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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於民國89年制訂離島建設條例、設

置離島建設基金，以推動離島建設與促進產業

發展，改善離島民眾生活。而這些政策推動須

依靠健全穩定之電力供應始能達到目標。但外

島地區侷限天然資源，必須倚賴成本較高之火

力電廠來發電，惟火力發電過程中產生大量二

氧化碳及其他污染源之排放問題，雖經電力公

司利用設備來降低影響，但仍無法完全妥適完

全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達到民眾要求之低碳標

準。近年來伴隨地球暖化影響、環保問題持續

發酵，政府已將節能減碳列為首要政策之一，

全力推動碳盤查及建立低碳島示範區，以帶動

相關產業降低污染，共同為潔淨地球村盡一份

心力。因此降低離島地區火力電廠之污染排放

量，利用台灣本島離峰多元化之電力，透過海

底電纜傳輸平台，將電力傳送至離島地區，成

為一經濟可行且具環保的方法。惟海底電力電

纜技術在台灣地區案例不多，且工程技術較多

元，值此政府大力推動海上離岸風力發電之

際，海底電纜工程勢將成為該系統中重要的一

環，值得深入研究探討。

　　本期人物專訪部分，很榮幸能與談台電公

司二位綜理海底電纜工程之主管，探討台電近

年來推動的二條大型海底電纜計畫。李鴻洲

專業總工程司談「澎湖低碳島政策與海底電

纜」，除分享個人多年來在台電公司從事各項

工作上的心得與看法外，也擘劃出台電公司

未來在節能減碳與替代能源開發等電力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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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願景，並希望工程業界一起努力與配合。屏東區營業處黃肇祥處長

談「林邊～小琉球33kV海底電纜工程」，從關懷民眾用電需求之理念起

始，慎重邀集主要參與人員回顧當年推動林邊到小琉球海底電纜之辛酸

歷程，包括遭遇困難與克服解決方法，實質分享經驗，值得讀者細細咀

嚼。

　　海底電纜工程技術國外已有許多完成案

例，但台灣地區卻僅寥寥數條，本專輯乃蒐

集整理國內近年推動之海底電纜計畫，進行

綜合分析；由海域調查與海床地質分析談

起，探討海纜路徑劃設、內含電力與光纖之

複合式海纜、跨越既有海底管(或纜)線、岩

層硬質海床海纜保護…等之規劃設計工程技

術，以期拋磚引玉使更多有興趣之先進們一

同參與探討，同時分享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在海底電纜工程之工作成果。如

同台電公司李專總所言，台灣未來將開發包

括離岸風力發電等許多乾淨新能源，其間海

域工程必定扮演非常重要角色，因此需引入

更多新技術與培養更多相關領域之人才，而

本此專輯期許作為海底電纜工程技術基石，

開創未來各項海域工程建設永續發展之新契

機。

　　同時，繼91、93期刊出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勘災報告，本期第三次

針對震災災後一年提出勘災報告，冀望對此種廣域性複合式災害能有更

廣泛深入的了解，進而提升我們因應各類天然災害的應變能力。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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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林俶寬 ‧ 攝影：蔡嵐琦整理：林俶寬 ‧ 攝影：蔡嵐琦整理：林俶寬 ‧ 攝影：蔡嵐琦

訪台電公司專業總工程師

李鴻洲
談 「澎湖低碳島政策
與海底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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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專總由台電基層服務，迄今三十餘年

經驗中，可否分享相關特殊經驗。

答：民國71年進入台電公司，從事水力發電領

域有20餘年現場施工經驗，參與過明湖及明潭

兩大抽蓄水力發電工程、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

引水工程、大甲溪發電廠谷關分廠復建工程及

萬大電廠擴充暨松林分廠水力發電工程等，主

要從事之工作有大地調查、隧道與地下廠房工

程之規劃、設計及現場施工檢驗、隧道鑽掘機

工法規劃、管控工程進度及督導工程品質，茲

將分述參與三大工程之過程與經驗概述如下：

一、明湖及明潭兩大抽蓄水力發電工程

    民國71年台大地質系畢業後進入台電公

司，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工程是第一個參與計

畫，該計畫係利用日月潭作為上池，台電公司

則興建下池壩，利用上下池間約落差310公尺

進行抽蓄水力發電。電廠採地下型式，當時是

負責現場大地調查及施工檢驗工作督導，民國

74年工程完工後，將明湖抽蓄工程相關經歷撰

寫成一份報告，很幸運地獲得日本獎助學金，

並成功申請至泰國亞洲理工學院(AIT)研讀大

地工程，76年回國後再次回台電公司抽蓄工程

壹、前言

　　李鴻洲先生為現任台電專業總工程師兼發言人，由台電基層工程師做起，歷任課長、副處

長及處長(抽蓄工程處及營建處)等重要職務，早在民國80年即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優秀青年工程

師獎；另由於平日注重施工技術與效率之提升，因此將所研發之創新施工法與施工經驗，撰寫

專文陸續發表於國內外各期刊、研討會，對於國內外隧道鑽掘技術提升與地下廠房興建改善貢

獻良多，於民國90年獲中華民國隧道協會頒贈優良隧道工程師獎。

　　李專總工作追求效率、勇於創新，以新工法、新材料應用於台電建設，堅持紀律與重視工

程品質，因此於任職台電抽蓄工程處長期間負責之「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第Ｉ-A標土

木工程」於民國93年更榮獲工程界最高殊榮之公共工程金質獎。

　　由於李專總學識淵博、為人風趣，兩個小時訪談中旁徵博引，使訪者受益良多，以下是訪

談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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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TBM隧道段地質鑽探及試驗工程，協助

並督導承商現場鑽探工作，在短短76天內即完

成四支長距離探查孔，總鑽深達2,406.5公尺，

其中水平長鑽孔長達901.5公尺，創台灣地區

地質鑽探之最大鑽深記錄，對於台灣地區未來

高覆蓋長大隧道之地質調查工作，具有指標性

引導作用。 

    因TBM施工與地質條件關係密切，必須隨

時監測，所以在TBM鑽掘施工時，並需配合施

工進度，在隧道開挖中進行施工檢驗及地質調

查工作，將所得資料快速分析，並回饋給設計

處任職，完整參與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工程之地

下廠房工程之規劃設計及現場施工檢驗工作，

並於民國80年擔任台電抽蓄工程處基礎課長期

間，獲得中國工程師學會評選為該年度優秀青

年工程師。

   在當時，又另外擔任台電抽蓄工程處推動之

「鋼纖維噴凝土應用在明潭地下廠房之研究」

的計畫督導人，除積極籌劃外也推動該研發計

畫之應用，使其成功地應用於明潭地下廠房施

工，為台灣地區首次成功應用鋼纖維噴凝土之

實例，促使日後台電新天輪地下廠房及中二高

蘭潭隧道等工程之相繼使用更具信心。本研究

發展計畫之成果，曾獲經濟部「激勵獎金審核

委員會」的審議通過，獲頒獎金。

二、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

    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之隧道總長

約16.5 公里，其中於中游段之引水隧道長約

7.8 公里，由現場調查情形推估大部分隧道

(Sta.3k+668～10k+194約6.5公里)，因地質均

質尚佳且無明顯之剪裂帶或斷層帶存在，在考

慮縮短工期、降低對環境之衝擊、減少勞工需

求及提昇台灣隧道工程施工技術等因素下，決

定採用安全且一貫連續快速作業之隧道鑽掘機

（TBM）來進行開挖施工。

 (左1)張欽森技術經理  (左2)林俶寬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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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佳平均月進度（315m/月）及最大鑽掘長

度（6,523 公尺）之新里程碑。新武界引水工

程雖為台灣隧道工程界第三個採用TBM施工之

案例，但為首次成功貫通案例，並於93年獲得

第二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優等。

    其實印象中當時在工地之生活相當充實，

經常手持地質榔頭在工地隧道面敲槌以檢驗

地質狀況，也時常穿雨靴、著工地服、戴個

口罩就進入隧道工地，並且站在TBM上方監看

TBM鑽掘的施工情形與進度，這樣一早進工地

等到下午下班時才出來，一待就是一整天，雖

單位進行施工設計修正，以確保TBM能在穩定

之情況下快速前進。如此之作法可使TBM發揮

最大施工效率，也持續改善現場工程管理，曾

創下單月659.3公尺及單日44.3公尺之台灣地區

TBM最高鑽掘紀錄。

    施工期間雖曾遭遇局部岩盤破碎或異常擠

壓等不良地質，以及遭受桃芝颱風之暴雨肆虐

成災，然於採取適當應變措施及處理得宜下，

TBM 終於克服困難並持續順利鑽掘，且於91 

年6月7日TBM 段隧道順利貫通，完成鑽掘工

作，為台灣隧道工程首次以TBM 貫通案例，達

 (左1)張欽森技術經理  (左2)林俶寬副理 (右3)李鴻洲專業總工程師 (右2)林明華副總經理  (右1)黃振愷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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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91年4月即奉行政院核定同意辦理復建工

程，其先期工程於該年4月開工，主體工程於

91年12月開工，原預定於94年12月四部機組

商轉，復建期間93年遭敏督利(即七二水災)和

艾利颱風侵襲影響，大甲溪河道改變且淤高，

故將原可行性研究內容進行修訂及變更。94年

至97年期間又經歷多次颱風侵襲，造成聯外道

路、工區道路及過河便道損壞之影響，以及加

強辦理地下廠房區減滲、導排水處理工作，使

得本復建工程因而延至民國97年10月完成四部

機組陸續商轉，完工後總裝置容量從原先18萬

瓩提高為21.28萬瓩，每年發電量達5億度，如

以替代燃煤火力發電計算，相當於每年可減少

約34萬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工程績效卓著。

    由於復建工程包含整建地下廠房，右岸新

建尾水隧道延長1,991公尺至天輪調整池，左

岸新建廠房通道2,098公尺至上谷關，發電機

組及變壓器等全部換新並遷建開關場等多項工

程。谷關分廠歷經6年艱辛復建過程，施工中

遭遇淹廠、斷路、隧道湧水、尾水隧道穿越大

甲溪薄層岩覆之溪底段開挖等工程難題，終能

在惡劣環境中克服萬難，順利達成恢復正常發

電運轉之目標。整體復建工程品質優良，榮獲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發金質獎(第九屆公

共工程設施類) ，顯示工程團隊之努力，獲得

外界肯定，為台電公司電廠復建工程立下典

範。

然辛苦，但看著TBM每天都有進度，還蠻有成

就感。其實從事土木工作，往工地跑是經常的

事，也要多多鼓勵年輕人應該有機會就多到工

地看看，不怕吃苦多歷練，從中學習實務經

驗，對未來工作幫助很大。舉例來說，依照台

電規定工地皆有很多控管表單，為填報這些表

單，所需資料都親自分析然後撰寫，而且過程

相當清楚，所以後來擔任其他管理職務時，雖

然表單型式可能有所不同，但程序及立意皆相

同，很快就能進入狀況。

三、大甲溪發電廠谷關分廠復建工程

    大甲溪發電廠谷關分廠為台電重要水力發

電廠，在歷經921大地震後，其復建工程難度

本就甚高，台電以「順應自然、尊重自然、不

對抗自然」的精神辦理復建，民國90年7月在

擔任營建處副處長期間，谷關分廠又受到桃芝

颱風水災衝擊受損嚴重，河床壅高及尾水出口

遭土石埋沒，導致地下廠房淹水造成發電設備

受損而無法正常運轉，在接獲公司指派為谷關

復建工程計畫經理之重任後，即前往現場勘查

駐點，並辦理各項復建工作，期望復建後之谷

關電廠分廠能於運轉後免再受山崩、土石流及

河床淤高等原因再度造成災害。但該工程屬於

緊急修復工程時程緊迫，已無時間從評估規劃

再設計做起，即奉命由復建小組自行辦理大甲

溪發電廠谷關分廠復建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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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台灣核能發電量約占總發電量的五分

之一，目前朝野對於核電廠不延役似

已有共識，因應此電力缺口，政府方

面有意推動離岸風力發電作為替代能

源之一，專總期許業界如何配合台電

進行後續之電力建設計畫。

答：穩定的電力為國家產業發展及民生繁榮的

必要條件，亦為台電主要目標，電力供應力求

品質穩定，故發電基載必須佔有一定比例，同

時備用容量也要足夠，才能達到目標。在政府

新能源政策下，作為基載電力之現有核能機組

將不再繼續延役。因此，電力供應壓力必然轉

移到其他能源領域。在燃料價格高漲及國內

電力需求增加的趨勢下，台

電公司已透過掌握燃料

供應、持續健全

電網建設，

李鴻洲專業總工程師   

以及改善電源結構等策略，努力在提升營運效

率、低價電力及穩定供電中取得平衡。

    但受限於我國土地面積、地理條件及人口

分布等限制，可開發之能源資源相對有限，因

此必須使用傳統火力電源作為基載電源的一部

1
人
物
專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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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陸上風場場址愈來愈少，再加上受環

保意識高漲以及民眾較難以接受對風力機組

之視覺景觀等影響，可能離岸式風力發電就必

須開始發展。不過台灣地區風能分佈多集中在

中、北部地區，且實際風能狀況，應先架設氣

象測量平台塔架，掌握風力開發環境資料，量

測不同高度上之風速及風向，更需注意颱風期

間之影響，避免風力機組受損。

問：澎湖計畫發展為低碳觀光島，台電目

前正在進行台灣～澎湖間之海底電纜

建設，對此專總期許工程顧問業界如

何配合?

答：台灣～澎湖間之海底電纜建設，由日商

JPS公司得標，目前正在進行細部設計及計畫

書提送等工作，但畢竟屬國外公司，對於台灣

社會環境及相關法規較不熟悉，雖然目前已尋

求國內廠商及工程顧問公司協助辦理相關事

務，但執行進度上還是有努力空間，這部分需

要貴公司多協助。

份，以往傳統電源多以燃煤為主，其最大問題

在於二氧化碳的排放。為配合政府達成低碳社

會的目標，目前台電公司除積極將老舊燃煤火

力發電機更新外，部分電廠已改成燃氣電廠。

雖然天然氣是目前國際公認較乾淨的能源，但

燃氣電廠成本相當高，台電本身不能直接進口

天然氣來降低成本，所以在配合政府政策下發

展替代能源。替代能源有許多種，包括風能、

地熱、太陽能、生質能及海洋能等，但地熱、

生質能、海洋能等目前技術尚未成熟。只有風

力及太陽能比較適合現階段發展，不過這些再

生能源發電常隨日夜、季節、氣候等因素變

動，無法持續提供穩定的電力，不易調度使

用，因此僅能做為輔助電源，無法做為基載電

力。

    儘管如此，台電公司的風力發電自89年起

迄今，已完成風力發電一期至三期計畫及離島

風力發電計畫，風力發電機組已完工商轉共

160部，總裝置容量284.76千瓩，其中彰化王

功風力10部機計23,000瓩、林口風力3部機計

6,000瓩、大潭風力5部機計10, 600瓩，皆於

100年完工並開始商轉，風力發電第四期計畫

100年6月奉核定，預定101-104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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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避免漁民因不明白台電的計畫產生誤

解，甚至影響工進。故工程人員在本案中，扮

演極為重要角色，希望大家一同努力，早日如

期如質完成這項工作。

後記

　　此次的專訪我們充份感受到李專總追求工

作效率、勇於創新，以新工法、新材料應用於

台電建設，堅持紀律與重視工程品質，感謝  

李專總接受此次的專訪並與我們暢談台灣～澎

湖161kV海底電纜發展。

 (左1)張欽森技術經理  (左2)林俶寬副理  (中)李鴻洲專業總工程師  (右2)林明華副總經理  (右1)黃振愷工程師 

    此外，因為海底電纜工程，現場施工多屬

於海事工程，需要使用大批船機，這部分台電

公司之經驗比較少，需要 貴公司多加協助，

尤其面對當地居、漁民進行溝通時，事實上不

應全是台電公司的事，承包廠商亦應該協助溝

通，而 貴公司也應該從旁協助，提供相關技

術文件資料，尤其是施工方法及施工範圍，應

該要儘速備妥相關資料、說帖、簡介及宣傳海

報等，讓民眾得以一目了然，說服民眾。自然

多一份溝通，就可減低一份阻力，讓溝通更順

利。希望 貴公司能儘快協助JPS公司將海底電

纜路徑劃設確定，以利台電公司瞭解海纜路徑

沿線影響範圍多大，才能向當地居、漁民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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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E R V I E W
│中│華│技│術│

整理：張景程 ‧ 攝影：陸宏祥整理：張景程 ‧ 攝影：陸宏祥整理：張景程 ‧ 攝影：陸宏祥

訪台電公司屏東區營業處處長
        黃肇祥
談 「林邊∼小琉球海底電纜

運轉效能與屏東太陽光電
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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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林邊～小琉球二回線海底電纜竣工迄

今已屆滿一年，對於小琉球供電品質

已大幅提升，除了滿足民生基本電力

需求外，更加促進地方建設及觀光發

展，對此特殊之海底電纜電力建設，

可否分享相關經驗與心得?

答：本工程能夠順利完成主要以溝通為首要，

在林邊鄉辦理多次溝通說明會，資訊透明化

解地方疑慮，且基本設計方案能夠兼顧環境保

護取得地方認同，遂獲得小琉球方面之完全配

合，至於林邊端則因撈捕魚苗對於工程上產生

阻力，所幸經過多次溝通與辦理地方說明會，

得以協調出辦理模式，並於魚苗撈捕季前完成

海纜佈放埋設，避免對施工之可能影響。期間

曾因多次颱風來襲影響埋纜進度，地方已產生

出抗爭聲音；為防範造成施工緊張局面，除承

攬商能適時溝通外，業主台電公司展現誠意補

助地方辦理睦鄰活動，方得以將施工阻力完全

消弭。

    另外施工期間監造單位克盡職責協助，承

攬商全力配合等，均為本工程能夠順利提早完

成之主因。未完工前琉球地區僅剩兩相供電，

只能達3,000kW之供電能力，為最高電力負載

之一半，另一半則需靠台電柴油發電機及租用

壹、前言

　　民國69年6月，由台電規劃設計，日本古河電氣株式會社施工的海底電纜完工送電。海底電

纜由台灣本島屏東縣林邊鄉的崎峰開關場到小琉球的琉球電廠，全長約17公里，以兩回線的三

芯纜線送電，每一回線供電約4,500kW。這是全國第一條海底電纜，從此小琉球可全日供電，對

當地的觀光事業和經濟發展有極大助益。由於施工技術僅將海纜放置於海床上，在民國69年9月

海纜完工不到3個月，琉南線海纜就被漁船船錨勾斷，此後陸續於民國75、90、94、95年皆發

生海纜斷纜或受損事故。90年代斷纜時，曾由屏東區處自行發包修復，但因民國60、70年代處

理小琉球海纜維修業務的同仁都已退休或他調，致民國95年11月18日琉南線斷纜後，剩下兩相

供電的琉北線無法滿足小琉球所需。當時如果琉北線海纜也故障，小琉球將會進入黑暗期。

　　基於舊海纜評估無修復價值，由台電屏東區營業處推動發包林邊～小琉球25kV海底電纜汰

舊換新工程，從民國95年展開，其間由於中東杜拜大興土木及銅價高漲，多次流標後終於在98

年7月28日完成發包，業主台電公司委請台灣世曦公司從規劃、初步設計到施工監造，配合台電

公司驗收，並於民國100年5月28日啟用，本工程施工經費達新台幣16.3億元，為小琉球打造全

新兩回線的三芯纜線海底電纜，讓這個美麗的小島有充裕且穩定的優質電力，促進觀光及繁榮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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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阻力，因此，施工說明會能夠順利達成預期

效果。

    至於施工期程方面，監造單位能夠全程掌

握，督促承攬商就施工進度管控，期間雖難

免發生施工介面問題，但終能依據契約規定完

工，實屬不易。開工初期審定部分技術文件與

現場作業局部落後之主因，仍為溝通問題，雖

不影響施工期限，但與內部考核有關，最終透

過業主辦理協商會議得以解決最後供電期程。

    目前海底電纜運轉正常，承攬商已完成第

一年保固作業並持續辦理中，相關維護訓練亦

持續依約進行；另外由於陸域電纜採用防蟻電

纜，因此防護效果良好無發生蟻害。目前一般

防蟻措施係採用噴藥方式進行，配方雖對人體

已無妨害，不過本工程採用防蟻電纜為較佳選

擇。

民間小型發電機。該供電方式非屬常態供電，

供電品質亦較不穩定，實為台電屏東區處的壓

力與夢魘。本工程新設500MCM海纜相較於原

有海纜，其供電能力相對提高，目前每一回路

最高負載可達9,000kW以上。

    本工程施工期間因承攬商能夠確切掌握海

象條件，施工技術方面亦能引進日本施工經驗

並採用ROV(水下無人遙控載具)技術，且於規

劃基設及監造階段在台灣世曦公司用心的協助

下，對於海纜工程之施工技

術方面較不擔心；最怕的是

來自地方上抗爭問題，造成

施工過程不順利，所以開始

時台電屏東區處即將溝通協

調列為工作重點，主辦單位

陳碧宗設計經理不辭辛勞帶

領溝通小組每個月都到地方

溝通，成果居功厥偉，化解

了來自東港、林邊、枋寮及

林園等地區，對於海纜上岸

施工地點林邊端之反對聲浪。小琉球端則因本

身能了解用電需要，明白海纜案對地方有益，

較無反對聲音。另外溝通方向取得地方領袖信

賴，亦使溝通上較有成效，加上承攬商與其分

包商積極協助，工程中雇用當地人員與船機，

除可警戒以維持海上安全外，並能展現實質睦

鄰回饋，再加上該區民風純樸，無形中降低溝

  目前海底電纜運轉正常，承攬商已完成第施工地點林邊端之反對聲浪。小琉球端則因本

(左) 陳碧宗經理   (右) 吳德福前副處長     



1

No.95│ July, 2012 │17 

人
物
專
訪

    本工程因考量工程會審查時程及竣工

在即，無法配合參加公共工程金質獎評

鑑，實屬可惜，對於配電工程而言，錯

失絕佳得獎機會。然而目前供電順利為

可喜之處，小琉球用電量穩定成長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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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肇祥處長  

海底電纜佈纜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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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於營業廳加強硬體建設，並採多語言服

務亦是提高服務品質要素之一；至於提升供電

可靠度方面，於屏北地區減少雷擊方案中增加

裝置改善，如加裝避雷器及架空地線，均能達

到不錯效果，增加供電可靠度。因此，最終能

獲得評審青睞，獲得殊榮。

問：當今世界重視氣候變遷與節能減碳的

趨勢中，綠色能源產業可視為新興潮

流，更是行政院推動的六大新興產業

之一，政府已於2009年啟動「綠色能

加上配合大鵬灣國家風景區觀光發展，充足之

電力供應，足敷小琉球未來發展使用。

問：屏東區營業處曾榮獲行政院第2屆「政

府服務品質獎」，可否透漏如何達到

提高服務效率與品質，另外對於電力

建設事業而言，與地方溝通常為工程

能否執行之關鍵，以技術專業為主體

之營運系統下，如何運作與克服?

答：政府服務品質獎評選內容多樣化，包括

服務流程便捷性、有效性、民眾滿意度、網路

線上服務、創新加值服務等項目。為提昇服務

品質，本處從內部流程分析改進著手，加強內

部訓練及溝通建立共識，以提供用戶更好的服

務。每年台電公司選派區處參選行政院「政府

服務品質獎」，目前僅有本區處得獎，當年屏

東地區亦無其他機關入選，能夠榮獲此一殊

榮，實屬不易，此為同仁平時付出與努力的成

果。

    評選過程除表現當地文化特色外，跨機關

服務亦為特殊之創新作法，本處與自來水公司

當地機關合作，開放部分業務供民眾於共同窗

口同時申辦水電業務，即民眾可於本區處辦理

部分自來水相關業務，亦可於自來水公司辦理

本區處部分用電業務，提高民眾申辦便利性。

 (左1) 黃肇祥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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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產業旭升方案」，並訂定2015年綠

能產業產值將達兆元目標。從電力產

業執行者角度，可否說明屏東地區太

陽能光電設置發展現況與未來期許？

答：屏東地區陽光充足，發展太陽能光電條件

良好，但主要發展目的係為節能減碳，降低碳

稅，配合政府政策極力推行，台電公司自當全

力配合。惟太陽能光電系統設置，須考慮系統

衝擊問題，於保護協調限制條件下，降低電壓

變動所造成之影響。

(右3) 許先能副處長   (右2) 廖學瑞資深協理  (右1) 張景程計畫工程師   

    目前太陽能光電申設採競標制，躉售電價

不同以往之固定方式，仍需相關配套措施。例

如電價調整方案含高價收購再生能源電價，影

響電業成本。另外，雖然目前躉售電價已有所

調降，但因相關太陽光板設置成本相對降低，

加上大陸製造光板受歐、美傾銷稅影響降低競

爭力，國內太陽能光電產業受轉單效應而蓬勃

發展。因此，於現階段之躉售電價下，仍有發

展空間。

    由於屏東地區日照強，裝置容量1kWp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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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國外對於綠色能源及碳權問題已多有

著墨，後續相關公約若成立，以目前排放量限

定標準，未來台灣每年可能須支付5,000億元

台幣購買碳權，影響國家整體競爭力與生存權

益至鉅。至於國內各產業之CO2排放量，尚未

完全提出，被列入改善名單內之產業若不即時

處理，後續相關產品恐受國際排擠，該等公司

之營運將產生重大衝擊，進而影響國內生計與

國家發展。因此，綠色能源是國際發展趨勢，

太陽能光電若能於儲能與光電轉換技術提升，

加上政府推行誘因指導下，未來該產業發展將

突飛猛進。

問：屏東地區雖以農漁產業為主，但因地

理環境狹長，電力配電系統與電能

規劃更顯重要。依據工業技術研究院

「風能評估手冊」顯示，屏東南端近

岸海域深具風能開發潛力。因此，替

代能源除了前述太陽光電發展外，將

來可否有離岸風力電場開發之可行

性？

答：離岸風力電場開發之風機成本昂貴，台

灣風場係嘉義以北較為穩定可靠，恆春地區僅

有局部區域可供利用。由於風力較為不可預期

且無法掌控，加上風機於風速4m/sec以下不運

轉，風速太大超過額定風速須停機，不像太陽

能光電可依晴雨天數及白晝日照時數推算；另

日平均約有4度可供轉換，往北則逐漸遞減，

另外太陽能光電受制於電壓變動率不得超過

±2.5%及主變不得超過30%逆送等條件限制，

雖縣政府態度積極發展，出租各學校屋頂以供

廠商設置之策略，符合國家發展太陽能光電政

策，但台電公司仍需考量太陽能發電注入配電

系統安全及供電品質，避免造成用戶電器損

壞。

    目前太陽能光電系統光電轉換效率之實用

品質及使用年限仍值得觀察，主要係變流器或

電力轉換器（Inverter）品質良莠不齊，耐用年

限影響供電品質及安全。另外廠商申請設置太

陽能光電系統前，應事先瞭解配電系統饋線現

況及進行系統衝擊分析，否則選址錯誤將無法

加入配電系統併聯，避免設置後影響配電系統

之電壓穩定，並造成其他用戶電器設備受損，

引發賠償爭議。當然廠商於加入系統前，均需

經過相當之檢驗測試，但後續營運期間之系統

維護亦為台電公司較擔心的問題。

    目前國內反核聲浪高，後續核能電廠將陸

續面臨停役問題，所產生之供電缺口，部分

需仰賴綠色能源補足，而太陽能光電產業目前

無法全面發展，係受限於光電轉換率不足之影

響，但由於科技發展快速，相信該轉換率渴望

向上提升，並藉由新型產品(如趨日型、聚光

型)達到供電品質要求。

黃肇祥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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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台電公司配合政策責無旁貸。

後記

    承蒙  黃處長於百忙中撥冗接受專訪，暢談

林邊～小琉球海底電纜之建置歷程與屏東太陽

光電未來發展願景，此次的專訪我們充份感受

到黃處長對於提升離島供電品質及促進地方建

設、觀光發展的決心，並期盼此特殊之海底電

纜建設及太陽光電能技術能永續發展。

風機故障率亦為隱憂，不如太陽能光電維護容

易。因此，屏東地區發展離岸風力電場有其限

制條件。

    國外離岸風力電場由於發展規模大，開發

成本可降低，因此具有開發誘因。目前台電

則以彰濱地區為主基地，澎湖地區則可配合台

澎161kV海底電纜設置。因風力以冬季東北季

風期較為豐沛，作為基載電力有其條件限制，

然為配合國家綠色能源發展，因應未來碳權問

黃肇祥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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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海域地質調查技術、地球物理探測、大地工程調查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部／資深協理／廖學瑞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部／經理／張欽森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部／經理／丁金彪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部／正工程師／張上君 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部／副理／林俶寬 5

關鍵詞：海域地質調查技術、地球物理探測、大地工程調查

台灣西部海域
海床地質調查
技術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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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跨海工程的路徑定線攸關於整體工程之成敗與使用壽年，而路徑地形地質條件之蒐

