水口堵塞等，檢查合格後，始可起浮拖

移。 

3、沉箱進水坐底操作過程中，須謹慎控制

各相鄰內艙間之水位差不得大於 1M，

當箱底距塊石基礎面 50cm 時，必須關

閉所有水門，待內艙水位平衡及沉箱位

置確認無誤後，重新開啟水門坐底，因

減少沉箱下沉之衝擊力，才不致於對沉

箱結構造成損害。 

4、沉箱儲存場海床必須平整、堅實，須以

絞刀式抽砂船將海床整理作為基礎，再

拋 5～30kg 塊石整平夯實，避免沉箱儲

存時底版受力不均勻而傾斜。 

5、沉箱坐底儲存後，沉箱四角隅高差若過

大，則應浮起重新整修海床後再進水坐

底，海床高程以低潮時能順利起浮為原

則。 

6、因配合沉箱完成之高度，25M 高之沉箱

須設置三至四個不同水深之儲存場，依

次為 5M、9M、16 M、21 M 水深，平時

置放不同高度已完成之沉箱，颱風時為

避免風浪侵襲，沉箱暫時進水坐底於這

些不同深度之暫泊區。 

7、沉箱坐底後，須派潛水人員進行水下檢

查，以確認沉箱底是否與海床密合，有

無懸空發生，內艙有無破損，通水孔是

否暢通等等。

參、沉箱起浮前應檢查及執行事項 

一、概述 

沉箱坐底儲存時間隨防波堤施工及沉

箱安放進度而異，短則一個月不到，長達

1～2年都有可能，坐底儲存基礎一般均屬

臨時性，儲存時間短，起浮較無問題，儲

存時間長時，基礎會有傾斜、淤砂，沉箱

本體之水門、通水孔、內外艙牆亦會有異

常狀況發生，因此沉箱起浮前必須遵循之

作業要點敘述如下。 

二、沉箱起浮作業要點 

1.內外牆是否有破損、各內艙是否有淤

砂、艙間之通水孔是否有堵塞…等等

狀況，如有類似異常，必須先予整修。 

 

2.內外艙之牆面適當位置必須以白漆標線

標示水位高度，以利沉箱吃水深度之判

讀。 

3.水門及通水孔檢查，通水孔是否暢通、

內外艙牆是否完整，倘有滲漏應既修

補，倘有堵塞應既疏通，各水門均應作

操作測試。 

4.如遇上述異常狀況，必須填寫「沉箱損

壞評估及修復報告」並附「沉箱損壞示

意圖」、「沉箱臨時支撐示意圖」及「破

損艙牆修復示意圖」送設計監造單位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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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沉箱破壞時修復計畫之擬定 

一、擬定原則 

1.必須根據詳細的「沉箱儲存水下勘查報

告」，內容包括沉箱編號、受損位置、

損壞情形及實景照片、示意圖等資料。 

2.修復方式：沉箱內艙損壞嚴重，起浮有

安全之虞者，首先考慮其水下安裝臨時

支撐輔助起浮移至岸邊修復之可能，沉

箱內艙損壞較輕微或屬於施工不良

者，則利用沉箱安放前直接起浮至岸邊

修護後安放。 

3.每座沉箱在使用臨時支撐輔助起浮之

前，必須再檢查確認沉箱底版及外牆結

構並未損壞，否則應視個案再研擬其他

修復方式。 

二、沉箱損壞評估及修復 

1.沉箱基本資料及儲存現況說明：包括沉

箱尺寸、製作及儲存日期、沉箱施作及

儲存概況描述。 

2.沉箱支撐浮移作業：必須嚴格遵守下節

敘述之「沉箱臨時支撐操作規則」 

3.破損艙牆修復作業：必須嚴格遵守下節

敘述之「破損艙牆修復規則」 

三、沉箱臨時支撐操作規則 

1.臨時支撐為輔助沉箱之損壞艙牆傳遞外

牆水壓力之構架（詳附圖 1－1，1－2），

為沉箱起浮成敗之關鍵，因此施工品質

至為重要。 

2.臨時支撐架吊裝時，水平支樑與直向主

鋼柱必須保持垂直，吊放架設施工時，

須以直角規確認，每根水平支樑之調整

器應均勻施力，避免力量傳遞集中於某

一支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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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沉箱臨時支撐詳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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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沉箱臨時支撐詳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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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撐鋼架與混凝土之接觸面必須緊密確

實，並加設 2cm 厚緩衝墊材，以利力量

均佈傳遞。 

4.沉箱抽水起浮過程中，必須派有專人全

程觀測，如遇下列異狀時，應立既停止

抽水詳查原因，再決定後續動作。 

（1）臨時支撐鋼架有局部變形現像。 

（2）支撐之混凝土牆面或整體艙牆發生不

當變位。 

（3）支撐鋼架與混凝土之接觸面局部發生

脫離。 

（4）抽水操作過程中發生不當聲響。 

5.支撐必須待破損艙牆修復完成，且混凝

土達設計強度後，始可拆除。 

6.支撐起浮作業必須於海象良好時為之，

港內浪高應小於 40cm。 

7.沉箱支撐起浮前必須去除沉箱內、沉箱

上之一切不必要之加載，如艙內及沉箱

外圍淤砂等均應事先抽除。 

8.儲存場地未拋石者，為避免起浮過程中

底部粘著力過大危及沉箱，起浮時應配

合高壓噴水槍（NOZZLE）施工清除底部

粘著之土砂。 

9.沉箱之不通水內艙如同樣損壞或儲存時

傾斜度過大者,起浮時為避免艙內殘水

重心偏移發生危險,應採取沉箱錨錠或

以大型浮台、平台船輔助起浮（詳附圖

2）,抽水起浮過程中,必須控制沉箱在

當日最低潮位時仍能浮起,以降低內艙

之殘水量。 

10.浮台或平台船輔助沉箱起浮作業說明： 

（1）浮台或平台船在沉箱起浮過程中,僅

為輔助扶正之用,沉箱起浮仍須靠沉

箱內外水位差所產生之浮力起浮。 

（2）浮台或平台船之使用時機：當儲存之

沉箱因不通水內艙牆損壞，已失止水

及重心調整功能或儲存坐底傾斜度

過大，起浮時亦喪失協助艙內殘水穩

定重心之用。 

（3）浮台或平台船之使用時間為沉箱起浮

過程中，自底面脫離海床之瞬間起至

沉箱內部殘水全部抽除時止。 

（4）浮台或平台船,除必須有足夠浮力外,

亦必須有電動絞盤及錨錠之設計,以

使能隨時因沉箱之上浮調整並維持

鋼纜之施力及沉箱穩定,帶纜位置可

使用沉箱預埋之拖索環。 

11.使用臨時支撐浮移至岸邊修復之沉

箱，修復時間應儘量縮短，且應於颱風

季之前完成，以免修復期間遇颱風或突

發狀況，必須再緊急坐底而發生危險。 

12.沉箱臨時支撐起浮施工流程及檢驗項

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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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傾斜沉箱輔助起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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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破損艙牆修復規則 

