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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多孔隙預鑄工法於台東野溪治理適用性之研究
林志賢[1] 莊裕斌[1]
摘

要

黃勝頂[1]* 許中立[2]

水保局臺東分局為考量同時能符合環境友善及職業安全的施工方法，認為現階段預鑄工法是能達

成目標的發展方向。而本研究就野溪治理工區進行調查，瞭解分局研發之專利預鑄塊於護岸施作情況，並協
助開發塊體於固床工運用，透由分析其淘刷作用，建立工法之基礎研究。水工試驗研究結果顯示，RC 箱固床
工的表現絕大多數優於傳統式固床工；而 C 型固床工無法改善傳統式固床工趾部渠床淘刷的問題，反而讓問
題更加惡化；X 型固床工就絕對平均最大淘刷深度及淘刷坑的絕對平均最大長度大多小於傳統式固床工，表
示 X 型固床工可以減緩固床工趾部渠床淘刷的問題；X+C 弧型固床工會產生比傳統式固床工更大規模的渠床
淘刷，在更高流量的條件下，弧型固床工的表現更為惡劣。

關鍵詞：新型多孔隙預鑄工法、野溪治理、水工模型試驗

Applicability of New Porous Precast Concrete Blocks for Torre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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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aitung Branch of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considers precast concrete blocks to
be the optimal solution for addressing the deleterious effects of torrent management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ecast concrete block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examined
hydraulic experiments on newly patented concrete blocks in the application of groundsil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roundsills encased in reinforced concrete prevented erosion more effectively than did traditional groundsills. Type-C
concrete groundsill enclosures cannot be improved to alleviate erosion problems and are more likely to fail than traditional groundsills. Type-X concrete groundsill enclosures were more effective than traditional groundsills in terms of
the absolute mean maximum erosion depth and the absolute mean maximum erosion length. Finally, the Type-X and
Type-C combination concrete groundsill enclosures are effective for preventing large-scale erosion in high-flow environments.
Key Words: porous precast concrete blocks, torrent management, hydraulic model test

一、前

言

台東地區位於板塊擠壓的接觸帶上 (花東縱谷)，亦是地

多樣，造成離退後無人繼任問題，如何透過工程設計將施工
模組化以加速新建與災修工程的便利性與一致化是必然發
展的趨勢。

質作用最頻繁又複雜的區域 (火成岩、沉積岩與變質岩交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 (以下稱水保

所呈現的坡陡與地質岩性不佳外，所有的溪流均為流短水急，

局臺東分局、台東分局或分局) 於台東地區扮演水土保持守

而野溪亦是如此，沖刷能力強保護不易。加上近年來地震頻

護角色，而地區內因地質複雜且位處面臨颱風侵襲首當其衝

發與氣候變遷導致野溪及邊坡土砂災害劇增，危及下游公共

的位置，要能完全避免土砂災害實屬不易。近來面對氣候暖

設施與居住安全。因此早在五十年前東部地區治山防災工作

化及海平面上升所造成對環境的衝擊，已非人定勝天所能將

首先啟動，惟針對當時巨量下移土砂所興建之防砂壩、護岸、

土砂災害解決的思維。而應該回歸到人類對於環境如何共存

擋土設施等，於坡面穩定後土砂量減緩，卻又顯出對長期野

共榮、如何友善環境以及治理對策是否符合土地正義等新思

溪生態與水流河床連續性的危害，而加強野溪治理的生態考

維，才能在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同時又能透由土砂治理

量當前成為重要課題。另一方面，近年來營造工程界經常反

使環境永續發展。

應少子化與人口老化問題，傳統工程人力與技術的需求高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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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台東分局以大量工程施作為主要的業務型態，經

