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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構造物安全檢查評估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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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現有港灣構造物許多因興建超過 20 年以上，由於長期處於海水變化面受潮波
流沖刷，且位於海域惡劣殘酷氣候環境因素，通常比陸地設施更易損壞，尤其過去對於
港灣構造物防蝕保護工程之材料及工法設計尚未明確，導致港灣構造物老劣化加速致耐
用年限降低，特別是構造物銹蝕破裂使其基礎直接受到波浪沖刷而加遽破壞，港灣構造
物碼頭之填方也因潮汐返復作用逐漸流失，為暸解港灣構造物結構現況，除利用人力進
行現地目視調查，目前常見搭配非破壞檢測(如透地雷達、水下潛水超音波調查等)方式，
檢查港灣構造物之使用狀況與內部損壞狀態，包含結構體表面裂縫深度、淘空情形，以
便未來整體補強設計利用。本文為探討港灣構造物破壞情形，將港灣構造物常見損傷位
置及其程度進行評估分級，進而提出安全評估判定之評估指標，作為修復對策、維護、
管理參考之依據。
關鍵字：目視調查、透地雷達、港灣構造物、修復對策

一、前言
本文探討之主要目的在於提供港灣構
造物安全評估判定之方式及訂定評估指標
與其分級方式、作為修復補強的優先實施
順序。

急維修、緊急搶修等破壞分級方式，考量
不同損壞模式提出建議工法，一般港灣構
造物，常見包括重力式碼頭、版樁式碼頭、
棧橋式碼頭、防波堤或附屬設施等，因其
受各種環境因素而產生不同型式破壞，常
見港灣構造物之破壞及其原因，可分為外

為了達成上述目的，根據本研究之損
壞狀態之定性及量化描述 － 使用、修
復、接近破壞，另依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相
關作業規範，其內容有港灣構造物定期及
不定期檢查，其包括正常、年度維修、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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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環境及碼頭身內部結構，分別說明如
下：(一)港灣構造物外部環境因素：港湾
鋼構造物依其結構設置位置大約對照之海
洋腐蝕環境可以概略分為 5 個區域包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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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① 海上大氣中

③ 潮間帯

縫(伸縮縫)擴張(沿施工縫或伸縮縫方向產

⑥臨海背填

生開裂)施工縫或伸縮縫易因地震或材料

土部(陸域)除臨海背填土部外，其他海側

溫度變化等因素所造成碼頭變形而擴張，

5 個區域，若以深度方向為 Y 軸，腐蝕速

雨水會由伸縮縫或施工縫入滲，造成細顆

度為 X 軸，相關水位對比之腐蝕速度曲

粒土壤流失。(4)鋼材損壞，如鋼版樁或鋼

線，參考如下圖 1-1。其中需特別注意為

管樁等材料腐蝕，若鋼材腐蝕肉厚減少過

集中腐蝕(Concentrated corrosion)：常

多，如版樁式碼頭因鋼版腐蝕損害造成背

發生在平均低潮位正下附近激烈的局部腐

填土流失產生沉陷破壞，或棧橋式碼頭因

蝕，因其為平均低潮位(M.L.W.L.)正下附

鋼管樁腐蝕損害造成背填土流失引起斷裂

近為陽極、平均水位(M.S.L.)附近為陰

破壞，如下圖 1-2~1-3。

④海水中

② 飛沫帯

⑤海底基礎底部

極，形成類似大型腐蝕電池所發生的現象。

圖 1-2: 版樁式碼頭腐蝕造成沉陷破壞

圖 1-1:港灣構造物外部環境腐蝕因素
(二) 港灣構造物內部因素：(1)材料
老劣化影響：碼頭面版工程一般以混凝土
澆置，除本身老劣化行為外，東北季風或
颱風期間亦易受海浪沖擊而受損。另港灣
構造物修補區段，易因常期臨水位修補混
凝土材料強度不足，造成二次破壞。(2) 港
灣構造物填方沉陷：進行港灣構造物施工
時，土方應逐層填築夯實，惟臨水位夯實
度不易控制(即為壓密度不足)，容易造成
碼頭坡沉陷導致面版破裂損壞。(3)原施工