集及調查資料之完整性與正確性則為左右路徑定線的關鍵。然受工程特性及區域環境特

性的影響，其涵蓋之影響因子極廣，選用適當之調查方法及瞭解其限制條件則為完整取

得必要資料的必然技術。

因應海域開發的工程需求，各類海域調查之技術日新月異。本文主要蒐集近年國內

西部海域之海底電纜或管線工程實例，針對路徑規劃時所需進行地形與地質之調查需求

範疇及項目、原理及方法、結果及判釋進行一概要性的綜整介紹，並說明各項調查結果

間之互補性及率定作業，最後提供綜合性調查成果及調查作業程序之建議，冀供國內未

來開發海洋能源基礎調查技術參考。

1 2 3 4 5

壹、前言

海底電纜的佈設通常肩負著電力開發及

電力輸送的重要任務，攸關民眾之基本民生需

求，故確保海纜使用壽年間之運轉功能，為參

與計畫的所有工程人員所肩負之使命。然此類

工程因具有須通過長距離、大水深之離岸海域

特殊性，所面臨之挑戰除海事工程之施工機具

及技術能量外，所處位置之海、氣、地象特性

亦為工程生命全週期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

此，透過調查手段掌握區域環境的特性，將為

此類工程推動過程中極其重要的必然工作。然

而，海域環境調查作業之進行不若陸域調查作

業之便捷及直接，在調查需求及目的相同下，

所採用之調查方法、原理及機具有很大的不

同，並且受到諸多自然應力的限制，故如非針

對特定的需求進行調查，否則通常無法規劃進

行基礎式的普查作業。為因應國內海洋場域之

能源開發需求(風能、海洋能等)，國內海底電纜

佈設的能量需求將與日俱增，為達拋磚引玉之

目的，特此整理近年來曾參與國內海底電纜或

管線路徑調查之經驗及成果，冀能於國內開發

海洋能源之基礎技術上，略為楔子。

貳、調查需求及目的

就海底電纜或管線而言，定線之路由方案

將直接影響工程的成敗，而在進行路徑評估及選

定時，則需考量工程生命全週期之可行性研究、

規劃、設計、施工、營運、管理、維護及除役等

需求，進行綜合性的判斷，其涵蓋之影響因子

極廣，大致可分為自然外力、工程安全作為及環

境變遷等三大領域。其中，自然外力大致可分為

海、氣、地象影響因子等三大部分；工程安全作

為則包含滿足安全使用需求之工程行為及避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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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台灣附近海域地形圖
資料來源：國家海洋研究中心資料庫

圖2 1897年後臺灣重大地震震央分布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然災害影響因子等二類；而環境變遷則需考量工

程使用壽年期間各種影響因子之變異性、發生機

率及其對工程之影響等因素。就海底電纜或管線

之地質調查而言，針對其工程特性，相關調查之

需求及目的分述如下。

一、區域地形及地質構造資料蒐集

為瞭解區域性自然地質條件對工程之影

響，於計畫起始之際，需先針對既有之海域

地形及地質構造資料進行蒐集，藉以評估可

能之計畫路徑，如圖1及圖2所示。其主要目

的為瞭解可能行經路徑海域的水深變化、地

質條件、可能存在的地質構造及弱面、可能

引發災害性地震的位置及距離等，據以避免

行經具引致地質性災害之區域，並作為路徑

初擬與方案評選之參考。

二、水深測量及特殊地貌與障礙物測量

依兩端預選之登陸位置作為控制點，進行計

畫初期之路徑評選桌上作業(desk study)後，接著

依據選定之計畫路徑區域進行全面性較為詳盡之

水深測量及特殊地貌與障礙物之現場測量作業，

以為後續路徑定線之依據，依海底電纜規劃作業

原則選定之預定路徑範圍範例如圖3所示。

此階段屬面狀之間接調查，調查前通常會參

考既有海圖以獲得現場海域之初步資料；然因臺

灣位處歐亞板塊、太平洋板塊及菲律賓板塊交接

處，受南澳及蓬萊板塊運動影響甚鉅，地質材料

與地質構造相當豐富且複雜；又海域地形受海洋

外力作用，不易利用間接之現場調查獲得相關資

料和證據。但由於海床地質資料不論在空間上的

分布與時間上的變化確實影響工程頗巨，故此基

本調查十分重要。

臺灣附近海床多屬粘土、粉土、砂土、礫

石、礁岩(岩石、生物礁)等地質，其於地形上有

一定的特徵，故本調查之目的為正確取得三維水

深、海床影像及磁場變化資料，以為研判地質條

件之基本資料，且可針對天然(礁岩、巨石、不連

續面等)及人為(既有管線與電纜線、沉船、人工

魚礁、離岸構造物、未爆彈等)障礙物進行發掘與

定位，作為路徑選定之依據。

三、海床淺層地質調查

為避免佈設於海底之電纜或管線於設計海

洋外力條件(波浪、潮流、地震、地形變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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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臺灣海峽中段海底電纜海域調查範圍範例示意圖

人為海上活動(漁撈、下錨等)及偶發事件(浮木

撞擊、沉船等)等作用下產生損壞，通常會進行

挖溝埋管(纜)，以提供海底管線或電纜適當的

保護，其所需埋設深度視不同的地質條件、保

護工型式及不同的作用外力大小而有所不同。

通常近岸及人為活動頻繁的地區海底管線或電

纜需要較厚的保護層厚度，而離岸之海底電纜

或管線則僅需滿足設計壽年外力作用下之穩定

性即可，埋設深度多半不大於3m。由於海床穩

定、挖溝埋管設計及保護工型式皆與現地之地

質條件有關，故於路徑初步選定後，需進行現

場之地質調查作業，其目的主要為瞭解海床地

質的層面分佈、組成材料分類及其物理、力學

性質，作為後續細部設計之依據，此階段屬線

狀及點狀之調查。

參、調查原理及方法

因應上述海底管線或電纜之工程生命全週

期地質調查需求，其目的最主要為瞭解海床之

幾何形狀與性質。其中，幾何形狀調查主要為

得知海床各土層之厚度與水平分佈範圍、各層

面的走向與傾角以及是否有礁岩、大石塊或障

礙物存在；而海床性質調查主要為得知各土層

之鬆散或緊實度、風化程度、破裂程度、強度

及變形特性等資料，常用之地質調查原理及方

法概述如下。

一、幾何形狀調查原理及方法

(一) 海床水平分佈情況(水深測量)

目前較為常用的方法為利用聲納技術

進行海床地形之測量，其聲納頻率多介於

30kHz～800kHz之間，常用之聲納頻率為

200kHz。又針對不同水深及測量精度之需

求，有單音束聲納(Single Beam Sonar)及多

音束聲納(Multi beam Sonar)測量儀器可供

選擇。如測量範圍內之海床地質具極為軟

弱的沉泥沉積層時，則可配合利用15kHz～

30kHz之低頻單音束聲納穿透至下層較堅硬

之地層以求得淤泥的厚度。由於其測量原

理係利用發射與接收信號間的時間間隔求

取聲納儀與海床間的距離，故測量前中後

應進行聲速校正以減少系統誤差，又水深

測量儀器通常利用船隻作為載具，故進行

測量時應另行配合船隻導航及定位系統、

湧浪補償儀或船隻運動姿態感測器進行定

位及補償，至於現場所取得之測量結果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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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層內的傳遞與折/反射特性進行測量，

即利用位於水中的發射器產生震動訊號並

向下傳遞，此訊號的一部分將被海床面反

射，其餘部分則會進入海床內部；當進入

海床內部的信號觸及土層的明顯層面時將

再反射部分訊號，而這些反射訊號經接收

器接收後可繪製成震波分區圖。如遇障礙

物則信號會呈現雙曲線形狀。高解析之海

上反射震測是求得海床面下地層構造(土

層、透鏡體、障礙物、岩床頂面等)之高效

率海域調查技術，其發射器振動頻率一般

介於1kHz～15kHz，可針對調查目的及現場

海床地質條件選擇震動源的能量、頻率與

帶寬，通常隨著震動源頻率的增加，其信

號強度及穿透力會隨之減小，但解析程度

會隨之增加。此方法主要為測得海床的幾

何形狀資訊，而非海床地質特性的調查；

另需要與其他不同調查方法之結果，例如

海上鑽探、海床沉積物岩心取樣、海域CPT

等進行比較，再由有經驗的地質專業人員

進行研判，始可提供具參考價值之資訊供

工程使用。

(四) 海床淺層金屬類埋沒障礙物

應利用另行設置之潮位觀測站紀錄資料進

行修正，以得設計高程系統之水深資料。

(二) 海床影像紀錄

某些出露於海床面上之礁岩、大石塊

或障礙物不容易由水深調查結果獲得，對

已知或有疑慮之海床特徵另可利用相同為

聲納技術之側掃聲納(Side Scan Sonar)進行

海床影像紀錄，其原理主要係利用不同物

質表面與反射角度對直線行進之聲波反射

能力的差異與遮蔽特性，依反射信號之強

弱紀錄測量區域內不同位置之反射能量，

其結果就如對海床進行影像紀錄，可供地

形特徵辨識使用。目前常用之側掃聲納頻

率有120kHz及410kHz二種，並內建有艏

向儀、橫仰及俯擺校正儀，以進行影像紀

錄。

(三) 海床各土層厚度(含障礙物)

目前較常用的方法為利用反射震測

法(Reflection Seismic或稱為Sub Bottom 

Profiling)進行海床土層厚度及障礙物的線

狀調查，其原理主要係利用震動信號於水

圖4 近岸海上鑽探調查作業固定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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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重力式取樣器(Gravity Corer)

埋 沒 於 海 床 中 之 金 屬 障 礙 物 有 管

線、錨鍊、沉船、未爆彈或遺失的儀器

等，因金屬物體於感應地球磁場後將改

變 其 附 近 周 圍 之 能 量 場 ， 故 針 對 金 屬

類 之 埋 沒 障 礙 物 ， 可 利 用 磁 力 探 測 儀

(Magnetometer)進行此改變之磁極能量場

探測。由於此感應之磁偶雙極與距離的

三次方成反比，故進行磁力探測時應將

探測儀盡量貼近待探物所在位置，又探

得之能量為物體埋沒深度及大小的綜合

反應，故僅可精確進行待測物的定位，

並藉由預估的埋沒深度進行物體大小的

評估。

二、海床地質調查原理及方法

(一) 鑽探調查

因近岸地區所受到之自然外力較大，

管(纜)線埋設深度需求較高，通常可利用

傳統的鑽探方法進行海床地質調查，目前

國內可用於進行近海區域之海上鑽探調查

作業，為如圖4所示之固定架平台，其最大

可作業水深約20m左右。當腳架立起於海

床之後，除可使工作平台固定於海床上，

以抵禦波浪、漲退潮引力及洋流作用外，

另為使海上鑽探作業不受波浪作用影響，

工作台可向上抬升離開水面，並提供足夠

之作業空間，以提取完整之擾動與不擾動

土樣。惟應注意者，作業時應於平台與海

床間設置外套管，以避免波浪及潮流等外

力直接作用於鑽桿上，影響取樣作業及現

場試驗結果，其餘作業方法同陸域鑽探調

查。

(二) 離岸海床性質調查(取樣部分)

因前述之海上鑽探調查作業固定架平

台僅適用於水深小於20m的近岸範圍，故

水深大於20m者通常另行利用船載之機具

進行海床性質調查。其中，為進行海床地

層之一般物理性質調查，通常會利用適當

的取樣器取得海床地層之樣品，以供後續

試驗分析使用，適用於海底電纜或管線影

響深度範圍內之海床淺層地質取樣器有重

力式取樣器(Gravity Corer)、振動式取樣器

(Vibracorer)、盒式取樣器(Box Corer)及卵礫

石取樣爪(grab)等，分述如下。

1. 重力式取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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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範圍廣、機動性高等特性，然所需之附

屬設備較為繁雜，且取樣器之振動器與監

測設備需藉由船上系統進行電源供給與監

測，故適用水深受振動器耐壓能力及臍帶

長度而有所限制，又取樣過程常處於振動

狀態，儀器損耗及維護費用較高。

3. 盒式取樣器

如因海床地質為較為軟弱的黏性土

壤，不容易利用重力式取樣或振動式取樣

器取得樣品者，則可改採用盒式取樣器進

行海床土壤取樣，其主要由取樣盒、配

重、底部旋轉基座及支撐架所組成，如圖

重力式取樣器常使用於較為鬆軟的黏

性海床土壤取樣，其主要由取樣管、配重

塊及導向翼板所組成，如圖5所示。其原

理係利用取樣器之自重因自由落下所產生

之衝擊力將取樣器貫入海床內取得擾動土

樣，供土壤分類調查使用。其優點有設備

簡單、可適用水深範圍廣、機動性高等，

然取樣器於自由落下過程中容易受到波

浪、潮流橫向作用力影響或因為海床較為

硬實，使取樣管偏斜而造成取樣深度不足

或取樣管彎曲損壞。

2. 振動式取樣器

如因海床地質較為硬實，利用重力式

取樣不容易貫入取得樣品者，則可改採用

振動式取樣器進行海床土壤取樣，其主要

由取樣管、振動器及導架所組成，如圖6

所示，其原理係利用吊放至海床上之取樣

器，藉由頂端之振動器及取樣器重量產生

向下貫入之反覆做用力將取樣器貫入海床

內取得振動擾動土樣，供土壤分類調查使

用。其優點為可利用取樣器之姿態及貫入

深度監測設備，即時瞭解及監控取樣成果

與過程，提高取樣良率，雖仍具有適用水
圖7 盒式取樣器(Box Corer)

圖6 振動式取樣器(Vibrac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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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震測法進行岩體強度的調查，其原理

與陸域之折射震測相同，屬間接調查方

法，係利用一受波器串針對振動在岩體

內部的傳遞速度進行量測，因此技術可

直接量測震波速度，故可藉由震波速度

與岩體間強度特性間的關係，間接求得

岩體的強度性質。此為取得岩體可浚挖

性的理想方法，並可於現地快速檢視調

查結果，然其受限於發射器的能量，可

調查之深度較反射震測法淺，解析度亦

較受限制，而作業環境的背景雜訊是限

制其可利用性的主要原因。

2. 海床圓錐貫入試驗

另一種海床地層力學性質調查方法

為海床圓錐貫入試驗，其儀器主要由探

針、導桿、貫入驅動器、支撐架及配重所

組成，如圖8所示，其原理與陸域之圓錐

貫入試驗相同，係利用吊放至海床上之圓

錐貫入試驗儀，藉由自重及貫入驅動器將

探針貫入海床內，連續量取錐尖與摩擦阻

抗及孔隙水壓力，並利用已發展相當完整

之經驗公式，求得海床連續性地層之土壤

分類、力學性質其土壤抗液化強度比等性

7所示，其原理係利用吊放至海床上之取

樣器，藉由頂端之配重將取樣器貫入海床

內，其後釋放底部旋轉基座裁斷土樣並將

土樣容納於取樣器中，取得類不擾動土

樣，供土壤分類與力學性質調查使用。其

優點為可取試體體積較大、相對較不擾動

之高品質土樣以進行實驗室試驗，並可取

得底棲生物的樣本供環境評估使用，然僅

可取得海床表面較淺層之土壤樣品為其使

用上的限制。

(三) 離岸海床性質調查(力學性質部分)

另因應工程行為需求，還需進行海

床地層之力學性質調查，常用於海底電

纜或管線影響深度範圍內之離岸海床地

層力學性質，調查方法主要有折射震測

法(Refraction Seismic)及海床圓錐貫入

試驗(Seabed Cone Penetration Test)等，

分述如下。

1. 折射震測法

如海床地質屬岩層者，一般淺層反

射震測波無法穿入岩層內，則可利用折

圖8 海床圓錐貫入試驗儀(Seabed CPT Unit)及探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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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典型水深測量結果示意圖

圖10 可視化3D立體地形模型
資料來源：屏東林邊～小琉球海域調查成果報告

質。其優點為可針對海床沉積物質進行完

整且連續性的調查，可獲得較為完整之土

層資料，且具有適用水深範圍廣、機動性

高等特性，然其可調查深度受海床硬實度

及儀器自重的限制，且無法進行海床土壤

取樣，需配合其他取樣方法進行調查結果

的率定，而所需之附屬設備亦相當繁雜，

且貫入驅動與監測設備需藉由船上系統進

行電源供給與監測，故適用水深受儀器耐

壓能力及臍帶長度而有所限制，儀器設置

及維護費用亦高。

肆、調查結果及判釋

由上述有關海底電纜或管線之調查原理

及方法之概要說明可知，目前有許多地形及地

質調查方法可用於海床及海底地質探測，各種

方法都有其使用上的可行性及限制。為獲取良

好的探測結果，對各種探測方法之原理及區域

地質條件的掌握極為重要，據此才可選擇適當

的調查方法及正確的解釋探測結果，而資料的

取得過程及品質則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以下

藉由近期台灣西部海域實際執行之調查結果進

行說明，藉以瞭解現有海域調查技術之可行作

為，並一窺台灣西部海域的地質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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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障礙物探測結果示意圖
資料來源：桃園沙崙外海浮筒海底管線海域調查成果報告

水深測量結果 3D 模型 側掃聲納影像 

礁
石
區 

出
露
塊
石
群 

既
有
管
線 

一、幾何形狀調查結果及判釋

幾何形狀調查主要為得知海床各土層之厚

度與水平分佈範圍、各層面的走向與傾角以及

是否有礁岩、大石塊或障礙物存在。典型之水

深測量結果如圖9所示，如利用多音束測量方法

得到高解析度的海床地形點雲測量資料，則可

將此特殊地形之測量結果轉換為三維地形圖，

如圖10所示，由此可視化之3D地形模型可提供

更為詳盡之地貌特性資訊，供地質構造行為判

釋，由圖判斷此地形疑似由南北向之逆斷層及

西側之一系列轉形正斷層所組成，屬較不穩定

之地質構造，路徑規劃時應避開，以免地層產

生錯動時危及海底電纜或管線。

另藉由水深調查結果所顯示之疑似障礙

物，輔以側掃聲納影像測量結果進行判釋，如

圖11所示。由圖判斷，測量範圍內可能存在之

特殊地形與障礙物有礁石地形、群立出露於海

床面之塊石，以及既有已佈設之管線或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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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典型淺層反射震測結果示意圖
資料來源：金門大橋海域調查成果報告

圖13 典型淺層反射震測判釋結果示意圖
資料來源：金門大橋海域調查成果報告

圖14 淺層反射震測及鑽探結果比較圖
資料來源：金門大橋海域調查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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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佈情況與鑽探結果十分吻合，彼此資料間

有很高的互補性。在確認基盤表面層面的深度

後，可繪製基盤等深圖，如圖15所示，此揭露

資訊對挖溝埋管工程極具參考價值。

二、海床性質調查結果及判釋

利用傳統鑽探、取樣器取樣或海床圓錐貫

入試驗等方式進行海床性質調查時，皆可利用

發展完整之後續實驗與分析方式，求得海床各

土層之物理與力學特形供工程執行參考。若海

床屬岩石者，其離岸之海床性質調查則不易利

用取樣或貫入方式進行調查者，則可利用淺層

折射震測方式進行，其典型之探測結果如圖16

所示，如將探得之岩體波傳速度與採用機具之

浚挖能力進行比較，則可進一步繪製浚挖難易

程度分佈圖，如圖17所示，供工程進行參考。

路徑規劃時應盡量避開該等地區，如必須穿越

或跨越時，則必須因應特殊地形或障礙物另行

考量必要之工程措施，以確保管線安全並避免

損害既有構造物。

至於海床各土層之厚度、各層面的走向與

傾角方面，則可藉由淺層反射震測結果進行判

釋，如圖12所示。其辨識圖如圖13所示，由

圖判斷，在圖的東側淺層部分有一明顯的反射

層面，依其反射信號強度判斷，應屬現代沉積

土壤，而普遍在較深處另存在一反射層面，因

其與海床表面之二次反射信號重疊，故較不容

易判斷此層面在水平方向的連續性，因震波能

量幾乎無法穿越此層面下方之地層，研判次層

面下方應屬質地較為堅硬之岩石基盤，上方應

屬具一定風化程度之岩體。此辨識結果可輔以

鑽探資料進行率定，其率定結果如圖14所示，

由圖得知，由淺層反射震測所研判之地層層面

圖15 典型基盤面等深圖
資料來源：金門大橋海域調查成果報告

圖16 典型淺層折射震測結果示意圖
資料來源：Ir. Lucien Halleux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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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調查結果綜整套疊圖
資料來源：Lau Siu Pong et al. (2006)” Route Survey for Cable Route Design Engineering of Taiwan to Penghu 161kV Submarine Cable Project”,  
                      Taiwan Power Company.”

圖17 典型浚挖難易程度分佈圖
資料來源：Ir. Lucien Halleux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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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結果應用

因前述之各項調查結果間皆有十分密切的

相關性，其對海底電纜或管線路徑的規劃皆有

不同程度的影響，完成調查後除針對各項調查

結果進行品質管理外，可將相關調查結果繪製

於同一圖面上，並進行各項調查結果間之相互

率定作業，最後可獲得綜合性之調查成果套疊

圖，如圖18所示，因可由圖面上提供所有調查

結果的資訊，其將為後續路徑定線及工程推動

最重要的依據。

伍、結論

海域調查結果攸關海底電纜或管線工程成

敗的關鍵，通常包括地形及水深測量、地質探

查、地球物理探測及大地工程調查等方法，關

鍵在於其間之互補性。其中，地球物理探測及

地形繪製可提供快速且全域性的普查成果，供

地質探查及大地工程調查位置選定之參考；而

地質探查及大地工程調查結果則可提供實際之

地質資料供探測結果進行率定，以建立完整資

訊的海床底質模型。雖然現地調查費用占總工

程經費之一小部分，但其對計畫規劃及預算有

極大的影響。為可快速且正確求得調查結果，

建議之調查順序為先進行既有資料的蒐集及彙

整，其後進行水深及側掃聲納的面狀普查以獲

得基本資料。依此結果安排下一階段線狀的淺

層反/折射震測及磁力探測調查，最後規劃進行

點狀的鑽探/取樣/海床圓錐貫入試驗調查，以及

必要的補充調查，以提供完整資訊作為後續工

程推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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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動態定位(Dynamic Positioning)調查船、震盪式岩心取樣器(vibra 

corer)、側掃聲納(side scan)、都卜勒流速剖面儀（ADCP）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部／資深協理／廖學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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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動態定位(Dynamic Positioning)調查船、震盪式岩心取樣器(vibra 

corer)、側掃聲納(side scan)、都卜勒流速剖面儀（ADCP）

海底電纜工程
技術探討─
海域調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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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一般建設電纜線路之首要工作，乃須了解電纜週遭環境與自然條件對電纜安全之影

響。尤其行經海域之海底電纜，其所面對之環境較一般工程更加嚴峻。除地形、地質、

地震等基本條件外，海域中之風、波、流、潮汐等對海底電纜所產生之抬昇、錯動、反

覆拉扯等，對工程人員都是一大挑戰。

為提升綜合研判海域環境條件，作為未來從事相關工作之需，本研究乃將海底電纜

規劃設計及施工等工作執行前，須進行有關海域水深、潮汐、海流、及纜線路徑之海床

地質等所需之技術作一整合性探討。讓未來從事相關類似工作之人員得以窺知其調查項

目之內容，及調查之目標與作業目的，以期在日新月異之科技變化中，拋磚引玉，讓更

多有興趣人士參與本項工作進而研發出更先進更精準之儀器設備，以減少調查過程中之

風險，增加調查資料之正確性。

1 2 3 4

壹、前言

一般海底電纜工程，受自然環境影響最

巨者，應屬海況及海床地質條件，由於行經海

域之海底電纜，顧名思義必位於海底之海床上

或埋設於海床之內，故以地質條件為最首要條

件，其次，海面上之氣象條件與水下之海象條

件，對海底電纜之線路安全而言，不論在物理

之力學上或材料之化學性質上，其影響性巨大

且深遠，對工程人員，必須時時刻刻面對瞬時

劇烈變化之環境，在規劃、設計上是一大考

驗，施工上更是挑戰不可能的任務。

然而這些位於海域之自然條件，因其地

點可及性低，在資料取得上較陸域更加困難，

這也造成海域資料長久以來一直缺乏或疏漏之

主要因素。以往從事海域資料之蒐集僅能透過

船舶航行至目標海域，以相關之儀器觀測資料

後，立即返航。一方面因海上天氣變化大，避

免風浪過大危及船隻航行與人員安全；另一方

面則為節省經費，降低成本。近年來隨科技進

步，海域調查之作業方式，亦有所變化，有定

點蒐集波浪、潮汐、海流及風等資料之海上觀

測樁，可長期觀測某一地點之海象、氣象資

料，亦有隨研究計畫目標不同而設置之底碇式

之潮波儀以觀測波浪與海流等資料。然不論採

用何種方式進行調查，都必須承受相當高之風

險。以目前海上觀測樁之調查方式而言，雖能

蒐集長期之波、潮、流資料。但因觀測樁本身

亦承受波浪與海流等外力，歷經多年反覆震動

所累積之偏移量，依然會產生傾倒現象，導致

觀測資料之量測基準歪斜。此外，目前國內外

所設置之觀測樁，大多位於水深約-15M或更淺

之處，對於深海域之調查只有仰賴專業調查船

為之。專業調查船每次動復員經費龐大，又受

限於可工作天數偏少之情況下，深海區域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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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海域調查作業流程

海底電纜海域調查費用不貲，尤其必須動

用專門DP調查船，因該種工作船在目前國際市

場仍屬少數，必須配合船期安排，故於海域調

查開始之前必須瞭解其作業程序，配合各項行

政作業並在天候許可之情況下，方能動員至調

查現場，及早完成現場調查作業，降低作業風

險，有關海域調查作業之流程如圖1所示。調

查作業前需將海域調查範圍先予以界定，然後

再依據計畫之需求確定調查項目即可能用到之

料除非需配合特定計畫目標辦理外，一般甚少

有長期經費支助海域現場調查，故每次海域調

查所得之資料益顯珍貴。

基於海域調查資料獲得不易，且受經費

限制，每個海域調查計畫皆有其特殊目的與意

義。諸如一般港灣或海岸之海事工程，其所從

事之海域調查工作項目，以水深測量及地質鑽

探為主，另為考量對環境之衝擊則進行部分生

態與水質之調查。但對於海底管線或海底電纜

工程所需進行之海域調查，其項目及重點就有

所不同，除一般水深測量及近

岸地質鑽探外，因海底電纜通

常跨越之水域較為寬廣且深，

故需另外進行海床底質及海床

地貌調查，尤其對於淺水地

帶、生物多樣化之區域，如礁

石區或珊瑚礁區等皆須透過調

查將其標示出來，以作為海底

電纜路徑研選之參考。此外，

海域內之沉船或古蹟一向為考

古重要領域，此部分亦須經精

確之儀器配合調查後，將其位

置標示出來供其他單位進行研

究。

海 底 電 纜 之 海 域 調 查

作業，係結合許多高科技儀

器，利用專門用之DP(Dynamic 

Positioning)調查船，並經過

具相當經驗之現場調查人員之

操作及後端分析研究人員之研

判後所得之結果，可謂得之不

易。因此本文乃將海底電纜海

域調查之相關技術，包括事前

研究、調查船隻選擇、調查儀

器及調查成果等歷程作一初步

探討，以供未來從事相關作業

之參考。
圖1  海域調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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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愈大經費愈高，如在經費許可下，調查範圍

愈大愈好，以避免未來海底電纜路徑劃定因資

料不足而受限，然一般經費有限之情況下，選

擇適當之調查範圍方能撙節支出達成目標。

一般海底電纜之調查範圍依據海底電纜

之 數 量 及 未 來 海 纜 維 修 時 重 新 佈 放 空 間 而

定，例如同樣電壓及輸電容量AC系統(二回

線6條海底電纜)之調查範圍較DC系統(二回

線4條海底電纜)大許多，但如採用三芯海底

電纜二回線僅需2條海纜就足夠。故調查範

圍 將 是 海 底 電 纜 所 使 用 之 系 統 而 定 ， 以 台

灣～澎湖161kV海底電纜而言，其初步調查

範圍依內政部核定，如圖2所示共有4公里寬

之廊道，而日本之阿南～紀北500kV直流系

統其調查範圍如圖3所示約5公里寬廊道。

儀器，尤其部分儀器其精度要求較高，且為後

續規劃設計之需，必須瞭解計畫區工址之地質

條件，因而除須使用自動定位導航系統之船舶

外，該船更需具備動態定位能力，亦即調查船

在某定點位置進行調查時，必須以額外之船艏

或船側之側向推進器抵禦波浪及海流，讓船舶

固定在該位置，不致於隨波漂流。

參、海域調查範圍界定

由於調查工作為海底纜線成功與否之重

要關鍵，且海底纜線在後續選線時卻又需要龐

大之地形地質資料來輔助，才能遴選出最佳路

徑，確保施工安全、降低工程費及確保工程品

質。但調查範圍常又與經費息息相關，調查範

圖2 台灣～澎湖161kV海底電纜海域調查內政部核定範圍示意圖

圖 3 日本本州四國阿南～紀北直流幹線海域調查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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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鄰近既有之波浪資料，彙整成一份完整之