的概念。而瑞典學者 W.J. Mitsch and S.E. Jǿrgensen (1989) 則

常所面臨的考驗為施工者在工程興建時的職業傷害。而為能

彙整具有共同特質與原則之各類型工程技術並賦予定義，首

有效解決生態議題及職業安全的困境，冀希藉由發展創新工

次明確界定生態工程的概念及其適用範疇，並於 1992 年創

法，同時能對環境生態的尊重以及對施工人員的安全重視，

辦 The Scientific Journal of Ecological Engineering 提供生態

使機關成為台東地區「營造溪流環境永續及施工場域友善」

工程理論與實務的探討平台 (Mitsch, 1998；林鎮洋，2004；

的領導品牌。故在多年的護岸工程執行中，分局認為目前具

Mitsch and Jǿrgensen, 2003)。

有多孔隙、高品質及穩定結構的「組合式預鑄單元」係較能

在台灣方面，因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意識於 1980 年至

去達到環境友善及職業安全兩大策略的方向。因此，預鑄工

1990 年間開始萌芽，民眾對於土地開發、工程施作造成各類

法現階段不但是水保局在營造業四化推動的重點，對於台東

生態問題漸趨關注。生態工法概念於 1998 年引進台灣後，

分局而言亦是一種能夠在水土保持安全防護前提下，有效提

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2002 年成立生態工法諮詢小組，明確生

供溪流生態及考量職業安全的解決方案。

態工法定義；而於推動過程中，由於採用「生態工法」一詞

而本研究目的期望能夠由現地觀測結果，確立預鑄工法

常遭人誤以為是一種施工方法而滋生爭議，為了讓這項政策

於護岸工使用之可行性，進一步利用水工模型試驗瞭解未來

能持續順利推動，並與國際專業用語 Eco-Engineering 接軌，

預鑄工法使用在固床上的淘刷行為。本試驗選取之固床工型

公共工程委員會自 2006 年起，正式將「生態工法」更名為

式，以考量於災害發生時，如需講求復建速度，可採取之組

「生態工程」(陳豐文等，2008)。而水保局亦延續生態工程

合式預鑄工法為修復單元。研究流程 (如圖 1) 為在確立分

的精神，於同年 (2006 年) 首次將生態保育的思維納入集水

局以符合環境友善及職業安全之預鑄單元為主要策略後；接

區整治中，並且研發出生態檢核的機制。自 2018 年開始，

著，盤點出分局所有過去設計之預鑄塊體較多運用及富有創

則進一步開始蒐集各類政府機關、學術單位及民間團體關注

造力之三種護岸塊體，提出最佳之固床型式，進行水工模型

之生態情報，並彙整建立「集水區友善環境生態資料庫」，

試驗。最後，依所獲得結果做為依據，提供予未來防災可行

其中包含棲地、物種、人力及物種友善措施建議等四類資訊，

性與治理適用性之探討，目標是期望能夠將專利塊體推廣量

將之融入現有生態檢核作業流程中，協助生態檢核資源做為

化，以加速災後復建及工程執行效能。

有效運用，並將原 2014 年開始實施之「環境友善標準作業
書」精進為 2019 年之「生態檢核標準作業書」(李鎮洋，2019)。

2. 台灣野溪治理預鑄工法之回顧：
回顧近年有關預鑄單元方面，台灣在研究預鑄混凝土領
域多半是以橋樑或廠房等建物為最大宗。而以預鑄塊體為野
溪或渠道護岸的研究上，莊裕斌 (2004) 針對其所設計之預
鑄組合式單元應用在野溪整治工程效果之探討，研究得知預
鑄塊在野溪整治之運用上，考量不同土地利用、河川流量、
河床粒料及蜿蜒曲度之工程需求，透過運用預鑄單元進行排
列組合設計，取代傳統工法達成野溪整治之目的，並可同時
符合就地取材、善用土石資源、混凝土減量、縮減施工時間
及維護生態環境等積極理念，認為值得進一步加以推廣及進
行其細部之研發工作。陳獻等人 (2005) 則以灌溉水路為主
題，考慮水路渠面為平面、凹面及凸面等三種預鑄石塊，進
行曼寧係數及水中溶氧量進行探討，認為無論是凹面或凸面
圖 1 分局治理策略與本研究關係流程圖
Fig.1 Flow chart of sediment management strategy in
torrent of Taitung Branch,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and this study

渠道，均較平面提供水域有利的生態環境，並提出預鑄生態
石塊可應用於現地生態材料不易取得或場鑄施工不便之場
所。賴俊程 (2006) 進一步依據不同預鑄生態塊石之凸出高
度進行水工渠槽試驗，並採迴歸分析後，得到塊石凸出高度
與粗糙度關係式，可提供生態塊石施工時設計之參考。
陳豐文等人 (2009) 探討農業排水路以預鑄生態塊石方

二、文獻回顧
1. 環境友善之發展：

式辦理試辦工程後，利用生態評估指數探究停水輪灌施工法
對棲地生物之影響程度。李銘哲 (2009) 採用農委會所研發
之預鑄塊進行水理分析、生態性測試及高空墜落試驗；而該

要談環境友善之前，先瞭解有關政府在推動生態工程的

預鑄塊係採用特殊生物膜 (免拆模板) 設計，於現地生態性

過程，較能有完整性的輪廓。美國生態學者 H.T. Odum (1957)

試驗中，發現有不同型態的微生物與藻類寄生於預鑄塊中。

提出生態系統自我設計的概念，認知到生態工程成為人類跟

林志賢(2009)係針對台東分局調查竣工達 2 年以上之工程案

環境間相當重要的介面 (Odum et al., 2003)，開啟生態工程

例，比較傳統工法與預鑄工法之成效，研究顯示採用預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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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做為低水固床基腳之護岸工程，較能達到營造植被綠化之
穩定護岸，且其廢土砂礫石再利用率較高，並可縮短溪床施
工作業期程，達成營建模組化的量產效果。柯典佑 (2019) 研
究認為預鑄工法應用於水保工程中對於傳統工法會花費相
對高的費用，但若經過大量生產，並考慮鋼模重複利用的情
況能減少較多的成本，搭配施工風險評估可以瞭解預鑄工法
較傳統工法能降低施工危害發生，此結果可做為推廣應用參
考。

三、研究方法
本章節主要針對分局專利預鑄單元提出介紹，並對其水
理特性進行檢核計算及固床工模擬試驗之研究方法提出說
明，而研究方法之設計主要係為確保預鑄工法得以在現地中
運用，以利後續專利預鑄單元之拓展。

1. 分局專利預鑄單元介紹
近來水保工程講求對環境保護與環境友善之方向，然因
混凝土之使用需耗費大量材料與人力才可製成，因此能減少
材料之使用量對環境友善而言，為首要之目標。過去傳統重
力式擋土護岸型式之混凝土使用量常需一體成型，混凝土使
用量較預鑄工法甚多，而預鑄工法可利用堆疊之施作特性，
除達到傳統工法之整治成效外，亦減少混凝土用量；另外傳
統工法對模板之使用次數有所限制，造成材料使用上需求量
大，而預鑄工法可利用鋼模進行重複性使用且不易損毀，因
此對於環境節能上較傳統工法之優點甚多。
台東分局於 2001 年代開始，順應當代推行生態工法的
風潮，且考量預鑄工法可利用於工廠進行大量生產達到品質
保障與成本降低之特色，開啟一連串預鑄工法的開發設計及
應用。本文盤點出過去分局設計的相關預鑄工法原型，透由
3D 列印方式將工法展現 (詳如圖 2)，而於歷年相關塊體中，
挑選最具代表性的三種護岸塊體，以分局名義於 2019 年向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兩張專利證書，分別為新型第
M586282 號 (新型名稱：護岸植生塊；俗稱：預鑄 RC 箱) 及
新型第 M568283 號 (新型名稱：植生塊；俗稱：文武塊)，
以下針對專利塊體做相關說明及其抗掃流力分析。

