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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石門水庫蓄水範圍地質以沉積岩為主，由於地層年輕岩質強度普遍不

高，易受風化崩解。潮濕多雨的氣候，造成表層沖蝕劇烈，也促成地形陡

急特性、水系下切作用旺盛等現象。石門水庫蓄水範圍水岸因水流與土石

沖刷襲擊，護岸設施常有多次受損修建之現象。近年極端氣候影響，強降

雨機率增加。坡體浸潤後因強度降低，護岸破壞機率更高。當護岸破壞後

向上發展，邊坡地滑坍塌也隨之發生。崩落土石衝擊河道，破壞設施及造

成河道堰塞，形成維修復建之沉重負擔。 

本研究以石門水庫蓄水範圍及上游主流河川多次損壞修復之工程案

例進行破壞機制分析以及修復策略研討，並探討現階段國內外具備高強度、

耐久性佳、環境友善、工期短、施工便利等特性之新式材料工法，運用於

補強或取代現地既有設施材料，防止設施基礎持續淘空損壞之可行性。經

由既有案例調查分析破壞機制與致災要因，蒐集國內外治理工程護岸材料

工法進行比對，研討國外已經應用之新式材料工法應用於既有案例之可行

性及效益。 

目前國內普遍應用及國外發展中應用於治理工程之新式與傳統材料

工法，概分為土石疊砌、場鑄混凝土、預鑄混凝土、塑化複合材料等以及

以特殊施工機具構成之工法。新材料之發展則有別於施工機具之演進改善，

隨著材料科學發展基本原料經過製程改善與複合強化，出現了許多以往未

見之新式材料。在許多方面其性能超出傳統材料設計者之想像，開創了前

所未有之設計手段空間。其中新近興起之高強度複合材料 FRP 材質，具有

以往各塑化類材料所缺乏之高剛度與強度，FRP 材料密度為一般結構用鋼

的四分之一，其強度則約為結構用鋼的 2.5 倍，並具耐蝕環保特性。若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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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治理工程的護岸設施上，則可大幅節省搬運能量，加速施工時效、

降低機具與人力成本、減少工期。 

經調查既有治理工程復建案例破壞機制評估，研判造成護岸破壞之要

因以水流沖刷為基礎淘空最直接外力因素，加深趾部、阻絕背土連通前側、

降低護岸趾側水流速度仍為對抗沖刷最實際手段。因此對於治理工程中護

岸設施之材料工法，須要一種具有能阻斷護岸下方地下水流杜絕細料淘空，

而能兼具結構樁支承與岸壁擋土能力之新式材料。 

由材料試驗及數值分析結果顯示，在耐候、酸鹼和各種溶劑之環境，

新式材料高強度 FRP 材料明顯優於各種傳統營建材料。其生產製造方法則

以拉擠成型之力學性能最佳。在高強度FRP板樁彎矩力學實驗分析中發現，

在跨深比 12 以上係由彎矩控制破壞，而跨深比 12 以下則由剪力控制破壞；

該材料之應用須儘量避免集中載重，避免基材應力集中壓碎破壞。 

針對新式材料高強度 FRP 製成板樁與類似之傳統材料鋼鈑樁的應用

工法進行成本、生命週期成本、碳足跡、效率等效益進行比較。整體而言，

高強度 FRP 板樁具有生命週期成本較低、質輕易加工、且具有環保、低碳

足跡之特性。可作為替補鋼鈑樁材質成為治理工程應用材料工法之優勢選

項。現地試作試驗結果確認 FRP 板樁採一般鋼鈑樁震動機之施工貫入土層

並無問題。對於岩石或卵礫層則需其他輔助工法始能勝任。 

本研究調查了近年來石門水庫蓄水範圍及上游主流河道多起既有護

岸破壞案例，用以進行致災原因分析。經由蒐集國內外材料與配套工法進

行應用特性探討，比對新式材料工法應用於致災原因之可能性。發現其中

複合材料-高強度 FRP 所製成之板樁，具有輕質性、高強度比、耐候、耐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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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優點，若與傳統材料結合應用可作為新式材料工法發展之良好素材。本

研究並進行了其材料特性、力學性能以及現場試作試驗。確認其可作為鋼

鈑樁之替代性材料，在施工上則具有輕便與耐蝕、耐候特性，經碳足跡比

較亦顯示大幅低於傳統材料工法。可作為土質地盤護岸工程之良好材料工

法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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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ological composition in the mountainous watershed of Shimen 

reservoir and its main upstream catchement basin mostly consist of brittle 

sedimentary rocks which are easily disintegrated by weathering agents due 

to its young age of formation. The wet and humid weather allows for active 

erosion and stream cutting on surface stratum and also leads to the 

formation of steep terrain. Due to attack from water stream and mud-rock 

flow, the basin revetment is repeatedly damaged and repaired. In recent 

years, extreme weather tendency brought more heavy rainfall, as a result of 

this the soaked, saturated and weakened condition of the slopes led to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revetment damage. When the slip plane arise from the 

damaged revetment and propagate upward, the slope ultimately collapses. 

The debris of the collapsed slope run into stream channel leading to the 

river blockage which make the maintenance and rehabilitation work even 

more burdensome 

The subject in thi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a case study of repeated 

repairs in the above mentioned area. Examining the recent newly 

developed high-strength, durabl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easier and 

efficient workability materials and method, finding some can be applied in 

reinforcement, repairing or substituting present facility thus prevent further 

erosion and caving in foundation. By studying failure mechanism and 

factor analysis, comparing the need and what can be provided by the 

new-developed materials and methods feasibility and effect. 

Regarding the governing in reservoir and its main upstream area,the 

new developed and present materials and construction method utilized can 

be classified roughly into several species such as pile up and mason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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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 or soil, cast in field concrete, precast concrete, plastic composite 

materials and special equipment coupled construction method .The new 

developed materials is far different from the evolution of construction 

equipment. Combined new developed scientific knowledge, process 

improvement and hybrid, some never seen new materials come out and 

brings innovational concept and methods that breakthrough conventional 

designer’s imagination. There is a highlighting products, high strength 

composit materials FRP, showing never seen high strength and rigidity in 

plastic materials. Its density about 1/4 of steel, but comparable strength 

about 2.5 times to steel, even have environment friendly and erosion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If it can be applied in revetment work in 

governing engineering will surely bring up shortage of construction period, 

saving field work and manforce consuming and machine requirement.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and asessment on damaged and 

repaired case. The concluded main factor introduced failure of revetment is 

the erosion of water stream. To defense it, deepen revetment toe, stop 

seepage connection and slow down stream speed near revetment is the 

most practical solution. It comes to the requirement of new materials can 

provide blocking the loss path of fine soil particles and acting as a 

supporting pile and retaining wall.  

The experiments and numerical analysis of new developed high 

strength FRP shows both weather, acidity, alkalinity and various sol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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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stance, all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traditional materials. The best 

production method of high strength FRP for mechanical property shall be 

the pull-squeeze process. In experiments on high strength FRP made 

sheetpiles shows when span-depth ratio greater than 12 goes flextural 

failure mode otherwise shear failure mode.The application of it shall avoid 

concentrated load to prevent local crushed in members. 

Comparing similar products ,sheet piles, made of high strength FRP 

and steel on installation cost, life cycle cost, carbon consuming trace and 

efficacy. Generally high strength FRP can be a lower cost, lighter weight, 

easier machining, environment friendly, low carbon consuming trace 

product the steel made. The field test on construction also shows no 

problem for high strength FRP sheetpile in penetrating soil stratum by 

normal machine. Regarding rock or gravel stratum ,additional equipment 

or aid method shall be needed. 

In this research, several damaged and repaired revetment for 

governing engineering in Shimen reservoir storage range and main 

upstream were studied for identifying factors that introduce damage. By 

comparing collected foreign and domestic materials and construction 

method , traditional and new developed, finding the feasibility to use new 

developed materials and coupled method to solve failure mechanism. 

During these work an outstanding new developed material, high strength 

FRP, shows light weight, high comparable strength, weather and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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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ability,can be a good material coupled with traditional materials and 

methods. Laboratory test and field test construction also reveals it can be 

an alternative materials to steel products. Possessing light, portable, 

weather and acidity durability and much lower carbon consuming traits. It 

surely could be a good alternative choice for revetment in soil str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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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計畫目標以石門水庫蓄水範圍及上游主流河川多次損壞修復

之工程案例進行破壞機制分析以及修復策略研討，並探討現階段國

內外具備高強度、耐久性佳、環境友善、工期短、施工便利等特性

之替代材料與保護工法，運用於補強或取代現地既有設施材料，防

止設施基礎持續淘空損壞之可行性。經由既有案例調查分析破壞機

制與致災要因，蒐集國內外治理工程護岸材料工法進行比對，研討

國外已經應用之新式材料工法應用於既有案例之可行性及效益。並

經由材料試驗及現地試作驗證，獲得下列結論 :  

1. 目前國內普遍應用及國外發展中應用於治理工程之新式與傳統

材料工法，概分為土石疊砌、場鑄混凝土、預鑄混凝土、塑化複

合材料等以及以特殊施工機具構成之工法。新材料之發展則有別

於施工機具之演進改善，隨著材料科學發展基本原料經過製程改

善與複合強化，出現了許多以往未見之新式材料。在許多方面其

性能超出傳統材料設計者之想像，開創了前所未有之設計手段空

間。  

2. 在新式材料發展中，塑化類材料中有一新興起之高強度複合材料

FRP 材質，具有以往各塑化類材料所缺乏之高剛度與強度，其性

能接近於鋼鐵，並具耐蝕環保特性。由航太材料工程領域轉應用

至傳統土木工程。若將其應用於治理工程的護岸設施上，則可大

幅節省搬運能量，加速施工時效、降低機具與人力成本、減少工

期。  

3. 經調查既有治理工程復建案例破壞機制評估，研判造成護岸破壞

之要因以水流沖刷為基礎淘空最直接外力因素，加深趾部、阻絕

背土連通前側、降低護岸趾側水流速度仍為對抗沖刷最實際手段。

因此對於治理工程中護岸設施之材料工法，須要一種具有能阻斷

護岸下方地下水流杜絕細料淘空，而能兼具結構樁支承與岸壁擋

土能力之新式材料。  

4. 由材料試驗及數值分析結果顯示，在耐候、酸鹼和各種溶劑之環

境，新式材料高強度 FRP 材料明顯優於各種傳統營建材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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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製造方法則以拉擠成型之力學性能最佳。在高強度 FRP 板

樁彎矩力學實驗分析中發現，在跨深比 12 以上係由彎矩控制破

壞，而跨深比 12 以下則由剪力控制破壞；該材料之應用須儘量

避免集中載重，避免基材應力集中壓碎破壞。  

5. 針對新式材料高強度 FRP 製成板樁與類似之傳統材料鋼鈑樁的

應用工法進行成本、生命週期成本、碳足跡、效率等效益進行比

較。整體而言，高強度 FRP 板樁具有生命週期成本較低、質輕

易加工、且具有環保、低碳足跡之特性。可作為替補鋼鈑樁材質

成為治理工程應用材料工法之優勢選項。  

6. 為瞭解 FRP 板樁應用於護岸工程之性能作為未來相關設計應用

之參考，本研究共進行共進行了兩場現地試作試驗。試驗結果確

認 FRP 板樁採一般鋼鈑樁震動機之施工，可貫入 N 值 26 之土層

並無問題。對於岩石或卵礫層則需其他輔助工法始能勝任。  

7. 本案並就研究相關新式材料工法應用於治理工程之課題，邀請國

內保育治理之專家學者，於 103.11.10 舉辦了學者專家研討會，

進行新式材料工法之討論、發表及評估。與會人事討論熱烈，經

由本研討會之舉辦達到了與產、官、學各界技術交流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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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事項 
1. 水庫蓄水範圍之上游主流河道治理工程護岸設施之破壞，仍以沖

刷、基礎流失淘空為岸體破壞主要原因。上游側因降雨後水流強

大夾帶土石，對凹岸之攻擊性強，設計護岸應強化岸壁抗撞擊耐

磨損能力。運用塊石疊砌表面之重力式護岸仍為經濟有效之傳統

工法。  

2. 對於中下游段，岩層表層多為土層掩覆。護岸基礎與岩盤間之間

隙多為疏鬆沉積質或崩積層。由於水流沖刷或洩降滲流造成基礎

土壤淘空，常造成護岸基礎流失崩毀。採用樁基礎之方式仍無法

避免土壤由樁間隙流失。因此在設計上應考量採用密排樁或鈑樁

類構材阻斷水流沖刷基礎通路。  

3. 對於施打鈑樁形成壁式結構阻斷水流淘刷基礎土壤之策略，在貫

入深度內遭遇岩盤或卵礫石造成打設施工困難時，可利用新式工

法之硬質地盤工法，大幅改善傳統以鑽掘引孔破碎岩盤再打入鈑

樁之效率問題。其採用生產線式鑽掘與植樁施工可連續作業，設

備架設於已打設鈑樁上，可節省用地及便道需求克服水際岩岸施

工之困擾。  

4. 鋼鈑樁銹蝕造成其使用年限之限制。經本研究所進行之材質與現

地試作試驗，確認 FRP 板樁在使用一般打設鋼鈑樁震動機具之條

件下，可順利打入標準貫入 N 值達到 26 之粉土質砂及粘土層。

該材質具有之重量輕、高強度比與高勁度比之特性。現場應用亦

確認具有鋼鈑樁類似強度與勁度，打設加壓過程均無挫曲軟化現

象，其質量甚輕可以人力搬運，在運輸上具輕便性。確可作為鋼

鈑樁替代材料之新式材料工法選項。該材料目前仍屬國外新發展

材料產品，未來如引進國內生產，則其初期建置與全生命週期成

本將更具經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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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1.1 計畫目標  

水庫蓄水範圍及其上游河道護岸邊坡，因蓄水操作水面升降產生

護岸邊坡地下水位對應之洩降滲流，加上浸潤邊坡軟化強度降低。故

在蓄水範圍護岸邊坡常有局部淘空崩塌現象發生，致使鄰岸設施受損，

如未妥予整治則亦有向上發展擴大之顧慮。  

目前運用於水庫及河川邊坡崩塌整治工法眾多，原則依不同崩塌

面積、治理坡度及地理位置等，而採用不同工法進行整治。但受限於

施工腹地不足、材料與機具運送不易及水位起伏影響等不良條件，造

成工法選用受限。無法徹底有效解決河岸或庫邊設施損壞。以往可供

選用之鋼鈑樁、鋼軌樁及混凝土等材料，在實用上有其經濟性及便利

性。但對於運輸道路缺乏、重型機具無法到達之待修場址。導入目前

已發展生產之新式材料作為工法設計選項，使護岸營建與維護能更具

有彈性及施工可行性。對此類新式材料工法進行運用之前，有必要對

其功能特性進行基礎研究，瞭解其材質特性並進行相對於傳統材料工

法的性能比較。以作為將來運用考量之參考基礎，確有其必要性。  

有鑑於此，為提昇水庫蓄水範圍及其上游主流河道邊坡崩塌地治

理成效，本計畫目標以石門水庫蓄水範圍及上游主流河川多次損壞修

復之工程案例進行破壞機制分析以及修復策略研討，並探討現階段國

內外具備高強度、耐久性佳、環境友善、工期短、施工便利等特性之

替代材料與保護工法，運用於補強或取代現地既有設施材料，防止設

施基礎持續淘空損壞之可行性。主要目標成效包括 :  

一、評析國內外新式工法改善國內水庫蓄水範圍及其上游主流河道整

治工法與材料現存問題。  

二、完成兼具防災與安全、環境保育、節能減碳、創新科技及耐久性

佳與維護管理簡易等特色之可行規劃及現地施作成果。  

三、完成傳統及新式材料工法之成果比較，包含效益、成本、效率及

碳足跡等比較評估。  

四、經由專家學者研討會，邀請國內保育治理之專家學者，進行新式

材料工法之討論、發表及評估。  

五、完成改善水庫蓄水範圍及其上游主流河道邊坡崩塌或護岸基礎淘

空問題之可行性規劃成果，以作為後續治理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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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式材料工法定義  

由於市面各種已開發或開發中之新式材料眾多，搭配之工法也因

材料、機具特性種類繁多，在本研究經費所及之可行範圍將著重於具

備發展潛力且已克服量產與實務應用瓶頸之既有產品，該產品應具備

規格化、穩定性、可取得性以及在臺灣普遍工機具施工可行之特性。

如此才具備應用之可能性。  

至於各種因應新開發專用機具之工法，雖具有工法上之領先性。

但受限於機具引進與維護經費可觀，本地亦缺少專業操作人員等條件

限制，因此對於機械設備之性能不適於本研究探討，僅就工法特性與

案例進行調查蒐集，並作說明。  

在此，謹對於本研究主題之新式材料工法定義為：「運用國外已

運用於工程實務，而國內尚未運用之新式材料，考量水庫蓄水範圍及

上游主流河道治理工程需求，研討結合新式材料與傳統材料工法優點

之複合對策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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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作範圍與內容  

依據本案合約要求及實際執行需求，本研究完成工作內容如下： 

一、國內外資料蒐集分析  

(一 )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報告。  

(二 )分析國內外針對水庫周邊崩塌、河岸崩塌及護岸基礎淘空之傳

統整治工法及材料使用情形，並評估其優缺點。  

(三 )針對國內外水庫周邊崩塌、河岸崩塌及護岸基礎淘空之整治工

法，蒐集其應用高強度、耐久性佳、環境友善、工期短、施工

便利等特性之材料工法之相關研究，並評估其優缺點。  

二、各種工法分析比較及建議  

針對國內外水庫周邊崩塌、河岸崩塌及護岸基礎淘空，分析

其應用高強度、耐久性佳、環境友善、工期短、施工便利等特性

之材料工法之相關研究，並將成功案例所使用之材料工法與國內

現行傳統整治之材料工法進行優缺點比較，並提出適合之材料工

法。  

三、適用水庫蓄水範圍及其上游主流河道之材料工法探討及案例研究

(以石門水庫為例 ) 

(一 )現地調查及基本資料蒐集：  

完成 37 處多次施作復建工程、破壞及修復狀況良好案例

資料搜集與現地調查，包含其地形、地質、土壤、河川型態、

河川沖淤現象、破壞機制、環境、保全對象、工程配置、水庫

操作及豐枯水期水位等基本資料。  

(二 )致災原因分析及改善建議：  

針對前述案例之基本資料調查結果，進行致災原因分析。  

評估提出一處作為研究範圍，經審查會議同意後 (103.5.21

水北保字第 10353027740 號函 )，據以進行後續相關工作。實

際執行時因應現地施工條件，增作第二組現地試作試驗，經報

請機關同意後施作 (103.10.14 水北保字第 10353058580 號函 )。  

(三 )針對現地調查所得土壤進行試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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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研究範圍進行土壤調查，以所得之現地土壤，進

行土壤力學試驗，並將試驗所得之土壤參數帶入數值分析模式，

進行數值模擬。  

本案現場試作試驗的目的在於確認新式材料應用工法之

現場施工性及工程性能，對於護岸所在邊坡地層分布與力學性

質應有充份之瞭解。地質鑽孔因配合兩次現場試作試驗，共進

行了 5 孔地質鑽探，包含兩孔 10m、兩孔 9m 及一孔 15m 鑽孔，

總長度 53m，詳見附錄四。  

完成土壤與岩石試驗項目如表 1.3-1 所示，依實際取得土

樣特性選用適當試驗內容，以取得各土層與岩層表性試體經由

力學試驗求取參數。完成地形測量套繪各鑽孔資料進行比對，

完成邊坡層面調查、地下水位調查、並進行邊坡穩定分析。  

表 1.3-1 地質鑽探力學試驗項目 

項次 實驗名稱 實驗目的 測試標準 

1 含水量試驗 求取土壤現地含水量 ASTM D2216-98 

2 阿太堡限度試驗 求取土壤液性限度與塑性限度 ASTM D4318-98 

3 粒徑分佈試驗 求取土壤粒徑分佈狀態 ASTM D422-63 

4 比重試驗 求取土壤比重 ASTM D854-98 

5 夯實試驗 求取土壤最佳含水量 ASTM D1557-91 

6 單向度壓密試驗 
求取土壤壓縮性指數與前期最

大壓密應力等參數 
ASTM D2435-96 

7 土壤無圍壓縮試驗 求取粘性土壤單壓強度 qu 值 ASTMD4648-94 

8 土壤直剪試驗 求取砂性土壤凝聚力 φ 值 ASTM D3080-90 

9 土壤三軸壓縮試驗 求取土壤有效應力參數 c’、φ’ ASTM D4767-95 

10 岩石無圍壓縮試驗 求取岩心單壓強度 qu 值 ASTM D2938 

(四 )針對新式材料及構件進行相關力學試驗：  

為證明所提新式材料具有傳統土木營建材料所沒有之優

點，須進行新式材料之力學相關試驗，證明材料參數之正確性，

以及有別於傳統土木營建材料之優點，亦可供後續數值模擬與

理論分析之用。針對試驗結果，分析比較傳統土木營建材料與

所提新式材料之優劣。  

(五 )實尺寸構件數值分析模擬：  

由材料廠商所提供之材料參數帶入數值分析軟體中，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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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實尺寸構件數值模型，模擬各新式材料所作成之構件，於三

點抗彎試驗力量加載時，構件之力學行為。並將上述試驗所得

之材料參數，回饋於數值模型中，以驗證數值模型之正確性。  

(六 )水庫或護岸邊坡結構受現地側向土壓力之數值模擬：  

依據上述第 (三 )~(五 )項之試驗及構件數值模擬所得之各

項參數，建立水庫或護岸邊坡之數值模型。以數值分析方法，

探討水庫或護岸邊坡承受側向土壓力時，各種材料構件之受力

行為，以及各型式構件於側向土壓力作用下，對應之變形量。  

藉由數值模擬之結果，探討各型式構件之受力行為，並評

估各材料所做成之構件於水庫或護岸邊坡整治之適用性。  

(七 )現地施作材料特性分析及應用評估：  

依據結構安全評估、材料試驗及現地土壤、地質相關試驗

結果，分別分析治理工程可能施作之材料特性，於第一次期中

報告提出可行之施作工法及材料，由審查會議進行確認，以作

為後續現地工程材料施作試驗之依據。  

(八 )治理工程改善之可行性規劃，並進行現地工程材料施作試驗：  

針對上述所選定之研究範圍進行治理工程改善之可行性

規劃，並於現地進行工程材料施作試驗。  

依據數值分析及現地工程材料施作試驗結果，研提該地質、

土壤、地形、河川型態、致災原因等條件下之工程設計原則。  

(九 )傳統工法與新式材料工法之成果比較：  

依據數值分析及現地工程材料施作試驗結果，比較評估傳

統工法與新式材料工法之成本、效益、效率及碳足跡等。  

四、辦理專家學者研討會：  

辦理完成專家學者研討會 (103.11.10)，邀請國內保育治理之專

家學者，進行新式材料工法之討論、發表及評估，相關意見並納

入計畫參考。  

五、各期報告編撰與印製：  

完成各期報告編撰與印製，及負責各次審查會議之審查委員

出席費、交通費及誤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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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作執行流程  

本研究依規劃執行流程如圖 1.4-1 所示，首先由既有治理工程案

例之致災機制調查、破壞要因分析開始。並同步蒐集國內外材料工法

應用案例資料，研討新式與傳統材料工法所各別具有之應用優點。由

破壞要因與新式材料工法應用優點之比對，篩選出可應用於治理工程

之方式。  

研討進行應用之新式材料，將進行材質相關性質之調查與力學試

驗。主要在提供後續試作所需之模擬力學參數。研擬試作場址提報機

關同意後進行地形測量、地質鑽探與土壤岩石力學試驗，供作試作試

驗規劃使用。現場試作完成後，綜合整理有關預期與實際成效、綜合

評估、應用設計建議，作為後續治理規劃之參考。  

 

圖 1.4-1 計畫執行流程圖 

國內外新式材料
工法資料蒐集

各式材料工法
特性比較

治理工程
既有案例蒐集

既有案例
破壞機制研判

破壞要因與
材料工法特性比對

篩選具應用潛力之
新式材料工法

既有待修場址
選址試作

辨識須試驗瞭解之
新式材料特性

計畫開始

既有案例
現勘調查

破壞機制
要因分析

計畫結束

新式材料
材質試驗

新式材料應用
試作試驗規劃

現場試作試驗

場址測量與
地質調查

成果比對與
應用策略建議



 

 2-1 

第貳章 國內外資料蒐集分析 

2.1 治理工程應用材料工法之分類整理  

水庫蓄水範圍及其上游主河道治理工程 (以下簡稱治理工程 )，包

含水域水文之整體整治管理，對水域範圍之形狀、蓄水與通流能力、

水位管控。其中對於水體之管理部份仍須藉由實質水岸設施達成。護

岸扮演了水岸際線保持以及鄰接陸域邊坡穩定維持之重要功能，亦為

本研究所研討之工程實質運用範圍。  

國內常見應用於治理工程之護岸設施，多為混凝土、鋼筋、鋼軌、

鋼鈑樁以及土石所組成之構件，有其取材容易、施工技術成熟等特性。

施工方式亦均搭配材料特性，採用傳統挖、填、吊機械施作。  

本研究擬應用國外新發展已實際使用之材料、機具以及設計理念，

克服施工環境的限制、簡化現場作業及提昇施工效率。  

經蒐集調查國內外既有之新式與傳統材料工法應用情形，按照材

質分類整理如表 2.1-1，後續各節分別進行分析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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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國內外護岸材料工法整理表 

特性分類 護岸名稱 傳統工法 新式工法 

A.土石疊砌 

(2.2 節) 

A-1 乾砌石護岸 ●  

A-2 箱籠護岸 ●  

B.場鑄混凝土 

(2.3 節) 

B-1 內面工護岸 ●  

B-2 重力式擋土牆護岸 ●  

B-3 懸臂式擋土牆 ●  

B-4 多孔混凝土護岸  ● 

C.預鑄混凝土 

(2.4 節) 

C-1 混凝土格框護岸 ●  

C-2 預鑄版塊護岸  ● 

C-3 枝幹式混凝土護岸  ● 

C-4 仿天然石塊護岸   ● 

C-5 自然型塊護岸  ● 

D.木材製品 

(2.5 節) 
D-1 木排樁護岸 ●  

E.鋼製品 

(2.6 節) 
E-1 鋼鈑樁護岸 ●  

F.塑化複合材料 

(2.7 節) 

F-1 蜂巢圍束網格護岸 ●  

F-2 PVC 板樁護岸 ●  

F-3 FRP 板樁護岸  ● 

F-4 生態格網植披護岸  ● 

G.特殊機具 

(2.8 節) 

G-1 地底控制水層護岸  ● 

G-2 硬質地盤護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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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土石疊砌護岸  

運用土石取材容易、料源價廉及施作簡易等特性，於現地以土石

材料堆砌護岸，為最被廣泛運用之護岸工法。能以低成本之方式快速

完成一定之工程量體，但整體性較差，易被水流沖散崩毀。故耐久性

較低、維護需求高。  

(1)乾砌石護岸工法  

乾砌石工法簡易，利用石塊自重堆疊，施工時先以儀器測

量基礎開挖前放樣，以挖土機開挖基礎向後傾斜且塊石排列成

鋸齒狀，砌塊石後空隙填塞小石塊增加穩定度，大小塊石確實

塞緊。此工法與箱籠護岸原理相同，皆以石塊自重來承受側向

土壓，差別在於箱籠利用鐵網來束置石塊，而乾砌石則以細小

石塊來防止滑動。應用高度建議小於 3m。按址拋石，製造蜿

蜒水域及生物棲息空間，石縫間隙應以卵石緊密填充。  

檢附案例位於新北市雙溪鄉丁子蘭坑溪，因當地大型塊石

充裕，水流速較大，可利用塊石抵擋沖刷破壞，而孔隙可提供

動植物棲息，因而選則此工法施工 (圖 2.2-1~2.2-3)。  

 
 

圖 2.2-1 單階砌石護岸斷面圖 圖 2.2-2 混凝土基礎多階砌石護岸斷面圖 

  

(a) 乾砌石護岸施作照片 (b)乾砌石護岸完工照片 

圖 2.2-3 乾砌石護岸施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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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箱籠護岸工法  

以鐵絲編織成箱型，內置大型石塊堆疊而成。箱籠填充石

材時，應分三層填滿，每層塊石應在投料後，以人工確實填塞

及整平，完工後之填充愈均勻，愈能保證結構體自重呈最佳分

佈狀態且對變形有較佳之自我調整性，箱籠結構體可為後傾倒

以確保較高之抗傾倒安全係數，構造如圖 2.2-4 所示。  

在降雨量大，地下水高之河岸地區可利用其高滲透性以利

排水，對於河岸邊坡可能發生大量崩塌沉陷時，尚可運用其高

柔性特質抵抗變形。實務應用上不適用於土石流潛勢溪流及河

床粒徑過大 (∮＞ 10cm)之溪流。箱籠可採不同粒徑之石塊、塊

石或現地砂礫土填充組成，適用於高於長流水水位之坡段。施

工圖如圖 2.2-5 所示。  

此案例應用於上游河段河床粒徑較大處，可利用當地石塊

護岸，而當地坡面稍高，基礎較不穩固，須以石塊重量增加基

礎穩固，石塊間多孔縫則有利於坡面土壤排水。  

 
圖 2.2-4 箱籠護岸示意圖 

  
(a)箱籠護岸施作照片 (b)箱籠護岸完工照片 

圖 2.2-5 箱籠護岸施工案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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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場鑄混凝土護岸工法  

(1)內面工護岸  

對於具自立穩定性之護岸邊坡，例如岩坡或礫石坡。於接

續水體之坡面，利用混凝土、噴凝土、砌卵石、防蝕網、植生

格框、地工成型膜等材料隔絕坡面與水體，如圖 2.3-1 所示。  

由於護岸面將保護水岸坡面，免受浸水崩解、表面剝蝕、

水流沖刷、岩體風化等作用。達到確保護岸邊坡穩定之目的。 

 

圖 2.3-1 運用於河道之混凝土內面工 

(2)重力式擋土牆護岸  

利用重力式混凝土擋土牆 (圖 2.3-2)。運用牆體自重與後傾

分力，施壓於背坡面提高護岸邊坡穩定性，並避免水流沖刷土

體崩解。擋土牆之牆身是以無筋混凝土或卵（塊）石混凝土澆

置而成，藉其厚重的牆身抵抗土、水壓力，故稱之為重力式擋

土牆。  

原則上，此型式擋土牆之牆基地盤須無承載力不足之虞，

方得適用。且考量牆體較高時，混凝土體積甚大，較不經濟。

適用於擋土高度為  5m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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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重力式擋土牆護岸工法照片 

(3)懸臂式擋土牆結構  

運用鋼筋混凝土牆與底版，結合背填土石重力形成護岸結

構。可運用於用地受限、高差較大之護岸需求，如圖 2.3-3 所

示。懸臂式擋土牆的擋土原理與重力式相同，亦是由自重所生

穩定抗力，抵抗土、水壓力。因考慮經濟原則，於承受較大彎

矩之斷面（受扭應力部位），即牆背下段與牆基趾端下緣，排

組少量鋼筋增強抗扯高度，使牆體減薄。其經濟的擋土高度，

一般為  6m 以下。  

由鋼筋混凝土構築牆身與底版組合而成，牆身結構行為類

似懸臂樑，固定於底版上。本型式擋土牆是由牆的自重與牆基

正上方的土重，提供其擋土抗力，由於所需的混凝土量，較半

重力式擋土牆為少，牆基地盤條件受限亦較小，且其經濟性及

施工性皆甚佳，故廣被採用，其擋土高度以  3～ 10m 範圍為最

理想。由於其牆體總橫斷面形狀，極似英文字母 L 與倒 T 字，

故亦稱 L 型或倒 T 擋土牆。  

 

圖 2.3-3 懸臂式擋土牆護岸工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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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孔混凝土護岸  

多孔混凝土較一般混凝土具有更多之孔隙，各孔隙能有連

通，故具有良好透水性。水份可自由出入多孔混凝土，對於防

止邊坡因土壤飽和而滑動有良好的效果；土壤填覆於多孔混凝

土孔隙間，有助植被生長。改善傳統內面工護岸工法之缺點。 

多孔混凝土可視為不含細骨材與膠結漿體之混凝土，亦稱

作無細料混凝土或透水性混凝土。施工開始前先將堤防護岸基

礎所在之表面整平夯實，舖設濾層以防止土壤材料之析出，施

工時由於運搬過程中骨材與漿體有分離的可能，所以澆置前需

再予攪拌均勻，澆置灌注時應連續澆置且以適當之厚度分層澆

置，並於下層混凝土固化前澆置上層混凝土，一般上下層間之

澆置間隔時間不超過 45 分鐘，以免形成脆弱面，澆置過程中

需分層夯實，如每層厚度在 100mm 以內以小型震動機具夯實，

若超過 100mm 建議使用大型機具，最後以充分吸水後之麻布

或帆布鋪蓋養護 7 天。  

使用多孔隙混凝土施工需要大型機具，如預拌車、挖土機

等 ， 需 較 大 之 工 作 平 臺 ； 而 多 孔 混 凝 土 抗 壓 強 度 在

1000psi~3000psi 之間，較一般混凝土強度 3000psi~5000psi 有

顯著差異，有結構強度不足之隱憂存在；且混凝土從澆置到養

護施工時間過長，不適用於快速補強工程。  

多孔混凝土的施工，如圖 2.3-4 為夯實作業使用之機具，

依分層厚度使用大型、小型震動機。圖 2.3-5 為灌注完畢工人

利用噴頭填充土壤，有助未來植物生長。圖 2.3-6 為使用多孔

混凝土護岸之施工案例。  

此案例施作於貓羅溪千秋堤段，此河堤因混凝土排水性能

差，易造成混凝土強度下降，改良了其混凝土之性質，利用多

孔混凝土之特性，利於排水，施作於河堤表面，以達到防災之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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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層厚度超過 100mm  (b) 分層厚度小於 100mm 

圖 2.3-4 多孔混凝土夯實作業照片 

 

圖 2.3-5 填充土壤照片 

 

圖 2.3-6 貓羅溪千秋堤段防災減災工程施工完成照片 

 

  

http://pcces.pcc.gov.tw/CSInew/Default.aspx?FunID=Fun_9_27&id=201206115252&SearchTyp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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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預鑄混凝土護岸工法  

運用工廠預先生產預鑄混凝土元件，再於現場組裝之作法。可使

得工地作業簡化、構件品質也因養護條件得以良好控制，而能以較高

之混凝土強度獲得較經濟之斷面尺寸。製品之形狀也可經由模組化獲

得優美、規律之外觀。  

(1)混凝土格框護岸  

混凝土格框護岸主要由預鑄型混凝土框箱組合而成，再以

回填料放置於格框內，回填料可採碎石或其他顆粒性材料，其

粒徑大小以其不會流失為主。格框間隙一般由順條厚度或混凝

土墊塊厚度來決定，格框結構體對橫向或丁條方向之不均勻沉

陷特別敏感，一般須鋪設混凝土版以支撐格框結構體，防止不

均勻沉陷發生，內部多孔隙水易排除，因此不必配置排水設施，

內部亦可供浮游生物棲息而不受亂流影響，岸面多孔可供動植

物生長棲息。如圖 2.4-1 所示。  

適用於流速大、沖蝕嚴重或骨質較差且崎嶇不平之河岸，

施工可應用於河岸或坡面上，有似於格床式擋土牆用於邊坡，

此護岸有大量孔隙，因植物入侵容易，可營造良好景觀，施工

案例如圖 2.4-2。  

此案例施工於雲林縣荷苞村大埔溪口及臺南縣龍崎鄉牛

埔泥岩，此地坡面接近垂直而岸高度不高，河床較窄，以不減

少河床流量之考量，建設混凝土格框可搭配當地自然環境。  

 

圖 2.4-1 混凝土格框護岸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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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雲林縣荷苞村大埔溪口溪 (b)臺南縣龍崎鄉牛埔泥岩 

 

圖 2.4-2 混凝土格框護岸施工案例照片 

(2)預鑄版塊護岸  

預鑄版塊護岸係利用大型預鑄混凝土版塊與止水版黏結，

打設於海堤上以防海潮。施工前，先於現地進行測量，選用適

合混凝土規格，再於工廠機械化施工，而施工時利用吊掛機具

吊設即可。  

此工法之材料皆於機械化施工，混凝土強度穩定，混凝土

預鑄規格完整可配合現地坡度來選用，外加止水版的設置，以

防混凝土滲水導致地基坍塌破壞，現場施工時可節省施工人力

成本，只需簡易架設與混凝土澆築，施工工期大幅縮短。混凝

土預鑄時，需大量模版來施作，施工成本提高，較適用於坡度

變化不大之海堤而坡面面積廣大，無法應用於直立式海堤。此

工法將破壞原有之自然生態環境，無法讓動植物生長。  

預鑄版塊護岸應用於海堤護岸結構時，可克服海岸面過於

廣大，漲退潮影響施作工程進度之困擾。將過去現場模版、混

凝土澆置等施工時間與施工人員成本以及可用工時過短造成

工期難以控制的問題，經由預鑄工法得以控制。如圖 2.4-3 為

施作於日本海岸案例，全部結構體皆利用混凝土來施作。現場

施工如圖 2.4-4 所示，混凝土以起重機吊掛，再由施工人員放

置。圖 2.4-5 為海堤施作完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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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 預鑄版塊護岸示意圖 

  
(a)基礎混凝土塊施作 (b)止水版架設 

圖 2.4-4 預鑄版塊護岸現場施工照片 

 

圖 2.4-5 預鑄版塊護岸完工案例照片 

(3)枝幹式框護岸工法  

枝幹式護岸工法，採用預鑄型枝幹混凝土框與現地石材堆

疊。施工時先堆疊底層砂石，再將枝幹混凝土與其穩固，挑選

石塊時，宜用大粒徑之石塊，再將細粒徑之土壤於空隙間後夯

實，連續堆疊高於水面即完成。  

此工法具有高透水性和耐震性，而其特點在於它能對抗最

大達到 8.68m/s 的水流，並降低近岸流速，保護基礎；除此之

外，以現地土砂、石塊做為回填料，有利現地植生菌種復育；

且與傳統鋼筋混凝土工法相比，碳足跡排放量僅是傳統工法的

七分之一；由於是工廠預先鑄造，不需澆置、養護混凝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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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工期之效果。  

本工法適用於低矮型河川，施工快速且只可因地制宜，不

受河川彎曲度限制，但受現地石塊大小不一，不易挑選使用。 

枝幹式混凝土框護岸工法示意圖，參考圖 2.4-6，分別是

工程師選取適當石材與枝幹式混凝土框架結構圖。施工後現場

如圖 2.4-7 所示，分別為日本山口縣川棚川與日本兵庫縣豊岡

市出石川施工完後現場照片，臺灣亦有來吉 1、2 鄰土砂災害

復建工程師工案例如圖。  

此工法利用簡單的混凝土塊與大粒徑石塊堆疊，因岸高不

高，且為垂直之坡面，當地又有許多大粒徑石塊可使用，選用

此工法是最經濟實惠，目前日本許多地方使用此工法來修復岸

邊崩塌。  

  
(a) 選取石材 (b) 枝幹式混凝土框架 

圖 2.4-6 配材示意圖 

  
(a) 日本山口縣川棚川 (b) 日本兵庫縣豊岡市出石川 

 
(c) 臺灣嘉義縣阿里山來吉 1、2 鄰土砂災害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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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7 施工案例照片 