海域調查研究報告。有關此海域調查所使用

之儀器及調查目的詳如表1所示，其相關作

業方法說明如后。

一、水深地形及地貌測量

海域調查作業時，水深測量、側掃聲納及

磁力探測儀將一同進行，其中側掃聲納及磁力

探測儀之形狀如同魚雷，如圖4及圖5所示，利

肆、海域調查項目及作業方法

海底電纜海域調查之主要目的，係為提

供 規 劃 設 計 及 施 工 人 員 在 不 同 階 段 執 行 作

業 之 用 ， 除 水 深 測 量 及 近 岸 淺 水 海 域 之 鑽

探 外 ， 一 般 海 域 調 查 中 較 少 執 行 之 項 目 ，

諸 如 海 床 之 側 掃 聲 納 、 淺 層 地 球 物 理 探 測

(sub  bo t t om  p r o f i l e r )  、海床取樣(So i l 

s amp l i n g )、及圓錐貫入試驗(CPT )等進行

實地勘測，都需納入調查項目中，然後再蒐

項次 項目 儀器 功用

1  海域調查船

1.具側向推力推進器、具動態定位

能力(Dynamic Positioning)之專用海

域調查船

2.船舶姿態補償器

1.執行各項海域調查作業之載具

2.於執行調查作業中穩定船舶位置並確定

調查點為之座標

2 差分衛星定位系統

具獨立之主、副差分衛星定位系統

(Primary and Secondary Differential 

GPS System)

1.導引調查船航向及確保航行安全

2.確定各調查點位座標

3 深海水深地形測量

多音束測深儀(Multi Beam Echo 

Sounder)適用於水深-20公尺以上之

區域

瞭解離岸深水區域較精確之海床水深地

形變化。

4 淺海水深地形測量

單音束測深儀(Single Beam Echo 

Sounder)適用於水深-20公尺以內之

淺水區域

瞭解近岸淺水區域較精確之海床水深地

形變化。

5 側掃聲納 側掃聲納儀(Side Scan Sonar)
瞭解海底地貌特徵、海床表面沉積物類

型、及海床障礙物等。

6 地球物理探測
淺層物探儀(High Resolution Sub-

bottom Profiler System)

瞭解海床下淺層地質資料、沉積物類

型、及淺層地質構造等。

7 磁力探測 磁力儀 尋找既有管線、含金屬物位置。

8 土壤貫入試驗
Miniature Cone Penetration Testing 

(MCPT) 圓錐貫入探測儀

瞭解土壤N值，除校正地球物理勘測結果

外，評估海床之液化潛能。

9 土壤取樣及土壤試驗
Gravity corer、Grab sampler、Vibro 

corer
瞭解海床表面沉積層土壤物理性質

10 海流調查
Acoustic Doppler Current Profiler 

(ADCP)

瞭解工址海流平面流場分佈及垂直流速

剖面，作為外力分析及施工條件界定。

  表1 海域調查項目儀器及其調查目的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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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導引纜線將側掃聲納及磁力探測儀緊繫於船

尾之絞輪將其置入水中，隨同調查船之航行，

發射聲納，並接收聲納之反射波後，經過分析

即可得到海床之地形形狀與地貌影像，其作業

方法如圖6所示。然因聲納之掃描範圍與其發射

角度及量測地點之水深有關，為確實掌握地形

變化，其量測之測線配置需滿足20％以上之重

疊區，如圖7所示。

當海床之地形及地貌調查完成後，必須先

辦理海底電纜之初步線路劃設，遴選出較優海

纜路徑，並避開地形變化劇烈區域如陡峭之崖

壁或凹谷，另外礁岩或珊瑚礁密集區亦應儘量

避免，如遭遇沉船或有鐵磁性爆裂物如水雷或

炸彈等皆須報請主管單位協助處理，另外最重

要者為標示出既有之海底管線或纜線之位置，

以作為未來進行跨越該管(纜)線之施工方式之研

擬。

二、海床地質調查

海底電纜線路一經初步訂定後，需隨即

辦理海床之淺層地球物理探測(sub -bo t tom 

profiling survey)、沉積層岩心取樣(包括gravity 

co re ,  v ib ra  co re ,  g rab等)、圓錐貫入試驗

(CPT)，其中有關沉積層取樣及圓錐貫入試驗

之儀器如圖8及圖9所示，而沉積層岩心取樣之

作業方式則如圖10所示。

圖4 側掃聲納儀(side scan)

圖6 海域側掃聲納及磁力探測作業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geosci.sfsu.edu/courses/geol103/labs/

activity1.html

圖5 磁力探測儀

圖7 海域側掃聲納及磁力探測作業精度要求示意圖 圖8 震盪式沉積層岩心(vibra core)取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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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由於電纜輸電過程中會產生熱源，必須

將此熱源以擴散或冷卻方式加以排除，以維持

海纜材質之穩定，但於海纜上岸段，尤其潮間

帶附近之沙灘，因退潮期間無海水可供冷卻，

夏季白天受日照加熱作用造成沙灘表面及底層

溫度升高，導致海底電纜散熱不足。基此，為

瞭解海灘土壤之熱擴散性質，必需進行土壤熱

阻抗調查與試驗，此部分亦是海底電纜辦理現

場調查時，較為特殊之項目，其試驗儀器如圖

11所示。

三、海流調查

在海流調查部分，係利用安裝在研究船船

底的聲學(acoustic)裝置，以其音鼓向水體發射

固定頻率的聲波，當聲波於水中遭遇到微小顆

粒或懸浮物質，即產生反射效應，改變頻率，

再運用波源與反射體的相對速度差，利用都卜

勒效應，而求得海水各層深度之流場剖面資

料。

相關作業方式，一般先在勘測範圍內之海

域先以數值模擬之方式找出一個全日潮之流場

分佈中較具代表性之位置，然後依此位置，利

用底碇式都卜勒流速剖面儀(Acoustic Doppler 

Current Profiler, ADCP)實施定點觀測與資料收

集作業，於大潮期間連續觀測 25 ～ 50小時

（每10分鐘一筆）以求得大潮與海流間之關

連性，之後在依海底電纜之路徑長度及作業環

境，依需求選擇一定數量如10點～50點之定點圖10 沉積層岩心取樣之作業方式示意圖

圖9 海上圓錐貫入儀(Cone Penetration System)

圖11 土壤熱阻抗探針試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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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海底地形與地貌3D示意圖

圖13 澎湖島龍門尖山港外海之沙波海床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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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以300 KHz之側掛式都卜勒流速剖面儀

（ADCP）進行至少連續24小時之定點海流剖面

觀測與資料收集作業，以求得海纜路徑沿線全

日潮流況，作為未來海底電纜設計外力條件之

一。

伍、海域調查成果與分析

一、海底地形與地貌

依據海域水深測量，包括單音束測深儀

及多音束測深儀量測所得之資料經電腦分析結

果，可將勘測區域內之海底地形以3D模型方式

展示出來，如圖12所示，而該圖中亦可把既有

之海底電纜或管線之路徑予以標出，供規劃設

計工程師作為海纜路徑選擇之主要依據。另外

透過水深測量結果可瞭解海床下地形之變化情

形，例如靠近澎湖龍門尖山港區外海其水深約

在-20～-50M處，可能因海流及波浪交互作用所

產生之一崙一崙有高有低類似波浪之沙波，如

圖13所示，沙波波峰與波谷高差約5公尺，沙波

之波長由500公尺至2000公尺不等，此沙波之波

峰與波谷可能隨時間變化移動；然因本研究限

於經費關係，無法在此海域進行後續一系列之

調查。故有關此處海域沙波移動之速度，及其

變化情形則無法作更進一步之分析。僅知如將

海底電纜佈放於波峰處，未來可能因沙波之波

峰移往他處後，致使海底電纜呈現懸空情形，

甚至斷裂。因此透過水深測量之結果，就可在

海纜路徑選擇時予以避開，或是將海纜之路徑

沿波谷佈放，降低斷纜之風險。

二、海床底質調查成果

依據前述之海床底質調查之項目與方法，

以淺層地球物理探測搭配震盪式海床取樣(vibra 

core)、抓斗(grab)及CPT針對台灣海峽之台中

港～桃園觀音沿水深約-50～-70公尺之水域、雲

林～澎湖一帶水域及屏東林邊～小琉球附近等

水域進行海床沉積層調查，其中北部區域之海

床沉積層以砂質及卵礫石層居多，屏東林邊～

小琉球海域除小琉球附近屬礁岩外大多為砂質

沉積層，但雲林～澎湖港道則變化較大，有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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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海床、礁岩、珊瑚礁及堅硬沉積層等，如圖

14為龍門港外側以淺層地球物理探測所得之海

床沉積層分佈情形，其表面為砂質但底部則有

較堅硬之岩盤深入海床下。另圖15為本研究利

用側掃聲納探測出龍門港附近海域砂質海床上

夾雜珊瑚礁分佈之情形。

如再將上述二種勘測結果相互搭配，結合

水深資料及附近水域之沉積層其他調查資料，

即可展示出如圖16所示之海床底質分佈圖，其

中紅色部分為礁岩而灰黑色部分則為砂質，此

海床沉積層分佈圖對海床底質之分佈描述就相

當清楚，也可讓從事於海底電纜規劃設計之工

程師確定後續海底電纜應該佈埋設之深度，抑

或是將海底電纜佈放於礁石上方，並選用其他

外加如拋石方式來保護海底電纜。

至於近岸區域之土壤熱阻抗試驗結果，

如圖17所示，澎湖尖山海灘之沙土熱阻抗值約

0.96W/mk，與一般文獻之參考值接近，然因潮

間帶受潮位影響，水的熱擴散會影響其結果，

因此另針對土壤含水量及其熱阻抗進行多組試

驗，其結果如圖18所示，當土壤含水量由0.0～

36.0時，熱阻抗由1.00降至0.22，顯示含水量愈

高，土壤熱阻抗將愈低。

三、海流調查成果

海流調查通常會與潮位觀測同步進行，以

利量測出全日潮之工址海域流場分佈及垂直海

床向之流速剖面。以雲林～澎湖之海域為例，

因調查區域長達55公里，故選定10點較具代

表性之位置，以船舶上ADCP(Acoustic Doppler 

Current Profiler)[1]，進行上、中、下層海流調

查，調查時間以一個潮汐之時間為準。

經調查結果，如圖19顯示深水段海流之流

況，在漲潮期間海流之流向平均為由南向北，

距澎湖約25公里處，其表層在水深約-10～-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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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龍門海域淺層地球物理探測案例

圖16 澎湖島龍門附近海床地質探測結果圖

圖17 澎湖尖山海岸現場熱阻抗試驗結果圖

圖15 龍門海域側掃聲納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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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其流速約2.9m/s(紅色箭頭所指)，中層水

深約-70～-80M處，其流速約2.6m/s(綠色箭頭

所指)，而水深約-100M附近之底層部分，則流

速因底部摩擦效應，流速較緩，但仍高達1.3m/

s(藍色箭頭所指)。

圖18 土壤含水量與熱阻抗試驗結果分析圖

圖20 澎湖至雲嘉海域之退潮流矢圖

圖19 澎湖至雲嘉海域之漲潮流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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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潮期間海流之流向平均而言由北向南，

但流速明顯較漲潮時小很多，如圖20所示，同

樣以距澎湖約25公里處之深海段為例，由表

層、中層至底層，其流速均約0.5m/s。

陸、結論

海氣象資料與海域地形地質資料之完整，

對於跨海工程成功與否影響極為重大，且跨海

工程，不論在施工機具或是人力物力之動員耗

資頗鉅，面對之風險也高。因此在規劃設計

與施工前之現場調查工作極為重要，但由於以

往眾多工作，除海上鑽油平台會使用到深海區

外，僅限於海岸邊或近岸淺水區，使得海域調

查資料較為缺乏。本文彙整目前國內配合開發

計畫需求，引進綜合水深測量、淺層物理探

測、側掃聲納、海床取樣器、CPT及ADCP海

流儀等儀器，進行台灣海峽部分海域之調查作

業，成果極為豐碩，所得之資料未來亦可用於

實際工程之規劃設計作業，但限於經費僅能從

事一次之調查甚為可惜。諸如沙波移動、貝殼

及珊瑚礁涵蓋區及水深-100～-130M海床岩盤岩

心取樣及試驗工作，未來應利用機會進行持續

性調查，以建立更多完整之資料作為規劃設計

與工法之研判，以降低工程風險，俾利跨海工

程之推動。

另由本次調查得知，在雲林～澎湖一帶水

域，未來如欲進行工程時，須特別留意其地質

及海流變化，尤其部分區域之岩盤及黏土段之

上層，幾乎無覆蓋沉積沙層，亦即儘管在雲嘉

地區漂沙活動極為活躍，但仍無法擴及該區，

經研判可能該區底層流速較高，不利細粒沙沉

降堆積。因此，未來不論進行何種工程及有關

基礎保護或需埋入海床下之管線及纜線，皆應

對海床底層流速作進一步探測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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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上岸人孔、接續、無人遙控載具(ROV)、海纜佈埋設

海底電纜工程
技術探討─
土建規劃設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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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海底電纜工程
技術探討─
土建規劃設計篇

電力是現代文明社會生活必需品，亦是國家競爭力之重要指標，台灣地區周圍共有上百個

大小島嶼，長久以來離島地區因電力供應較為不足，一直為離島居民極力要求之事項，然而離島

地區之用電成本較高，為讓離島居民有電可用，一直以補貼方式供電，間接也造成台電公司虧

本。近年來政府為促進離島各項建設發展並改善離島地區人民生活，於2000年制定《離島建設

條例》，以推動離島開發建設，健全產業發展，維護自然生態環境，保存文化特色，改善生活品

質，增進居民福利。而這些政策之達成全賴電力系統之健全與完備，除在離島建設電廠直接供應

當地居民使用外，另一可行之方式即以海底電纜作為輸電平台，將發電成本較低之電力輸往離

島。因而海底電纜在離島建設上就扮演極為重要之角色。

由於海底電纜屬於高技術工作，除需具備電力專業外，因跨越環境變化快速之海域，不論從

可行性研究、規劃、設計到建造施工皆須有涵蓋土木、港灣、海事、機電及航運等專門技術人員

群策群力才能達成目標。然而海底電纜工程亦可概分為土建及機電二大部分，本文即針對海底電

纜工程中有關土建部分之規劃設計相關技術進行探討，並藉由屏東林邊～小琉球25kV海纜工程及

雲林口湖～澎湖161kV海纜工程二案例進行說明，並蒐集彙整相關國外技術及經驗，以為未來相

關工程之參考。

1 2 3

壹、前言

電力是現代文明社會生活必需品，亦是國

家競爭力之重要指標，台灣地區周圍共有上百

個大小島嶼，雖然部分島嶼並未住人，但多數

只要地形許可之島嶼，通常就會有人居住。由

於電力已是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

電力供應成為維生之必要條件之一。目前離島

之電力供應，仍視島上資源而定，如其水利資

源或地熱資源豐沛，就可利用這些天然資源開

發為電廠供電，但如無天然資源可資利用，又

必須提供足夠電源時，以目前國內電力系統之

開發模式言，仍以火力發電為主流。

儘管現行火力發電廠之燃料包括煤、石化

產品(油或重油..等)、天然氣，但這些原料皆須

經過燃燒過程才將能量轉換為電能，而過程中

也必定排放二氧化碳及其他物質，其中二氧化

碳即為目前國內外認為造成地球暖化問題重要

因素之一，因此在面對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又要

有足夠發電量之同時，如何在二難之間選擇一

平衡點，已是政府單位重要課題之一。有鑑於

此，將多元化發電資源，且發電成本較低之電

源利用海底電纜輸送至離島地區，就成為另一

可行之方式。

海底電纜之佈設通常近岸必須避開人群活

動較多之區域，以避免遭受破壞，並且須跨越

深度較深之水域，故其所需之技術層次較高，

必須集合土木、港灣、海事、機電及航運等專

門技術人員群策群力才能達成目標。

以往由於海底電纜之鋪設費用昂貴，且僅

有極少部分海事工程公司承擔國內長途通訊海

纜工程（包括台澎、台金、台馬等），且不具

備大型佈纜船與技術等能量，造成佈纜技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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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台灣端接續變電所評估比較

變電所 四湖 D/S 口湖 D/S 台西 D/S

變電所實景

變電所現況 161kV DS變電所，目前使用中。 目前是11.4kV S/S二次變電所。 161kV DS變電所，目前使用中。

本計畫輸電

線引接檢討

1.GIS設備足夠，但須增設電抗器。

2.已規劃作為風力發電設施之用，

如需擴建則需另外購地。

口湖D/S已有規劃改建計畫，並

增設GIS開關及相關電力設備數

量，但完工日期未定。

目前GIS數量已佔滿空間，無法

供擴增引接，如要擴充則另須購

地。

力落後於國外，於此情況下乃改採發電成本較

高之燃油機組方式來滿足離島用電需求。但近

年來，政府為改善離島地區民眾生活品質，乃

於2000年制定《離島建設條例》，推動離島開

發建設，健全產業發展，維護自然生態環境，

保存文化特色，改善生活品質，以增進離島居

民福址等，而低碳島政策更有賴海底電纜之建

設才能早日達成。

海底電纜工程，在國外早已行之多年，雖

然累積相當經驗，但面對海域不確定因素時，

仍顯其不足，幸而近年來電腦科技發達，以往

必須使用超大型電腦所做之模擬運算，或精確

位置控制之計算，如今只需一台或多台桌上型

電腦即可解決，使得海底電纜之工程技術大幅

提昇，海底電纜鋪設成本降低，採用海底電纜

之可行性更加提高。此外海洋能源開發及離岸

風力發電，皆須海底電纜才能將這些能源送回

陸地供人類使用，故海底電纜工程已是國內外

工程界勢必發展之方向與趨勢。

海底電纜工程可概分為土建及機電二大部

分，本文即針對土建部分之規劃設計相關技術

進行探討，並藉由屏東林邊～小琉球25kV海纜

工程及雲林口湖～澎湖161kV海纜工程二案例進

行說明，期以淺顯易懂之方式，讓更多有興趣

參與本領域之工程人員有所概念，進而開發創

造更先進之技術，降低風險與成本，解決海底

電纜所面對之海域工程問題。

貳、海底電纜土建規劃設計之考
量重點

一、電力系統引接點之研選

海底電纜主要目的為輸送品質穩定之電

源，故規劃設計之首要重點即為研選二端電力

系統網路之引接點，其中一端通常為台灣本島

之電源電網引接點，另一端則為離島供電電網

之引接點。而此部分即影響海底電纜路徑選擇

之重要因子。以雲林～澎湖161kV海底電纜工

程為例，在台灣端可引接之電力端點在雲林地

區共有台西變電所、四湖變電所、口湖變電所

等。然因每個變電所在地，台電公司皆有其計

畫目標，甚至部分變電所已規劃為其他電源，

例如作為陸上風力發電機組之引接點等。另外

這些變電所之設備包括GIS及拱位是否足夠或設

備需更新提升至特高壓等級…等等，皆為評估

條件，初步將其整理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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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構築一系列離岸潛堤，致使海纜路徑必

須由其間隔空隙中穿越，另圖2為台西海岸

外側之大片淺灘區，因水深過淺施工船機

容易擱淺無法作業，且蚵架林立，海纜不

宜佈設於其上。

(三) 海底電纜埋設深度及佈設間隔規劃

海底電纜埋設深度係依據過去事故

之案例及CIGRE WG之資料「METHODS 

TO PREVENT MECHANICAL DAMAGE TO 

SUBMARINE CABLES」調查紀錄結果，統

計分析後如表2所示，大約選在1.5～2.0公

尺之間，但仍需視當地船舶活動情形或其

他環境要求，而加深至2.5公尺或3公尺以

上。然而由於海纜佈埋設機具之限制，2.5

公尺以上之埋設深度必須使用特殊機具往

二、海纜路徑之研選

(一) 上岸點選定

上岸點之選定條件：主要包括選擇(1)

平坦之砂洲，以利後續海纜佈埋設較為容

易，(2)上岸點附近既有發電廠及變電所可

提供足夠土地，以利設備建造，(3)上岸點

之土地利用符合法規規定，不需再辦理其

他變更，以免影響工期。

(二) 海域路徑選擇

考量施工性需求，(1)選擇水深較淺處

佈設；(2)選擇海底面平坦及安定區域，避

開礁岩層、泥岩層及砂波變動較大區等之

連續海域；(3)儘量不與既有海底電纜或海

底管線交叉；(4)避開大型障礙物(漁礁、沉

船)等。另外為能順利施工，選擇潮流較小

之海域，以穩定船舶操航，其次確實蒐集

分析海、氣象資料，選擇在風平浪靜之季

節施工以降低風險。

以林邊～小琉球25kV海纜工程及雲

林～澎湖161kV海底電纜工程為例，選擇路

徑時，皆考量避開如漁礁、海岸結構物、

退潮時浮出水面之淺灘區、珊瑚礁區等，

如圖1所示為屏東林邊海岸為防止海岸侵蝕

圖1 屏東林邊海岸離岸堤結構物，海纜路徑需避開繞道 圖2 台西外海淺灘蚵架林立，海纜無法佈埋設施工

表2 漁具、拋錨事故之水深及件數

漁    具 錨 合    計

水深(m) 件數 比率 件數 比率 件數 比率

0～30 12 39% 31 77.5% 43 61%

30～60 6 19% 5 12.5% 11 15%

60～90 9 29% 2 5% 11 15%

90～120 4 13% 1 2.5% 5 7%

120～180 0 0% 1 2.5% 1 2%

合計 31 100% 40 100% 7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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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施工，使得工程造價將高出甚多，通常

僅有部分近岸區域才會採行。至於佈設間

隔通常視水深而定，水深愈深其間格距離

愈大，通常海纜間之佈放間距約為該地點

水深之2倍，以作為未來維修時預留空間之

用。

(四) 跨越既有海底管線之設計

由於行經台灣海峽之海底管纜線眾

多，主要包括有國際電信纜線、中華電信

公司之光纖電纜及台灣中油公司之LNG管

線等。其保護方法除一般所謂之混凝土護

坦外，亦可如圖3所示，於既有LNG管線上

方先以適當厚度之碎石保護，然後海纜再

由碎石上方橫越，海纜鋪設完成後其上方

再以碎石保護，其保護厚度及施工方式，

一般需經現場勘查結果及其水深再擬定，

如流速過強則外加二層，其內層為直徑較

小之卵礫石，而外層部分則為尺寸較大

之塊石。至於對LNG管防蝕問題，本文建

議送電線路應與LNG管垂直（90°）交叉

佈設，方不會對LNG管產生誘發電流，以

降低對LNG管之防蝕裝置（陽極塊）之影

響，惟施工前仍須取得管線單位之同意。

(五) 海域環境保護設計

雖然海洋魚類受海水溫度變化所產

生之影響並無確切之文獻可資參考，但海

水溫度過高必定會對生物產生影響，已為

一般人之認知觀念中。因而本文乃針對海

底電纜對於附近土壤溫度變化進行初步評

估，詳如圖4所示，經採適當因應對策，加

深埋設深度以降低其影響。

三、上岸人孔之規劃設計

圖4  海纜輸電時溫度擴散推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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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海底電纜橫越LNG 管線之設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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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上岸人孔之形式

A型人孔 B型人孔

上岸人孔係為配合海底電纜及陸上電纜二

種不同規格之電力接續連接之用，其規劃設計

之形狀及尺寸大小須從陸上電纜之熱伸縮及海

底電纜之熱伸縮二方面予以考慮決定，一般上

岸人孔之型式可分為A型人孔及B型人孔二種，

如表3所示各有其優缺點，主要仍視現場可提供

之土地面積大小及尺寸而定。

參、海底電纜之維護設計

一、冷卻散熱系統設計

海底電纜導體因阻抗電流而產生之導體溫

度，在尖峰時刻海纜表面溫度約46°C，當海底

電纜之海域段在L.W.L.(*1)以下部分，因可利用

海水作為導熱體而冷卻電纜，但從低潮位以上

(L.W.L.)至上岸人孔段，因退潮後無海水可資冷

卻，且夏季太陽直射沙灘時，沙灘溫度更高，

反而不利纜線散熱，故上岸段為熱發生區，需

考量上岸段之管路佈設及上岸人孔內電纜之冷

卻設施，其中散熱管之裝置乃為可行之方案，

如圖5所示。當加設散熱管後，因考量散熱管高

圖5 海底電纜冷卻散熱系統設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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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期間浸泡於海水中，故與人孔接觸面，必須

安裝防水封，以防海水流入人孔。另外在日本

亦有利用水冷卻方式來讓纜線散熱，其適用於

潮差大且地勢平坦之處，當然必須另設水泵抽

取水冷卻。

惟不論使用散熱管或水冷卻方式，皆必須

使用外加電源，不能使用海纜電源，一般而言

採用200V供電即可滿足需求，而此散熱系統可

視纜線送電量大小所產生之溫度自動啟動(亦可

手動)開/關，這些設施已列入在上岸人孔規劃

中，未來一併交由承商設計施工即可。

二、電纜事故預防對策

為防範海底XLPE電纜於商轉後發生事故，

必須對電纜及相關接續器材從產製到安裝過程

有可能發生之缺失預作防範。造成電纜事故原

因，綜合研析可概分為下列四範圍，而其相關

之因應對策如表4右列各項所示。

(A) 材料─電纜與器材、裝置材料等

表４ 海底XLPE電纜線路事故預防因應對策

部　位 預       防       策       略

A. 電纜及器材
‧落實電纜器材產製及試驗之各項查證工作。

‧經甲方認可之獨立試驗室試驗認證合格證明及測試報告。

B. 施 工

‧督促施工廠商聘用具施工經驗且技術純熟之延線及接續施工人員。

‧加強施工人員作業品質觀念。

‧使用符合標準之施工船機及設備。

‧監造工程師會同甲方不定期督導施工廠商自主檢查作業。

‧接續或終端作業原廠技師須全程監督與指導並錄影存證。

‧建立並落實品質異常處理機制。

C. 測 試
‧依最新版電纜器材規範規定，落實相關檢驗。

‧設置電纜溫度偵測監視系統，可偵測電纜送電中溫度，以防過熱影響絕緣壽命。

D. 其 它

‧系統規劃設計時需考量不可抗拒之天然因素破壞防範並加裝線路運轉使用狀況監控系統。

‧加強系統與線路保護協調設計，如加設差動電驛保護系統。

‧線路安全維護管理機制建立。

‧設置事故點偵測定位系統，以迅速找出故障點位，儘速維修預防事故擴大。

(B) 施工─施工技術、品質、人員、設備工

具等

(C) 測試

(D) 其它─不可抗拒天然因素及錨害等

三、海底電纜事故預防及偵側系統

因海底電纜通常橫越重要水路，因此須針

對海底段及陸上段電纜之運轉狀態及造成運轉

故障之故障資訊隨時加以正確掌握，並設置足

夠之預防及監視與偵測系統，降低損失，相關

作為如下：

(一) 航船佈告

預防系統中首要工作為：當海纜完工

後，依「在中華民國大陸礁層鋪設維護變

更海底電纜或管道之路線劃定許可辦法」

向內政部報備完工，並提供相關纜線路徑

座標，以便交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巡防總

局，依其辦事細則第九條第三項海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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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６ 海底電纜維護支援系統示意圖

科規定(一) 『關於航船佈告、射擊

通報等海上航行安全資訊之處理、

通報、交流』事項。繪製於海圖

上，並發佈航船佈告，通知所有經

過船隻，禁止在纜線路徑沿線拋

錨，防止海纜因拋錨而遭鉤壞。

(二) 設置預防及偵測系統

以雲林～澎湖161kV海底電纜

工程為例，在台灣端及澎湖端藉由

LAN (Local Area Network)連結，將

所有資訊傳輸至變電所或電力所，

整體系統構成如圖6所示，而維護

系統內各設備之目的及功能如表5

所示。另蒐集日本關西電力公司之

阿南-紀北直流幹線之維護系統執行

之案例如圖7所示，日本關西電力

公司利用複合光纖偵測海底電纜全

線之溫度分佈情形，其測定精度為

±1℃，並可檢測5m範圍內局部溫

度上昇情形。其中大部分之數據皆

表 5　海底電纜維護支援系統裝置說明

項     目 目    的 機     能     概     要

電纜

監視

溫度監視裝置 確實掌握電纜溫度
以海底複合光纖電纜進行海底電纜全長之溫度監視管

控。

埋設位置檢測裝置
懸錨等事故之預防預知

(電纜埋設深檢測)
利用海上ROV進行海底電纜之埋設深度測定。

外傷檢測裝置 懸錨等外傷之檢測
利用海底複合光纖電纜事前檢測錨等可能之外力事故，

以防患於未然

事故點評定裝置 事故點早期發現 萬一事故發生時利用光CT及GPS以提早評定事故發生點。

設備

保安
ITV裝置

不法侵入狀況

火災發生狀況

(上岸地點)