圖 1-2: 棧橋式碼頭腐蝕造成斷裂破壞

二、文獻回顧
目前國內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針對碼頭
與防波堤等港灣構造物已完成之碼頭檢測
評估研究提出「港灣構造物安全檢測與評
估之研究」報告，早期基隆港務局已訂有
「基隆港務局港埠設施維護檢修作業」
，另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民國 91 年亦完成「港
灣構造物維護管理準則之研究」等檢測基
礎，國外日本運輸省港灣技術研究所「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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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構造物の維持・補修ﾏﾆｭｱﾙ」則有完整檢

之研判 (四)破壞點標記：紀錄完成後於破

測規範。整體而言，參考國內外相關港灣

壞處均以噴漆做標記，以便於進行二次勘

構造物構造物維修、損壞的經驗，考量港

查或於日後觀測破壞是否有進一步擴大的

灣構造物使用期間及工程生命週期成本，

情形。同時檢測人員應以步行或小型交通

確立損壞狀態與修復成本及生命週期之關

工具方式進行現地勘查。(五)內業處理：

係。由於國內港灣構造物損壞尚未建立完

目視檢測結束後彙整各港灣構造物記錄

整評估制，目前尚未規定統一的調查檢測

表，將各破壞位置以條列式列出，並對破

方式。

壞型式及程度進行分析，以了解各構造物

三、港灣構造物目視檢測方式

破壞之程度，相關檢測評估流程如下圖

(一)紀錄座標及點位：檢測人員抵達
構造物後，於港灣構造物起始段及末段，
以攜帶式 GPS 定位器進行定位及記錄二
度分帶座標。(二)港灣構造物現況拍攝：
對港灣構造物包括(1)上部結構現況調查:
碼頭法線、碼頭頂版、冠牆、係船柱、防
舷材及碼頭排水連外道路等進行現場量測
並拍攝(2)下部結構現況調查:需潛水調查
包括碼頭頂版樑柱、樁、基礎拋石等，相
關檢查重點以棧橋式碼頭為例，如下圖 3-1

3-2，其中有關於鋼材目視檢測，若有下列
1 有無
情況項目則必須詳細拍照及記錄○

深紅色之生銹處及範圍大小② 有無集中
腐蝕發生③ 有無穿孔穴蝕之發生④ 附著
海洋生物之情況 ⑤ 有無船舶或漂流物等
衝擊之痕跡；鋼材之詳細目視檢測則需分
別檢測其腐蝕厚度，而腐蝕情況需配合水
下儀器進行檢測，根據目視觀察的結果有
異常位置選擇進一步厚度測量。便於安排
優先進行構造物修補或二次勘查。

所示(三)破壞點拍攝及紀錄：由碼頭法線
起點向構造物終點前行，以步行進行搜索
港灣構造物破壞點，就破壞點之構造物位
置、構造物樁號、破壞長度及形式等進行
量測及記錄，對每一破壞點位所拍攝照片
除該點位之遠照、近照及細照(裂縫寬度)
外，對破壞點位之週遭環境，包括碼頭頂
版、冠牆、係船柱、防舷材及共構之結構
物，亦一併拍攝及紀錄，俾利於破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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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棧橋式碼頭檢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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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港灣構造物評估指標訂定與安
全評估結果
評估指標之建立，主要利用蒐集資料
及調查成果包括：(1)目視調查成果：評估
圖 3-2: 港灣構造物檢測評估流程