 (4)仿天然石塊護岸工法  

此工法使用仿天然石塊於最外層，配合錨桿固定於邊坡，

再利用大石塊堆疊而成，形成一似天然石階之邊坡，其階與階

之間空隙，可放入軟土，種植植物 (詳見圖 2.4-8)。  

施工時先將原坡面鋪上防水層材料，再放置偽天然石材與

大石塊堆疊即可完成，施工方便且快速。此工法因有許多石間

空隙 (詳見圖 2.4-9)，可供小魚等有環境及空間生長，不受水流

過於湍急等影響，符合日本多自然護岸法規。水流衝擊區可搭

配大石塊於底層 (詳見圖 2.4-10)。  

此方法大幅度的縮短工期，因無須灌入與養護混凝土，相

對的成本也減少，此工法並非種植大量植物於護岸邊，反倒是

注重水中生態環境，因大石塊皆為天然石材，可讓水中動植物

生長，而整體結構之強度也經過一體化、高承土壓載荷、衝擊

確認等試驗，證明其安全性 (詳見圖 2.4-11)。  

此工法案例應用於日本溪邊，岸邊高度高，坡度陡峭，是

使用其工法考量原因之一，而岸上土壤又須建設房屋及車輛通

過，須能承受高承土壓荷載重量，此工法經過許多試驗測試確

認，是使用此工法之主因。  

  

圖 2.4-8 仿天然石塊間縫植生 圖 2.4-9 仿天然石塊元件構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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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0 仿天然石塊護岸外觀 圖 2.4-11 仿天然石塊護岸承載試驗 

(5)自然型塊護岸工法  

此工法為防止河岸邊坡滑動，係利用特殊形狀之預鑄混凝

土單元塊連接 (詳見圖 2.4-12)，分為陸上、水中和空隙率不同

等分別使用，從河岸上方土壤水平面延伸至水面下方底層之平

面，以增加混凝土塊之穩定度，不易滑動，此高機能混凝土塊

構造特殊，可適用與各種不平緩之邊坡 (詳見圖 2.4-13) ，施工

可搭配板樁使用，而四塊連結為一組，可使植物生長於中間空

隙，以維護自然生態，亦可減緩河流流速。  

施工時，可於水中施工，利用水中浮球隔離水流，再由潛

水士於水中施工。由上往下施工，打入止滑釘於土壤水平面之

混凝土塊中間空隙，以確保混凝土塊連接穩定，此工法非常簡

易，由吊車吊掛預鑄特殊型混凝土塊，再由施工人員連接即可

完成。施工示意圖如圖 2.4-14  ~ 圖 2.4-16。  

此方法優點與從前的工法比較，從前工法使用整片混凝土

施工，沒有空隙，無法使植物生長，並且河川流速過快 (無靜止

水流區 )，自然生態將受到破壞。而此工法工期縮短，經濟性增

加 (工人減少 )，施工性增加，可大面積施工。  

此工法位於日本河岸，此岸邊腹地廣大，坡度平緩，是選

用此工法之考量原因；河岸必須按照日本法規之多自然護岸工

法，須種植物，且不破壞原自然生態為主要之規定，導致日本

出現許多形狀不同之護岸工法，如三角形、圓形等，皆須以鐵

鈎環互相連接，而選用其工法最主要目的因無連接之螺栓與鐵

絲等易腐蝕性結構物，耐久性佳。  

  
圖 2.4-12 特殊型混凝土塊施工照片 圖 2.4-13 適用於各種坡面施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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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4 結構示意圖 圖 2.4-15 施工完案例照片 

 

圖 2.4-16 施工兩年後案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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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木製品工法護岸  

木排樁護岸工法  

木排樁護岸工法係由傳統木製護岸工法改良而成，要比原

先單一木樁強度更為提升。施工前事先以木樁排列組立成排樁，

接下來只要把組立好之排樁用人力或打樁機打入土壤中即完

成木排樁護岸工法。  

利用木排樁護工法之優勢在於它施工迅速又簡單，幾乎不

需要任何大型機具；成本低且可配合蜿蜒地形施工；採用之木

材為天然材料，不會對環境帶來衝擊，完工後之護岸低矮且親

水性高，具良好之植生效果，亦提供兩棲類、魚類、爬蟲類更

多生存空間。  

本工法屬生態工法，結構強度較低，僅適合用在低水護岸、

緊急處理或暫時性修補工程，亦無法在坡度過於陡峭地形上施

作。  

木排樁護岸工法示意圖，圖 2.5-1 為排樁組立階段施工圖，

將準備好之木樁、木條排列組立固定。圖 2.5-2 為后番子坑溪

整治後的現場照片，開始有稀疏植被生長，環境綠化工程相當

成功。  

此案例用於當地木材材料豐富，岸高低矮，施工機具不易

到達，利用現地材料來解決土石淘刷，且以木排樁來取代舊有

的木樁工法進行后番子坑溪整治工程。  

  

(a) 排樁組立作業 (b)組立完成之排樁 

圖 2.5-1 木排樁工法施工作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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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 后番子坑溪整治工程後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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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鋼製品工法護岸  

鋼鈑樁護岸工法  

鋼鈑樁工法係利用連續打入鋼鈑樁而構成防水牆之工法，

約 70%以上的開挖使用。其強度、止水性及施工性均較木板樁

及混凝土樁為佳。打鋼鈑樁必需力求垂直、整齊、咬合良好，

使能獲得垂直的平面，工法示意圖可參考圖 2.6-1。其止水的性

能完全取決於嵌合部份施工的良窳。  

鋼鈑樁將鋼鈑樁相互崁合在一起，設置於地中形成防水牆，

迄今為止常被用在軟弱地基、滲水多以及湖岸邊之地。當相崁

合之部份的施工成功之時，就會以止水性高的板樁壁發揮有效

的止水功用，而當相崁合部份發生不良之時則無法發揮鋼鈑樁

的止水效果。  

鋼鈑樁之施工採用一次之施工法，其施工步驟如下： (1)

測量邊線、放樣。(2)排列校正傾斜。(3)依序植入要求深度。(4)

植入鋼鈑樁後，鋼鈑樁與支撐橫擋的間隙須以混凝土填塞做背

填，以使支撐壓力能均勻受力，鋼鈑樁施工圖可參考圖 2.6-2。  

鋼鈑樁施工須全部版榫卡槽均要卡接，轉角處應使用角樁，

防止基地外水及砂湧入，以達整座板樁牆相連接成一體，才可

使鋼鈑樁擋土工法發揮最佳強度。鋼鈑樁護岸擋土工法具有高

強度及止水性佳的特性，惟板樁打入時，不只是打樁機，在重

心位置打入或壓入都是困難的。因此打入力量的位置、壓入力

量的位置與重心位置偏離產生的力矩皆係造成鋼鈑樁護岸工

法效果折減原因。  

此案例位於觀音海岸線臨時護岸，因當地海浪沖擊力大，

須使用強度較高之鋼鈑樁，減緩海浪沖擊及水層通過鹽化土壤，

則選用鋼鈑樁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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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1 鋼鈑樁工法示意圖 

  

(a)鋼鈑樁打樁施工 (b)鋼鈑樁施工完成圖 

圖 2.6-2 鋼鈑樁施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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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塑化複合材料工法護岸  

(1)蜂巢圍束網格護岸  

蜂巢圍束主要由植生沃土、碎石粒料與混凝土所組成，每

隔適當距離設置隔牆，背填土儘量採用現地非凝聚性或顆粒材

料，砂質土壤或沙土為佳，若河床之基礎土壤為軟弱土壤時，

可打設木樁以提升承載力及減小沉陷量。木樁之水平間距可採

用 60cm，或依實際情況改變樁長、樁徑及間距。  

堆疊式適用於流速 6m/sec 以下之溪流，護岸高度小於 4m。

展開式適用於各種流速及沖蝕情況之溪流河岸，於緊急處理或

有時效性之工程，由於其預鑄性及重覆性高，施工迅速簡易，

於緩坡度河岸，具有較寬廣之河岸腹地時具實用性。河岸區之

土層有不均勻沉陷或地震顧慮時，可運用其高柔性抵抗變形。 

堆疊式蜂巢圍束網格分成標準蜂巢及大蜂巢，設計者可因

地制宜，依據不同需求採用不同規格， (參考圖 2.7-1)。展開式

蜂巢圍束網格混坡護岸適用性與規格與堆疊式護岸相同，僅配

置方式不同， (參考圖 2.7-2)。  

此案例位於桃園縣龍潭鄉南坑野溪，此案例坡度陡峭，土

石易崩落，而當地居民須使用野溪之水源，須以階梯型護岸方

法，此工程因施工簡易且迅速，適合當地小溪流使用，故選用

此方法施工，以節省成本， (可見圖 2.7-3)。  

 

 

  

圖 2.7-1 堆疊式蜂巢示意斷面圖 圖 2.7-2 展開式蜂巢示意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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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桃園縣龍潭鄉南坑野溪 (b)桃園縣龍潭鄉南坑野溪 

圖 2.7-3 堆疊式蜂巢施工照片 

 

 (2)塑鋼鈑樁護岸工法  

塑鋼鈑樁是由特殊的 P.V.C 原料壓擠製作成型，每片可由

C 型溝槽相互連接，材質非常強固、穩定，不受天候影響、也

不影響水質，安裝迅速、施工輕巧簡便而耐用，且可以節省工

程費用；又顏色多樣化符合環境美化需求。可承受約 60 MPa

的應力，其用途廣泛，舉凡在水利、河海工程及土木工程或是

水土保持的土方穩固方面，皆可作運用。  

在施工方面，鋼鈑樁須藉助重型吊車輛以樁錘施工，施工

場地至少能容納吊車進出之必要腳路，每日可施工量有限，不

若塑鋼鈑樁因質量輕，可簡單二 -三人工利用手提空壓機或怪手

即可迅速施工，又免除重型車輛進出不便困擾，可參考圖 2.7-4  

塑鋼鈑樁施工圖。施工性而言，塑鋼鈑樁簡易方便。開挖深度

較淺較容易較能維護週邊設施安全，廢土清除量少有利處理及

環保，施工快速工期短，降低直接成本及社會成本，以及降低

施工難度，提昇工程品質。  

在結構上，塑鋼鈑樁為主體結構深入地底成為結構一環，

增加其穩定性，形成連續性之承載基樁，防止結構物沉陷，亦

可作為止水樁 (截水牆 )防止基礎淘空，大量減少混凝土使用量，

減少主體結構重量，可降低沉陷量，減少沙土開挖，有利環境

資源之保育。故在海邊、水岸及地層下陷區、軟弱地質淤積形

成之地盤，可作上述之考量。惟需注意其潛變，強度上使用年

限久會減低、脆化，皆須做考量與折減。  

此案例位於仁德溪港尾溝溪，如圖 2.7-5，因當地水流緩

慢，土石坡面不高，但土石淘刷造成基礎破壞，而導致上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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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崩落，此地需打入板樁來截斷水層通過，防止淘刷，而使用

PVC 版打入可防銹蝕。  

  
(a)打塑鋼鈑樁過程 (b) 塑鋼鈑樁施作完成 

圖 2.7-4 塑鋼鈑樁施工照片 

 
 

(a) 安置塑鋼鈑樁於溝渠 (b) 塑鋼鈑樁震動打入 
 

圖 2.7-5 仁德溪港尾溝溪之塑鋼鈑樁護岸工程照片 

(3) FRP 板樁護岸工法  

由於 FRP 材料可設計性高，因此世界各先進國家將此材

料應用於各行各業以美國 2002 年度 FRP 用途比例可發現，最

大之用途係用於汽車工業上，佔 31％；其次即用於土木建築建

設上，佔 20％，其中包含結構性材料及非結構性材料。  

而國內 FRP 材料主要應用於船艇製造、腳踏車製造、網

球拍、高爾夫球桿、釣桿等，值得一提的係臺灣目前是世界三

大 FRP 原料生產國，惟國內將 FRP 材料多應用於橋梁工程上

之補強工程及非結構性材料之附屬設施上。以下是 FRP 板樁應

用於護岸之施作案例進行介紹：  

 Carolina Beach State Park Marina Bulkhead  

卡羅來納州州立海灘公園 (Carolina Beach Stat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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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該碼頭是此公園的焦點，其中還有野營設施和人行步道。

碼頭現有的木板樁施作滿 15 年，但由於在海洋惡劣環境下

腐爛以及遭受海洋中船蛆蟲的蛀蝕，使其原有的木板樁遭受

嚴重破壞。其新建於 2010 三月，FRP 板樁深度約 6-10 公尺；

施工海岸線長 762 公尺 (如圖 2.7-6 所示 )。其在碼頭沿岸，

使用振動錘打樁機，其加載能力約 25 噸，每天成功安裝 FRP

板樁超過 120 英呎，且其遇到各種砂土、濕潤緻密粘土以及

礫石層等各種土壤條件。  

 

圖 2.7-6 舊金山濱海玻璃纖維管樁照片 

 Lincoln Harbor Pier & Bulkhead Rehabilitation  

澤西州威霍肯林肯港 (Lincoln Harbor, Weehawken, NJ)

位於哈得遜河附近的林肯隧道，係為大型、高檔、多用途發

展的港口，它是由數個碼頭組成，碼頭部分基礎由數百木樁

支撐。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船蛆蟲蛀蝕其木樁系統，其結

構漸漸損壞。另外其開裂的混凝土結構，更是一個嚴重結構

性問題的證據。其新建於 2010 五月，FRP 板樁深度約 7 m，

施工海岸線長約 991 m。其施工是將兩種方法分別使用於安

裝板樁上。首先，一臺大型挖土機鏟斗其沿岸週邊，做好前

置作業，再將起重機將板樁吊放至其位置，並使用振動錘打

樁 (如圖 2.7-9 所示 )。平均每天施工可達 100 英呎。15 到 30

英呎等不同長度變化的 FRP 板樁被打進不同的土壤條件，

其包括粉砂、濕潤緻密粘土以及礫石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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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7 沿海岸邊 FRP 板樁施作照片 

 其他 FRP 板樁相關案例介紹  

位於佛羅里達州，設計圍繞基礎穩定和沙丘恢復，因

為施工須穿過堅硬的岩石泥炭層中之環保要求，需  15 英呎

以上之跨度暴露，版長 30-36 英呎 (如圖 2.7-8 所示 )。  

位於路易斯安那州的肯納，為了保持排水渠坡穩定，

使用耐久性的板樁懸臂設計在貧瘠的土壤上，版長 20 英呎

(如圖 2.7-9 所示 )。  

位於美國俄勒岡州，利用板樁做為防滲牆和壩體穩定

的核心結構，耐力強度允許 20 英呎暴露樁護堤，施工前不

須加支撐 (如圖 2.7-10 所示 )。  

位於美國洛杉磯，因電力設施使用鋼鈑樁容易攜帶雜

散電流，使電力設施壽命減少，使用非導電性和強度適應的

FRP 板樁，來解決問題 (如圖 2.7-11 所示 )。  

對於陸地區之卵礫石層施工，國外亦開發出運用強化

鋼製成導桿，導桿以特殊夾具夾住 FRP 板樁，再以震動機

與噴射水流打入。貫入至預定深度後，夾具放開抽出導桿。

即完成打入工作，如圖 2.7-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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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8 FRP 板樁堅硬泥炭層之應用照

片 

圖 2.7-9 FRP 板樁河岸擋土結構照

片 

  

圖 2.7-10 防滲水牆照片 圖 2.7-11 海濱施工情形照片 

 

圖 2.7-12FRP 板樁利用特殊導桿進行卵礫層貫入施工例 

 (4)生態新格網植被護岸工法  

新格網植被覆蓋護岸工法係利用低水時期之坡地整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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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結構高張力之格網，束置石頭移動以防河水淘刷，施工時先

整平坡地土壤，再鋪設土工布強化底層土壤結構，及擺置格網

與打設基礎樁固定，最後覆蓋石頭格網防止淘刷。  

此工法有似於箱籠護岸的概念，加入自然生態概念，放入

植物種子與細粒徑軟土層，供植物生長，使用防銹蝕之格網，

不會因結構格網鏽蝕導致結構力降低，將箱籠式格網加以升級。

可利用在有潮汐之河岸，以防水高張力之格網束置麻布袋，而

麻布袋內灌入碎石與種子，此部分可利用機器灌入調配好之比

例，以機器取代人工，再以起重機吊掛至坡地，鋪設完成後將

可等待種子生長。  

格網的高張力可束置石頭滾動，防水性能以防銹蝕，適合

大面積河岸植生復原。而此工法適用於低斜度之坡地，且植物

於潮汐型河岸不易生長，時常有豪大雨區域或湍急河流無法適

用。  

新格網植被覆蓋護岸工法結構示意圖，參考圖 2.7-13。現

場施作圖如圖 2.7-14 所示，大片的網格連結，再一同由起重機

吊設。圖 2.7-15 為日本河川施做完工後初期與後期植披生長情

形，後期植披生長不易，須對河川漲退潮與植物生長期作比對，

選用更適合之植物種植。  

此工法案例施作於日本，現場現況為河岸邊低流速之矮邊

坡，此岸邊河床衝擊力不高，還無須將水源截斷來利用上層土

壤，在日本現行法規中河岸護坡須為多自然型，須考慮到植物

生長與生態維護，此方法可取代部分箱籠護岸工法。  

 

圖 2.7-13 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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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灌入填充材 (b)格網鋪設 

圖 2.7-14 現場施工圖 

  

(a)河川護岸 (b)河川植生護岸 

圖 2.7-15 施工案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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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特殊機具工法護岸  

(1)地底控制水層護岸工法  

地底控制水層護岸工法係利用 TRD 工法 (Trench cutting 

Re-mixing Deep wall method)施工，作業前先將鋼版鋪於軟弱土

層上，使機具可易於在軟質土壤上施工，然後利用 TRD 機具注

入掘削液來開挖土層，再注入固化液使土層形成一層薄膜，防

止地下水由孔壁滲出，並提供液壓力以防止土層塌陷，最後再

置入混凝土。  

此工法適合利用低水護岸及稀少生物、動物區或自然保護

區。以不破壞原始生態，抑制水層通過，亦可截斷有污染的河

流，避免動植物的危險，施工時振動噪音影響較小，可連續施

工，無須暫停，施工牆面時可傾斜施作。  

施工時會利用多項施工機具，如 TRD 機具 I 型、挖土機

0.4m3、25T 吊車、全自動混凝土攪拌機、空氣壓縮機、高壓洗

淨機等，使用施工空間大，工程施工浩大繁雜，且工程僅限於

壁體深度小於 12.5m 之設計或軟弱土層 (砂質土、黏土 )。  

TRD 工法示意圖，參考圖 2.8-1，亦係由掘削液挖掘土壤，

以旋轉方向挖掘並運送挖掘土壤，並由機器吐出固化液，形成

連續牆。施工施作圖如圖 2.8-2 所示。圖 2.8-3 為護岸工法結構

示意圖。日本本島多處場所使用此工法施作護岸，如圖 2.8-4

所示。  

此案例位於日本千葉縣利根川右岸，因水層通過細粒料土

層，造成當地地質軟弱，而無法排水，須利用此工法截斷水源

通過而不破壞當地生態環境之工法，使得岸上之土壤地質可被

利用。此工法概念上與板樁相同，可阻擋水層通過，但此工法

較於穩定，不受板樁材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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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1 TRD 工法示意圖 

 

 
(a)掘削機之掘削刀具放置 (b)掘削施作照片 

圖 2.8-2 TRD 工法施工圖 

 

圖 2.8-3 TRD 護岸工法結構示意圖 

  

(a)千葉県利根川右岸照片 (b)日本本島施工主要地點 

圖 2.8-4 TRD 施工案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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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硬質地盤護岸工法  

硬質地盤工法係指開挖較深、岩盤較硬之地層，利用堅硬

鑽頭機具進行開挖，再以鋼鈑樁打入地層，截斷水源通過，以

防止土石淘刷。施工時利用複合式鑽掘機鑽掘，鑽掘完成後可

同時利用鑽掘機打入鋼鈑樁，待鋼鈑樁打入後，鑽掘機之鑽桿

再拔出，即可繼續鑽掘下一個鋼鈑位置。  

此工法優點為系統化機械施工，工期時日縮短，使用施工

佔地面積比以往的工法減少許多，施工機具高度也比以往的工

法減低，可在施工範圍限制之現地施作，亦可在傾斜地面施工、

水上施工，且無機具翻倒之危險，可開挖岩盤、礫石層，亦可

開挖砂質土、黏土，利用專有的鑽掘技術可減少開挖面積。此

工法適用於鋼鈑樁之打入，但利用於護岸時，應考量鋼鈑容易

因銹蝕降低強度現象。  

硬質地盤工法結構示意圖，參考圖 2.8-5。現場施作圖如

圖 2.8-6 所示，機具可在鋼版上進行施作，施工佔地面積小。

圖 2.8-7 為日本兵庫縣夢前川水系水尾川低水護岸工程案例。  

此案例施作於日本河川，在河岸地區施工現場作業面積有

限，底層地盤又遭遇硬質地層鋼鈑樁不易以打擊方式貫入，必

須運用硬質地盤清除工法之重型特殊機具與鑽頭施工。採此工

法，所有機具在鋼鈑樁機系統化整合施作，取代傳統貫入岩盤

時所須動員多組施工機具，大幅縮減施工空間需求，。  

 

圖 2.8-5 硬質地盤護岸工法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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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硬質地盤用掘削機 (b)鋼鈑樁打入 

圖 2.8-6 硬質地盤護岸工法現場施工照片 

 

圖 2.8-7 硬質地盤護岸工法施作案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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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各式材料工法之特性比較  

經整理本案蒐集之各式護岸材料工法之優缺點之比較，整理如表

2.9-1。並就其工程應用性能比較如表 2.9-2，各比較項目之研判基準說

明如下 :  

(1) 坡度  

護岸基礎座落位置之原地形坡度反應了施作護岸結構

時之穩定性及難易度。當護岸之施工需經由大幅度整平基礎

面作業時，則在遭遇河岸陡坡或順向坡時意謂著較大之施工

風險與臨時輔助措施需求。  

比較基準以護岸背側坡度 30 度 (即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所

定義之三級坡上限 )為緩、陡坡之區分，坡度高於 45 度之邊

坡則多需要其他上邊坡穩定手段解決不在此討論。  

砌石、木排樁、生態格網植被與無基樁懸臂式擋土牆等

因屬於自體重力穩定式護岸結構較不適用於陡坡。排樁、板

樁以及運用基樁、地錨錨定之護岸則較能勝任之。內面工只

應用於自立性穩定之人工或自然坡體，故多能穩定。  

(2) 地質  

地質條件以軟弱土層、一般土層、卵礫 /岩層三種分類

來加以探討，主要針對該種護岸型式在不同地質條件下之穩

定性與壁體變形可能性與承受度。  

軟弱地盤例如新生之沉積泥岸，存在有高壓縮性、塑性

及低承載力之特性，一般以標準貫入值 N 小於 4 即可視為

軟弱土層。對於將荷重直接座落其上之護岸，將產生明顯之

壓密沉陷變形，對於疊砌類之重力式結構因產生過量沉陷且

可能發生地盤塑性破壞並不合適。相對地垂直壁式護岸如排

樁、板樁等則因自重輕、強度高而可以勝任。  

一般土層則指地層為中度緊密砂或中等堅實黏土之地

層，雖然其仍有沉陷發生之可能，但對於高剛性之懸臂式擋

土牆只要適當設計之伸縮縫，便可與疊砌式護岸以及加勁式

護岸一般吸收適量之差異沉陷，無沉陷破壞之虞。  

卵礫、岩層質地堅硬，反而疊砌式構造因採用明挖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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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克服其堅硬難破之特性。壁式護岸畢竟為人工材料，必

須運用破碎引孔手段始得勉強施作，且耗時廢工成本不貲。  

(3) 運輸需求  

運輸性之考量基於兩點，一為護岸材料，二為施工機具。

疊砌類護岸因需大量使用符合規格需求之塊石或大粒徑卵

石，在現場料源不足時需由工區外供料。在運距、車次之需

求上相當可觀，也可能造成施工瓶頸。反之，以結構元件設

計之護岸壁體，其對於特定土石之需求量相對較低，故在運

輸需求之表現上較佳。  

施工機具運輸因屬於一次性運輸，除特殊施工機具因道

路法令管制與施工道路限制須搭配拆解分次運輸外，基本上

均不構成困擾。  

(4) 施工速率 (工期 ) 

施工速率之差別在於是否能系統性運用機械設備施工，

以及施工程序是否繁複。以疊砌式護岸而言，即使運用機械

作業仍需逐一選料疊放，故其效率難以提昇。運用工廠量產

之零件例如格框、偽石塊預鑄件、板樁等。在其所適用之地

質條件下均能有優異之施工速率，施工速率佳者也意味著可

以較短之工期達成施工。  

(5) 施工機具  

施工機具考量要點在於該工法在所適用之地質條件下，

是否可由市面上流通性高之一般機具所達成。總體而言，特

殊機具工法均需要特定廠商開發之機具始能達成。其餘則無

此限制。  

(6) 耐久性  

耐候性之判別，以護岸材料完工後處於自然條件下，其

本體受到蟲蝕、風雨、溫差、日曬所產生之材質老化、分解

或變質所能維持結構功能之年限。大體而言，木製品因容易

為蟲蟻、濕度所破壞耐久性最差。金屬類多無法完全避免土

壤與水域濕氣之氧化腐蝕。塑料類材質上有抵抗紫外線之設

計，則耐用年限尚可。疊砌石、混凝土構造則在自然環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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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良好耐久性。  

表 2.9-1 國內外材料與工法之優缺比較表 

工法

材料 
護岸名稱 優點  缺點  

土

石

疊

砌  

乾砌石  

1.利用當地現有石材施工。  

2.施工以天然材料，以不破壞生態與

動植物生長為主。  

3.可抵擋較大沖刷力，排水能力佳。  

1.材料受現地限制，施工坡

度也受限制。  

2.工法排列不易，工期時間

較長。  

3.結構體易遭受破壞。  

箱籠  

1.可減緩水流大量衝擊。  

2.可大量排水。  

3.增加基礎穩固。  

1.鐵網易腐蝕。  

2.材料受現地限制。  

3.人力成本高。  

場

鑄

混

凝

土  

內面工  施工方便、簡單  無法承受較大側向土壓力  

重力式

擋土牆  

施工方便簡單  體積龐大，而需較多混凝土

及砂石材料  

懸臂式

擋土牆  

施工簡單，材料較省  受基礎不均勻沉陷之影響  

多孔混

凝土材

料  

1.新材料混凝土，具良好之透水性，

減少土壤之水壓。  

2.多孔隙混凝土有利植被生長。  

1.多孔混凝土強度較一般混

凝土低。  

2.混凝土澆置時間長，不適

用於快速補強工程。  

預

鑄

混

凝

土  

混凝土  

格框  

1.可施作於陡峭面  

2.排水性能佳。  

3.護岸能力強，可承受較大土壓。  

4.適用沖蝕嚴重或崎嶇不平之河岸。  

工期時間長，工法成本高。 

預鑄版

塊混凝

土  

1.機械化施工，大幅度減少工期。  

2.可當作永久結構體。  

3.具有良好止水效果。  

4.施工人員無需太多有經驗人員，只

須簡易架設。  

1.成本相對於傳統工法，成

本相對提高許多。  

2.無法利用於直立式護坡。  

枝幹式

混凝土

框  

1.具有高透水性和耐震性。  

2.降低近岸流速，保護基礎。  

3.現地土石當回填料，有助現地植生

菌種復育。  

4.與傳統工法比較，碳足跡排放量大

幅減少。  

5.混凝土預鑄工法，大幅縮短工期。  

1.使用大粒徑土石，需施工

前先行篩選。  

2.預鑄混凝土成本高。  

3.架設方式特殊，需聘請多

數有經驗人員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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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  

工法

材料 
護岸名稱 優點  缺點  

預

鑄

混

凝

土  

偽天然

石塊  

1.半自然工法且可供動植物生長  

2.斜面陡峭、漂亮，不占據河床大量

面積  

3.此工法土層堅固，上層土壤可供民

房及車輛通過  

4.透水性佳，以利排水  

1.此工法為預鑄型偽天然石

材，成本較高  

2.無法應用於平緩矮坡  

自然型

混凝土

塊  

1.使用預鑄型混凝土，施工方便且快

速。  

2.適合崎嶇地形  

3.可於空隙間種植植物，以利生態。  

無法於垂直邊坡使用  

木

材

製

品  

木排樁  

1.無須大型機具，採用天然木材，減

少對環境衝擊。  

2.具良好植生效果，用於護岸時可提

動魚類、兩棲類等生存空間。  

1.僅限於低水護岸、緊急處

理或暫時性修補。  

2.僅限於坡度低之地形施

作。  

鋼

製

品  

鋼鈑樁  

1.鋼鈑樁強度強，可承受較大土壓與

水壓。  

2.能隔離水源通過，防止基礎淘空。  

3.鋼鈑樁可打入較硬地層。  

1.易腐蝕，造成結構體破

壞。  

2.當咬合不良時，則須重新

施工。  

3.鋼鈑樁厚重，施工較困

難。  

塑

化

複

合

材

料  

蜂巢圍

束網格  

1.施工迅速簡易，可迅速補強河岸。  

2.可用於不同坡度地形。  

3.適合小溪使用，可節省成本。  

1.此方法適用較低矮之矮

牆。  

2.耐久性差。  

3.護岸強度低。  

塑鋼鈑

樁護岸

工法  

1.新材料 PVC 板樁具防水、不銹蝕之

特點。  

2.輕巧便於施作。  

3.不污染環境、環境衝擊有限。  

1.強度低，僅適用於土質較

鬆軟之地質，若遇卵礫石

層可能板樁有挫屈之疑

慮。  

2.不能抗 UV，若長時間於

太陽光紫外射線照射下，

強度將大幅降低。  

FRP 板

樁護岸

工法  

1.FRP 板樁防水性能好，不易銹蝕，

耐久性高，可永久使用。  

2.重量只為鋼的 1/4，易於操作，省搬

運費，增加施工速度，降低危險。  

1.FRP 防水性良好，若欲排

水則需鑽孔設置排水孔。  

2.若遇堅硬岩盤則需使用挖

掘機鑽掘後打入。  

新格網

植披覆

蓋護岸

工法  

1.不易受基礎不均勻沉陷影響。  

2.適合河川植生復育。  

3.防水性高，耐久性佳。  

1.植物於潮汐型河岸不易生

長，易有豪大雨區域或湍

急河流無法適用。  

2.格網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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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頁 ) 

工法

材料 
護岸名稱 優點  缺點  

特

殊

機

具

型

工

法  

地底控

制水層

護岸工

法  

1.施工牆面可傾斜、連續。  

2.施工震動噪音影響較小。  

3.工法不易破壞原始生態。  

4.施工工期可連續，無須分段施工。  

1.施工佔地面積浩大。  

2.僅適用於卵礫石之淺層開

挖施工。  

3.施工壁體深度僅限 12.5 公

尺之設計。  

硬質地

盤工法  

1.複合式機械施工，可減少施工步

驟、減少工期。  

2.施作機具低、少，可用於有範圍限

制之工地。  

3.可於斜坡地、水上施工，且無機具

翻倒之危險。  

4.硬質土、軟質土地層皆可施工。  

此工法適合鋼鈑樁打入，鋼

鈑樁用於護岸時易銹蝕，強

度降低。  

 

 

表 2.9-2 國內外邊坡護岸不同材料工法應用性能比較表 

  

緩坡 陡坡 軟弱土層 一般土壤 卵礫/岩層

乾砌石護岸 ○ ╳ ╳ ○ ○ △ ○ △ ○

箱籠護岸 ○ ╳ ╳ ○ ○ ○ ○ ○ △

內面工護岸 ○ - ╳ ○ - ○ ○ ○ △

重力式擋土牆護岸 ○ ╳ ╳ ○ ○ ○ ○ ○ ○

混凝土格框護岸 ○ ╳ ╳ ○ ○ ○ ○ ○ △

多孔混凝土護岸 ○ ╳ ╳ ○ ○ ○ ○ ○ △

蜂巢圍束網格緩坡護岸 ○ ○ ╳ ○ ○ △ ○ ○ △

預鑄版塊護岸 ○ ╳ ╳ ○ - ○ ○ ○ ○

枝幹式混凝土框護岸 ○ ○ ╳ ○ ○ △ ○ △ △

偽天然石塊護岸 ○ ○ ╳ ○ ○ ○ ○ ○ ○

自然型塊護岸 ○ ○ ╳ ○ ○ △ ○ ○ ○

木排樁護岸 ○ ╳ ╳ ○ ╳ ○ ○ ○ ╳

鋼鈑樁護岸 ○ ○ ○ ○ △ ○ ○ ○ △

懸臂式擋土牆護岸 ○ ○ ╳ △ ○ ○ ○ ○ ○

塑鋼版樁護岸 ○ ○ ○ ○ ╳ ○ ○ ○ △

FRP版樁護岸工法 ○ ○ ○ ○ ╳ ○ ○ ○ ○

生態新格網植被護岸 ○ ╳ ╳ ○ ○ ○ ○ ○ △

地底控制水層護岸工法 ○ ╳ ○ ○ ╳ ○ △ ○ △

硬質地盤工法 ○ ○ - - ○ ○ △ ○ ○

附註：○表示較佳、△表示尚可、╳ 表示不佳

耐久性護岸型式
適用地形 地質條件

運輸需求
施工速率

(工期)

施工機具

(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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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各工法於邊坡擋土適用性之比較，得知現行鋼製品材料應

用於護岸工程雖具有其應用優勢，但因水域環境及土壤中之水氣與酸

質對金屬銹蝕難以避免，造成強度逐漸損減乃至護岸功能喪失，甚至

引發災害。新發展之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料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 

FRP)，具有耐濕性、耐紫外線能力及碳排放量、生命週期成本、耐候

性、剛性、強度均有優異表現，恰可以補強鋼鐵材料之缺點。而所具

有之高強度與剛度比，有別於傳統材料成為替補鋼鐵材料之良好材料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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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新式材料工法之研究重點  

綜合前述比較，可發現不論傳統或新式，各材料工法之演進均以

材質之決定為先，依據材質的工程特性規劃設計應用方式進而演變出

配套之工法。工法之發展可依環境需求、工業技術能力以及工程規模

效益選擇既有施工機械或特別訂製專用機械。其機械基本原理差異不

大，主要在於實際運用時是否如預期順利，再演進改善。  

材料部份則有別於施工法，隨著材料科學發展基本原料經過製程

改善與複合強化，出現了許多以往未見之新式材料。在許多方面其性

能超出傳統材料設計者之想像，開創了前所未有之設計手段空間。  

因此本研究對新式材料工法之探討以探討新式材料之應用特性

為主軸，研討該材料應用時與傳統材料、施工機具搭配複合之工法組

成。對特殊施工機具所涉專用工法部份，因開發廠商有其市場規模與

工程經濟條件所支持，應用者僅須就機具廠商所提供之規格、設備能

力與實績比對應用環境條件即可選用，不在本研究進一步探討之列。  

在各種國外新式材料或製品中，亦包含了傳統材料之預製零件化，

例如混凝土預鑄產品之發展即持續不斷，但終就其本質為鋼筋混凝土

類產品之預製化，以降低現場作業量及提昇施工品質與外觀。與傳統

鋼筋混凝土材料並無不同。塑化類材料製品如加勁圍束網格、塑鋼鈑

樁亦然，施作實務經驗亦多，一般設計人員對此類材料之性質均甚熟

悉，無待本研究探索。  

但在塑化類材料中有一新興起之高強度複合材料 FRP 材質，具有

以往各塑化類材料所缺乏之高剛度與強度，其性能接近於鋼鐵。由航

太材料工程領域轉應用至傳統土木工程。此種複合材料所具有之輕質

性相當特別。以玻璃纖維強化高分子材料 (GFRP)為例，其密度約為鋼

的四分之一，比強度則為鋼的十倍 (註：構件材料之輕質性指標是將材

料強度及彈性模數分別除以材料比重，稱之為比強度 (σ /ρ )及比彈性

模數 (E/ρ ))。若將其應用於治理工程的護岸設施上，則可大幅節省搬

運能量，加速施工時效、降低機具與人力成本、減少工期。  

有鑑於該新式材料已發展為量產之板樁產品，本研究特針對該材

質應用於治理工程護岸，結合傳統材料與施工方式所複合之新式材料

工法作為材質試驗、現場試作之研究對象，期望透過材料試驗、現地

實際尺寸試驗得以作為相關治理工程與護岸設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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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石門水庫案例研究及材料探討 

3.1 石門水庫環境條件  

3.1.1 石門水庫蓄水範圍沿岸地形分析 

依據經濟部 96.9.7 修正公告石門水庫蓄水範圍，該範圍以水庫設

計最高洪水位標高 250 公尺與其迴水所及蓄水域及水庫相關重要設施

之土地與水面，行政轄區屬桃園縣龍潭鄉、大溪鎮、復興鄉及新竹縣

關西鎮。  

石門水庫水系皆發源自雪山山脈帶中，由泰崗溪、白石溪、三光

溪、拉拉溪、石磊溪、匹亞溪、雪霧鬧溪、大嵙崁溪、寶里苦溪、義

興溪、抬耀溪、三民溪、高翹溪、及南子溝溪等支流匯合而成，本支

流總數為 64 條，至石門水庫內之阿姆坪才進入西部麓山帶，自石門以

上沿溪長 83 公里，谷地最寬 20 公里，流路呈不規則樹枝狀，呈顯著

之穿入曲流，河岸段丘甚發育，尤其蓄水範圍上游部穿入作用較深刻，

河岸段丘亦最發達，故段丘之比高亦較大。  

蓄水範圍面積約 8 平方公里，蓄水範圍沿岸總長度約 46.21 公里，

區內地形位於羅浮西北端為較低緩之丘陵地，蓄水範圍海拔高度約 250

公尺。集水區高程變化則由海拔 227 公尺至 3514 公尺，經整理地形高

程分布如圖 3.1.1-1 所示。整體地表坡度多在 40%~55%(五級~六級坡 )  

如圖 3.1.1-2 所示，地形極為陡急。  

水庫蓄水範圍淹沒區內河床坡度約為百分之一，河谷地形約可分

為東、中及西三段。東段為竹頭角以東至角板山一帶，一部份為較狹

之河谷，一部份則為稍開闊之河階地。中段河谷係自竹頭角至新柑坪

之間，長約 3 公里，包含了有竹頭角、阿姆坪、大溪坪及新柑坪等廣

闊階地，河谷開暢而平緩。西段河谷為新柑坪以西至壩址間之地段，

其間除石牛山附近有稍廣闊階地與河谷出現外，餘皆為狹窄之峽谷地

帶。  



 

 3-2 

 

圖 3.1.1-1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形分布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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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 石門水庫集水區坡度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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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石門水庫區域地質特性 

石門水庫之岩層大部分為沉積岩及變質岩，本區潮濕多雨，造成

西北部丘陵地之黃棕色紅壤進行土壤灰化作用，又因地勢陡峭，表層

沖蝕劇烈，故大部分山地土壤為石質土，僅部份山岳、丘陵交界區，

化育成紅黃色準灰壤，各河岸段丘面及山谷緩坡屬沖積土。黑色基性

岩土見於玄武岩所組成之陡坡，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地質圖，如圖 3.1.2-1，

岩層之年代包括古第三紀及新第三紀等。  

工業技術研究院於 2005 至 2006 年執行「石門水庫集水區航照判

釋及地理資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報告中曾分析本計畫區域之地質，

古第三紀包括下部烏來群及上部烏來群，分布於計畫區域中部及南側，

其中漸新世上部烏來群之大桶山層及相當地層幾乎涵蓋整個中南側，

計畫區域中部出現中新世地層於巴陵至白石一帶，則是由於斷層所導

致；東南角則屬於年代久遠之地層，包括始新世至漸新世之西村層、

四稜砂岩等。  

石門水庫集水區北部則以新第三紀地層為主，包括野柳群、瑞芳

群及三峽群，涵蓋中新世早期至上新世之不同地層，地層分布通常越

往北年代越新，其中受多條斷層及褶皺所影響，地層重複出現數次。

在阿姆坪附近屈尺斷層令三峽群與野柳群接觸，同時使瑞芳群在集水

區最北端再次出現。  

由於台灣沉積岩層普遍強度不高，易受風化崩解。加上地形陡急

與岩體破碎、峽谷水系急流下切旺盛。蓄水範圍及上游主流河川因水

流沖刷與土石襲擊，護岸措施常有修建後再次受損之現象。加上近年

極端氣候影響，降雨集中暴雨機率增加。浸潤坡體更顯脆弱，當護岸

破壞時往往向上發展，形成上邊坡地滑坍塌之頻率也隨之提高。崩落

土石衝擊河道，破壞設施及造成堰塞。對河川與水工構造物頻繁造成

破壞，形成維修復建之沉重負擔。  



 