圖 2 水保局臺東分局預鑄塊體設計成果圖
Fig.2 Development of precast concrete design of Taitung Branch,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Bureau

 組裝概念：
本預鑄單元特色為前後端具有凸部及凹部的
端部設計，而於連接鄰近的二座預鑄單元時該凸面
及凹面可互相貼合連接，係具有簡單相崁合的功
效；在塊體側向均設有連接孔且兼排水功能，可搭
配利用螺桿或鋼索使鄰近的本體能更緊密的結合
來提升結構強度 (詳圖 4)。
代 表 工 程 ：
東河鄉羊橋整治二至四期及蘭嶼鄉天秤颱風
災害復建工程等工程。

(1) 預鑄 RC 箱
 設計構想：
考量傳統重力式護岸做為邊坡滑落防護時，完
全覆蓋邊坡面導致邊坡土壤中的水壓力較不易滲
出，同時妨害原生植物的生長，對生態環境及水土
保持造成負面影響。而 RC 箱因設計中空環狀具有
植生空間，其排水孔設計除可維持原有生態及綠化
環境，亦可引導水流提升排水性，進一步減少邊坡
地的水土流失。而在引導水流的過程中，利用要排
出的水補助灌溉該植生空間中的植物，可算是一舉
兩得的設計功效 (詳圖 3)。

圖 3 專利塊體-RC 箱 3D 列印圖
Fig.3 3D layout of precast concrete block (RC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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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專利塊體-C 型文武塊 3D 列印圖
Fig.6 3D layout of patent precast concrete block (Ctype)

圖 4 箱體連接示意圖 (水保局臺東分局，2019)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connection of RC boxes
(Taitung Branch,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2019)

(2) 文武塊
 設計構想：
河岸本身為避免河水沖刷而逐漸被掏空，係會
鋪設護岸塊，當水流衝擊時可以分散並吸收河水的
衝擊力；本件設計為河岸之護岸以 X 型預鑄塊堆
疊方式施作，為改善護岸塊彼此的咬合力不足之疑
慮，以夾角 115~125゜方式的設計，可以使彼此所
承受之衝擊力道朝斜方向散出，藉此提升分散衝擊
力的效率 (詳圖 5)。另外，在 X 型往上方堆疊延伸
時，二延伸體分別具有一 C 型預鑄塊底接端形成抵
接面，該抵接面於該抵接端之夾角則設計為 120゜，
如此可以藉由抵接端之抵接面穩固貼抵於護岸塊
之延伸體，具有提升護岸塊堆疊之穩定作用 (詳圖
6)。
 組裝概念：
各護岸塊之開口為相對位設計，藉此以順暢導
引水流具穩固護岸塊架構之作用，開孔位置亦可利
用鋼索或貨用布繩加以連結，使可形成具有穩固連
結的護岸塊網，得運用於河岸護岸工之組裝設計

圖 7 文武塊堆疊組合概念圖 (水保局臺東分局，2019)

(詳圖 7)。

Fig.7 Stack combination concept of patent blocks (Taitung Branch,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2019)

 代表工程：
紅葉紅谷橋下游災修工程、長濱寧埔溪護岸基
腳工程及森永五福谷溪護岸工程等。

(3) 預鑄塊體抗掃流力分析
在預鑄塊重量檢算上，採用之預鑄塊類似以砌石
方式堆疊鋪排，而護岸設計上最主要的破壞來源，即
為水流的衝擊。故本文試擬以日本國土開發科技研究
中心 (1998) 提出之「護岸の力學設計法」所採用推估
掃流破壞型態之方法，以五福谷溪之文武塊為計算案
例，其條件假設及成果如下：
外 部 水 理 條 件

圖 5 專利塊體-X 型文武塊 3D 列印圖
Fig.5 3D layout of patent precast concrete block (Xtype)

在集水面積 1,178 公頃及考量未來通洪設計條
件下，推算以 50 年暴雨強度頻率之設計洪水量、
設計流速及水深分別約為 400 cms、5 m/sec 及 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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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應 掃 流 力 之 塊 體 重 量

Dm：推求以石頭作為護岸材料之最小粒徑 (m)
I：亂流影響係數=1.2~0.86 (本案採 0.86)

在獲得本設計案之流速水深後，以掃流力公式
推估對應掃流力之最小粒徑後再轉換為重量，讓不

g：重力加速度(m/s2)

規則的塊體以重量做為設計檢核校正之依據，相關

γs：石材之單位重 (混凝土採 2.5)

公式及結果如下：
1
D
γ
2g
I
γ

γw：水之單位重 (採 1.0)
1

V

V0：平均流速 (m/s)

K

K：岸背填土坡度修正係數

表 1 對應掃流力之塊體重量之試算表
Table 1

Calculation of unit weight corresponding to shear stress

設計流速 (m/s)

設計水深 (m)

最小粒徑 (m)

ks=Dm(m)

重量轉換 (T)

護岸坡度較緩的條件下(護坡斜率小於1:1.5)