二端上岸人孔各設置攝影電視系統，以掌握火災、第三

者入侵時之情報，俾採取初期緊急應變對策。

資訊

傳送

光多重傳送裝置 濾波及傳送資訊
使用海底複合光纖電纜，將二端連接成一工作網路，進

行資訊之相互傳送。

中央處理裝置 控制及分析資料
將各裝置送回之維護資料予以蒐集與儲存，包括故障資

訊、運轉資訊等)。

顯示裝置 展示畫面 將中央處理器蒐集之維修資料以畫面表示或列印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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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電纜萬一發生事故而斷電時，因

為事故點通常位於海域中某個位置，如何

在茫茫海域中確定其位置座標事實上是件

很困難的事，目前較新技術對事故點之判

定係採海底電纜內預先設置之光纖利用光

資訊結合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定位系統，以提高搜尋效率。當事故發生

時，由遠端及近端之偵測器檢出後，由GPS

資訊得出資訊到達時間差，以評定事故發

生點之位置。

四、海底電纜維修

事故點經評定後，即派遣維修人員並動員

相關設備船機儘速開赴現場進行維修，其維修

過程如圖9及圖10所示。當海纜船到故障地點

時，由於受損的海底電纜位在深海底部，潛水

員很難獨立潛到海底進行人工修復，必須依賴

水下ROV協助進行水下作業。但海底電纜斷裂

後，斷裂處容易產生浸水問題，必須將其撈鉤

上船修理，故潛水人員及ROV須在海底完成五項

作業：

圖7 日本關西電力公司阿南紀北直流幹線海底電纜度測定案例

圖8 埋設位置測定系統概及ROV設備圖

在規定值以下，僅有部分區段溫度較高之

處所，經分析係該段海底電纜埋設處土壤

熱抵抗之差異所致，再持續性加以監視後

並無異狀產生。

(三) 海纜埋設深度檢查

為防止錨及漁具等造成電纜之外傷，

海底電纜以全長度皆埋設於海床下為原

則，然因海床地形受波、潮、流等沖刷影

響，造成埋設深度產生變化，埋設位置之

埋設深度須進行定期之檢測，並檢討分

析，如不足時則以拋石或加護坦方式加以

保護。目前海纜埋設位置檢測系統包括：

ROV (Remotely Operated Vehicle)、調查船

及通電裝置等，其架構組成如圖8所示。其

中ROV內搭載磁氣感應器、高度計、傾斜

計、水中定位裝置(音波發射器)，而調查船

上搭載資料處理裝置及水中定位裝置(音波

接收器)及船位測定裝置(DGPS : Differential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ROV測定之資

料經由調查船蒐集分析，以測得電纜埋設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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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海底電纜事故維修作業示意圖(1)

(一) 潛水人員及ROV潛下水後，通過掃描

檢測，找到破損海底電纜精確位置。

(二) ROV將淺埋在泥中的海底電纜挖出，用

電纜剪刀將其切斷。船上放下繩子，由機

器人繫在電纜一端，然後將其拉出海面。

(三) 用相同辦法將另一段電纜也拉出海

面，檢測出電纜受損情形，然後將浸水段

剪除。

(四) 在船上利用電纜接續匣，將備用海底

電纜接上既有海底電纜二個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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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海底電纜事故維修作業示意圖(2)

(五) 潛水人員及ROV重新「上陣」，對修

復的海底電纜放至海床上，然後用高壓水

柱將海底的沈積層沖開進行「沖埋」作

業，將修復的海底電纜「埋設」於海床

下。

肆、結論

海底電纜工程儘管在十九世紀末期就已經

有案例，相傳台灣最早之海底通訊電纜在清末

時期(西元1887年)劉銘傳由滬尾(今淡水)佈放

至福建川石島。但因當時技術不佳，就未有任

何新的海底電纜鋪設。直到民國67年才又在日

本公司之協助下完成林邊～小琉球海底電力電

纜，開啟台灣海底電纜工程之新紀元。近年來

由於電腦科技進步快速，許多以往在海域工程

最難達到之定位作業，也逐漸獲得解決，加上

地球暖化節能減碳等議題不斷發酵，尋找新的

替代能源，如離岸風力發電及海洋能源開發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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儼然成為工程界矚目的焦點，也成為未來發展

重點，而海底電纜工程在這些新能源開發上，

正扮演著極為重要角色，負責將新能源傳輸回

陸地供民眾使用。

海底電纜工程為一統合性技術，包括機電

系統及海工、土木構造物，必須結合土木、港

灣、海事、機電及航運等專門技術人才，共同

合作才能達成目標。其中海底電纜之土建規劃

設計技術，也隨之引進，並在民國100年5月由

國人獨立完成屏東林邊～小琉球17公里長25kV

之二回線海底電纜，將舊有電纜汰舊換新，使

得小琉球島上居民獲得更穩定之電源供應，不

會因颱風來臨而大停電。另外雲林口湖～澎湖

之161kV二回線海底電纜工程，亦已進入施工階

段，一旦順利完工，將為澎湖島之經濟建設注

入更多活水，同時也可落實政府澎湖低碳島政

策，將澎湖地區打造成一座無污染源之觀光勝

地。

海底電纜工程，除電纜本身需達計畫規範

電力容量、電壓及鎧裝保護外，電纜路徑選擇

及將電纜依據不同海域環境條件與地質狀況埋

設入海床之作業，需要事前精密調查，並在有

經驗之工程人員按照一定之作業流程，逐步分

析研判，並考量當代施工技術能力，做出完整

且最佳化之規劃設計成果，方能降低施工風險

及早完工，並且可減少後續保固維修的工作。

展望未來海底電纜工程將隨技術提昇而更

具發展潛力，並且在陸域面積有限之情況下，

許多開發案將朝海域前進，勢必將引用更多海

底電纜負責電力與通訊之傳輸，然而海域環境

一向為環境敏感地區，未來之開發行為必定須

與環境議題作一深入結合，因此海底電纜之土

建技術在規劃設計過程中，也應將環境影響降

至最低，並引進新工法減少環境污染，甚至使

用低噪音之施工機具，以免影響海域生態，此

部分亦為從事此方面工作之所有人員所應努力

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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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海纜工程穿越之水域由淺至深，其間經過之地質條件不一，施工方式亦有所不同，必須使用

綜合性之思考模式，選用不同之施工機具，相互配合，無縫接軌才能完成。基本上陸域段以現有陸

域工法施工外，海域中之海纜則可採先佈放後埋設或佈埋設同時施工之工法進行，但對於直接穿越

鄰近海堤及堤後道路，一般可採用推管方式從海堤內出發井施作，由海堤下方基礎穿越海堤後至沙

灘段之到達井，推管末端之沙灘段則以鋼板樁圍堰施作。其特色乃在於不破壞海堤之堤體，且以低

環境影響方式完成。另外亦可視地質條件，採用HDD水平鑽掘工法，其特色為效率高能在最短時間

內完成，但因該工法技術與機具較為特殊，必須有專門技術人員隨時監控方能完成，故本文乃將海

底電纜之施工技術綜合做一整理，俾利從事類似海域工程之參考。

1 42 53 6

壹、前言

海底電纜之建設主要係為提供離島地區更

穩定之電力來源，改善島上居民之生活品質，

促進當地產業發展為目標。但海底電纜工程往

往跨越長途水域，施工期間深受海域環境及氣

象條件影響，工期較難掌控，並且必須動用特

殊船機，因此所貲不斐。一般而言從事於這方

面工作的人原本就不多，加上國內市場不大，

致使截至目前為止案例不多，幾乎都為光纖通

信電纜，電力電纜僅少數幾條。況且佈放水深

頂多在-25公尺以內，對於中、高水深之施工幾

乎毫無經驗，僅有經濟部曾於民國67年辦理屏

東縣林邊鄉崎峰村至琉球鄉大福村間，佈放二

回路17公里水深約-80公尺之海底電纜案例，但

該海底電纜基本上可說是日本公司從規劃設計

至施工一手打造，國內除台電公司本身外幾無

民間業者參與，直到後來因海底電纜遭不明原

因發生事故斷裂，才有民間業者配合日本古河

(Furukawa)公司進行海纜維修工作，方開啟台灣

海底電纜工程之施工。

海底電纜施工技術首重船機及設備，除非

該海底電纜位於風浪穩靜之海灣內，否則所有

海底電纜工程必須面對變化莫測之海域條件與

氣象，故具有裝載大型物件且載重大、又具自

動導航及動態定位DP(Dynamic Poisitioning)功

能之專門佈纜船就相當重要。然這些船機基本

上投資金額龐大，故如無足夠市場需求，往往

施工一次後就因為維修費用過高就將其轉賣至

國外，或拆解作為其他用途，這也是國內長久

以來海纜工程技術無法生根之因。幸而近年來

因離島建設及替代能源傳輸需求，海底電纜工

程逐漸被重視，國內相關業者也比較願意投資

設備船機，並引進國外技術，朝向國際接軌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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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因海底電纜長度動則10數公里

至上百公里，為降低海上施工風險，必須有足

夠相關技術人員以利搶在風平浪靜之際24小

時作業，將佈纜及埋纜工作儘快完成，故國內

之相關技術人員也因台電公司及中華電信公司

等配合政府政策投資興建離島之電力、通訊動

脈等海底電纜，獲得國外技術之教育與訓練。

基此，為俾利未來執行類似相關海底管纜線工

程，並培育更多技術人才，本文茲就海底電纜

工程中有關施工作業要求

重點及所需之相關技術作

一彙整如后。

貳、海底電纜工
程概述

海底電纜工程之主

要目的，係將電源端電網

之電力透過電纜輸送平

台，輸送至接受端電網，

故如任何一端電網之引接

點距離海岸較遠，則一般

除海底電纜本身之外，尚

須與陸域電纜相互搭配。

因此，海底電纜工程將含

括陸域電纜、海底電纜佈

放、上岸人孔、近岸開

挖擋土、淺海段埋設/保

護、深海段埋設/保護、

海陸纜接續、運轉監測

機電、附屬機電設備..等

項。然海底電纜施工與當

地之海床地質條件息息相

關，且可作業天數又受當

地氣海象限制，故施工之

前瞭解當地氣候與計畫目

標極為重要，整個施工順

序流程如圖1所示。
圖1 海底電纜工程施工流程概要圖

參、海底電纜施工概述

一、施工環境分析

海纜施工除須依據規劃設計之資料瞭解海

床地形、地質條件，及海纜尺寸、單位重量及

相關定型與長期老化試驗結果外，海域環境之

施工條件亦必須先行分析，方能擬定欲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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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佈纜船機及佈埋設海纜所需動用之水下遙控

載具(Remotely Operated Vehicle, ROV)，尤其當

地之海流條件，對ROV之選擇極為重要，亦為海

纜施工成敗之重要關鍵之一。

(一) 近岸環境

以屏東林邊～小琉球25kV二回路海底

電纜工程為例，林邊端上岸人孔位於崎峰

村海岸，如圖2所示，開關場外側目前已構

築約2～3公尺高之海堤，海堤外側，因海

岸長年遭受波浪侵蝕，水利單位已著手進

行養灘，並用離岸堤進行保護。離岸堤之

寬度約100～150公尺，每支離岸堤間距亦

約100公尺左右，因此海底纜線將從二支離

岸間之水域經過，避免吊移與復原離岸堤

上之消波塊。

至於小琉球端上岸人孔，其位於大福

漁港之東側，附近屬於珊瑚礁岩，目前亦有

護岸型海堤構築，惟高度高出地面僅約50公

分，如圖3所示。但大福漁港之防波堤為阻

擋颱風波浪，維持大福漁港內之水域穩靜，

故其胸牆高度非常高，約離地面5公尺。另

防波堤後側目前有一空地，因考量小琉球為

礁岩地質，在施工時大量開挖勢將影響工期

掌握，故此段施工必須考量使用其他工法，

以減低環境衝擊，降低成本。

圖2 林邊端海岸空照圖 圖3 小琉球端海岸空照圖

 

離岸堤

大福漁港防波堤

小琉球電廠

(二) 海域環境

影響海底電纜施工之主要因素為海流，

本文仍以林邊～小琉球海域為例進行說明，

依據都卜勒流速剖面儀(Acoustic Doopler 

Current Profiler, ADCP)調查結果顯示，該區

海域流況以沿岸走向之週期性潮流為主，流

勢增強期間除了靠近琉球嶼外，流速都在50 

cm/s 以上，東南向退潮流速略大於西北向漲

潮流，惟後者持續時間較長，約在12小時左

右，退潮流則約為8小時。在冬季期間，林

邊～小琉球海域之平均流速趨緩流向不穩，

流速約在11 cm/s以下，因此海流以潮流為主

導因素。全日潮最大流速可達40 cm/s以上，

半日潮最大流速較弱僅在25 cm/s左右，但仍

高於平均流。

二、 施工船機評選

海底電纜施工船機之評估除考量現場施

工環境條件外，海底電纜本身器材之特性亦

為重要因素，本文仍以林邊～小琉球海纜為

例，其海纜器材為三芯導體25kV，送電容量

為18.9 MVA×2cct (479A×2cct)，外徑約

14.5公分，平均每公尺重量約46公斤，每條

海纜裝軸後及施工時無中間接續，推算單條

全長17公里之海纜重約800公噸，因採二回路

系統，故需載重噸至少2000公噸級以上之佈

纜船才能符合需求。但如面對雲林口湖～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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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佈纜專用船與平台船之基本資料比較表

佈設專用船(自航式) 佈設專用船(自航式) 平台船(自航式)

概    要    圖

項　目  要求 佈設專用船 台船

Q

佈設精度 ±20m ±20m以下(已有實績) ±20m以下(已有實績)

埋設機
牽引能力

50t
海象平靜時　約75t 海象平靜時　約65t

作業狀態時　約50t 作業狀態時　約50t

上岸時之
航行管理

距上岸點約5km
(可進出之水深約10m)

距上岸點約2km
(可進出之水深約5m)

D
工期(海溝橫

越日數)
9天 9天

S

海象惡劣應
變能力

避難可能 自航式避航容易 可自航避難

作業安全性 繫留、錨泊作業少 繫留、錨泊作業變多

19 
 

 

 

 

 128m 

30m 

19 
 

40m

120m 

圖4 海底電纜噴埋機(國內廠商)
資料來源：穩晉海事公司

圖5 海底電纜犁埋機(國外廠商)

資料來源：香港海事公司(Hong Kong Marine)

湖161kV長58公里之海纜時所需之船機就必須

達8000噸級之專用船或平台船，此二種船各

有其優缺點，如表1所示，端視施工廠商自行

評估結果選用。

至於海纜噴埋機及ROV機具，目前國內外

廠商皆依據本身之能力及計畫需求而自行研

發或向專業廠商租賃，本文蒐集有關使用於

近岸區域需靠工作船拖拉式之噴埋機如圖4及

圖5所示。而適用於深水區域之ROV如圖6所

示，其功能包括自動定位、高壓水柱噴埋、

海纜維修(工作剪)..等，其作業水深可達2000

公尺。

三、水下定位系統

相較於陸上施工海域作業所需之座標定位

原本就較為困難，更何況於水下施工，如何精

確地將海底電纜佈埋設於設計位置將是一大考

驗。因此，搭配船機及ROV使用之水下定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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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海底電纜工程水下定位系統示意圖

圖8 林邊端穿越海堤水平推管工程斷面示意圖

圖9 推進機頭照片圖

圖6 Lodbrog號,之深海段埋纜機ROV照片
資料來源：Alcatel Lucent 公司

(林邊～小琉球海纜工程使用)

統即顯得相當重要，有關海底電纜工程水下

定位方式如圖7所示，在水面上之佈纜船利用

衛星差分定位法確定船舶位置，而水下部分

則以光纜控制線及聲納發射器導航水下作業

之ROV，並經ROV之聲納回波與接收後，分析

ROV之位置，經往復計算定位，其水下ROV之

座標即可精確控制。

四、近岸施工概述

(一) 推進工法

台灣地區不論本島或離島，因須面

對颱風波浪侵襲，長久以來都在海岸邊構

築海堤作為防護，以保障堤後民眾生命財

產之安全，近年來雖在海岸工程方面，已

逐漸搭配人工養灘之方式，用點線面之整

體工法進行海岸整治，但大部分海岸仍是

單一線型海堤橫亙於海岸線上，而海底電

纜工程必須穿越海堤，方能於上岸人孔內

與陸域電纜接續，故其穿越海堤之工法必

須審慎考量，避免以大開挖破堤之方式進

行，以免於洪汛或颱風季節因堤防問題造

成民眾身家性命之損失。因此，如海堤外

側有淺灘或沙灘時，水平推進工法加上臨

時擋土纜溝開挖工法就極為適合使用，其

作業示意如圖8所示，使用之機具如圖9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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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水平導向鑽掘機小琉球端琉南線海床出口照片 圖12 水平導向鑽掘機及HDPE回拉施工照片

圖10  HDD水平鑽掘工法示意圖

 

 

 

 

 

 

 

 

 

 

 

 

 

水平鑽掘機頭

珊瑚礁岩

(二) HDD水平鑽掘工法

HDD水平鑽掘工法之特色，係利用具有

地磁導向功能之鑽掘機，在地面下快速鑽出

孔洞，然後利用拉管方式，直接將管線設置

於地層中，其作業方式及機具如圖10所示，

為一高效率且不破壞地面結構物之工法，以

林邊～小琉球海底電纜工程為例，如同前述

考量小琉球端之海床皆為珊瑚礁地質，其上

又構築有海堤、防波堤等，不適合大面積開

挖，因此選用HDD水平鑽掘工法，在地面上

以水平鑽掘機及聯桿，鑽過預先開挖之施工

井，進入海堤基礎底部，然後穿過海床到達

定位後，如圖11所示，再更換擴大鑽頭(作

為擴孔之用)，並利用聯桿一面大鑽頭拉回擴

孔之同時，將預定使用之HDPE管引入擴孔

中，一直拉到地面才停止，如圖12所示，然

後再進行水封作業防止滲水。本次HDD工法

執行結果相當成功，僅約2個星期工作時間

就完成2條HDPE海纜導管之埋管作業，且

其海床出口之定位精度在2公尺之內，相當

精準。

五、深海段施工概述

海底電纜之施工，需考量海底地形變化，

包括沙灘、岩盤、淺礁、珊瑚礁、砂波等，電

纜線施工時，通常選擇由水深較深之一端向水

深較淺之一端施作，或是由較難施工段往容易

段施作，以減低施作一半必須斷纜之風險。其

施工步驟如圖13～18所示。

(一) 海底電纜由起始點，利用小船將海底

電纜由佈纜船上拉出並利用浮球浮放於水

面，起始端亦以小船將導引線拉出，然後

將海底電纜繫好後，拉回岸上人孔內。

(二) 以陸上之牽引機將海底電纜拉回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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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海底電纜工程起始點小琉球─

    將佈纜平台船固定在海面上

圖14 在小琉球島上將海底電纜拉引上岸

圖18 林邊端海纜拉回上岸，並進行回填作業。圖15 由佈纜平台船尾部佈放海底電纜

圖16 小琉球端水深-10m處礁岩上海纜加裝石墨鑄鐵 

       保護管

圖17 由羅德布洛格號專用佈纜船上吊放ROV設備入

        海執行海纜埋深

(三) 將浮球移開讓海底電纜逐漸沈沉入海

中，置放於海床上。

(四) 將ROV放入海域中，進行海底電纜之

埋設作業。

(五) 到達終點端海域，海底電纜先與預先

浮放在海面之導引索聯繫，並量測所需預

留之海纜長度，置放於浮球上，並以導引

索拖拉固定海纜。

(六) 利用小船將海底電纜拉回岸上。

由於作業過程因海底電纜可能跨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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碌之航行水域，雖然每條纜線之敷設作業

時間並不長，且於施工前已函請交通部所

屬之轄管單位發佈航港通告，通知所有經

過船隻嚴加注意本施工船之位置，以避免

發生海事事故，但在繁忙之水道中施工，

船機本身及他船航行安全仍須加以注意，

以降低事故發生之機率，並確保施工之品

質，故必須執行海上交通安全維持計畫。

其作業方式，主要仍在海域施工船

機附近，設置一定安全水域以作為緩衝

空間防止他船侵入。遂參考國內外之海

底電纜的施工方式，除考量佈纜船本身

船長及船寬外，另需加上佈纜船後側海

底深處所拖拉一艘無人操控之工作機ROV

之作業空間，故推算所需作業空間就顯

得相當寬廣，須在佈纜船機周圍佈設警

戒船，隨時保護監控，才能避免其他船

隻誤入作業區而影響安全。基本上，佈

纜船在施工時周圍必須配置三艘以上之

警戒船，防止鄰近漁船抗爭入侵，其中

二艘配置於佈纜船左右二舷，而第三艘

警戒船除擔任一般警戒任務外，亦須協

助佈設台船施工定線之用，如施工期間

遭逢大霧，則警戒船除以雷達隨時監視

來往船隻外，並不定時鳴笛，以警告他

船及早因應，切勿駛入工作海域中。

圖19 由羅德布洛格號專用佈纜船隨時檢測海纜埋  

        設，並確認埋設座標

圖20 多音束測深儀量測纜溝噴埋情形

六、施工結果及檢測

海底電纜施工過程中ROV會即時將海底

電纜之埋設位置傳回佈纜船上之控制螢幕，

如圖19所示，讓操作人員研判其埋設地點之

座標是否正確，如果如位置錯誤時，則將ROV

略微吊起，並移動至正確位置後，再進行噴

埋作業。至於噴埋深度除ROV可隨時監控外，

如圖20亦可用多音束測深儀量測纜溝噴埋情

形。然有時因海床地質條件突然變異，或遭

遇大型沉木或沉積物時，海底電纜之埋設深

度可能不足，此時就必須使用護坦或拋石方

式加以保護海底電纜，另外在近岸段亦可派

遣潛水人員以工具直接量測其埋設深度，或

以多音束測深儀搭配磁力探測儀，量取海纜

之埋深。

肆、海纜施工之檢討

一、施工船機整備

雖然台灣從事海底電纜工作，已累積許多

經驗，但大部分以屬水深較淺或路徑較短之案

例為主，對於大水深(水深超過50公尺以上)，路

徑達15公里以上，則林邊～小琉球海底電纜應

為國內第一條，也是台灣地區第一條由國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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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主導完成之海底電纜。為達成使命，施工團

隊除自行艤裝佈纜專用之平台船外，亦研發可

使用於潛水區域(水深-40m以內)之纜線噴埋機，

以利在淺海區配合拖船施工。

但深海段之施工船機，由於國內海纜市

場過小，且除中華電信海纜外，甚少從事深水

區域之海纜施工，因而必須仰賴國外船機之協

助，使得船期排程相當困難，並掌握於外國公

司手中，對施工進度之控制造成許多困擾，尤

其未來如需進行維修工作時，相關船機設備仍

須及早整備，才不致於耽誤搶救時間。

二、當地居、漁民溝通

由於海底電纜工程多在水域工作，施工過

程中，不免遭遇許多困難，特別是位於近岸海

域，因台灣沿岸養殖漁業與近岸漁撈業相當發

達，如海底電纜路徑穿越養殖區或是漁撈區，

就必須在施工之前與當地漁民協調，甚至必須

配合漁民作業時間調整工期，避免在漁汛季節

施工，以林邊～小琉球海底電纜工程為例，每

年10月至翌年2月為當地漁民捕捉鰻魚苗季節，

每年漁汛期一到，海面即滿佈漁網，船隻甚難

通過。因此，無論海域調查工作或佈纜施工作

業，都與當地漁會溝通避開此季節工作，同時

也多次與村漁民說明施工過程、順序、時間等

讓漁民瞭解整個施工內容，以利後續施工。另

一方面也積極協助當地民俗活動與廟會慶典，

敦親睦鄰，讓民眾留下良好印象。

三、颱風影響

林邊～小琉球海底電纜工程施工時曾遭

遇二次颱風，雖然皆採取適當之避颱措施，

並以人、船、機安全為最高原則下處理天候

異常狀況。但颱風之侵襲的確影響到施工進

度 ， 尤 其 颱 風 帶 來 之 豪 大 雨 ， 將 陸 域 之 樹

枝、垃圾及所有被淹沒之東西，全部沖到海

域，使得海纜路徑上雖在施工前已完成掃海

作業，清除障礙物，但颱風過後又再度佈滿

漁網、樹幹、垃圾等，造成ROV佈纜施工更加

困難，且影響海纜埋設深度，故如船機作業

排程可相互配合之情況下，在颱風季節前採

佈設及埋設同時施工方式或許可降低再次清

除障礙物並保護ROV作業之安全。

伍、結論

海底電纜之施工，在本質上需結合許多

不同領域之專業人員與施工船機，共同協調與

緊密合作才能達成。其中專業工作船舶部分包

含測量船、專用佈纜平台船、佈纜船、吊船、

挖泥船、拋石船、交通船、警戒船等，而機具

部分水平推管、水平鑽掘機、淺海用佈纜噴埋

機、深海用ROV..等， 需要專業廠商之開發與整

備。而人員部分除專業相關海事領導人外，機

械工程師、海纜佈放機具操作技術人員、潛水

人員、海纜埋設機ROV操作技術人員、平台船或

佈纜船DP操作控制人員及船員..等，需要長期之

培養與訓練。以上二大項工作原本就需要投入

大量經費與人力，非一蹴可及。尤其國內之相

關海事專業人員，以往至今一直不足，從事海

底電纜工作者更少之又少，許多專業技術仍需

仰賴國外廠商協助，故未來施工能力技術方面

尚有許多可努力空間，例如同步控制、定位、

資料處理即可列為近期改善之目標，而船隊協

同作業則可列為遠期目標。

台灣地區向來缺乏天然能源，如何利用台

灣周圍廣大海域之綠色再生能源，已是刻不容

緩的課題，目前政府有關單位正大力推動千假

風機計畫，未來離岸風力電場應是海事工程界

最能勝任之工作，也是最能發揮的舞台；因此

現階段首要工作，即是將目前學習到之海底電

纜工程技術，拓展至其他相關工程，讓國內事

海事工程之業者更有信心從事投資研發新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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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le Laying and Installation Servic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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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船機，並引進更高層次之技術，勇於面對深

水海域之困境，並將技術傳承給後續更多有興

趣從事本工作之業者，為台灣海事工程界開拓

出一個新領域永續經營。

參考文獻

1. Nakanishi et al. (1999) “Installation of 

submarine cable for Kii Strait＂ Proc. Energy 

Sec. IEEJ, No.329, (in Japanese)

2. Nexans ,  (2000) “GENERAL LAYING 

PROCEDURE THE CABLE LAYING VESSEL C/

S BOURBON SKAGERRAK＂, PP.2-8

3. Yutaka Nakanishi et. al (2000) “Completion 

of an Optical Fiber Composite 500-kV DC 

Submarine OF Cable Project＂, Furukawa 

Review, No. 19, 2000, PP.123-127.



