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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力式沉箱為防波堤、碼頭等港灣工程常見之基礎結構物，一般普遍採用「浮沉台船工法」製作沉

箱，國內已累積豐富實務經驗，而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為配合政府正推動發展高雄港

為亞太海運轉運中心及全球運籌中心，持續推動之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其中第二期計畫工程除了

採用「浮沉台船工法」，更同時引進「陸上軌道工法」製造運載沉箱，於施工過程中獲得良好的實務操

作經驗及回饋。本文旨介紹該計畫內使用之二種沉箱製作工法，並藉由介紹各工法中之工法選定、場

地規劃建置、沉箱製作與運輸等，比較各工法之不同特性，俾作為未來相關工程建設設計及施工規畫之

參考。

摘  要

Abstract

Comparing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Floating Dock 
Method and On-Land-Track Caisson Construction Method

Gravity caissons are the common structures for the breakwaters and docks harbor projects. They are commonly 

built by Floating Dock Method and there is rich domestic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government i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Port of Kaohsiung's emergence as a key transshipment center for Asia-Pacific container shipping 

and for global logistics. The Port of Kaohsiung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s Corporation (TIPC) continuously 

executes Kaohsiung Intercontinental Container Terminal Project which builds the caissons by On-Land-Track 

Construction Method besides Floating Dock Method in Phase II, and gains good practice experience and feedback. 

This article is to introduce these two caisson construction methods in the project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y 

introducing the method choosing, site planning, caissons building and transporting as the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sign or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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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依開發區位

與執行期程之不同，區分為近程計畫及長程計

畫，其中近程計畫又分二期開發(詳圖1)。近程

計畫第一期工程目前已全數完工竣事；第二期

工程刻正積極展開。

洲際二期計畫位於高雄港二港口南側，南

起南星近程計畫，北至二港口北防波堤以南，

東靠近高雄港洲際一期工程，西臨台灣海峽。

計畫主要內容包括外廓防波堤、岸線、浚挖回

填、港勤船渠、區內及外環道路、附屬建築等

工程。其中又以外廓防波堤、岸線碼頭之沉箱

製作與拖放為計畫中最具特色及關鍵性之施工

要項。

本文謹就洲際二期計畫第一標浮沉台船

工法及第二標工程陸上軌道工法製作場規劃、

建置，以及沉箱製作與運輸作業等，逐一探討

說明。

貳、浮沉台船工法

顧名思義浮沉台船工法即為在浮沉台船

上製作沉箱之工法，其中浮沉台船工法依施工

船機能量，分為一次完成工法及二次加高工法

兩種。

一、一次完成工法

一次完成工法具有施工過程穩定及成功率

幾乎100%之特性。其原理係利用浮沉台船可下

沉及上浮之功能，於浮沉台船上製作沉箱並完

成混凝土澆置及養護(如圖2所示)，直接將浮沉

台船下沉，再靠沉箱自身浮力起浮，將沉箱拖

離浮沉台船至儲存場儲放，其施工流程詳圖3。

圖1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區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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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次加高工法

係以承載力較小之浮沉台船製作沉箱，工

作面多，其優缺點詳如表1所示。其原理係利用

浮沉台船可下沉及上浮之功能，先於浮沉台船

上製作沉箱至1/2～2/3高度，將浮沉台船下沉使

沉箱自動浮起後，拖離浮沉台船至另一水深較

深之碼頭進行二次加高作業(詳圖4)，待完成後

再拖至沉箱儲存場儲放，其施工流程詳圖5。

表1 二次加高工法優缺點

優點 缺點

1.  以國內現有且數量較充裕、承載力較小之浮沉台船製
作沉箱，節省船機動員時間。

2.  船上及二次加高工作面可同時施作，可提升施工效
率。

3. 製作完成後可直接拖放儲存。

1. 二次加高工作面易產生漏水問題。
2.  二次加高作業易受海象影響並衍生工安、延誤進度

問題。
3. 二次加高工作面碼頭建置不易。
4. 不適用異形沉箱。

圖2 中工1號、中工3號浮沉台船製作沉箱

圖3 一次完成工法施工流程

圖4 海上二次加高滑模

圖5 二次加高工法施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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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法比較，詳如表2