5

1

0.38

0.40

0.0837

2

0.19

0.20

0.0104

3

0.14

0.15

0.0044

護岸坡度較陡的條件下(護坡斜率大於1:1.5)
1

1.00

1.10

1.7413

2

0.33

0.35

0.0560

3

0.24

0.25

0.0204

* ks：與堤岸凹凸粗糙程度有關，與工程種類、材料、植生、粗密變化有關
* Dm：推求以石頭作為護岸材料之最小粒徑

對 檢 核 所 設 計 之 塊 體 容 許 極 限 應 掃 流 力 之 塊
體重量
經檢算後在流速 5 m/s、水深 2 m 之現地設計

工間距；若依 1:50 比例縮尺計算，則相當於固床工縮
尺模型試驗 20 cm 的間距。
(2) 模型設計

水理條件下，結果為護坡斜率大於 1:1.5 時最大抗

本試驗以傳統式固床工做為水工試驗的對照組，

掃流重量值為 56 kg；以五福谷溪護岸 (包含基礎

用以比較 RC 箱、X 型文武塊、C 型文武塊做為固床

保護工) 設計之三種塊體的重量大小為例，分別為

工其趾部淘刷改善之可行性分析。RC 箱、X 型文武

X 型文武塊 (高度為 50 cm) 約 937 kg、C 型文武

塊、C 型文武塊乃是為了現場施工快速所設計的組合

塊 (高度為 50 cm) 約 584 kg 及 C 型文武塊 (高度

式元件，各個元件的原型高度為 1.5 m，縱斷面最大長

為 150 cm) 約 1,711 kg，上述塊體重量均能抵抗水

度分別為 2.2 m、3.7 m、3.7 m，橫斷面最大寬度分別

流所造成的沖刷力。

為 1.45 m、1.45 m、0.90 m，原型重量則分別為 821 kg、

2. 水工模型試驗
(1) 試驗渠槽與試驗設計
水工模型試驗渠槽採 1:50 比例之縮尺模型實驗，
試驗渠槽全長 4.0 m、寬 0.9 m、深 0.3 m，渠槽最大可
調坡度為 11%。試驗渠槽內配有一組不銹鋼材質護岸，
護岸岸坡斜率 (V：H) 為 1：0.3，以形成一梯形通水
斷面。試驗渠槽與相關附屬設施如圖 8 所示，圖中的

2812 kg、1712 kg。圖 9 為各預鑄元件經 1:50 縮尺以
3D 列印的模型。
(3) 試驗之設計與控制參數
本試驗採用福祿定律 (Froude Law) (毛壽彭，1987)
做為換算模型 (model) 與原型 (prototype) 間比例關
係的依據，各項水工試驗參數及對應實物後之參數如
下表所示。

試驗段代表試驗階段量測水面、渠床砂面高程以及試

表 2 水工試驗參數

驗結束後量測最終渠床砂面高程的區間。

Table 2

本試驗採用「清水流」試驗，由於渠床床砂的淘

Parameters of hydraulic experiment
試驗參數

縮尺模型

刷及土砂的運移屬於動態行為，因此水工試驗過程中

流量 (m3/s)

6.7 × 10-4

並未對渠床進行額外加砂，各固床工間距內的土砂填

坡降 (-)

補及供應則是來自於上游相鄰固床工所產生的淘刷土
砂，以營造出最大淘刷的情況 (Tregnaghi et al. 2006)。
相鄰兩固床工的間距過短，則將使溪流嚴重的區間化，
因此本實驗選定 Wu et al. (2002) 所建議的 10 m 固床

固床工間距 (m)
渠床床砂中值粒徑 D50
(mm)
備註：縮尺比例 = 1:50

對應現地實物
11.84
0.06

0.20

10.0

1.05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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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試驗渠槽與系列固床工模型配置示意圖
Fig.8 Schematic sketch of the groundsill and the experimental channel

sorting)，故每次試驗完成後，須先將床砂進行人工翻
攪、不足砂量的補充、渠床床砂的重新夯實、鋪設、
整平及雷射地形掃描，之後再進行下一次的試驗。
試驗量測之淘刷參數分別為最大淘刷深度 (ys)、
固床工趾部至最大淘刷深度間的水平距離 (λm)、淘刷
坑長度 (λs)，如圖 10 所示；其中，ys 為原始渠床砂面
至淘刷最深點間的垂直高程差、λs 為固床工趾部至淘
刷坑結束的水平距離。試驗進行期間，利用 PA1F-150S
電子式位移尺，搭配 LP-300FJ 橫向位移計與數據擷取
系統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DAS)，量測各個固床
圖 9 各預鑄元件之 1:50 縮尺模型 (圖中正上方為 C 型塊縮
尺模型、左方為 X 型塊縮尺模型、右方為 RC 箱縮尺
模型)
Fig.9 Models of 1:50 scale precast concrete blocks of
RC, C-type, and X-type boxes (C-Type block on
the top of figure, X-Type block on the left and RC
block on the right)

試驗流量採用定量流，試驗的目標是尋求固床工
於 完 成 設 置 之後 水 與 砂 之 間的 動 態 平 衡 (dynamic

工區間內數個水面與動床砂面斷面高程 (量測設備的
配置，如圖 11 所示)。
(5) 資料分析
為瞭解固床工趾部渠床局部淘刷情形，本試驗將
試驗後所量測各固床工區間內數個橫斷面的高程數據，
利用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土壤沖蝕研究室自行開
發的 Sill-0810-Ch02-v2 程式進行過濾，以去除儀器或
人為操作所造成的異常訊號。
接著將處理後的斷面高程資料，按照沿程位置順

equilibrium)。本試驗不考慮超濃度流 (hyper-concentrated flow)， 其 理 由 是 當 含 砂 水 流 (sediment-laden

序進行資料縫合，再匯入 Surfer®軟體，以克利金法

flow) 的土砂含量濃度過高時，流體性質將因此而改

(Kriging method) 內插計算各固床工區間內的渠床高

變，由原先的牛頓流體 (Newtonian Fluid) 轉變成為非

程。內插運算的結果除可用於等高線圖、剖面線圖、

牛頓流體 (Non-Newtonian Fluid)。當含砂水流的泥砂

3D 立體圖的繪製外，也可用於淘刷規模的計算。淘刷

濃度持續增加時，含砂水流的流體特性將轉變為賓漢

規模之計算，是以淘刷範圍的長度 λs、最大淘刷深度

流體 (Bingham Fluid)，亦即成為土石流 (Debris Flow)，

ys 以及最大淘刷深度發生之位置 λm 為主要運算參數。

均不在本試驗考慮的範疇。
(4) 量測參數與設備

進行淘刷規模計算時，先利用 Surfer®軟體所產製固床
工區間內 1.5 mm 間距的網格地形高程，再以土壤沖

試驗開始前，以 75 μm 高解析度的雷射測距計進

蝕研究室自行開發的 ScourScan 程式進行試驗前後每

行渠床之地形掃描；又為避免渠床表面及淘刷坑內的

一個網格點的高程比對分析，以獲得淘刷特徵幾何參

床砂於試驗過程中發生材料的水力洗選 (hydraulic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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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固床工趾部局部淘刷之特徵參數圖
Fig.10