2

No.95│July, 2012 │71

專
題
報
導

7.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輸 變 電 工 程 處 

(2007) “「台灣～澎湖161kV電纜線路工程

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第二階段工作

成果報告＂

8.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07) “「林邊～

小琉球新設二回路25kV海纜工程」第二階

段成果報告＂，第8-9～8-14頁。

9.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0)＂「林邊～小

琉球新設二回路25kV海纜統包工程」海纜

佈放說明書＂，第16-21頁。



2 │中│華│技│術│

72 │No.95│July, 2012

專
題
報
導

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海底電纜、光纖監控、廠內接續、定型試驗、長期老化試驗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電機工程部／計畫工程師／林俊傑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電機工程部／資深協理／黃郁文 2

關鍵詞：海底電纜、光纖監控、廠內接續、定型試驗、長期老化試驗

淺談海底電纜
輸電設計及
試驗技術



2

No.95│July, 2012 │73

專
題
報
導

ABSTRACT摘  要

1 2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環境永續，舉世各國無不戮力推展綠色再生能源，尤以太

陽光電發電與風力發電等能源，在各國政府政策宣示及獎、補助等措施的大力推動

下，已為未來趨勢。離島再生能源輸電線路徑若有經過海域，需藉由海底電纜作為

電力傳輸媒介，以連結島嶼間電力網，提供供電系統調度，海底電纜於海域電力傳

輸佔有重要角色。海底電纜之電纜構造、產製、佈設及輸電系統設計技術，與一般

陸域電力電纜相較，目前屬少見且特殊，國際上尚無制式標準規範可遵循，本文謹

就工程實務案例作探討，將海底電纜構造設計及試驗技術資料作完整蒐集整理，以

供工程業界規劃設計之參考。

壹、前言

電力是現代文明社會生活必需品，亦為

所有產業之基石及國家競爭力重要指標。位於

海峽中島嶼，配合政府「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推廣，興建可兼具環保淨煤氣化之風力及太陽

能電廠之綠色再生能源，已蔚為舉世趨勢，分

散式再生能源(distribution generator)興建後須

藉由海底電纜(submarine cable,簡稱海纜)作為

電力傳輸媒介，連結島嶼間電力網，有助於平

衡供電調度之問題，故海纜於電力傳輸佔有重

要角色。海纜與一般陸域用電力電纜相較，因

佈設環境險峻，須考量海纜抗水壓、耐佈設彎

曲、高絕緣等基本特性；另因海纜輸電線路通

常屬長距離，長距離海纜輸電線路將造成系統

充電電容變大形成傅倫第效應(Ferranti Effect)

而降低送電容量，故須妥適規劃海纜接地系統

以確保送電容量需求。另為提升輸電穩定性及

維護便利性，海纜置入光纖形成複合型海纜，

利用光纖特性進行溫度、外傷、事故及通訊等

多功能應用，可達成海纜安全監測，且海纜構

造特殊，需藉由相關試驗作為驗證，惟國際規

範對海纜試驗部分鮮少有制式規定可依循，

目前以參考國際電工委員會標準(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及國際電網組

織(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Large Electric System, 

CIGRE)所規定之試驗方式為主。

貳、海纜輸電系統型式分析

目 前 國 際 間 電 力 輸 電 系 統 分 為 交 流

(alternative current, AC)、直流(direct current, DC)二

種，不同的輸電系統將影響海纜構造設計，輸電

系統方式於海纜系統設計前須先作確認，並針對

海域段及陸域段終端電力設備進行綜合評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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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國際海纜輸電線傳輸容量與線路長度關係圖[1]

表 1  電力傳輸方式AC及DC系統比較表[1]

           傳輸方式

項目
AC傳輸系統 DC傳輸系統

電氣特性

1.  配合變壓器及氣體絕緣開關(gas insulation 

switch, GIS)之使用，可任意作電壓之變換不

須增加變流器系統(converter system)設備。

2.  現行變壓器及GIS，普遍均為交流設備。

3.  於發電機設備部分，AC較DC簡單且普遍。

4.  存在充電電流(charging current)，造成輸電長

度距離受限制。

5. 系統穩定度較直流為低。

1. 系統穩定度及可靠度較高。

2.  於同導體尺寸下，其容許電流較交流系

統高。

3.  使用電纜數量僅為交流系列之0.5~0.67

倍。

4.  無法隨意變壓，配合發電及受電端既用

交流設備，其送、受電站必須裝設變流

系統。

運轉維護性 AC系統設備產品廣泛通用，維護經驗及實績多 變流系統使用場合少，維護經驗及實績少

成本考量 較低 較高

表2  單芯與三芯海底電纜評估表

         電纜種類

項目
單芯海底電纜 三芯海底電纜

電纜構造圖

使用電壓 至500 kV 132 kV 以下

導體規格尺寸 至3,000 mm2 380 mm2以下

佈纜施工性 佈設技術性低，較費時 佈設技術性高，較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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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海底XLPE電纜與OF電纜評估比較表

               電纜種類

      項目
XLPE海底電纜 OF海底電纜

電纜斷面圖

海底電纜(交流)使用實績 近代產品，累計實績目前較OF少 早期傳統產品，過往實績多

電氣

特性

使用電壓 
需使用工廠接頭(factory joint, FJ)，

電氣性能穩定
同左

送電容量 可符合 同左

防水性 金屬被覆及電纜完全防水 同左

長距離化之對策 電纜以同徑之FJ接頭處理 同左

環境

方面
外傷事故時 無污染問題

發生海纜損傷事故時，洩漏油

污染環境影響較大

維護性 不需維修 需作幫浦成套設備之油壓管理

電纜成本 100% (基準) 102%

 

導體

鉛被

XLPE

絕緣

鎧裝 

 

 

 

 

 

 

 

油路

OF 

紙絕緣

鎧裝

導體

調查蒐集目前世界各國海纜傳輸之容量及長度與

AC、DC傳輸系統之關係如圖1所示；另再考量陸

域段終端電力設備，就AC、DC兩種傳輸系統作進

一步比較，詳如表1所示，由圖1及表1分析[1]可

知，海纜線路若屬長程距離85km以上採DC系統傳

輸型式，85km以下一般則採AC系統傳輸型式。

參、海纜構造設計

一、單芯電纜與三芯電纜評估

一般而言海纜種類可分單芯與三芯二種，

單芯與三芯海纜選用與使用電壓、導體規格、

海纜製造及佈纜施工等有關。經調查蒐集以歐

洲挪威(全球海纜建設最多的國家)及日本(亞洲

海纜建設最多的國家)海纜實績如表2所示，3芯

電纜多運用在132 kV 以下而直徑小於150mm內

(導體約380 mm2)之規格，主要係考量電壓等級

愈高則傳輸重要性愈大，3芯電纜若遭外力破壞

時則影響較單心電纜大，故3芯電纜較適用於小

直徑之電纜。而單芯電纜是應用於較高的電壓

等級或直徑較大的電纜，目前單心電纜國外已

有500kV 3,000 mm2之電纜規格，且正常運轉送

電中。

二、海纜絕緣材料評估

海纜絕緣材料可分為交連聚乙烯 (cross-

linked polyethylene, XLPE)與充油紙絕緣(oil 

filter, OF)二種，就電氣特性、環境、維護及成

本等方面重要項目分析如表3所示。XLPE海底電

纜及OF海底電纜在電氣特性均可符合送電容量

需求，但在環境生態、維護性以及成本方面，

OF海底電纜發生絕緣油洩漏時，容易在沿海地

區產生油污染，導致沿海漁業生態及養殖業之

損失，也易成為引發漁民抗爭之原因，近年來

海纜以XLPE絕緣材料型式運用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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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海纜佈設條件、環境條件及電纜尺寸比較表

                 區段

項目
A B C

D1 D2
E

台灣端 澎湖端

環
境
條
件
、
佈
設
條
件

水  深
海域部分

水深150~90m

海域部分

水深90~15m

沿岸部分

水深15~3m

沿岸部分

水深3~0m

上岸部分

(管路)

基底溫度(℃) 25 25 30 30 37 30

土壤熱阻抗

( ℃ / cm / W )
60 60 60 60 60 100

埋設深度(m) 2 2 2 2 2 2

佈設間隔(m) 200~140 140~60 60~30 30~5 30~5 5~2

計

算

結

果

電纜尺寸(mm2)

(送電容量

200MW：755A)

400 400 500 500 600

600

(如果無冷卻系統，則

需800mm2)

採用值 600

備       註
以 海 水

自然冷卻
同  左 同  左

導體之

熱區
散熱管冷卻

表5 600mm2海纜容許負載電流量計算結果

項    目 符號 單位 計算值

全體熱阻抗 Rth ℃‧cm/W 194.7

導體容許溫度 T1 ℃ 90

基底溫度 T2 ℃ 37

介電損失上昇溫度 Td ℃ 0.6

交流導體電阻 Rac Ω/cm 4.3×10-7

容許電流
T2

Rac Rth
TdT1

I
×

−−
= A

790

(500mm2：730A)

三、導體尺寸研討

海纜傳輸容量與佈設條件(埋設深度、佈設

間隔)、環境條件(基礎溫度、土壤熱阻抗)及線

路損失等有關，為考慮感應電壓問題海纜遮蔽

層以兩端接地方式居多，因防水層、遮蔽層及

鎧裝層內含金屬成分，故海纜傳輸容量損失非

常大，於規劃設計時須注意檢討。為考量工程

成本，佈設線路各區段須檢討可滿足送電容量

之海纜導體尺寸，以台灣~澎湖161kV海纜工程

為例，經研討其上述條件，並考慮海纜金屬構

造損失影響，海纜導體尺寸經研析如表4所示

[1]，建議最小需採600mm2(含)以上，600 mm2所

容許負載電流量如表5所示[2]。惟實際狀況須再

依據調查工作所獲得之土壤熱阻抗、海水溫度

等實際數據進行詳細檢討。

四、海纜主要構造設計說明

(一) XLPE 絕緣體

海纜絕緣體須具有耐電氣及耐水氣性

能，若採XLPE絕緣型式，絕緣體厚度可依

日本「電氣協同研究會（51卷1號）」文獻

及下列公式計算檢討。

海纜絕緣設計計算如公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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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設計耐電壓值
絕緣厚度＝

E   ………(1)

 EL：依偉伯(Weibull)分佈所求最低破

壞電界(ELAC=35kV/mm；ELimp=75kV/mm)

設計耐電壓值：考慮商用頻率耐電

壓、雷擊耐電壓二種，分別敘述如下。

1. 商用頻率耐電壓

商用頻率耐電壓所需厚度計算，如公

式(2)所示：

kkk1 2 33/ ×××
=

E
V

LAC

tac
m

   ……(2)

tac： 交流商用頻率耐電壓決定之絕緣 

           厚度(mm)

Vm：最高電壓（175.6kV）

k1：劣化係數（2.3）

k2：度係數（1.2）

k3：餘裕（1.1）

2. 雷擊耐電壓

雷擊耐電壓所需之厚度計算，如公式

(3)所示。

kkk1 2 3×××LIWVtimp

E
=    ……(3)

timp：交流雷擊耐電壓決定之絕緣厚度

（mm）

 LIWV：雷擊耐電壓（kV）

 k1：劣化係數（1.0）

 k2：度係數（1.25）

 k3：餘裕（1.1）

由以上計算，可求得海纜之商用頻率

耐電壓(tac)及雷擊耐電壓(timp)二種絕緣厚

度，取二者中最大值即為所需厚度。

(二) 鉛被覆

鉛被覆(lead alloy sheath)目的係為防水

用，鉛被覆厚度除考慮防水性外亦須考慮

彎曲時耐彎曲特性，雖然XLPE海底電纜與

OF海底電纜構造有所差異，但仍可依據JIS 

C 3607「鉛被覆OF電纜」基準，如公式(4)

計算得出XLPE鉛被覆厚度。

t D 5.1+40
1=  (mm) ………(4)

t：鉛被覆厚度

D：鉛被覆內徑

(三) 遮蔽導體

遮蔽導體(return conductor)目的係為承

受線路系統故障電流，故遮蔽導體必須能

承受瞬間短路電流衝擊。為可承載短路電

流，故遮蔽導體尺寸規格較大，一般採取

平角銅線型式，截面積為海纜導體之2/3，

以降低其成本及不易佈設施工之問題。以

161kV 600mm2海纜為例，遮蔽導體以20條

10mm寬、2mm厚平角銅線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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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芯(core)

外皮(coating)

包覆層(cladding)

鎧裝層(Armour)

圖2 光纖基本構造圖

圖3 光纖拉曼放射現象 

圖4 光纖偵測溫度值及距離位置

(四) PE被覆防蝕層

PE被覆(polyethylene sheath)防蝕層主要

目的係作為耐候、抗環境外力及保護遮蔽導

體用，厚度可參考日本電氣協會JEC 3402

「電力電纜用防蝕層」之規範計算檢討。

(五) 光纖

1.  光纖構造

為考量海纜鋪設後維修及供電品質與

安全保障，近年來利用電纜內加設監測用光

纖進行海纜安全監測已漸成趨勢，通常海纜

光纖設置之位置係考量是否要監測其埋設深

度、外傷或事故等功能而配置於海纜之外

側，並與其他保護鎧裝線一起繞捲於導體外

層上，光纖基本構造如圖2所示。光纖光芯

(core)位在包覆層(cladding)中央，光束只在

軸芯傳送，由於海纜輸電線路長度較長，需

考量佈設拉力及避免遭外力破壞，於包覆

層外會增設一層鎧裝層(armour)，一般以鋼

管設計居多，而外皮(coating)用來保護光纖

整體。另光纖光芯部分主要分為多模(multi 

mode)及單模型(single mode)，多模型光纖的

光芯尺寸較單模型大，可容納多條路徑供光

束傳輸，但多模型因採折射方式傳輸，長距

離(15km以上)傳輸損失會較大，故海纜所用

光纖以單模型為主。

2.  偵測原理

光纖內之光芯採石英材料所製成，為

二氧化矽(SiO2)分子的結合，當分子熱量發

生變化時，將會使得分子晶格振盪產生變

化，此時如果加入一光束於這區域，就會

發生光散射現象，稱為拉曼現象(Raman 

scattering)，若以頻譜觀看反射光會發現除

入射光本身的頻帶外，另外會因光散射現

象產生反射脈波(anti stoke)頻帶及入射脈波

(stoke)頻帶，如圖3所示[3]，反射脈波頻帶

對於溫度感應較大，入射脈波頻帶感應較

小，利用此二種頻帶特性，予以分析計算

即能計算出距離及溫度值。光源注入光纖

後，經過一段距離光源會被以漫射方式反

射回來，此時可回饋相關資訊，例如光纖

遭遇斷裂或破損時，其漫射光之型態將與

正常漫射有所不同。因此，利用比較入射

光源與其散漫反射光之差異性，即可經由

光電轉換器及用電腦將周遭之溫度或特異

情形分析計算出來，以測量出該區域的溫

度值及距離位置，如圖4所示[3]。

3.  海纜光纖偵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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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纜用光纖設置目地為監測海纜運轉

狀況以達供電安全並提升供電品質，除上述

偵溫功能外，光纖監測亦可具有外傷、事故

及通訊等偵測功能，其中溫度、外傷、事故

偵測等訊號傳輸至陸域段變電所控制室內，

通訊訊號傳輸至通訊設備，以達整體監控。

以台灣~澎湖161kV海纜工程為例，監控設備

系統架構示意如圖5所示[1]。

圖5 海纜光纖監控設備系統架構示意圖[1]

(六) 線鎧裝層

海纜線鎧裝層(wire amour)目的主要係提

供海纜受外力侵害時之防護，另尚須考量海

纜佈設時最大張力及抗環境防蝕性，一般採

鋼線材質作為鎧裝材料，線俓約為6~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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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XLPE單層鋼線鎧裝海纜構造圖[1]

圖7 海纜廠內接續構造圖[1]

(七) 海纜製造與接續

以XLPE絕緣單層線鎧裝之161 kV 

600mm2海纜為例，海纜內部構造示意如圖

6[1]所示，因一般海纜製造廠內之單一可連

續生產長度僅約4~5km，故長距離海纜長度

通常無法一次製造完成，須於海纜製造工

廠內以每約4.5km進行廠內接續作業，工廠

接續頭(factory joint, FJ)構造如圖7所示

[1]，工廠接續頭外徑與海纜幾近相同，約

差0.5~1mm，接續過程須謹慎以維持原電氣

特性，且工廠接續頭尚須考量機械特性(耐

彎曲特性)，以符合海纜佈設需求。

(八) 金屬被覆層接地與迴路設計

在海纜兩端，未接地開放端可能產生

很高被覆層感應電壓。因此須採用在兩端

上岸接地，使兩端接地處其電位為零，上

岸點海纜接續匣裝置案例如圖8所示，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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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項目包含定型試驗(type test)及長期老化試驗

(prequalification test, PQ test)二大部分，定型試驗

部分依CIGRE 189等規範進行相關試驗，試驗項

目如表6所示[1] [4]，長期老化試驗部分係依IEC 

60840規範行相關試驗，試驗項目如表7所示[1] 

[5]，試驗組立系統架構如圖10所示[1]。

海纜一般例行性試驗驗及抽樣試驗試驗項

目如表8所示[1] [5]，另由於海纜長度較長，且

海纜具有鎧裝層及工廠接續匣等構造特性，與

傳統陸域電纜不同，故於定型試驗時尚須加作

其他機械試驗項目，如表9所示[1] [6]，以符合

海纜佈設抗張及抗彎曲性之要求。

箱裝置案例如圖9所示。而海纜感應電壓

最大區段係屬中間段，此區段均位於深海

段，較無人員觸摸機會，且亦有被覆材料

絕緣，故其危險性較小。另外海纜佈設週

圍如沒有平行之銅類導體通信電纜，也較

不會有因接近而產生感應干擾問題。

肆、 試驗技術

海纜製造及檢驗相關項目，除一般例行性

試驗(routine test)及抽樣試驗(sample test)外，為

求謹慎，亦可委請國際獨立試驗室代表及第三

者公證代表共同從事廠內測試見證，其見證試

圖10 長期老化試驗組立系統架構圖[1]

 圖8 上岸點海纜接續匣裝置案例  圖9 上岸點海纜接地箱裝置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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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 定型試驗(type test) 試驗項目及內容[1] [4]

試驗項目 試驗內容

彎曲試驗(bending test)

雙向彎曲3 次不變形(測試彎曲半徑 : ≦20(d+D)+5%；其

中D為電纜外徑，d為導體外徑)

   部分放電試驗(partial discharge test)

≦5pC (at 186kV on the conductor)

   tanδ測量(tanδ measurement)

≦0.1% (at 93kV on the conductor)

   循環老化試驗(heating cycle voltage test)

受測電纜以8小時加熱，16小時自然冷卻週期循環試驗，

試驗次數至少35次( at 140kV on the conductor)

   衝擊波耐壓試驗(impulse voltage test)

分別以正負極性電壓連續測試6次

(at 750~950kV and at 130℃～135℃ on the conductor)

電纜系統外觀檢查(examination of the cable system)

電纜及電纜附屬器材外觀、尺寸、組合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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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長期老化試驗(PQ test) 試驗項目及內容[1] [5]

試驗項目 試驗內容

循環老化試驗

(heating cycles voltage test)

1. 連續試驗8760 小時(at 158kV and at 95℃～100℃ on the conductor)

2. 受測電纜以8小時加熱，16小時自然冷卻之週期循環試驗。 

3.  約使用100公尺之電纜作測試，須含各種電纜安裝單元，包括絕緣接

續匣、普通接續匣、GIS型電纜終端匣、屋外型電纜終端匣等，其試

驗系統架構示意圖，如圖10所示。

閃絡衝擊波試驗

(lightning impulse voltage test)

使用30公尺電纜樣本，分別以正負極性750kV電壓連續測試10次 (at 

750kV and at 95℃～100℃ on the conductor)

表8 海纜例行性抽樣試驗項目及內容[1] [5]

試驗項目 試驗內容

1.製造時中間檢查項目

1. 導體

2. 絕緣層

3. 防水層構造、尺寸試驗

4. 外部導體

5. 防蝕層

2.工廠成品試驗階段

 (成品抽樣試驗、成品例行檢驗)

1. 試驗試料

2. FJ接續―FJ防蝕層絕緣抵抗試驗

3. 成品例行試驗(鎧裝後)

4. 光纖、鎧裝、構造、尺寸、性能試驗

5. 成品例行試驗

表9 海纜特有機械試驗項目及內容[1] [6]

試驗項目 試驗內容

海纜特有機械性能試驗 (參考CIGRE建議試驗標準)

1.繞捲試驗

1.   繞捲試驗

以電纜外徑140mm、重量49kg/m為例，經計算試驗

條件如下：

(1)彎曲直徑11.2m

(2)11.2～16.2m順向3圈、逆向3圈

(3)順向3圈及逆向3圈完成後，放置1週

2.彎曲抗張試驗 2. 彎曲抗張試驗

以電纜外徑140mm、重量49kg/m為例，經計算試驗

條件如下：

(1)彎曲直徑5.6m

(2)拉伸張力96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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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海纜輸電系統規劃設計實績在國內仍屬少

數個案，輸電系統規劃設計需結合海纜構造特

性設計能力、海纜製程瞭解及現場佈設技術、

輸電特性檢討等三面專業技術，由於目前尚無

國際規範制訂相關設計依據，一般均以參考國

際案例居多(如挪威、日本等在海纜工程具豐

富經驗之國家)，於海纜構造部分可參考日本

相關電氣規範，在海纜試驗品質驗證部分可以

IEC60840及GIGRE171、189等國際規範及相關

文獻，惟檢驗過程是否需國際第三者公證單位

或獨立試驗室來進行會驗應另加以考量。

在輸電特性檢討部分，在長距離海纜輸電

線電容傅倫第效應(Ferranti Effect)檢討部分更屬

重要課題，除輸電線本身外，若有與其他系統

連結調度時需以整體電網系統考量，可藉由電

力暫態模擬軟體(如The electromagnetic transients 

program, EMTP)來模擬檢討海纜相關暫態特性，

以維持系統穩定性，並結合光纖偵測系統以確

保輸電安全。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經公開邀

標評選，有幸擔任台灣電力公司主辦「林邊～

小琉球新設二回路25kV海纜工程規劃設計及發

包監造技術服務工作」及「台灣～澎湖161kV電

纜線路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工作」等

案之技術服務顧問，開創國內離島海底電纜工

程技術先驅，其中林邊～小琉球25kV海纜案已

順利完工並於民國100年5月28日正式啟用加入

系統，另台灣～澎湖161kV海纜案已發包刻正施

工中，作業期間承蒙台灣電力公司各級長官指

導協助，與相關施工專業承包商及台灣世曦公

司同仁協助配合，謹誌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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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海底電纜、電纜線路、環境影響評估、環保對策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環部／技術經理／蘇玫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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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電纜之
環境影響評估及
環境監測作業



2

No.95│July, 2012 │87

專
題
報
導

ABSTRACT摘  要

321

現代海底探測技術及海底電纜佈設技術之提昇，已可在先期佈纜規劃路徑階段選擇

對海域干擾最小之區域佈設纜線，且透過技術已成熟之鋤埋佈纜作業，可將以往直接佈

放於海床上之電纜，改為埋設於海床底下，對海域之環境可達到最佳之保護，且可讓海

底電纜避免受到漁船作業不慎等之外力破壞，有效提昇輸電之安全與可靠度。

由於採埋設於海床下之方式佈設，海底電纜完成後對海域環境已幾無影響，為此依

據環保署公告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海底電纜之佈

設開發行為，在佈設長度達到50公里以上，方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台灣～澎湖161 kV

電纜線路工程為國內第一條且為目前唯一達到上述標準而完成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之海底

電纜工程。

台灣～澎湖161 kV電纜線路工程係為因應澎湖之用電需求，而考量於台灣本島之雲

林縣口湖鄉與澎湖縣之尖山電廠間，鋪設海底纜線與陸地纜線，透過電纜之電源傳輸平

台，以平衡台灣、澎湖兩地間之供電調配。其「環境影響說明書」於民國96年2月間提

送環保署審查，經兩次專案小組審查，即獲〝建議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審

查結論，為近年台電公司建設計畫環評審查相對順利之案件，主要原因為規劃作業已充

分考量環境影響事項，環評作業亦掌握重點課題，謹予簡介，供各界參考指正。

壹、輸電線路工程之環境影響評
估辦理規定

基於國家長期發展利益，環境保護與經濟

發展應兼籌並顧，爰此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以下簡稱環保署)於民國83年12月30日公布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法」(以下簡稱環評法)，規定

各種開發行為，在規劃階段應同時考量環境因

素，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同時為明確規範界

定應實施環評之開發行為種類、規模，續於民

國84年10月18日訂定發布「開發行為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以下簡稱認

定標準)。

依據民國84年公告之認定標準第31條第8

款規定：345kV或161kV輸電線路鋪設於國家

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原住民保留地等特定區位之一者，即應辦

理環境影響評估；或輸電線路鋪設長度達50公

里以上者，亦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而考量地

下化電纜之影響較小，環保署民國98年12月2日

所修定公告之認定標準，則更改規定：345kV或

161kV輸電線路〝架空〞通過國家公園、野生動

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重要

濕地、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

告之自然保護區、原住民保留地等特定區位之

一者，或與國民中小學及醫院直線距離50公尺

以下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亦保留〝架空〞

或〝地下化〞線路鋪設長度50公里以上者亦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民國69年啟用供電之連接台灣本島與硫

球電力網之海底電纜，是台灣第一條電力用海

底電纜，惟當時施工技術不若今日，只能將電

纜敷設於海床上，因而在民國94、95年間曾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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纜路徑探測主要項目包括：多音束海域水深調

查、海纜路徑海床鑽探（含試驗）、海流及潮

位調查等，及較特別之土壤熱阻抗試驗。經蒐

集海域之海氣象條件及海床地質條件及熱阻抗

係數後，可計算出海底電纜銅導體所需面積、

被覆層大小，並綜合研判海纜佈設路徑與釐定

施工方式。除前述海象地質之探測外，在進行

海床探測時，亦同時針對礁岩分布區域及有無

古沉船等環境生態資源及文化資產之存在進行

探測，並依據探測成果採取相應之迴避或保護

等措施，因此海床探測調查成果，扮演著海底

電纜計畫成功與否之重要角色，同時也是海纜

計畫執行海域環境保護之重要關鍵。

以台灣～澎湖161 kV電纜線路工程為例，

其係於台灣端雲林口湖鄉至澎湖端尖山電廠

之間，鋪設一條 200 MW×2 回路（6線）、

XLPE 包覆之電力纜線，以連接台灣、澎湖間

之電力網，滿足澎湖用電需求，同時也可將澎

湖低碳島計畫所生產之潔淨能源輸送回台灣。

其整體電纜線路即包括陸纜及海纜兩部分，陸

纜在台灣端係由雲林口湖鄉採地下電纜方式沿

既有道路佈設至台子村海岸邊上岸人孔處，在

澎湖端係由海纜上岸處以地下電纜接至澎湖尖

山電廠；海纜則由台灣端之雲林台子村海岸，

向〝西南西〞方向沿外傘頂洲北側，經澎湖水

道，向〝北〞彎繞過「香爐嶼保護區」及人工

魚礁後，接至澎湖尖山海岸 (參見圖1)。電纜總

長約65公里，其中陸纜部分約6公里，海纜部分

約59公里。

陸纜施工主要採明挖方式，管路每隔約1.5

公尺以隔板固定，並填入混凝土 (參見圖2)；管

路埋深至少1.2公尺，並考慮每隔約280～300

公尺設置1人孔。海纜埋設深度於深水段約2公

尺、近岸段約2～5公尺，穿越海域最大水深約

90～133公尺；六條纜線之佈設間距隨水深不同

而變動，在近岸端靠近人孔段之間距約5公尺，

於水深約133公尺附近佈設間距達約200 公尺 

次遭船錨鉤斷而故障停止供電，嚴重影響硫球

當地居民生活。故為充分滿足琉球居民用電需

求，台電公司於民國95年11月委託台灣世曦

公司進行規劃興建全長約17公里之新海底電纜

(林邊～小琉球)，並於民國98年7月動工開始敷

設，歷經近二年施工，於民國100年5月28日正

式通電啟用。依據前述認定標準規定，林邊～

小琉球海底電纜之規模及區位，均未達應辦理

環境影響評估之條件規定，因此未辦理環評作

業。

台灣～澎湖161 kV電纜線路工程則是台

灣第一條依據環評法及認定標準規定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之海底電纜興建工程。台灣～澎

湖161 kV電纜線路工程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係由

台電公司於民國95年5月委託台灣世曦公司辦

理，其第一階段作業成果「環境影響說明書」

經環保署進行兩次專案小組審查（第一次專案

小組審查：96/4/13，第二次專案小組審查：

96/9/21）後，建議〝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並於97/1/22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163次會議審查通過。本

文謹就台灣～澎湖161 kV電纜線路工程環評作

業之實際辦理經驗探討海底電纜之環境影響評

估及環境監測作業主要課題。

貳、海底電纜工程概述

海底電力電纜係用於連結跨越海域兩地之

電力系統，因此其輸電線路工程一般而言涵括

有陸域之接續電纜、海域之電纜，以及海、陸

電纜接續所可能採用之散熱機房、人孔或開閉

所等設施。海底電纜與陸域電纜最大不同，在

於海底電纜必須克服海域條件，且必須因地制

宜，因此在規劃選線階段即須將環境及工程特

性一併納入考量，亦即海底電纜之路徑研選必

須藉由現場資料調查，取得海象與海床地質等

參數，以進行海底電纜之設計，所須進行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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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陸域電纜明挖管路構築型式示意

圖1  台灣～澎湖 161 kV 電纜線路工程規劃路徑示意

圖3  海域電纜埋設深度及佈設間距示意

參、主要環境課題及相應措施

海底電纜工程主要環境影響事項及減輕對

策在規劃初期之海床探測調查，及環評作業階

段之海域生態等環境調查評估均需充分掌握因

應，另在環評審查期間仍與其他類型之開發計

畫環評案同樣會遭遇計畫需要性及計畫成本效

益之質疑，台澎海纜工程即曾面對前述需求性

之課題，而對部分實難精確評估之海域生態影

響亦一再被提問。

由於電纜線路工程之環境影響多發生於施

工階段，且陸纜及海纜之環境影響特性不同，

(參見圖3)。海纜佈設主要採用專門佈纜工作台

船進行施工，於一般砂質海床段採佈設與埋設

同時施作方式，於岩石海床段則以埋設後外加

覆蓋保護層方式施作以確保埋設深度，主要施

工步驟參見圖4。

陸纜工程包括纜線製作、土建工程、纜線

延放以迄最後測試商轉，估計工期約18個月。

海纜工程受限氣象及海象條件，每年僅4～9月

較適合施工，估計工期約3年（其中海纜製造生

產估計需時1.5年），而在海域現場之佈纜作業

係利用海域平穩無風浪時進行，平均每條纜線

佈設施工期程約需10～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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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寬僅約6.4～8公尺，