參、陸上軌道工法

國內目前製作沉箱以浮沉台船工法最為普

遍，然浮沉台船工法製作沉箱需完全仰賴浮沉

台船機於海上施工，而符合沉箱噸位之大型浮

沉台船國內數量有限，且施工作業深受海象影

響，即如施工水域未達靜穩需求將無法施作。

有鑑於此，近年來沉箱製作與運載已研發新式

陸上軌道工法，套用系統廠製化概念，使沉箱

改於陸上製作，降低浮沉台船機依賴性亦解決

因海象不佳影響施作之虞。

表2 浮沉台船工法比較

項次 一次完成工法 二次加高工法

碼頭 需考慮浮沉船吃水深，一般需6m～7m碼頭
需考慮最大沉箱吃水深，約需建置最大沉箱2/3
高度之碼頭

施工船機
所需船機載重量較大，國內可供使用之船機數
量較少

可採較低承載力之船機施工，國內可選擇之船
機較多，可減少動員時間

異型沉箱 適用異型沉箱 不適用異形沉箱

施工穩定 於浮沉台船上施作，受海象影響小，相對穩定
二次加高階段，沉箱浮游於海上施作，受海象
影響大

緊急應變
施工過程如遇颱風來襲船機可進港避颱或就地
座底

颱風來襲時，沉箱需就地座底風險大

一、工法特性

(一)  沉箱製作過程幾乎不受海象影響，更

甚者，將可能遭遇天候影響之牆身滑

模階段，於陸上設置棚蓋遮蔽，可降

低天雨影響施作及施工品質。

(二)  於陸上預鑄場地施作，本工法僅需一

艘浮沉台船接運沉箱即可施工，可有

效避免國內船機不足問題。

二、製作施工(以越南山陽港陸上沉箱製作

為例)

圖6 越南山陽港沉箱移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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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臨時圍堤建置

(1)  如無法租用港口既有碼頭，需建置臨時

施工碼頭，應先於碼頭外側建置臨時圍

堤，以確保汛期或海象惡劣時仍能提供

適當之沉箱製作及儲存環境。

(2)  可採用暫未使用之沉箱或以拋石提方式

建置臨時圍堤。

3. 臨時碼頭及後線場地建置

(1)  考量浮沉台船停泊需要，建議應視現場

地質狀況，採用預鑄空心方塊、固結之

組合方塊或鋼板樁形式建置適當長度之

臨時碼頭，水深約需6m～7m。

(2)  如採二次加高工法則需考慮最大沉箱浮

游吃水深需求建置臨時碼頭。

(3)  臨時碼頭後線應建置約50m縱深之施工

場地，以供沉箱鋼筋、活動模板堆置。

4. 沉箱出塢區浚挖

 需考慮沉箱吃水深及浮沉台船甲板厚

度，預先浚挖適當水深之出塢區，以確保

沉箱可順利起浮。

5. 沉箱儲存區浚挖

(1)  因應沉箱儲存需求，應規劃設立適當沉箱

儲存區域(如圖8)，以確保沉箱儲存過程

不至受波浪影響破壞或發生滅頂情事。

(2)  沉箱需儲存養護至設計強度才能拖放定

位，因此對製作完成之沉箱而言，暫存

區規劃與整理相形重要。

(二) 陸上軌道工法

 與海工法相比，陸工法場地配置除

所需碼頭空間較小外，其他在臨時圍堤建

置、後線場地建置、沉箱出塢區浚挖及沉

箱儲存區浚挖規畫重點上並無不同，惟因

其沉箱製作在陸上施工，故預鑄場地面須

整平，軌道處須考量沉箱製作及移轉時場

(一)  沉箱於預鑄場軌道台車所組成之基礎

平台上施作，分區以基地整理、底板

澆置、牆身滑模澆置、沉箱出塢等四

階段施作(詳圖6)。

(二)  沉箱製作及滑模程序於陸上廠房內製

作可避免受天候影響(詳圖7)。

肆、浮沉台船工法與陸上軌道工
法選定條件探討

一、場址規劃及建置期程影響

沉箱應用於港灣工程略分外廓海堤、碼頭

岸線二大類，施工場地均需考量三項重點，分

別為沉箱製造、沉箱出塢及沉箱儲存。

(一) 浮沉台船工法

1. 場地配置

(1)  以浮沉台船製作沉箱，首要考量其淨空

間及載重需足以因應所有沉箱尺寸及重

量外，浮沉台船所需停靠碼頭，亦需尋

覓適當工址或新建。

(2)  碼頭空間尚需劃定沉箱內外模(含零組

件)及鋼筋儲放空間，施工車輛作業動

線、施工人員休息及物料置放空間等亦

需充分規劃。

(3)  如可租用既有碼頭(如台北港、高雄港

閒置碼頭)施工，將可節省碼頭建置

時間。

圖7 越南山陽港沉箱移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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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承載力，須打設承載樁改良土質以增