四、港灣構造物非破壞性檢測配合
目視檢測
對於目視檢測有破壞或有疑慮處港灣
構造物檢查通常會進行第二階段之非破壞
性檢測如下圖 4-1，常見方法包括透地雷
達檢測法，針對局部區段較嚴重點位，利
用佈設橫向測線網進行細部檢測，以求更
精確了解損壞程度及範圍其測線，透地雷
達之檢測方式有兩大類：「等支距檢測
(Common Offset method)」以及「同深度點
檢測(Common Depth Point method, 簡稱
為 CDP)」。

指數 V.I.(Visual inspections Index )(2)非破
壞 檢 測 成 果 ： 評 估 指 數
NDT.I.(Non-Dameged-Test Index)(3) 港 灣
構造物維修歷史資料：評估指數
C.I.(Constraction year Index)(4)碼頭結構評
估：評估指數 S.I.(Structure Index)(5)海象
環 境 因 素 評 估 ： 評 估 指 數 E.I.(Coastal
environment Index)等五項指標作為評估指
數。而安全評估指標包含：(1)目視調查成
果 (2)非破壞檢測成果 (3)港灣構造物歷
史資料 (4)碼頭結構評估 (5)海象環境因
素評估等五項，並以港灣構造物每碼頭結
構單元為一單位(視構造物長度而調整)，
進行評估分析統計，評估總分以 100 分
計。將評估結果分為(D)正常、(C)年度維

圖 4-1 港灣構造物第二階段之非破壞性檢測

五、港灣構造物破壞性檢測
港灣構造物老劣化損壞程度若無法以
非破壞檢測了解，則應配合鑽探分析一併
取得混凝土試體，並進行相關材料試驗，
以了解目前構造物混凝土結構強度變化情
形，並可針對透地雷達檢測成果以及敲擊
回音法等非破壞性檢測成果進行交叉驗
證，以求準確評估港灣構造物內部淘空範
圍。

修、(B)緊急維修、(A)緊急搶修等四項。
各評分級距說明如后：(1)區段評估分數若
大於 75 分，代表本段損傷程度恐嚴重影響
港灣構造物功能，列為緊急搶修段；(2)區
段評估分數若介於 51~75 分，需密切注
意，列為緊急維修段(需於當年度內完成補
修)；(3)區段評估分數若介於 26~50 分，
代表此段無安全疑慮，僅需提出改善，故
列為年度維修段(通常於於 3 個年度內編
列預算完成補修即可)；(4) 區段評估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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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小於 25 分，列為正常段，持續日常檢查。

八、結論與建議

七、港灣構造物調查評估系統之建立

港灣構造物評估作業通常以目視調查

由於港灣構造物調查範圍及內容資料

成果作為初步判斷，若有疑慮則可以非破

甚多，包括港灣構造物基本資料以及外業

壞檢測如透地雷達檢測作為第二階段驗

調查成果、非破壞檢測成果影像、安全評

證，倘無法確定則會進行破壞檢測如鑽心

估結果及修復對策等各項數據數量非常龐

取樣作為第三階段查驗成果，並參照交通

大，因此，為有效將各項資料予以數位化，

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構造物檢查及安全評

並利於後續追蹤及管理，通常需開發一套

估技術報告」將破壞情形統計分析並建立

針對本案檢視成果之查詢系統如下圖

評估指標，將港灣構造物構造物各部位置

7-1，提供管理單位快速查詢及檢視成果之

損傷程度進行評估提出修復對策，列出亟

工具。系統功能包括如下：(1)港灣構造物

需進修復補強或優先順序供維護管理單位

基本資料查詢：包含港灣構造物位置、長

參考之依據。

度、興建年份等基本資料。(2)外業目視調
查成果：展示各構造物目視調查資料及檢
視成果分類判定。(3)非破壞檢測成果查
詢：可立即展示本期透地雷達檢測影像成
果。(4)維護紀錄及內容查詢：主要展示歷
年各段港灣構造物修復及維護紀錄及其工
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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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港灣構造物資訊查詢頁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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