而管路開挖埋管所需施

工範圍約佔道路寬度3公

尺，故施工期間對當地

交通之維持須妥善規劃

考量。

(二) 相應對策

為 降 低 陸 纜 施 工

造成道路容量縮減以及

土方運輸車次加入之雙

重影響，所規劃減輕對

策為：採分段施工方式（參見圖5），於

人口密集之聚落處，以每50公尺為一階

段；於非聚落處，以每100公尺為一階

段。土方運輸時間則避開上、下班之通

勤尖峰時段。

二、海纜施工

(一) 環境影響

                   圖5  計畫陸纜施工交通維持措施示意

                                                             圖4  海域電纜施工步驟示意

茲以台澎海纜工程為例擇要分述如下：

一、陸纜施工

(一) 環境影響

陸纜施工對環境之影響主要為台灣端

於狹窄之既有道路以明挖方式佈管時對當

地交通之衝擊。台灣端陸纜行經鄉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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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澎湖古沉船將軍一號及將軍二號位置示意

圖6  澎湖海域珊瑚礁分布示意

圖7  澎湖海域魚礁分布示意

圖8  台灣雲林沿海淺海養殖區分布示意

海纜施工對環境之影響主要為海域

污染、海域生態及漁業、海底文化資產

及海上交通干擾。其中海域生態部分有

近年備受關切之中華白海豚保育問題，

海底文化資產有是否碰觸澎湖海域古沉

船問題，海上交通則須考量施工期間鄰

近海域現有漁船、客船、國際貨物船及

國際油輪之通行安全。

海纜施工造成海域污染主要為海纜

鋪設過程中之海床擾動所引起，計畫海纜

初步考量採用〝附加高壓水式之鋤式埋設

機〞進行埋設，鋤挖斷面約0.4公尺（寬）

×2.3公尺（深），海底污濁擴散範圍在

日平均流速0.5 Knot時，污染濃度2 ppm擴

散範圍約2公尺（砂質）～315公尺（泥砂

混合）；最大流速1.6 Knot時，污染濃度

5 ppm擴散範圍約0公尺（砂質）～42公尺

（泥砂混合），污濁消散時間約2小時。

(二) 相應對策

為避免海纜佈設對澎湖海域珊瑚礁、

人工魚礁、古沉船及台灣端沿岸養殖區之

影響，海纜路徑規劃時，已避開珊瑚礁

區、魚礁區、淺海養殖區及文獻記錄古沉

船地點（參見圖6～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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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施工振動驚嚇，故接近烏魚養殖池附近

之陸纜儘可能避免於烏魚繁殖期與捕捉期

施工。

在避免碰觸古沉船方面，計畫電纜

工程規劃階段進行海床探測時，同時進行

side-scan、磁力探測、multi-beam測深等

作業，其精細程度甚至可探測出光纜之位

置，前述探測作業在海纜路徑沿線未發現

古沉船，亦無船錨等鐵質反應，對照文獻

記錄之將軍一號及將軍二號沉船位置與海

纜路徑相距約20公里，計畫海纜應無碰觸

古沉船之可能。

在海上交通維護方面，於海纜佈設

前，須事先通知台中港務局及高雄港務局

發布航港通知並知會當地漁會，通知航行

該海域之各種船隻注意。承包商亦應於佈

設台船四周佈置警戒船並閃爍警示燈，警

告他船勿入作業水域；必要時不定時鳴笛

以輔助偵搜雷達。

肆、環境監測作業

海底電纜工程因為佈纜技術之提昇，新

佈設之海底電纜已可將纜線佈設於海床之下，

台灣澎湖間之海底電纜即埋設於海床下約2公

尺處，完成佈設開始輸電後對周邊地區及海域

生態並無不良影響；且海底電纜四周有海水流

動，可將熱源擴散帶走，到達海床面時，水溫

幾乎與海水原溫度相同(參見圖11)。綜上，海底

電纜完工後對生態及環境品質幾無影響，故而

其環境課題如前所述主要來自施工階段之施工

行為產生之影響，因此在海纜工程之環境品質

管控即聚焦於施工期間，相應之環境監測作業

亦著重於施工階段之環境監測。

在海域污染防治及海域生態維護方

面，深海段海纜鄰近若有珊瑚礁區、魚礁

區時，選擇污染擴散影響較小之時期施

工；近岸段海纜選擇風、波浪與海流較小

之時段施工，並配合使用污染防止膜（參

見圖10），以控制懸浮物之污濁擴散範

圍；上岸段因採抓斗進行預先挖溝之作業

方式施工，亦先設置污染防止膜，隔離預

挖溝區域與周圍水域。

為避免影響中華白海豚之覓食，將於

施工規範中規定承包商於發現中華白海豚

於臨近海纜施工區500公尺範圍內海域活動

時，應暫停施工，待其遠離500公尺外，再

行復工。

在漁業作業維護方面，採取之措施

為：施工區域避開現有蚵架區域；鄰

近蚵架區域施工時，使用污染防止膜，避

免影響蚵架區域之水質；工期避開近岸

漁業之繁殖期與捕捉期，並與當地漁會、

漁民進行溝通協調將相互干擾降至最低。

另考量烏魚「變性」及「結子」期前後易

圖10  污染防止膜示意



2

No.95│July, 2012 │93

專
題
報
導

動底床造成海水混濁擴散之範圍及影響程度進

行監測，亦即在近岸端佈纜作業所採用之污染

防止膜圍阻範圍內、外各進行水質中之懸浮固

體及油脂監測。對於深海段之監測則必須分別

對表層、中層及底層執行水質調查及生態調查

(台澎海底電纜之海域水質及生態調查點參見圖

12)；同時基於對珊瑚礁區生態之維護，亦對珊

瑚礁之族群進行調查並進行海底攝影，期藉由

適當之環境監測作業，掌握環境變化狀況，以

確保不影響環境品質。

由於海底電纜工程包括有陸域及海域之

工程項目，因此環境監測作業亦必須分別針對

陸域及海域之部分進行考量研擬監測計畫。其

中在陸域的部分需佔用道路施工，故對主要受

影響之道路必須進行交通量、車種組成及行駛

速率之定期監測，以提供施工期間適時提出改

善因應措施重要依據；另外陸域電纜無論採架

空或地下化方式佈設，營建工程施工行為都會

產生局部且短暫之空氣揚塵及噪音振動，在監

測計畫中相對須將空氣品質及噪音振動納入監

測項目之一。對於海域的部分則對海纜佈設擾

圖11  海底電纜溫度擴散示意圖

圖12  海底電纜海域生態及水質調查點分布示意圖

(11-a)常時輸電溫度擴散推算示意圖(50%load) (11-b)緊急尖峰輸電時溫度擴散推算示意圖(100%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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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台灣本島與各離島之電力供應系統，原為

各自獨立之供電綱絡，透過海底電纜將跨越海

域兩端之電力系統加以連結，則可大幅提昇小

區域供電網路之穩定性及可靠度。但過去海底

電纜係直接將電纜敷設於海床上，在缺乏保護

措施之情況下，海底電纜易遭受船錨勾扯等等

之外力損壞；現代則已改採技術成熟之鋤埋佈

纜作業方式，將海底電纜埋設於海床底下，不

但對海域之環境可達到最佳之保護，亦可讓海

底電纜避免受到漁船作業不慎等之外力破壞，

更能有效提昇輸電之安全與可靠度。

清楚掌握電纜佈設海域範圍之環境條件特

性資料，是決定能否將海域環境影響降到最小

以及佈纜工程成功與否之主要關鍵及基礎。台

灣～澎湖161 kV電纜線路工程即是一個絕佳之

成功案例，其透過先期之路徑探測作業，取得

完整之現場調查資料後，再加以研判選擇對海

域干擾最小之區域佈設纜線，有效達成事前預

防、迴避等環境保護之優先原則，包括對於近

岸之珊瑚礁區、漁業養殖區、保護魚礁區等等

海域常見之重要資源均於路徑研選時即加以注

意及保護。其規劃執行之各項環境保護措施，

當可供作未來進行各類海域開發之優良參考範

例。此外，在文中所探討分析之中華白海豚，

是未來在台灣西部近海區域開發時，不可輕忽

之重要生態課題，本案之分析資料可提供各界

分析此一課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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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雙層鎧裝海纜、水下無人遙控載具(ROV)、水平導向鑽掘(H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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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屏東區營業處／經理／陳碧宗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部／資深協理／廖學瑞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部／經理／張欽森 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部／副理／林俶寬 5

關鍵詞：雙層鎧裝海纜、水下無人遙控載具(ROV)、水平導向鑽掘(HDD)

點亮西南海域
的明燈─
林邊∼小琉球
海底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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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1 2 3 4 5

琉球嶼俗稱小琉球，屬屏東縣離島地區，位於東港鎮西南海面約八海浬，為台灣本

島附近十四屬島中唯一珊瑚礁島嶼。民國63年4月1日台電公司接辦小琉球供電業務後，

早期係以高成本之小型柴油發電機發電，後於民國69年6月25日完成屏東縣林邊鄉崎峰

村至琉球鄉大福村間之二回路17公里海底電纜，但當時海上埋纜施工技術尚不成熟，加

上後續不預期外力因素影響，造成該海纜前後五次災損，其中以民國95年11月18日琉南

線三相全斷，造成小琉球供電不足影響最巨。台電公司屏東區營業區處考量近年海纜鋪

設技術成熟，並基於環保理念，新建海纜傳輸平台除可減少琉球電廠之二氧化碳排放量

外，也有助於電力系統之調配，遂決定辦理林邊～小琉球二回線海底電纜之汰舊換新工

程計畫，以穩定小琉球供電電源，改善供電品質。

壹、前言

小琉球隸屬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為台灣

地區唯一之珊瑚礁島嶼，素有「海上公園」稱

謂。林邊～小琉球間之原舊有海纜，係於民國

69年6月25日竣工，為全國第一條海底電纜，如

圖1所示。惟當時海上埋纜施工技術尚不成熟，

加上後續不預期外力因素影響，造成該海纜前

後五次災損，其中琉北線於民國94年7月24日因

故部分損壞(僅能兩相供電)，而民國95年11月

18日因不明原因以致琉南線三相全斷，造成小

琉球供電不足影響最巨，圖2則為民國91年第三

次事故點維修位置。台電公司為穩定電源曾不

惜成本租用發電機供電，然基於環保理念，減

少琉球電廠二氧化碳排放量及改善供電品質，

屏東區營業區處遂決定辦理林邊～小琉球二回

線海底電纜之汰舊換新工程，以期提昇供電能

力，滿足小琉球地區供電穩定之需求。

基此，於屏東縣林邊鄉崎峰村與琉球鄉大

福村之間，汰舊換新林邊～小琉球海底電纜，

新設海纜係為二回路25kV /500MCM /3芯雙層

鎧裝海纜,，並於琉球電廠內加設CGIS等系統

設備，俾以連接崎峰開關場與琉球電廠配電系

統。民國100年5月28日正式啟用後，點亮了台

灣西南海域之明燈，並促進地方建設與觀光遊

憩發展。

一般海底電纜之建構，必須先經過審慎嚴

密之海域調查分析，再從選線規劃、海纜設計

製造、施工船機研選、現場佈(埋)纜施工、線路

設備運轉測試、最終加入系統正式供電，期間

一步一腳印，以期降低施工風險，如期如質踏

實完成。此項海底電纜工程除順利完竣並運轉

正常外，亦為國內累積許多重要規劃設計與施

工之經驗，包括海纜沖埋之ROV運用與上岸H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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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計畫內容

海纜工程範圍除了「海纜及開關場細部設

計」外，主要包括「施工前水深、地質及磁力

探測調查作業」、「既有舊琉南線海纜回收工

程」、「新設二回路海纜(含陸纜)佈、埋設工

程」、「開關場安裝工程」及「環境保護及勞

安衛生措施」等，其主要工程項目分述如后：

(一) 海纜線路工程

海纜線路工程(含陸域段單芯防蟻電

纜)，以滿足18.9 MVA×2cct (479A×2cct)

送電容量之多重接地配電系統需求，每條

海纜裝軸後及施工時無中間接續，小琉球

端海纜上岸後於新增人孔內使用中間接續

接頭與陸上防蟻電纜實施接續；另考量海

纜佈設空間需求，既有舊琉南線海域段採

行全線回收。

(二) 陸域管路工程

1. 林邊端

林邊端之電力網引接點位於海堤後側

之崎峰開關場，而海堤外側因有一系列離

岸堤保護，海岸呈現一片沙灘，故海纜經

過離岸堤，在沙灘上登岸後，再以地下推

管方式(Pipe Jacking Method)設置管路涵洞

直接穿越海堤基礎及堤後道路進入崎峰開

管路施工等；更將海事工程由近岸之海岸保護

與港灣開闢，帶入更深之海洋工程領域，不僅

於工程技術上奠定重要基石，亦能進一步與國

際性離岸工程(offshore engineering)接軌，為未

來離岸海域開發帶來新契機。

貳、海底電纜計畫內容

一、 計畫期程

林邊～小琉球新設二回路25kV海纜工程之

計畫區位置在原琉南線及其南側，每回路計畫

長度約17公里。新設海纜之規劃設計係於民國

95年11月22日開始，概分為五個階段工作；而

海纜統包工程乃於民國98年7月28日決標(工期

690日曆天)，整體海纜系統則提前於民國100年

5月28日正式啟用。

圖1 林邊～小琉球海底電纜配置示意圖

圖2 林邊～小琉球舊有二回路海底電纜第三次維護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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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琉球電廠內新設CGIS  ba y  、

20,000 KVA自動調壓器、所內用變壓器

SSTR 3ψ3W 220V 150KVA、ATS控制盤、

LBS防鹽害開關、琉南線與琉北線之自動調

壓器，洩油池、遠端自動化監控系統....等

開關場所需重要電機設備。

參、規劃設計之特色

 一、海域條件現場調查

海底電纜與陸域電纜最大不同，在於海底

電纜必須克服當地海域條件，且因地制宜設置，

關場，如圖3所示。開關場內則再以設6〞

及8"PVC管直埋方式佈設海纜與開關箱連

接，此工法除不影響海堤安全外，更不會

對道路運輸產生影響，讓林邊鄉之居民進

出無虞。

2. 小琉球端

小琉球端陸纜(單芯防蟻電纜)部分，配

合海纜水平導向鑽掘(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HDD)至上岸人孔，並接續單芯防

蟻電纜後，再以明挖混凝土（RC管路）方

式埋設6〞PVC 8支至指定人孔，再經大福

漁港聯外道路既設管路沿線，以6〞PVC 16

支(RC管路)彎入琉球電廠大門再與新設開

關場銜接，如圖4所示。海纜上岸人孔，因

須與地形及土地利用相互配合，採用台電

A3場鑄加長型人孔以作為線路接續及維護

用，上岸人孔配置則另外考量海纜拉力限

制，使其順利通過管路，進入開關場；海

纜上岸段(含潮間帶)及陸域管路(含人孔)則

加強構築防蟻保護措施。

3.  開關場電力設備及場內線路工程

(1)  配合東林線配電系統，於林邊端崎峰

開關廠內新設4way 自動化開關2組(台

電供料)及拆除舊4way 開關舊陸纜改接

至新設4way自動化開關(含電纜處理頭

3組)供新設琉北、琉南線使用；另增設

崎峰開關場6"及8"直埋管路及海、陸纜

鋪設。

(2)  小琉球開關場管路及防蟻電纜鋪設，乃

考量上岸人孔至台電公司指定之既設人

孔(FA87)間之新增RC管路，位於近海岸

處，因地質較為潮濕，6"管內之電纜容

易遭受蟻害，造成斷電危機，故使用防

蟻電纜。

圖3  林邊端海纜上岸及管路工程位置圖

圖4  小琉球端海纜上岸及陸纜管路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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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調查、海纜路徑海床鑽探（含試驗）、海流

及潮位調查等，及較特別之土壤熱阻抗試驗，經

蒐集林邊、小琉球海域之海氣象條件、海床地質

條件及熱阻抗係數後，方可計算出海底電纜銅導

體所需面積、被覆層大小，並綜合研判出海纜佈

設路徑與釐定施工方式。

故須先從現場資料進行調查，並於取得海象與海

床地質等參數後，方能進行海底電纜之規劃設

計，此外，由於林邊～小琉球海域間尚存其他

海底管線(詳圖5所示)，因此海底電纜之路徑研

選，扮演著海底電纜計畫成功與否之重要關鍵。

至於海纜路徑探測之主要項目包括：多音束海域

圖5  林邊～小琉球海域鄰近既設纜管線及漁礁區概況圖

圖6  日本神戶商船大學下錨及拉錨貫入試驗結果評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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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海底電纜；另外考量目前於林邊及小琉球

海岸，皆有海堤或離岸堤設置，為避免海纜施

工破壞海堤，於防汛期若遭逢颱風波浪侵襲，

可能造成堤後居民生命財產之損失。基此，海

纜於林邊端上岸點附近採地下推管方式穿越海

堤，而小琉球端則以HDD水平導向鑽掘工法，

穿越大福漁港之鄰近海堤，該HDD水平導向鑽

掘工法雖於國內已有相關實績，但由海岸向海

域鑽掘施工仍較少案例，除前述防災避險功能

外，亦能達到維護海域環境之功效。

肆、三芯雙層鎧裝海纜製造與驗證

 一、海纜型式與運轉條件

考量屏東地區併聯之配電系統，林邊～

小琉球二回路海底電纜之每回路額定電壓為

25kV，海纜線徑500MCM，並採用XLPE雙層鎧

裝，設計送電容量為18.9MVA(479A)，其設計斷

面如圖7所示。

此海纜之主要特色，係為三導體同於一條

纜線之內，其絕緣層採用XLPE，填充層與墊層

則採用聚丙烯線條，另為防止海纜因外力破壞

導致海水入滲問題，除使用半導電阻水膠料包

膜外，並採鉛合金無縫護套。此外，為維護海

纜安全，其雙層鎧裝均使用鍍鋅鋼線繞紮，二

層間再以PE帶固定，以提高安全度。另為避免

輸電過程中之感應電壓影響使用安全，乃設置

3ψ4W，60HZ，6.6/11.4kV，及 13.2/22.8kV，

多重接地配電系統。將海底電纜與一般電氣設

備之避雷接地分開，以因應緊急情況所需。

 二、海纜製造與驗證

海底電纜製造過程中，需考量送電品質之

穩定性及其維修時之困難性，於長達17公里海

纜間僅有廠內接續而無現場接續。因此，於海

除土壤熱阻抗之量測外，施工前之海域調

查項目內，首次以海研一號搭配由國外進口之海

域震動土壤採樣器(Vibra core)，進行海床土壤採

樣，並將所採得之海床土樣進行一般土壤試驗及

相關力學試驗，以作為後續海纜施工時評估船機

能量之參考。

二、埋纜條件規劃評估

由於本計畫所在之海域每年冬末初春之

際，為近海鰻魚苗捕撈季節，且林邊、小琉球

外海目前設置五處人工漁礁及三處保護漁礁，

詳圖5所示，加上櫻花蝦捕撈之近海漁業興盛，

新設海纜為防止海纜被漁船之拖網漁具或拋錨

所傷，乃依據日本實驗參考資料(詳圖6所示)，

以埋設於海床下2m為原則，但埋設困難之處，

得採用鑄鐵盒以裹縛方式保護電纜。另海纜靠

近林邊端近岸時，於10m水深以內埋設於海床

下3m，防止鰻魚苗捕捉網固定架貫入海床而

圖7 林邊～小琉球25kV海底電纜設計斷面

圖8 電氣定型試驗之部分放電試驗查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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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另由國外第三者公證公司(SGS)進行A等級

公證檢驗，並至日本海纜製造工廠執行監督與

簽認，再於裝軸出廠及佈設前，針對海纜外觀

進行查檢，以確定海纜製造品質無誤；另工程

驗收前除辦理海纜竣工試驗外，並完成二回線

系統電壓48小時試驗。

至於陸域二側陸域上岸點部分，其終端接

頭皆採用符合台電公司A008(94-06)「預鑄型高

壓電纜接頭及配件」規範之產品，並為維護陸

域電纜安全，於小琉球端陸域段電纜採用防白

蟻咬噬之保護裝置或被覆，以防止蟻害。

伍、海纜佈(埋)設與開關場施
工配置

 一、海纜佈(埋)設方式

本海纜工程穿越之水域由淺至深，其

間經過之地質條件不一，施工方式亦有所

不同，必須使用綜合性規劃之思考模式，

選用或進口不同之施工船機，相互配合方

能完成。陸域段除一般管路明挖外，採用

水平導向鑽掘(HDD)及推管工法(PJM)，海

域段之海纜則採「先佈放後埋設」之工法

進行施工。有關各路徑上之施工特色分述

如下：

纜全線製交前，必先通過定型試驗，試驗材料

包括足夠長度之實用海纜、廠內接頭、終端接

頭等，圖8係為電氣定型試驗中部分放電試驗之

查驗情形，另外，循環老化試驗則驗證海底電

纜歷經長期運轉過程中對材料老化之影響；其

後再於工程驗收前完成現場竣工試驗。

不論定型試驗或循環老化試驗，其主要

目的係為確保海底電纜之製造與施工品質。因

此，本案於定型試驗時除委由義大利獨立試驗

室CESI公司進行試驗認證外，製造過程中各項

圖9 林邊端上岸段海纜推管穿堤示意圖

圖10 小琉球端上岸段海纜HDD穿堤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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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颱風來襲，造成埋纜施工進度延後2週完

成，所幸並未影響整體完成進度。

由於深海段海底電纜施工水域已超過

一般潛水人員之作業區域，施工品質端賴

先進之遙控儀器進行監測，得以隨時監控

海纜埋設於海床下之情形，並避免ROVJET

遭遇障礙物或強大海流而損害。

(三) 開關場施工配置

1.  開關場系統

林邊～小琉球新設二回路25kV海纜工

程銜接之開關場，其電力系統屬11.4/6.6kV

及22.8/13.2kV，相關電氣設備包括23kV級

GIS氣封型開關箱、4路開關箱、調壓器及

所內用變壓器等設備，且皆設有電力監控

(一) 上岸段施工方式

林邊端上岸段海纜(3芯海纜)係以地下

推管方式直接穿越鄰近海堤及堤後道路，

推管從開關場圍牆內之出發井穿越至海堤

後沙灘段之到達井，如圖9所示。推管出

發井採沉箱逆置式工法，到達井則以鋼板

樁圍堰施作。其施工特色乃在於不破壞海

堤之堤體，且以對交通影響性低之方式完

成。

小琉球端上岸段考量海床地質條件

屬於火成岩及珊瑚礁岩等特殊岩層，且附

近海域地形變化劇烈，離岸不遠處水深已

達-30公尺以上，因此選用HDD水平導向

鑽掘工法，於德國技師指導下由陸域向海

域鑽掘，鑽頭鑽出預定海床地點再更換鑽

頭擴孔，並將HDPE管由海下拉回陸域，

以利海纜穿管所需，如圖10所示，不僅施

工期短且不破壞近岸之珊瑚礁層，完全符

合環境保護原則。

(二) 近海段施工方式

林邊端之沙質海床採用國內廠商自行

研發之高壓噴水埋設機(如圖11所示)進行埋

設，另考量海域區域係屬漁民冬季期間捕

撈鰻魚苗之作業區，因此該段海纜除埋設

3m外，另以鑄鐵保護管包覆，避免作業漁

具造成海纜損害。

3.  深海段施工方式

為避免海纜因船舶下錨或拖網漁船之

外力影響而發生斷電事故，採用專用佈纜

船搭配ROVJET(如圖12所示)進行海纜埋設

工作，埋設深度以2公尺為原則。此種埋設

工法雖屬國際海纜常用工法，但於台灣電

力海纜施工係屬首次，雖埋纜期間遭逢梅

圖11 林邊～小琉球近海段海纜高壓噴水埋設機

圖12 林邊～小琉球深海段海纜埋設之ROV下水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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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為小琉球開關場完工後全貌。

陸、結論

林邊～小琉球25kV海底電纜設置之主要目

標，係為配合政府離島建設政策，帶動區域經

濟及小琉球觀光事業發展，並提供充裕且穩定

之優質電力，以提升離島居民生活品質。另於

附加價值方面，每年可節省發電機燃料油之鉅

額費用約新台幣5,400萬元，並減少溫室氣體

CO2排放量約7,412公噸，符合小琉球綠色生態

觀光島發展目標。

林邊～小琉球海底電纜雖產製於國外，但

海纜工程之規劃設計、深海水域調查、海纜全

線之鋪設及近岸段之埋設施工等皆由國人自行

研發辦理，顯示國內相關之水下技術，於近年

來已有明顯提升，尤其深海水域部分，雖仍須

引進國外專用佈纜船及其深海埋設機ROV才能進

行施工，但過程中皆有國人共同參與並學習相

關技術，對於未來更深層次之離岸海域水下工

程，奠定技術發展之基礎。

設備，另於控制室內配置一套監控主機，

監控電力設備之運作狀態。

2.  機電設備施工

(1)  在林邊端崎峰開關廠內新設4way 自動

化開關2組，並拆除舊4way 開關舊陸纜

改接至新設4way自動化開關(含電纜處

理頭3組)。

(2)  小琉球端開關場則新設CGIS bay13組(附

屋外型防雨箱體，內含降溫設備且具自

動交替運轉功能)，各檔開關採用GCB且

具智慧型保護裝置(IED)作為線路保護。

(3)  新設20,000 KVA自動調壓器(自耦型調

壓器容量為2,000KVA)，採強制送油

送風(OFAF)冷卻方式；至於其他設備

包含所內用變壓器SSTR 3ψ3W 220V 

150KVA二台，1組ATS控制盤、2組

LBS防鹽害開關、遠端自動化監控系統

(SCADA)、照明、接地、避雷設備及直

流充電機等開關場所需重要電機設備，

圖13 小琉球開關場完工後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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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s a s t e r  P r o b e

關鍵字：複合式災害、海嘯災害、土壤液化、多重防禦、

            廢棄物處理、農地除塩、震後復興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張荻薇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工程師／周功台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結構部／經理／曾榮川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環部／經理／蘇玫心 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結構部／正工程師／蘇彥彰 5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部／計畫副理／張鈺輝 6

2011年3月11日14時46分(日本時間)日本東北地方

太平洋沖，發生日本有史以來最大規模(Mw=9.0)的地

震，並引發巨大海嘯，也造成最高核災等級(Level 7)的

核輻射外洩災害。這前所未有的廣域複合式災害，在日

本造成生命財產重大的損失。死亡與失蹤者約1萬9千

人，經濟損失高達16~25兆日圓，嚴重衝擊了日本的社

會經濟發展與人民的正常生活。鑒於台灣與日本同屬位

居環太平洋地震帶，地理環境及工程建設型態與日本類

似，本公司(CECI)於該地震後即積極蒐集相關資料，並

三度赴日勘災，勘災主要地點為福島、宮城、岩手縣境

內海嘯侵襲之重災區，以及鐵公路、港灣設施等災害，

並了解災後廢棄物處理情形。於災後一年勘災時，並參

加於東京舉辦的災後一年國際研討會。冀望對此種廣域

性複合式災害能有更廣泛深入的了解，以及其破壞力發

生機制與產生的損害結果有更清楚的認識，進而提升我

們因應各類天然災害的能力。

ABSTRACT摘		要

1 2

5

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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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2011年3月11日14時46分(日本

時間)，日本東北地區太平洋沿岸發生

Mw=9.0地震，震央距日本牡鹿半島東

南東約130 km、震源深約24 km，為日

本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地震，震源斷

層錯動範圍達約500km X 200km，並

引致大海嘯，溯上高度最大達38m，

陸地浸水面積達約560 km2，造成嚴

重且大範圍的災害。海嘯也導致福島

第一核電廠嚴重受損，進而引發核輻

射災害。依據日本警察廳2012.03.14

統計，本次大震災造成眾多建築物損

毀或流失，以及道路、橋梁、港灣、

機場、儲油槽等設施的損壞，死亡人

數有15,854人，失蹤人數亦有3,155人 

[1,2,3,4]，經濟損失高達16~25兆日圓[5]，

是日本有史以來經濟損失最大的天然

災害。

鑒於本次廣域複合式災害之特性

及其應變處理對策、作為，應可提供

重要且寶貴的經驗與借鏡，CECI在災

後2個月，於2011年5月9~13日共同組

團赴日進入宮城縣、岩手縣等主要重

災區勘災，並提出勘災報告供國內各

界參考[6,7]。復於災後六個月2011年9

月15~17日CECI再度赴日勘察小名浜、

大船渡、釜石等地區港灣災損及復建

情形，同時綜整相關資料提出震後

六個月的勘災報告[8,9,10]。且於災後一

年，日本各界分別舉辦有關2011年東

日本大震災災後一年的國際研討會，

藉此廣泛介紹與深入探討此次複合型

大災害的原因與特性、災後復建情形

與困難等相關內容。為能更深入與完

整地汲取災害與復建經驗，CECI再度

組團赴日，除參加「One Year aft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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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討會紀要