1.內艙嚴重破壞之沉箱，必須依設計吊裝

臨時支撐後始得起浮並移至岸邊修復。 

2.沉箱移至岸邊，應儘速抽除艙內積水，

以方便作細部檢查並詳實記錄損壞情

形、位置及拍攝照片備查。 

3.破損內艙牆之修復步驟： 

（1）打除破損之艙牆－混凝土打除範圍應

包括已爆裂或已嚴重變形且不規則

龜裂者，直至完好部份，打除面必須

堅實，所有鬆動者均應去除。 

（2）爆裂鋼筋切除與組立－鋼筋切除前應

預留搭接長度（40D）能以錯接處理

更佳，如鋼筋已於破壞面剪斷，則應

打除混凝土使露出 15cm 長度，以利

焊接處理，焊接長度為 10cm，舊有

鋼筋之鏽蝕或附著物均須刷除乾

淨，始得焊接與搭接。 

（3）因沉箱內艙牆之破損位置均位於最底

部，為便於模板吊組，應以鋼模為優

先選擇，茲略述鋼模之施作原則。 

○1為便於施工，鋼模高度以 4.5M 為限，

損壞範圍過高時，以分次施工為原

則。 

○2 鋼模應預留混凝土灌漿口以利施工

（詳附圖 3）。 

○3鋼模應有足夠之強度，混凝土澆注時

變形量應小於 0.3 cm。 

○4 鋼模之組立應以繫桿對拉，另配合外

支撐固定。 

 

 

 

 

 

 

 

 

 

 

 

 

 

 

 

 

 

 

 

 

 

 

 

 

 

 

 

 

 

圖 3  破損艙牆修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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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混凝土澆注－為縮短修復時間，混凝

土可使用早強或較高強度者替代，每

次澆注前應先均佈澆注與設計強度

相同無收縮水泥砂漿 0.3m3，以利新

舊混凝土面之接合。施工中必須確實

震動，必要時可考慮外模震動機，澆

注後 48 小時方可拆模養護。 

4.破損內艙牆如有通水孔設計者，修護時

一律改用 20 cm 直徑之通水孔，艙內僅

單面牆出水者使用 4支 20 cm 直徑之通

水孔，雙面牆出水者，每面各使用 2支

20 cm 直徑之通水孔（以上適用至 22M

高沉箱），如遇 25M 高沉箱，4支改為 5

支，2支改為 3支。 

5.修復艙牆之混凝土應達設計強度之 80

％（澆注完成養護 14 天後），始可拆除

臨時支撐。 

6.破損艙牆修復施工流程及檢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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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沉箱破壞實例探討 

筆者參與兩百餘座巨型沉箱之製作、

儲存及安放，茲將具代表性之破壞實例分

為兩類詳述於下： 

一、一般普通破壞實例 

（一）SB39 沉箱 

1.現有檢查資料及儲存現況說明： 

（1）沉箱尺寸：20.0M×24.8 M×20.0 M（高） 

（2）製作完成日期：86.11.10 

（3）儲存日期：86.11.27 

（4）檢查日期：87.02.09 

（5）兩處內艙隔牆○9－○14、○12－○13，於沉

箱儲存時，因施工品質不良及進水時

內艙水位差控制不當，而嚴重損壞

（損壞示意圖詳附圖 4）。 

（6）混凝土施工品質不良，多處牆面有嚴

重蜂窩現象。 

2.沉箱支撐浮移作業：本座沉箱應配合內

艙臨時支撐輔助始得起浮，再移至岸邊

澈底修復，臨時支撐示意圖詳附圖 5，

施工規則詳如前述。 

3.沉箱之異常處理及修復說明： 

編

號 異常及損壞情形 異常及損壞原因 修護及異常狀況處理辦法 

1 (1)○1 隔牆由頂部向下 10M

開始至底部，無水泥

牆、鋼筋暴裂。 

(2)○2 由頂部向下 11M 開始

至底部，無水泥牆、鋼

筋暴裂。 

內艙牆鋼筋嚴重變

位，喪失原設計之水

位差承受功能，或進

水時水位差未控制

妥當，造成隔牆因水

壓暴裂。 

(1)確認外牆及底版結構無損

壞後依臨時支撐示意圖吊

裝臨時支撐，浮移至岸邊修

復。 

(2)艙牆修復依規則施工 

2 (1)○3 頂往下 2.5M 至 5.5M

間滑模爬桿穿出。 

(2)○4 頂部向下 2M 至 4M 間

爬桿穿出，無保護層可

見鋼筋。 

(3)○5 底部往上 3M 範圍，爬

桿穿出，有長 1M 寬 2M

之範圍無保護層可見

鋼筋。 

施工滑模已嚴重變

形，爬桿移位造成牆

筋偏移。 

(1)滑模爬桿切除，崩裂之混凝

土凹槽，清理後以 EPOXY 砂

漿填補。 

(2)鋼筋移位且有外露現象，該

範圍表面清理後以 EPOXY

塗佈，厚度應在300μ以上。

(3)鋼筋移位致保護層不足，且

已崩落者，經清除及適度打

毛後以 EPOXY 砂漿填補之。

3 (1)○6 頂部向下 1M 有拉裂

縫，長 1.2M 寬 5cm，無

穿透。 

滑模變形及昇模時

機控制不當，產生拉

裂。 

所有裂縫及鬆動之混凝土鑿除

後並打成 V字槽，再 

以 EPOXY 砂漿填補之。 

4 (1)○8 震動不實，牆面有蜂

巢現象。 

施工時震動動不確

實。 

表面蜂巢部位鑿除後，再 

以EPOXY砂漿修補或組模填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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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SB39 沉箱損壞示意圖 

          

 

 

 

 

 

 

 

 

 

 

 

 

 
圖 5  SB39 沉箱臨時支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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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WB54 沉箱 

1.沉箱資料及現況說明： 

（1）沉箱尺寸：20.0M×24.8 M×20.0 M（高） 

（2）製作完成日期：86.11.11 

（3）儲存日期：86.11.26 

（4）檢查日期：87.02.10 

（5）施工品質不良，有兩面內艙隔牆混凝

土保護層拉裂剝落（損壞示意圖詳附

圖 6）。  

2. 沉箱之異常處理及修復說明： 

編 

號 異常及損壞情形 異常及損壞原因 修護及異常狀況處理辦法 

1 (1)○1 隔牆由底部起 12～

16M 範圍間，保護層混

凝土剝落。 

(2)○2 由底部起 13～17M 範

圍間，保護層混凝土剝

落。。 

滑 模 已 嚴 重 變

形，鋼筋變位，保

護層不足，故昇模

時因拉裂而剝落。 

(1)剝落範圍鬆動之混凝土應予

打除，並鑿至堅實完整部

位，再以 EPOXY 砂漿修補或

組模填灌。 

(2)修復工作可於沉箱安放前，

提前起浮至岸邊修復。 

 

 

 

 

 

 

 

 

 

 

 

 

 

圖 6  WB54 沉箱損壞示意圖 

 