Characteristic factors of local erosion around the toe area of groundsill

圖 11 渠床 3D 掃描量測設備圖
Fig.11

3D scanning and surveying facilities for channel bed

四、結果與討論

豪雨造成多處野溪擴大，沖蝕農地，致橋樑及箱涵通
洪斷面阻塞及土砂淤積環島公路路面等災情，甚至阻

本章節透由 RC 箱、X 型及 C 型文武塊等三種不同預鑄

斷部落間的交通。經過專業單位評估及與地方意見交

工法相關工程之現地案例觀察結果，初步確認預鑄工法在台

流後，係採用預鑄 RC 箱配合植栽之工法，以營造多

東地區野溪護岸施作使用之安全防護可行性後；接著，對於

孔隙的護岸。該 RC 箱工法於台灣本島製作，以船運

後續發展運用在固床工上，則採用不同排列型式以水工模型

載送至工地現場後再以鋼索串接，箱中則以當地土石

試驗方式，探討其與傳統固床工法之差異及適用性，提供予

回填後，並利用當地植物進行植生復育。由於無須深

未來實務上之參考。

開挖河床，對地下伏流水影響有限，且因以當地植物

1. 案例分析及現地觀測結果

復育，完成後減少對生態的影響。而該工法分別應用

(1) RC 箱案例-蘭嶼鄉野溪整治

於野銀、朗島、椰油及東清等地區，有關現地沖刷觀

2012 年 08 月間整個蘭嶼地區遭逢天秤颱風侵襲，

察結果如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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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

2019.08

■東清地區 RC 箱護岸經完工六年後兩岸邊坡植生已回復尚未見相關災情

2013.08

2019.08

■朗島地區 RC 箱運用於河床及護岸歷經六年後構造仍完整且植生良好

2019.08

2013.09
■野銀地區 RC 箱採堆疊花台式護岸施工，後續之觀察已不易尋找預鑄單元
圖 12 蘭嶼地區 RC 箱完工後之現地觀察
Fig.12

Field observations of RC box applied in Orchid Island

觀測結果大部分的 RC 箱護岸工程植生狀況相當

破 600 mm。清晨 4 點左右，該鄉紅葉村發生有大量土

良好，已未見完工初期裸露情形，預鑄塊兩側草本植物

石崩塌向村落襲來。而該場大規模崩塌導致土石流，

於坡面附著茂密，均不易尋找預鑄塊體，且部分灌木從

總計有 30 多戶民宅遭土石沖毀，而這起災害事件也是

預鑄塊縫隙中生長，形成複層林相。唯一令生態專家詬

該地區近 50 年來最慘重的土石流災情。

病的是 RC 箱的中空設計產生了對樹穴寬度的限制，無

分局為避免延平林道邊坡大規模崩塌導致土石傾

法形成能夠遮蔽的喬木；但以災害復建的角度，能夠在

洩而下形成二次之土砂災害，重新設計護岸增加通洪

短時間從台灣本島生產品質較佳的預鑄塊，在缺乏大

斷面，並搭配固床工以穩固河床，同時以束水攻砂概

量營造人力的偏鄉地區，以快速組裝的方式完成復舊

念採複式斷面設計護岸；低水流路部分提供水流快速

工程，堪稱是大型災情後搶修復建可發展的治理模式。

通過，將土砂帶往下游避免造成溢淹，而高水部分則

(2) X 型文武塊案例-延平鄉野溪整治

採用 X 型文武塊設計，做為上邊坡基腳之保護設施，

2016 年 9 月 12 日，莫蘭蒂颱風之暴風圈侵襲台

觀察預鑄塊內已有植被長出且狀況良好，然該工程為

灣東南部，其所夾帶豪雨讓台東縣延平鄉 24 小時的時

X 型文武塊護岸應用之首例，仍待長時間觀察其後續

雨量高達 500mm，成為全台整點時雨量最多的地區。

成效 (詳如圖 13)。

9 月 15 日，連續兩天的強降雨已讓延平鄉累積雨量突

(3) C 型文武塊案例-長濱鄉野溪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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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係位於長濱鄉寧埔地區屬於東部海岸山脈