一、研討會說明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滿周年國際研討

會 (One Year after the 2011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ineering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Giant 

Earthquake)由日本地震工學會(JAEE)、日本建築

學會(AIJ)、日本土木學會(JSCE)、日本地質學

會(JGS)、日本機械協會(JSME)、及日本地震學

會(SSJ)共同舉辦，大會除於2012年3月1日及2

日兩日舉辦仙台災害現場勘察外，亦於3月3日

及4日兩天於日本東京都田町JR車站旁之建築

會館 (Kenchiku Kaikan, Architectural Institute of 

2011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ineering Lessons Learned from 

Giant Earthquake -」研討會及蒐集相關資料外，

並於會後2012年3月5~7日至仙台、東松島、石

卷、南三陸、氣仙沼、一關、花卷等主要災害

地區，勘察與瞭解災後一年的復建與廢棄物處

理情形。三度勘災是經由日本相關工程機構之

協助安排及專人引導，方能專車深入災區及專

船赴港口外海防波堤勘查受災情形，勘災區域

如圖1所示。本文除綜整研討會內容外，並針對

災後廢棄物處理、橋梁災害與復原、震後復興

措施等依序說明，並提出勘災心得，供工程界

同好參考。

圖1 勘災區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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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Building) 與Senbai Building舉辦學術論文

研討會(詳圖2)。根據大會統計資料顯示，3月

3、4日兩天共計發表140篇論文，參與者超過

440人，其中約有140人來自日本以外的16個國

家。由於發表論文眾多，以下僅就交通、土壤

液化與地工結構、海嘯等類論文，綜合概要說

明。

二、交通損壞等論文綜整

本次大會主席Kazuh i ko  Kawash ima以

「Damage of Bridges Due to the 2011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11]為題，介紹在2011年東日

本大地震中橋梁受損的情形，在宮城縣北部及

岩手縣南部的橋梁曾在1978年的宮城地震中受

到大規模的損壞，因此在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

造成受損的情形經評估後，將其與1978年的地

震所致損壞比較，進一步檢討耐震設計規範歷

Keynote 簡報會場

台灣與會者攝影於會場外(1)

與大會主席(Kawashima教授)合影

台灣與會者攝影於會場外(2)

圖2 研討會照片

年演進的成效，同時有關海嘯在太平洋沿岸引

發廣泛的破壞亦一併討論。

另外多數的橋梁遭受海嘯侵襲而破壞，鐵

路橋梁多因發生下部結構基礎地盤遭致淘刷而

產生傾倒，早期興建較短跨徑的橋梁也幾乎遭

海嘯破壞，而高於海嘯波浪的橋梁並未出現損

壞情形。另外，跨徑非常短的橋梁遭受海嘯衝

擊多未損壞，可能是因為海嘯波前直接衝擊橋

梁且橋台基礎非常穩固。許多橋梁的堤防及背

填土被淘刷侵蝕，雖然修復堤防及背填土較修

復橋梁結構簡單，但未來仍需考慮此類損壞之

防護措施。

以歌津大橋(Utatsu Bridge)為例，這座橋梁

興建於1972年的南三陸町(Minami-sanriku)跨越

伊里前灣(Irimae Bay)，受到海嘯侵襲而發生非

常嚴重的破壞，如圖3所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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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歌津大橋遭海嘯破壞情形[11]

圖4 歌津大橋遭海嘯破壞情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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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積之砂量亦高達75,000m3以上(約容量為25m

長之游泳池208座)。

本 次 研 討 會 有 關 所 發 表 之 日 本 土 壤 液

化論文亦多達22篇，而經綜整Kenji Ishihara 

「Liquefaction in Tokyo Bay and Kanto Regions in 

the 2011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及Kazue 

Wakamatsu 「Recurrent Liquefaction Induced By 

the 2011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Compare 

with the 1987 Earthquake」之論文內容及心得分

述如下：

311地震震央係來自牡鹿半島東南外海約

130km，規模Mw=9.0，震源斷層帶錯動範圍長

達500km及寬約200km，在150年之地震歷史紀

錄以來為史上最大，其後在同一天又發生2次大

規模餘震(Mw=7.4&7.7)，如圖5所示。                      

本次東日本大地震之震央雖距東京灣及關

東地區達300~400km，地震延時持續性長，由浦

圖4顯示海嘯可能的破壞機制，其中圖4(a)

因基礎地盤受到淘刷而傾倒的情形並沒有發

生，歌津大橋(Utatsu Bridge)的破壞模式為圖

4(b)及圖4(c)。

如果在海嘯的推湧作用下，橋面版被漂走

前受到上舉而抬起，也許可以在橋面版及下部

結構之間設置垂直方向的束制，將橋面版連結

到下部結構(海嘯防落橋裝置)，因為海嘯防落

橋裝置對下部結構而言可加強提供防止額外向

上的力量，若下部結構沒有辦法提供足夠的抗

上舉容量則必須補強。然而，因為上舉力是有

限的，除非係屬非常老舊橋梁，否則對於大部

分橋梁並不需要這樣的補強。

橋梁因海嘯引致的破壞在日本西太平洋

沿岸非常廣見，這些橋梁通常在流走前就遭到

上抬舉起，然而亦有許多橋梁雖經海嘯淹沒，

在海水退去後仍然未受損壞，因此，海嘯所造

成的損壞效應再加強研究，並考量列入未來

的設計規範。新訂的橋梁耐震規範是以2002

年日本道路橋示方書第五部分耐震設計為版本

(Japanese Specifications for Highway Bridge, Part 

V. Seismic Design 2002 )，訂定最小支座寬度及

側向防落裝置，作為防落橋之方法，修復或重

建的危橋，都是依據本耐震規範標準設計。

三、土壤液化與地工結構損壞等論文綜整[12,13]

本次研討會主要議題之一為土壤液化災

害。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導致千葉縣與茨城縣

為中心之關東7都縣，及日本東北地區發生廣大

區域之土壤液化災害，本次地震所引起之土壤

液化範圍可說為日本史上最大。土壤液化所造

成之災害，除建築物傾斜、管線斷裂、人孔向

上浮起衝出地面高達1m以上外，所噴出之水夾

帶泥砂，據報導，以浦安市(Urayasu)內所噴出
圖5 東日本大地震之震央及規模[12]



112 │No.95│ July, 2012 

3
勘
災
報
告

圖6 浦安市K-Net測站之地震加速度歷時紀錄[12]

圖7 關東受土壤液化災害之地區[12]

安市K-Net站量測到之地震

波，如圖6所示，地震波係

在仙台主震發生後十幾秒才

抵達浦安市，仙台市距離東

京約350km換算得波速約為

3.1km/sec，尖峰最大水平加

速度(PGA)在東西(E-W)方向

約為160gal。東京灣區域多

數所記錄到之PGA則在150

至230gal，主震在東京之延

時長達150sec之久，此紀錄

頗為罕見，此即為造成嚴重

土壤液化主要因素。

(一) 東京灣區域之地表損害

1. 關東土壤液化

在茨城縣及千葉縣大規模之土壤液化

主要發生於填海造地、沿河岸之沖積堆積

層及灣岸等區域，觀察到的土壤液化災害

包括土砂噴出、滲出、地裂及所伴隨之沉

陷等，影響之區域，如圖7所示，部分位於

千葉縣浦安市東側之市鎮則發生了嚴重土

壤液化之損害，如圖8所示。

2. 浦安市之損害

浦安市係於1960~1980年填海造地完

成，並開發為住宅區、公園、學校及工業

區等，造成土壤液化及未液化之地區，如

圖9。

(二)  比較2011東日本大地震與1987地震所

引發之土壤液化[13]

土壤液化重複發生於同一工址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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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發生於本次東日本大地震外，於紐西

蘭達菲爾（Darfield）2010年9月地震規模

(Mw=7.1)、基督城2011年2月

地震規模(Mw=6.2)及2011年6

月地震規模(Mw=6.2)之地震，

亦同樣在甚短期間內重複發生

廣泛之土壤液化。

本次東日本大地震引發之

土壤液化區域大部分均與過去

曾發生土壤液化之區域重疊，

如圖10。

(三) 小結

針對發生土壤液化所在

之地質區及新生地形成歷史，

圖9 浦安市嚴重損害之私人住宅區[12]

圖8 千葉縣沿東京灣發生土壤液化之地區[12]

大致可將該具高液化發生潛能之土地歸為

五大類，即(1)沿灣岸之土地、(2)將原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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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土壤液化之損害均比1987嚴重，但其破

壞模式幾乎相同。

大部分重複發生土壤液化之工址，為

人工填土區、被回填之湖泊、廢棄河道、

池塘及開挖區，惟自然沉積堆積之河岸亦

有重複發生土壤液化之現象。而4至5m之

地層主要由鬆散之細至中砂所組成，SPT

之N值小於10，地下水位約在地表下3m以

內。

四、海嘯論文綜整[14,15,16,17]

本次海嘯相關論文共計有21篇發表，研究

範圍包含：日本東北海岸海嘯監測設備之量測

結果、日本東北海岸海嘯的數值模擬、海嘯到

達時間的預測與預警制度效用的提升、海嘯對

海事結構物破壞之分析、港口船舶疏散分析…

等。

過去由於深海監測設備不足，海嘯實際測

量資料甚少，然近十年以來，尤其是2004.12.26

南亞海嘯，造成周邊國家約15.6萬人死亡，日

本政府為提昇海嘯預報的準確度與快速性，陸

續於太平洋沿岸設置離岸觀測儀器，如Coastal 

Wave Gauges、Real-Time Kinematic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RTK-GPS)、Cabled Deep 

Ocean-Bottom Pressure Gauges (OBPG)、Deep-

ocean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of Tsunamis 

(DART) buoys，Yutaka Hayashi等作者於所發表

的論文“Real–time Detection of the Source Area 

of an Intense Tsunami – Case Study of the 2011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14]利用本區所設置

的觀測儀器(圖11顯示其設備裝設位置)，暨其所

記錄到的海嘯逐時紀錄，驗證Yoshida等三種模

式的海嘯波形反演算地震強度模式。

  圖10 過去及本次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土壤液化之城鎮[13]

圖11 各類監測儀器設置位置圖[14]

道放流後之填土造地、(3)開挖後回填之土

地、(4)經回填之沼澤地，及(5)沿河岸經侵

蝕後回填之沿岸土地。

比較1987及2011地震所引發之土壤液

化現象，顯示2011大地震在同一工址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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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日本太平洋海岸潮位站實測值與海嘯數值預測值比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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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sumata等人所發表的”Rapid Source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Great Earthquakes for Tsunami 

Warning”[16]指出本次2011年311東日本大地震

死亡人數所以如此多，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地

震發生的當時，海嘯警報發布無法警覺到這是

規模Mw=9.0的強震，嚴重低估了地震的規模，

其肇因是因為第一個海嘯警告必須於地震發生

後幾分鐘內發布，過去以地震初始位移的大小(

強震持續時間cutoff period=6秒)，作為第一個海

嘯預警的基本資料，然在這大地震規模之強烈

地震，其強震持續時間(rupture duration)可長達

3分鐘以上，則無法準確預估海嘯強度，甚至低

估，使民眾失去了警覺性。故日本氣象研究所

希望經由本次研究建立“經由地震強度分布來

估算震源”、“ 地震規模與強震持續時間的關

另外Anatoly Petukhin 等發表之”Tsunami 

Simulation for the 2011 Great Tohoku Earthquake 

using Seismic Inversion Source Model and Fully 

Nonlinear Tsunami Model” 及Makoto Takao 等

發表之”Tsunami Inversion Analysis of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15]，多於論文發表中建

立其海嘯源模型(Tsunami Source Model)，,再以

前述資料來驗證本次地震所引發海嘯數值模式

分析，並與實際近岸浸水區域、海嘯高程與溯

升(run-up)高程進行反演算計算比對，並獲致良

好結果(如圖12潮位實測與預測比對)。

然而一切的資料蒐集與數值模式發展都是

為了能夠更快速、更準確地發布海嘯強度與到

達時間，以降低人員傷亡，日本氣象研究所Akio 

圖13 Kamaishi港各種條件下海嘯數值模擬之水位預測[17]

(13-a) 離岸堤未破壞情形下港內水位

(13-c) 沒有離岸堤保護下港內水位

(13-b) 破壞後港內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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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の声」。因此本次災區勘察特別造訪該廳

舍，除全員雙手合十悼念受災人員外，並衷心

期望災區能迅速復興。本次勘察過程中，勘察

人員一行並登上位於高台之志津川中學眺望整

個志津川地區，全區域之災害廢棄物於災害一

年大致清理集中堆置，惟明顯可看到受地層下

陷影響而排水功能喪失四處積水之景象。受限

於災後復舊之可運用資源與處理之優先順序，

因此即使在災後一年仍可看到擱淺於公寓樓頂

之汽車或災害廢棄物仍未清除。

2011年5月曾勘察過之氣仙沼線清水浜站、

大谷海岸站附近路段與國道45號歌津大橋、小

泉大橋等附近路段，於災後一年可看到災害廢

棄物已大致移置，惟沿岸鐵路之氣仙沼線於本

路段之復舊仍遙遙無期。歌津大橋與小泉大橋

為本次海嘯所沖毀，歌津大橋路段採便道方式

繞道通行，因此並未興建臨時便橋，而小泉大

橋則以興建完成之臨時便橋維持國道45號道路

之通行。

氣仙沼市於本次海嘯災情中屬於重災區，

本區域內有氣仙沼港，港區內有油槽設施，因

此海嘯來襲時漂流之油槽引發火災之擴散，使

得港區周邊市區內之建築遭受地震、海嘯、火

災、漂流大型船舶撞擊等多種型態之災害。在

災後一年，大部分漂流上岸之漁船已經移置，

惟仍可看到少數漁船仍擱淺在港區道路邊，雖

然道路上之災害廢棄物大致清理完畢，唯四處

仍可見到尚未執行拆除之受損屋舍；另由於地

層下陷之影響，以太空包堆置之臨時堤防設施

已成為還需存在一段時間之景觀。

係”、“從P波估算地震規模”、“從長周期地

震波決定地震規模”，以校正海嘯預測中地震

規模被低估的可能性，而影響民眾的警覺，減

少黃金逃生時間。

日本海港與空港研究所Takashi Tomita發

表”Tsunami Damage in Ports by the 2011 off 

Pacific Coast of Tohoku Earthquake” 首先針對

本次海嘯波的特性加以說明，並彙整各主要港

口海嘯波高與溯升高程，然後分析港口設施破

壞情形(防波堤移動、傾倒、沉箱破裂、碼頭損

毀、後線地盤沉陷、海床刷深等)與機制，並利

用數值模式推演Kamaishi港離岸防坡堤設置對海

嘯侵襲的影響，尤其結果顯示有無離岸堤港內

水位最大可差到7m，即使破壞之離岸堤仍提供

部分之保護(圖13)。

參、海嘯重災區災後一年勘查

本次於重災區之勘災路線大致與第一次現

場勘災之路線相同，災後二個月及災後一年之

兩次勘災行程中，南三陸町之志津川、歌津地

區與氣仙沼市為前後兩次皆勘察之區域，因此

特別比對前後兩次勘察過程所拍攝之照片等，

藉以了解東北地方重災區於災後一年之復舊與

復興之歷程。前述區域之災區災後一年之蛻變

紀錄如圖14-20所示。

志津川地區為南三陸町人口最多之區域，

沿海岸區域遭受全面毀滅性之災害，2011年5月

勘災中曾特別介紹之南三陸町防災對策廳舍與

公立志津川醫院位於本區域。海嘯來襲時於防

災對策廳舍二樓持續播音呼籲民眾避難之該公

所防災播音員遠藤未希小姐不幸罹難，其捨身

救人之偉大情操為埼玉縣教育委員會編入該縣

國中與高中之道德教育教材，教材文章名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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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 南三陸町防災對策廳舍(2011.05.10)

(14-c) 南三陸町防災對策廳舍與公立志津川醫院(2011.05.10)

(14-e) 南三陸町公立志津川醫院(2011.05.10)

(14-b) 南三陸町防災對策廳舍前合影(2012.03.06)

(14-d) 南三陸町防災對策廳舍與公立志津川醫院(2012.03.06)

(14-f) 南三陸町公立志津川醫院(2012.03.06)

圖14 災區災後一年之蛻變紀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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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a) 南三陸町志津川地區災後二個月(2011.05.10)

(15-c) 南三陸町志津川地區災後二個月(2011.05.10)

(15-e) 南三陸町志津川地區災後二個月(2011.05.10)

(15-b) 南三陸町志津川地區災後一年(2012.03.06)

(15-d) 南三陸町志津川地區災後一年(2012.03.06)

(15-f) 南三陸町志津川地區災後一年(2012.03.06)

圖15 災區災後一年之蛻變紀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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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a) 南三陸町志津川地區災後二個月(2011.05.10)

(16-c) 南三陸町志津川地區三樓公寓上之車輛(2011.05.10)

(16-e) 南三陸町歌津大橋路段災後二個月(2011.05.10)

(16-b) 南三陸町志津川地區災後一年(2012.03.06)

(16-d) 南三陸町志津川地區三樓公寓上之車輛(2012.03.06)

(16-f) 南三陸町歌津大橋路段災後一年(2012.03.06)

圖16 災區災後一年之蛻變紀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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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a) 南三陸町歌津大橋路段災後二個月(2011.05.10)

(17-c) 南三陸町歌津大橋路段災後二個月(2011.05.10)

(17-b) 南三陸町歌津大橋路段災後一年(2012.03.06)

(17-d) 南三陸町歌津大橋路段災後一年(2012.03.06)

(17-f) 南三陸町歌津地區災後一年(2012.03.06)

圖17 災區災後一年之蛻變紀錄(四)

(17-e) 南三陸町歌津地區災後二個月(201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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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a) 氣仙沼市港區邊災後二個月之擱淺漁船(2011.05.10)

(18-c) 氣仙沼市港區周邊災後二個月之擱淺漁船(2011.05.10)

(18-e) 氣仙沼市港區周邊災後二個月之擱淺漁船(2011.05.10)

(18-b) 災後一年，漁船已移除，災損二層木造房已拆除(2012.03.06)

(18-d) 氣仙沼市港區周邊災後一年，漁船已移除 (2012.03.06)

(18-f) 氣仙沼市港區周邊災後一年，漁船已移除 (2012.03.06)

圖18 災區災後一年之蛻變紀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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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a) 氣仙沼市港區周邊災後二個月(2011.05.10)

(19-c) 氣仙沼市港區周邊災後二個月(2011.05.10)

(19-e) 氣仙沼市港區周邊災後二個月(2011.05.10)

(19-b) 氣仙沼市港區周邊災後一年(2012.03.06)

(19-d) 氣仙沼市港區周邊災後一年(2012.03.06)

(19-f) 氣仙沼市港區周邊災後一年(2012.03.06)

圖19 災區災後一年之蛻變紀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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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a) 氣仙沼市港區周邊災後二個月(2011.05.10)

(20-c) 氣仙沼市港區周邊災後二個月(2011.05.10)

(20-e) 氣仙沼市港區周邊災後二個月(2011.05.10)

(20-b) 氣仙沼市港區周邊災後一年(2012.03.06)

(20-d) 氣仙沼市港區周邊災後一年(2012.03.06)

(20-f) 氣仙沼市港區周邊災後一年(2012.03.06)

圖20 災區災後一年之蛻變紀錄(七)



No.95│July, 2012 │125

3
勘
災
報
告

肆、災後廢棄物處理及浸水農地除
鹽復舊

一、災害廢棄物特性

本次東日本大震災因地震伴隨海嘯，產生

超大量廢棄物，依據日本環境省統計資料[18]，

主要受災之岩手縣、宮城縣、福島縣災害廢棄

物量龐大，其中岩手縣約476萬噸，相當於11年

份廢棄物量，宮城縣約1,570萬噸，相當於19年

份廢棄物量，為降低環境影響，並及早進行災

後復建，亟需加速廢棄物處理。

本次震災廢棄物除數量龐大外，種類及性

質複雜，主要可區分為避難廢棄物、地震廢棄

物及海嘯廢棄物，於部分廢棄物處理設施亦受

災損壞之情形下，處理作業更形困難。表1為本

次震災廢棄物分類資料。

二、廢棄物處理

表1  東日本大震災廢棄物分類表

項目 分類 概述

避難廢棄物
一般避難垃圾 避難場所、避難生活產生之生活垃圾

醫療廢棄物 醫療機構、避難場所等產生之醫療廢棄物

地震廢棄物

家用品垃圾 因地震破損、故障之家用品

房屋垃圾 因地震倒塌之房屋

汽機車 汽機車

海嘯廢棄物

海嘯浸水垃圾 海嘯浸水之廢棄物，以家居用品為主

海嘯倒塌垃圾 因海嘯破壞而倒塌之房屋廢棄物

海嘯堆積物 因海嘯沖到陸地上之堆積物，或稱污泥

水產品 因地震變成廢棄物之水產品及水產加工品

汽車船舶 汽機車、船舶

大型物品 來自工廠和建築物之大型/特殊廢棄物

混凝土廢棄物 混凝土、瀝青、廢瓦等廢棄物

草木類 沿岸沖倒、散亂、堆積之樹木

   資料來源：�廃棄物資源循環学会災害廃棄物対策・復興タスクチーム，「災害廃棄物分別・処理戦略マニュアル」，Ver2-

Re3，2011.04[19]。

(一) 政策目標及相關法令

有關本次東日本大震災之廢棄物處理

議題，日本環境省於「東日本大震災に係

る災害廃棄物の処理指針（マスタープラン）」 

[18]訂有相關處理時程如下：

1. 災害廢棄物移至暫置場

災害廢棄物靠近住家等影響生活環境

者原則於2011年8月前移至暫置場，其他廢

棄物則於2012年3月前移除。

2. 中間處理及最終處置

腐敗性廢棄物應盡快處理，廢木料、

廢混凝土等可能再利用之廢棄物則配合需

求辦理，但應考量腐敗及分解問題。其他

廢棄物應於2014年3月前處理處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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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仙台市郊及石卷港區廢棄物清理狀況

於災後一年2012年3月之勘災，可見

現場災害多已清理，廢棄車輛整齊堆置，

少數殘垣未拆除，部分採臨時復舊或遮蔽

方式，廢棄物則多已清理、集中，惟尚未

能完成處理，其中石卷市本次震災廢棄物

量龐大，約為正常年廢棄物量之108倍，石

卷地區廢棄物暫置情形參見圖21及圖22。

3. 南三陸地區廢棄物清理狀況

南三陸町除海嘯災後所遺留之廢棄物

已清除外，損毀之建築物仍未復原，部分

於建築物上擱置之船隻至今仍留在現場，

顯見災後重建之困難度。

為妥善處理災害廢棄物，環境省針對

災害廢棄物處理及海嘯廢棄物處理分別訂

有相關指針，廢棄物於回收再利用之前提

下，依相關處理指針辦理。

(1) 災害廢棄物處理指針

針對各類廢棄物之處理方法，於「東

日本大震災に係る災害廃棄物の処理指針

（マスタープラン）」有逐類之規定，針對

可回收再利用之廢棄物，要求應紀錄及追

蹤，以提高回收再利用率。有關已訂有回

收程序之廢棄物，如汽車、電視、冰箱、

冷氣機、洗衣機等，在可分類之情形下應

依相關程序回收再利用。

(2) 海嘯廢棄物處理指針

針對本次東日本大震災大量海嘯堆

積物問題，環境省另訂有「東日本大震災

津波堆積物処理指針」[18]。指針中說明處

理海嘯沉積物須先瞭解組成及性狀，且須

考量公共衛生問題，海嘯廢棄物可優先利

用於路基回填、土木工程填土及水泥原料

等，難以有效利用者則依其組成及性質予

以適當處理。

(二) 廢棄物清除處理現況

1. 整體執行概況

由於災區部分處理設施損壞且廢棄物

量大，既有設施容量不足，環境省遂推動

區域性廢棄物處理並提供公有及民間設施

相關資訊。災區廢棄物除縣內處理設施已

設置、試運轉中外，期尋求跨行政區之合

作，以達成時程目標。

圖21 石卷港區廢棄物於路邊暫置

圖22 石卷港區廢棄汽車大量堆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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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a) 荒浜搬入場入口

(23-c) 廢金屬暫置區

(23-e) 臨時廢棄物處理廠參訪(一)

(23-b) 搬入場面積達33公頃

(23-d) 廢輪胎暫置區

(23-f) 臨時廢棄物處理廠參訪(二)

圖23 廢棄物分類暫置及勘災參訪

(三) 廢棄物處理實例

仙台市本次災害廢棄物約135.2萬噸，

約為全市生活垃圾及事業廢棄物4年之處

理量。為及早處理災害廢棄物，仙台市於

東部地區太平洋沿岸設置三處廢棄物搬入

場，處理目標為災後一年內將災害廢棄物

均送入搬入場，並於災後三年內處理完

畢，過程中以50%資源化為目標，無法資

源化廢棄物予以焚化及掩埋[20]。

仙台市政府於各搬入場臨時焚化爐興建

前，完成生活環境影響調查書，內容涵蓋計

畫內容、區域及周邊現況、環境法令、生活

環境現況及影響分析、綜合評估等。仙台市

三處災害廢棄物搬入場均位於濱海地區，面



128 │No.95│ July, 2012 

3
勘
災
報
告

積各約為三十餘公頃，分別設置一座臨時焚

化爐，處理量合計為480噸／日。

勘災於日本NE公司(Nipp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Co., LTD.)及川崎重工公司人

員陪同下參訪荒浜搬入場之臨時焚化爐設

施，焚化爐位於荒浜搬入場之東北角，係

仙台市政府委由川崎重工公司設置，爐體

採旋轉窯。該廠於2011年5月間完成生活

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後，於5月15日開始建

廠，於同年12月1日即正式運轉，經洽廠方

人員瞭解，該廠之所以能在短短半年內即

建廠完成並運轉，係因旋轉窯體採用水泥

廠之水泥窯，節省主體製造時間。

於荒浜搬入場入口處即可見各類廢棄物

堆置區之分類指標，如圖23所示，清運車輛

依指示運送廢棄物，以利後續分類處理。

荒浜搬入場之臨時焚化爐採旋轉窯

爐型，該爐型可適用於進料多元之集中處

理廠，廢棄物於旋轉窯內轉化為灰燼及氣

體，廢氣藉由二次燃燒室使於高溫氧化狀

態下完全燃燒，廢氣經冷卻塔降溫至200℃

以下後進入袋式集塵器去除粒狀污染物，

最後藉25公尺高之煙囪排放。本廠於袋式

集塵器前並以消石灰去除氯化氫、硫氧化

物等酸性氣體，及以活性碳吸附戴奧辛，

底灰經冷卻後送至掩埋場處置，飛灰則先

添加重金屬安定劑。全廠處理流程示意如

圖24所示。

於分類暫置之規劃下，焚化爐之進料

廢棄物已經過初步分類，惟因災害廢棄物

組成複雜，現場操作仍偶有塞料問題，此

外，因廢棄物組成複雜、分類困難，不燃

成分比例高，依現場人員表示，焚化灰渣

量有時高達 50%。焚化爐破碎、過磅、進

料、旋轉窯、二次燃燒室、廢氣冷卻塔、

酸性氣體及戴奧辛處理設施、袋式集塵

室、出灰等各單元參見圖25所示。

三、災後廢棄物處理面臨之問題

圖24 荒浜搬入場臨時焚化爐處理流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摘譯自川崎重工業株式會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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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c) 廢棄物進料

(25-a) 廢棄物破碎前處理

(25-e) 二次燃燒室及廢氣處理設備

(25-g) 中央控制室

(25-d) 旋轉窯爐體

(25-b) 廢棄物過磅

(25-f) 出灰作業

(25-h) 排氣管理目標

圖25 荒浜搬入場臨時焚化爐各單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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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域處理之安全性考量