（三）WB56 沉箱 

1.沉箱資料及現況說明： 

（1）沉箱尺寸：20.0M×24.8 M×20.0 M（高） 

（2）製作完成日期：86.02.02 

（3）儲存日期：86.02.27 

（4）檢查日期：86.12.05 

（5）儲存傾斜 6.8°（損壞示意圖詳附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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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WB56 沉箱損壞示意圖 

 

2. 沉箱之異常處理及修復說明： 

編 

號 異常及損壞情形 異常及損壞原因 修護及異常狀況處理辦法 

1 ○1 第 13.14.18.19 艙之

內牆交接處，約 30 cm

長度混凝土剝落，鋼

筋外露，範圍長 3M 寬

1.5M。 

滑模施工時之收

尾工作不確實或

拆模時造成隔牆

損壞。 

剝落範圍內之鬆動混凝土打除，並

鑿至堅實完整部位，重新組模澆注

混凝土。 

 

 

2 ○2 由頂部向下至 1M 處，

有一橫向裂縫，長 1M

寬 5cm，可通視。 

施工時冷接縫處

理不當。 

裂縫周圍鬆動混凝土打除清理後以

EPOXY 砂漿填補之。 

3 沉箱儲存傾斜 6.8°（高

低差 3M） 

儲存場基礎不實

或原先淤積泥砂

過厚未在儲存之

前清除。 

沉箱浮起後，利用艙水調整水平，

作業中須嚴格控制鄰艙之水位差必

須不得大於 1公尺，以免發生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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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SB28 沉箱 

1.沉箱資料及現況說明： 

（1）沉箱尺寸：20.0M×20.0M×20.0 M（高） 

（2）製作完成日期：86.12.09 

（3）儲存日期：86.12.28 

（4）檢查日期：87.04.01（損壞示意圖詳

附圖 8） 

2. 沉箱之異常處理及修復說明： 

 

 

 

 

 

 

 

 

 

 

 

 

圖 8  SB28 沉箱損壞示意圖 

編 

號 異常及損壞情形 異常及損壞原因 修護及異常狀況處理辦法

1 (1)○1 由頂部向下至18.4M間有

一縱向裂縫寬 1～2mm。 

(2)○2 由頂部向下至 4M 間，有

縱向裂縫，寬 1mm 。 

(3)○3 由頂部向下至 4M 有縱向

裂縫寬 2mm 。 

(4)○4 由頂部向下至 5M 間，有

縱向裂縫，寬 1～2mm 。 

(5)○5 由頂部向下至 2M 有縱向

裂縫寬 1mm 。 

儲存場地不良，沉箱

底局部懸空或受力

不均，造成，沉箱裂

縫。 

○1 ○2 ○3 ○4 ○5 裂縫均位於內

隔牆，裂縫如未貫穿至鋼筋

者，於裂縫兩側各 10cm 範

圍內以 EPOXY 塗佈，厚度應

在 300μ以上，裂縫貫穿鋼

筋者，需打成 V字槽，再以

EPOXY 砂漿壓力填灌。 

2 ○6 由頂部向下至 12M 處有一小

孔，直徑 15cm 混凝土剝落可

通視鋼筋。 

混凝土施工不良，先

有蜂巢或冷縫，再經

水壓破壞。 

破洞周圍鬆動混凝土鑿除

清理後，組模再以 EPOXY

砂漿填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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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WB55 沉箱 

1.現有檢查資料及儲存現況說明： 

（1）沉箱尺寸：20.0M×24.8 M×20.0 M（高） 

（2）製作完成日期：86.03.04 

（3）儲存日期：86.03.26 

（4）檢查日期：87.03.01 

（5）兩處內艙隔牆○3 －○4 、○8 －○13，於沉

箱儲存時，由於進水時內艙水位控制

不當，因水壓差造成嚴重損壞。 

（6）沉箱儲存坐底過深，高潮位時整座沉

箱沒入海中，且四週遭淤砂掩埋嚴

重。 

（7）坐底之基礎頂面平整度大致良好。 

2.沉箱支撐浮移作業：本座沉箱於儲存場

進行吊裝臨時支撐後始得起浮，再移至

岸邊澈底修復，臨時支撐及損壞示意圖

詳附圖 9，施工規則詳如前述。 

3.沉箱之異常處理及修復說明： 

編 

號 異常及損壞情形 異常及損壞原因 修護及異常狀況處理辦法 

1 ○1 隔牆由頂部向下10M開

始至底部，混凝土全部剝

落，寬 4.6M 有鋼筋存在，

人員無法通過但可通視。

儲存進水過程鄰

艙 水 位 控 制 不

當，造成破壞。 

(1)不通水牆已失去止水功能，起

浮時應配合大型浮台或平台

船輔助，直至內艙殘水完全抽

除。 

(2)艙牆修復依規則施工。 

2 ○2 隔牆由頂部向下 10M

處，由外牆向內牆方向延

伸，有 7M 寬橫向裂縫，

至轉折點，再向內牆邊緣

裂至底部。 

同上。 同上。 

3 沉箱 CB 邊有淤砂約 2.5M

高。AB、CD 邊均有淤砂約

3.5M 高，進水口遭掩埋。

AD 邊有淤砂約 3.5M 高。

儲存過深及港內

浚深施工中，漂

砂甚大。 

抽除沉箱週圍、凸緣上方及艙內

所有之淤砂。 

4 高潮位時整座沉箱沒入

海中 

 

同上。 (1)起浮時利用低潮位時關閉水

門開始抽水，使起浮作業能於

一次潮程內完成，必要時加大

抽水能量。 

(3)為避免起浮過程中底部粘著

力過大危及沉箱，起浮時應配

合高壓噴水槍（NOZZLE）施工

清除底部粘著之土砂。 

5 沉箱儲存傾斜 2°  不影響起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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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WB55 沉箱臨時支撐及損壞示意圖 

（六）WB57 沉箱 

1.現有檢查資料及儲存現況說明： 

（1）沉箱尺寸：20.0M×24.8 M×20.0 M（高） 

（2）製作完成日期：86.03.28 

（3）儲存日期：86.04.18 

（4）檢查日期：87.03.21 

（5）一處內艙隔牆○3 －○4 ，重度損壞。  

（6）沉箱儲存坐底傾斜度過大，約 8.6°。 

2.沉箱支撐浮移作業：本座沉箱應配合內

艙臨時支撐輔助始得起浮，再移至岸邊

澈底修復，臨時支撐及損壞示意圖詳附

圖 10，施工規則詳如前述。 

3.沉箱之異常處理及修復說明：  

 
編 

號 異常及損壞情形 異常及損壞原因 修護及異常狀況處理辦法 

1 ○1 隔牆由頂部向下

11M 間，呈大幅度不

規則裂縫，混凝土有

剝落現像，且內牆呈

扭曲變形向內擠壓。

儲存進水過程鄰艙水

位控制不當，造成破

壞。 

不通水牆已失去止水功能，起浮

時應配合大型浮台或平台船輔

助，直至內艙殘水完全抽除。艙

牆修復依規則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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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異常及損壞情形 異常及損壞原因 修護及異常狀況處理辦法 