 3-5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圖 3.1.2-1 石門水庫區域地質圖 

 

大霸尖山

石門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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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氣候與水文 

石門水庫集水區處桃園縣大溪鎮與龍潭鄉、復興鄉、新竹縣關西

鎮之間，氣候溫暖，四季無明顯變化，只有長夏短冬之差異。夏季比

較酷熱，冬季溫度則屬溫暖宜人。各地溫度一年之中以五到十月較高，

其中以七、八兩月氣溫為最高，平均在  27℃  左右，最低為一至二月，

平均在  13℃  左右。經由歷年觀測資料得知集水區內年平均降雨量約

為 2350mm，多集中在夏季，自二月開始增加，至十月達到最高，而十

一月至翌年一月為乾燥季節，降雨量小於潛在蒸發散量。  

集水區集水面積 763.4km
2。石門水庫集水區內水系皆發源自雪山

山脈帶中，匯流至石門水庫內之阿姆坪才進入西部麓山帶，以大漢溪

為主，由泰崗溪、白石溪、三光溪、拉拉溪、石磊溪、匹亞溪、雪霧

鬧溪、大嵙崁溪、寶里苦溪、義興溪、抬耀溪、三民溪、高遶溪、及

湳仔溝溪等支流匯合而成，本支流總數為 64 條，流路呈不規則樹枝狀，

總長約 352.63 公里。泰崗溪發源自品田山北麓及大霸尖石之間，流向

東北轉向西北，經鎮西堡至控溪，與源出大霸尖石北麓之白石溪會合

北流，經田埔、玉峰後復轉向東北，於三光、蘇樂之間，與發源於宜

蘭梵梵山北麓之三光溪會合，再向北流，分別會那卡溪於蘇樂東方、

黑白庫溪於高義、匹亞溪於榮華、色霧鬧溪於色霧鬧、高坡溪於高坡、

義盛溪於羅浮對岸，此段河谷因穿透堅硬砂岩層，遂形成兩岸峭崖壁

立之狹長河谷；在羅浮附近，匯納霞雲溪之後，突轉向西，河谷漸寬，

主流經此流曲部，注入廣大之砂岩緩斜坡，行程廣闊之河道，自角板

山附近，又匯納奎輝溪、三民溪、高翹溪、南子溝溪等支流，形成石

門水庫之廣大蓄水範圍，如圖 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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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1 石門水庫集水區水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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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既有案例調查及致災原因分析  

為探查石門水庫蓄水範圍及其上由主要河川沿線治理工程中，各

護岸破壞類型及致災原因。本研究團隊進行了全範圍河道護岸之現勘

調查作業，經查詢近 5 年相關維護案例分布如圖 3.2-1 及表 3.2-1 所示。

經現場勘查比對，篩選與本研究主題相關案例，分別探討如後。  

 

圖 3.2-1 既有案例勘查位置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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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石門水庫集水區近年護岸維護工程探討案例 

序號  工程名稱  座標 E. 座標 N.  竣工日期  案例編號  

1  溪洲橋下游右岸護岸緊急搶修工程  274798 2746208   A 

2  榮安二村低水護岸工程  274724 2745470 100.7  A 

3  湳仔溝木棧道欄杆改善及庫邊崩塌地治理工程  274323 2745196   
 

4  石門水庫中線道路崩塌地治理工程  274281 2745027   
 

5  下奎輝等地區崩塌地處理工程  276776 2743867 99.8  
 

6  阿姆坪及湳仔溝等地區週邊環境治理工程  279626 2746372   
 

7  湳仔溝溪週邊設施改善工程  280851 2745617   
 

8  石門水庫集水區宇內溪防砂壩週邊治理工程  281510 2746494   
 

9  長興等地區治理工程  284621 2743115   
 

10  溪口地區崩塌地處理工程  285282 2744719 99.6  
 

11  溪口臺碼頭修復工程  285282 2744719 99 B 

12 霞雲溪復育工程  287566 2744350   
 

13  大漢溪主流河道羅浮段右側護岸工程  287424 2743276   C 

14 大漢溪主流河道羅浮段左側護岸治理工程  287424 2743276 100.3  D 

15 宇內溪庫邊 (和平橋上游 )復育工作  289103 2742789   
 

16  卡拉溪庫邊復育工程  290858 2732109   
 

17  巴陵壩下游右岸崩塌地處理工程  288572 2731745   E 

18 巴陵壩下游左側護岸基礎補強緊急搶修工程  288591 2731486   E 

19 三光地區護岸治理工程  288549 2731441   
 

20  大漢溪巴陵壩下游河道治理工程  288457 2731155 100.10  F  

21 興漢橋下游邊坡緊急治理工程  288677 2730926   
 

22  大溪巴陵壩下游河道治理工程  288308 2730556   F  

23 大漢溪巴陵壩下游護岸修復工程  288160 2730261 100.6  F  

24 三光溪下巴陵段河道治理工程  288852 2730063   G 

25 興漢橋上游崩塌地處理工程  289148 2730167   
 

26  大漢溪復華段及爺亨段右側護岸治理工程  287865 2729818   H 

27 大漢溪主流河道復華段右側護岸治理工程  287301 2729119 99.9  I  

28  砂崙仔壩修復工程  285064 2728922   
 

29  砂崙仔壩及玉峰壩修復工程  284395 2729080 100.6  
 

30 玉峰溪護岸治理工程  281585 2727229   J  

31  玉峰溪馬里光段左側護岸治理工程  281103 2727764   J  

32  玉峰橋下游左側護岸緊急搶修工程  281073 2727667   J  

33  白石溪秀巒段護岸治理工程  279109 2723499   K 

34 尖石地區溪流復育工程  279109 2723499   
 

35  尖石鄉秀巒壩魚梯及其上游護岸整治復育工程  278586 2722978   
 

36  秀巒防砂壩修復工程  278605 2722951   
 

37  白石溪秀巒段邊坡治理工程  278495 2722706 99.2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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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案例 A 榮安二村低水護岸工程 

(1) 位置：  

溪洲橋下游右岸側，如圖 3.2.1-1 所示。  

 

圖 3.2.1-1 案例 A 榮安二村低水護岸位置圖 

(2) 竣工時間： 100 年 7 月  

(3) 環境條件：  

主壩下游河道護岸，砂岩地盤。岩層層面走向與護岸走向呈斜交，

傾角陡直。護岸基盤接觸河床岩盤，背填則為砂質土壤。  

(4) 護岸型式與現況：  

本案因河川水流沖毀護岸擋土牆，採 RC 基礎及石籠護岸方式搶

修恢復，現況如圖 3.2.1-2 所示。  

 

圖 3.2.1-2 案例 A 榮安二村低水護岸現況(103.1) 

本案例於河流束縮段水流速提高沖刷淘空基礎力量較強，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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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 擋土牆型式，牆體直接座落於河床岩盤。對於殘存之舊有牆體

採用趾部加深加固強化，如圖 3.2.1-3 所示。對與已被沖毀牆體，

則修建新 RC 牆體，並加大牆底版尺寸及深度，以增加穩定性，如

圖 3.2.1-4 所示。  

河岸水流沖刷力道較緩和部份，增設第二排石籠護坡保護後方土

坡，如圖 3.2.1-5 所示。  

RC 擋土牆及石籠護岸趾部前側並加拋鼎型消波塊，降低牆體趾

部沖刷風險，如圖 3.2.1-6 所示。  

 
圖 3.2.1-3 案例 A 既有護岸趾部加固方式 

 
圖 3.2.1-4 案例 A 新建護岸擋土牆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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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5 案例 A 石籠護岸型式 

 

 

圖 3.2.1-6 案例 A 護岸趾部加固及鼎形塊現況(103.1) 

(5) 破壞機制研判：  

A. 岩質地盤，設計牆趾錨入深較淺  

B. 牆趾開挖後為破碎岩塊或土壤回填  

C. 牆趾部碎岩及土壤為水流淘刷，造成牆體基礎淘空破壞  

D. 水流沖力大，鼎形塊雖具固床功能，但如未能適當錨定，則仍

因水流推動移位而失效。故排列已受水流影響而零亂，影響其

擾流固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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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案例 B 溪口臺碼頭護岸工程 

(1) 位置：  

溪口吊橋附近，如圖 3.2.2-1。  

 

圖 3.2.2-1 案例 B 溪口臺碼頭護岸工程位置圖 

(2) 竣工日期： 95 年  

(3) 環境條件：  

沉積泥砂質河岸，掩覆於砂岩及泥頁岩地盤。  

(4) 護岸型式與現況：  

RC 重力式擋土牆，採雙排鋼軌樁基礎，如圖 3.2.2-2 所示。因基

礎淘空沉陷，護岸已發生傾倒塌陷。如圖 3.2.2-3 ~ 圖 3.2.2-5 所示。  

 
圖 3.2.2-2 案例 B 溪口臺碼頭護岸標準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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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3 案例 B 溪口臺碼頭護岸現況照片(103.1) 

 

 

圖 3.2.2-4 案例 B 溪口臺碼頭護岸基礎裸露情形(103.3) 

 

 

圖 3.2.2-5 案例 B 溪口臺碼頭護岸背側淘空情形(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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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破壞機制研判：  

A. 位於岩盤與沉積土壤地盤，沿岸岩盤深度變動不一。  

B. 鋼軌樁長度為定值，部份鋼樁底接觸岩盤，部份則處於沉積土

壤中。  

C. 水位高低變化產生岸側向水側之滲流水壓，帶動無凝聚性之砂

性土壤顆粒流失。鋼軌樁間無阻隔性，牆底土壤由樁間隙流出  

D. 背填土因下方土壤淘空，產生下陷坍落。  

E. 淘空後未入岩鋼軌樁失去支承力，造成擋土牆倒塌。  

F. 鋼軌樁入岩段牆體因鋼樁埋入深度具有抗彎矩能力，故暫可維

持站立，但背填土坍落後路面已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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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案例 C 大漢溪主流河道羅浮段右側護岸治理工程 

(1) 位置：羅浮橋下游 100 公尺處右岸，如圖 3.2.3-1 所示。  

 

圖 3.2.3-1 案例 C 大漢溪羅浮段護岸工程位置圖 

(2) 竣工日期： 96 年  

(3) 環境條件：砂質淤積與風化崩積層河岸，背側緊鄰岩質邊坡。  

(4) 護岸型式與現況：  

護岸由兩部份組成，下層採 RC 重力式護岸，上層採石籠護岸，

如圖 3.2.3-2 所示。部份 RC 重力式護岸因水力淘空基礎延伸引致背

填土壤流失，護岸向後傾倒破壞，如圖 3.2.3-3 所示。  

 

 

圖 3.2.3-2 案例 C 大漢溪羅浮段護岸現況照片(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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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3 案例 C 羅浮段護岸因土壤淘空破壞照片(103.4) 

(5) 破壞機制研判：  

A. 本案位於砂質土壤河岸，基礎梁如未能密接岩盤，基礎梁下方

土壤極易為河川水流帶動流失。  

B. 背填土為砂質土壤，缺乏凝聚力且易於透水，當背坡地下水位

產生洩降滲流時，如護岸有些微破損缺口，土砂即發生管湧

(piping)被水流帶出淘空。  

C. 背 側 土 砂 淘 空 後 ， 護 岸 反 向 岸 側 傾 倒 ， 形 成 弧 狀 滑 動 破 壞

(Circular Sli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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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案例 D 大漢溪主流河道羅浮段左側護岸治理工程 

(1) 位置：羅浮橋上游 440m 處左岸，如圖 3.2.4-1 所示。  

 

圖 3.2.4-1 案例 D 大漢溪主流河道羅浮段左側護岸治理工程 

(2) 竣工日期： 100 年 3 月  

(3) 環境條件：砂質淤積河岸，背側為緩坡 (18%)，屬急彎過灣後攻擊

對側河岸。  

(4) 護岸型式與現況：  

本案屬急彎過灣後攻擊對側河岸，因莫拉克颱風夾帶之豪雨，造

成水庫水位上升時產生漩渦回水而淘刷臺地駁坎坡腳，致使臺地旁

土地流失。治理工程採現地塊石配置疊塊石護岸。如圖 3.2.4-2 所

示。  

 

圖 3.2.4-2 案例 D 疊塊石護岸標準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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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3 案例 D 護岸損毀時照片(99.12) 

 

圖 3.2.4-4 案例 D 護岸竣工照片(100.1) 

(5) 破壞機制研判：  

A. 本案屬於砂質土壤河岸，原駁坎基礎下方土壤為水流沖刷流

失。  

B. 砂質土壤無適當阻止土壤顆粒被水流帶走之措施，淘空行為持

續發生。  

C. 駁崁結構整體性不強，且不耐變形，基礎土壤流失後即行崩解

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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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案例 E 巴陵壩下游右岸崩塌地處理工程 

(1) 位置：  

本案位於巴陵壩下游 800m 處河道曲繞段右岸，如圖 3.2.5-1 所

示。  

 

圖 3.2.5-1 案例 E 巴陵壩下游右岸崩塌地處理工程位置圖 

(2) 竣工日期： 99.2(上邊坡植生復育 )。  

(3) 環境條件：岩質邊坡，攻擊岸。  

(4) 護岸型式與現況：  

河岸受巴陵壩在潰壩後，其上游因河床刷深、邊坡基腳淘空，導

致上邊坡崩滑，如圖 3.2.5-2 所示。  

 

圖 3.2.5-2 案例 E 崩塌地現況照片(103.4) 



 

 3-21 

(5) 破壞機制研判：  

A. 本案位陡峭岩坡，覆土定著不易。  

B. 河道急彎曲流，趾部受水流刷深沖蝕。  

C. 趾部坡體受損時，上方邊坡即發生滑動並向上擴大範圍。  

D. 滑落下土石因加速度增加破壞力，向下破壞趾部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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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案例 F 大漢溪巴陵壩下游河道治理工程 

(1) 位置：  

巴陵壩下游 200m 處左岸，如圖 3.2.6-1 所示。  

 

圖 3.2.6-1 案例 F 大漢溪巴陵壩下游河道治理工程 

(2) 竣工日期： 100 年 10 月  

(3) 環境條件：砂質淤積與風化崩積層河岸，背側緊鄰岩質邊坡。  

(4) 護岸型式與現況：  

民國 96 年 9 月韋帕颱風造成石門水庫上游約 35km 處之巴陵攔砂

壩潰決，原受巴陵壩攔阻之土砂向下游運移，使得巴陵壩原址之高

程大幅下降約 20m，受刷土砂量約 1,047 萬 m
3，而壩下游左岸既有

護岸受水流沖刷破壞。護岸設計斷面如圖 3.2.6-2 所示，治理前護

岸如圖 3.2.6-3 所示。  

本案設計針對河流攻擊岸之強大撞擊與沖刷能力，採用丁壩、錨

定全套管基樁、消波塊、RC 護岸以及背拉地錨等多重設計，達到

掛淤挑流、導正流心，減低河岸衝擊並確保護岸穩定之目的。  

本案施工分別於 100 年完成丁壩完工後迄今保持完好，同段下游

側亦比照增作丁壩及設施，如圖 3.2.6-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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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2 案例 F 護岸設計斷面圖 

 

 

圖 3.2.6-3 案例 F 治理前護岸照片(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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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4 案例 F 治理後護岸照片(103.4) 

(5) 破壞防範機制研判：  

A. 河岸攻擊側因水流沖刷與拖拉力道強勁，對護岸基礎與壁面均

具有威脅性。  

B. 本案於護岸開始發生局部沖刷淘空初期，即採用高強度規格之

設計，避免受損範圍擴大，得以抑制災害發生。  

C. 固床用丁壩採用全套管基樁錨定，對於丁壩與消坡塊固定發揮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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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案例 G 三光溪下巴陵段河道治理工程 

(1) 位置：  

興漢橋上游 300m 處左岸，如圖 3.2.7-1 所示。  

 

圖 3.2.7-1 案例 G 三光溪下巴陵段河道治理工程位置圖 

(2) 竣工日期： 94 年  

(3) 環境條件：沖積卵礫石層河岸，背側緊鄰岩質邊坡。  

(4) 護岸型式與現況：  

93 年間因艾莉風災造成上邊坡大量崩滑之堆積土石，未予清除而

使用石籠護岸保護，目前毀損主要原因為巴陵壩潰壩導致上游河床

往下刷深所致。石籠設施受水流沖毀後，河岸卵礫石層裸露呈垂直

自立坡。如圖 3.2.7-2、圖 3.2.7-3 所示。  

 

圖 3.2.7-2 案例 G 石籠護岸現況(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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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3 案例 G 石籠護岸沖毀情形(103.4) 

(5) 破壞機制研判：  

A. 本段屬河流上游段，呈年輕河谷斷面，水勢急陡，下切能力強。  

B. 石籠結構相對於強勢水流切削，其強度不足故發生破壞。  

C. 卵礫石層自立性佳，故未立即向上擴大形呈大面積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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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案例 H 大漢溪復華段及爺亨段右側護岸治理工程 

(1) 位置：  爺亨梯田下游 300m 處右岸，如圖 3.2.8-1 所示。  

 

圖 3.2.8-1 案例 H 大漢溪復華段及爺亨段右側護岸治理工程位置圖 

(2) 竣工日期：由現場觀察應為今年度完成 (103 年 ) 

(3) 環境條件：沖積卵礫石層河岸，背側為河階臺地。  

(4) 護岸型式與現況：  

 採用石籠護岸工法，剛完工不久，現況良好，如圖 3.2.8-2 所示。  

 
圖 3.2.8-2 案例 H 石籠護岸現況照片(103.4) 

(5) 破壞機制與策略研判：  

A. 本段屬河流迴繞後之反向攻擊側，故對護岸具沖刷作用。  

B. 與巴陵壩潰壩後，導致上游河床往下刷深有關連性。  

C. 地層均為沖積卵礫石層，貫入施工不易，故多採重力式結構。  

D. 趾側固床及丁壩挑流應具後續加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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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案例 I 大漢溪復華段右側護岸治理工程 

(1) 位置：爺亨梯田上游 850m 處右岸，如圖 3.2.9-1 所示。  

 

圖 3.2.9-1 案例 I 大漢溪復華段右側護岸治理工程位置圖 

(2) 竣工日期： 99 年 9 月  

(3) 環境條件：砂頁岩層河岸，背側為泥頁岩土邊坡。  

(4) 護岸型式與現況：  

本護岸現況如圖 3.2.9-2 所示，設計斷面如圖 3.2.9-3 所示，下段

採用重力式砌石護岸座落於岩盤，上段採用掛網噴植護坡。局部因

沖刷作用砌石護岸破壞造成上邊坡坍塌，如圖 3.2.9-4 所示。  

 

圖 3.2.9-2 案例 I 護岸現況照片(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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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3 案例 I 護岸斷面圖 

 

 

圖 3.2.9-4 案例 I 護岸局部坍塌照片(103.4) 

(5) 破壞機制與策略研判：  

A. 本護岸位於屬河流攻擊側 (凹岸 )，故對護岸具較強沖刷作用

力。  

B. 與巴陵壩潰壩後，導致上游河床往下刷深有關聯性。  

C. 岩質破碎易於風化，河岸岩層受水流夾帶土石沖刷，逐漸淘空。進而

造成後側邊坡表土層滑坍。 

D. 地層為岩層，重力式結構直接入岩並採塊石砌於表層以抵抗水

流夾帶土石刮削沖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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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 案例 J 玉峰溪馬里光段左側護岸治理工程 

(1) 位置：玉峰橋下游左側護岸，如圖 3.2.10-1 所示。  

 

圖 3.2.10-1 案例 J 玉峰溪馬里光段左側護岸治理工程位置圖 

(2) 竣工日期：施工中 (目前為 103 年 9 月 ) 

(3) 環境條件：沖積卵礫石層河岸，河道迴彎攻擊岸。  

(4) 護岸型式與現況：  

 本護岸採砌塊石、重力式混凝土組合型式如圖 3.2.10-2 所示。  

 

圖 3.2.10-2 案例 J 護岸現況照片(103.4) 

(5) 破壞機制與策略研判：  

A. 護岸位於屬河流攻擊側，沖刷作用大。  

B. 卵礫石層凝聚性低，沖刷易淘空護岸基礎造成破壞。  

C. 河道迴彎約 135 度，力道撞擊易形成牆體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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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案例 K 白石溪秀巒段護岸治理工程 

(1) 位置：位於秀巒國小對側河岸，如圖 3.2.11-1 所示。  

 

圖 3.2.11-1 案例 K 白石溪秀巒段護岸治理工程位置圖 

(2) 竣工日期： 99 年 2 月  

(3) 環境條件：沖積卵礫石層河岸，河道轉彎攻擊岸，背側為破碎岩質

陡坡。  

(4) 護岸型式與現況：  

本護岸採重力式 RC 擋土牆及石籠趾部固床工，如圖 3.2.11-2 所

示。  

經河流沖刷後損毀，另於現場加作排樁護坡，防止進一步沖刷坡

趾造成坍方擴大，如圖 3.2.11-3 ~ 圖 3.2.1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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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1-2 案例 K 護岸設計斷面圖 

 

圖 3.2.11-3 案例 K 護岸受沖刷及崩落倒塌情形(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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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1-4 案例 K 護岸損毀後加作排樁現況(103.4) 

 

 

圖 3.2.11-5 案例 K 排樁帽梁受邊坡落石破壞情形(103.4) 

(5) 破壞機制與策略研判：  

A. 護岸位於屬河流攻擊側，沖刷作用大  

B. 沖刷水流夾帶卵礫石，對人工結構切削力嚴重，破壞牆體  

C. 背側陡坡破碎亦因風化崩落，造成護坡頂部超載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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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致災原因綜合分析 

依據前述現場調查水庫集水範圍及主要河川護岸破壞類型與原

因，整理致災原因如表 3.2.12-1 所示。由統計中顯示，現階段護岸型

式多採用重力式結構，並以直接基礎為主，在河川沖刷較劇烈地區，

往往因基礎淘空現象而損毀。  

在河流攻擊岸地區如能輔以丁壩、固床工等設施，甚至於利用基

樁強化護岸與固床工之穩定性，則可有效強化護岸抗沖刷之能力。  

另一類型之破壞則屬於水流緩慢之水庫蓄水範圍或河川下游段

泥砂沉積河岸，因基礎未接觸岩盤，採用鋼軌樁基礎時，基礎下方及

背側土砂因滲流帶出而淘空，造成護岸結構傾倒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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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2-1 案例護岸型式與致災原因統計表 

項次  名稱  

護岸型式  致災原因  

石

籠  
駁崁  

重力式  

護岸  

懸臂

式  

護岸  

鋼軌

樁基  
排樁  

滲流淘

空  

河川沖

刷 (深 ) 

背土淘

空  

邊坡坍

方  
攻擊岸  

A 榮安二村低水護岸工程  V 
 

V 
    

V 
   

B 溪口臺碼頭護岸工程  
   

V V 
 

V 
 

V 
  

C 
大漢溪主流河道羅浮段右側

護岸治理工程    
V 

   
V V V 

  

D 
大漢溪主流河道羅浮段左側

護岸治理工程   
V 

     
V 

   

E 
巴陵壩下游右岸崩塌地處理

工程    
V 

    
V 

 
V V 

F 
大漢溪巴陵壩下游河道治理

工程    
V 

    
V 

  
V 

G 
三光溪下巴陵段河道治理工

程  
V 

      
V 

   

H 
大漢溪復華段及爺亨段右側

護岸治理工程  
V 

      
V 

  
V 

I 
大漢溪復華段右側護岸治理

工程  
V 

 
V 

    
V 

   

J 
玉峰溪馬里光段左側護岸治

理工程    
V 

    
V 

  
V 

K 白石溪秀巒段護岸治理工程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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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對策材料工法需求研討  

依本案整理之護岸破壞要因分析圖，如圖 3.3-1 所示。比對 3.2

節現場勘查案例之研判致災原因，主要致災原因仍以河川沖刷與地質

軟弱所造成之基礎淘空為破壞主因，分析如下 :  

(1) 土質河岸，因含水量高、承載力低，重力式護岸結構加載時，產生

差異沉陷，如為混凝土結構，因容許耐受差異沉陷量有限隨即產生

開裂，基礎及牆背土壤流失造成破壞。柔性結構如石籠，雖可耐受

較高之沉陷量，但因本身不具足夠強度分散承載力不足部份荷重至

鄰近地盤，沉陷持續發生。如未即時改善仍將導致過大變形破壞。  

(2) 土質河岸如承載力不足時，常採用樁基礎輔助。但基於經濟性考量，

不論場鑄混凝土樁或鋼軌，多半只能以固定間距方式布設。樁間土

壤即具有流失之可能性。  

(3) 鋼鈑樁結構雖具良好之水密性可阻絕背側土砂淘空，但遭遇土層下

方卵礫石層時因貫入困難，常無法達到完全封阻之目的，此時有賴

於岩層引孔機械之輔助始能達成。另外鋼鈑樁與水域環境運用時，

由於金屬銹蝕問題，仍無法作為長效性之治理工法。新式複合材料

所製板樁在此部份具有功能之優異性。  

(4) 岩質河岸，雖具良好之支承力。岩體風化、施工時開挖破岩，護岸

趾部之回填但仍可能因水流沖刷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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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護岸破壞要因分析圖 

經由以上討論，對於造成護岸破壞之要因要以水流沖刷為基礎淘

空最直接外力因素，加深趾部、阻絕背土連通前側、降低護岸趾側水

流速度仍為對抗沖刷最實際手段。  

對於岩質地盤考量機械施工性，仍以疊砌材料為較適合工法，但

在工法設計上應強化對護岸趾部沖刷設計。在河流上游斷由於水流湍

急且常夾帶土石撞擊岸壁，護岸壁體應考量採用硬度較高之塊石砌作，

形成抗撞擊層，以克服混凝土壁體被撞擊破損之現象。  

下游之土質地盤護岸，由於地盤顆粒細容易因沖刷或洩降滲流而

流失。建議以具水密性、強度以及耐久性之壁狀構件設置於護岸趾部，

阻絕土壤顆粒流動與淘空為護岸治理改善策略。傳統之鋼鈑樁可提供

此方面之保護功能，但具銹蝕不耐久之顧慮。混凝土密排樁則較無銹

蝕顧慮，且可克服貫入岩盤之問題，但其間隙水密處理繁瑣且整體造

價昂貴。  

因此對於治理工程中護岸設施之材料工法，須要一種具有能阻斷

護岸下方地下水流杜絕細料淘空，而能兼具結構樁支承與岸壁擋土能

基 礎 沉 陷 破 壞

岸 壁 傾 倒 破 壞

岸 壁 滑 動 破 壞

基 礎 淘 空

牆 體 破 壞

淺 層 滑 動

深 層 滑 動 坡 腳 開 挖

水 位 操 作

結 構 老 化 銹 蝕

暴 雨 逕 流

地 表 超 載

土 石 撞 擊

承 載 力 不 足

河 川 沖 刷

地 質 軟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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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新式材料，並能克服金屬材料所擔心之腐蝕破壞問題。如能兼具

運輸方便，施作程序簡單尤佳。第貳章中所探討國外運用之新式複合

材料中高強度 FRP 材質確實具有此方面特性，值得進一步探討研究。

故特別於本研究中取得國外樣品進行材質試驗與現場試作，詳述於第

肆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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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新式材料特性與性能試驗 

4.1 新式材料性能需求  

依據國內外於邊坡護岸整治的工法與材料蒐集可知，現行邊坡護

岸整治常用的材料分別為石塊、金屬或塑料加勁材、鋼材、鋼筋混凝

土以及少部分的木構材料等。各種材料於邊坡護岸整治之應用，除須

考慮材料的剛性、強度、耐溫濕交替等物理、化學及力學特性外，對

於材料的生命週期成本、溫室氣體的碳排放等特性，亦當於應用新式

材料工法整治邊坡護岸時加以考量。惟現行邊坡護岸整治所使用的材

料多因現地環境的限制，如乾溼交替等現象造成金屬材料銹蝕，甚至

因為銹蝕嚴重而導致護岸整治失效等窘境。為解決金屬材料因銹蝕導

致護岸整治效果不佳，或是因為材料比剛性、比強度低，現地施作需

要大量的材料以及大型施工機具的問題，研究團隊透過歐美及日本等

先進國家，於邊坡護岸整治的案例蒐集，及相關研究的探討，發現纖

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料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以下簡稱 FRP )，具

有質量輕、強度強、現地施工成本低以及耐候性佳的特性。故將現行

於邊坡護岸整治之材料與 FRP 材料進行比較，研討結果如圖 4.1-1  所

示。FRP 材料有優於現行材料之處。  

計劃並針對 FRP 材料，及其所作成的相關構件進行資料蒐集、

實驗分析與試作試驗，以確認該材料工程特性及應用於護岸治理之可

行性，作為將來在水庫集水區範圍與河道護岸設施應用之參考。  

 

圖 4.1-1 邊坡護岸整治材料特性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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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新式材料特性與相關研究  

國外針對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料 (FRP)應用於土木工程上之研

究與案例已行之有年，而為評估本次新式材料工法應用於水庫周邊之

可行性，針對其材 FRP 料特性進行一系列試驗與數值分析模擬，以增

進對其材料特性之了解與評估此新材料之可靠度。本節針對 FRP 材料

與 FRP 材料板樁製作過程進行介紹。  

4.2.1 新式材料特性介紹 

FRP 主要可分為纖維 (Fiber)、基材 (Matrix)及纖維與基材之界面

(Interface)，圖 4.2-1。纖維主要提供機械性能，最常見纖維為玻璃纖

維 (Glass Fiber)、碳纖維 (Carbon Fiber)及玄武岩纖維 (Basalt Fiber)，如

圖 4.2-2 所示。而基材 (Matrix)最主要的功能是傳送及分散應力到每根

纖維中，並使纖維固定於所需之排列方向。纖維 -基材之界面 (Interface)

係決定複合材料使用壽命之重要因素。  

圖 4.2-1 FRP 之構成示意圖 

    

(a) 玻璃纖維 (b) 玄武岩纖維 (c) 碳纖維 (d) 克維拉纖維 

圖 4.2-2 各種纖維 

且纖維可依不同使用者需求，透過纖維強度、纖維彈性模數以及

密度等力學與物理的特性進行纖維種類的選擇，其中碳纖維強度、彈

性模數以及密度等性質均比玻璃纖維佳  (如表 4.2-1  所示 )。惟碳纖維

成本高多用於航太等高科技工業上。玻璃纖維成本則遠比碳纖維低，

且其比強度 (強度 /比重 )約為結構用鋼的 10 倍，有足夠的力學特性可

應用於土木建築等相關結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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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各種纖維比較 

項目 

碳纖維(Carbon) 

玻璃纖維(Glass) 

PAN 系 Pitch 系 

抗拉彈性係數(GPa) 235 29.4 75 

抗拉強度(MPa) 3430 735 3430 

密度(
3g/cm ) 1.75 1.65 2.54 

 

此外碳纖維可以依設計者之需求進行不同方向的編織，亦可配搭

不同的纖維材料，例如克維拉纖維進行混邊纖維布之編織，已達到設

計者所需的強度 (如圖 4.2-3  所示 )。於 1999 年 09 月 21 日發生於集集

的 921 大地震，震後許多因震災造成毀損急需進行補強的結構物，以

及許多老舊建築其耐震能力不符現行規範者，則亦可以碳纖維貼片補

強的方式，提升結構物柱構件之軸向強度，混凝土的極限強度，同時

可增加結構物的韌性容量等特性。  

 

   
(a) 碳纖維(單向) (b) 碳纖維(雙向) (c) 碳纖維(雙斜向) 

   
(d) 克維拉-碳纖維 (e) 克維拉-碳纖維 (f) 玄武岩-碳纖維 

圖 4.2-3 各種混編纖維布 

纖維 -基材之界面 (Interface)係決定複合材料使用壽命之重要因素。

在界面處具有很高的局部應力，纖維複合材料可能從界面處先破壞，

故纖維 -基材之界面須具有良好的物理和化學性質，使荷重能順利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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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材傳送到纖維。利用耦合劑可改進界面之黏著現象，界面必須抵抗

由纖維和基材間因熱膨脹反應不同所造成之應力不同，亦須抵抗因樹

脂硬化收縮造成之現象。  

因此，FRP 複合材料具有高度的可設計性和絕佳的施工性，可搭

配各種不同之基材、纖維和纖維之方向，如使用混編纖維、基材添加

填充材、或是不同纖維含量配比等，設計所需之強度和彈性模數和各

種性能，還可搭配不同價格之纖維以降低成本。利用上述 FRP 複合材

料，以各種組合對不同環境進行搭配和選用，對於國家公園內受保護

且機具難以進入之自然環境，相較於一般傳統材料而言，其質輕、耐

久性佳、耐腐蝕性高、高強度、低汙染等特性將具相當大的優勢。  

一般以拉擠成型所製成之 FRP，其纖維與樹脂之體積比為介於

45~55%，不同纖維量強度會有些微差異，表 4.2-2 列出各種一般拉擠

成型 FRP 性質之比較，碳纖維強度與各種耐久性最佳，但價格也最高，

玻璃纖維強度與各項耐久性能相對較差，而玄武岩纖維之價格與強度

介於兩者之間。  

表 4.2-2 各種 FRP 之性能比較 

項目 
碳纖維強化高分

子複合材料 

玄武岩纖維強化高

分子複合材料 

玻璃纖維強化高分

子複合材料 

抗拉強度(比值)
註1

 2 1.2 1 

彈性係數(比值)
註1

 8 5.3 1 

耐久性 高 高 中 

耐疲勞能力 高 高 高 

密度( 3g/cm ) 1.5~1.8 2.2~2.8 1.7~2.2 

抗鹼能力 高 高 低 

價格(比值)
註1、註2

 4 1.7 1 

註1：以玻璃纖維作為比較基準。 註2：價格會受市場波動影響 

FRP 對於一般土木材料，就輕質性而言，各式 FRP 相較碳鋼之比

強度約為 10 至 21 倍，比彈性係數是 0.8 至 3 倍，如表 4.2-3 所示。因

此，除了可以減輕自重、提供良好的之服務功能性。若以耐酸、耐腐

蝕性來比較，FRP 明顯優於各種傳統營建材料，可承受潮濕、酸鹼之

環境和各種溶劑，熱傳導係數也相對低，可應用於溫差大之氣候，避

免熱應力之產生而導致破壞，如表 4.2-4 和表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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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材料比強度與比彈性模數比較 

結構材料種類 
比強度 (σ/ρ) 

(MPa．cm
3
/g) 

比彈性係數 (E/ρ) (MPa．

cm
3
 /g) 

碳鋼 51 26.4 

鋁合金 1.7 2.7 

鈦合金 2.1 2.5 

玻璃纖維強化高分子(GFRP) 500 21.5 

玄武岩纖維強化高分子(BFRP) 688.7 25.8 

碳纖維強化高分子(CFRP) 1,100 78.0 

資料來源：「FRP橋梁-技術與其展望」，財團法人日本土木學會，(2004)。 

表 4.2-4 FRP 與各種材質適用環境比較表 

材料 潮濕 
酸性 

環境 

鹼性 

環境 

鹽溶酸 

環境 

溶劑 

環境 

抗熱傳 

導性 

鋼 × × ○ × ○ × 

鍍鋅鋼材 × × × ○ ○ × 

鋁 ○ ○ × × ○ × 

FRP ○ ○ ○ ○ ○ ○ 

不銹鋼 × ○ ○ ○ ○ × 

混凝土 × × ○ ○ ○ ○ 

木材 × ○ × ○ ○ ○ 

資料來源：「FRP橋梁-技術與其展望」，財團法人日本土木學會，(2004)。 

 

表 4.2-5 FRP 與主要結構鋼材料之耐蝕性比較 

藥液種類 FRP SS41 SUS32 鋁 

稀硫酸 ○ × ○ ×  

濃硫酸 ○ ○ ○ ×  

稀鹽酸 ○ × ×  ×  

濃鹽酸 ○ × ×  ×  

稀磷酸 ○ × ○ ×  

濃磷酸 ○ × ○ ×  

鹽酸化合物 ○ × ×  ×  
資料來源：「FRP橋梁-技術與其展望」，財團法人日本土木學會，(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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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新式材料構件生產與製造 

FRP 材料製程與一般金屬構件不同，除了需要給定一形狀外，亦

須依現況之需求設計纖維方向，才能確保 FRP 構件能發揮最佳之強度。

且因可依設計者之需求配置纖維方向與選用樹脂強度。因此 FRP 構件

之製程，亦有許多種製作方式，而常用之製造方法可分為：拉擠成型

法、手工疊貼成型法、真空輔助樹脂傳遞成型法、真空灌注成型法、

模壓成型法、纏繞成型法與射出成型法等，各不同製作方式之製程於

本節簡述之。  

 手工疊貼成型法 

手工疊貼成型 (Hand Lay-Up)為 FRP 材料製程中最基本的製作方

法，其示意圖如圖 4.2-4 所示。製作方法係將纖維貼片依照設計強度

及剛度，疊貼不同方向，均勻塗佈樹脂，並以毛刷滾輪滾壓，使纖維

確實含浸樹脂，且無空洞情形，接著貼覆下一層纖維貼片，重複以上

步驟，直到達到設計厚度。  

 

圖 4.2-4 手工疊貼成型 

資料來源：「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料於土木與建築工程之應用， 李有豐 2012」 

 

 真空輔助樹脂傳遞成型法 

真空輔助樹脂傳遞成型 (Vacuum Assisted Resin Transfer Molding)

是指在模具上先鋪上纖維貼片，套上塑膠氣袋後，將內部空氣抽出，

並灌注樹脂，在真空之負壓原理下使纖維完全含浸於樹脂，再使之硬

化即可。其中用來進行風力發電的風力葉片即係以真空輔助樹脂傳遞

成型的方法所做成，如圖 4.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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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RP 風力葉片製作 (b) 風力葉片現地使用 

圖 4.2-5 FRP 風力葉片 

 [http://blog.roodo.com/] 

 真空袋成型法 

真空袋成型 (Vacuum Bag Molding)主要是在模型構件上鋪設 FRP

貼片後，再於表面貼覆聚乙烯醇 (Polyvinyl Alcohol)膜。排除內部氣體

來加以成型，並於室溫下固化即可成型。常見的真空袋成型法多應用

於遊艇等船舶的製作，如圖 4.2-6  所示。  

 

圖 4.2-6 真空袋成型之遊艇 

 [http://173.201.129.208/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29]   

 模壓成型法 

模壓成型 (Press Molding)之製作過程，是將疊貼完成之構件利用

外部以高溫和高壓方式，加速纖維層間樹脂之流動，高溫及高壓方式

可擠壓出多餘樹脂與纖維含浸，且高溫可使樹脂固化溫度升高，性能

優於常溫固化之構件，此法通常是用於形狀簡單之構件，其示意圖，

如圖 4.2-7  所示。  

 



 

 4-8 

 

圖 4.2-7 模壓成型示圖 

資料來源：「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料於土木與建築工程之應用， 李有豐 2012」 

 纏繞成型法 

纏繞成型 (Filament Winding)是先將纖維經樹脂含浸後纏繞於模

具上，待硬化後脫模及成型。加工過程中，氣泡容易殘留於纖維紗束

內而捲入成品，且人工纏繞有纏繞不均勻之疑慮，其示意圖，如圖 4.2-8 

所示。  

 

圖 4.2-8 纏繞成型示意圖 

 

資料來源：「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料於土木與建築工程之應用， 李有豐 2012」 

 噴射成型法 

噴射成型 (Spray Up)先將纖維及樹脂熔膠填充到保壓器具後，使

之冷卻後，以壓力方式將熔膠狀複合材料噴灑於模具上，再以毛刷滾

輪滾壓，將樹脂及纖維壓平整，並除去多餘氣泡，其示意圖，如圖 4.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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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噴射成型示意圖 