外，更於投潭過程中於淘刷坑內形成兩股運行方向相

之野溪治理類型，而該區野溪特性為坡度陡峭且水流

反的渦流；其中一股渦流朝下游方向觸及渠床，另一

湍急，因山高水急快速排入太平洋，經常產生災害；

股渦流則朝上游方向流動 (Bennett et al., 2000)。朝向

而該護岸設計課題為位在水流攻擊岸，因部分河岸邊

上游方向旋轉的渦流，其主要的作用在於淘刷渠床並

坡土方崩落，危及上方道路且有阻礙水流之虞。故分

對朝上游方向的淘刷坑坑壁做功，同時也提供類似水

局嘗試利用新開發之 C 型文武塊，以堆疊串連方式做

墊的功能，以消弭投潭水的衝擊。在重力及渦流的雙

為護岸基礎工及基礎保護工等方式應用。在 2018 年完

重作用下，朝上游方向之淘刷坑坑壁的床砂得以維持

工後經多場暴雨侵襲觀察，構造物仍完整，且溪底保

動態平衡。

護工已融入自然河床中，部分基礎工於施作保留外伸

朝下游方向運行的渦流，其能量則消耗於淘刷渠

空間，已有濱溪植物自然生長於框中，然該工程則為

床及攜帶淘刷坑中的泥砂往坑外運移，同時保持朝下

C 型文武塊護岸應用之首例，亦仍待觀察其成效 (詳

游方向之淘刷坑壁的動態平衡。當朝下游方向旋轉的

如圖 14)。

渦流離開淘刷坑之後，隨即成為渠床表面流 (surface
current) 的一部份，並挾帶被投潭水所淘刷的床砂向

2. 水工模型試驗結果
本試驗經分局研議討論，考量預鑄塊未來運用在固床工
設計上可能之排列組合方式，據此水工試驗的固床工型式組
合設計(包含對照組) 共計五種型式，如下所示：
(1) 傳統式固床工

下游運移，至於床砂是否可以順利被運往下游而離開
固床工區間，則取決於下游相鄰固床工所產生的迴水
效應。
下游相鄰固床工所產生的迴水，改變了水流的輸
砂容量，進而使得床砂於該區段間堆積，創造了多樣

傳統式固床工由於結構體實心不透水，導致水流

的堆積丘(deposition dune)。最後，離開淘刷坑的土砂

會先被阻擋在固床工的迎水面，並形成迴水 (backwa-

將逐漸填補相鄰兩固床工間的有限囚砂空間，迴水效

ter)，使得水流流速下降。待水流蓄滿固床工後方的空

應的影響也因此而逐漸縮減，直到囚砂空間被完全填

間後，才能自固床工頂緣溢流。此時，水流會因為固

滿為止。此時，土砂產量與淘刷坑的幾何型態漸趨穩

床工頂緣與趾部渠床之間的高程落差，而以投潭的方

定而不再改變，如圖 16 所示。而圖 17 為傳統式固床

式進入下游區段，如圖 15 所示。

工趾部淘刷情形，本試驗條件為：渠道坡降= 0.06、床

投潭水流除了直接對固床工趾部的渠床進行淘刷

砂中值粒徑 D50 = 1.05 mm、試驗流量= 6.7×10-4 cms。

2018.12

2018.12

■為加速復建工程避免災區二次災害發生高水護岸採預鑄方式大量施作

2018.12
■運用X型文武塊做為邊坡基腳保護工目前成效良好尚無損壞之情事

圖 13 紅葉地區 X 型文武塊施作前後之現地觀察
Fig.13

Field observations of X-type Wen-Wu blocks applied in Hong-Ye area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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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

2019.07

■運用C型文武塊做為基礎保護工目前成效良好尚無損壞之情事

2019.07

2019.07

■運用C型文武塊做為基礎工交錯排列歷經一年觀察基礎工於溪底發揮保護上方邊坡及石籠之效果

圖 14 長濱地區 C 型文武塊施作前後之現地觀察
Fig.14

Field observations of C-type Wen-Wu blocks applied in Chang-Bin area

圖 15 傳統式固床工於其後方未淤滿時的水流流況變化示意圖 (陳宥達，2017)
Fig.15

Rear sid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groundsill schematic diagram

圖 16 傳統式固床工趾部渠床局部淘刷發展示意圖 (陳宥
達，2017)
Fig.16

Toe area local erosion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groundsill schematic diagram

圖 17 傳統式固床工趾部淘刷側視
Fig.17

Side view around toe scouring area of the traditional grounds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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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C 箱直線型固床工
本試驗同對照組之試驗條件，圖 18 為 RC 箱直
線型固床工趾部淘刷情形。由試驗中觀察及圖 17 傳統
式固床工與之 RC 箱固床工之側視相互比較可以發
現，RC 箱固床工趾部的淘刷規模似乎比傳統式固床
工略有改善。由觀察結果得知，緊鄰 RC 箱固床工下
游面的渠床淘刷深度已超過 RC 箱固床工結構高度的
一半。試驗流量的條件下，RC 箱固床工趾部的渠床淘
刷並未出現結構體外露的現象，表示在試驗條件的範
疇內，RC 箱固床工對於渠床淘刷的特徵與對照組傳
統式固床工類似，圖 19 則分別為 RC 箱直線型固床工
水工試驗前後的渠床全景。

圖 20 C 型文武塊直線型固床工趾部淘刷側視
Fig.20

Side view around toe scouring area of the Ctype Wen-Wu block groundsill

圖 18 RC 箱直線型固床工趾部淘刷側視
Fig.18

Side view around toe scouring area of the linetype RC box groundsill

圖 21 C 型文武塊直線型固床工水工試驗前後之渠床全景
Fig.21 Top view before and after the hydraulic experiments of C-type Wen-Wu block groundsill

(4) X 型文武塊直線型固床工
本試驗同對照組之試驗條件下，圖 22 為 X 型文
武塊固床工趾部渠床淘刷情形。就固床工趾部渠床的
淘刷特徵而言， X 型固床工最近似於對照組的傳統式
固床工。少部份填充於 X 型塊間的床砂；尤其是下游
端的空間內曾出現被水流帶走的現象，但並未完全淘
空。而就固床工結構體的垂直投影面積而言，X 型固
床工為所有受試固床工之最大，當上游來砂逐漸填滿
X 型塊迎水面的有限儲砂空間後，整個結構體加上後
圖 19 RC 箱直線型固床工水工試驗前後之渠床全景
Fig.19

Top view before and after the hydraulic experiments of the line-type RC box groundsill

方堆積的土砂所形成對水流的影響與傳統式固床工極
為類似，水流流況變得平穩，因此，X 型文武塊固床
工等於是傳統式固床工下游面板的變型，圖 23 則分別
為 C 型固床工水工試驗前後的渠床全景。