2 ○2 隔牆由頂部向下 7

～8M 處，有七條橫向

裂縫，尚無法通視。 

製作時昇模損壞。 裂縫如未貫穿至鋼筋者，於裂縫

兩側各 10cm 範圍內以 EPOXY 塗

佈，厚度應在 300μ以上，以達止

水功能，裂縫貫穿鋼筋者，需打

成 V 字槽，再以 EPOXY 砂漿壓力

填灌，本作業需起浮至岸邊施工。

3 沉箱四週淤砂深厚。 港內浚深施工中，漂砂

甚大。 

抽除沉箱週圍、凸緣上方及艙內

所有之淤砂。 

4 沉箱儲存坐底傾斜度

過大，約 8.6°。 

 

儲存場地受擾動，基礎

局部變形。 

起浮過程須配合大型浮台或平台

船，直至內艙殘水完全抽除以免

發生危險。 

 

 

 

 

 

 

 

 

 

 

 

 

 

 

 

 

 

 

圖 10  WB57 沉箱臨時支撐及損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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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WB59 沉箱 

1.現有檢查資料及儲存現況說明： 

（1）沉箱尺寸：20.0M×24.8 M×20.0 M（高） 

（2）製作完成日期：86.01.30 

（3）儲存日期：86.02.24 

（4）檢查日期：86.12.15 

（5）兩處內艙隔牆○3 －○4 、○8 －○13，由於

水壓差造成重大損壞。 

（6）無淤砂及傾斜情況。  

2.沉箱支撐浮移作業：本座沉箱於儲存場

進行吊裝臨時支撐後始得起浮，再移至

岸邊澈底修復，臨時支撐及損壞示意圖

詳附圖 11，施工規則詳如前述。 

3.沉箱之異常處理及修復說明： 

編 

號 異常及損壞情形 異常及損壞原因 修護及異常狀況處理辦法 

1 ○1 牆由頂部向下 9M 開始裂

至底部，整面牆向內錯開呈

一大弧形裂縫寬約 10cm，

通視，裂縫由隔艙底部及週

邊裂開，鋼筋已扭曲，混凝

土亦有剝落現像。 

儲存進水過程鄰

艙水位差控制不

當，造成水壓破

壞。 

(1)吊裝臨時支撐後，浮移至岸邊。

(2)艙牆修復依前述規則施工。 

(3)不通水牆已失去止水功能，

起浮時應配合大型浮台或平

台船輔助，直至內艙殘水完

全抽除。 

2 ○2 牆由頂部向下 10.5M 處

開始裂至底部，隔艙牆全

毀，寬約 4.6M，中間已無

鋼筋存在，人員可通過。 

同上。 同上。 

 

 

 

 

 

 

 

 

 

 

 

 

 

 

圖 11  WB59 沉箱臨時支撐及損壞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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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SB29 沉箱 

1.現有檢查資料及儲存現況說明： 

（1）沉箱尺寸：20.0M×24.8 M×20.0 M（高） 

（2）製作完成日期：86.03.30 

（3）儲存日期：86.04.19 

（4）檢查日期：86.12.15 

（5）一處內艙隔牆○12－○17 ，重大損壞。 

（6）沉箱儲存坐底傾斜度不明顯。 

（7）沉箱四週及內艙淤砂嚴重。 

（8）高潮位時整座沉箱沒入海中。  

2.沉箱支撐浮移作業：本座沉箱於儲存場

進行吊裝臨時支撐後始得起浮，再移至

岸邊澈底修復，臨時支撐及損壞示意圖

詳附圖 12，施工規則詳如前述。 

3. 沉箱之異常處理及修復說明： 

編 

號 異常及損壞情形 異常及損壞原因 修護及異常狀況處理辦法 

1 ○1 隔牆由頂部向下 7M

開始，整面內牆混凝土

全部剝落，寬約 4.6M，

鋼筋暴露，人員可通

過。 

內艙牆鋼筋嚴重

變位，喪失原設計

之水位差承受功

能，或進水時水位

差未控制妥當，造

成隔牆因水壓暴

裂。 

(1)吊裝臨時支撐後，浮移至岸邊。

(2)艙牆修復依前述規則施工。 

(3)不通水牆已失去止水功能，起浮

時應配合大型浮台或平台船輔

助，直至內艙殘水完全抽除。 

2 各艙頂端向下約 60～

70cm 處，週邊有橫向

不規則裂縫，寬約 10

～15cm 不等。其中第 4

艙及第 9 艙裂縫各一

條○2 長15cm寬10cm之

孔隙，鋼筋外露可通

視，其餘各艙裂縫尚無

法通視。 

施工冷接縫位置

及製作時昇模損

壞。 

(1)裂縫位於未來封頂混凝土澆注

位置，裂縫如未貫穿至鋼筋

者，於裂縫兩側各 10cm 範圍內

以 EPOXY 塗佈，厚度應在 300

μ以上，以達止水功能。 

(2)第 4 艙及第 9艙可通視裂縫，接

觸面鬆動混凝土打除後，再以

EPOXY壓力灌填或EPOXY砂漿填

補。 

(3)鋼筋移位致保護層不足，且已崩

落者，經清除及適度打毛後以

EPOXY 砂漿填補之。 

3 第 9.10.14.15 艙頂匯

集處○3 混凝土剝落，鋼

筋外露長約 1.5M 寬 1M

深 0.3M。 

滑模昇模或拆模

時拉裂。 

該部份混凝土打除後，重新組模再

澆注。 

4 第 5 艙外牆內側有兩

條裂縫，長約 1.5M 距

昇模時拉裂引起。 裂縫打成 V 字槽，再以 EPOXY 砂漿

壓力填灌或 EPOXY 砂漿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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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異常及損壞情形 異常及損壞原因 修護及異常狀況處理辦法 

頂部 70cm，但由外牆

看不到裂縫。 

 

5 各艙於漲退潮時有 1～

2M 水 位 差 。 第

1.3.4.16.18.20 艙內

有 1.5M 以上淤砂，沉

箱外圍則有 2M 以上之

淤砂。 

水位差為通水孔

受淤砂阻塞而造

成 

抽除沉箱週圍、凸緣上方及艙內所

有之淤砂，並清理通水孔。 

6 高潮時整座沉箱沒入

海中 

儲存場基礎面太

深 

(1)起浮時利用低潮位時關閉水門

開始抽水，使起浮作業能於一

次潮程內完成，必要時加大抽

水能量。 

(2)為避免起浮過程中底部粘著力

過大危及沉箱，起浮時應配合

高壓噴水槍（NOZZLE）由沉箱

各邊底處，以水沖清除底部粘

著之土砂。 

 

 

 

 

 

 

 

 

 

 

 

 

 

 

圖 12  SB29 沉箱臨時支

撐及損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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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SB37 沉箱 

1.現有檢查資料及儲存現況說明： 

（1）沉箱尺寸：20.0M×24.8 M×19.0 M（高） 

（2）製作完成日期：86.09.04 

（3）儲存日期：86.09.25 

（4）檢查日期：86.12.04 

（5）多處內艙隔牆損壞（損壞示意圖詳附

圖 13）。 

（6）沉箱儲存坐底過深，高潮位時 D角沒

入水中。 

（7）沉箱儲存坐底基礎四週淤砂浮泥嚴

重。 

（8）沉箱支撐浮移作業：本座沉箱應配合

內艙臨時支撐輔助始得起浮，再移至

岸邊澈底修復，臨時支撐示意圖詳附

圖 14，施工規則詳如前述。 

 