資料來源：「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料於土木與建築工程之應用， 李有豐 2012」 

 拉擠成型法(Pultrusion) 

拉擠成型之生產過程 (如圖 4.2-10 所示 )是纖維從含浸樹脂後，進

入模具經加熱硬化成型 [沃丁柱，2000]。冷卻後依所需尺寸裁切成各種

長度的成品，可視實際使用之需求作出各種特殊性質，強度的設計，

使用不同纖維配合各種不同的樹脂，生產出複雜斷面的型材，故此生

產技術具有很大的設計彈性，可廣泛應用於 FRP 構件製造。  

 

圖 4.2-10 拉擠成型構件加工圖 

[http://www.strongwell.com/] 

拉擠成型過程介紹如圖 4.2-11  所示，依序將成綑之纖維放置架上，

並預先拉好纖維準備含浸環氧樹脂；纖維經含浸後進入加熱硬化過程，

即進入冷卻段；將 FRP 構件拉拔出來；即為拉擠成型之 FRP 構件成品

[許明發等人，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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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纖維架 (b) 纖維預浸樹脂 

  
(c) FRP 構件加熱硬化段 (d) FRP 構件拉拔段及裁切 

圖 4.2-11 拉擠成型過程 

[http://www.strongwell.com/] 

將上述各型式之 FRP 構件製作方式，進行比較 (如表 4.2-6  所示 )。

並將拉擠成型製程之 FRP 構件之優點整理如下：  

 品質穩定  

 連續性製程  

 生產效率高及設備成本低  

 樹脂可直接含浸  

 成品長度可自由控制  

 高度自動化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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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FRP 常用製作方法及製作過程 

製作方法 製作過程 

手工疊貼成

型法 

為 FRP 製程中最基本的製作方法，纖維貼片依設計強度及剛度，疊

貼不同方向，直到達到設計厚度。 

真空輔助樹

脂傳遞成型

法 

在模具上先鋪上纖維貼片，套上塑膠氣袋將內部空氣抽出，並灌注樹

脂，在真空下使纖維完全含浸於樹脂，再使之硬化即可。 

真空袋成型

法 

主要是在模型構件上鋪設 FRP 貼片後，再於表面貼覆聚乙烯醇

(Polyvinyl Alcohol)膜。排除內部氣體並於室溫下固化即可成型。 

模壓成型法 
將疊貼完成之構件利用外部以高溫和高壓方式擠壓出多餘樹脂與纖

維含浸，且高溫使樹脂固化溫度升高，性能優於常溫固化之構件。 

纏繞成型法 將纖維經樹脂含浸後纏繞於模具上，待硬化後脫模及成型。 

噴射成型法 

將纖維及樹脂熔膠填充到保壓器具後，使之冷卻，再以壓力方式將熔

膠狀複合材料噴灑於模具上，再以毛刷滾輪滾壓，將樹脂及纖維壓平

整，並除去多餘氣泡。 

拉擠成型法 

如圖 2.3 所示，先將纖維含浸樹脂後，進入模具經加熱硬化成型再冷

卻。最後依所需尺寸裁切成各種成品，也可視實際使用之需求作出各

種特殊性質及強度的設計，使用不同纖維可配合各種不同的樹脂，就

可生產出複雜斷面的型材，故此生產技術具有很大的設計彈性，可廣

泛應用於 FRP 構件製造。 

優點：品質穩定、連續性製程、生產效率高設備成本低、樹脂直接含

浸、成品長度自由控制、高度自動化生產、纖維種類選擇彈性。 

鑒於上述各 FRP 構件之製造方式，及各製程之優缺點比較，以

FRP 材料作為新式材料工法於水庫蓄水範圍整治之應用，係選具品質

穩定之機械化製成，且為長纖維力量可連續傳遞之拉擠成型方式所作

成之 FPR 板樁進行邊坡護岸之整治。  

 

4.2.3 新式材料之機械性質 

本節分別透過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料之拉伸應力、壓縮應力及

彈性模數等材料參數，對纖維強化高分子材料之機械性質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polymer composite materials)進行介紹。並透過複合材料

之應力、應變與模數之間的相互關係說明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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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律。  

(1) 應力  

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料，係分別由纖維與樹脂所組成。其中纖

維材料之抗拉強度高，而樹脂材料則係抗壓特性佳。故纖維強化高分

子複合材料則係結合兩種材料的優點，製造出具有輕質性、高強度之

複合材料。  

各材料與複合材料的極限應力與應變關係則如圖 4.2-12  所示。由

此應力 -應變關係之示意圖發現，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料之強度，係

由纖維含量，纖維長度，纖維方向及樹脂種類等條件所共同決定。  

纖維強高分子複合材料係由兩種，或是兩種以上的材料所組成，

各材料的應力關係係以混合法則 (rule of mixture)表示。  

 

圖 4.2-12 複合材料應力-應變關係圖 

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料之拉伸強度 (纖維方向 )，係由纖維與樹

脂共同提供。纖維與樹脂兩者的應力關係如 (式 4.2-1)所示，其中 c 為

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料之應力， m 、 f
 則分別為纖維和基材的拉

伸應力， m 、 f 則為纖維與基材的體積分率。  

 

c f f m m       (4.2-1) 

 

但 (4.2-1) 式僅適用於單軸向之複合材料。若纖維對樹脂基材之排

列具有角度則複合材料的強度將會因纖維排列的角度而有所不同。故

一般複合材料的主要強度係分為由縱軸拉伸應力 (longitudinal tens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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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橫軸拉伸應力 (transverse tensile strength)以及剪應力 (shear 

strength)三種應力共同控制。   

上述三種應力與纖維及基材間的應力關係，有一角度關係，如

(4.2-2) 所示。此式係由實驗而得的經驗公式。不適用於所有纖維強化

高分子複合材料上，故實務上若欲使用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料，應

要求製造商提供相關的材料參數，並進行相關實驗，以確保該材料之

適用性。  

 
4 4

2 2

2 2 2 2

1 cos 1 1 sin
( )cos sin

C CL CS CL CT

 
 

    
     (4.2-2) 

 

(2)彈性模數  

纖維強化高分複合材料之彈性模數該材料係由多個不同的材料

組合而成，故其彈性模數係以線性疊加的方式進行推算，其通式以式

(4.2-3) 表示。其中 m 為基材 (matrix)之體積分率 (volume fraction)， f 為

纖維的體積分率，樹脂的體積分率為 m ，與纖維體積分率之關係為  

1m f   。 mE 為基材的彈性模數， fE 為纖維的彈性模數， o r i e n tf 為定向因

素 (orientation factor)  

 

c m m orient f fE E f E    (4.2-3) 

 

纖維方向為應力方向 1orientf   

纖維方向為互相垂直
1

2
orientf   

纖維方向為二維任意方向
1

3
orientf   

纖維方向為三維任意方向
1

6
orientf   

且本研究案係使用拉擠成形之 FRP 板樁，為一單軸向纖維強化

之複合材，故可以 (4.2-1) 式，進行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料之應力計

算。故本研究於彈性模數介紹時，僅針對定向因素為 1 ( 1orientf  ) ，進

行說明。  

 

M M F FE E E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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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複合材料承受一外力 cP ，此外力係分別由纖維所產生之反力

fP 及基材所產生之反力 mP 共同抵抗，如 (4.2-5)式所示。  

 

c f mP P P   (4.2-5) 

 

並將
P

A
  代回 (4.2-5)中，則可將 (4.2-5)可改寫成 (4.2-6) 

 

c c f f m mA A A     (4.2-6) 

 

其中 : cA 複材的面積  

fA 纖維所占的面積  

mA 基材所占的面積  

 

又 1c f mV V V    (4.2-7) 

 

其中 : cV 複材的體積分率  

fV 纖維的體積分率，且
f

f

c

A
V

A
  

mV 基材的體積分率，且
m

m

c

A
V

A
  

再將  (4.6)同除以 cA ，並將 (4.7)的相關式代進 (4.6)中，  

則 (4.6)可改寫成 (4.8) 

 

c f f m mV V     (4.2-8) 

 

並在無脫層 (delamination)的情況下纖維與基材具有變形一置性

如 (4.9)所示  

 

c f m     (4.2-9) 

 

再將 (4.2-8)除以複材受力之應變  ，則 (4.2-8)可改寫成如 (式

4.2-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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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c m m

c f m

V V 

  
   (4.2-10) 

 

並且 E



 ，則 (式 4.2-10)可改寫成 c f f m mE E V E V   

 

(3)組成律  

為簡化分析，可透過合理的假設，視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料係

分別以一層纖維、一層樹脂，逐層疊合而成，如圖 4.2-13 所示。  

 

 

圖 4.2-13 應力相同的條件下纖維與基材配置示意圖 

 

此處僅以 FRP 單層版為 FRP 構材之組成律介紹，以下係分別將

纖維主軸方向 (Principal Material Direction)與任意纖維方向之應力應

變關係分別介紹以勁度法 (Stiffness Method)表示。  

複材單層版之主軸定義如圖 4.2-14 所示，薄版方向 1 與方向 2 之

受力遠大於方向 3，故依據平面應力之定義，可將具正交性材料之應

力 -應變關係式簡化如式 (4.2-11)，表示如下：  

 

3 0   23 0   31 0   (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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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4 單向纖維示意圖 

 

11 12 13 14 15 161 1

21 22 23 24 25 262 2

31 32 33 34 35 363 3

41 42 43 44 45 4623 23

51 52 53 54 55 5631 31

61 62 63 64 65 6612 12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4.2-12) 

  

將式(4.2-11)帶入式(4.2-12)中，整理後得式(4.2-13)，表示如下： 

 

23 0   31 0   3 13 1 23 2S S     (4.2-13) 

 

故式(4.2-12)中之應力-應變關係可化簡為式(4.2-14) 

 

1 1 11 12 1

2 2 21 22 2

12 12 66 12

0

0

0 0

ij

S S

S S S

S

  

  

  

       
                 
              

 (4.2-14) 

 

其中 ijS  為伴隨矩陣 (Compliance Matrix)，其中材料參數之關係

如式 (4.2-15)所示。  

11

11

1
S

E
  

21 12
12 21

22 11

S S
E E

 
      22

22

1
S

E
  66

12

1
S

G
                

(4.2-15) 

 

將式 (4.2-15)帶入式 (4.2-14)中複材單層版之應力 -應變關係可轉

換如式 (4.2-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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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1 12 1
1

2 2 2 21 22 2

12 12 12 66 12

0

0

0 0

ij ij

Q Q

S Q Q Q

Q

   

   

   



         
                          
                  

 (4.2-16) 

 

再由
1

ij ijQ S


       之關係可得式(4.2-17)。 

 

22
11 2

11 22 12

12
12 212

11 22 12

11
22 2

11 22 12

66

66

1

S
Q

S S S

S
Q Q

S S S

S
Q

S S S

Q
S


 




   

 
 

 


 (4.2-17) 

 

再將材料之參數帶入則可得式(4.2-18) 

 

11
11

12 21

12 22 21 11
12 21

12 21 12 21

22
22

12 21

66 12

1

1 1

1

E
Q

E E
Q Q

E
Q

Q G

 

 

   

 


 




  
 


 


 

 (4.2-18) 

 

上述 FRP 單層版之應力與應變關係，纖維方向與受力方向定義於

主軸 (Principal Direction)上，但於實際應用之情況下，為使纖維與環氧

樹脂組成之 FRP 構件能有效抵抗任意方向之外力 (如地震力或風力 )，

於構件設計時，纖維方向的設計並非僅有 0°或 90°。故須將上述之應

力 -應變關係 (載重作用於主軸 )藉由轉換矩陣，使 FRP 單層版之應力 -

應變關係應用到任意纖維方向之 FRP 構件上。  

由既有之應力藉轉換矩陣可將主軸上之正向應力與剪應力轉換

至 X-Y 軸上如圖 4.2-15 所示，其中主應力與 X-Y 平面應力之關係式如

式 (4.2-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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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5 主軸座標與任意座標間之關係 

2 2

1

2 2

2

2 2

12

cos sin 2sin cos

sin cos 2sin cos

sin cos sin cos sin cos

x

y

xy

     

     

       

     
    

     
          

 (4.2-19) 

 

式 (4.2-19)中， θ 為纖維方向 (1-axial Direction，主軸方向 )與 X 方

向之夾角 (如圖 4.2-15 所示 )。  

同樣道理亦可藉由轉換矩陣將主軸上之應變轉換到轉換 X-Y 軸

上，如式 (4.2-20)所示。  

 

2 2

1

2 2

2

2 2

12

cos sin 2sin cos

sin cos 2sin cos

sin cos sin cos sin cos

22

x

y

xy

     

     

       

   
    
    

    
         

  

 (4.2-20) 

 

令此轉換矩陣為  T ，則逆矩陣  
1

T

如式 (4.2-19)、式 (4.2-20)可簡

化成式 (4.2-21)及式 (4.2-22)。  

 

 
1

1

2

12

x

y

xy

T

 

 

 



   
   

   
     

 (4.2-21) 

 

 
1

1

2

12

22

x

y

xy

T

 

 

 



   
   
   

   
   
   

  

 (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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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再藉由一關係矩陣  R ，如式 (4.2-23)所示，則可將主軸上之應

變與 X-Y 軸上之應變以式 (4.2-24)及式 (4.2-25)表示。  

 

 

1 0 0

0 1 0

0 0 2

R

 
 


 
  

 (4.2-23) 

 

 
1 1

2 2

12 12

2

R

 

 

 

 
  
  

   
     
 

 (4.2-24) 

 

 

2

x x

y y

xy xy

R

 

 

 

 
  
  

   
  

   
 

 (4.2-25) 

 

再將上述轉換矩陣  T ，關係矩陣  R 帶回，則主軸與 X-Y 軸的應

力關係可表示為式 (4.2-26)。  

 

        
1 1

1 1 1

2 2

12 12

x

y

xy

T T Q R T R

  

  

  

  

     
     

      
         

 (4.2-26) 

 

並令 (式 3.17)之      
1 T

R T R T

 及     

1 T
Q T Q T

 
  
  ，則纖維強化高

分子複合材料之組成律可以式 (4.2-27)表示。  

 

11 12 16

12 22 26

16 26 66

x x x

y y y

xy xy xy

Q Q Q

Q Q Q Q

Q Q Q

  

  

  

      
      

          
      

       

 (4.2-27) 

 

式(4.2-27)之 Q 
 

矩陣各元素，如式(4.2-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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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2 4

11 11 12 66 22

4 4 2 2

12 12 11 22 66

4 2 2 4

22 11 12 66 22

3 3

16 11 12 66 22 12 66

26 11 12 66

cos (2 )sin cos sin

(sin cos ) ( )sin cos

sin (2 )sin cos cos

(2 2 )sin cos (2 2 )sin cos

(2 2 )s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3 3

22 12 66

2 2 4 4

66 11 22 12 66 66

in cos (2 2 )sin cos

2(2 2 4 )sin cos (sin cos )

Q Q Q

Q Q Q S Q Q

   

   










  
      

 (4.2-28) 

 

同樣道理，若以材料之正向應力與剪應力，表示材料之應變者，

其 X-Y 軸的應力 -應變關係可由式 (4.2-29)表示。再將材料各方向之彈

性模數、柏松比以及剪力模數帶進 (4.2-29) 中可再次得到纖維強化高

分子複合材料之組成律。  

 

    
11 12 16

12 22 26

16 26 66

x x x x
T

y y y y

xy xy xy xy

S S S

T S T S S S S

S S S

   

   

   

        
        

             
        

         

 (4.2-29) 

 

4.2.4 新式材料構件相關物、化性與力學實驗之研究 

近年來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已大量將 FRP 材料用於土木建築

的結構上，諸如以碳纖維貼片進行結構補強，以 FRP 棒替換 RC 結構

之鋼筋，以 FRP 版進行老舊橋面版的替換，甚至是新造橋梁的上部結

構或是以 FRP 構件作為新建房屋之梁、柱系統等。取代既有鋼構，或

是鋼筋混凝土結構。近年來 FRP 材料進行相關之物理、化學及力學試

驗研究成果如下所述。  

 FRP 耐候性實驗  

FRP 耐候性實驗，研究團隊於過去之相關研究已完成 FRP 材料

的耐酸鹼實驗、FRP 耐硫酸鹽實驗、FRP 抗凍融實驗，及溫濕交替的

現地實驗。  

 FRP 材料耐酸實驗 

李有豐與洪明中 (2009)將 FRP 棒放入稀釋硫酸 (pH 值約為 2.5 左

右 )浸泡，分別浸泡 30 天、60 天、90 天及 180 天，如圖 4.2-16  所示，

再以拉伸試驗觀察材料強度折減情形。GFRP 棒與 CFRP 棒耐酸試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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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結果與強度比值如圖 4.2-17  所示，從強度比值可發現 GFRP 棒經

過稀釋硫酸浸泡後，在 60 天後以後的數據顯示 GFRP 棒強度折減至約

70%左右。CFRP 棒試體與 GFRP 棒試體強度變化的比較，從拉伸強度

的變化可發現 GFRP 棒對於酸性溶液的抵抗力不如 CFRP 棒。  

 

  

圖 4.2-16 耐酸試驗 圖 4.2-17 CFRP棒與GFRP棒於強酸

環境下拉伸強度與時間關係比較 

 FRP 材料耐鹼實驗 

李有豐與洪明中 (2009)參考 ACI 440.3R-04，將氫氧化鈉 (NaOH)、

氫 氧 化 鉀 (KOH) 及 氫 氧 化 鈣 (Ca(OH)2) 調 配 為 鹼 性 溶 液 (pH 值 約 為

12~13)，作為 FRP 耐鹼測試之溶液。將 FRP 棒放入鹼性溶液浸泡，如

圖 4.2-18  所示，分別浸泡 30 天、60 天、90 天及 180 天，再以拉伸試

驗觀察材料強度折減情形。CFRP 棒與 GFRP 棒試體於強鹼環境下之拉

伸強度與時間結果比較圖，如圖 4.2-19 所示。從強度折減的趨勢觀察，

可發現 CFRP 棒經過鹼性混合溶液浸泡後，其強度並無明顯的改變，

顯示出 CFRP 棒有良好的耐鹼性質，在鹼性的環境內不受影響；而 GFRP

棒強度隨著時間明顯折減，在 180 天時極限拉力僅為原本的 58%，顯

示出 GFRP 棒對於鹼性溶液之抵抗力較差。亦可發現 GFRP 棒對於鹼

性溶液的抵抗力不如 CFRP 棒佳，耐鹼能力低於 CFRP 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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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8 耐鹼試驗 圖 4.2-19 CFRP 棒與 GFRP 棒於強

鹼環境之拉伸強度與時間關係比較 

 FRP 材料耐硫酸鹽實驗 

李有豐與洪明中 (2009)將 GFRP 棒與 CFRP 棒放入飽和硫酸鎂溶

液 (pH 值約為 8)中，分別浸泡 30 天、60 天、90 天及 180 天，如圖 4.2-20  

所示，再以拉伸測試觀察材料強度的折減情形。圖 4.2-21  為耐硫酸鹽

試驗中 CFRP 棒與 GFRP 棒拉伸強度與時間結果比較圖，從折減的趨

勢可發現 CFRP 棒經過硫酸鎂溶液浸泡後，其強度並無明顯的下降或

改變，顯示出 CFRP 棒有良好的耐硫酸鹽性質，在鹽類環境中影響並

不大；而 GFRP 棒強度隨著浸泡時間漸漸折減，在 180 天時極限拉力

僅為原本的 70 %，顯示出 GFRP 棒對於硫酸鹽類抵抗力並不佳。從趨

勢線的走向可發現 GFRP 棒在鹽類環境的抵抗力不如 CFRP 棒佳，耐

鹽能力低於 CFRP 棒。  

  

圖 4.2-20 耐硫酸鹽試驗 

圖 4.2-21 CFRP 棒與 GFRP 棒於硫

酸鹽環境下拉伸強度與時間關係比

較 

 FRP 構件耐低溫環境實驗 

FPR 構件係由纖維與樹脂所構成，且樹脂一般僅能耐 200℃的高

溫；因此一限制大家在使用 FRP 材料的時候都會在意 FRP 構件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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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之限制，卻忽略 FRP 構件對低溫抵抗之能力。  

故研究團隊於 2009 年 10 月起既針對 FRP 構件進行一系列的耐

低溫試驗之規劃，係將數種不同斷面之構件至於低溫的冰櫃中 (如圖

4.2-22 所示 )，並控制冰櫃溫度為 -6°C，且試驗時間則分別規劃為 6 個

月 (其命名為  6M)、12 個月 (其命名為  12M)、18 個月 (其命名為  18M)、

24 個月 (其命名為  24M)、30 個月 (其命名為  30M)等五種時間，欲模擬

FRP 構件長時間置於低溫的環境中，強度的變化情形。由於構件於

2009 年 10 月就已放置在冰櫃中，放置時間至 2012 年底已超過 3 年。

故亦將 FRP 構件之耐寒試驗放置本工作項目中，期望證明 FRP 構件

除了耐酸鹼能力佳之外，亦可適用於凍融交替之環境。  

將各時段的抗凍融 FRP 構件進行三點抗彎試 (如圖 4.2-23 所示 )，

並與置於冰櫃中之 FRP 構件進行力 -位移之比較發現 (如圖 4.2-24 所

示 )，FRP 構件不管是放置 6 個月、12 個月、18 個月、24 個月以及 30

個月，其極限強度與勁度皆與置於室溫中之 FRP 構件 (Prototype: P)沒

有太大的差別。  

  

(a) 欲進行低溫試驗之冰櫃 (b) 置入數種不同形式之構件 

圖 4.2-22 FRP 構件低溫試驗試體置放 

 0 0.2 0.4 0.6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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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3 構件三點抗彎試驗 圖 4.2-24 力-位移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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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年期實驗所得力 -位移關係之結果發現， FRP 構件不管放置

於低溫環境多久 (6 個月、12 個月、18 個月、24 個月以及 30 個月 )，其

強度與勁度皆未有明顯的下降，顯示 FRP 構件長期置於低溫環境，對

FRP 構件之強度不會有影響。  

 FRP 構件於硫磺區之現地實驗 

以 GFRP 於陽明山二子坪興建一座 FRP 人行棧道，為瞭解 GFRP

在該處具高硫磺之環境下的耐久性，準備了與 FRP 人行棧道相同的

GFRP 雙腹版 I 型構件以測試其耐久性。測試方法是將 GFRP 構件暴露

在二子坪的空氣中 (廁所後方 )、浸泡於二子坪的水池內 (棧道下 )，以及

室內，如圖 4.2-25 所示，持續一個月後進行三點抗彎試驗，觀察各種

環境對於 GFRP 材料所造成的強度與勁度影響。  

   
(a)室內(benchmark, 

BM) 

(b) 二子坪空氣中(The 

sulfur district, SD) 

(c) 二子坪水中(The sulfur 

district pool, SDP) 

圖 4.2-25 FRP 構件耐久性測試地點 

測試結果如圖 4.2-26  所示，可以發現三個試體前段的勁度幾乎沒

有差異，到了 15 kN 後試體 SD 和 SDP 的勁度才略為較下降。強度方

面，於放置於臺北科技大學地下室的試體 (編號 BM)極限強度為 33.6 kN，

而試體 SD 和 SDP 的強度分別為 28.7 和 26.0 kN。  

 

  

(a) 北科大室內(編號 BM) (b) 二子坪空氣中(編號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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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二子坪水中(編號 SDP) (d) 力與位移關係圖 

圖 4.2-26 FRP 構件耐久性測試結果 

 FRP 構件力學實驗  

FRP 橋面版之分析與設計包含有 GFRP 梁構件之三點抗彎實驗與

分析、多重製成 GFPR 版構件力學實驗、BFPR 版構件力學實驗及有

限元素分析、GFRP 構件剪力接合實驗及相關應用、組合式 GFRP 梁 -

版系統力學行為之研究、加勁式 GFRP 梁 -版系統力學行為之研究以及

物理及化學接合於抗側力構架實驗與分析之研究。各成果簡述如下 :  

 FRP 橋面版結構分析與設計之研究 

李有豐及丁湘蘭 (2002)藉由進行 FRP 試片之力學實驗，建立有限

元素橋面版模型，模擬不同斷面型式的 FRP 橋面版，並依橋梁設計規

範，在設計載重及容許撓度條件下，評估 FRP 橋面版適用之可行性及

最佳化斷面。  

 GFRP (Glass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梁之實驗 

甘淑婷、李有豐 (2011)以 GFRP 梁之三點抗彎實驗結果顯示，GFRP

原型梁因上翼版及腹版連接處受垂直向力量時，僅靠兩腹版傳遞力量，

最後造成腹版處基材局部壓碎，故破壞模式為壓力側施力處局部破壞。

此外，由 GFRP 空梁外層包覆混編纖維之實驗結果亦可得知，因本實

驗所採用之 GFRP 梁為拉擠成型，故於梁內僅有單一方向之纖維存在，

且包覆纖維為 90°方向且內部未有填充物，故上翼版及腹版連接處受垂

直向之力量時，僅靠兩腹版傳遞力量，最後造成該處局部挫曲，梁試

體破壞模式為施力處腹版基材壓碎。於 GFRP 梁內填環氧樹脂砂漿並

外層包覆混編纖維之實驗結果可得知，因環氧樹脂砂漿具有良好之膠

結性，故將環氧樹脂砂漿填入 GFRP 梁中，再因外層包覆纖維為 90°

方向，故使 GFRP 梁受力時由腹版及內填物進行力量之傳遞，且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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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包覆纖維之圍束力使 GFRP 梁不因施力過大而造成構件沿纖維方向

撕裂，故使 GFRP 梁之最終破壞模式為拉力側纖維拉斷  (如圖 4.2-27  

所示 )。  

 

   
(a)原型試驗 (b)外層包覆混編纖維 (c)內填樹脂砂漿、外包混編纖維 

圖 4.2-27 GFRP 梁三點抗彎試驗 

 GFRP (Glass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版之實驗 

吳嘉濠、李有豐 (2012)以拉擠成型之 GFRP 版構件進行三點抗彎

實驗，惟 GFRP 版係採用之製程方法為拉擠成型，故 GFRP 版構件之

纖維排列方向皆為同一方向。而於三點抗彎試驗下所加載之力量到達

版構件之達極限承載力時，即產生破壞，且其破壞模式為壓力側受力

處沿纖維方向進行開裂。此外，本實驗亦將既有之拉擠成型 GFRP 版

構件進行外層包覆 90°方向之玄武岩纖維及混編纖維，以增加壓力側之

抗壓強度。由實驗結果顯示，經包覆後之版構件，其極限承載能力有

明顯的提高，而於實驗過程中亦發現 GFRP 版構件因側版厚度過薄，

故產生挫曲行為，而於實驗結果之破壞模式可發現，經纖維包覆之表

側並無明顯破壞跡象，而於內側原 GFRP 版構件，則於內部角隅處產

生沿纖維方向之裂紋。  

 BFRP (Basalt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版之實驗 

吳嘉濠、李有豐 (2012)以手積疊層之 BFRP 版進行版構件之三點

抗彎實驗，實驗結果顯示，BFRP 版於實驗過程中，當力量過大時因側

版厚度過薄，故產生側版挫曲行為之現象，但卻不影響 BFRP 版構件

之整體行為，故於實驗過程中，BFRP 版皆發生撓曲行為。實驗結束後

觀察其力與位移圖及試體之破壞現象可發現，受力與變位關係呈線性，

無明顯降伏點即產生破壞，而 BFRP 版之試體破壞模式為側面版局部

剪切破壞及上面版局部基材壓碎破壞， (如圖 4.2-28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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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FRP 版試體架設情形 (b) 2 m 破壞情形 (c) 1 m 破壞情形 

圖 4.2-28 BFRP 版三點抗彎試驗 

 GFRP (Glass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構件剪力接合實驗 

余忠政、李有豐 (2012)，研究 FRP 構件物理及化學結合剪力強度，

試驗方式係分別以螺栓、結構膠各別進行物理、化學搭接試體之製作，

以螺栓配搭結構膠進行混合搭接試體之製作。由力量加載過程觀察各

型式搭接試體的受力行為，並於試驗結果探討各型式續接試體之極限

載重與破壞模式， (如圖 4.2-29  所示 )。  

    

(a) 接合示意圖 (b) 物理接合 (c) 化學接合 (d) 混合接合 

圖 4.2-29 試體接合配置示意 

 組合式纖維複合構件梁-版系統力學行為之研究 

林毓瑛、李有豐 (2012) 利用拉擠成型 GFRP 不同斷面的構件組合，

改善單一構件的勁度不足問題，並作為實尺寸組合式 GFRP 梁 -版系統

之參考。再針對不同構件斷面選擇 GFRP 組合型式梁構件，並配置

GFRP 平版製作梁 -版系統，以縮尺型式組合梁構件及梁 -版系統進行三

點抗彎試驗。試驗結果發現以組合的方式進行梁 -版系統的配置可改善

原有斷面破壞模式，提升強度與勁度 (如圖 4.2-30  所示 )。  

   
(a) GFRP 雙腹版梁 (b) GFRP 雙腹版梁-版系統 (c) GFRP 雙腹版梁內填砂漿 

圖 4.2-30 組合式纖維複合構件梁-版系統力學行為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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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勁式纖維複合構件梁-版系統力學行為之研究 

陳彥鈞、李有豐 (2012) 以 GFRP I 型梁和平版構件以配置不同位

置的隔梁進行梁 -版系統的加勁，再將各加勁梁 -版系統進行三點抗彎實

驗，並進行續接的試驗。實驗結果發現不同格梁位置之配置會影響梁 -

版系統之勁度，而各不同加勁型式之梁 -版系統其極限強度係由梁版接

合之方式控制，實驗結果發現梁版接合處同時圖佈結構膠再以鎖固螺

栓的方式進行假固定之梁 -版系統可承受最大的極限荷載。  

 FRP 抗側力屋架物理接合實驗 

賴建宇、李有豐等人 (2012)，以雙腹版工字型構件進行 FRP 構架

抗側力構件實驗 (如圖 4.2-31  所示 )。由手動油壓千斤頂以位移控制的

方式，並配置數個測位計量測 FRP 構架的力 -位移關係。並藉由構件

的變形量與對應構件位置進行構件轉角的量測。抗側力構架試體分別

以物理及化學接合進行接合。由物理接合實驗結果之力 -位移關係圖發

現該型式之接合能使力量傳遞至 FRP 構架的各構件上，故可視該接合

為近似剛接。  

 
 

(a) 物理接合 FRP 門型構架力學實驗 (b) 物理接合 FRP 門型構架力-位移關係圖 

圖 4.2-31 FRP 構架側推實驗 

 FRP 抗側力屋架化學接合實驗 

王柏翔、李有豐等人 (2012)，進行 FRP 抗側力屋架之化學接合實

驗 (如圖 4.2-32  所示 )。該實驗之位移計配置與 FRP 抗側力物理接合實

驗相同，惟化學接合試體的 FRP 接頭強度遠比雙腹版工字型梁翼版強

度高出許多，故化學接合試體承受側力變形時會因為接頭構件之擠壓，

造成雙腹版工字型構件之翼版發生脫層的破壞，無法使試體的強度完

全發揮。故後續相關研究宜加入斜撐或其他有效的加勁與力量傳遞的

方式使抗側力構架能發揮一定的強度，以利應用於永久式 FRP 房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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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a) 化學接合 FRP 門型構架力學實驗 (b) 化學接合 FRP 門型構架力-位移關係圖 

圖 4.2-32 FRP 構架側推實驗 

4.2.5 新式材料之國外相關研究 

近年來，許多國家對於 FRP 材料展開積極之研究與發展，無論國

內外的學術機構或業界，都投入這塊新興領域中，如美國、日本、大

陸等國家，亦不斷地進行以 FRP 材料應用在土木地工結構之相關研

究。  

 FRP 板樁浸水之含水率與強度之研究 

Shao 與 Kouadio (2002)利用玻纖複合材料板樁之切斷試體 (如圖

4.2-33  所示 )。在環境溫度下，將其完全浸泡於水中，研究溫度與水中

浸泡對材料的拉伸性能和抗凍性之影響。研究發現，其試體含水量越

高，強度會相對下降；而玻璃纖維複合材料長時間浸泡於水中，一旦

達到某程度之含水量後就維持一定。實驗也發現，其長時間浸泡在水

中之試體，其抗拉彈性模數值並無明顯變化。另一方面在溫度上，在

4.4 至 217.8°C 間表現出優異的耐凍融循環。  

  

圖 4.2-33 FRP 板樁與浸泡時間之強度關係結果 

 FRP 板樁抗壓試驗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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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o 與 Shanmugam (2006)將單個以及連接的複合材料板樁受到

均佈載重之試體進行研究 (如圖 4.2-34 所示 )，並觀察其受到之彎矩、

撓曲極限等。研究發現單面板 FRP 樁的承載能力，發現比三個面板連

接在一起承受之彎矩強度高 15％以上，而估計是由於其板樁與板樁間

之連接較脆弱處先破壞。另外，受於支承完全的限制，最終其板樁主

要破壞模式是由於局部挫屈、剪力縱向撕裂，並且軸承粉碎後，達到

其偏轉極限 (跨度之 1/50)。  

 

圖 4.2-34 發生挫屈之 FRP 連結板樁 

 FRP 樁四點抗彎與中性軸關係之研究 

Crawford 與 Byfield (2001)針對 U 形拉森板樁 (Larssen piles)進行

四點抗彎實驗，其透過板樁間之關節連接在一起，作為碼頭護岸結構

牆。由於滑動關節位於沿樁牆的中心線，板樁相對於另一個板樁的滑

動可導致中性軸發生改變，造成彈性彎矩強度降低 70％。  

 FRP 樁打樁施工之研究 

Guades 及 Aravinthan (2012)研究說明 FRP 樁使用壽命長、需要的

維護較少、且對環應無不良影響，這些特點使他們在惡劣的環境條件

下取代傳統樁是一種可行的選擇。然而，打 FRP 樁需要更仔細的評估，

由於其相對較低的勁度；另外，中空 GFRP 樁在成本的效益和結構承

載的能力上具相當的優勢。結果發現，使用不同的驅動錘、土壤中所

提供的阻力、樁的阻抗以及樁材料的衝擊強度皆是影響 FRP 樁打樁行

為表現之主要因素。因此，為了提升其安全性和經濟性，有必要在打

樁過程中了解他們的受力行為 (如圖 4.2-35  所示 )。在打 FRP 樁的過程

中，纖維複合材料的損壞的可能性亦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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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5 FRP 管樁打樁現場 

 FRP 管樁打樁次數與力學特性關係之研究 

Guades 與 Aravinthan (2012)等人在其研究中，以 742 焦耳能量之

落錘，低速衝擊軸力在一個 100 毫米平方之正方形的 FRP 管樁上，並

進一步研究其剩餘強度試驗，以確定其殘餘壓縮、拉伸和受彎矩之能

力。根據實驗結果，得出以下結論： (1)衝擊能量的強度、衝擊數、衝

擊器的質量，皆對受打樁之力影響過後管之強度衰減有著顯著的影響。

(2) 在 FRP 管產生崩毀、破壞時，殘餘強度值大幅度下降。 (3) 隨著

每次敲打數之增加，其衝擊能量增加，剩餘強度衰減速率加速下降。

而在受打樁衝擊後，其抗壓、抗拉、彎矩強度最大衰減程度分別為為

原來之 6.8％、0.3％、和 10％ (4)FRP 剩餘壓縮強度的衝擊損傷效果集

中在接近受打樁受力來源之區域。 (如圖 4.2-36  所示 ) 

 

 

圖 4.2-36 FRP 板樁打樁次數與強度關係圖 

 FRP 管樁打樁試驗之研究 

Shoa (2006)將拉擠成型複合材料板樁利用於水濱擋土牆，並進行

一系列實驗與研究。利用複合跨距法 (Multiple-span test)逼近其其撓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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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剪力勁度，而其板樁抵抗彎矩包含利用均佈載重表示之土壓力，並

發現其試體主要之受力強度控制於受壓側之腹板 (Flange)與翼板 (Web)

是否發生挫曲。另外，其長時間浸泡在水中之試體，其抗拉彈性模數

值並無明顯變化。 (如圖 4.2-37  所示 ) 

 

圖 4.2-37 FRP 水濱擋土牆壓力示意圖 

 FRP 板樁打樁與變形位移之研究 

Giosuè 等人 (2011)建議了一個聯合實驗以及先進的計算研究，(如

圖 4.2-38 所示 )，以了解 9 米長拉擠成型的纖維強化複合材料（FRP）

板樁之動態響應結果，該板樁施作於意大利威尼斯附近地面。於該頂

部施加一峰值為 10KN、最大頻率為 760Hz 的力作為正弦壓縮力。並

安裝加速度計測量每單位板樁之側向變形響應。兩個測試配置的有限

元建模方法是用 Strand 7 的代碼所開發的，如此可將先進的計算結果

與現場測量進行比較。並將開發出來之封閉方程式用於計算轉動慣量

及剪力變形。對不同崁入長度 (1~7 m)進行動態響應分析檢核，且在實

驗與理論之間找到很好的相關性。將 FRP 板樁性能與一模擬之鋼鈑樁

及兩個增加剛度以減少彎曲之新 FRP 幾何體互相比較。藉由增加 10%

的自重，則最大側向位移與型鋼一樣，且為測試的 FRP 板樁的 1/20。

研究結果表明，FRP 板樁可以使用與鋼鈑樁相同的打樁鑽機和施工程

序。  

 

圖 4.2-38 板樁打樁實驗室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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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FRP 構件於土木建築之案例 

以下分別介紹 FRP 應用於年臺北科技大學 FRP 綠色大門公共藝

術建造，陽明山國家公園 FRP 人行棧道之建造以及台江國家公園六孔

管理站之 FRP 人行棧橋之建造。各案例說明如本節所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綠色大門 

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忠孝東路、新生南路交叉口。  

年份：於 2011 年 1 月 11 日完工。  

類型：高約 21 m 之壁面綠化設施。  

緣起：現代化都市土地使用密度過高、綠帶稀少破碎、交通運輸

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在溫室效應下，造成都市熱島效應，

使都市生活環境益加低劣。為了使屬於都會型校園的臺北

科技大學，提升綠化空間，規劃了一壁面綠化設施－綠色

大門，其具有節氣溫、改善熱島效應等功能；另外，壁面

綠化形成綠色意象鮮明之視覺景觀，增加校園綠覆率、達

到美化之目的。  

結構：基礎為 1.5m 深之混凝土結構，主結構體為鋼構造，透過

不同長度之 FRP 構件其所對應之 FRP 接合構件進行 FRP 

版構件之接合，並將 FRP 構件與鋼骨結構進行接合。  

生產：FRP 材料構件為拉擠成型之 GFRP 構件，可利用不同方式

製成管狀、棒狀、版狀或片狀等設計需求形式，並透過纖

維含量與不同基材的比例搭配，設計出所需要的強度及彈

性模數，方便特殊工程需求使用。  

施工：由地面層向下開挖至 1.5m 深，進行混凝土澆置基礎工程；

接著以吊車將鋼骨結構置於施作位置，主結構鋼骨由鐵工

廠預先訂製，包含尺寸裁切、漆面處理等。將 FRP 材料構

件掛載至鋼骨結構之前，必須先將土壤包及滴灌管以人工

方式置入植栽槽內，接著將各式不同 FRP 構件依設計圖編

碼後與鋼骨主結構進行掛載與接合。現地施作之工期約兩

個月。  

後續：植栽生長良好，且使用 FRP 材料構件無銹蝕之疑慮。  



 

 4-34 

 