加承載力，製作生產基地應綁紮鋼筋澆置

混凝土，本工法以軌道式台車移運沉箱，

場地之長度及寬度應足敷建設工程進度要

求之沉箱生產線，並使沉箱可縱向移運

至碼頭上浮沉台船，其建置流程詳如圖9

所示。

二、海氣象影響

波浪會引起工作船機橫搖、縱搖和垂直

運動，橫搖於船機自由搖擺週期與波浪週期相

近時，會出現共振現象，使船機的振幅驟增，

從而導致船舶傾覆；劇烈的縱搖會使螺旋槳露

出水面，引起機器不正常工作和速度的損失；

船機在波浪中的垂直運動，容易造成淺水域船

舶觸底。尤其在浮沉台船工法中，沉箱全製造

過程中皆在浮沉台船上進行，因此對於海象波

高的掌握相當重要。一般而言，施工廠商會依

其實務經驗，綜整判斷港區歷年來海象影響情

形，估計每年可工作時間，從而規劃船機、工

班能量。以高雄港為例，歷年觀測統計高雄港

冬、夏季季風波浪特性(詳表3)，夏季季風波

高小於1.0m者約佔49.0%～79.2%，週期小於

9秒者約佔89.3%～95.9%；冬季季風波高小於

1.0m者約佔95.3%～97.8%，週期小於9秒約佔

89.4%～90.6%，由此可見夏季季風波浪對洲際

貨櫃中心計畫工區影響較大。

颱風所造成的波高影響，以及隨之挾帶

的強降雨，為沉箱製作最屬憂心的施工風險項

目，除了必須安排相關船機進入港內避災外，

圖9 陸上軌道工法場地建置流程

表3 高雄港冬、夏季季風波浪特性

說明 高雄港

波高(%)
夏季 ≦1m，49.0%～79.2%

冬季 ≦1m，95.3%～97.8%

週期(%)
夏季 ≦9sec，89.3%～95.9%

冬季 ≦9sec，89.4%～90.6%

圖8 沉箱儲存區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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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少、尺寸小、無異型沉箱)、時間充裕，

建議可選擇成本較低、船隻選擇多但相對

較不穩定之二次加高工法；如沉箱製作數

量多(總類多、尺寸大、有異型沉箱)、時間

緊迫，建議可選擇成本較高、船隻選擇少

但相對較穩定之一次完成工法(如圖11)。

因陸上軌道工法的移運台車位置處於相對低

處，故在面臨強降雨時，如何保持排水路之暢通

是一大課題。工程經歷颱風惡劣海氣象影響後，

工地所需復原之平均工作天數遠較於直接影響天

數常多達3倍以上，可見颱風災損復原對於工進

有相當大影響。為因應颱風可能帶來危害，須

預先做好防災、減災工作，施工前提送防災計

畫(含應變措施)，並做好防災準備，詳圖10。施

工期間應隨時注意氣象報告，施工廠商應每日

蒐集海、氣象等資料，以為海上作業時程及工

序安排依據。

三、施工規劃與管理

(一) 浮沉台船工法

 因國內浮沉台船有限(國內浮沉船現況

如表4)，承商應優先考慮船機動員狀況，

並選定適當之工法，如沉箱製作數量少(種

圖10 防災減災應變流程

表4 國內浮沉台船現況

船名 承載能量(噸) 所在位置

長虹2號 3,900 台北港

合隆108號 5,600 高雄港

合隆109號 5,500 高雄港

第八大寬號 4,800 高雄港

雙隆號 4,500 高雄港

中工1號 15,000 高雄港

中工3號 8,800 高雄港

榮吉 10,000 高雄港

駿逸1號 8,800 台北港

駿逸2號 8,800 台北港

石川7號 9,000 台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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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以有效管控施工進度及提昇施工安