 

 

 

 

 

 

 

圖 13  SB37 沉箱損壞示意圖 

 

 

 

 

 

 

 

 

 

 
圖 14  SB37 沉箱臨時支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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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沉箱之異常處理及修復說明： 

編 

號 異常及損壞情形 異常及損壞原因 修護及異常狀況處理辦法 

1 (1)○2 －○7 隔牆由底部向

上4M處一橫向裂縫長

2M 寬 2cm。  

(2)○4 －○9 隔牆由底部向

上4M處有一橫向裂縫

長 2M 寬 1cm。     

施工冷接縫位置

及製作時昇模損

壞。 

鬆動混凝土打除後，再以 EPOXY

壓力灌填或 EPOXY 砂漿填補。 

2 第 3.8.4.9 艙交角處，由

底部向上 3.5M 間，隔牆

混凝土全部剝落，寬約

12cm，手可伸入。 

隔牆水壓破壞時

造成斜角處拉裂。

內艙牆交角處損壞，可於破損艙

牆修復時一併處理，修復方式相

同。 

3 ○12 －○17 隔牆由頂部向下

5M 處，有一縱向裂縫長

1M，鋼筋外露。 

施 工 時 鋼 筋 移

位，保護層未注意

控制。 

鋼筋局部外露但混凝土未剝落

時，將鋼筋及混凝土表面清理後，

以 EPOXY 塗佈，厚度應在 300μ以

上。如鋼筋外露係因保護層不足及

昇模時損壞者，其處理方式可將表

面清理後，組模再以 EPOXY 砂漿填

灌。 

4 ○1 －○6 隔牆由頂部向下

5M 處開始至底部有一凹

槽，寬 40cm ，深 10cm。

昇模時中碳鋼位

置不當或昇模時

變形，造成混凝土

剝落。 

表面鬆動混凝土打除並清理乾淨

後以 EPOXY 砂漿填灌。 

5 高潮時沉箱D角沒入海中 儲存場基礎面太

深或不水平。 

(1)起浮時利用低潮位時關閉水

門開始抽水，使起浮作業能於

一次潮程內完成，必要時加大

抽水能量（可改為 6〞抽水

機）。 

(2)為避免起浮過程中底部粘著

力過大危及沉箱，起浮時應配

合高壓噴水槍（NOZZLE）由沉

箱各邊底處，以水沖清除底部

粘著之土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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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SB36、SB35、 SB38、WB62 沉箱： 

該四座沉箱損壞部份均為施工瑕疵或

因儲存場不平整，沉箱坐底後底版長期間

懸空，無法均勻受力，造成頂部裂縫及沉

箱嚴重變形，未修復前因不致影響沉箱正

常起浮作業，因此不須使用臨時支撐輔助

起浮，海水面以上部份可於儲存場地先行

修復，水面以下部份可提前起浮移至岸邊

修復後再進行後續作業。 

1.SB36 沉箱現有檢查資料及儲存現況說

明： 

（1）沉箱尺寸：20.0M×24.8 M×16.0 M（高） 

（2）製作完成日期：85.09.21 

（3）儲存日期：85.10.03（未達 14 天養

護期） 

（4）檢查日期：86.12.28（損壞示意圖詳

附圖 15） 

 

2.SB36 沉箱之異常處理及修復說明 

編

號 異常及損壞情形 異常及損壞原因 修護及異常狀況處理辦法 

1 ○1 處外牆由頂部

向下 10M間有縱向

裂縫寬約 0.5～

1cm。○2 ○3 ○4 ○5 處

內艙由頂部向下

10M 間有縱向裂縫

寬約 0.5～1cm。 

該五處裂縫均為

儲存場地不實，

沉箱底部局部被

掏空而成為懸空

狀態，造成沉箱

頂部拉裂縫或變

形。 

(1)外牆之裂縫除裂縫部位打成 V 字槽並

以 EPOXY 砂漿填補外，如裂縫深度達

5cm 以上時，則該內艙之裂縫上下各

加 50cm 範圍應灌注 175kg/c ㎡混凝

土。 

(2)內隔牆之裂縫，於裂縫兩側各 10cm 範

圍以 EPOXY 塗佈，厚度應在 300μ以

上，裂縫貫穿鋼筋者，打成 V 字槽，

再以EPOXY砂漿壓力填灌或砂漿填補。

2 ○6 由頂部向下 1M

處，混凝土剝落，

深 10cm，長 60cm

寬 50cm 無法通視。

施工冷接縫處理

不當或昇模時拉

裂。 

鬆動混凝土打除後，裂縫打成 V字槽，再

以 EPOXY 砂漿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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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SB36 沉箱損壞示意圖 

3.SB35 沉箱現有檢查資料及儲存現況說

明： 

（1）沉箱尺寸：20.0M×24.8 M×16.0 M（高） 

（2）製作完成日期：85.09.19 

（3）儲存日期：85.10.03 

（4）檢查日期：86.12.19（損壞示意圖詳

附圖 16） 

 

 

 

 

 

 

 

 

 

 

 

 

圖 16  SB35 沉箱損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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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B35 沉箱之異常處理及修復說明：屬於

儲存場地不實，沉箱底部局部被掏空而

成為懸空狀態，造成沉箱頂部之拉裂縫

及施工冷接縫處理不當或昇模時不當

造成之裂縫，修護及處理辦法同上，不

再贅述。 

編 

號 異常及損壞情形 異常及損壞原因 修護及異常狀況處理辦法 

1 A、B、C、D 四個外

角拉環境周圍呈龜

裂現象，範圍約為

70cm ×70cm 

混凝土完成時，最後

之表面修飾工作不

確實。 

表面溫度裂紋寬度小於 0.2mm 者，可

不必處理，裂縫如深至鋼筋者，則先

將裂縫打成 V字槽，再以 EPOXY 砂漿

填補，以免堤面澆注前內部鋼筋腐

蝕。 

2 A－C 對角線縮短

78cm，B－D 對角線

增長 68cm，沉箱變

形嚴重。 

本座沉箱儲存時間

長達一年半，因儲存

場地基礎不實，造成

沉箱扭曲及變形。 

本座沉箱已嚴重變形為菱形，內外

艙牆均已嚴重拉裂，且多數裂至底

部，除依規定修復局部裂縫外，沉

箱在安放定位後，為顧及防波堤整

體之安全，應將外圍各艙（1、2、3、

4、5、6、10、11、15、16、17、18、

19、20）全部灌注 175kg/c ㎡混凝

土。 

5.SB38 沉箱現有檢查資料及儲存現況說

明： 

（1）沉箱尺寸：20.0M×24.8 M×19.0 M（高） 

（2）製作完成日期：86.09.25 

（3）儲存日期：86.10.13 

 