圖 4.2-39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綠色大門 

 二子坪 FRP 人行棧道 

地點：陽明山二子坪，二號涼亭旁。  

年份：建於 2012 年 9 月。  

連結： 2 號涼亭連接 1 號涼亭。  

類型：人行棧道，長約 8 m，橋寬 1.2 m。  

緣起：陰陽明山二子坪鄰近硫磺泉，土木設施受到硫化物侵蝕，

為了避免後續維護的問題以及遊客安全，以 FRP 設置一座

人行棧橋作為示範案例，供台灣的國家公園參考使用。  

結構：梁版系統，梁為雙腹版 I 型之空心構件，版為雙孔之空心

版，另於內部填充兩個長方管，並以環氧樹脂黏合，增強

勁度。  

生產：梁、版和欄杆皆為拉擠成型之 GFRP 構件，其中梁的部分

在外層混合碳纖維以提升耐久性。  

施工：將各構件運送至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組裝，由師生們搭配簡

易手動工具施工，各部位完成後再運送至現場安裝，主結

構於現場約花費 2 日即完成安裝 (如圖 4.2-40 所示 )。  

後續：持續觀察其使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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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0 陽明山國家公園 FRP 人行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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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江國家公園 FRP 人行棧道  

地點：台南台江國家公園，六孔管理站旁。  

年份：建於 2013 年 10 月。  

連結： 2 號涼亭連接 1 號涼亭。  

類型：人行棧道，主橋體長約 8 m，橋寬 1.5 m，以及坡道 9.7m，

週邊引道 12.7 m。  

緣起：台南台江國家公園鄰近海堤，鹽害侵蝕嚴重，為了避免金

屬材料受氯離子之侵害，故本計畫使用 FRP 設置一座人行

棧橋，供台江國家公園遊客使用；其中各螺桿與插銷皆使

用 FRP 材料，以避免棧橋後續維修以及增進人行安全。   

結構：梁版系統，梁為四支 I 型梁，橋面版為十六塊 FRP 薄版所

組成。另於四支梁間配置端隔梁，用以抵抗剪力。  

生產：梁、版和欄杆皆為拉擠成型之 GFRP 構件。  

施工：先於棧橋設置地點旁，將 FRP 梁 -版系統並欄杆扶手分別

組立完成，接著利用吊車將吊放棧橋主體，並於棧橋表面

塗佈耐候性塗料，以及在棧橋橋面製作石英砂防滑層。  

 

 

圖 4.2-41 台南台江國家公園 FRP 人行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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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FRP 材料及板樁試驗  

由 FRP 新式材料之物理、化學及力學行為之資料蒐集，及其成

形方式優缺點探討，並透過研究團隊近年來對 FRP 材料作成之構件所

進行的一系列研究，新式材料 FRP 於邊坡護岸整治，研究團隊係選用

拉擠成形之 FRP 板樁進行相關力學實驗、分析以及作為現地施作之材

料。  

惟拉擠成形之 FRP 構件常用的樹脂其成分多為 “不飽和聚酯乙烯

基酯 ”  ，以該樹脂作為基材所拉擠之 FRP 構件，會因為纖維方向之強

度遠高於其它兩方向由樹脂所提供之強度，往往於分析尚須以異向性

材料之設定，方可得到較精確之分析值。且由不飽和聚酯乙烯基酯作

為基材之 FRP 構件，於荷重加載時，常因樹脂之材料特性造成載重施

加處之基材壓碎破壞。  

為避免 FRP 構件於載重施加處發生基材壓碎破壞，從 2005 年起

即有相關專家學者提出以聚氨酯樹脂 (P.U.)取代既有的不飽和聚酯乙

烯基酯樹脂，進行纖維的含浸，進而改善拉擠成形之 FRP 構件，並使

FRP 構件之材料性質能近似均質等向的材料。惟聚氨酯樹脂與纖維之

結合存在許多問題須克服。直到 2011 年聚氨酯樹脂與纖維之結合方

有重大的突破，至今已有多家廠商可以聚氨酯樹脂作為 FRP 構件之基

材，進行拉擠成形之 FRP 構件製作。研究團隊於本研究所選用之 FRP 

板樁其基材即以聚氨酯樹脂做成。成形後之 FRP 板樁如圖 4.3-1  所示。

該型式之 FRP 板樁可提供近似均質等向材料之力學特性，且可提供更

佳的力學特性。  

 

圖 4.3-1 聚氨酯樹脂成形之 FRP 板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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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板樁之拉擠成型步驟如下所示，分別係先抽拉玻璃纖維絲，並

於外層貼附一纖維紗，該層纖維紗可同為玻璃纖維，亦可為碳纖維 (如

圖 4.3-2 (a)所示 )，接著將其纖維預浸樹脂 (如圖 4.3-2 (b)所示 )，並將

其透過模具 (如圖 4.3-2 (c)所示 )成型，而其基材為強度較一般樹脂高十

倍之 PU 材料 (如圖 4.3-2 (d)所示 )，工人將砂束含浸 (如圖 4.3-2 (e)所示 )

後，再將其纖維送入拉擠成型的機臺與模具之中 (如圖 4.3-2 (f)所示 )，

對其內的材料進行高溫成形 (如圖 4.3-2 (g)所示 )，最後高溫成形後之

FRP 板樁進行裁切成設計者所需之長度，FRP 板樁即製造完成。  

  

(a) 玻璃纖維架 (b) 紅外線防潮處理 

  

(c) FRP 板樁模具 (d) 以 PU 樹脂作為基材 

 

 

(e) 纖維含浸 PU 樹脂 (f) 拉擠成型 

  

(g) 高溫烘烤 (h) 進行構件裁切 

圖 4.3-2 拉擠成形 FRP 板樁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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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FRP 材料板樁試驗 

而本研究期待透過實驗能加強對 FRP 力學材料特性的認識，並將

試驗所得之結果進行數值模擬之修正，並再進行 FRP 板樁最佳斷面設

計，以提供爾後工程設計之參考，其研究流程圖如圖 4.3-3。  

 

建立FRP板樁
數值模型

進行FRP板樁
數值模型修正

板樁三點抗彎
實驗結果

針對不同FRP板樁
厚度、角度

進行設計與分析

提出最佳FRP板樁
之斷面設計

FRP板樁
材料試片實驗

所得參數

 

圖 4.3-3 研究流程圖 

為驗證所選擇之新材料 FRP 板樁驗證其結構上能否提供足夠的

支撐力，故對其進行力學實驗與分析。實驗包括 GFRP 板樁試片試驗

與 GFRP 板樁實尺寸構件試驗。GFRP 板樁試驗乃係對 GFRP 板樁裁切

試片後，進行三點抗彎實驗，以獲得其抗彎模數 E；以及對 GFRP 板

樁實尺寸構件進行三點抗彎之實驗，以獲得其彎曲剛性 EI (Bending 

rigidity)。後續分析係將所獲得之數據，輸入進有限元軟體中進行分析，

建立 GFRP 材料板樁模型，並將實驗結果與分析結果進行比較，以驗

證其構件模型之準確性。此後還再對 GFRP 板樁模型進行角度與厚度

之變化，以獲得 GFRP 板樁之最佳斷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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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整體板樁的三點抗彎實驗，透過實驗獲得中心點之位移δ，

以計算出其彎曲剛性 EI 值，其參考之 Euler 梁公式如式 (4.3-1)，並以

此推導出其材料抗彎係數 (E)。而當跨深比越小時，受剪力影響，故亦

參考 Timoshenko 梁之公式進行比較如式 (4.3-2)。  

 

3

48

Pl

EI
   (4.3-1) 

3

48 4

Pl PL

EI kGA
    (4.3-2) 

 

另外，亦對 FRP 板樁裁切試片後，以進行抗拉、抗彎之實驗，以

驗證其材料參數；分析部分係針對所獲得之材料參數，進行有限元軟

體分析，建立 FRP 材料板樁模型，以檢驗其構件模型之準確度。FRP

板樁實驗如下 :  

 

 FRP 材料試片分析實驗 

實驗時間：4/20(日)9:00-11:00a.m. 

實驗機具：百噸萬能試驗機 

試驗方式：5.32 mm/min 受壓 (依據 CNS12780-K6979 所規定) 

試片尺寸： 

依據其 CNS12780-K6979 所規定，當 5 mm< h ≦  10mm 時，其

寬度應為 15 ± 0.5 mm，而其試片長度應為 16h + 40 mm，其中 h 為試

片高度 6.5mm，而其支點間距為 16h 即 104mm。  

實驗所需器材： 

1. 實驗試片三片(長相為纖維方向) 

2. 支承 2 個 

3. 位移計 1 個 

4. 數據擷取器與訊號線 

實驗目的： 

透過三點抗彎實驗，藉由載重的施加及對應載重下所產生的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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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撓度公式求出其長向纖維之抗彎楊氏係數 E 值。  

實驗流程： 

1. 將兩個鋼支承擺放萬能試驗機上。 

2. 接著將 FRP 板樁試片放上去。 

3. 將位移計、荷重計與資料擷取器線路安置好。 

4. 架設錄影機、相機。 

5. 進行試驗。 

6. 換下一個試體，一共 3 片，再進行 2~5 步驟。 

實驗施作示意圖： 

本計畫規劃 FRP 板樁三點抗彎實驗，驗試體規劃 3 組，FRP 板

樁試體架設、載重施加與支承的配置 (如圖 4.3-4  所示 )。  

 

 

圖 4.3-4 FRP 板樁試片三點抗彎試驗示意圖 

實驗結果： 

1. 據其力與位移之關係繪製成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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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FRP 板樁試片三點抗彎試驗力與位移圖 

 

2. 依據 CNS12780-K6979 所附之公式(4.3-2) 

 
3

3

1
( )

4
b

L P
E

bh 
    (4.3-2) 

 

據其力與位移之關係線段之斜率推算出其 FRP 試片之抗彎模數，

列表如表 4.3-1，其 EI 皆較廠商所提供之數據還高出許多。  

 

表 4.3-1 FRP 板樁試片三點抗彎結果 

試體

編號 

力與位移之斜率 推算之抗彎模數 

(Pa) 

1 2.537 4.597446E+10 

2 2.096 3.798284E+10 

3 1.943 3.521024E+10 

 

3. 施作至其破壞之試體照片如下，其破壞模式為層與層間之基材開裂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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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 FRP 板樁試片三點抗彎試片破壞後示意圖 

4. 本團隊亦針對 FRP 試片進行實驗室力學試驗，進行 CNS 13555 試驗標準之

試驗，其結果抗拉強度為 460.4MPa；抗張係數為 1,167MPa，並由公式抗

張係數等於抗張強度除以伸長率( E = σ/ε)，可推導出其伸長率為 3.94 %；

依據 CNS 5606 試驗標準得出其抗張剪切強度 10.0 MPa。整理如表 4.3-2 所

示，相關設驗記錄詳附錄五。 

表 4.3-2 FRP 材料力學試驗結果 

試驗項目 力學試驗結果 依據試驗標準 

抗拉強度(抗張強度) 460.4 MPa CNS 13555 

抗拉彈性率(抗張係數) 1,167 MPa CNS 13555 

伸長率 3.94 % CNS 13555 

抗張剪切強度 10.0 MPa CNS 5606 

 

 FRP 板樁材料三點抗彎實驗： 

實驗目的： 

希望透過三點抗彎實驗，藉由載重的施加及對應載重下所產生的

變形，利用撓度公式求出其等效 EI 值；並透過縮短支承距離，觀察其

Timoshenko 梁、與尤拉梁之力學行為差異。  

實驗儀器與量測設備： 

試驗中所使用到的儀器與相關設備如表 4.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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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儀器與相關設備 

 設備名稱 圖片外觀 規格/相關設定 用途說明 

1 

100 噸萬能

試驗機及附

屬控制電腦 
 

最大壓力 100 噸 

施加載重之油壓

機，由附屬電腦操

控，並可記錄加載

之力量與構件之位

移。 

2 天車 

 

最大載重約 25 噸。 用以吊掛鋼座。 

3 位移計 

 

最大可測位移量 50 

mm，池磁性座。 

量測試體抗彎時，

底部之撓曲變形。 

4 應變計 

 

連結於資料擷取器 

將應變計與資料擷

取器連結，用以量

測試體應變。 

5 資料擷取器 

 

將數據連結至資料

擷取器並儲存於電

腦中。 

將荷重計及位移計

連結至資料擷取

器，可將載重與位

移同步藉由筆記型

電腦收集。 

6 電腦 

 

與資料擷取器搭配 
連結資料擷取器以

記錄所讀取之數值 

7 鋼支承 

 

4cm 7cm 

 

 4 cm 

特製鋼支承，可避

免 FRP 試體局部應

力過大。 

8 鋼座 

 

與鋼支承搭配 
鋼座用以作為放鋼

支承使用。 

9 角鋼 

 

尺寸為#225×
1.8m/m 

用以鎖固於板樁四

周，避免其側向位

移。 

實驗材料： 

試驗中所使用到的材料為 GFRP 板樁，如表 4.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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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實驗所採用材料與規格 

編

號 
材料名稱 用途與規格說明 照片、示意圖 

1 
拉擠成型

GFRP 板樁 

用以測試三點抗彎實驗，並求出

其等效剛度(EI)。 

 

 

試驗方式：試驗加載速率為 0.1mm/s。 

實驗流程： 

1. 畫製定位線並擺放鋼座，並將鋼支承擺放其上，如圖 4.3-7 (a)。  

2. 接著將 FRP 板樁置於其上，並將角鋼鎖固於板樁試驗體上，如圖

4.3-7 (b)。  

3. 將位移計、應變計與資料擷取器線路安置在預定位置，如圖 4.3-7 

(c)。  

4. 架設錄影機、相機。  

5. 下降荷重計，準備進行試驗，如圖 4.3-7 (d)。  

6. 換下一個試體，共三組。  

7. 將支承往內移，施作跨距分別為 3.66 m、2.84 m、2.03 m、1.63 m，

再進行 3~6 步驟。  

 

  
(a) 定位線畫製 (b) 放置支承與角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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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架設位移計與應變計 (d) 下降機台準備試驗 

圖 4.3-7 實驗流程圖 

 

實驗施作示意圖： 

本計畫規劃 FRP 板樁三點抗彎實驗係選擇 4m 長之試體，驗試體

規劃三組 (斷面如圖 4.3-8 所示 )，FRP 板樁試體架設、載重施加與支

承的配置 (如圖 4.3-9  所示 )，並進行加載，加載速率為 0.1mm/s。  

 

 

圖 4.3-8 試體斷面示意圖 

 

  
圖 4.3-9 FRP 板樁三點抗彎試驗示意圖 

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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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跨度為 3.66m 之試驗結果 

在跨度為 3.66 m 試體之實驗中可發現，在板樁還未發生側向變形

時，其為線性段，然在加壓至角鋼無法支撐時，其試體尚未破壞，然

支撐用之角鋼已產生變形之現象，而導致勁度下降而停止試驗，如圖

4.3-10 及圖 4.3-11 所示，並獲得所繪之力與位移之關係曲線，跨度為

3.66 m 試體之載重與中心點之位移繪製成圖，如圖 4.3-12 所示。其中

試體 S1-A 斜率為 11.34、而試體 S1-C 為 10.95，故利用式 4.1 得以計

算出其 EI 值分別為 1,158 kN-m
2、1,118 kN-m

2，與廠商提供之材料參

數所計算出的 EI 值 1,112 kN-m
2 高出約 4.13%與 0.55%。  

  
(a) 試驗前 (b) 試驗後 

 
(c) 板樁側向滑移，角鋼變形 

圖 4.3-10 試體 S1-A 試驗結果 

  

(a) 試驗前 (b) 試驗後 



 

 4-48 

  
(c) 中間段尚未破壞 (d) 板樁側向滑移，角鋼變形 

圖 4.3-11 試體 S1-C 試驗結果 

 

圖 4.3-12 跨距 3.66 m 板樁三點抗彎力與位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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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跨度為 2.84m 之試驗結果 

在跨度為 2.84 m 試體之實驗中與 3.66 m 跨度之試體發生相同情

形，在板樁還未發生側向變形時，其為線性段，然在加壓至角鋼無法

支撐時，其試體尚未破壞，然支撐用之角鋼已產生變形之現象，故導

致勁度下降而停止試驗，如圖 4.3-13、圖 4.3-14、圖 4.3-15 所示，並

獲得所繪之力與位移之關係曲線，跨度為 2.84 m 試體之載重與中心點

之位移繪製成圖，如圖 4.3-16 所示，其中試體試體 S2-B 為 21.28、試

體 S2-C 則為 20.84，而利用 Euler 梁與 Timoshenko 梁之公式，發現其

實驗值介於兩者梁計算法之間。  

 

 

  
(a) 試驗前 (b) 試驗後 

 
(c) 板樁側向滑移，角鋼變形 

圖 4.3-13 試體 S2-A 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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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試驗前 (b) 試驗後 

  

 
(c) 板樁側向滑移，角鋼變形 

圖 4.3-14 試體 S2-B 試驗結果 

  
(a) 試驗前 (b) 試驗後 

  
(c) 板樁側向滑移，角鋼變形 (d) 板樁側向滑移，角鋼變形 

圖 4.3-15 試體 S2-C 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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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6 跨距 2.84 m 板樁三點抗彎力與位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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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跨度為 2.03m 之試驗結果 

在跨度為 2.03 m 試體之實驗中亦可發現，在板樁還未發生側向變

形時，其為線性段，然在加壓至角鋼無法支撐時，其試體尚未破壞，

然支撐用之角鋼已產生變形之現象，故導致勁度下降而停止試驗，如

圖 4.3-17、圖 4.3-18、圖 4.3-19，並獲得所繪之力與位移之關係曲線，

並將跨度為 2.03 m 試體之載重與中心點之位移繪製成圖，如圖 4.3-20

所示。其中試體 S3-A 為 41.56、S3-B 為 41.89、試體 S3-C 則為 41.26，

故利用 Euler 梁與 Timoshenko 梁之公式，發現其實驗值介於兩者梁計

算法之間，且其結果較趨近於剪力梁之公式，亦即其不單係彎矩控制

其變形，其所受之剪力影響必須考慮進去。  

 

  
(a) 試驗前 (b) 試驗後 

 
(c) 板樁側向滑移，角鋼變形 

圖 4.3-17 試體 S3-A 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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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試驗前 (b) 試驗後 

 
(c) 板樁側向滑移，角鋼變形 

圖 4.3-18 試體 S3-B 試驗結果 

  

(a) 試驗前 (b) 試驗後 

 
(c) 板樁側向滑移，角鋼變形 

圖 4.3-19 試體 S3-C 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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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0 跨距 2.03 m 板樁三點抗彎力與位移圖 

  



 

 4-55 

(d) 跨度為 1.63m 之試驗結果 

在跨度為 1.63 m 試體之實驗中可發現，在進行抗壓試驗約產生 1 

cm 以上之變形時，即有撕裂聲並造成基材破壞，而其支撐用之角鋼有

些亦產生變形現象，故導致勁度下降而停止試驗，如圖 4.3-21、圖 4.3-22

所示，並獲得所繪之力與位移之關係曲線，並將跨度為 1.63 m 試體之

載重與中心點之位移繪製成圖，如圖 4.3-23 所示，其中試體 S4-A 斜率

為 71.5 kN/cm、試體 S4-B 為 70.6 kN/cm。  

  
(a) 試驗前 (b) 試驗後 

 
(c) 中間施壓位置產生基材壓碎破壞 

圖 4.3-21 試體 S4-A 試驗結果 

  
(a) 試驗前 (b) 試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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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間施壓位置產生基材壓碎破壞 

圖 4.3-22 試體 S4-B 試驗結果 

 

 

圖 4.3-23 跨距 1.63 m 板樁三點抗彎力與位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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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1. 對於不同跨深比之實驗與分析結果數據整理如下表 4.3-4：  

表 4.3-5 各跨深比之板樁三點抗彎實驗數據表 

跨深比 18 14 10 8 

實驗值(mm) 18.12 9.59 4.86 2.84 

Euler 梁(mm) 18.54 8.66 3.16 1.64 

與實驗值相對誤差 2.32% 9.70% 34.98% 42.25% 

Timoshenko 梁(mm) 21.59 11.03 4.66 2.99 

與實驗值相對誤差 19.15% 15.02% 4.12% 5.28% 

 

2. 由實驗結果發現，其深跨比超過 18 時，其力學行為較符合 Euler

梁公式；故後續欲使用 FRP 板樁進行邊坡護岸整治之應用者，可

採用其彎曲剛性 EI 值為 1,112 kN-m
2，且可以參考式 (4.3-3)之 Euler

梁公式。  

 
3

48

PL

EI
   (4.3-3) 

 

3. 由實驗結果發現，當跨深比小於等於 10 時，其受剪力影響，故可

參考式 (4.3-4) 之 Timoshenko 梁公式，作為受力與位移之參考公式，

並本研究乃依據 G. R. Cowper 所提出之 I 型梁建議公式，將 FRP

板樁斷面等效為 I 型梁，而其中 k 值依其計算出結果為 0.249，而

其計算結果在跨深比 14 時與實驗值接近。據實驗結果，在跨深比

小於等於 10 時，FRP 板樁之破壞模式為，載重施加處發生基材局

部壓碎，此現象係由於應力集中所造成之破壞。  

 
3

48 4

PL PL

EI kGA
    (4.3-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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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據實驗結果之跨深比進行以下列表 4.3-5：  

表 4.3-6 各跨深比之板樁剛度實驗數據表 

跨深比 跨距 實驗之剛度(EI 值) 廠商之剛度(EI 值) 相差 

18 3.66m 
1158284 N-m

2
 1112296 N-m

2
 4.13% 

1118449 N-m
2
 1112296 N-m

2
 0.55% 

14 2.84m 

1148178 N-m
2
 1112296 N-m

2
 3.22% 

1248394 N-m
2
 1112296 N-m

2
 11.60% 

1276072 N-m
2
 1112296 N-m

2
 14.10% 

10 2.03m 

677077 N-m
2
 1112296 N-m

2
 -39.50% 

730058 N-m
2
 1112296 N-m

2
 -34.70% 

719078 N-m
2
 1112296 N-m

2
 -35.70% 

8 1.63m 
365968 N-m

2
 1112296 N-m

2
 -67.30% 

410708 N-m
2
 1112296 N-m

2
 -63.20% 

 

5. 後續欲使用 FRP 板樁進行邊坡護岸整治之應用者，由實驗結果發

現，其深跨比宜超過 12 者為佳。在深跨比為 12 以上時，其剛度 (EI

值 )皆較廠商所提供數據還高，故後續 FRP 板樁現地施工設計可採

用廠商所提供之材料參數。  

6. 由 FRP 板樁三點抗彎實驗結果發現，當跨深比小於 12 時，FRP 材

料之破壞模式為基材局部壓碎，此現象係由於應力集中所造成之破

壞。此外當 FRP 板樁深跨比小於等於 12 時，其勁度係受到剪力影

響，故其勁度有明顯下降，若後續欲使用 FRP 板樁之深跨比小等

於 12 於現地使用時，可參考 Timoshenko 梁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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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實尺寸構件模擬與回饋分析  

有限元素 (Finite Element)之概念早已運用於許多的研究上，至今

在工程方面的運用已超過了半世紀以上的歷史，現階段更是演變至電

腦的分析軟體的運用上，如本研究所使用的 ANSYS 正是有限元素分析

軟體的其中一種，本節將針對有限元素法的基本概念作簡單的說明。  

(1) 有限元素基本理論 

有限元素是指將目標物分割成有限個線性的元素後，進行求解，

元素切割越多，就越接近精確解。基本上，有限元素法之求解是將其

微分方程表示為泛函數的型式，進行變分運算。就三維的立體目標物

而言，將所有元素由卡氏座標系統轉為自然座標系統。將物體分為 n個

節點，由元素相互連結節點，相鄰之元素會共用同一個節點，第 i 個

節點 (座標為 ),,( iii  )由形狀函數表示，如式 (4.4-1)。  

,  (4.4-1) 

可將位移函數表示為式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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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將式 (4.4-2)轉換成應變與位移之關係式，如式 (4.4-3)至式 (4.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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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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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亦可寫成矩陣形式，如式 (4.4-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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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即  

 (4.4-10) 

式 (4.4-11)為應力矩陣形態。  

 (4.4-11) 

其中，  D 材料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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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4.4-12)中， 為材料浦松比， 為材料彈性模數。  

總應變能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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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4) 

其中 為勁度矩陣， 為力矩陣。  

 (4.4-15) 

 (4.4-16) 

代入邊界條件 (Boundary Conditions)，求解節點作用力與元素應力，

幾可得知模型之應力與應變等資訊。  

 

(2) FRP 板樁有限元素軟體分析 

本研究用以模擬 FRP 整體材料之元素種類為 Solid186 (Quadratic 

Hexahedron)元素，該元素為三維 6 面體 20 節點的結構單元，如圖 4.4-1  

所示為 Solid186 元素示意圖。該元件是由具有三維空間中的之 20 個節

點定義而成，而每個節點自由度為 x、y 和 z 方向的平移。其元素支持

塑性、彈性、蠕變、應力硬化，大變形和大應變能力。它還具有模擬

變形混合配方能力近似不可壓縮的彈塑性材料，完全不可壓縮之超彈

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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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Solid186 元素示意圖 

 

根據 FRP 板樁試體之斷面尺寸、邊界條件及加載條件進行有限元

素數值模擬之模型建立。因實驗過程中採簡支梁形式進行三點抗彎實

驗，故於有限元素分析過程中，亦將該試體之模型擺放於所設定之鋼

支承上，鎖定鋼支承之 X、Y、Z 方向 (即垂直方向 )之位移自由度，並

於 FRP 板樁模型上面版之中央施加載重，以進行靜態載重之三點抗彎

實驗模擬，如圖 4.4-2 即為 FRP 板樁之模型。  

 

 

圖 4.4-2 FRP 板樁之模型 

於有限元素模型之座標軸定義及纖維方向模擬上，本研究係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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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件實際斷面尺寸進行有限元素模型建立後輸入材料參數，再進行之

纖維方向 (即元素座標軸方向 )測定，以確定構件之強軸方向 (即整體構

件之全域座標 )與纖維之主軸方向 (即元素座標軸方向 )為一致。  

而本研究所進行之分析，係將實驗所獲得之等效 EI、抗彎係數等

材料參數輸入進軟體後，進行分析，並與實驗相做比較，以驗證其數

值模型之準確性，分析出圖結果如圖 4.4-3。  

 

圖 4.4-3 板樁有限元析位移結果 

另外，為提高 FRP 板樁模型之準確性，針對板樁有限元模型之

Solid 186 進行收斂性分析，在分析中發現，當元素達 64327 時即有令

人滿意之結果，其模型已達一定之精確度，故後續利用其 FRP 板樁有

限元模型皆以此個數與方法為基準進行元素裁切，其收斂性可參考圖

4.4-4 所示。  

 

圖 4.4-4 FRP 板樁有線元素法之 Solid186 元素收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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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數值模型係針對實驗三點抗彎之線性階段進行分析，主

要係對試體尚未發生破壞現象之力量與位移進行研究，進行實驗與有

限元素分析之勁度比較；並使各不同跨度之有限元模型在線性段以

20.19 kN 之作用力下，所得之中心點位移與實驗所得之回歸線反推之

位移值進行比較。而 ANSYS 有限元軟體分析在跨深比為 18 之模型，

與根據力量與位移之關係趨勢線，反推在 20.19 kN 受力下所得位移為

18.12 mm，而當纖維方向之 Ez 值採用 17.51MPa 時，ANSYS 分析值為

19.42 其相當令人滿意之結果，如表 4.4-1 所示；而在跨深比為 14、10、

8 有限元模型與實驗值相較，其相對誤差皆在 7.2%以內，其受力位移

圖如圖 4.4-5 所示，故本研究 GFRP 板樁之有限元分析模型具相當之準

確性。  

表 4.4-1 不同跨深比之 ANSYS 有限元模擬與實驗值之比較 

跨深比 18 14 10 8 

跨度(m) 3.66 2.84 2.03 1.63 

ANSYS(mm) 19.42 10.05 4.67 2.87 

實驗值(mm) 18.12 9.59 4.86 2.84 

ANSYS 與實驗相對誤差 7.17% 4.76% 3.88% 1.04% 

  

  

  
(a) 跨深比為 18 之受力變形分布圖  (b) 跨深比為 14 之受力變形分布圖  

  
(c) 跨深比為 10 之受力變形分布圖  (d) 跨深比為 8 之受力變形分布圖  

圖 4.4-5 不同跨深比之分析模擬變形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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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RP 最佳板樁斷面分析 

FRP 板樁具可設計性，只要將其模具做修改後，可改變其板樁斷

面，故本節旨在分析不同之板樁斷面、角度，予以有限元軟體分析，

以獲得 FRP 板樁不同斷面之勁度並予以比較，以作為後續設計者之參

考。  

進行實驗之 FRP 板樁，其角度為 60°、厚度為 6.35mm，並將建模

完成之模型，在不改變其材料參數與邊界條件下，加以改變其角度為

45°與 90°( 圖 4.4-6(a) 及 圖 4.4-6(e)) ； 以 及 厚 度 變 為 12.70 mm 、

19.05mm(如圖 4.4-8(c)及圖 4.4-8(e))，並進行三點抗彎力與位移分析，

將其結果進行觀察與比較；最後將其勁度除以其斷面積，以求得其最

具經濟效益之斷面積。  

(a) 不同角度之分析結果 

本章節之分析係將板樁厚度維持 6.35 mm，針對 45°、 60°、90°

等三組不同角度之 FRP 板樁數值模型，進行力與位移之分析模擬與比

較。試體高度、寬度分別維持 20.3 cm 及 91.4 cm，跨距長度維持 3.66m，

其中心點施加力逐步加載至 20.19kN；並將其結果做為表 4.4-2，分析

之結果受力變形圖如圖 4.4-6，並將其力與位移圖繪製成圖 4.4-7。數

值分析結果發現，就單比較勁度 (中心點所受之載重除以中心點之撓度 )

而言，90°之 FRP 材料板樁之勁度最佳；然而將其勁度除以斷面積後，

就經濟性而言，夾角為 60°之 FRP 板樁之效率最佳。  

表 4.4-2 有限元素分析不同角度 FRP 板樁之結果 

板樁夾角 45° 60° 90° 

跨度 (m) 3.66 3.66 3.66 

受力 (kN) 20.19 20.19 20.19 

位移 (mm) 19.32 18.28 18.11 

勁度 (kN/mm) 0.957 1.104 1.115 

斷面積(cm
2
) 93.86 95.94 105.868 

勁度/斷面積 
(kN/mm·cm

2
) 0.01020 0.011507 0.01053 

慣性矩(cm
4
) 6,496 7,082 8,954 

勁度/慣性矩 
(kN/mm·cm

4
) 0.000161 0.000156 0.0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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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角度為 45°之 FRP 板樁斷面 (b) 45°之 FRP 板樁受力變形分布圖 

  
(c) 角度為 60°之 FRP 板樁斷面 (d) 60°之 FRP 板樁受力變形分布圖 

  
(e) 角度為 90°之 FRP 板樁斷面 (f) 90°之 FRP 板樁受力變形分布圖 

圖 4.4-6 FRP 板樁不同角度之分析模擬圖 

 
圖 4.4-7 ANSYS 分析不同板樁角度之力與位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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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同厚度之分析結果 

據上節，發現角度為 60°之 FRP 板樁斷面，其勁度除以斷面積的

值最高、最具經濟性，故本章節之分析係將板樁角度維持 60°，針對厚

度為其一倍 (6.35 mm)、兩倍 (12.70 mm)、三倍 (19.05 mm)等三組不同

角度之 FRP 板樁數值模型，進行力與位移之分析模擬與比較。試體高

度、寬度分別維持 20.3 cm 及 91.4 cm，跨距長度維持 3.66m，其中心

點施加力逐步加載至 20.19 kN；並將其結果做為表 4.4-3，分析之結果

受力變形圖如圖 4.4-8，分析出各式厚度板樁之力與位移圖圖 4.4-9。

數值分析結果發現，就比較勁度而言，厚度 19.05mm 之 FRP 材料板樁

之勁度最佳；而將其勁度除以斷面積後，經濟性而言，FRP 板樁效率

最佳之厚度亦為 19.05mm。據結果發現，其勁度略與板樁厚度呈線性

比例關係。  

表 4.4-3 有限元素分析不同厚度之結果 

板樁厚度 (mm) 6.35 12.70 19.05 

跨度 (m) 3.66 3.66 3.66 

受力 (kN) 20.19 20.19 20.19 

位移 (mm) 18.28 9.03 6.36 

勁度 (kN/mm) 1.10 2.24 3.17 

斷面積 (cm
2
) 95.94 168.48 227.55 

勁度/斷面積 
(kN/mm·cm

2
) 

0.011507 0.013272 0.013953 

慣性矩(cm
4
) 7,082 11,617 16,166 

勁度/慣性矩 
(kN/mm·cm

4
) 

0.000186 0.000192 0.00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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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厚度 6.35mm 之 FRP 板樁斷面 (b) 厚度 6.35mm 受力變形分布圖 

 
 

(c) 厚度 12.70mm 之 FRP 板樁斷面 (d) 厚度 12.70mm 力變形分布圖 

  
(e) 厚度為 19.05 之 FRP 板樁斷面 (f) 厚度為 19.05 受力變形分布圖 

圖 4.4-8 ANSYS 分析不同板樁厚度之分析模擬圖 

 

圖 4.4-9 ANSYS 分析不同板樁厚度之力與位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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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傳統與新式材料應用成果比較 

本章節針對新式材料中高強度 FRP 材質所製成板樁應用與類似

之傳統材料－鋼鈑樁工法進行成本、生命週期成本、碳足跡、效率等

效益進行比較，分述如下。  

5.1 碳足跡與生命週期研究方法  

永續公共工程研討會指出，由於營建產業約佔國家總碳排放量的

四分之一，FRP 材料除二氧化碳排放量低於土木傳統材料，生命週期

成本亦低於傳統土木材料。故進行「碳足跡」 (Carbon Footprint)計算

與「生命週期成本」 (Life Cycle Cost, LCC)計算，對鋼鈑樁以及 FRP

板樁之生命週期中所產生之二氧化碳進行計算，並計算鋼鈑樁以及

FRP 板樁之生命週期成本，完成後將 FRP 材料與傳統土木材料相比較。

證明 FRP 材料可運用在各項土木工程中，且為經濟又環保之土木新材

料。  

5.1.1 生命週期介紹 

為了使產品或服務之生產系統可以進行更有效率的執行和優化，

如建立監測標準和減少資源與能源的消耗等，並有利於減少對於生態

環境上的負荷，可藉由「生命週期」 (Life Cycle)的概念進行整合，達

成實現更連貫和減少複雜的生產政策。  

根 據 歐 洲 委 員 會 聯 合 研 究 中 心 (European Commission - Joint  

Research Centre)對於生命週期之描述：「每一個產品或服務的生命週期

皆由原料開採階段開始，接下來為製造階段、運輸階段以及使用階段，

並且結束於包括回收和最後處置之廢棄物管理階段。這些生命週期中

的每一個不同階段，皆消耗不可再生能源和資源，而所產生的排放將

會對不同層次的環境和健康導致相當程度的影響。」，產品全程生命週

期如圖 5.1-1  所示。  

 

圖 5.1-1 產品全程生命週期 

單就土木工程而言，根據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之研考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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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第 35 卷第三期「公共週期工程規劃管理之概念」所示，「生命週期」

為整個分析投資期間的時間，即設施出生到拆除重建的時間，可分為

規劃（Planning）、設計（Design）、施工（Construction）、維護（Maintenance）

等四個階段，其中損壞後之拆除廢棄回收可視為維護階段之最終管理

工作，簡稱為 P-D-C-M 週期，如圖 5.1-2  所示。為對 FRP 板樁進行「碳

足跡」與「生命週期成本」計算，乃是以「生命週期」之概念為基礎，

透過不同的方法準則來解決板樁之「生命週期」所產生的影響，進而

展現出使用 FRP 材料對環境影響減少之衝擊與成本減少之經濟效益。 

 
資料來源: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圖 5.1-2 工程生命週期架構循環圖 

5.1.2 生命週期評估標準 

節能減碳為近年之國際趨勢，但對於碳足跡的計算流程以及基本

原則，世界各國並無統一之標準，而較為各國所接受之指標為 2008 年

英國標準協會、碳信託及英國環境、食品與農村事務部所發布之「PAS 

2050」 –產品與服務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量評估規範  (Specification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life cycl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goods 

and services)。而日本亦於 2009 年公告其碳足跡標準「TS Q0010」，

國際標準組織 (ISO)也積極訂定產品碳足跡標準「 ISO 14067」，而「 ISO 

14067 DIS 版」（國際標準草案版）也已於 2011 年 12 月 23 日發布。國

際碳足跡計算標準發展趨勢如圖 5.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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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圖 5.1-3 國際碳足跡計算標準發展趨勢 

目前國際間遵行之碳足跡計算方式皆採英國之規範「PAS 2050」

如圖 5.1-4 (a)  所示，而目前國際標準組織正在研擬「 ISO14067」預計

正式推出後，將會成為國際間之新準則。  

我國於 2010 年之前尚未擁有國內的一套碳足跡計算標準，未於

2013 年「 ISO 14067」發布前，我國行政院環保署於 2010 年 2 月 12

日公告「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如圖 5.1-4 (b)  所示，望能於

ISO 14067 發布前，使國內之碳足跡計算能與之接軌，而本案之碳足跡

計算即採此一標準。  

 

 

 

(a) PAS 2050 產品與服務生命週期溫室

氣體排放量評估規範 

(b)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產品與服務碳

足跡計算指引」 

圖 5.1-4 碳足跡計算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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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碳足跡介紹 

碳足跡就廣義來說，係由各式各樣之活動產出碳，即為碳足跡。

碳足跡又可分為個人、產品、企業，以及國家 /城市碳足跡。個人碳足

跡為針對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行所產生的碳排放量加

以估算的過程。  

目前估算方法有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兩種作法。而產品碳足跡為

單一產品在製造、使用以及廢棄階段的過程中，導致溫室氣體排放。

而企業碳足跡相較於產品碳足跡，是生產與非生產性活動的碳排放量。

而國家碳足跡是整個國家的能源與總體物質討論間接、直接、進口、

出口的耗用，所產生的碳排放量。  

對於一項工程的碳足跡計算，可以幫助了解一項產品或材料對環

境的影響，計算產品碳足跡首先需知道產品『全程生命週期』的碳排

放量，從原料投入、運輸、製造、使用、至回收，將整體生命週期所

排放之二氧化碳量的盤查與計算。  

5.1.4 碳足跡計算方法與步驟 

目前全球以英國「PAS 2050」作為主要參考準則，我國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亦以英國「PAS 2050」與於 1997 年由國際標準組織正式公布

的「 ISO 14040」為基礎發布「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  

因此，FRP 板樁之碳足跡計算方式則採用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所公告之「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作為計算碳足跡計算評估標

準，用以確立產品的生命週期範圍、需要考量範圍與項目並加以實際

調查，建立出完整之碳足跡計算步驟。  

「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主要編排架構乃採行「PAS 2050 

商品和服務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評估規範」參考之，其要點內容如

下 :  

(1) 適用範圍: 

本指引適用於所有的產品與服務，產品如：食品、電子產品、服

飾、汽車等；服務則如：汽車維修、運輸服務等。各種行業無論規模

大小皆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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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用標準: 

本指引部分條款之建立乃引用下列各標準中所包含之條款。  

 生命週期評估 :「 ISO 14040」、「 ISO 14044」  

 溫室氣體盤查與報告 :「CNS 14064-1」  

 環境標誌與宣告 :「CNS 14025」  

 原則與程序 :「PAS 2050 商品和服務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評

估規範」  

(3) 計算公式: 

碳足跡計算如下列公式 (5.1-1)；本公式中「直接 /間接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若是來自實際測量讀數而得，則稱做「一級活動數據」；

反之，若是來自資料庫或其他來源，則稱做「二級數據」。本計畫使用

到之碳排放係數進行蒐集如表 5.1-1  所示。  

碳足跡(kgCO2eq) = (直接/間接活動數據 × 碳排放係數) (5.1-1) 

 

表 5.1-1 各式材料、能源碳排放係數表 

 項目 碳排放係數 單位 

原料階段 

鋼材 1.37 kgCO2eq/kg 

玻璃纖維 1.54 kgCO2eq/kg 

PU 樹脂 4.06 kgCO2eq/kg 

運輸階段 車用汽油 0.24 kgCO2eq/t·km 

施工階段 電 0.69 kgCO2eq/kwh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4) 計算範疇: 