(3) C 型文武塊直線型固床工
本試驗同對照組之試驗條件下，圖 20 為 C 型文
武塊固床工趾部渠床淘刷情形。C 型文武塊造成固床
工趾部渠床的淘刷原因應該可以歸咎於塊體本身的設
計，向上游方向的 C 型塊負責攔截有限的上游來砂，
溢流而過的水流部份由 C 型塊的直線段向下游渠床進
行投潭，兩側的側牆則與向下游方向的 C 型塊結合，
營造出水流束縮的斷面，因此，C 型固床工具備了較
傳統式固床工低的投潭效應，但卻增加了水流束縮所
產生的渠床水力淘選作用。C 型固床工於試驗流量的
條件下，並未出現結構體基礎因為渠床淘刷而產生外

圖 22 X 型文武塊直線型固床工趾部淘刷側視

露的現象，是該固床工的優點，圖 21 則分別為 C 型

Fig.22

固床工水工試驗前後的渠床全景。

Side view around toe scouring area of the Xtype Wen-Wu block grounds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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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X 型文武塊直線型固床工水工試驗前後之渠床全景
Fig.23

Top view before and after the hydraulic experiments of X-type Wen-Wu block groundsill

(5) X 型與 C 型文武塊組合之弧形固床工
本試驗同對照組之試驗條件下，圖 24 為 X 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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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X 型與 C 型文武塊組合之弧型固床工水工試驗前後
之渠床全景
Fig.25

Top view before and after the hydraulic experiments of the X and C-type Wen-Wu block combination groundsill

(6) 綜合資料剖析

C 型文武塊組合之弧型固床工趾部渠床淘刷情形。雖

表 3 主要為三種不同流量條件下換算成原型後，

然弧型固床工曾引進到台灣，且由日本河川生態工法

將 15 組試驗結果數據點之固床工趾部渠床淘刷特徵

專家福留脩文蒞臨指導弧型固床工的立石技術，但是

參數之絕對最大值比較與刪除正負一個標準偏差後取

以本組合的弧型固床工經由水工試驗發現，效果並不

平均值之比較。另表 3 中亦將試驗前後各固床工量測

如預期，在固床工的趾部出現嚴重的渠床淘刷，淘刷

區間的雷射掃描地形高程進行比對，先找到各量測區

深度深達固床工的基礎。

間的最大淘刷深度 ys、最大淘刷深度發生位置至固床
工趾部的水平距離 λm，以及最大淘刷坑長度 λs，之後
取五個量測區間 (屏除渠槽頭尾受進水及出水的干擾，
取渠槽中段之五區間量測) 的平均值，稱之為「絕對
平均最大值」。而各項特徵參數因均有代表之意義，
用以判斷不同狀況下之淘刷參考，因此均有其各別存
在重要性。
由表中的分析結果大致上可以看出，各型式預鑄
塊固床工對於固床工趾部渠床淘刷的減輕均有正面的
效果，其各塊體試驗依序剖析如下所示：

圖 24 X 型與 C 型文武塊組合之弧型固床工趾部淘刷側視
Fig.24

Side view around toe scouring area of the X and
C-type Wen-Wu block combination groundsill

RC 箱 直 線 固 床 工 結 果 剖 析
RC 箱所組成的直線型固床工，就表 3 中絕對
平均最大值而言，除了流量 11.84 cms 時的淘刷坑

探究其原因，雖然形成了弧型的結構斷面，但是

絕對平均最大長度 λs 略大於傳統式固床工 0.4 m

X 型及 C 型文武塊在固床工的下游面卻形成連續的水

之外，其餘的表現均優於傳統式固床工，表示 RC

流束縮斷面。當水流通過 C 型塊時，水流受到構造物

箱固床工不但控制了固床工趾部渠床的絕對平均

形狀的影響開始束縮，趾部渠床的淘刷隨即發生。之

最大淘刷深度 ys，也控制了絕對平均最大淘刷長度

後，水流遇到 X 型塊，同樣的束縮現象再一次在 X 型

λs，但是要注意的是，RC 箱固床工的絕對平均最

塊的出口處發生；X 型塊因為設計形狀的關係，使得

大淘刷坑深度 λm 至固床工的水平距離均小於對

水流束縮的影響不及 C 型塊來的劇烈。但是，X 型塊

照組的傳統式固床工，因此，建議未來實務應用上

下游的兩支側牆卻扮演對被 C 型塊所束縮之水流的導

要特別留意，增加 RC 箱直線型固床工的基礎深度

流角色，使得 C 型塊下游的渠床淘刷，無論是深度、

也許是一個選項。

發生最大淘刷位置至固床工的水平距離、淘刷坑的長

C 型 文 武 塊 直 線 固 床 工 結 果 剖 析

度，均向下游發展。因此，以目前完成的弧型固床工

C 型文武塊所組成的直線型固床工，所產生的

的整體表現而言，並不如預期。圖 25 則分別為 X 型

平均最大淘刷深度發生點距離為所有預鑄塊固床

與 C 型文武塊組合之弧型固床工水工試驗前後的渠床

工中最接近固床工趾部的一種預鑄塊設計，雖然平

全景。

均最大淘刷深度為所有受試固床工之最淺，但淘刷
坑的平均長度 λs 最短，表示 C 型文武塊固床工最
有可能會導致固床工結構受到威脅的一種設計。
X 型 文 武 塊 直 線 固 床 工 結 果 剖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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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型 與 C 型 組 合 之 弧 形 固 床 工 結 果 剖 析