（4）檢查日期：86.12.16（損壞示意圖詳

附圖 17） 

6.SB38 沉箱之異常處理及修復說明：同

SB35 沉箱 
編 

號 異常及損壞情形 異常及損壞原因 修護及異常狀況處理辦法 

1 ○1 第 12 艙由底部向

上6M處有爬桿突出。

滑模爬桿變位或變

形，拆模時無法拔

出，甚至於造成壁面

損壞。 

外露之爬桿切除，壁面凹槽處打毛並

以 EPOXY 砂漿填補。 

2 ○2 第 14 艙由頂端向

下 8M 處,有一橫向

裂縫中間有 6cm 寬

之小孔可通視。 

施工冷接縫處理不

當或昇模時拉裂。 

周圍鬆動混凝土打除後，再以EPOXY

砂漿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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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SB38 沉箱損壞示意圖 

7.WB62 沉箱現有檢查資料及儲存現況說

明： 

（1）沉箱尺寸：20.0M×24.8 M×19.0 M（高） 

（2）製作完成日期：86.09.25 

（3）儲存日期：86.10.13 

 

（4）檢查日期：86.12.16（損壞示意圖：

略） 

8.WB62 沉箱之異常處理及修復說明：同第

4.說明 

編 

號 異常及損壞情形 異常及損壞原因 修護及異常狀況處理辦法 

1 C 處護角脫落。 沉箱儲存過程中繫

泊不當受碰撞脫落。

護角範圍之混凝土打除，深度 15～

20cm，重新焊裝護角 

2 各內隔艙牆蜂巢現

象嚴重且有裂縫。 

混凝土震動不確實

且滑模變形。 

蜂巢部份鑿除後，再以 EPOXY 砂漿

填補。 

二、特殊嚴重破壞實例 

（一）SB32 沉箱： 

1.現有檢查資料及儲存現況說明： 

（1）沉箱尺寸：20.0M×24.8 M×22.0 M（高） 

（2）製作完成日期：86.06.21 

（3）儲存日期：86.07.02（未達 14 天養

護期） 

（4）檢查日期：87.03.18 

（5）四處內艙隔牆○4 －○5 、○3 －○4 、○15－

○20、○18－○19，重大損壞。 

（6）沉箱儲存坐底傾斜，高差 1M 以內。  

（7）沉箱 AD 側外牆一處損壞（參考後附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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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沉箱支撐浮移作業：本座沉箱海上加高

完成，養護僅 11 天即進行儲存作業，

混凝土未達要求強度，又進水控制不

當，乃發生四面直接與外圍艙牆銜接之

內艙隔牆嚴重破壞，因此起浮時危險性

較高。必須藉由內艙先行吊裝臨時支撐

後始得起浮，再移至岸邊澈底修復，臨

時支撐及損壞示意圖詳附圖 18，施工規

則詳如前述。 

3.沉箱之異常處理及修復說明： 

編 

號 異常及損壞情形 異常及損壞原因 修護及異常狀況處理辦法 

1 沉箱頂部共計有五

處破損  

製作異常，拆模不當

或收尾施工不確實。

破損部份打除後重新灌注混凝土。

2 四處內艙隔牆重大

損壞（位置如現況說

明），由底部向上

7M、9 M、12 M 處寬

2～3 cm 之縱向、橫

向裂縫，由頂部向下

7M 處開始有縱向裂

縫，混凝土剝落鋼筋

外露，可通視。 

進水過程水位控制

不當，水壓差造成各

種粗細裂縫之破壞。

起浮後如牆面無變形，則先將裂縫

打成 V字槽，再以 EPOXY 砂漿填補，

如已變形則將變形部份打除後重新

灌注混凝土。 

 

3 AD 外牆由頂部向下

10～12M 處，有一長

1.5M 寬 40cm 深 3～

15cm 之破洞，混凝

土不規則剝落，鋼筋

無外露。 

製作異常或碰撞引

起。 

外牆破損部份，待浮移至岸邊，打除

鬆動混凝土後，以膨脹螺栓固定外鋼

模，模內灌注 EPOXY 砂漿，為考慮沉

箱安全，各項作業均保留鋼模不再拆

除。 

4 ○6 －○7 隔牆由頂部

向下 6M 處，有一長

1M 寬 40cm 之橫向裂

縫，裂縫間可通視且

混凝土已剝落。 

施工冷接縫處理不

當或昇模時拉裂。 

可通視之裂縫，自表面鬆動混凝土

打除至完整部位並清理乾淨後以

後，再以 EPOXY 砂漿壓力填灌或

EPOXY 砂漿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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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SB32 沉箱臨時支撐及損壞示意圖 

（二）WB43 沉箱 

1.現有檢查資料： 

（1）沉箱尺寸：20.0M×24.8 M×25.0 M（高） 

（2）製作完成日期：86.05.21 

（3）儲存日期：86.06.14 

（4）檢查日期：86.11.13（損壞示意圖詳

附圖 19） 

（5）七處內艙隔牆○12－○17，重大損壞。 

（6）沉箱由 D 向 B 之對角方向傾斜 10.1

度，漲潮時 1/4 沒入水中（參考後附

照片）。 

（7）外牆無破損。 

（8）通水孔暢通，低處兩水門為淤砂堵

塞。 

（9）沉箱最低處淤砂 5M。  

2.儲存現況說明：WB43 沉箱屬體積最大，

儲存條件最差且損壞嚴重之沉箱，其詳

細儲存經歷如下 

（1）該沉箱於碼頭邊進行加高期間，即因

加高水深不足，低潮位時，沉箱於傾

斜坐底之情況下加高。 

（2）本座沉箱第一次於 86.6.6 進行儲存

作業，由於港內浚挖作業不當排砂，

造成沉箱四週淤積嚴重，無法移動，

經數次抽砂排除，並動用兩艘大型拖

船，以一拉一拖方式，強行移離淤砂

區，前後共拖曳五次歷時八天，始於

同年 6月 14 日完成儲存作業。 

（3）儲存場地受大型吸管式挖泥船作業擾

動，儲存完成後之沉箱傾斜 10.1

度，漲潮時 1/4 沒入水中，並造成七

處內艙隔牆重大損壞。  

（4）儲存場地正對航道入口，儲存期間又

遇「維特」、「溫妮」、「安珀」等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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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襲，衝擊沉箱之巨浪曾高達兩公