全考量，應以一次完成工法為優先建議使

用之工法，僅需視新製沉箱尺寸、重量及

進度需求，動員適當數量船機進場施工，

惟因國內大型施工船機數量有限，如無法

租用現有船機，則自國外製作、引進約需

耗時8～10月，故承商應妥善辦理施工規

劃，並將里程碑進度需求、船機動原、工

法選擇等因素一併考慮，方能有效控管工

程如期完工。

(二) 陸上軌道工法

 陸工法沉箱製作、移駁、出塢等施工

規劃及管理，須依現有場地、船機及工期

等因素綜合考量，分述如次：

1. 施工規劃：

(1)  計算最大沉箱重量並據以作為場地最大

承載設計參考。

(2)  統計本工程各型式沉箱(規格、平面尺

寸)數量，並採取型式數量最多者作為

軌道佈設規劃依據。

(3)  依沉箱最大重量檢視浮沉台船承載能

力，並參照陸上場地軌道佈設對船體甲

板進行必要墩座斷面設計與排列規劃。

(4)  依最大沉箱重量進行移運設備設計及

製造。

(5)  依工程進度排程訂定沉箱製作進度規

劃，其中包含場地製作區數量、模組

數量、各式沉箱製作順序、各式沉箱

製作時間(單座)及重疊施作時間擬定(多

座)、移運時間規劃及模擬等。

(6)  浮沉台船拖航航道、沉箱出塢區及儲存

區浚深及基礎施作。

(7)  沉箱製作區、物料堆置加工區、施工機

械設備動線等配置規劃。

(8)  研擬原則性沉箱移駁流程參照表。(推

進長度設定、船艙水位調整、頂升壓力

設定)。

2. 施工管理：

(1) 移運主設備及備品數量、性能確認。

(2) 模組進場數量確認。

(3) 浮沉台船性能、結構安全確認。

(4)  沉箱製作施工人員分班、數量確認(滑

模工班、鋼筋工班、澆置工班等)。

(5)  移運作業工班人員數量及操作技術確認

圖11 一次完成工法製作異型沉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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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工場地機械及船機維護

(一) 浮沉台船工法

 浮沉台船工法直接於浮沉台船上製作

沉箱，沉箱施工過程需注意維護滑模系統

及浮沉台船抽排水系統穩定，以免沉箱滑

模或出塢階段發生異常狀況。

異常狀況，其處理方式如表5說明：

(二) 陸上軌道工法

 沉箱滑模及出塢階段仍需注意維護滑

模系統及浮沉台船抽排水系統穩定，另於

陸上沉箱軌道移運階段之測試及維護如下

說明：

1.  製作電氣櫃配置總圖、液壓系統配電盤

配置總圖、液壓元件櫃配置總圖及控制

面板配置總圖，清楚顯示電力、通訊及

液壓操作系統零組件規格及名稱。

2.  組裝前依製造圖逐一檢視核對台車、電

氣櫃、液壓櫃及面板配置與零組件。

(台車組、浮沉台船操作組等)。

(6)  依沉箱製作時程規劃要求鋼筋進場加工

(含必要檢驗)、不同規格沉箱模板修改

組裝、鋼製托盤底模定位調整。

(7)  混凝土材料品質監控與調整、異常狀況

排除對策確認。

(8) 製作過程模組異常狀況排除對策確認。

(9)  移運設備運行異常狀況排除對策確認。

(10)  浮沉台船操作過程異常狀況排除對策

確認。

(11)  水域水深及環境維護(拖航航道、出塢

區、儲存區、船塢座底區)。

(12)  天氣海象資料收集與預測試(三日漁

業預報、一週天氣預測、當月潮汐

預報)。

(13)  場地沉陷監測及異常狀況排除對策

確認。

(14)  場 地 用 電 供 水 異 常 狀 況 排 除 對 策

確認。

(15)  場地設備防淹排水設施及排除對策

確認。

表5 浮沉台船工法異常狀況處理

異常狀況分類 異常狀況 損壞排除措施

滑模油壓系統
故障

千斤頂漏油

千斤頂發生漏油現象時，立即將控制開關關閉(每個千斤頂皆設有獨立開
關控制其油量進出)，同時將受損之油封更換，更換過程約需20分鐘。
因每個油壓千斤頂皆可單獨控制，故更換過程並不影響其他千斤頂之操
作。

千斤頂故障
千斤頂故障時，立即將控制開關關閉，同時取出備用之千斤頂更換，更
換過程約需30分鐘。

油壓管損壞
發現油壓管漏油或損壞時，立即暫停昇模作業，並將油壓壓力減至最
小，待油管壓力消失，再換裝備用之油壓管，換裝時間約需10分鐘。

浮沉台船抽
排水馬達故障

沉箱出塢下沉階段
無法抽水進船艙

需修復更換抽水馬達後再行辦理沉箱出塢作業。

起浮階段無法
自船艙排水

1. 需調用外部抽水機排除船艙積水。
2. 如無法及時修復應使浮沉台船於出塢區座底並派遣船機警戒。

浮沉台船
發電機故障

發電機故障導致
無法抽排水

1. 需修復更換發電機後再行辦理沉箱出塢作業。
2. 建置備援發電機。
3.  如下沉後發生發電機故障問題，需調用外部抽水機排除船艙積水，待

起浮後再行修復。

浮沉台船船艙
破孔

船艙破孔導致無法
順利抽排水

1. 需修復破孔方能辦理沉箱出塢下沉。
2.  如浮沉台船下沉後發生破孔狀況，應於是當位置座底，並緊急派遣潛

水人員進行水下電銲修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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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組裝完成試車前檢查電力來源有無異常