本指引適用於任何產品的「企業對消費者」(Business-to-Consumer,  

B2C)、「企業對企業」 (Business-to-Bbusiness, B2B)之溫室氣體排放評

估，包括系統邊界之確認、系統邊界內與產品有關之溫室氣體排放來

源、進行分析所需之數據品質要求、溫室氣體之量化與報告要求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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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5) 要求原則: 

界定計算範疇後，須檢視範疇內應量化之項目。其量化之數字乃

根據「CNS 14044」方法學所建立之產品系統的生命週期所計算出，以

下原則為施行本指引之要求事項，並作為指引施行之基礎，如表 5.1-2

所示。  

(6) 碳足跡計算步驟 

「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係以上節所介紹之要點內容為基

礎，進行計算碳足跡的流程步驟如下圖 5.1-5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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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計算邊界，設定原物料、能源、場所之

界限。 

 單一排放源之排放量若低於總排放量 1%可

以排除，排除總量不得超過該產品生命週期

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5%。 

 蒐集生命週期各階段一級活動數據與二級

數據，其數據量應註明時間、地理區域、採

用之技術、資料準確度、資料變異程度，並

確認資料量化的完整性、分析方法的一致

性，以及提供的資訊可供第三者重複驗算。 

 使用基本公式「某活動的碳足跡＝活動數據

(質量/容積/千瓦小時/公里) × 排放係數(每

單位二氧化碳當量)」並予以加總。 

 計算數據品質，從項目齊全性到數據正確性

以及係數之恰當性，來確認不確定性。 

 非強制要求項目，廠商可自行選擇是否進行

不確定性分析。 

 結果、數據、方法、假設及限制應透明化，

且充分詳實地呈現，使預期使用者得以瞭解

生命週期評估的複雜性存有的妥協。 

 報告亦應使結果與闡釋之應用能與作業目

的一致。 

圖 5.1-5 碳足跡計算步驟及內容 

 
1.建立流程圖 

 
 
 
 
 
 

 

2.檢查邊界及    

優先順序 

 

 

 

 

3.蒐集數據資訊 

 

 

 

 

4.計算碳足跡 

 

 

 

 

5.檢查不確定性 

 

 

完成碳足跡 

生命週期報告 

利用新資訊      

更新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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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指導原則 

1 生命週期觀點 

生命週期評估考量產品從原物料提煉與取得，經能源

與物料生產與製造，至使用與生命終結處理及最終處

置之完整生命週期。 

2 模組性 

若無法達成生命週期觀點的原則，可使用部份碳足

跡，這些部分碳足跡應可以隨時地組成一個產品碳足

跡，並可供比較；此種模組的方式可能是大門對大門

或是搖籃到大門。 

3 
相對性方法與

功能單位 

以功能單位為核心建構產品碳足跡之評估，並計算相

對於此功能單位之結果。 

4 巡迴路徑法 

當應用生命週期評估方法學的四個階段進行產品碳

足跡評估時，應確認生命週期評估的各別階段使用了

其他階段的結果。 

5 
科學方法之 

優先順序 

產品碳足跡評估的決定最好依據自然科學；第二順位

為依據其他科學與國際慣例；最後順位為依據價值選

擇。 

6 相關性 
選擇適合於評價所選產品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的

源、數據和方法。 

7 完整性 
包括所有對一個產品生命週期排放提供“實質性”貢

獻的溫室氣體排放和儲存。 

8 一致性 在溫室氣體的相關資訊中能夠進行有意義的比較。 

9 準確性 盡可能地減少誤差和不確定性。 

10 透明性 
在碳足跡報告結果時，公開展顯出足夠的資訊，以允

許第三方作決定。 

11 重複計算 

若不同產品的產品系統擁有共同製程，應確認此製程

的排放採用合適的分配規則，以避免溫室氣體排放重

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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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傳統與新式材料工法成本與生命週期成本分析與比較  

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料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 FRP)具有耐候、

耐腐蝕等優點，可降低維護成本，以提高經濟效益。故本研究團隊以

FRP 板樁與鋼鈑樁之成本效益，對兩者之整體生命週期成本進行分析

比較，包含施作案例之材料、運送、新建、及維護之成本效益做評估。

藉由各階段之計算分析，計算 FRP 板樁與現行鋼鈑樁之成本效益。  

5.2.1 生命週期成本分析方法 

根據英國標準協會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BSI)所公告之

「BS 3843」規範對「生命週期成本」之定義，生命週期成本為所有關

於產品獲得、維護、廢棄處理所產生之費用，包含可行性研究、規劃

設計、製造、維護、置換、廢棄物處理，甚至是任何有關產品獲得、

使用及汰換時所發生之訓練或作業費用皆稱為生命週期成本。因此「生

命週期成本」即是涵蓋產品生命週期所有階段內所投入的總成本。由

此可知「生命週期成本」所涵蓋之範圍相當廣泛。故此次 FRP 板樁護

岸之生命週期成本計算，將分為原料階段、施工階段與維護階段：  

1. 原料階段：施工時所有構件以及原料之花費皆歸納於原料階

段。  

2. 施工階段：施工階段則是將從開始施工至結束所花費之成本

納入施工階段。  

3. 維護階段：施工完成後仍有必要進行週期性之維護，而維護

所花費之費用則納入維護階段。  

任何工程建設隨著年齡的增長，後續伴隨而來的即是龐大的維修

管理費用，各國政府無不開始重視此項議題。故本研究團隊希望藉由

對板樁之「生命週期成本分析」，能夠使本案之相關經費運用及分配上

能更有效率，達到最小化與最佳化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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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傳統與新式材料工法生命週期成本分析 

FRP 板樁護岸研究試作案例是針對利用 FRP 板樁取代鋼鈑樁護岸

工程，由於 FRP 板樁具有接近於鋼鈑樁之強度與勁度，用以補強既有

護岸趾部淘刷流失並克服鋼鈑樁之銹蝕問題，恰可發揮此種新式材料

工法特性。  

FRP 板樁與鋼鈑樁兩者在施工之差異在於 FRP 材質輕但強韌，可

利用人力或小型機具協助小運搬。鋼鈑樁則質量較重，需耗用運搬車

量與吊車完成。在打設部份，經現場試作試驗確認 FRP 可應用鋼鈑樁

打設機具，對於一般土層可以勝認，施工方式並無太大差異。  

以下對於使用 FRP 板樁或鋼鈑樁並之護岸結構成本進行比較，其

護岸造價係以試驗場為例，打設 4m 高度之板樁，岸長 40m，各材料板

樁經費估計整理如表 5.2-1、表 5.2-2、表 5.2-3 所示。其中 FRP 板樁單

價分為由國外進口與假設由國內生產。  

表 5.2-1 FRP 板樁護岸造價(由國外進口;單位 NTD)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A.1 
FRP 板樁採購費 

(L=8m) 
片 44 14,271 627,924 

1.含海運、國

內運費關稅 

2.每片寬度

約 47.5 cm 

A.2 材料運輸費 式 1 10,000 10,000 板車 

A.3 施工機具動員費 式 1 100,000 100,000  

A.4 FRP 板樁裁切加工費 片 45 50 2,250 砂輪切割機 

A.5 FRP 板樁打設作業費(H=4m) 片 84 200 16,800  

A.6 邊坡土方修整作業費 式 1 100,000 100,000 介面處理 

A.7 臨時水電及廠商管理費 式 1 50,000 50,000  

合計 FRP 板樁護岸施工成本 m 40 23,031 906,974  

(註:現場試驗所須之地質調查鑽探、監測分析、整地、復原及施工管理等費用未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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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FRP 板樁護岸造價(假設由國內生產;單位 NTD)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A.1 
FRP 板樁採購費 

(L=8m) 
片 44 10,264 451,616 

每片寬度約

45.7 cm 

A.2 材料運輸費 式 1 10,000 10,000 板車 

A.3 施工機具動員費 式 1 100,000 100,000  

A.4 FRP 板樁裁切加工費 片 45 50 2,250 砂輪切割機 

A.5 FRP 板樁打設作業費(H=4m) 片 84 200 16,800  

A.6 邊坡土方修整作業費 式 1 100,000 100,000 介面處理 

A.7 臨時水電及廠商管理費 式 1 50,000 50,000  

合計 FRP 板樁護岸施工成本 m 40 23,031 730,666  

 

 表 5.2-3 鋼鈑樁護岸造價(單位 NTD)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A.1 
鋼鈑樁採購 

(SP-II,H=13m) 
片 34 16,380 556,920 

每片寬度 

約 40cm 

A.2 材料運輸費 式 1 10,000 10,000 
板車 

A.3 施工機具動員費 式 1 100,000 100,000 
 

A.4 鋼鈑樁裁切加工費 片 37 400 14,800 
乙炔切割 

A.5 鋼鈑樁打設費(H=4m) 片 100 200 20,000 
 

A.6 初始防銹塗層費 片 100 320 32,000 
柏油漆 

A.7 邊坡土方修整作業費 式 1 100,000 100,000 
介面處理 

A.8 臨時水電及廠商管理費 式 1 50,000 50,000 
 

合計 鋼鈑樁護岸施工成本 m 40 23,322 883,720  

依據 FRP 之特性，壽命估計可使用長達 50 年，且幾乎不需進行

維護。而鋼鈑樁之使用年限一般為 30 年，為維護其結構，施工時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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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佈防蝕塗料，並定期對於外露部份補塗。以下對 FRP 板樁護岸及鋼

鈑樁護岸的維護次數、材料使用年限及對其優缺點之比較如表 5.2-4

所示。  

表 5.2-4 FRP 板樁護岸與鋼鈑樁護岸優缺點比較 

 FRP 板樁護岸 鋼鈑樁護岸 

維護次數 0 次 1 次/5 年 

使用年限 FRP 板樁 50 年以上 約 30 年 

優點 
耐酸蝕、質輕、高強度 

不須塗佈保護漆維護 

現況市面流通取得容易，鋼材延性

及耐衝擊能力較高 

缺點 
須避免承受集中載重、撞擊、

土石磨損 

即使經塗層防銹，在埋入部份因無

法再作補塗，故銹蝕仍持續進行，

僅能以損耗層方式納入設計考

量，故其使用年限有限 

本案例在進行 FRP 板樁估算時，係採用假設將 FRP 板樁生產技術

引進國內，並由國內廠商生產，其成本據國外生產成本估算約為新台

幣 740,939 元整；倘若在本案例中，加上海運運費與報關成本，總計

係新台幣 921,258 元整。且在分析 FRP 板樁與鋼鈑樁之成本差異在於，

FRP 板樁不需維護費用、而鋼鈑樁估計約每五年需定期進行防銹塗裝，

並使用 30 年、 50 年作為其生命週期，期間所需之維護費用之評估，

並將其金額扣除其時間成本，推至現今做累計計算，評估分析如表

5.2-5 所示。將對 30 年、50 年評估的生命週期成本以長條圖來做比較，

如圖 5.2-1 所示。其中生命週期評估不將回收成本納入考量，而考慮其

近三十年來之通貨膨脹率 1.68% (民國 73 年至 102 年之平均通膨率，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及銀行存款利率 1.36%(以年為定存

單位，資料來源：中央銀行全球資訊網 -五大銀行平均存款利率 )。將

FRP 板樁、鋼鈑樁之生命週期成本表，計算說明如下： 

(1) FRP 板樁(國外進口)之生命週期成本 

初始興建成本 = 材料施工費 =  906,974 元 

定期維護成本 = 0 元 

30 年定期維護成本 = 0 元 

30 年生命週期成本 = 初始興建成本 =  906,974 元 

50 年定期維護成本 =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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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生命週期成本 = 初始興建成本 =  906,974 元 

(2) FRP 板樁(國內生產)之生命週期成本 

初始興建成本 = 材料施工費 =  730,666 元 

定期維護成本 = 0 元 

30 年定期維護成本 = 0 元 

30 年生命週期成本 = 初始興建成本 =  730,666 元 

50 年定期維護成本 = 0 元 

50 年生命週期成本 = 初始興建成本 =  730,666 元 

(3) 鋼鈑樁之生命週期成本 

初始興建成本 = 材料施工費 + 初始維護成本 = 883,720 元 

定期維護成本 = 防蝕塗料費 + 塗佈工資 = 32,000 元 

30 年定期維護成本 = ∑ 定期維護成本 × (
1+通貨膨脹率

1+銀行利率
)5𝑛

5

𝑘=1
 

        = ∑ 32,000 × (
1+1.68%

1+1.36%
)5𝑛

5

𝑘=1
 = 167,788 元 

30 年生命週期成本 = 初始興建成本 + 30 年定期維護成本 

         = 883,720 + 167,788 = 1,051,508 元 

 

50 年定期維護成本 = ∑ 定期維護成本 × (
1+通貨膨脹率

1+銀行利率
)5𝑛

9

𝑘=1
 

        = ∑ 32,000 × (
1+1.68%

1+1.36%
)5𝑛

9

𝑘=1
 = 276,697 元 

第 30 年重建費用 = 883,720 × (
1+1.68%

1+1.36%
)30 = 971,366 元 

50 年生命週期成本 = 初始興建成本 + 第 30 年重建費用  

                    + 50 年定期維護成本 

                 = 883,720 + 971,366 + 276,697 = 2,131,783 元 

  



 

 5-14 

表 5.2-5 各材料板樁護岸之生命週期成本評估 

 FRP 板樁護岸 FRP 板樁護岸 鋼鈑樁護岸 

初始興建 

成本 

材料及施工

費 
906,974 元 730,666 元 851,720 元 

初始防銹 

塗裝費 
- - 32,000 元 

合計 906,974 元 730,666 元 883,720 元 

使用年限 50 年 50 年 30 年 

維護成本 

定期維護成

本 
- - 32,000 元 

30 年維護成

本合計 
- - 167,788 元 

50 年維護成

本合計 
- - 276,697 元 

生命週期成

本 

30 年生命週

期總成本 
906,974 元 730,666 元 1,051,508 元 

50 年生命週

期總成本 
906,974 元 730,666 元 2,131,783 元 

 

圖 5.2-1 FRP 板樁護岸與鋼鈑樁護岸生命週期成本評估之比較 

2,131,783 

1,051,508 

276,697 

167,788 

883,720 

730,666 

730,666 

0 

0 

730,666 

906,974 

906,974 

0 

0 

906,974 

0 1,000,000 2,000,000 3,000,000

50年生命週期成本 

30年生命週期成本 

50年維護成本 

30年維護成本 

初始興建成本 FRP版樁護岸(國外進口) 

FRP版樁護岸(國內生產) 

鋼版樁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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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材料之生命週期成本，可以發現國外 FRP 材料進行板樁護

岸施作所耗費之初始成本與鋼鈑樁護岸之差異小於 3%，然若假設由國

內生產，其 FRP 板樁成本約為鋼鈑樁護岸之 82.7 %。以一般工程設計

生命週期成本來看，鋼鈑樁預估每五年需進行防銹塗佈，另由於鋼鈑

樁之使用年限為 30 年，需進行重新建造一次；故計算結果，而 FRP

板樁之使用年限為 50 年以上，不須更替。在 50 年生命週期成本比較

上，此時由國內生產 FRP 板樁護岸之生命週期成本更只有鋼鈑樁護岸

的 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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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傳統與新式材料工法碳足跡計算與比較  

針對試作場址護岸採用不同之材料工法，分別以可適用鋼鈑樁護

岸與 FRP 板樁護岸工法，按原料階段、運輸階段以及組裝等階段進行

碳足跡計算與比較如下 :  

5.3.1 FRP 板樁護岸工法碳足跡計算 

針對 FRP 板樁護岸工法，分別計算其原料階段、運輸階段以及組

裝階段之碳足跡，設定岸高為 3.6 m，並其運輸階段之施工現場，場址

位於湳仔溝河，並假設由台灣生產 FRP 材料最接近之工廠進行大量生

產，以下為平均每米長所耗費之碳足跡碳排放量。FRP 板樁護岸工程

之碳排放量如表 5.3-1  所示。其中 FRP 板樁之碳排放係數，基本上國

內並未訂定其係數標準，故本研究係將其纖維 (玻璃纖維 )與基材 (環氧

樹脂 )生產之碳排係數，依照 FRP 板樁材料之比重進行比例計算，最後

估計其碳排放係數為 2.51 kgCO2eq/kg。  

表 5.3-1 FRP 板樁護岸碳足跡排放量(國內生產) 

投入項目 數量 單位 單位碳排放係數 

計算結果 

(護岸單位米長
之公斤當量
kgCO2eq/m) 

原料
階段 

FRP 板樁 180 kg 2.51 kgCO2eq/kg 451.80 

運輸
階段 

土方
運送 

挖方 308.28 t-km 0.24 kgCO2eq/t·km 73.99 

填方 0 t-km 0.24 kgCO2eq/t·km 0 

材料
運送 

拋石 48.44 t-km 0.24 kgCO2eq/t·km 11.63 

FRP 板樁 6.57 t-km 0.24 kgCO2eq/t·km 1.58 

施工
階段 

耗能 機具施作 23.20 kwh 0.69 kgCO2eq/kwh 16.01 

合計 555.00 
註：碳排放系數資料源自於行政院環保署-碳足跡資料庫 

將 FRP 板樁護岸工法 (國內生產 )計算範圍中各個階段包含原料、

運輸與組裝階段之碳排放加總後，平均每米單位長之護岸共產生出

555.00 二氧化碳公斤當量，其原料階段的碳排放量比例最高，佔整體

的 81 %，運輸階段為 16 %，而施工階段則佔 3 %。各階段比例圖如圖

5.3-1 所示。而若以本次案例為例，包含海、陸運，經計算則多 101.9 

kgCO2eq/m，共計 656.9 kgCO2e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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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 FRP 板樁護岸碳足跡各階段比例圖 

5.3.1 鋼鈑樁護岸碳足跡計算 

針對鋼鈑樁護岸工法，分別計算其原料階段、運輸階段以及組裝

階段之碳足跡，設定岸高為 3.6 m，並其運輸階段之施工現場，場址位

於湳仔溝河，以下為平均每米長所耗費之碳足跡碳排放量。鋼鈑樁護

岸工程之碳排放量如表 5.3-2  所示。  

表 5.3-2 鋼鈑樁護岸碳足跡排放量 

投入項目 數量 單位 單位碳排放係數 

計算結果 

(護岸單位米長

之公斤當量

kgCO2eq/m) 

原料

階段 
鋼鈑樁 585 kg 1.37 kgCO2eq/kg 801.45 

運輸

階段 

土方

運送 

挖方 308.28 t-km 0.24 kgCO2eq/t·km 73.99 

填方 0 t-km 0.24 kgCO2eq/t·km 0 

材料

運送 

拋石 48.44 t-km 0.24 kgCO2eq/t·km 11.63 

鋼鈑樁 25.86 t-km 0.24 kgCO2eq/t·km 6.21 

施工

階段 
耗能 機具施作 23.20 kwh 0.69 kgCO2eq/kwh 16.01 

合計 909.28 
註：碳排放系數資料源自於行政院環保署-碳足跡資料庫 

將鋼鈑樁護岸計算範圍中各個階段包含原料、運輸與組裝階段之

碳排放加總後，平均每米單位長之護岸共產生出 909.28 二氧化碳公斤

當量，其原料階段的碳排放量比例最高，佔整體的 88 %，運輸階段為

10 %，而組裝階段則佔 2 %。各階段比例圖如圖 5.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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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2 鋼鈑樁護岸碳足跡各階段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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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施工效率與成本效益綜合比較  

綜合本研究進行現地試作試驗之高強度 FRP 板樁與傳統鋼鈑樁

應用於護岸工程時，其成本、生命週期成本、工期、碳足跡等進行效

益比較如下表 5.4-1。  

由表中比較可見，試作試驗中高強度 FRP 板樁因採用國外進口，

計入相關關稅與海運費用等，初期建置成本略高於鋼鈑樁工法。但若

考量 FRP 在國外已有使用經 50 年維持良好之實際經驗，按 50 年生命

週期估算，則長期來說 FRP 板樁仍具有經濟性。  

本研究亦訪詢國內具 FRP 製程之生產廠商，就其生產技術上評估

在國內具有生產可能性。未來如能引進技術在國內生產，則不論初期

成本或生命週其總成本，高強度 FRP 板樁較鋼鈑樁具有更大優勢。  

在施工實務上，  FRP 板樁由於質輕、裁切加工容易在崎嶇路徑

上運搬具相當優勢，在碳足跡分析與計算上，FRP 板樁材料工法之碳

排放量亦低於鋼鈑樁約一半。  

整體而言，高強度 FRP 板樁具有生命週期成本較低、質輕易加工、

且具有環保、低碳足跡之特性。可作為替補鋼鈑樁材質成為治理工程

應用材料工法之優勢選項。  

表 5.4-1 各式材料工法效益比較 

項次 
護岸型式 

(岸高 3.6m) 

平均造價 
五十年生命

週期成本 
平均工期 碳足跡 

元/m 元/m m/天 kgCO2eq /m 

1 鋼鈑樁護岸 22,093 50,572 40 909.3 

2 
FRP 板樁 

護岸工法 

國外進口 22,674 22,674 
40+ 

656.9 

國內生產 18,267 18,267 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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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現地工程材料施作試驗 

6.1 試驗場址選擇過程  

依據第參章所述，現場調查水庫集水範圍及主要河川護岸破壞類

型與原因顯示；現階段護岸型式多採用重力式結構，並以直接基礎為

主，在河川沖刷較劇烈地區，往往因基礎淘空現象而損毀。經整理各

調查案例之破壞要因如圖 6.1-1 所示。主要原因在於河川沖刷、土石撞

擊與水位操作所造成之基礎淘空、牆體破壞與淺層滑動。其因應對策

包含 :  

對策 1：加強趾側深度，強化壁體穩定  

對策 2：降低趾側流速  

對策 3：強化壁體耐土石撞擊能力  

對策 4 : 阻絕土壤流失通路  

其中對策 1 與 2 在河流攻擊岸地區，建議考量加深牆體趾部深度

並輔以丁壩、固床工等設施，則有助於強化護岸抗沖刷之能力。  

對策 3 針對土石撞擊，在壁體表面利用塊石填砌方式複合重力式

牆體，運用天然塊石較高硬度之特性，可以有效克服。  

對策 4 之對象為針對水流緩慢之水庫蓄水範圍或河川下游段泥砂

沉積河岸。因基礎與下方岩盤間存有一定厚度之風化、崩積層或沉積

土層，但加深牆體基礎版又顯得極不經濟，採用樁基礎成為改善對策。

但礫石、岩塊中鋼鈑樁並無法順利貫入，故現階段均採用鋼軌樁或鑽

掘樁向下延伸至岩盤作為牆體樁基礎。此作法因樁間空隙大，牆背及

基礎下方間隙土層因滲流帶出或前側水流沖刷而淘空，造成護岸結構

傾倒破壞。因應對策可採用引孔打設鋼鈑樁、密排樁、噴射灌漿構成

地下連續壁體，阻絕或降低因水位操作變動產生之地下水滲流，防止

土壤顆粒流失之現象。  

在泥砂沉積河岸範圍，土層具有鬆散，自立性差、承載力低、沉

陷量高、塑性變形大以及重型機械不易行走等特性，使用金屬材料作

為樁基礎時，因為與水、空氣交互接觸容易氧化銹蝕等，尚有防蝕維

護及使用年限問題。  



 

 6-2 

新式材料 FRP 複合材料所製成之板樁，有別於塑鋼產品，具備接

近於鋼鈑樁之強度、勁度，兼具有輕質易搬運、防蝕耐久等新特性。

雖不適合運用於堅硬岩盤或塊石層貫入、抵抗土石撞擊之護岸。但卻

能提供泥砂沉積河岸範圍優於傳統材料之工程性能。  

圖 6.1-1 案例護案破壞要因與對策性能需求分析 

為瞭解 FRP 板樁應用於護岸工程之性能作為未來相關設計應用

之參考，本計畫進行現地工程材料施作試驗 (簡稱現地試驗 )。試作地點

之選擇首先就本案調查既有案例之地形地質環境、性能需求比對，研

選較適合 FRP 板樁改善護岸之試驗工址。本案共進行了兩場現地試驗 :  

 第一次現地試驗 (溪口臺碼頭護岸 ) 

經比對既有修復案例中 (表 6.1-1)，水庫蓄水範圍之案例 B 溪口臺

碼頭護岸為較能發揮 FRP 板樁特性之試驗場址，遂據以規劃新式材料

試驗內容。設計採用 FRP 板樁加強其基礎外側埋入深度並阻絕地下水

夾帶泥砂直接滲出，結合碼頭復建工程達到穩定護岸之目的。然進行

現場施作時，因現場施工通路及試驗經費規模限制，無法搭設便道或

以水面駁船深入水域施打。遂採用小型機具試打，由於缺乏挖土機下

壓力輔助，加上遭預崩積層中塊石卵礫，施打貫入失敗，另覓第二試

驗場址進行，詳述於 6.2 節。  

 第二次現地試驗 (湳仔溝護岸 ) 

第一試驗場址因現地施工通路條件限制，施作未成功後，報請  機

關協助勘查選址，原擬採案例 D 羅浮段左岸治理工程試作，但因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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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疏濬作業可能影響試驗。另再選擇以集水範圍上游之湳仔溝整治

第二期工程既有護岸坍塌處，進行第二次試驗 (以下簡稱第二試驗場址 )，

報請  機關同意後進行試作，相關試作內容及過程說明如 6.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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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案例工址條件與 FRP 板樁材料適用性比對 

項次 名稱 
地質 性能需求 

護岸型式 砂岩地
盤 

崩積塊
石層 

卵礫石
層 

沉積土
層 

抗土石
撞擊 

防河岸
沖刷 

防滲流
淘空 

上邊坡
整治 

A 榮安二村低水護岸工程 v       v       懸臂 RC擋土牆 

B 溪口臺碼頭護岸工程(第一試驗場址) v    v v   v v   重力式 RC擋土牆 

C 
大漢溪主流河道羅浮段右側護岸治理
工程     v     v v   重力式 RC擋土牆 

D 大漢溪主流河道羅浮段左側護岸治理
工程       v   v     塊石護坦 

E 巴陵壩下游右岸崩塌地處理工程 v v v   v v   v 自然岩坡 

F 大漢溪巴陵壩下游河道治理工程 v v     v v     重力式 RC擋土牆
+丁壩 

G 三光溪下巴陵段河道治理工程     v   v v     石籠擋土牆 

H 大漢溪復華段及爺亨段右側護岸治理
工程 v   v     v     石籠擋土牆 

I 大漢溪復華段右側護岸治理工程 v v     v v     重力式 RC擋土牆 

J 玉峰溪馬里光段左側護岸治理工程 v v v   v v     重力式 RC擋土牆 

K 白石溪秀巒段護岸治理工程 v v           v 懸臂 RC擋土牆 

L 湳仔溝整治第二期工程 
(第二試驗場址) v   v  v v  加勁護岸 

  FRP 板樁適用性 x x △ ◎ x △ ◎ △   

FRP 板樁適用性: 
        

  

  
◎: 適用， △: 尚可 (部份條件下適用，或結合其他工法可以克服) ， X : 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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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溪口臺碼頭現地試驗  

6.2.1 護岸現況與環境 

本試驗場址位於石門水庫蓄水範圍，桃園縣復興鄉溪口吊橋旁，

如圖 6.2-1。原有之溪口臺碼頭護岸於 95 年竣工，原設計斷面如圖 6.2-2

所示。此區段河道平緩水流多接近靜止狀態，水面高度隨著水庫操作

變動。  

 

圖 6.2-1 溪口臺碼頭試驗場址位置圖 

圖 6.2-2 溪口臺碼頭護岸原設計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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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方面，試驗場址所在之溪口臺河岸為沉積砂土覆蓋於台地堆

積卵礫石層。在沉積砂層及卵礫石層下方則為中新世砂岩頁岩互層。

地表地質圖如圖 6.2-3 所示，岩層層位態為 N25~15∘E / S42~48∘，唯

護岸設施位於不受地質構造影響。  

原有護岸採鋼筋混凝土結構，採鋼軌加強基礎。故於基礎土壤遭

淘刷及被側土壤流失後，仍能維持部份牆體臨時穩定狀態，於水庫水

位退去時，可完整窺見護岸底床與基礎流失之情況，如圖 6.2-4 所示。  

 

圖 6.2-3 溪口臺碼頭試驗場址區域地表地質圖 

 

圖 6.2-4 溪口臺碼頭試驗場址退水後護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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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溪口臺碼頭現地試驗設計 

為強化現地試驗效益，使能與溪口臺碼頭復建工程整合，經與該

復建工程設計單位協調後，研擬先行運用 FRP 板樁進行護岸基礎加固

作業，於護岸趾部前側打設 FRP 板樁形成圍阻擋水牆體，加深牆體趾

部錨定。  

利用 FRP 板樁之高強度、高勁度特性於趾側免開挖即形成錨定榫

之功能。FRP 板樁完成後提供碼頭底部填充混凝土之圍束模板功能，

使護岸下方將來填充水中混凝土得以有效圍阻與控制。設計平面配置

及標準斷面如圖 6.2-5、圖 6.2-6 所示。相關試驗設計細節詳於附錄二

第一次現地試驗設計圖。  

考量本護岸臨水作業，可能因操作水位不同無法機具進入施工，

在不作臨時搭架原則下以較輕型機具於陸地側以吊掛輕型振動機方式

打入板樁，因此 FRP 板樁質輕之特點得以在此發揮，打設後因其材質

耐蝕特性，則可克服鋼鈑樁腐蝕問題而卻具有足夠之強度作為永久結

構件。  

另外為方便後續監測板樁狀況，於板樁外側附掛工作架，供監測

人員工作架供進入水域側作業。本試驗結合後續復建工程進行護岸複

合強化工法之設計，並於試驗板樁打設完成後進行監測岸壁傾度與鄰

近地表沉陷監測，監測設施配置如圖 6.2-5 所示。  

 

圖 6.2-5 溪口臺碼頭現地試驗平面配置圖 



 

 6-8 

 

 

圖 6.2-6 溪口臺碼頭現地試驗設計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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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溪口臺碼頭護岸邊坡結構受現地側應力之數值模擬 

為確認現地試驗場址之既有案例破壞機制，瞭解試驗護岸之力學行

為，採用地盤與壁體變位互制行為進行數值模擬。以研判結構受力情形

與護案邊坡穩定安全性。  

地盤與壁體變位互制行為採用二向度非線性有線元素分析軟體

PLAXIS 2D 進行。經由模擬土壤彈塑性與地下水行為，瞭解護岸鄰近地

盤水壓與有效應力場域分布情形，並由應力集中區域探尋護岸邊坡潛在

破壞面位置。  

針對 2D 有線元素分析顯現具較高應力集中屬較高破壞潛能滑動面

並進行滑動體安全係數檢核分析，瞭解運用新式材料之複合工法所能實

際提供之安全性能是否能達到法規要求。依分析結果再研討複合工法強

化護岸之策略，納入原模型分析檢討改善效果。  

本分析除探求潛在滑動面位置外，亦採用參數折減法探求護岸穩定

之安全係數。其方法為採用步推法逐漸折減地層強度直到破壞發生，則

發生破壞時之安全係數 FS 定義為 :  

安全係數 FS= S_provide/S_reduced 

式中   

S_provide 表示原始設定之地盤強度  

S_reduced 表示逐步折減後之地盤強度  

地盤剪力強度 :  S= c’+σ’tanφ’  

c’ :土壤有效凝聚力  

σ’ :剪力面有效正向應力  

φ’ :  土壤有效內摩擦角  

考量本工址地質屬於低塑性土壤與卵礫石、岩層。地盤之數值組成

模式採用理想線彈性 -塑性之 Mohr-Coulomb 模式。其應力應變關係可由

理想之線彈性與塑性模式表示，如圖 6.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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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7 Mohr-Coulomb 理想線彈性-塑性模式 

 

Mohr-Coulomb 對降伏應力之定義則由下列數學式表示之，並呈現

如圖 6.2-8 之六角錐面。  

 

 

圖 6.2-8 Mohr-Coulomb 降伏面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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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執行地質鑽探成果如附錄四顯示，岸側之鑽探結果顯示，表層

土壤約在 1m 以內，其下即為卵礫石及岩層。表土成份以砂為主約 98%，

其餘為粉土，無塑性。卵石鑽心強度甚高，單向壓縮強度可達 1657kgf/cm
2。

由鑽探結果與現地勘查比對，現有護岸所處位置地層由上而下為崩積層、

卵礫沖積層與岩層，崩積層含卵礫石及塊石。  

參酌相關文獻對於區域地層之力學特性建議，對於基地內各地層之

分析力學參數設定如表 6.2-2 所示。  

表 6.2-2 溪口臺碼頭場址數值分析參數表 

 

圖 6.2-9、圖 6.2-10 為模擬原設計斷面之結果，由原設計條件計算

護岸常時穩定安全係數 FS 為 1.96，符合規範要求 FS≥1.5 之要求。  

圖 6.2-11 地下水之模擬顯示出，由於護岸壁體下方砂頁岩盤間，構

成滲流集中之瓶頸，滲流壓力大易帶出護岸基礎下方之砂性土壤，故隨

水庫水位變動，坡體地下水洩降滲流產生管湧淘空之現象。護岸基礎遂

逐步被淘空，如圖 6.2-12 所示。  

當護岸底部土壤底部淘空後，護岸即發生不穩定之現象，開始有部

份護岸倒塌破壞之現象。牆背土亦隨之下陷、滑落。如圖 6.2-13、圖 6.2-14

所示。  

運用 FRP 板樁工法於此案例著重於加深護岸趾部、阻絕滲流發展。

並在現場有限之作業腹地條件下，利用 FRP 板樁質輕易搬運之特性、於

岸邊使用人力與吊臂運搬及以輕型機具打設，並構成護岸基礎填充混凝

土之水中外側模板。擬在不額外施作水中施工棧台、不受水庫蓄水位明

顯影響之施工條件下，完成此一新材料之複合工法。完成後之穩定性經

分析可回復至 FS=1.66，符合安全需求。地下水滲流亦得以控制，如圖

6.2-15、圖 6.2-16 所示。  

γm γsat kx ky E ν c' φ' ψ'

kN/m
2

kN/m
2

m/day m/day 組成律 排水 kN/m
2

kN/m
2 ∘ ∘

回填土層 SM 回填土方 18.6 19.1 4.32   4.32     M-C D 0.00E+00 0.33 0 28 0

崩積層 SM/GP 表土崩積 18.1 18.6 43.20 43.20  M-C D 0.00E+00 0.35 0 26 0

卵礫石層 SP/GP 台地堆積層 19.6 20.1 86.40 86.40  M-C D 5.00E+04 0.3 50 32 2

砂岩/頁岩 SS/SH 大寮/木山層 20.6 21.2 0.01   0.09     M-C D 4.91E+05 0.25 491 32 2

鋼筋混凝土 RC f'c=210kgf/cm
2

22.6 23.5 0.01   0.01     E UD 1.71E+07 0.17 1030 30 2

註: 1. 組成律: M-C 表示Mohr-Coulomb 彈性-塑性模式, E表是彈性體模式

2. 排水條件 D:排水, UD:不排水

3.力學參數 :  E:彈性模數 ν:柏森比

c':內凝聚力 φ'內摩擦角 ψ':鼓脹角

力學參數

Mode地層 說明

單位重 透水係數

分類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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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9 溪口臺碼頭試驗場址數值模型 

 

圖 6.2-10 溪口臺碼頭原護岸分析潛在滑動面 

 

圖 6.2-11 溪口臺碼頭原護岸滲流淘空機制模擬 



 

 6-13 

 

圖 6.2-12 溪口臺碼頭護岸淘空前破壞機制模擬 

 

圖 6.2-13 溪口臺碼頭護岸淘空後破壞擴大機制模擬 

 

圖 6.2-14 溪口臺碼頭護岸背土淘空後實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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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5 溪口臺碼頭 FRP 板樁複合工法潛在破壞面數值模擬 

 

圖 6.2-16 溪口臺碼頭 FRP 板樁複合工法滲流改善數值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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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溪口臺碼頭現地試驗紀實與成果 

現地試驗因作業規模量小且進出通路過窄且鄰接民宅，經協同專業

協力廠商多次現勘，無法於有限試驗經費內搭設施工便道或以浮台水上

作業完成。參考國外施工實例 (如圖 6.2-17 例 )，研討採用小型平板震動

機改樁為打樁機之方式，期望能克服貫入深度僅 60cm 之板樁植入需求。  

  

(使用小型震動打樁機於砂岸打設 )  (使用平板夯路機於砂礫海岸打設 )  

(  資料來源 :GULF Syntht ics )  

圖 6.2-17 使用平板震動機打設 FRP 板樁案例照片 

考量現地可通行路徑較窄且緊臨鄰房如圖 6.2-18 所示。經現場勘查

現有坡道狹窄，僅能到達工址端部。由端部停置機具點至施工區尚有 30m

距離，小型挖土機吊臂作業半徑不足。於是研究組裝輕型履帶運般車結

合吊臂功能作為運搬機具，並選用小型吊臂所能負荷吊重之平板震動機

改裝夾具，以符合 FRP 板樁夾固需求。如圖 6.2-19 所示。  

現場運搬由人力擔任，採兩人一組。一次可運搬 8m FRP 板樁乙片，

到達施工地點後先行以砂輪鋸切機材裁切板樁，其作業輕便、迅速確實

發揮 FRP 板樁之特性。如圖 6.2-19 所示。  

打設作業由小型吊臂將震動機及板樁分別吊至護岸底部後，再吊放

安裝特製震動機，開始以兩位操作員人力下壓加上機器震動進行貫入試

作。初始在 1 分鐘內打設時板樁貫入約 20cm，之後開始震動加劇。持續

震動與加壓作業約 10 分鐘，仍無法增加貫入深度。研判為遭遇卵礫石塊，

調整位置數次後，仍在初始貫入後即無法再深入。現地試打試驗遂告終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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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次試驗整理下列經驗供參考 :  

1. 在遭遇卵石、岩塊地層時， FRP 板樁與鋼鈑樁無異，須其他工

法輔助，例如衝擊或鑽掘引孔，使貫入位置下方顆粒破碎，則

運用高壓水流與震動可使板樁下方顆粒排開貫入，始得以貫入。

(註 :此點在國外進行 FRP 板樁陸域卵礫石層施工時，曾開發與

板樁形狀相同，可讓 FRP 板樁 2 片一組貼合並夾住之特殊強化

鋼導引架，以震動加高壓水沖方式帶動板樁貫入，再鬆開特殊

夾頭將導引架拔出作成連續壁體之成功案例，因版權限制未便

在此轉載。 ) 

2. 小型震動機因缺少足夠之下壓力作用下 (例如挖土機吊臂下壓或

震動機自重 )、只能將板樁貫入表層。  

3. FRP 板樁在運搬、裁切展現其質輕、加工簡易特性，經現場實

作印證。  

基於此次試打經驗，本團隊在主辦機關協助下另覓下一試驗場址，

改以傳統挖土機加震動機加壓施打方式進行試驗，以確認施工限制與

FRP 板樁現地工程性能，詳述如 6.3 節。  

  

(進口端狹窄且鄰接民房與橋塔 )  (已坍塌路面，施工機具到達須開設便道 )  

圖 6.2-18 溪口臺現場試驗場址現況照片(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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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9 試驗所用輕型運搬車與平板震動機照片(103.9) 

 

 

  

(  8m 長 FRP 板樁以人力運搬 )  (使用砂輪鋸切機裁切 )  

圖 6.2-20  FRP 板樁現場運搬與裁切作業照片(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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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湳仔溝現地試驗  

6.3.1 湳仔溝現地試驗場址護岸現況與環境 

本試驗場址位於桃園縣大溪鎮石門水庫集水區之湳仔溝，位置如圖

6.3-1 所示。湳仔溝原屬於野溪型態，採用河道治理及河道整理方式完成

整治。場址為里程 3k+950 附加勁土護坡，因趾部滑動產生隆起與護坡坍

滑現象，現況照片如圖 6.3-2。原有加勁護坡設計斷面如圖 6.3-3 所示。  

區域地質如圖 6.3-4 所示，試驗場址所在為南莊層砂頁岩層表面之

風化覆土層，地質構造上雖有摺皺構造但不致影響護岸結構。鄰近溝段

渠底時部份可見露岩，經現場鑽探確認地層分布大致如下 :  