尺，對沉箱不利影響甚大。  

3.沉箱支撐浮移作業：類此重大損壞之沉

箱，理應採不移動就地修復為原則，但

在考慮海象因素、傾斜度過大等施工困

難之外，工期時間之壓力尤其嚴重，因

此在確認沉箱外牆及底版結構無損壞

後，決定於儲存場進行水下吊裝臨時支

撐後起浮移至岸邊繼續修復工作，臨時

支撐示意圖詳附圖 20,施工規則詳如前

述。 

4.沉箱之異常處理及修復說明： 

編 

號 異常及損壞情形 異常及損壞原因 修護及異常狀況處理辦法 

1 如附圖，共有七處由底部向

上 7～8M 處呈不規則龜

裂，裂縫大者已穿透內隔牆

並有 15cm 大之破洞，混凝

土剝落鋼筋外露，可通視。

進水過程水位控

制不當，水壓差造

成各種粗細裂縫

之破壞。 

不通水牆 5 面重度受損，已失

去止水功能，起浮時應配合大

型浮台或平台船以及必要之錨

錠設施輔助，直至內艙殘水完

全抽除。 

2 沉箱坐底傾斜，由 D 向 B

對角線方向傾斜約 10.1

度。 

儲 存 場 地 受 擾

動，基礎不實。 

起浮時應配合大型浮台或平台

船兩台，或以一浮台，另一側

錨錠方式起浮，直至內艙殘水

完全抽除。 

3 沉箱最低角 B 陷入砂中約

5M 深，高潮時並沒入水中，

A角陷入砂中約 3.8M，D 角

陷入砂中約 0.2M，C 角陷入

砂中約 1.4M。內艙最低處

淤砂 20～50cm 堵塞兩水

門。 

儲存場地太深，浮

砂淤泥太厚，港內

浚深施工中，漂砂

嚴重。 

起浮前先抽除沉箱週圍、凸緣上

方及艙內所有之淤砂，並清理通

水孔及水門。為避免起浮過程中

底部粘著力過大危及沉箱，起浮

時應配合高壓噴水槍（NOZZLE）

由沉箱各邊底處，以水沖清除底

部粘著之土砂。 

 

 

 

 

 

 

 

 

 

 

 

 
圖 19  WB43 沉箱損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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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WB43 沉箱臨時支撐示意圖 

（三）SB33 沉箱 

1.現有檢查資料： 

（1）沉箱尺寸：20.0M×24.8 M×25.0 M（高） 

（2）製作完成日期：86.05.24 

（3）儲存日期：86.06.14 

（4）檢查日期：86.11.07 

2.破壞情形：（詳附圖 21，參考後附照片） 

(1)外牆 a向內艙隔牆凹陷斷裂，橫向鋼筋

拉斷，外層混凝土被壓碎崩落，鋼筋

被拉斷，破壞範圍由上往下漸大呈三

角形。外牆 cdef 均有由頂往下 RC 開

裂 20～50cm 之現象，均屬重大損壞。  

(2)與上述重大損壞外牆相連之內艙隔牆

WA、WB、WC 之混凝土皆已崩落，鋼筋

挫折屈，牆面被壓縮而產生扭轉，底

版被淤砂覆蓋，無法調查。 

3.儲存現況說明：該沉箱於儲存當天,基礎

原已傾斜（高低差約 1.5M）,沉箱開始

坐底時,因高低差導致各艙進水不平

均、沉箱各角落,下沉速度不同,以致造

成沉箱更大的下陷與傾斜（對角線高差

達 3.8M）,此即為造成外牆與內牆嚴重

損壞之主因。 

4.破壞原因： 

(1)該沉箱於 86.06.14 儲存後，水門已拆

除，淤砂由此進入內艙並堵塞通水

孔，沉箱四週更為淤砂包圍，最深處

達 3M，黏著力很大，因此 86.11.07

抽水起浮過程中，沉箱最低艙之起浮

水位尚未到達時，內外牆水位差已超

過其容許承受的最大設計水位差，因

而導致內外牆之重大損壞。 

(2)由於瞬間之衝擊作用力過大，內隔牆混

凝土先崩裂挫屈，在失去支承作用

後，外牆鋼筋受拉力破壞斷裂，連鎖

反應造成內外牆陸續崩壞。



 

68 

學術天地 

 

 

 

 

 

 

 

 

 

 

 

 

 

 

 

 

 

 

 

 

 

 

 

 

 

 

 

 

圖 21  SB33 沉箱損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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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混凝土強度不足及施工不良之可能：內

隔牆有因昇模不當致混凝土空洞蜂窩

現象，且發現甚多鋼筋表面完整而無

混凝土附著之情形，顯示鋼筋與混凝

土間之握裹力恐有不足。  

(4)儲存場地正對航道入口，儲存期間又遇

「維特」、「溫妮」、「安珀」等颱風來

襲，衝擊沉箱之巨浪曾高達兩公尺，

對沉箱不利影響甚大。  

5.沉箱之異常處理及修復說明： 

(1)關於損壞情形及損壞原因，前已論及不

再贅述。 

類此重大損壞之沉箱，理應採不移動

就地修復為原則，但在考慮海象因

素、傾斜度過大等施工困難之外，工

期時間之壓力尤其嚴重，因此在確認

沉箱外牆及底版結構無損壞後，可比

照前述 WB43 沉箱之修復方式，但本座

沉箱外牆已崩壞，則必須就儲存場地

先修復外牆。 

(2)外牆損壞之混凝土及鋼筋先予清除，鋼

筋須將未損壞部份露出足夠長度，以

便日後搭接之用。 

(3)清除之後，外牆空洞部份派潛水員至海

底實地丈量尺寸後，自兩端完整面作

固定鋼模之處，訂製鋼模，待鋼筋綁

紮（使用點焊）鋼模組立後，平潮時

段即開始澆灌 280 強度水中混凝土

（特密管必須三支以上同時施工）。 

(4)全部施工均為水下作業，監造人員無法

就近指導，必須尋求熟稔水下作業且

對富有營建工作經驗之潛水專業人員

才得以勝任。 

(5)外牆重新製作完成，混凝土強度達到設

計強度之後（可請潛水員持試槍測

試），再依前例於儲存場進行水下吊裝

臨時支撐後起浮移至岸邊繼續修復破

損之內牆工作。 

 

 

 

 

 

 

 

 

 

 

 
沉箱損壞情形照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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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箱損壞情形照片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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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箱損壞情形照片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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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沉箱製作施工需注意事項 

一、沉箱壁牆部份 

（一）鋼筋檢驗要點： 

1.牆鋼筋尺寸、間距、根數及位置依設計

圖說之規定 

2.保護層厚度：10cm，間隔墊配置間距≦

1M，寬止筋間距≦1M（牆自由端及開孔

處四週應設置寬止筋，間距與牆筋相

同） 

3.鐵絲捆紮： 

(1)鋼筋 D16 以上用 2根＃20 號鐵絲，D16

以下用 1 根＃20 號鐵絲，不同直徑鋼

筋捆紮時，以小號為準。 

(2)鋼筋間距 15cm 以下隔點捆紮，且週邊

全部捆紮，15cm 以上逐點捆紮（鋼筋

間距以雙向配筋間距之較大值為準）。 

(3)鋼筋搭接：D13 以下捆紮兩處，D16～

D19 捆紮三處，D22 以上捆紮四處以上。 

4.牆鋼筋搭接與錨錠: 