(發電機或台電臨時電)。

4.  試車作業依既定操作流程先完成單列台

車串結後移動及頂升，後測試全區台車

通訊線連機後移動及頂升有無異常。

5.  移動作業前，檢視軌道槽溝區環境、箝

器及軌道接續段有無異常。

6.  修正既有操作流程以符現況及提升效率。

7. 施工過程於非移運時間應進行：

(1) 軌道磨損程度檢查。

(2) 轉換區過渡座磨損狀況檢查。

(3) 電力纜線防護表層磨損檢查。

(4) 台車驅動系統組件測試及檢修。

(5) 液壓頂升系統元件測試及檢修。

(6) 液壓櫃存油量巡視及添補。

(7) 分配樑緩衝橡膠墊磨損檢換。

8.  場地部分定期實施沉陷量監測、座底區

水深檢測。

9.  浮沉台船部分不定期實施船側及船底水

下檢查(防蝕塊耗損情形、船體鋼鈑完

整性)、抽(排)水系統測試及檢修、錨泊

設備維護及檢換、甲板墩座勘用狀況

檢查。

 異常原因及排除措施如表6：

表6 軌道工法異常原因及排除措施

可能損壞原因 可能損壞狀況說明 損壞排除措施 備註

一、 場 地 積 水 、
電 氣 設 備 受
潮

控制系統失效、整體台
車無法操作

1.  電氣櫃內操作系統零組件全
面更換。

2.  捲線機馬達、液壓泵馬達、
主 動 台 車 驅 動 馬 達 拆 移 檢
換。

3.  電信通訊、電源線材全面檢
換。

4.  操作油、液壓油全面更換。

1.  與生產工廠維持良好通訊，
即時清查與提供損壞須更換
零組件清單要求備料。

2.  與國內品牌代理商維持良好
連繫，即時提供損壞須更換
零組件要求備料。

3.  與 公 司 採 發 部 維 持 良 好 聯
絡，即時提供損壞須更換零
組件要求備料。

4.  與專業機電維修單位維持良
好聯絡，要求即時參與維修
復原工作。

二、 線 材 管 件 包
覆 破 損 ( 穿
刺 、 磨 壓 、
切割)

操作訊號失效、液壓不
足

1.  解除連機程序，進行單列台
車訊號測試、液壓測試。(移
運前)

2.  卸除油壓缸頂升狀態，解除
連機程序，針對失效台車進
行液壓測試及檢修。(移運
中)。

3.  液壓系統管件損壞嚴重時應
先關閉出油開關，管件換裝
完成後經評估後回補損失油
量。

1.  經由可程式控制器(PLC；
P r o g r a m m a b l e  L o g i c 
Controller)逐一檢視操作通訊
問題，並以備料更換。

2.  經由液壓操作逐一檢視液壓
系統問題，並以備料更換。

3.  評估頂升承載能力，仍於安
全操作範圍則恢復連機繼續
運行。

三、 台 車 馬 達 遇
熱過載

馬達線圈過熱毀損，主
動台車驅動失效

移動單列台車至轉換區進行檢
換。

1.  經檢視後失效數量過多時，
則必須停止當次沉箱移運工
作，進行主動台車驅動馬達
更換。

2.  經檢視後失效數量僅1~2部
時，可恢復當次沉箱移運工
作，並於移運工作完成後進
行主動台車驅動馬達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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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可在浮沉台船或陸上等方式製作，洲際一

期外海圍堤工程經歷兩次發包施工，兩次得標

之承包商分別採陸上與浮沉台船之方式製作沉

箱，故於國內上述工法均有施工案例。

然考量陸上製作沉箱，其施工穩定性與國

內廠商施工經驗相對不足，再加上外廓堤工程

(詳圖12)若施工進度不如預期時，將導致後續工

程無法推動之窘境，則無法如期於108年完成洲

二整體工程。基此，在施工階段承商係採用國

內廠商經驗豐富、施工穩定及成功率幾乎100%

伍、施工實例探討

一、�浮沉台船工法(洲際二期「海堤及防波

堤工程」暨「台電大林電廠導流堤北堤

工程」)