地表面至地下 4.7m:棕黃灰色砂土夾岩屑，砂土土層厚度約 3~4m。

標準貫入值 5~10。  

地下 4.7m~8.1m:棕灰色砂土夾岩塊，標準貫入值 21~31。  

地下 8.1m 以下 :  灰色砂岩，標準貫入值大於 50。  

 

 

圖 6.3-1 湳仔溝試驗場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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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2 湳仔溝現地試驗場址原況照片(103.10) 

 

 

 

 

(護岸橫斷面圖) (加勁護岸標準圖) 

圖 6.3-3 湳仔溝現地試驗場址原護岸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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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4 湳仔溝現地試驗場址區域地質圖 

6.3.2 湳仔溝現地試驗設計 

參酌溪口臺現地試驗之經驗，本次試驗目的著重於下列幾點 :  

1. 確認 FRP 板樁採用鋼鈑樁打設機具之施工性  

2. 確認 FRP 板樁貫入土層能力與限制。  

3. 研討 FRP 板樁在施工操作上應注意事項。  

4. 經由 FRP 板樁強化坡趾穩定，與既有加勁土護岸結合為複合

工法。  

5. 驗證 FRP 板樁之現地耐久性  

基於上述試驗目的規劃，設計試驗標準斷面如圖 6.3-5 所示，考量

減低 FRP 板樁影響渠底淨寬，且板樁提供應力尚足因應現地應力需求。

採用 Z 字型排列打設，圖 6.3-6 所示。  

另為強化板樁間連結性，於樁頂以玻纖塑木角材作為頂部繫梁綁固

連結，相關設計圖面請詳附錄三。  

板樁打設完成後進行外側隆起淤積土方整理，運用於樁頂背側整平

回填，俟回填穩定後再安裝相關監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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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設施之配置考量，以建構一變形觀測系統為目的，使能觀察板

樁與地盤變形行為發展。由於樁體剛性相對於樁長屬短樁行為，樁體彎

矩並非控制要素，故並未考量安裝應變計，而以量測樁體剛性偏轉以及

對應同一斷面之地表承陷為重點。  

監測頻率考量板樁打設完成後初期，地盤因擾動變形產生應力調整

行為，故採用較高監測頻率。試作完成後預期地盤已近於穩定，則監測

頻率予以調低，並持續進行至打設完成後三個月，有關監測頻率規劃如

表 6.3-1 所示。  

 

圖 6.3-5 湳仔溝現地試驗標準斷面圖 

 

 

 

圖 6.3-6 湳仔溝現地試驗板樁單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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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1 湳仔溝現地試驗監測項目與頻率規劃表 

項次 項目 
監測頻率 

安裝後 1 個月內 安裝後 1 個月後 

1 地表沉陷點 

A B 2 傾度盤 

3 壁體檢視 

說明: 
       

 
1. 觀測頻率: 

      

  
A:每 1 週一次 

    

  
 B:每 2~3 週一次 

    

 
2. 遇颱風暴雨等可能影響試驗情形，機動加測及巡視 

 

 

 

6.3.3 湳仔溝護岸邊坡結構受現地側應力之數值模擬 

同樣為確認現地試驗場址之既有案例破壞機制，瞭解試驗護岸之力

學行為，採用地盤與壁體變位互制行為進行數值模擬。以研判結構受力

情形與護案邊坡穩定安全性。  

湳仔溝試驗場址之試驗規劃經過現地應力數值模擬，確認試驗修復

策略之有效性。對於土體內應力分布仍採用二向度非線性有線元素分析

軟體 PLAXIS 2D 進行護岸結構與土體間互制行為模擬。除探求潛在滑動

面位置外，亦採用參數折減法探求護岸穩定之安全係數。安全係數之定

義與估算程序同 6.2.3 節，在此不作贅述。  

參酌本場址現地鑽探成果，對於基地內各地層之分析力學參數設定

如表 6.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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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m γsat kx ky E ν c' φ' ψ'

kN/m2 kN/m2 m/day m/day 組成律 排水 kN/m2 kN/m2 ∘ ∘

護岸上部 SM 加勁土層(原土) 18.6 19.0 5.00     5.00       M-C D 9.72E+04 0.33 81 28 0

護岸底部 SM 加勁土層(級配) 18.6 19.0 100.00 100.00  M-C D 1.00E+04 0.3 81 30 0

表土層 SM/GP 棕黃灰色砂土 18.6 19.0 5.00     5.00       M-C D 4.00E+03 0.33 5 28 0

砂岩/頁岩 SS/SH 南莊層 20.6 21.2 0.01     0.09       M-C D 4.91E+05 0.25 491 32 2

註: 1. 組成律: M-C 表示Mohr-Coulomb 彈性-塑性模式, E表是彈性體模式

2. 排水條件 D:排水, UD:不排水

3.力學參數 :  E:彈性模數 ν:柏森比

c':內凝聚力 φ'內摩擦角 ψ':鼓脹角

力學參數

Mode地層 說明

單位重 透水係數

分類

模式

表 6.3-2 湳仔溝場址試驗數值分析參數表 
 

圖 6.3-7、圖 6.3-8 為模擬原設計斷面之結果，由原設計條件計算護

岸常時穩定安全係數 FS 為 1.67，符合規範要求 FS≥1.5 之要求。  

圖 6.3-9 顯示護岸坡體具有趾部隆起之潛勢，當安全裕度足夠時，

此變形之發生並不明顯。當護岸趾部因土壤浸水軟化以及流失時，則坡

體之變形即逐漸擴大。此分析例假設趾部前側土壤流失後，分析安全係

數即降至 1.40，低於規範要求值。  

試驗方案採用 FRP 板樁打設於坡體趾部進行補強，防止加勁牆體趾

側土壤流失，並以樁體錨定方式傳達至較深地層，經分析安全係數回復

至 1.54 合規範要求，提昇了護岸邊坡的穩定性，如圖 6.3-10 所示。  

 

圖 6.3-7 湳仔溝數值分析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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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8 湳仔溝場址分析滑動面 

 

圖 6.3-9 湳仔溝場址分析變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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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0 湳仔溝場址打設 FRP 板樁抑制趾部滑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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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湳仔溝現地試驗過程與成果 

本試驗採用 PC-200 型挖土機搭配 40 馬力油壓驅動震動機進行施打，

如圖 6.3-11~圖 6.3-13 所示。打設過程說明如下 :  

1. 打設效率與一般鋼鈑樁無差異，以本場址砂性土層而言，震動貫入速率約

每分鐘 3~6m。 

2. 貫入 3~4m 時 FRP 板樁震動變得較為短促，開始使用怪手吊臂略加壓持續

施作 30 秒，貫入深度不再增加。再加壓時樁頭因用力過大時略有異音。

研判此時已確時抵達岩盤面，爾後操作即以此為貫入控制標準。 

3. FRP 板樁橫向及扭轉勁度較低，震動機夾頭因其自重約 2t， 採用水平夾

樁再揚起時，則 FRP 板樁因震動機頭偏向旋轉產生扭力時，對 FRP 板樁

頭會造成損傷，故後續均採人力立樁，再由上方套合方式施作。 

4. FRP 板樁入榫較鋼鈑樁緊密，水流幾乎不會由接縫穿透。 

5. 板樁現場裁切方便，可以小型砂輪機於打設完成後配合地形修整樁頭高度，

材料質輕可以人力運搬。 

  

(FRP 板樁裝入震動機夾頭 ) (震動打入 FRP 板樁 ) 

圖 6.3-11 湳仔溝 FRP 板樁試打照片(103.11) 



 

 6-27 

  

圖 6.3-12 湳仔溝 FRP 板樁現地裁切作業照片(103.11) 

 

圖 6.3-13 湳仔溝 FRP 板樁安裝入榫照片(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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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4 湳仔溝 FRP 板樁試作完成照片(103.11) 

 

本試驗工施打平面長度約 31m 長之 FRP 板樁，如圖 6.3-14。作業完

成後進行帽梁鎖固、板樁修整、背土整理與場地復原作業。完成後進行

監測儀器安裝及持續監測。本試作試驗達成效益如下 :  

1. 結合上部加勁土結構組成複合式護岸確保邊坡穩定性。  

2. 確認 FRP 板樁採一般鋼鈑樁震動機之施工，可貫入 N 值 26 之土

層並無問題。對於岩石或卵礫層則需其他輔助工法始能勝任。  

3. 提供 FRP 板樁施工操作時應注意樁體扭轉勁度較弱問題。  

4. 完設 FRP 板樁提供現地耐久試驗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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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學者專家研討會辦理情形 

本案就研究相關新式材料工法應用於治理工程之課題，邀請國內保

育治理之專家學者，於 103.11.10 假臺北科技大學設計館辦理研討會，進

行新式材料工法之討論、發表及評估，相關過程說明如下。  

7.1 研討會議議程  

本研討會分為四個講題，各講題主講人報告完畢後，由主持人及與

來賓針對講題進行十分鐘的提問與討論。各講題及議程安排如表 7.1-1

所示。  

表 7.1-1 學者專家研討會議程表 

時間 議程 主講人/出席人員 

09:50~10:05 主持人引言及來賓致詞  

10:05~10:45 國內外水庫周邊材料工法與案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陳水龍 教授 

10:45~11:00 休息 (15min.) 

11:00~11:40 

Study on the potential use of  

Stainless Steel Solid Bar and 

Stainless Steel Clad Bar in Soil Nail 

AECOM 

趙聖樂 博士 

11:40~12:10 問題與討論  (20min.) 

12:10~13:30 午餐 (80min.) 

13:30~14:20 FRP 複合材料介紹與製程技術 

磁震科技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翁慶隆 總經理 

14:20~14:35 休息 (15min.) 

14:35~15:25 FRP 板樁介紹與應用案例 
洪仲營建技術公司 

洪造 先生 

15:25~16:0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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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研討會辦理成果  

本研討會共邀請產、官、學各方代表參加，出席參與本研討會人數

計達 52 位。會中首先由陳水龍教授介紹各種國內外水庫周邊材料工法與

案例，並介紹了本研究對於 FRP 材料板樁應用試作情形，引致與會人士

的興趣，紛紛提出建議與迴響。  

趙博士所介紹之不銹鋼包覆技術應用於地錨、土釘之領域。其利用

碳鋼之力學性能，保護方面主要靠表面不銹鋼。對其抗腐能力試驗，顯

示在高溫下、酸鹼中，不銹鋼均具有良好之抗腐能力，令與會者瞭解到

香港應用新材料於護岸邊坡之發展。  

此外洪造先生介紹各式 FRP 材料應用於地工材料管樁、板樁與土釘，

以及介紹許多國外其工法之應用技術。會中述及各種應用材料工法之發

展沿革及未來方向，豐富之實務經驗分享與參加本會者討論熱絡。  

翁博士介紹了 FRP 材料製程與技術，以及許多日新月異之材料新科

技令人矚目。對此新材料工法－FRP 材料板樁之生產技術與應用能有明

確概念，並將各項工業與學術與予以整合。  

結合了治理工程之材料工法回顧、新發展中之不銹鋼材、FRP 質料

等新式材料之介紹，加上與會者與演講者間的互動詢答，討論熱絡。  

當天研討會之照片整理如圖 7.3-2 所示。會議中相關討論與各方專

家學者提供建言與討論整理如附錄七。經統計參與本會議人員，公務員

共 6 位，佔 11%，包含水利署、保育課、工程司等人員；產業界 19 位，

佔 37%，包含營造商、工程顧問公司等；學術界 27 位，則佔 52 %；統

計如圖 7.3-1 所示。本研討會之舉辦確實達到了產、官、學各界技術交流

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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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1 教育訓練與會人員比例 

 

  

(a) 研討會入口處 (b) 辦理報到手續 

  

(c) 茶敘交流時間 (d) 樣品材料展示 

學術界 

52% 產業界 

37% 

公務員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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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張庭華主任工程司致詞 (f) 引言人 李有豐教授 

  

(g) 第一場陳水龍教授主講 (h) 第二場趙聖樂博士主講 

  

(i) 第三場翁慶隆先生主講 (j) 第四場洪造先生主講 

  

(k) 觀眾仔細聆聽簡報 (l) Q&A 交流討論 



 

 7-5 

 

(m) 研討會全體人員合影 

圖 7.1-2 研討會實況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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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材料工法在水庫蓄水範圍及其上游主流河道治理工

程之運用研究」工作執行計畫書 

審查意見暨回覆表 

發言人 意見內容 規劃單位說明 

簡昭群

主席 

1. 請補充 FRP材料特性說明，包括材質、

種類、強度、耐久性等資料以利比較與

一般材料差異。 

有關 FRP 的耐候性、耐酸鹼

性、及物理及力學特性與

FPR 版樁的製程，並將與傳

統土木材料的相關物理、化

學及力學特性進行比較分

析，補充說明於 4.3節。 

後續相關試驗完成後將再

補充試驗結果，整併於期中

報告呈現。 

2. 請補充 FRP材料資料施工特性說明，包

括工法、機具、適用地質、地形等資料

以利比較與一般工法特色。 

FRP 材質性能，已進行相關

試驗中。施工特性部份除書

面研討，亦將進行現場試作

過程確認。 

3. 請依契約規定先行提出適當施工地點至

少五處，並請保育課配合評估建議地點

可行性，並檢討所需工期。 

本案依近年水庫集水區機

關進行護岸維修既有 36處

案例資料，進行其致災原因

分析歸納，評估新式材料工

法得以適任之場址提出建

議試驗地點。 

4. 有關現場試驗及觀測工作，請補充試驗

方式、流程等規範內容。觀測工作請補

充觀測項目、時程、方法等資料。 

已補充於本計畫書 4.5節。 

5. 請依委員意見修正及補充本報告書，並

送修正報告至本局辦理複審。 

遵照辦理 

吳昭慧

委員 

1. 地質鑽探目前規劃 1孔(深度至少 15m

以上)，1孔資料可能無法了解岩層坡

向及厚度變化資料，建議加作物理地

層探測，了解坡向及變化角度的資料。 

本案規劃鑽探 3孔配置，以

確認試驗地點下方地層分

布位態，長度滿足 15m以上

之要求，已作補充更正，詳

1.2節。 

2. 數值模擬時側向土壓力輸入資料，需要

c、ψ值相關數值，目前規劃的土壤試

驗項目並沒有求得此類數值的項目，

本案將採用力學試驗求取

力學參數，並運用 SPT-N分

布資料比對研判各地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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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用標準貫入試驗的 N值來推測，

應該考慮加做土壤強度試驗。另外，

鑽探取樣的內容可能為土亦可能是岩

石，岩石類的試驗若有需要亦應依實

際狀況加入。 

應力學性質，對於岩石試驗

亦納入規劃。已補充更正，

詳 1.2節。 

3. 目前邊坡破壞狀況案例以基礎淘空較

多，數值模型的軟體是否可加入這類

動態的流力破壞行為，而非僅土、水

壓力的靜態分析。 

本案研究重點在於探討國

外已實質應用材料但尚運

用於集水區之護岸邊坡防

護。研究策略以研討致災因

素及新式材料特性所能擔

任之角色，探尋結合新式材

料與既有工法優點之複合

對策工法。 

基礎淘空機制屬河川整治

研究範籌，非本研究範圍。 

本案將就淘刷後可能造成

護案破壞之機制進行研

討，以改善現有修復工程之

問題。 

4. FRP材料組合的框架系統在模擬軟體分

析時，系統的 E及 I值如何決定，精

準才能得到較正確的模擬結果。且實

作時可加量測儀器驗證。 

FRP材料於現場運用試驗採

用近似於鋼鈑樁之斷面。其

模擬亦比照擋土結構數值

分析，採用單位進行米之等

效彈性勁度版元件模擬，考

量該元素與土壤間互制應

力平衡與應變諧合。實際試

驗時並將進行 FRP鈑樁應變

計測，作為回饋分析比對運

用。 

范致豪

委員 

1. 第二章環境特性分析，內容宜補充並就

其特性進行介紹，並就環境變化與水

文、水理條件，對河川護岸與水工構

造物之影響進行分析。 

已補充，詳 2.1~2.2節。 

2. 建議應就「新式材料工法」予以定義。 新式材料工法之定義為”

配合新式材料之運用，結構

傳統與新式材料之性能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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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所夠成之複合工法”。 

對於新式材料則定義為國

內尚未運用而在國外已開

始運用於類似工程環境之

工程材料，具有傳統材料所

欠缺之質輕、高強度，耐候

特性。並具備易於施工，不

需特殊設備者。謹補充於

1.1節。 

3. 國外案例資料之蒐集宜再行充實。 已就國內外護岸既有施作

方式與新材料工法之施作

方式進行蒐集補充，詳 3.2

節。 

4. 五處致災案例分析，其場址之選定、原

則為何？請補充。 

目前所列 5處案例為初步蒐

集內容，陸續已再查詢到近

年案例合計 36處。補充於

3.1節。 

5. 所蒐集之可行工法，其優缺點、應用時

機等均應有所比較，並擬定該工法之

應用原則或指引。 

遵照辦理，將再進行細部比

較說明。 

6. 數值模式建立完成後應驗證其有效

性，經驗證後可將其應用於所分析之

其他受破壞場址。 

數值模式之建立包含構材

模型及場址模擬，將經由構

材力學試驗及現場試作試

驗進行回饋資料比對，調整

參數再行分析後，確認其有

效性供運用於其他場址。 

白朝金

委員 

1. P2計畫工作內容共五大項，建議委辦團

隊詳細檢視應辦內容，以免疏漏或辦

理的方向偏離計畫需求的方向。 

謝謝指導，將再詳細檢視應

辦內容。 

2. 就國內外資料收集分析部分： 

(1)分析國內外針對水庫周邊崩塌、河

岸崩塌及護岸基礎淘空之傳統整

治和材料使用情形，並評估其優缺

點。但 P15，僅針對國內、外邊坡

護岸設施結構之應用新式材料工

法收集案例，與計畫需求尚有出

(1)本研究主題在於水庫蓄

水範圍及上游主要河川之

治理工程應用，對於國內外 

已補充國內外工法蒐集資

料之通盤之蒐集，並針對所

蒐集之資料，進行施作方式

的探討，並確認該工法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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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建議修正。 

(2)應針對國內外水庫周邊崩塌、河岸

崩塌及護岸基礎淘空之整治工

法，收集其應用高強度、耐久性、

環境友善、工期短、施工便利等特

性之材料工法並評估其優缺點。但

P15及 P32，所收集的內容及方向

與計畫需求相左，建議修正。 

用與否。 

 

(2)遵照辦理。P15，PVC 材

料的特性與 FRP 材料的製

程都以樹脂成形，故此處特

別進行 PVC 版樁應用介

紹。由於 PVC 版樁係由短纖

所做成，其力學強度遠不如

FRP 版樁，該力學特性之比

較，亦會於第一次期中報告

書中比較並進行說明。 

P30，預鑄堤防護岸為國外

發展中之工法，具有系統化

施工，減低現場污染及外觀

優美、品質穩定、大量生產

成本降低等優點,國內尚未

有應用例，故加以介紹。 

3. 就計畫之工作內容及辦理的邏輯，係針

對水庫周邊崩塌、其上游河岸崩塌及

護岸基礎淘空等，先收集國內外採用

之治理工法案例、分析比較各種工法

後提出建議方案，再針對石門水庫及

其上游主流河道五處已多次施作復建

工程進行建議採用之新式材料工法現

場試驗及數值分析模擬，惟工作執行

計畫之方向似與上述相左？ 

本案係對護岸整治之新材

料進行力學行為之探討，並

確認該材料於護岸整治的

可行性。 

故將針對新材料之力學行

為進行研究室的實驗，以及

相關有限元素之模擬，期望

透過版樁實驗室實驗之結

果以及有限元素的模擬得

知版樁的力學特性，並將新

式材料的於實驗與分析結

果所得的力學特性輸入有

限元素軟體中進行數值模

擬，並進行現場試作回饋比

對，確認該材料於水庫護岸

應用性。 

4. 本計畫工作需針對五處已多次施作復

建工作之位置進行現地調查，P12第 3

章收集之案例建議說明其致災情形、

除 5處已取得圖資之多次復

建工作進行現場調查外，已

補充其致災原因分析及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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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及復建過程，所選取的五處是否

符合主辦機關的計畫需求。 

建工程內容，如 3.1節。 

其他案例正陸續由主辦單

位提供,亦將納入致災原因

分析。 

5. 針對五處已多次施作復建工程，建議先

確實調查了解其致災原因及破壞機

制，方能對症下藥找出解決對策，由

第 3章收集的相片影像其護岸前皆有

因河道遭冲刷致其基腳裸露、淘空，

此現象是否工程設施破壞的主因？建

議先調查、了解及分析之。 

目前調查皆顯示，護岸基礎

因淘空問題引起結構下陷

與傾倒破壞，主因在於基礎

型式無法有效阻擋背側土

壤顆粒受水流帶出之問

題。現場仍持續進行勘查

中，以提供分析更多比對依

據。 

6. 新式材料工法的選用，建議應能符合或

解決本案之五處已多次施作復建工程

之需求。 

對策工法之研擬，不拘限於

採用傳統或新式材料，而將

就致災原因所需求之性

能，以複合各種材料優點之

策略，研討可克服地形、地

質與水文條件之可行工法。 

7. 本計畫石門水庫上游主流河道，在颱風

豪雨期間，水流量大常挾帶土石冲刷

河道及護岸，建議在作應力分析及新

式材料選用時納入評估及分析項目。 

暴雨水流夾帶土石沖刷問

題，為台灣河川長年遭遇問

題。由於土石沖刷之量體組

成與模式目前仍無法以理

論方式掌握，主要採經驗法

則方式尋求較佳之對策工

法。策略上亦包含引導與消

耗性抵抗策略，以彌補先天

上人工材料與天然材料強

度、硬度、剛度之差異。 

對於其對抗方式將就本集

水區已施作案例成效進行

檢視，提供對策工法建議。 

8. 研擬之工法需實作工程經費 150萬元，

是否需有驗收程序？保固？保險？施

作過程倘遇颱風豪雨損壞將如何處

理？ 

本案屬委託研究服務工

作。試作之內容為試驗性

質，非屬工程設施。故無驗

收、保固、保險等需求。施

作時間短，可選擇施作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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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颱風豪雨影響。完成後

接受颱風豪雨考驗，即使破

壞亦屬於性能驗證之一部

份。 

張德鑫

委員 

1. 針對水庫蓄水範圍及上游河道之案例

研究需進行五處，其中溪州橋下游是

否屬於合約之範圍。 

溪州橋下游仍屬水庫區轄

管範圍需進行復建維護。 

2. 針對選取之五處案例，是否已取得北水

局原整治工程之相關圖說，請說明。 

已取得，目前正進行現場比

對分析作業。 

3. 針對數值模擬之相關地質參數，目前所

規劃之土壤試驗項目是否足夠。 

原合約中所列只有土壤物

理性質試驗，已針對分析所

需增列土壤與岩石力試

驗，修正如表 1.2-1。 

4. 目前所採用之 PLAXIS有限元素模式，

僅為應變-應力之模擬，是否能提供安

全係數等相關資訊。 

經 Plaxis 程式探求可能應

力集中區域，另以 Stable

程式檢核滑動穩定安全係

數。 

5. 新式材料之工程特性及適用性，請於期

中報告時補充說明，以溪口台整治為

例比較 FRP及鋼樁之差異。 

遵照辦理。 

6. 現地工程材料施作後，其後續之觀測及

監測項目，如何規劃。 

已補充於 4.5節。 

楊德良

委員 

1. 就五處石門水庫現有失敗之處，建議分

析這五次失敗的原因何在？邊坡失

敗？材料失敗？施工方法不可行？應

就目前失敗原因，對症下藥，提出可

以改善的新材料與工法，再配合數模

之預測性優勢，以做下期施工之指南。 

本案目前正依據機關既有

圖資進行現場調查比對，分

析案例亦不拘限於 5處。 

調查後將整理歸納原因，研

討性能需求與結合不同材

料工法之對策供後續運用。 

2. 數值模式 PLAXIS二維座標線性有限元

素分析軟體是一很好的數模工具，不

過要經嚴格之驗證(Verification)才

去做工程設計預測性。可先用文獻理

論或實驗數據之驗證。尤其特別注意

奇異(Singularity)處，如 Pile在土

壤之模擬(理論上祇能用邊界元素式

無網格法才能真正做到奇異處之正確

謝謝指導，確實 Plaxis 與

Stable 均屬於具有多年實

際應用之良好軟體。對於模

擬工作將注意模擬之合理

性以及現場回饋資料之驗

證。 

現場將進行有關壁體應

力、位移，土體水壓之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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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數模應該配合現場設計，甚至在

現場加些儀器量測水壓、位移，相互

驗證比較(利用 150萬之經費並配合總

工程費之 500萬)，數模請加強坡地穩

定分析如何考慮？ 

測。在有限之經費下著重於

新式材料之性能測試。 

坡地穩定另將於有限元分

析後，以邊坡穩定程式檢核

潛在滑動面之安全係數。作

為安全比較基準。 

3. 特別提醒的是：生態工法應配合新材料

新工法，是否可考慮就地取材，因地

因時制宜，採用 Hybrid  or  combine

的方式，結合所有新舊材料與工法之

優點，組合成最佳之組合材料與工法。 

謝謝建議，此亦為本研究之

根本目的，尋求結合不同材

料工法選項所構成之複合

強化工法以因應現地環境

條件所需。 

張庭華

委員 

1. 本計畫目標為探討現階段國內外具備

高強度、耐久耐佳、工期短及施工便

利等特性之替代材料及保護工法，惟

工作執行計畫書內容針對 FRP材料提

出探討，是否符合契約規定，建請主

辦單位確認。 

團隊針對材料的高比強

度，易搬運及耐候性佳等特

性，會透過土木建築常用的

材料與 FRP 材料進行一系

列的耐候性與力學行為的

探討，以確認 FRP 材料於耐

溫濕交替、比強度、比剛性

以及節能減排等特秀與效

應進行比較，進而確認複合 

材料於護岸整治應用的優

勢。 

2. 第3.2節為國內外應用新式材料工法案

例說明，惟例舉之土石籠護岸工法、

木排樁護岸工法等項均為國內行之有

年之傳統工法，另國外案例均為使用

FRP作為材料或需大型施工機具之傳

統工法，建議本計畫承攬廠商多方蒐

集國內外其他工法並加以評估，以利

本局參考。 

本研究透過國內、外既有工

法與新式材料工法案例之

蒐集，與既有護岸復建案例

改善需求之比較，檢視包含

傳統材料工法及新式材料

工法在內之各工法優缺點

與適用條件。研討可發揮新

式材料優點之複合工法。故

對於土石籠、木排樁等可能

構成複合工法一部份之選

項仍進行列述。 

 

3. 報告內容所稱石門水庫「蓄水區」請修

正為「蓄水範圍」；另蓄水範圍滿水位

敬謝指正，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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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為 8平方公里，報告誤值為 5.96

平方公里，請修正。 

4. P10石門水庫集水區包含 7鄉鎮，遺漏

新竹縣尖石鄉、五峰鄉及宜蘭縣大同

鄉，請補正。 

敬謝指正，已修正。 

5. 圖 2.3-1「台北縣三峽鎮」請更正為「新

北市三峽區」。 

敬謝指正，已更正。 

6. 汛期自 5月 1日開始，P50誤值為 6月，

請修正。 

敬謝指正，已更正。 

7. 請補充參與本計畫相關人員之學、經

歷，專長及過去參與相關計畫等資料。 

已補充，詳 4.6節。 

王瑋  

委員 

1. 本局以往興建工程之失敗案例，有因氣

候變遷及水文條件變更(降雨集中、增

大)所致。因此，請協助說明其破壞原

因為何？以釐清外界質疑政府興建工

程均屬豆腐渣工程。 

將闡述相關環境變遷造成

原設計條件改變之致災因

素，協助釐清。 

2. 本次簡報選定之五處案例，其中巴陵壩

下游(1/5)、溪州橋下游(4/5)已完成

修復，另白石溪秀巒段(2/5)、溪口台

碼頭(4/5)已完成設計或設計中，僅爺

亨梯田(5/5)上游右岸既有設施有裸

露需予以補強(修復)。 

敬謝指正，如現有案例中經

勘查功能完好，亦就其修復

策略發揮功效之原因進行

探討，作為研選對策工法應

用策略之一。 

3. 為及早辦理現地工程材料施作試驗，請

儘早完成前置分析及評估工作，再予

以提出其時機應較合理。 

目前正積極投入材料分析

試驗及現場勘查比對，將歸

納結果後併於期中報告提

報施作地點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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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材料工法在水庫蓄水範圍及其上游主流河道治理工

程之運用研究」第一次期中報告書 

審查意見暨回覆表 

發言人 意見內容 規劃單位說明 

范致豪 1. 國內外工法之彙整比較宜從工法本質予

以區別，各種名稱之翻譯上造成之差異

應予以整併。各種工法宜增列應用條件

(包含地質條件、承受應力等)成本分

析…等。 

已依委員建議於第一次期

中報告書中進行下列修正: 

1. 依材料或施工機具特性

進行歸類整理，以系統化

呈現所蒐集到之材料工

法。詳表 2.1-1(P.7)。 

2. 翻譯名詞予以統一。 

3. 對於各工法在各種地質

與坡度等應用條件之適

用性，整理於 2.9節

(P.35)。 

2. 致災案例之成因研析，宜有量化成果檢

討、結構體破壞原因。 

對於既有案例，依現有機關

存檔圖資進行現地勘查比

對，研判其致災成因。唯災

損久遠者因圖資有限，僅能

作依記錄或現場殘跡判釋

成因。 

3. FRP試驗，所欲達成或獲得資訊宜能與

現地施作工程結合。 

已配合試作場址，結合新式

FRP板樁材料與傳統複合工

法試驗。改善坡趾錨定能力

並防止護岸底部土壤沖

刷，詳 5.2及 5.3節。 

4. 溪口臺位址之選定原則宜有說明。 已補充說明如 5.1節。 

5. 報告書第六章比較宜再補強。 本次期中報告進針對碳足

跡與生命週期成本的計算

方式進行說明。待現地施作

完成，將現地模場，從規

畫、設計、施作及各項材料

之花費與傳統鋼版樁進行

初始成本之比較。再依據新

材料與傳統材料之耐候性

進行生命週期成本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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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9)。並將完整之比較

彙整於期末報告中。 

王瑋 

委員 

1.  CH6傳統與新式材料應用成果比較係

僅以「碳足跡」與「生命週期」進行

比較，請問是否還可加入其它應用成

果加以比較。 

由於本次報告僅針對碳足

跡與生命週期成本計算進

行說明，內容較為單薄。

惟，碳足跡之計算係分別含

括材料生產過成之碳排

放、運送過程之碳排放以及

現地組裝之碳排放等皆段

進行碳足跡之計算。而生命

週期成本之計算亦須透過

初始成本之計算、使用與維

修成本等各項計算，方可進

行既有材料工法與新材料

工法之生命週期成本的比

較。各階段之計算與比較將

詳述於期末報告書中。 

2. 本研究係選定溪口台碼頭護岸修復為

研究對象，惟水庫水位之高低對於本

研究之影響應要有適當之應變措施。 

近期因降雨量較大，水位已

回升，FRP材料質輕高強度

之特性正可試驗其不搭設

棧橋之施工性。 

水位變化將納入觀測與評

估內容。 

3. 溪口碼頭護岸修復工程，本局已另辦理

規劃設計，後續該工程施工是否影響

本計畫後續之研究與評估工作？ 

本案試驗內容已配合碼頭

護案修復工程，納入設計介

面配合考量。 

4. 簡報 P.31、P.32、P.40，各符號之代表

意義為何？ 

經重新整理於表 2.9-2，說

明如下: 

○表示較佳、△表示尚可、

╳ 表示不佳 

張德鑫

委員 

1. 表2.2-3之附註應標示各符號之代表意

義。 

經重新整理於表 2.9-2，說

明如下: 

○表示較佳、△表示尚可、

╳ 表示不佳 

2.  P.60有多處錯別字，請修正。 敬謝指正，已修正。 

3. P.65 第 3.2.5節由圖中照片顯示，其 該崩塌地位於圖 3.2.5-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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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應為巴陵壩上游而非下游，其上

邊坡崩塌主要原因為巴陵壩在潰壩

後，其上游因河床刷深、邊坡基腳淘

空，導致上邊坡崩滑。 

標示位置。巴陵壩在圖之下

方側為上游、故崩塌地位於

巴陵壩下游右岸。由圖

3.2.6-1可見到其上游已崩

毀之巴陵壩殘跡。 

破壞原因依委員意見修

正，敬謝指正。 

4. P.67 第 3.2.6節之巴陵壩下游，在未

潰壩前左岸因淘刷已使上邊坡及護岸

流失（約 91~92年左右），因此北水局

施作護岸，但在巴陵壩潰壩後其上游

土砂已往下游大量補充，故此部份「無

土砂補充」之說法，報告中應修正。 

依委員意見修正，敬謝指

正。 

5. P.70第 3.2.7節之三光溪左側護岸，其

完成時間約在 94年，乃因 93年艾莉

風災造成上邊坡大量崩滑之堆積土

石，因在河床未清除而使用石籠護岸

保護，目前毀損主要原因為巴陵壩潰

壩導致上游河床往下刷深所致。其他

如案例 H及案例 I之破壞原因，均與

巴陵壩潰壩導致上游河床刷深有關；

請參考。因此建議表 3.2.12-1需依實

際破壞情形修正內容。 

依委員意見修正，敬謝指

正。 

6. P.116之 FRP管樁材料與打樁次數之力

學性質衰減，其與一般常用之版樁型

式採打樁或震動方式貫入，其力學衰

減率或挫屈作用等是否可一體適用，

請補充說明其間之差異性？其次由報

告內容可知，其力學衰減與打樁次數

有很大關係，且其衰減量很大，故 FRP

之施工條件應為其適用性之最主要原

因，故應補充此材料在何種土壤或地

層狀況下可用或不可用（如採 N值大

小等），應深入探討 

本次現場試驗將就此部份

施工性能進行現地試驗。目

前經由第一次試作試驗已

確認在卵礫石層之施工性

不良，需輔助機具施作。 

7. 應探討版樁之排水鑽孔口徑建議值，及

是否會影響其力學或工作性質？ 

配合溪口台碼頭護岸修復

工程，FRP板樁已取消鑽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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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計。 

8. 在現場試作場址方面，目前報告中並未

見鑽探及其他一般土壤物理試驗數據

等，目前之規劃方式及貫入深度等資

料是否符合設計之合理性，請補充說

明。 

已納入規劃，將併現場試驗

時一併進行鑽探，並將試驗

成果納入第 2次期中報告中

說明。 

張庭華

委員 

1. 地下水為影響護岸工法選定及影響其

穩定性之重要因素，現地調查及基本

資料蒐集建議能將地下水納入。 

已納入試驗場址地下水位

觀測項目，詳表 5.2-1。 

2. 報告內容錯別字過多，請詳細校對 敬謝指正，已逐一校對修

正。 

3. P.20提及「設計粒徑需大於流速」，是

否誤植，請確認。 

「設計粒徑需大於流速」，

係誤植。已於報告書中將其

刪除。 

4. 所提之新材料護岸工法除 FRP版椿外，

國、內外是否有其他新材料工法請一

併說明。 

已於報告書中將國內外既

有(或是國外已有而國內未

有)的工法彙整於本報告書

的第二章中。 

5. 研擬應用新式材料工法現地試驗初步

選定於溪口台碼頭附近之泥砂淤積

地，惟該處現況為淤積，是否可充份

驗證護岸之抗滑動、傾倒及沖刷等特

性，建議宜審慎考量。 

已配合溪口台碼頭復建工

程，調整試驗配置如 5.2節

所述。 

運用 FRP鈑樁進行護岸基礎

加固作業，於護岸趾部前側

打設 FRP板樁形成圍阻擋水

牆體，加深牆體趾部錨定並

利用 FRP板樁之高強度、高

勁度特性於趾側免開挖即

形成錨定榫之功能。FRP板

樁並形成外圍模板，使護岸

下方將來填充水中混凝土

得以有效圍阻與控制。 

6. 本計畫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意見回覆

表說明各委員意見已補充於 4.5及 4.6

節，惟本計畫書缺漏 4.5及 4.6節，

並無任何回覆說明。對於委員之審查

意見應有具體之回覆。 

該部份為執行計畫書章

節，已修正後提送。 

本報告因屬執行階段報

告，無再作執行規劃之說

明，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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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另提供該已核定之執行

計畫書供委員參閱。 

結論 1. 石門水庫案例研究以溪口台碼頭護岸

工程優先考量，並請提供設計資料洽石

管中心研議施工方式及時機。 

遵照辦理，將於施作前會同

主辦機關與石管中心，就施

工方式、臨時設施、時程等

細節進行會勘，先行取得共

識。 

2. 請補充本新式材料工法案例研究之優

缺點及本工法施工規範、材料檢驗及工

程施工圖說，以利未來於其他工程推行

本工法時，有標準程序規範。 

新式材料工法案之材料檢

驗方式及檢驗標準將撰寫

於期末報告書中。 

3. 請補充 FRP材料工法與傳統工法之方

法、經費及材料特性等量化比較資料，

以利評估優缺點及施工特性。 

透過 FRP 版樁之實驗、數

值模擬以及現地施作之觀

察，了解 FRP 版樁於「水

庫蓄水範圍及其上游主流

河道整治」之適用性。待確

定 FRP 版樁之適用性後，

遂將 FRP 版樁之材料費用

及現地施作等費用與既有

鋼版樁之花費進行比較。並

透過新舊材料之化學與力

學特性之探討，進行新舊材

料於「水庫蓄水範圍及其上

游主流河道整治」應用時安

全性與耐久性之比較。以了

解新舊材料於「水庫蓄水範

圍及其上游主流河道整治」

之優缺點。 

4. 本報告原則認可，請依各委員所提意見

修正及補充並於下次報告審查時提出

說明。 

遵照辦理，於下次報告審查

時提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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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材料工法在水庫蓄水範圍及其上游主流河道治理工

程之運用研究」第二次期中報告書 

審查意見暨回覆表 

發言人 意見內容 廠商說明 

楊德良 

委員 

1. P.76(鋼”經”),  P.101(有限”原”素)

有錯別字，請修正並請再詳校內容。 

已修正誤繕文字(P.78)，並

再作全文校稿，敬謝指正。 

2. P.54 第 3.2.3 節案例 C，第 2 點查證

中之竣工日期請再確認之。 

經查詢為 96年期間竣工，

已補充至報告書(P.56)。 

3. P.68 第 3.2.10 節案例 J，第 2 點施工

中之竣工日期請加註目前為 103 年 9 

月。 

已依建議補註(P.70)。 

4. P.79 第 4.2 節第一段文句請紀錄於參

考資料中。 

參考:李有豐，”FRP複合材

料於土木與建築工程之應

用”，台灣區複合材料工業

同業公會，台北，民國 101

年。已註明於參考文獻第 34

項。 

5. P.81 表 4.2-3 中 CFRP 與 BFRP 兩

者材料表列順序對調。 

已更正玄武岩維強化高分

子與碳纖維強化高分子縮

寫誤繕處(BFRP與 CFRP)。

詳 P.82,表 4.2-3 。 

6. P.94 中式(4.2-21)及式(4.2-22)之方程式

是否有誤？請查證之？ 

經確認無誤，其中 T矩陣係

為轉至矩陣並非拉力，詳

P.95。 

7. P.133 第 4.4 節提及有限元素之運用已

超過百年以上的歷史，有關此研究發展

之歷史並無如此悠久(由 1944 開

始?)，請確認之。 

此段指工程上之應用，已修

正為”在工程方面的運用

已超過了半世紀以上的歷

史”,詳報告書 4.4節

(P.136)，敬謝指正。 

8. P.133 本研究使用 ANSYS 軟體分析，

如可行的話，可否參考 Moldex3D 軟體

對於長短纖配向預測分析之結果，並進

行比較。 

以 ANSYS有限元軟體可分析

材料之受力與變形，且在本

研究中所採用之 Solid186

之元素模擬，可有效模擬

FRP材料之受力行為，在許

多學術研究與論文中皆採

用此軟體分析，故其具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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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確性與驗證可信度，為

本研究所採用。 

9. P.160 及 P.161  表 6.4-1 及 6.4-2 造

價單位 TND 是否誤植，應為 NTD? 