(1)搭接長度為 40D，不同直徑鋼筋之搭接

以大號為準。 

(2)主筋不得搭接，副筋搭接應選擇應力小

之處錯開搭接。 

(3)錨錠長度為 40D，倘採用接續施工時，

相鄰亦應錯開間距 40D。 

5.牆開口部之補強： 

(1)牆開口部位置補強筋，均較牆主筋大一

號。 

(2)牆厚 15cm 以下為單層補強，15cm 以上

則為雙層補強，且斜向捆紮於牆筋上，

各種開口補強配筋要領詳如規範及施

工圖説。 

（二）混凝土澆置檢驗要點： 

1.箱型內模吊裝後，檢驗隔牆之尺寸及平

整度。 

2.安放外模之後，校正其尺寸、平整度及

內外模之相關位置。 

3.昇高架及圍樑等附件架設後，再一次檢

查模板之位置及平整度。 

4.檢查活動模板是否符合下部寬度略大於

頂部之要點。 

5.模內之雜物是否清除，各部螺栓是否全

部旋緊，再校驗內隔牆及外牆之尺寸及

平整度無誤後，始可插入昇高桿。 

6.供人員使用之工作台面板鋪設是否安

全。 

7.水平控制系統功能（時時校正水平至符

合規定）及照明設備之檢查。 

8.工作所需之鋼筋料是否備妥並放置定

位。 

9.工作人員任務分配是否完成，指揮通訊

系統是否完備。 

10.模內原混凝土殘渣是否沖洗乾淨。 

11.混凝土澆置－分層澆置,每層不得逾

20cm，並不得中途停頓（坍度 12～15 

cm）。 

12.昇模－配合氣溫每小時約昇高 25～

30cm 中途不得停頓。 

13.振動－振動棒避免觸碰鋼筋，尤其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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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已脫模層內。 

14.養護－脫模後繼續養護至規定期限。 

二、沉箱底版部份 

（一）鋼筋檢驗要點： 

1.基礎位置墨線：容許誤差±0.5cm。  

2.保護層厚度:6cm,墊塊間距≦1M，寬止筋

間距≦1M。 

3.基礎鋼筋配置：尺寸、支數、間距及位

置悉依規定辦理。 

4.基礎盤主筋錨錠：上層主筋彎曲位置須

超過 1/2 地樑寬，長度自樑內側算起

30D，下層主筋彎曲位置須超過 2/3 地

樑寬,長度自樑內側算起 40D，且自彎曲

點算起不得少於 15cm。 

5.主筋搭接：上層主筋搭接於兩端起算

1/4 跨距範圍內，下層主筋搭接於中央

1/2 跨距範圍內，錯開搭接。 

6.鐵絲捆紮:同沉箱壁牆部份 

（二）混凝土澆置檢驗要點： 

1.混凝土輸送－壓送機事先應詳細檢修，

壓送過程不能中斷，輸送管不能有破

損，為不使水泥漿洩露接頭應緊密，且

不得直接接觸模板或鋼筋。輸送管壓送

時應先送水泥漿,若間斷 30分鐘未壓送

時，應立即拆管並以清水沖洗之。 

2.混凝土搗實－使用電動式內部振動機，

垂直插入混凝土中，離模板 8cm,深入下

層混凝土中約 10cm，振動距離應均勻分

佈，相鄰距離不得超過 60cm，每次振動

時間 5～15 秒。 

3.混凝土澆置必須一次完成不得留冷縫，

拆模後立即檢查混凝土面，如有材料分

離現象應以止水處理。

柒、沉箱內艙水位控制說明及操作步驟 

一、控制說明：  

20.0M×24.8 M 沉箱有 20 個內艙，分

由六個水門控制進水，水門管制內艙之區

域可概分為 A、B、C三區（詳附圖 22，其

他內艙與此對稱）,內艙面積比 A：B：C＝

84.64：63.48：60.26，因此當 C區進水高

度 1M 時，A 區進水高度僅 0.71M，B 區進

水高度為 0.98M，茲假設 25M 高度沉箱開

水門進水 20M 深時，此時 C區內艙 20M 深，

A區內艙僅 14.2M，相鄰內隔艙所承受之水

位差已遠遠超過設計容許之水位差

1.5M，因此沉箱於坐底儲存、起浮或安放

時均必須以階段式進行進水或抽水作業，

以確實控制內艙水位差之平衡，最大以不

超過 1.5M 為原則。 

二、操作步驟： 

作業前內隔艙牆上必須先以白色油漆

標示高度以利精確控制水位，同時必須徹

底檢查通水設備如水門及各艙通水孔以確

保通水功能之正常，並嚴格限定階段進水

高度為 1.5M。第一階段進水時以 C→B→A

順序進行水位控制，當 C 區水位達限定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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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進水高度時，先行關閉 C區水門,接著為

關閉 B 區水門，最後關閉 A 區水門，當水

門全部關閉後，必須停留一段時間,待各內

艙之水位確實達到平衡狀態之後，再進行

第二階段進水之作業（操作步驟同第一階

段進水）。抽水起浮則採相反操作方式進

行，階段降水高度仍採最大以不超過 1.5M

為原則。

 

 

 

 

 

 

 

 

 

 

 

 

 

 

圖 22  沉箱內艙區域平面圖 

捌、結語 

一、就特殊嚴重破壞 SB33 沉箱案例而論，

當初經由專業第三人研判分析後作成

「整座沉箱已嚴重破損，無法再使

用，應予爆破清除或水下切割方式分

解吊除」之結論，因此結論而造成之

成本增加約 5,500 萬元（沉箱新製

2,350 萬元，爆破含 40T 炸藥 1,650

萬元，分解吊除 1,500 萬元），工期不

含申辦爆材之時間約須 12 個月工作

天（沉箱新製 2 個月，爆破 7 個月，

分解吊除 3個月），後經業主營建單位

以「沉箱只要能起浮安放後外艙灌注

混凝土即達永久安全防波浪之功能」

之特性，自行評估仍沿用前述之修復

原則，只是在過程中更加謹慎，聘用

具深水施工之潛水人員歷經九個月時

間，共花費約 2,500 萬元，將該座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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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順利起浮並安放就位，十多年來安

然無恙，之所以記錄這段往事，是要

說明「業主」才是工程之主導者，因

為「業主」有自己的需求及使用成本

之盤算，「專業人士」僅就工程技術提

出意見供參考，決策無法涵蓋全局，

這種論點並無否定或貶損專業之意

思，而是強調當工程遭遇重大困難

時，「業主」必須挺身而出，依據「專

業」之建議，作出最有利於己身之抉

擇，才是負責任的態度。 

二、巨型沉箱之對於外廓防波堤，無論就

品質、成本或工期而言均扮演著最為

關鍵之角色，試想，八層樓高 190 坪

面積的龐然大物，在製作、出塢、拖

航、儲存及起浮再拖航之過程中，必

須克服外在天候的不利因素後，能將

其在各階段均能操作得宜，確實需要

專業知識及實務經驗並結合處處小心

步步為營的謹慎態度。 

三、巨形沉箱在儲存及起浮過程中容易遭

到淤砂掩埋或基礎不堅固而發生傾斜

之狀況，在砂質海岸發生之機率遠大

於岩石海岸，因此，於臺灣西海岸建

港時要特別注意這個問題。 

四、筆者將沉箱破壞之各種型態蒐集分述

於內文中，再對破壞之原因詳加探

討，治標方面擬定各種修復計畫（含

沉箱臨時支撐及破損艙牆修復），治本

方面自沉箱製作施工需注意事項至沉

箱內艙水位控制說明及操作均作一些

規則供施工者遵循，以減少損壞情形

之發生於事前，希能藉本文之內容提

昇巨型沉箱在儲放及起浮過程中之施

作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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