洲二第一標外廓堤係屬本計畫成功關鍵

之前導工程，本標若可順利施工則可提供港域

穩靜環境，讓後續之岸線與造地順利推動；而

外廓堤結構係採沉箱施作，而其沉箱施作成功

與否關鍵在於製作工法之選擇，一般國內沉箱

可能損壞原因 可能損壞狀況說明 損壞排除措施 備註

四、 供 電 過 載 、
中斷

1.  供電設備之無熔絲開
關跳脫、損壞。

2.  外部電力供應中斷。

1.  關閉電源開關並派遣專業電
氣 人 員 進 行 電 源 控 制 箱 檢
查，並更換毀損開關零件。

2.  關閉電源開關並換接備用大
型發電機接續供電；同時報
請 台 電 維 護 單 位 查 看 與 維
修。

五、 箝 器 、 軌 道
脫落或斷裂

1.  軌道鋼軌固定用箝器
鏽蝕後受振動、水平
剪 力 破 壞 而 斷 裂 脫
落。

2.  軌 道 鋼 軌 受 反 覆 重
壓、垂直剪力破壞而
斷裂。

1.  經目視巡檢後，若箝器鎖固
螺栓未損壞，則重新進行箝
器鎖固。

2.  經目視巡檢後箝器鎖固螺栓
已損壞，則於安全間距重新
植筋再次鎖固。

3.  經 目 視 檢 視 軌 道 鋼 軌 有 裂
隙、斷裂損壞不堪使用者，
應卸除該段箝器後予以切除
換新，並重新對接(加鎖對接
鈑)及鎖固。

圖12 洲際二期外廓防波堤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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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浮沉台船工法進行沉箱製作。除可縮短動復

原期外，加速沉箱製作，並可儘速提供外廓遮

蔽空間，提供後續工程一個穩靜之工作環境。

洲二第一標工程，沉箱數量計267座，自

101年3月7日開工，承包商開工後原考慮採用浮

沉台船-二次加高工法(因協力廠商船機及二次加

高碼頭建置問題，未予採用)或陸上氣囊工法(因

無施工實績及碼頭建置問題，未予採用)，後經

評估現地狀況及進度需求，決定採用浮沉台船-

一次完成工法，並引進目前仍屬國內最大之浮

沉台船船隊(中工1號：105m×36m×6.4m，承

載力15,000t，每循環可同時製作2～3座沉箱、

中工3號：88m×36m×4.8m，承載力8,800t，

每循環可同時製作1～2座沉箱、雙隆號：

45m×33m×6.4m，承載力4,500t，每循環可同

時製作1～2座沉箱)，惟船機製作、進口耗時較

久，致船機全數進場，沉箱可穩定開始生產，

開工已達一年之久，期間承受主管機關、上級

指導單位關切之壓力不言而喻。

為容納三艘浮沉台船停靠需求，承商規劃

建置320m臨時施工碼頭，碼頭縱深約20m，採

板樁式構造，碼頭前緣浚深至CD.-6.5m後拋放

1m後之塊石護坡(如圖13)，碼頭後線則建置50m

場地供施工機具如吊車、混凝土泵送車等作業

場所，並提供大宗物料如鋼筋、活動模板及預

埋件堆置儲放使用，詳附圖14。

圖14 臨時施工碼頭及後線場地示意圖

圖13 臨時沉箱施工碼頭示意圖



3
專
題
報
導

No.116│October, 2017│ 145

圖15 洲二第一標工程浮沉台船工法實景

針對沉箱製作主要工項材料鋼筋、模板加

工及堆置區規劃，說明如下：

(一) 鋼筋加工堆置區

1. 需先申請臨時電源。

2.  考量施工現場堆置場地有限，故鋼筋物

料需配合沉箱製作進度分批進場，再於

現場進行裁切、彎紮加工。

(二) 模板堆置區

1.  本工程沉箱模板採鋼模施作，配合浮沉

台船每循環可製作2座沉箱，活動模板準

備數量為6套(5套正常、1套異型)。

2.  活動模板構件先於工廠加工製作完成，

再運入工區組裝、儲放。

 而洲二第一標工程自102年1月開始，

以每循環約16～18天進度，同時製作3～4

座沉箱，並於105年10月以累計46個月時

間完成全部沉箱製作作業，平均達5.8座/月

之製作功率，並可有效確保沉箱存量符合

沉箱拖放進度需求，其浮沉台船隊照片詳

圖15所示；此外本工程亦榮獲第10屆公共

工程金安獎佳作之肯定，其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之推動方式，值得做為未來國內各港