若以淘刷坑特徵參數刪除正負一個標準偏差
的平均最大值 (簡稱為平均最大值) 觀之並考慮平

若考慮弧型固床工於流量 11.84 cms 時的表現，

均最大淘刷深度 ys，大致上出現隨著渠道的流量增

平均最大值為所有預鑄塊之最小，似乎暗示弧型固床

加而有漸減的趨勢。若以平均最大淘刷深度發生點

工組合的淘刷減輕效果最佳，但是事實上不然，由表

距離固床工趾部的水平距離 λm 而言，數值愈小代

3 的結果可以發現，弧型固床工對於淘刷體積的減量

表愈接近固床工趾部，再由表 3 參數篩選後之平均

百分比為所有受試固床工之最大，且為負值，代表該

最大值的結果顯示，X 型文武塊固床工的平均最大

弧型固床工會產生比傳統式固床工更大規模的渠床淘

淘刷深度發生點距離固床工趾部最遠。由於 X 型

刷，且絕對最大淘刷深度 ys 若換算成原型可深達 9.49

文武塊固床工將水流送往較遠的位置，導致固床工

m，絕對最大淘刷坑長度 λs 則可達到 6.81 m，幾乎佔

趾部渠床淘刷的長度 λs 最長，但卻保護了固床工

據固床工間距的 34%。在更高流量的條件下，弧型固

結構。

床工的表現更為惡劣；流量降至 7.95 cms 後，弧型固
床工的表現亦不如其他的預鑄塊固床工理想。

表 3 固床工趾部渠床淘刷特徵參數最大值比較 (換算成原型)
Table 3

Maximum comparison around erosion characteristic factors at toe area of groundsill

流量(cms)

型式
傳統

7.95

11.84

15.38

絕對平均最大值*
ys (m)

λm (m)

λs (m)

1.11

1.38

3.22

ys減量 (%)

**

λm減量(%)

λs減量(%)

淘刷
體積
減量(%)***

RC箱

0.78

0.54

0.57

29.55

60.92

82.26

22.49

C型

11.02

3.82

4.48

-890.69

-176.32

-39.41

-29.46

X型

8.54

2.48

3.61

-667.88

-79.09

-12.42

-36.37

-591.71

-556.47

-198.1

-70.04

X+C弧

7.69

9.08

9.58

傳統

6.66

2.17

4.24

RC箱

0.93

1.86

4.64

86.01

14.21

-9.59

56.01
18.47

C型

11.20

4.45

5.66

-68.13

-104.98

-33.55

X型

3.24

2.29

1.93

51.34

-5.42

54.49

15.06

X+C弧

9.49

2.20

6.81

-42.42

-1,59

-60.58

-146.57

5.14

傳統

3.16

2.51

RC箱

0.58

0.66

0.66

81.53

73.68

87.18

30.47

C型

11.09

4.61

7.43

-251.34

-83.82

-44.35

-1.67

X型

2.85

2.44

3.82

9.83

2.49

25.73

21.44

X+C弧

9.27

1.92

7.91

-193.65

23.48

-53.72

-172.29

備註：*.=
篩選各固床工量測區間內出現的絕對最大值，再取平均值
**.= 淘刷坑特徵值之減量乃是以傳統式固床工為基準，負值代表比傳統式更為增加
***.= 淘刷體積減量乃是以傳統固床工為基準，負值代表比傳統式更為增加

五、結論與建議
1. 結論
本文係針對分局所研發之專利預鑄塊體做深入剖析；有

(2) X 型文武塊固床工對於固床工趾部渠床淘刷改善的表現
僅次於 C 型文武塊固床工。就絕對平均最大淘刷深度及
淘刷坑的絕對平均最大長度大多小於傳統式固床工，表
示 X 型文武塊固床工可以減緩固床工趾部渠床淘刷的

關其於現地實際施作應用上，均以護岸設計居多，且經多場

問題。建議未來可以朝向半 X 型預鑄塊的方向進行嘗試，

次暴雨及颱洪驗證，在不同設計野溪治理區域上，初步觀察

甚至改為 V 型預鑄塊並增加 V 型斷面對水流直進方向

其能發揮護岸抗沖刷，且具透水性避免傾倒等破壞，再加上

的夾角；但是，V 型預鑄塊的現場串接方式將會是另一

因多孔隙之設計，對於護岸綠覆上產生效果。再者，透由分

種挑戰。

局內部具有現場執行豐富經驗之工程人員確認未來應用於

(3) 試驗中之下拱弧型固床工對於淘刷體積的減量百分比為

固床型式之可行方式，並利用水工模型試驗做深入剖析，使

所有受試固床工之最大，且為負值，代表該弧型固床工

分局之專利預鑄塊在未來能廣泛利用於台東地區，而非僅於

會產生比傳統式固床工更大規模的渠床淘刷，在更高流

護岸設計。故本文嘗試以專利預鑄塊做為固床工之初步構想，

量的條件下，本試驗之弧型固床工的表現更為惡劣。

經由水工試驗及資料分析的結果研判，得到以下結論：

(4) RC 箱固床工的表現絕大多數優於傳統式固床工，表示

(1) C 型文武塊固床工無法改善傳統式固床工趾部渠床淘刷

RC 箱固床工不但控制了固床工趾部渠床的絕對平均最

的問題，反而讓問題更加惡化，建議未來實務應用上要

大淘刷深度，也控制了絕對平均最大淘刷長度，但是要

特別注意。

注意的是，RC 箱固床工的絕對平均最大淘刷坑深度至
固床工的水平距離均小於對照組的傳統式固床工，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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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未來實務應用上要特別留意，可增加 RC 箱固床工
的基礎深度加以運用。

2.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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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l Impact Mitigation Handbook,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TAIWAN. (in Chinese))
[5] 李銘哲 (2009)，「預鑄生態塊對生態影響研究及案例分

本研究係為瞭解固床工趾部渠床局部淘刷之最大淘刷

析」
，中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Li, Ming-

深度與淘刷規模，針對不同之排列進行水工試驗；建議未來

Che (2009). Research on the ecological influences of precast ecological concrete blocks and the case study , Master
Thesis,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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