依持續進行之輻射測定資料，岩手縣

可燃物放射性Cs(銫)濃度為未檢出~104Bq/

kg、不燃物為未檢出~590Bq/kg，宮城縣

可燃物為68~240Bq/kg、不燃物為未檢出

~390Bq/kg。福島縣廢棄物則因輻射疑慮

高，原則採縣內處理。

2.再利用之評估

再利用於市場流通前，須考量民眾

健康風險，並由相對之基準值推算放射性

物質容許濃度。依此原則，推算含金屬、

混凝土、木料等之災害廢棄物再利用製

品中，放射性Cs濃度安全限值訂為100Bq/

kg。於考量某已知放射線濃度之災害廢棄

物再利用時，即可由該限值推算其製成之

產品是否能符合再利用之安全限值規定。

3. 焚化處理評估

廢棄物焚化過程中，放射性物質部分

進入底灰，部分則隨廢氣排出，經廢氣洗

滌單元及集塵設施收集至飛灰中，一般去

除率可達99.99%以上。

由現場作業人員及掩埋場周邊居民每

年容許輻射量推估，焚化灰渣及不燃物送

入衛生掩埋場之Cs濃度限值訂為8100Bq/

kg。由此值反推，若採機械爐床，進料廢

棄物之Cs濃度限值為240Bq/kg。焚化灰渣

衛生掩埋須避開與水及土壤之接觸可能

性。

有關輻射污染之疑慮，於災後持續監

測，顯示岩手縣及宮城縣之焚化灰渣實測

(一) 現有處理設施難以因應

本次東日本大震災除產生之廢棄物數

量龐大外，部分既設廢棄物處理設施亦受

災損壞，雖陸續恢復功能，仍難以處理過

於龐大之災害廢棄物量。以岩手縣震災廢

棄物約相當於11年份廢棄物量、宮城縣約

相當於19年份廢棄物量之巨，確實存在現

有設施能力無法消化因應之問題。

(二) 災害廢棄物分類困難

本次震災廢棄物數量龐大、混雜嚴

重，加以伴隨浸水問題，由災害現場之粗

分類，及暫置場、一次集中場、二次集中

場依序之再分類，仍難以確實做好分類工

作，此已造成焚化設施之焚化灰渣量比例

過高，增加後續掩埋處置之負擔，嚴重縮

短掩埋場使用年限。災害廢棄物無法確實

分類之問題，亦將影響廢棄物之再利用意

願及效益。

(三) 輻射疑慮影響協助意願

為達成2014.03前完成中間處理及處置

之目標，以災區地方政府之資源，無法獨

力完成，遂由環境省出面協助推動廣域處

理。

災區廢棄物推動廣域處理協助時，

最大阻力來自於輻射污染疑慮，為降低疑

慮、提高意願，環境省研擬「東日本大震

災により生じた災害廃棄物の広域処理の推

進に係るガイドライン」[18]，該指針針對災害

廢棄物廣域處理之安全性、再利用評估、

焚化處理評估、廢棄物運出端之確認等均

有詳細規定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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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海嘯災區，由於海水浸沒及海嘯堆積物

之影響，沿海受災地區可見部分農地復舊除鹽

中，如圖26所示。據日本農林水產省估計，本

次地震中受海嘯破壞之農田面積在二萬公頃以

上，大部分為水田，農田被海水淹沒後，由於

土壤鹽分過高而無法耕種。本次除鹽改良工作

約需耗時三年。

依據農林水產省頒布的除鹽手冊，除鹽對

象主要係針對因海嘯造成之海底沉積物堆積導

致鹽分過高之農田，水田鹽分高於0.1％以上、

旱田鹽分高於0.05％以上者即須進行除鹽。除

鹽首先須清除隨海嘯沖上陸地之瓦礫和淤泥，

其後藉由淡水或降雨沖洗，以足量的淡水將鹽

份溶出、排除，經重複操作達到除鹽目的。此

外，若土壤受海水中鈉離子濃度影響以致物理

性質改變而影響透水性，則可先噴灑石灰改變

土壤物性，其後再以淡水除鹽效果較佳。於除

鹽手冊均有各種不同農地狀況之除鹽方式，並

有詳細說明及斷面示意(圖27)。

伍、橋梁災害與復原

本次大地震對橋梁所造成之災害，就災害

原因基本上可歸納為由地震直接造成的災害及

海嘯造成的災害等兩大類別依序說明。本節將

以橋梁地震災害、橋梁海嘯災害在災後二個月

及災後一年之兩次勘災行程中，藉以了解橋梁

災害於災後一年之復舊情形。

一、  橋梁地震災害與復原[1,21,22,23]

橋梁因地震直接造成之災害並不多，且無

崩塌情形，大部分受損橋梁集中在JR東北新幹

線未經耐震補強的高架橋，震害橋梁位置如圖

28所示。為能儘速恢復通車，依據損傷程度，

結果放射性Cs濃度均遠低於8100Bq/kg。

雖經環境省之全力輔導及推動，且對協助

處理之地方政府發放補助金，但目前為止

僅有東京都、青森及山形縣等少數地區得

以排除當地民眾疑慮，提供處理協助及支

援，災區之廢棄物處理進度緩慢。

四、浸水農地除鹽復舊

圖26 災區可見農地進行除鹽工程的標示

(2012.03.05拍攝)

(b)鹽分僅影響農地表層除鹽示意圖

圖27 浸水農地除鹽復舊示意圖

(a)排水良好農地除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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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震害橋梁位置示意圖

橋梁損傷緊急修復方法大致分成三類：

方法1：清除挫屈的鋼筋，配置新鋼筋，並與原

主筋銲接方式接合，再配置箍筋並以RC包覆補

強。

方法2：除去保護層混凝土，再以無收縮砂漿修

復斷面。

方法3：裂縫處以無收縮砂漿或環氧樹脂灌入修

補。

而永久修復則以鋼板包覆補強方式為主。

以下將僅就東北新幹線第1中曾根BL、東北

新幹線第2小田原高架橋、東北新幹線花京院橋

等進行橋梁震害及復原情形說明。

(一)東北新幹線第1中曾根BL(圖29-33)

本次橋梁震害以本路段高架橋最為

嚴重，此高架橋為立體剛構架結構，破壞

位置主要產生於端柱的柱頭部，不僅產生

包含剪力破壞的嚴重損毀，並導致柱心混

凝土破碎，僅靠主鋼筋支撐。但由於其結

構為高度靜不定，未發生倒塌情形。本橋

緊急修復依損壞程度，以上述三種方式辦

理，其他未受損橋柱後續則以鋼板包覆作

永久性補強。

(二) 東北新幹線第2小田原高架橋(圖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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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東北新幹線第1中曾根高架橋震害緊急補強方式

照片(a)來源：高橋良和，”新幹線の被害（主に岩手県内の被害を中心として）”，東日本大震災被害調査団(地震工學委員會 

                     )緊急地震被害調査報告會，日本土木学会，2011.04.11

圖29 東北新幹第1中曽根BL震害 
資料來源：高橋良和，”新幹線の被害（主に岩手県内の被害を中心として）”，東日本大震災被害調査団(地震工學委員會)  

               緊急地震被害調査報告會，日本土木学会，2011.04.11

       

(a)平面配置及橋柱損害情形

(b)橋柱剪力及挫屈破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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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東北新幹線第1中曾根高架橋震害、緊急補強及永久補強情形(一)

照片(a)來源：高橋良和，”新幹線の被害（主に岩手県内の被害を中心として）”，東日本大震災被害調査団(地震工學委員 
                   會)緊急地震被害調査報告會，日本土木学会，2011.04.11

圖32 東北新幹線第1中曾根高架橋震害、緊急補強及永久補強情形(二)

照片(a)、(b)來源：高橋良和，”新幹線の被害（主に岩手県内の被害を中心として）”，東日本大震災被害調査団(地震工學 

                         委員會) 緊急地震被害調査報告會，日本土木学会，2011.04.11

(a)橋柱剪力及挫屈破壞

(d)永久修復補強完成

(b)緊急修復施工(一)

(c)緊急修復施工(二)

(a)橋柱剪力破壞保護層嚴重剝落

(b)橋柱緊急修復後之情形 (c)橋柱永久修復補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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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東北新幹線第1中曾根高架橋震害、緊急補強及永久補強情形(三)

照片(a)來源：高橋良和，”新幹線の被害（主に岩手県内の被害を中心として）”，東日本大震災被害調査団(地震工學委員會

                  )緊急地震被害調査報告會，日本土木学会，2011.04.11

(a)緊急修復施工情形

(b) 勘災成員合影(2011.5.11)

(c)   勘災成員討論緊急修復方式情

形(2011.5.11)

(d) 緊急修復後情形

(e)  勘災成員討論補強方式情形

(2012.3.7)

(f) 永久修復補強完成

位於仙台車站附近，為雙層門架式多

跨連續高架橋，多根垂直橋軸方向的中層

橫梁產生相似的斜向裂縫。裂縫處以無收

縮砂漿或環氧樹脂灌入修補。

(三) 東北新幹線花京院橋(圖35)

與第二小田園高架橋相鄰，為簡支鋼

箱型梁橋。地震造成本橋支承破壞，垂直

橋軸方向並產生約15cm位移。緊急修復

係以設置臨時支撐座，利用千斤頂推移回

復，後續並設置橫向變位限制措施。

二、 橋梁海嘯災害與復原

因海嘯所導致之橋梁災害，初步研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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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東北新幹線第2小田原高架橋震害

照片(a)來源：日本土木学会，”土木學会東日本大震災特別委員会總合調査団調査速報會報告（暫定版）”，2011.04.08

圖35 東北新幹線花京院橋震害

照片(a)來源：日本土木学会，”土木學会東日本大震災特別委員会總合調査団調査速報會報告（暫定版）”，2011.04.08

(a)損傷情形

(a)損復情形

(b)以無收縮砂漿灌注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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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橋梁海嘯災害位置示意圖

(37-a)散佈漂流廢棄物(2011.05.10)

(37-b)漂流廢棄物已清除(2012.03.06)

圖37 氣仙沼線鐵路橋海嘯災害—南三陸町清水浜車站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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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a)散佈漂流廢棄物(2011.05.10) (38-b)漂流廢棄物已清除(2012.03.06)

圖38 氣仙沼線鐵路橋海嘯災害—小泉大橋上游路段

(三) 歌津大橋(圖40)

國道45號歌津大橋共有12跨，上部結

構為預力梁橋，下部結構為RC壁式橋墩，

建造完成於1972年。本次海嘯災害有中間

段8跨上部結構遭沖毀，橋墩則仍立於原位

置。由於鄰上游側有地區性替代道路，目

前並未施築便橋。

(四)小泉大橋(圖41)

位於氣仙沼市本吉町，為跨越津谷川

之國道45號橋梁，橋梁型式為鋼鈑梁橋，

共計6跨，總橋長182公尺，下部結構為RC

壁式橋墩，於1974年竣工。上部結構全遭

海嘯沖毀流失，部分漂流至上游側約400公

尺之處，另河道中央橋墩亦遭沖毀流失。

於災後二個月勘察時，下游側正施築便

橋，便橋跨徑與原橋相同，一年後勘察時

已完成並通車。

要係因波浪水位超過橋梁，橋梁受浮力及漂流

物衝撞，導致遭沖走流失。較高之橋梁因橋下

空間可讓水流通過，受損情形較輕微，但阻水

的填土路堤，則因抵擋不住海嘯的侵襲而遭沖

毀。本次大地震主要海嘯災害橋梁位置如圖36

所示，以下將就JR氣仙沼線鐵路橋、新北上大

橋、歌津大橋及小泉大橋等之災害情形提出說

明。

(一) JR氣仙沼線鐵路橋(圖37-38)

JR氣仙沼線鐵路部分路段係靠海岸佈

設，因大海嘯來襲，使得柳津駅～気仙沼駅

間包括多座橋梁有相當長度的範圍，遭沖毀

流失，而當時行駛中的列車亦遭沖走。因涉

及整體重建政策及是否改線問題，目前僅清

除災後廢棄物，大多仍處廢棄狀態。

(二) 新北上大橋(圖39)

位於石卷市跨越新北上川，橋梁型式

為鋼桁架橋，共計6跨，下部結構為RC壁式

橋墩。本次海嘯越過橋面，橋面堆滿漂流

物，左岸兩跨上部結構被沖毀，橋墩則仍

立於原位置。2012年3月6日現勘時，已在

沖毀橋段下游側施築便橋，並銜接未被沖

毀橋段，維持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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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a)新北上大橋海嘯災害情形

(39-b)便橋已完成並通車

圖39 新北上大橋海嘯災害

(40-a)橋址處堆滿漂流廢棄物(2011.05.10)

(40-b)漂流廢棄物尚未清除(2011.05.10) (40-c)漂流廢棄物已清除(2012.03.06)

圖40 歌津大橋海嘯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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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c)便橋已完成並通車(2012.03.06)

(41-a)下游側便橋施築中(2011.05.10) (41-b)遭沖毀鋼梁漂流至上游約400m處(2011.05.10)

圖41 小泉大橋海嘯災害

陸、震後復興措施

一、 災民安置措施

為安置因地震、海嘯及核災的災民，各

主要受災縣於災後提出應急臨時住宅之需求量

為岩手縣8,800戶、宮城縣10,000戶、福島縣

14,000戶。應急臨時住宅之建設由國土交通省

住宅局負責統籌規劃，擬定在2個月內提供約3

萬戶之應急臨時住宅，每戶臨時住宅標準面積

約為9坪左右。

隨著災情之進展，臨時住宅需求增加，國

土交通省除原定在2個月內提供約3萬戶應急臨

時住宅外，並增定再3個月後追加提供約3萬戶

左右之準備目標。根據國土交通省於2012年6月

1日止之統計，岩手縣共完成319地區13,984戶

之臨時住宅，宮城縣共完成406地區22,095戶之

臨時住宅，福島縣共完成180地區16,695戶之臨

時住宅(圖42)。

二、海嘯災害城鎮之重建構想

本次海嘯超乎預期之威力與廣域之浸水所

造成龐大災害，讓我們深切地體會到，單單以

有形的硬體設施來防禦如此巨大的海嘯，在現

實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因此大大地改變了以往

對於海嘯之防災思維，亦即僅以海中防波堤與

沿岸防潮堤之第一線硬體設施之防護，是不足

以抵擋此等規模的海嘯。

因此在未來城鎮重建構想上，不應完全建

立於避免大自然災害之防災思維，而以災害最

小化之減災思維，相形顯得重要。例如即使受

災亦以沒有人命損失為最重要之目標，同時以

經濟損失最小化之觀點作為防災準備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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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a) 仙台市長町臨時住宅

(42-c) 石卷市臨時住宅

(42-b) 陸前高田市臨時住宅

(42-d) 石卷市臨時住宅

圖42 到處可見之臨時住宅

圖43 海嘯災害城鎮之重建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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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前 述 減 災 思 維 下 ， 不 再 完 全 依 賴 海

中或沿岸之防禦設施，進而重視以「逃命」              

為根本之防災教育訓練與防災地圖整備等之軟

體層面之對策。於進行土地利用與建築整體管

制時須考慮災害風險，採行所有軟體層面與硬

體層面之對策，同時包含直接性與間接性之防

護措施。在未來城鎮重建之構想上，除原有之

第一線海中防波堤與沿岸防潮堤外，並應考量

活用交通基礎建設以充實區域內部二線堤之機

能、區域土地高程之抬升與主要住宅區之高地

遷移、避難場所及海嘯避難樓與避難路徑之整

備、群體社會建造時注重人與人之間緊密連結

等全面性防護機制之建置。有關城鎮之災後重

建構想如圖43所示。

在實際復興計畫之擬定與落實方面，應

考量地形特性之防災效果、整備所需費用與時

間等因素，在空間面的配置上將防波堤、防潮

堤、二線堤、高地遷移等各種減災對策元素做

適切之組合，例如圖44所示即為利用防波堤、

防潮堤、二線堤等，多重防護措施之復興計畫

構想之例。基於東北地方產業特性之考量，仍

圖44 海嘯災區復興計畫構想圖

資料來源：東日本大震災復興構想会議（2011.06.25）

須維持港灣與漁港之機能，因此港灣與漁業等

與海有密切關係之設施，仍須設置於沿岸區

域；區域產業機能相關設施，在中小規模海嘯

等級時，仍應避免承受經濟損失，因此可佈設

於防潮堤與二線堤之間。至於市街地與聚落等

住宅區域則應退於二線堤之後，以期在最大等

級海嘯來襲時，能有足夠之逃命時間，將人命

損失減至最低。

以前述城鎮重建構想為藍圖，各縣市依地

區特性擬定各區域之復興計畫，例如宮城縣震

災復興計畫中，對於宮城縣仙南平原區，考慮

平原地形、區域交通基本建設與產業特性等因

素，擬定高地遷移－住辦分離策略與多重防禦

策略如圖45所示。

三、震災調查檢證[5]

(一)專門調查會之成立

日本政府於2011年4月27日之中央防

災會議，針對此次大震災成立「東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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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a)高地遷移－住辦分離策略圖

(45-b)多重防禦策略圖

圖45 宮城縣仙南平原復興計畫策略
資料來源：宮城縣震災復興計畫（2011.10 ）

太平洋沖地震を教訓とした地震・津波対策に

関する専門調査会」（下文簡稱為「東日

本大震災專門調查會」），以本次地震

與海嘯災害之調查與分析、今後假想地

震規模及災害預測、今後之地震與海嘯

對策等三項課題為主軸進行調查，期能將

調查成果運用於防災基本計畫之修訂，以

及海溝型大規模地震之檢討。

東日本大震災專門調查會於2011年5

月28日至9月28日共召開十二次審議，完

成並公布「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を教訓と

した地震・津波対策に関する専門調査会報

告」（下文簡稱為「東日本大震災調查報

告」）。

(二)東日本大震災之特徵與檢證

本次大震災之主要特徵為先前未曾預

想到之Mw=9.0之多震源連動型巨大地震。

由於超過假想之巨大地震與後續引發之巨

大海嘯，造成人命與物質之重大災害。另

一方面，由於超過假想危害度地圖之巨大

海嘯、海嘯警報發布與傳達功能、依賴海

岸保護設施之避難模式等方面，預期與實

際之間，有極大的落差，均為加劇本次災

害之主因。

經由本次大震災之特徵檢證與教訓汲

取，有必要全盤性地檢討反省以往擬定防

災對策之思考模式與假設，重新建構可長

可久整體性之防災對策。

(三)假想海嘯之考量方式

1. 防災對象之地震與海嘯之考量方式

考量地震預知之困難性與長期評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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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發生頻率極低，但會造成極大災

害之最大等級海嘯，應以保護居民之生命

為最優先，以居民避難為主軸，經由土地

利用、避難設施、防災設施等多重組合，

竭盡所能確立綜合性之海嘯對策。

對於發生頻率高，海嘯高度低，但會

帶來大災害之海嘯，除了人命保護外，另

須從居民財產之保護、地域經濟活動之安

定化、有效率之生產據點確保等觀點，進

行海岸保全設施之整備。

四、減輕災害策略[5]

(一)減輕海嘯災害之基本考量

不確定性，修訂防災對策時之假想地震與

假想海嘯之設定，應檢討所有可能發生之

最大等級之巨大地震與海嘯。藉由古文書

等史料分析、海嘯堆積物調查、海岸地形

調查等方式，運用科學知能進行調查，從

而設定防災對策對象之假想地震與海嘯。

2. 二等級假想海嘯

今後之海嘯對策，考量二等級之假

想海嘯：其一為發生頻率極低，但會造成

極大災害之最大等級海嘯；另一為發生頻

率高，海嘯高度低，但會帶來大災害之海

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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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之避難地點。對於地形受限地區，應考

量海嘯到達時間，檢討因應之避難方式與

對策。

(二)今後之防災對策

經由此次東日本大震災之調查與檢

討，今後對於海嘯防災對策之修訂，應檢

討修訂相關防災政策與防災基本計畫，大

幅擴增防災基本計畫內有關海嘯對策之相

關論述；對於地方公共團體之相關防災綱

要或指針，應詳加檢討修正；對於災害對

策法制與危機管理體制之作法，亦應詳加

檢討。

最大等級海嘯之海嘯對策，以「減

災」為基本考量，以災害最小化為重點。

包括硬體層面之海岸保全措施，以減輕災

害之程度；以及軟體層面之以「避難」為

基本考量之防災教育落實與防災地圖整備

等。

建立自助、共助優先於公助之自主防

災意識，以確保自身安全為最優先。減輕

海嘯災害之基本避難方式，則要在感受到

劇烈振動與長時間搖晃時的第一時間，應

迅速往高處避難。

在避難地點之規劃方面，對於海嘯到

達時間較短之區域，應建立約5分鐘左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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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發生時序：北美板塊與太平洋板塊交

界帶，因板塊間劇烈錯動產生超強的

連動地震，再引發巨大的海嘯，再導

致核能發電廠輻射外洩污染的重大災

害。

(二)  災害影響：核災害的威脅目前尚未解

除，居民被迫遷移，其影響程度大於

海嘯所造成的災害，而海嘯災害又遠

大於地震破壞。

(三)  海嘯災害：日本對於海嘯之測報與災

害防治都相當進步，平時就有避難的

演練，社會大眾對海嘯亦都具常識。

然本次大海嘯造成相當慘重之災害，

主要是知道的太晚、來得太快、規模

太大所致，也就是超乎預期的巨大海

嘯，引起前所未有的大災難。

(三)政府應有的作為

東日本大震災之痛苦經驗及嚴苛教

訓，必須作為連結過去、現在、未來於防

災策劃檢證之用，並作為永續國土規劃及

區域開發等之智慧與知識。因此，東日本

大震災專門調查會建議日本政府應深刻體

察本次大震災調查報告內容，對日本地震

與海嘯對策進行全盤性檢討修訂；今後應

有萬全之防災對策，將保障國民生命、財

產安全，作為施政之基石，並全力達成此

項責任與任務

本次大震災所有相關之紀錄、知識、

見解與教訓等資訊，應對國內外廣為公

開，留存後世。

柒、勘災心得與結語

一、勘災心得

以下擬就此次震災之發生的時序、災害的

影響程度、超乎預期的海嘯災害，以及重建、

逃生避難等方面，提供以下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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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命之道：由於大地震來襲後，災區

通訊與交通全部中斷，地震發生初期

無法與外界聯繫，亦無法獲得外界

的任何訊息。因此要減災活命首先

要有自助的觀念，亦即平時作好防災

準備，備妥緊急防災用品，其次是鄰

居間要互相幫助、互通有無，然後才

期待社會或公部門的協助，亦即先要

「自助」、再而「共助」、後求「公

助」。

二、結語

(一)  本次日本東北太平洋沖地震，不僅引

(四)   重建艱難：如何重建迄今仍難有長遠

且具體的綱領，與1995年阪神地震後

能迅速復建，有相當大之差別。其主

要係因浸水面積太廣(達約560平方公

里)、地形變化嚴重、核污染問題影響

層面太廣、核災所導致之電力不足、

為數眾多之災民長期避難問題及經濟

蕭條國力衰退等因素，重建之路困難

重重。

(五)  防災準備：要普及地震的知識，加強

災害的意識及熟練的逃生常識，才能

增加在大地震中得救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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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以上，甚至約達3G，惟地震反

應譜是在極短週期反應放大後急速下

降。而即使在震度高達7級地區的建築

物或橋梁，導因地震受損者並不多，

即使有損害也不嚴重。此一現象是因

日本的結構物之耐震能力高，抑或此

次地震波之特殊性，實有待後續作進

一步的探討研究。

(四)  由橋梁在本次大地震中損傷的情形，

可顯見耐震補強的有效性。例如在震

度7級的栗原市附近的東北新幹線高架

橋，因曾作耐震補強，因此並未有受

損情形。其他經過耐震補強的橋梁，

在本次大地震中均未有明顯受損的情

形。橋梁直接因地震造成的災害，大

部分集中在東北新幹線未經耐震補強

發巨大海嘯，並導致核電廠發生嚴重

的核輻射外洩災害，是一種前所未有

的廣域複合式災害。由於海嘯不僅造

成極嚴重的災損，且浸水而鹽化之土

地面積非常廣，加上核災需長久撤離

大範圍居民，引發社會大眾對核能發

電安全的疑慮。因此日本震災前之54

組核能發電機組，除福島第一核能發

電廠受災之四組核能發電機組外，其

餘50組亦因歲修陸續關閉，且於2012

年5月5日以後全數停止運轉，造成電

力供應不足，嚴重影響人民生活與經

濟發展。而即便以社經發達、技術優

良、防抗災能力強及民眾普遍具防災

意識與訓練的日本，也須面臨著漫長

的社會經濟復甦及艱困的民生重建之

路。此次廣域複合式災害影響之大，

災後復建之艱難，顯與1995年日本阪

神地震、1999年台灣集集大地震等，

有著相當大的差異。

(二)  海嘯源發於海洋板塊隱沒於大陸板塊

之交界帶，由於海洋板塊存在著粗糙

體(Asperity)，在隱沒過程帶動大陸板

塊前緣下沉變形，其變形能量持續累

積到極限時，將反彈產生地震，並引

發海嘯。而海岸是否會受海嘯影響，

則與其地形及海嘯來襲方向息息相

關。例如本次東日本大震災，東松島

市海嘯災情相當嚴重，而松島雖然一

樣臨海，但因海嘯侵襲方向恰有東松

島作為屏障阻隔，未受到太大影響。

這些都是可作為台灣受海嘯侵襲之可

能性及區域範圍等研究的參考。

(三)   雖然本次大地震所量測到的加速度，

有很多測站資料顯示高達1G(一個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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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架橋梁，其中以第1中曾根BL最為

嚴重，但均無發生崩塌情形。

(五)  對於橋梁及結構物如何因應海嘯之破

壞，以這次東日本大震災的橋梁海嘯

災害為例，如果海嘯浪高高過橋梁淨

空，橋梁因受到浮力、海浪水壓及漂

流物的衝擊，上部結構大部分均被沖

毀流失，下部結構則大部分無嚴重損

害情形。而如海嘯浪高度低於橋梁，

則是橋梁兩邊銜接的填土段路堤可能

被沖毀；而橋梁段因下方有足夠空間

可讓水流通過，並無明顯受損情形。

以目前之工程技術，難有經濟且有效

的方式，去抵抗海嘯所產生的浮力及

漂流物的衝撞。因此，橋梁因應海嘯

最佳的策略，就是提高橋梁高度，橋

下有足夠之淨空讓海嘯通過。

(六)  另距震央甚遠之千葉縣沿海填土造陸

地區，由於地震延時相當長(約5分鐘

)，地表加速度最大約0.15~0.18G即造

成相當嚴重且大範圍的液化現象，並

有大幅度地盤位移的災害，此亦值得

後續進一步探討研究。另因地層下陷

導致維生管線破壞，雨水及污水排放

等設施因高差無法發揮功能，如何回

復原有功能，將是一大考驗，這也值

得我們後續去深入了解。

(七)  高速公路以路堤興築區段，發揮了阻

擋海嘯侵襲的功效，大大的減輕堤內

房屋的損害程度，未來為提昇減災效

果，配合臨港地區土地利用檢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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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於後側構築高堤道路，構成二線

堤的防護作用，期將海嘯災害降至最

低。

(八)  日本於阪神地震後各港口皆被要求設

置耐震強化岸壁，耐震岸壁確實在此

次地震中受損較輕微，此作法可作為

台灣各港口管理機關實質之參考。另

灣口防波堤主要作為阻擋波浪入侵，

增加港內水域之靜穩度，以利船舶泊

靠與裝卸作業。本次港灣設施遭海嘯

破害者多，未來復舊時如何與防潮堤

及陸側防護線構成一體之防護對策，

實值得我們後續去深入了解。

(九)  災後重建須慎重考量是災區就地復原

或遷村，本次嚴重損毀的城鎮，雖然

居民有意願就地重建，但在災害預防

的立場而言，就地重建仍必須擔負未

來再次受災的風險，故遷村不失為災

後復建的另一思考模式。但這牽涉到

複雜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問題，並非

短期間可解決。

三、 本次地震為日本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地

震，其所產生之廣域複合式災害是從前所未

有。因此，此次大災難中獲得的任何資訊或作

為，不論在防災策略、搶救災行動及災情訊息

之傳達分析，或者是結構物抗災能力提升、民

眾防災教育與訓練等方面，均可提供我們重要

且寶貴的經驗與借鏡。雖然天然災害一定會發

生，但只要我們多作準備，受害程度與損失一

定可以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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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來即將面臨的能源不足之國際性問題，國內外競相發展替
代能源，其中海底電纜就是替代能源之重要一環。而台灣世曦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則是國內少數在此一領域有規劃設計監造實務經
驗的工程顧問公司。

　　中華技術本期以「島際間電力傳輸動脈―海底電纜」為主題，
從海域調查、規劃、設計、施工、環境保護等多個層面，針對海底
電纜之工程技術深入探討，彙整既有相關技術及與外國廠商合作所
得之新技術，進行完整且有層次之介紹。

　　內容中除了針對台灣西部海域之特性分析、點亮西南海域之明
燈--林邊～小琉球海底電纜、海底電纜海域調查技術初探、海底電
纜規劃設計技術探討—土建篇、海底電纜規劃設計技術探討—施工
篇、淺談多功能海纜設計之新技術--複合式海底電纜、海底電纜之
環境影響評估及環境監測作業等進行專題報導外，並專訪在此領域
有實務經驗的台電公司專業總工程師李鴻洲及台電公司屏東區營業
處處長黃肇祥，希望藉由此一創舉，能引發業界共鳴。

　　繼91、93期刊出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勘災報告，本期第三次針
對震災災後一年提出勘災報告，冀望對此種廣域性複合式災害能有
更廣泛深入的了解，進而提升我們因應各類天然災害的應變能力。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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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記：

● 本刊於每年一、四、七、十月份以季刊方式發行，來稿請備紙本 
   稿件一式三份及原稿電子檔，以掛號郵寄台北市11491內湖區陽 
   光街323號10樓，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及研發部 
     轉『中華技術』編輯小組收。 

● 96期中華技術專輯主題／ 土地開發之水環境營造
出刊日：2012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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