海事工程推動時之參考。

二、陸上軌道工法(洲際二期岸線、浚填、港

勤船渠工程)

洲際二期計畫第二標岸線工程係接續第

一標外廓堤工程之後進行施工，因計畫區範圍

尚有多項標案推動，故施工場地均需保留他標

工程使用空間，致使本標案作業場地有限。且

本標推動階段高雄港空閒碼頭有限，無法採用

浮沉台船工法，加上本工程最大沉箱高度達

21.5m，若沉箱採二次加高，又受限於水域需

降挖至水深-15.0m以下。在前述諸多限制條件

下，施工團隊汲取各國沉箱軌道台車陸工法成

功經驗，並特地遠赴中國及越南實地觀摩交

流，最後提出國內首次採用於陸上製作沉箱，

並以陸上軌道台車運移下水之工法進行沉箱施

工作業。

此外，陸上製作沉箱之場地因鄰側將有道

路興建工程，導致腹地縱深受限，故施工團隊

乃以縱、橫向二組台車移運沉箱，並於場地後

側加設托盤暫置區之運移路線設置方式，確保

沉箱移運出塢動線可維持順暢，詳如圖16。

圖16 沉箱運載縱橫向軌道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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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浮船塢工法，陸上軌道工法須考量

沉箱製作及移轉時場地之承載力，以洲際二期

計畫第二標為例，因沉箱製作場地原地層地質

屬短期沉積軟弱土層，經考量地層狀況、填土

料源性質、需改良深度及成效、施工成本、工

期及對周遭環境影響等，最後選定於沉箱製作

基地打設端口為開放式之鋼管樁(長度25m，

樁徑80cm，厚度14mm，共打設348支)進行地

質改良。另臨時接駁碼頭建置乃採護岸結構形

式，以13m長(TYPE Ⅲ型)鋼板樁貫入海床面下

約7m(施工總縱長約150m)進行止水，並配合於

鋼板樁頂部下方1.4m處設置高耐索拉桿(間距

3m)及樁側型鋼圍梁等，將鋼板樁設施繫固於

已施設之沉箱製作場地鋼管樁帽上，增加整體

結構穩定性，軌道工法場地製作流程詳圖17。

本工程於2013年11月中旬開始進行沉箱製作場

前置作業(含整地、放樣、場區規劃及材料進場

等)，並於11月底開始施打鋼管樁，及至2014年

4月初陸續完成製作場基礎地坪及AB兩區沉箱製

作區施作。臨時接駁碼頭各分項工程及其附屬

設備，如冠牆、臨時接駁碼頭搭岸、沉箱後線

工料作業區及場區排水照明設備等，約於2014

年6月底相繼完成，沉箱製作場地設置約歷經7

個月。

另因沉箱重量高達7,000餘噸，台車能否

穩定運移，不影響沉箱結構是為施工之關鍵

點；基此，本工程於沉箱底板下方設置一鋼構

托盤，於頂升作業時將台車油壓缸之點狀上頂

力，經由台車上方之分配梁轉換成線狀支撐

力，再透過分配梁上方之鋼構托盤終成一面狀

均勻支撐力，確保沉箱結構完整性(詳圖18)。

在陸上移動之沉箱最終需移運至浮沉台船

下水儲放，故在其轉運過程如何確保不影響其

他工作面之施工是本工法的一大課題(詳圖19)，

圖17 軌道工法場地製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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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鋼製承壓托盤，適用不同型式沉箱

圖19 沉箱移運施工流程示意圖

另沉箱在由陸上軌道移至船體甲板過程中，其

移轉場地銜接處(碼頭與船體甲板)容易造成船體

頃斜、碼頭混凝土結構破壞等風險，故在碼頭

與船體甲板續銜處採外放內縮型(公母接榫)設

計一搭岸結構，俾利導引船體對準箝合穩定無

虞；搭岸結構下方並打設鋼管樁加強基礎承載

力，搭岸縱斷面與船體延伸甲板契合，使沉箱

重量轉移過程獲得一穩定支撐，大大提升移運

作業安全性，詳圖20。

綜上，洲際二期計畫第二標工程在吸取

國外相關經驗後，首次提出國內陸上軌道台車

運移沉箱工法，該工法具有於有限施工場地進

行大量沉箱製作、克服海上施工天候之限制條

件、沉箱製作移運動線交錯施工提升作業效率

等優點，此外該工程亦榮獲第16屆公共工程金

質獎特優之肯定，未來可做為國內他標工程之

參考案例，其陸上沉箱製作工法相關照片詳圖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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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岸線工程陸上軌道台車運移工法實景