已修正為 NTD，詳表 6.4-1、

表 6.4-2(P.177、178)。 

10. 附錄二參考文獻中第 32 項¬¬「FRP 結

構體之連接結構」之中華民國專利是否

為艾奕康公司團隊所擁有？報告中文句

所提及 FRP 版樁技術專利，請區分那

些是貴公司所擁有，那些係他人所擁

有，請界定清楚，以利閱讀。 

「FRP結構體之連接結

構」，中華民國專利(新型

式)，證書號數：M411449，

100年 9月 11日。係為國立

台北科技大學與李有豐教

授所有。 

11. 本計畫提及新式工法之 FRP 版樁，於

第一場址因現場空間施工不易而放棄，

請詳述整個現場施作之完整記錄。 

已就第一試驗場址詳細試

驗過程，補充說明於 5.2節

(P.151)。 

12. 第二場址正規畫中，請嚴選場址能發揮

適合 FRP 版樁之最佳地點，以驗證本

研究計畫應用於新式工法之可行性。 

依據現場再度選勘結果，考

量 FRP板樁特性以改善砂土

岸之護岸底床流失防止與

基礎趾部為主，目前研選第

二場址為石門水庫集水區

湳仔溝整治工程第二期，部

份護岸因趾部滑動坍陷

處，詳述如 5.3節(P.165)。 

13. 雖然 FRP 版樁具許多優點，但於石門

水庫集水區，由案例分析，河川沖刷與

基礎掏空為最大元兇，故仍必須結合傳

統工法以保護基礎工作。 

確實新式與傳統材料工法

各有其優缺點與經濟效

益。因此在試驗場址之設計

上即結合傳統護岸工法併

行，以求各發揮所長整合為

有效之複合工法。 

14. 請再補充台灣施作 FRP 版樁成功之案

例，以有利於本計畫之施工。 

國內至今僅有 PVC塑鋼板樁

之應用於台南地區之護岸

工程例，如 2.7節(2)所述

(P.25)。 

但本案所研討應用於護岸

之 FRP板樁為強度高出數倍

之新式材料科技應用，為此

種此應用之先驅研究，國內

尚無案例，亦希望經由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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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供將來運用時相關設

計參考資料。 

15. 將簡報上最新資料，納入第二次期中報

告書上。 

本次簡報中增列了溪口台

現地試驗情形說明，及第二

次現地試驗選址。已補充納

入 5.2、5.3 節中(P.151、

P.165)。 

 

 

16. 建議請李有豐教授書面審查之。 本計畫特請李有豐教授擔

任本計畫顧問，指導本案有

關新式材料分析與試驗工

作，並就報告部份審閱指

導。 

張德鑫 

委員 

1. 應針對研究中選定之施工材料，其工程

性質之限制條件多做說明，並需與其

他材料比較其優劣點。如需說明此 

FRP 材料之貫入方法(震動式、壓力式

等)建議，其貫入土層(岩層)之 N 值需

在多少以下方能適用，另施工之長度

限制，是否產生共振或變形等說明。 

依目前進行過第一次現場

試驗結果顯示兩點現象

(P.162): 

(1) 使用輕型震動機具(平

板震動機)在缺乏配重

下壓之情況下，因下壓

力不足無法產生順利貫

入。 

(2) 在無其他預先引孔機具

輔助下，以傳統震動打

入方式施工，則 FRP板

樁之貫入作業仍應以土

壤地盤為主，其適用 N

值應在 30以下(緊密

砂)。 

第二場址試驗，將採用怪手

加壓方式施作，進一步確認

在施加下壓力之機具施工

下，FRP板樁所能表現之施

工性能。 

2. P.160 及 P.161 第 6.4  節中針對 

FRP 版樁及鋼版樁之成本分析中應加

依據試驗場址所需改善性

能，FRP板樁以結合傳統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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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他施工費用(如背拉等)，另外生命

週期內之成本分析中應考慮利率及攤

提，以年記成本來評估比較。 

工方式施作，其作法上與傳

統鋼鈑樁差異不大，故配合

工程之費用大致相同。至於

護岸本體修復費用，因非比

較主體，故不納入成本比

較，以突顯應用不同材料之

差異性。 

另外生命週期內之成本分

析中已依銀行利率與通膨

率計算時間成本與換算現

值比較，修正於報告書中。 

(P.177)  

3. 第二場址之方案為凸岸淤積段，其施設

長度為多少？如長度不足是否會有從

側方淘刷之情況，深度不足會有流失

之情況。 

原計畫第二場址選用羅浮

段左岸，循岸際施打複合材

料(FRP)板樁，端部以折邊

打設方式避免測向淘刷。深

度以打設錨入約 3~4m為原

則，以改善坡腳穩定性。 

後續經機關協助現勘，改至

湳仔溝護岸辦理。設計考量

仍以加強護岸趾部及防止

土壤被水流沖刷為考量，打

設深度將以懸臂段 2倍以上

或抵觸岩面為原則。以強化

護岸趾部錨定力，詳附錄

四”第二次現地試作試驗

設計圖”。 

張庭華

委員 

1. P.37 表 2.9-2 國內外邊坡護岸不同材

料工法適用性比較表對於運輸性與施

工性之比較似不甚合理，例如常運用

於邊坡護岸之重力式擋土牆護岸、預

鑄版塊護岸均歸類於運輸性及施工性

不適用。建議將不同材料、工法之比

較條件加以律定、說明。 

敬謝指正。已調整比較項目

內容，律定及說明不同材

料、工法之比較條件後進行

比較。詳 2.9 節(P.35)。 

2. P.39 石門水庫蓄水範圍與集水區有所

混淆，請更正。 

已依經濟部公告蓄水範圍

內容修正文字內容，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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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1，敬謝指正。 

3. 台灣天然河川多有塊石及卵礫石層，本

案於溪口台進行現地試作試驗，即受

到塊石及卵礫石層影響而未能完全發

揮 FRP 版樁之特性。建議對於 FRP 

版樁運用於天然河川之適用性再加以

檢討。 

卵礫與塊石層常存在於砂

岸下層，造成護岸貫入施工

上之困難，因此須倚靠施工

機具之技術克服。除了傳統

採用衝擊引孔、水沖振動、

全套管抓掘等方式外，國外

亦開發了硬質地盤掘削之

施工方式，如本報告書第

2.8節(2)所介紹(P33)。此

種工法可克服現有施工方

式不易作成連續性壁體之

困擾，且採生產線式推進施

工，大幅改善施工效率與工

種整合。 

本案進行現場試作之 FRP板

樁，其硬度亦如同其他鋼製

品一般不足與卵礫塊石抗

衡。在 5.2節(P.163)中特

別對於施工技術瓶頸，蒐集

國外以輔助強化導架貫入

卵礫之實例，可供國內應用

時參考。 

4. 附錄三圖號 A-2 中 SECTION A、B、

C 建議將鋼軌樁標示出來。 

已依原設計標準圖補繪於

斷面圖中，詳如附錄三圖面

A-2。 

5. 報告內容部分文字誤植，本人已將之標

示於報告內，於會後另提供承辦單位

參考修正。 

感謝指正，除逐一修正外，

亦對整體文句再次校稿。 

6. 本案原於溪口台碼頭旁進行現地試

驗，如更改至其他地點進行第二次現

地試作試驗，建議主辦課通知石門水

庫管理中心，以利該中心配合水庫水

位適時進行溪口台護岸修復工程施工 

已依程序向石管中心申請

水域活動獲准。唯目前第二

場址改至湳仔溝施作，已無

庫區水域作業需求。 

王瑋 

委員 

1. 本局「103 年度溪口台護岸修復工程」

已完成發包並俟水位下降後即可進場

原設計之 FRP板樁，除加強

牆底錨定外，亦可兼作外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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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如本計畫原選定工址 FRP 版樁

試驗因地質限制而無法試驗時，請問

本計畫對於前述工程之施作有何建

議？ 

工護岸填充混凝土圍封運

用。今因施工限制取消 FRP

板樁。建議修復工程可於水

位退去時，於外側組立模板

以利混凝土澆置圍封。 

2. 第二試驗場址之選址是否與當地地主

接洽過？且該場址位處集水區進入蓄

水範圍之入口，該處流況紊亂，因此

本試驗應妥適規劃，以確保水庫之安

全。 

已洽詢廖村長，表達試驗地

點屬集水範圍用地，並無意

見。該處恰為水流迴繞區

域，故規劃以複合材料板樁

保護砌石護坡基腳。 

唯目前已經依機關建議改

選湳仔溝 3k+950附近護岸

坍陷處為第二次現地試驗

場址，正安排進場施作中。 

石門水

庫管理

中心高

昇敬工

程司 

1. 溪口台護岸處之 FRP 版樁現場施作方

式與現地試驗設計圖 A-2 多有不同，

如(1)  FRP 版樁與原護岸水平間距不

符。(2)  設計圖螺桿植筋是否有預鑄

繫梁，若無，是否會影響樁頂帽梁。 

(1)現場進行試作時，因

作業點與吊車可停駐點

距離達 30m 之限制，故

採用訂製小型震動機具

施作。施作時發現缺乏

足夠下壓力且地層所含

卵石較大無法貫入，故

作業時多次調整樁位擬

由間隙貫入，故位置有

所偏差。  

(2)由於僅貫入約 20cm

即無法再深入，確認無

法達到設計之 60cm 貫

入深度需求，因此未進

一步施作錨定用螺桿植

筋。設計時樁頂繫梁由

碼頭修復工程負責澆

置，以結合板樁與牆基

為一體。  

2. FRP 版樁於落錘打樁或震動貫入之施

作過程，是否有困難，材料本體是否

有變形或柱挫屈等力學破壞現象。 

在參考國外施作案例中，在

一般土層中，落錘打樁或震

動貫入均無問題。樁體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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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勁度亦足堪施工荷重負

荷無挫曲變形或破壞現象。 

但遭遇卵礫石、塊石時由於

硬度上難與岩石相較。即使

機具加壓衝擊力道增倍，打

至樁體變形或破裂亦無法

順利貫入，此點與鋼鈑樁情

形相同。必須倚賴衝擊引孔

先行破碎塊石，再運用高壓

水流與震動打樁輔助克

服。國外 FRP 鈑樁有運用強

化鋼導引架貫入卵礫石及

泥碳岩層案例，補充於 5.2 

節供參(P.163,實例圖片因版權限

制未便轉登)。 

3. 國內外是否有 FRP 版樁之施工規範可

參閱。 

國內對於 FRP板樁施工目前

尚無規範，目前僅有材質規

範。如公共工程綱要規範第

09969章玻璃纖維積層塗

刷、及相對應之檢驗規範如

CNS 12776 K6975玻璃纖維

強化塑膠檢驗法總則、CNS 

12780 K6979玻璃纖維強化

塑膠之抗曲性能測定法、

CNS 12785 K6984玻璃纖維

強化塑膠之硬度測定法等。 

國內外經查證後尚無 FRP版

樁之施工規範可供參閱。 

4. 溪口台護岸現地試驗如於試驗過程中

所遭遇困難或失敗原因，結果均可撰

寫於報告書中。 

除尋找第二試作場址進行

試驗外,亦將就溪口台護岸

現地試驗過程之說明，詳載

於報告書第五章(P.147)。 

5. 試驗規劃與現地施作需吻合，以利規劃

期間滲流場分析、水理分析、土壓水

壓分析等為有效數據。 

敬謝指正，施作時確以規劃

內容進行，當遭遇實際條件

作必要之調整時，將回饋現

場條件作為分析檢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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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課

陳鶴修

工程司 

1. 第二場址若選定為羅浮橋下高灘地，因

該處為養護課預定清淤之區域，建議將

施作位置圖明顯畫出標示，供未來清淤

時可避開對施作場址影響。 

依據後續選址，已依機關建

議改用湳仔溝護岸為第二

試驗場址。 

主席 

結論 

1. 本報告第五章現地應用試驗，請補充現

地地質、水位及地形平面圖等基本資

料，另本試驗附錄三，使用材料項目、

數量、工期、施工規範等設計資料，請

一併補充於報告章節中。 

補充現地地質、水位及地形

平面圖、設計資料等資料於

第 5.2 節(P.151)，詳細設計

圖請參閱附錄三。 

2. 第六章新舊工法成果比較，除經費、使

用壽命比較外，請再補充經本試驗後，

現地地質、施工工法、施工機具及工期

等特性及限制之優缺點比較。 

就各式新舊工法於地質條

件、施工工法、施工機具及

工期等特性及限制之優缺

點整合比較於 2.9節

(P.35)。 

3. 請補充本計畫工作執行進度表，並請保

育課依進度表及契約內容審查報告內

容是否符合規定，再行召開審查會議。 

謹補充於第 1.4節，說明目

前執行進度與契約內容辦

理情形(P.7)。 

4. 第二試驗場址為養護課 104 年羅浮清

淤地點，且現址為凸岸屬淤積地形無沖

刷情形，請與保育課檢討其他試驗地

點。 

遵照辦理，另與保育課進行

現勘選址，已改選湳仔溝

3k+950附近護岸坍陷處作

為第二試驗場址，提報機關

確認。 

5. 前次審查會議委員意見僅有說明，並未

於報告章節補充，與前次報告無本期工

作內容報告，請再補充並依委員及本次

會議結論修正後再送本局審查。 

併同本次審查意見，併同修

正第一次審查辦理情形回

覆表，補充標註修改位置以

供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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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材料工法在水庫蓄水範圍及其上游主流河道治理工

程之運用研究」期末報告書 

審查意見暨回覆表 

發言人 意見內容 廠商說明 

范致豪

委員 

1. 請增列參考文獻。 已補充於本文後-“參考文

獻”。 

2. 摘要過於簡略，應將本研究案獲得之各

項成果扼要摘述。 

已作增補，加列各節摘要說

明。 

3. 第六章建議移至第五章之前。 已依意見調整章節順序。 

4. 簡報資料中部份成果未納入報告書中，

請將其增補於期末報告修訂版中。 

簡報資料中新增之成果部

份,進行補充已納入修正報

告中。 

5. P.178公式 6.2-1未見於報告書中。 已補充，配合章節調整為公

式 5.2-1。(P.158) 

6. 碳足跡分析所用之參數來源應有交待並

建議將該些參數表列於報告書中 

已補充，詳見表 5.2-1。

(P.163) 

7. P.182-183護岸造價分析可將人力、工

時等納入考量。 

已儘量詳計算於比較與結

果中，詳見表 5.4-1。

(P.172) 

8. P.198頁碳足跡結果應補充比較論述。 已補充，詳見第五章。

(P.169) 

白朝金

委員 

1. 本案報告書中錯別字甚多，建議請委辦

團隊確實檢視。 

敬謝指正，已再作全文檢視

修稿。 

2. 本案報告書中之圖、表之出處，建議予

以標註說明係引用或團隊整理的。 

皆已標註文獻來源，若無則

為團隊自行製作之圖、表或

由團隊所拍的照片。(詳參

考文獻) 

3. 報告書中之照片，建議加註拍攝日期。 遵照辦理，加助於各照片標

題下方。 

4. 國內案例蒐集分析，未見有針對河道凹

岸刷深致護岸基礎淘空之處理案例，建

議再補充 

本計畫案例蒐集，包涵了主

辦機關近年來所進行各項

水庫週邊崩塌、河岸崩塌及

護岸基礎淘空之復建案例。 

其中案例 D、E、H、I、J、K

屬於凹岸案例，成因亦多為

水流沖刷淘空基礎所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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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後整理其要因分析如

3.3節詳述。(P.83) 

5. P.36各種工法分析比較，評比之項目與

P.4之工作內容尚有出入，建議再補充 

P.36 2.9節所進行之工法特

性比較，係針對工法之工程

應用特性之比較。1.3節

(P.3)所述為國內外應用高

強度、耐久性佳、環境友

善、工期短、施工便利等特

性之評估比較，涵蓋面較工

程特性廣，故另闢於章節於

第五章說明(P.154)。 

6. P.51，案例調查 11件，其調查結果已作

致災原因的分析，建議團隊針對其破壞

機制提出解決方案 

本案蒐集調查共 37案例依

位置歸類為 11地點。致災

要因與建議對策詳如 3.3節

所述。(P.83) 

7. P.51，案例 A圖 3.2.1-1顯示河道在該

段有束縮現象，致該段受水流沖刷力大

以致護岸基礎掏空較可能為致災原因。 

敬謝指正，更正為河流束縮

段水流速提高沖刷淘空基

礎力量較強。(P.58) 

8. P.70，圖 3.2.9-4案例 I護岸局部坍塌，

由照片看來該段似乎未曾施作構造物，

建議再確認。 

本案為原河岸岩層受水流

夾帶土石沖刷，逐漸淘空。

進而造成後側邊坡表土層

滑坍，修復工程採塊石重力

式擋土牆以提高耐摩損能

力。於 99年 9月完工。所

示照片為完工後，部份未砌

作擋土牆護岸部份河岸邊

坡，仍在發生沖刷坍塌之情

形。(P.76) 

9. 第二次在湳仔溝現地試驗，該位置不在

水庫蓄水範圍及其上游主流河道上，是

否符合契約規定建議確認。另該場址是

否有鑽探，參數如何選取。 

本案研討本案經費所能執

行試作試驗規模，研討新式

材料工法中具應用潛力者

進行試驗。 

特殊機具因成本龐大且非

短期可引入國內，應另於大

規模工程案中由承包商引

進施作始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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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新式材料方面，評估高

強度之 FRP材質應用特性，

以土質河岸治理為合適場

址。 

由調查案例中篩選，溪口台

屬沙洲地及崩積層，施作上

具可能性，因而選擇進行試

驗。實際試作時因施工空間

過於受限制未能以一般挖

土機施作而被迫停止。 

其次選擇羅浮段左岸因考

量將來疏濬工程可能損毀

而作罷。 

最後選擇湳仔溝場址，屬於

主辦機關轄管範圍，且為蓄

水範圍上游主流河道之

一，符合本案研究對象之定

義範圍。地質上表層均為粉

土質砂與粘土，且有護岸滑

動塌陷須儘快進行治理修

復以免擴大。故報請機關同

意後即行試作。 

參數之選定除進行現場鑽

探與試驗取得力學參數外

(附錄四)，亦參酌區域地質

經驗略作折減擬定。 

10. 傳統與新式材料應用成果比較，僅針對

FRP與鋼板樁工法之比較，但傳統材料

工法尚有數種，未見有比較及說明其優

缺點。 

誠如委員們所建議，比較之

對象以具有同類應用方式

之材料，始能在客觀條件上

比對出其差異性。以新式材

料 FRP板樁與鋼鈑樁產品進

行比對研討其相關產生之

工期、施工性、生命週期成

本、環境友善因素之差別。

詳如第五章比較所述。 

11. 主流河道很多都是卵礫石層或岩層，FRP 國外應用案例中，有應用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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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不太適合，針對主流河道之適當工

法請提出供機關參考。 

化鋼導桿引導 FRP板樁打入

卵礫石及泥碳岩之案例。此

部份為配套機具所產生之

差異，謹補充其施工方式說

明於 2.7節(3)。(P.32~33) 

另一種方式為運用特殊設

備之施工，如 2.8節(2)所

述之硬地盤護岸工法。可克

服以往在岩盤中構築水密

連續樁體的困難點。(P.38) 

此兩種新式材料工法，一為

材質上的演進更新，克服銹

蝕耐久問題，另一為運用新

開發施工啊機具克服河岸

岩層施作問題。皆有其優異

特性，亦具備與傳統工法互

相搭配應用之特性。謹就此

點論述再補充於 2.9節。

(P.40) 

張德鑫

委員 

1. 3.1.3節氣候與水文中，其中有多處支

流之名稱有誤，如「湳仔溝溪」，「高坡

溪」，「高遶溪」等，請修正。 

已再作校稿修正，敬謝指

正。(P.48) 

2. 案例 E之描述是否應在巴陵壩之下游，

其正確位置請再確認。 

確認無誤，圖 3.2.5-1上方

為北向，水流向北，往南約

800m即為潰壩之巴陵壩。此

段已依第一次期中報告審

查時張委員意見 4完成修

正。(P.67) 

3. P.155中安全係數定義之地盤強度，其

強度指標是否為土壤參數。 

該強度採 Mohr-Coulomb對

土壤剪力強度之定義。

(P.181) 

亦即 S= c’+σ’tanφ’ 

S:剪力強度 

c’:土壤有效凝聚力 

σ’:剪力面有效正向應力 

φ’: 土壤有效內摩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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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laxis 2D 分析中，採用

全地盤材料逐漸折減強度

比例方式,推求至潛在破壞

點應力超出折減強度時視

作破壞。則破壞臨界時之折

減量比例倒數，定義為安全 

係數。此作法較採用圓弧切

片計算整體滑動面總合之

趨動力與阻抗力比，較能探

求局部破壞之可能性。由於

局部應力集中之破壞有可

能於整體破壞前發生，計算

所得之安全係數略較保守。 

4. 湳仔溝溪之現地試驗為何僅選定 FRP板

樁長度 4M?此部分之土壤 N值僅 5~10，

而又有露出高度及前有覆土，其安全性

如何？ 

湳仔溝溪經鑽探得知表層

覆土約 8m，其下為砂岩層

(詳附錄四，第二試作場址

鑽探報告)。 

由於打設點在護岸趾部與

溪床等高。與岸高差則約

-3.3m。研判在趾部打設板

樁應在 3~4m 遭遇岩盤。施

打時先以 8m全樁打入探求

觸岩所需深度，估算 4m應

為足夠之深度，即開始邊打

邊切，預期如遇較深岩盤觸

仍可調整為較長板樁。 

本試作打設 FRP板樁對於既

有護岸可產生趾部滑動錨

定之功能，其行為類似於受

橫向力作用之短樁。圖

6.3-2(P.191)所見照片中

前方覆土為既有之溪床局

部淤積高於溪床面，並不影

響板樁之錨定貢獻。經分

析，打設板樁後，安全係數

可由 1.4回復到 1.54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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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對滑動穩定之安全要

求。(P.195) 

5. 碳足跡計算之各工法材料斷面請補附，

如懸臂式水泥用量比重力式多，乾砌石

護岸其鋼筋是否用於基礎等，因無參考

設計圖，故無法檢核其合理性。 

本案估算各種護岸工法型

式時，係以假設高差 3.6m

之土質地盤條件。分別採用

各種材料工法之可行斷面

尺寸進行估算。 

重力式估算時採用斜傾之

牆背角，利用重力平衡省料

的條件下，加上懸臂式估算

底版座落較深，故混凝土量

較重力式略高。 

乾砌石、偽石塊、支幹格

框、箱籠護岸均採用了鋼筋

混凝土底盤之設計手法，可

勻化突兀的差異沉陷，故有

鋼筋量之產生。 

有關比較之對象如前面委

員建議改為同應用類型之

材料工法比較，本報告書將

取消此不同應用類型之護

岸型式比較。詳如修正報告

第五章。(P.154) 

6. 表 6.4-10之平均造價同理應補附參考

設計圖。 

依上述修正後，如表 5.4- 

1。(P.172) 

7. 第七章結論與建議建請具體描述及限制

或適用條件以利後續採用。 

已補充新式材料工法在應

用限制上之考量與適用條

件說明，詳第八章結論與建

議。(P.206) 

8. 各種工法均有其適用情況與條件，不能

以單一案例即否定其他工法，因此是否

以碳足跡或成本考量來突顯 FRP之優

點，尚值得商議。如以表 3.2-1之近年

石門水庫護岸工程共 37件，FRP之適用

案例有哪幾件工程？ 

確實，各工法之存在均有其

環境條件需求。新式材料工

法之探尋不在於推翻既有

材料工法，而在於取長補

短。新舊材料工法之差異特

性為必需比較凸顯之處，但

不代表新材料工法就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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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優異。 

以石門水庫護岸為例的 37

件案例，如能搭配 2.7節(3)

及 2.8節(2)所述之國外所

採用之施工機具(本研究案

無法支應國外機具引進之

龐大經費)，則即使是卵礫

石層或岩盤層亦均能施

作。如此、考量 FRP板樁較

無法承受土石撞擊磨損之

限制，則表 3.2.12-1 中分

類整理後之 11個案例工

址，可適用者應為 B、C、D

等下游段工址較合適。亦即

有 3處案例較為合適。 

對於此種新式材料的比較

著重於其材質與以往的不

同所能帶來的工程功能，也

包含了生命週期成本的比

較。 

邱湘龍

委員 

1. 第三章各案例提出「竣工照片」、「損毀

照片」最好有相同方向背景之照片，才

能做明顯比對。 

敬謝指導，爾後將納入照相

注意重點。 

2. 第六章圖 6.1-1產品全程生命週期第三

階段「加工階段」似與前段敘述「運輸

階段」不同，請釐清。 

應為「運輸階段」誤植為「加

工階段」，已修正為圖

5.1-1。(P.154) 

3. 各設施建議應有構造物標準斷面圖以利

對照比較。 

本案估算各種護岸工法型

式時，係以假設高差 3.6m

之土質地盤條件。分別採用

各種材料工法之可行斷面

尺寸進行估算。 

有關比較之對象如前面委

員建議改為同應用類型之

材料工法比較，本報告書修

正後取消此不同應用類型

之護岸型式比較，詳如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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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第五章。 

 

4. 結論 4.就材料工法比較似乎無法建立

在同一基準面上，宜僅就 FRP板樁與鋼

板樁或鋼軌樁等樁基工法比較較為合

理。 

比較之對象如前面委員建

議改為同應用類型之材料

工法比較，本報告書修正後

取消此不同應用類型之護

岸型式比較，詳如修正報告

第五章。 

結論 4配合修正。 

5. 第六章表 6.3-1、表 6.3-2列出 FRP板

樁與鋼板樁採購價比較，但長度分別為

L=8m、L=13m，是否屬相同比較基準(宜

採單位長度比較)。 

FRP板樁因生產線自由度

高，可客製定尺產品。鋼鈑

樁則須以規格品 13m進行裁

切運用。考量實際條件以裁

為相同之 4m板料進行價格

比對。 

石門水

庫管理

中心高

昇敬工

程司 

1. 執行進度表(含時程)可補列於報告書

1.4節(P.7)。 

遵照辦理，補列於報告書

1.4節。 (P.8) 

2. 報告書 P.167表 5.3-1監測頻率是否為

本研究之工作內容? 其頻率訂定標準為

何? 可補充說明。 

監測的目的在於比對板樁

打設後是否達到抑制加勁

擋土牆內擠進而穩定溪岸

之功效。頻率之訂定參考一

般地工設施監測及設計考

量，在初始完成一個月內用

較高頻率(每週一次)，其後

用正常頻率(每 2~3 週一

次)。謹補充說明於 6.3 節。

(P.194) 

3. 湳仔溝現地試驗尚無鑽探資料，未來可

予補充。 

已完成鑽探報告，補充於附

錄四。 

4. 報告書 P.174，有關圖 5.3-14文意說明

有誤，請檢閱。 

更正為圖6.3-14湳仔溝FRP

板樁試作完成照片。

(P.200) 

5. 報告書 P.174說明及 P.199結論，如何

由本次現地試驗判定 FRP板樁可運用於

SPT-N值 30以下土層打設，可詳予說明。 

本次試作，在 N值達 26時

尚能不倚賴其它特殊輔助

機具(如導桿、引孔、水刀)

順利打入，預期在一般土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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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無打設問題。適用 N值

之進一步印證有賴後續國

內各應用例進行統計。 

由施工實際操作經驗預期

在一般鋼鈑樁適用之場

所，FRP板樁之打設應無問

題。 

6. 報告 P.183表 6.3-3之 FRP板樁與鋼板

樁之優缺點比較，建議可補充前開工項

使用限制與使用條件。 

遵照辦理，補充於表 5.2-4

其使用限制與條件。

(P.165) 

保育課

陳鶴修

工程司 

1. 本案監測時間受限較短，後續建請繼續

監測湳仔溝 FRP現場並請將監測結果提

供本局參考。 

遵照辦理，目前已進行至第

5次量測，納入附錄五。 

2. 附冊監測報告之傾斜量 T1-2變化量

大，請補充說明，另有否考量加裝應變

計之需要？沉陷釘之位置考量。 

傾度盤初始安裝時會因地

盤擾動而變形與應力調整

行為，搭配後續觀測研判說

明於 6.3.2節。(P.193) 

由於樁體剛性相對於樁長

屬短樁行為，樁體彎矩並非

控制要素，故並未考量安裝

應變計，而以量測樁體剛性

偏轉以及對應同一斷面之

地表承陷為重點。沉陷釘即

以此考量布設，補充說明於

6.3.2節。 

3. 有否考量加裝背拉桿? FRP現場施工完

成後須適當整理及復原。 

如前述，本場址之應用在於

提供加勁擋土強錨定強

化，以力學需求而言並不須

採用背拉方式強化。 

板樁施作完成後，將於結案

前完成背土填平與步道植

草磚復原。 

4. 本案若遇集水區堅硬地盤如溪口地區但

無地形及機具限制時，可如何改善施工

可行之作業方式，並放入報告中，以供

參考。 

對於試驗而言，因金額規模

太小，動員廠商不易故有困

擾。如搭配工程案，則便

道、浮台皆為可行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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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依規劃之斷面進行施

作。依意見補充建議於

6.2.4節。 

5. 本報告摘要缺乏對 FRP現場施作等之敘

述。 

謹加強補充於摘要。 

6. 報告 P.51~P.75案例 A~K照片，請加註

日期以供日後參考。 

遵照辦理加註各拍攝日期。 

7. 結論與建議內容不足，請補充，另補冊

之研討會成果資料及最新監測結果請放

入成果報告書及附錄中。 

依前述意見，將各章節摘要

納入結論與建議中，監測結

果納入附錄五。 

8. 報告 P.54案例 B溪口台碼頭護岸標準斷

面圖錯誤，簡報檔為正確，請更正。附

錄二地質鑽探成果，第 4頁簡化地層參

數表灘地區ψ’等參數值，請再檢視確

認。 

感謝指正，謹作更正。 

附錄二亦經檢討更正。 

主席 

結論 

1. 報告格式請依水利署及本局相關規定

加以檢核及調整。 

遵照辦理，修正相關格式。 

2. 摘要請以節錄本文各章節重點或重要

數據，並儘可能以條列及圖表方式呈

現，另請補充 Abstract。 

已調整修正摘要撰寫方

式，節錄各章節重點及參考

數據並編寫英文版。 

3. 第七章結論與建議請區分結論、建議兩

節分別撰寫，相關內容亦請加強論述，

另參考文獻不編於附錄，應移至結論與

建議章節之後。 

已修正為結論、建議兩節分

別撰寫。 

文獻位置調整更正。 

4. 請補充工作構想及流程於第一章結論

中較完整。另未來成果報告無原列之執

行進度與契約內容，辦理情形該節請刪

除。 

已補充 1.4節說明整體工

作執行構想與流程。(P.6) 

成果報告將刪除執行進度

與契約內容之說明。 

5. 第二章國內外資料蒐集分析請針對水

庫蓄水範圍及其上游主流河道治理工

程的範疇來調整及改寫。 

已調整第 2.1節，就治理工

程實質上乃運用護岸設施

達到水域管理維持以及鄰

近陸域邊坡保護之功能。新

式材料工法即以達成水域

管理整治之實質護岸設施

圍為研究重點。 

6. 針對各式材料工法之特性比較，尤其所 增列第 2.10節說明有關於



(續上頁) 

 回覆-32 

謂新式材料工法，並導向本試驗案例採

用 FRP材料等之論述請加強著墨。 

進行試驗選材，採用新式高

強度 FRP為試驗對象之考量

重點。(P.46) 

7. 如何就護岸破壞要因分析及選定湳仔

溝為案例來施作 FRP等之論述請加強研

處。 

謹補充詳細說明於 6.1節。

(P.173) 

8. 就本次研究及試用結果，請加強 FRP的

優劣及適用性、材料穩定性、壽命及經

費等加以探討及說明。 

遵照辦理，加強補充於第五

章。(P.154~172) 

9. 辦理專家學者研討會既是主要工作項

目之一，本文應列專章扼要說明大致辦

理內容、重要議題及成果、過程照片

等，餘方置於附錄中。 

已補充說明於第七章，並將

研討會記實檢附於附錄六。 

10. 就論述傳統與新式材料成果比較，應加

強論述基礎的客觀性及成果之代表

性，力求嚴謹。 

遵照辦理，對於第五章應用

成果比相關論述予以修正

以求客觀性。 

11. 本期末報告暨簡報原則認可，請執行單

位參酌各委員及與會相關單位代表意

見研處，並於成果報告中有所回應。 

遵照辦理，並依委員意見逐

一修正回覆。 

12. 請執行單位於本年 12月 10日前檢送成

果報告修正稿乙式 3份至本局，以利本

局保育課依權責憑辦後續作業。 

遵照辦理。 

 



 

 

 

附錄二  第一次現地試驗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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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二次現地試驗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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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現地試驗場址地質鑽探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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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專家學者研討會實錄 
 

 

 



「新式材料工法在水庫蓄水範圍及其上游主流河道治理工程之運用研究」 

研討會會議紀實 

 

壹、 時間：103年 11月 10日(星期一)上午 9時 50分 

貳、 地點：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設計館 8F演講廳 

參、 主持人：李教授有豐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出席人員簽名冊) 

伍、 主席致詞： 

北水局 張庭華 主任工程師 

此次「新式材料工法在水庫蓄水範圍及其上游主流河道治理工程之運

用研究」研討會由北區水資源局主辦，同時此計畫並於石門水庫集水區執

行當中。 

各位皆知石門水庫集水區之範圍很大，共計有 736.4平方公里。因為

台灣的地質年代時間較短，因此崩塌的情形非常嚴重。特別是河道的治理

方面，受限於施工機具的通達，以過去使用之鋼板樁、鋼軌樁等傳統的施

工工具，往往會有力有未逮的情形。因此也在尋找適合石門水庫集水區邊

坡及河道整治護岸修護的工作，並與實務界各專家學者來尋求解決方式。 

而現在有一方法係採用 FRP版樁施作方式，目前位於石門水庫集水區

湳仔溝已採用此方式施作，且施作方式非常良好，而個人也至現場實際了

解 FRP版樁施作的過程。對於湳仔溝如此狹小的空間，施作機具很容易到

達，也有很好的成效。因此與委辦單位艾奕康工程顧問公司舉辦一個施作

成果的發表，也因此有此研討會的行程。 

此次研討會也邀請了許多專家學者，包含了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陳教

授、香港 AECOM董事  趙博士、磁震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翁教授及

洪仲營建技術公司  洪先生，一同分享複合材料及 FRP材料於實務界之應

用及工程特性，並透過此一研討會讓工程實務界也能了解國內在複合材料

及 FRP材料對於護岸修復發展的特性及效能，也能期望藉由此研討會讓實

務界之先進們一起共襄盛舉，並透過討論的方式，讓此一工法能順利推廣

到水利工程上，並敬祝今日的研討會能順利，謝謝各位。 

陸、 主辦單位報告：(略) 

柒、 顧問公司成果簡報(略) 

捌、 各委員及出(列)席單位(人員)意見及回覆(依發言順序排列)： 

 

 



趙 博 士 演 講 

提  問 回  覆 

李 

教 

授 

目前義大利或其他許多國家採用

FRP來做為土釘材質，不知香港是否

也有採用此種材質施作？ 

所知香港有探討碳鋼纖維及玻璃纖

維，其中之一考量為抗拉為主，但

從電腦模擬分析上，其剪力及彎矩

力量亦無法忽略，尤其鋼纖維對於

抗彎能力方面之可靠度是仍有疑

慮。 

洪 

先 

生 

(1) AASHTO 是 Guideline 還 是

Code？ 

(2) GeoGuide 係何處之規範，是英國

還是美國規範？ 

(3) 使用不鏽鋼包覆時，其內部材質為

何，且其防蝕情形如何？ 

(1) AASHTO為 Guideline。 

(2) GeoGuide 為香港土木工程拓展

署出版之岩土指南。 

(3) 其內部材質為碳鋼。主要利用碳

鋼之力學性能，保護方面主要靠

表面不鏽鋼。我們特別強調，對

於兩不同材質間之金屬鍵結合

情形最為關鍵。要求廠商展示不

同情況下，金屬鍵仍能在受力情

況下沒有破損，此點並有嚴格要

求。廠商並展示不同之試驗成

果，包括受力彎曲之情形下，將

樣本切成薄片，於金相顯微鏡下

檢視金屬鍵之連結情況，此結果

是滿意的。同時進行一系列抗腐

能力試驗，顯示在高濃度、長時

間；高溫下，不鏽鋼均具有良好

之抗腐能力。 

翁 博 士 演 講 

提  問 回  覆 

洪 

先 

生 

有關風機基座之研究，由於目前核四

停止施作，政府要求加速推動離岸風

機發展，想請教水中基座之施作建

議？ 

建議水中基座構造採用複合材料設

計，鋼筋可採用玄武岩複合材料即

不會腐蝕。 

以翁博士之身分與名聲，應主動向能

源局建議風機施作材質可採用複合

材料設計。以現行國外施作離岸風力

發電風機，其風力葉片有的甚至達到

直徑 150m，目前基座具有不同型

式，每座基座重量約 500T~1000T，

不僅重量重，且多為鋼構施作，因此

鋼料即具有生鏽之問題，且運輸亦是

感謝洪先生建議與指教。 



個大問題。因此可建議採用此新材料

FRP發展，甚至可將此技術材料發展

至國外。 

趙 

博 

士 

目前 3D列印技術運用之範圍越來越

廣，甚至有人成功利用 3D列印方式

建造房子，想請問博士對於利用新材

料進行 3D列印技術有何評論？或有

哪些問題需要解決？ 

以 SMC、BMC 短纖之施行方式是

有可能實行，若為連續纖維則較難

執行，且目前技術仍不成熟，尚需

要時間發展。且目前 3D 列印出之

構造未出現具有較高的強度，僅形

狀到位，目前可能僅以造型用為

主，結構用途尚需時間發展。 

未來是否有可能以此新材料進行 3D

列印發展？ 

未來很有機會以此新材料進行 3D

列印發展，其首要關鍵課題為列印

程式之建立，以利未來應付各種預

製廠用 3D 輸出模組。 

 



辦理報到手續會場大門入口

樣品材料展示茶敘交流時間

參與研討會全體成員合影

研討會實況剪輯



張庭華主任工程司致詞 李有豐教授引言

演講主題1-陳水龍教授 演講主題2-趙聖樂博士

演講主題3-洪 造先生 演講主題4-翁慶隆博士

現場聆聽簡報 討論交流

研討會實況剪輯



 

 

新式材料工法在水庫蓄水範圍及其上游主流河道治理工程

之運用研究 研討會 

本研討會就國內外水庫周邊材料工法與案例進行介紹，針對發展中之新式材料所展現

之強度、耐久、輕便與環境友善等特性與應用實例介紹，研討在護岸邊坡保護與復建應用

之工程性能。藉由本研討會之舉辦，分享各界。 

主辦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協辦單位： 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日期：103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一) 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設計館 8F 演講廳 

時間 議程 主講人/出席人員 

09:20~09:50 人員報到 

09:50~10:05 主持人引言及來賓致詞 & 留影 

10:05~10:45 國內外水庫周邊材料工法與案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陳水龍 教授 

10:45~11:00 休息 (15min.) 

11:00~11:40 

Study on the potential use of  

Stainless Steel Solid Bar and 

Stainless Steel Clad Bar in Soil 

Nail 

AECOM 

趙聖樂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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