圖20 臨時接駁碼頭搭岸結構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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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浮沉台船工法與陸上軌道工法評析，詳

如表7：

表7 浮沉台船工法與陸上軌道工法綜合比較評估

浮沉台船工法 陸上軌道工法

評
估
項
目

使
用
船
機
及
機
具

1.  浮沉台船2艘：中工1號(15,000T)、中工3號
(8,800T)、雙隆號(4,500T)。

2. 拖駁船3艘。
3.  沉箱滑模設備(含模板、油壓千斤頂及操作台

等)5套。
4. 吊車2輛。

1. 浮沉台船1艘：榮吉號(10000T)。
2. 拖駁船3艘。
3.  沉箱滑模設備(含模板、油壓千斤頂及操作台

等)4套。
4. 吊車2輛。
5.  橫向軌道台車6列84組；縱向軌道台車5列85

組。

選
用
條
件

1.  碼頭長度需求320m，可靠泊3艘浮沉台船(可供
開展4～5工作面)。

2. 施工場地需求面積200m*50m。
3.  需有圍堤遮蔽，使施工水域達到靜穩狀態。

1.  碼頭長度需求80m，可靠泊1艘浮沉台船作為沉
箱出塢運駁之用。

2.  施工場地需求面積150m*80m(可供開展4工作
面)。

3.  場地建置期程較長且成本高，需沉箱數量有一
定規模始具經濟性。

施
工
性

1. 國內廠商施工技術純熟，完成案例多。
2.  沉箱數量有一定規模且尺寸大，一般採自動滑

模系統製作。
3.  颱風汛期間易受外海湧浪影響，無法施工。

1.  國內可供沉箱製作之大型浮沉台船塢少，採陸
上軌道工法可降低船機的依賴性。

2.  沉箱數量有一定規模且尺寸大，一般採自動滑
模系統製作。

3. 陸上施工不易受海氣象影響。

沉箱
製作
工率

依據洲際二期計畫第一標岸線工程實務經驗267座
沉箱於46個月製作完成。(平均維持4工作面展開)
功率：5～6座/每月

依據洲際二期計畫第二標岸線工程實務經驗187座
沉箱於35個月製作完成。(均維持4工作面展開)
功率：5～6座/每月

緊急
應變

颱風來襲船機需遷移至港內避颱。
颱風來襲僅需暫停施工並加固保護，並確保製作
場內排水功能正常，無需特殊保護。

管
控
要
點

1. 管控大型浮沉台船能量。
2. 應確實依規劃動員浮沉台船進場。
3. 確保施工碼頭水域靜穩度，避免影響品質。
4. 管控高風險之滑模高空作業。
5. 颱風期間，規劃船機進入船渠避浪。

1.  建置承載力足量之施工場地及碼頭，避免造成
沉箱沉陷變位。

2. 配合潮汐變化，適時移運沉箱。
3.  管控沉箱移運時應力承載與接駁船排水量關

係，確保平衡安全(如圖22)。
4.  設置排水系統與潮差閘門保護軌道設備(如圖

23)。
5.  捲揚機繫纜方式讓浮沉台船快速嵌進碼頭(如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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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陸上工法沉箱移運及接駁船水位關係圖

圖23 排水系統與潮差閘門保護軌道設備

圖24 設置捲揚機繫纜加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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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沉箱屬大型結構體，其製作工法選用需

綜整工址自然條件、碼頭使用條件，工期、費

用、施工條件及施工風險等因素，方能擇定最

適宜之工法。工址自然條件包含工址土壤力學

性質、地震、波浪、港內盪漾、潮位及水流

等。使用條件則包括碼頭使用限制、靠泊船

型、裝卸設施、繫靠設施、載重等。另施工條

件則須參酌國內外廠商施工經驗、施工機具、

動員能力及施工能量。因此，沉箱製作工法需

兼顧施工性、經濟性、施工期程，並應綜整現

有場地配置與承商既有工材資用、施工經濟規

模及效益，甚而兼容不同工法，構思一最佳方

案，以符合計畫功能所需。

本文以高雄港洲際二期計畫一、二標為

例，探討浮沉台船工法與陸上軌道工法之差

異及優劣比較，期為提供日後港灣工程建設

參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