離岸堤對海岸地形之影響-以嘉義好美寮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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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離岸堤為離開陸地且大致平行海岸之工程結構物，其原設計構想是想藉此削減波能，使沈
積物於堤後堆積，進而保護堤後的海岸。但堤後堆砂之後，往往造成附近海岸作用的變動，使
鄰近地區海岸的地形跟著改變。先前離岸堤相關的研究，多著重以物理實驗和數值模擬的方
法，探討堤後堆砂的機制或評估淤砂量，對於地形的影響則少有研究。因此本研究以嘉義好美
寮之離岸堤群為例，從不同時間尺度探討離岸堤對鄰近海岸地形的可能影響。結果顯示好美寮
最南側的數座離岸堤，堤後成功聚砂，但在最北端離岸堤的北側（沿岸流下游方向），則出現
海岸線持續後退，內側防風林倒塌的現象。推測此乃因南側堤後堆砂的效果使沿岸漂砂受阻，
致沿岸流優勢方向下游海岸呈侵蝕現象，產生類似突堤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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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tached breakwaters are enrineering structures that are placed just offshore and aligned
approximately parallel to the local shoreline. They are designed to diminish the wave energy and to
trap sand in the sheltered area. Very rare studies had been done on the landform impacts of this
man-made structure, thus we chose a series of detached breakwaters at Haomeiliao, Chiayi as a case
to examine this issue. The results show that breakwaters at the southern end had trapped sand
successfully to form a buffering beach. But at the site just north of the northern end of breakwaters,
severe erosion occurred. Since the prevailing longshore drift at the Haomeiliao shore is from the
south to north, the post-breakwater coastal changes are similar to the effects made by a groin.

一、緒論

國內以往對於離岸堤的研究，多著重於工程方
面的設計規劃，如離岸堤材料、堤後堆砂效益（歐、

離岸堤是海岸保護工法中的一種，近年來已被

張，1985；簡、陳，1991；許等，1993；王，1995；

世界各國普遍使用，在台灣的使用頻率亦逐漸增加

陳等，1995；陳，1995；林，2000）及堤後堆砂量

（郭等，2001）。離岸堤的基本設計是要消減波能，

的估算（許、陳，1995；林，2001）等，方法上亦

並在堤後造成堆砂以保護內側的海岸，其堤後堆砂

以物理實驗和數值模擬為主。對於離岸堤設置後對

機制是由向、離岸的漂砂造成（許、張，2001）。

鄰近地區海岸地形所造成的影響則少有研究實例，

然而堤內積砂後，反而阻礙沿岸漂砂運行，容易造

因此本研究選擇以嘉義布袋好美寮離岸堤設置區做

成離岸堤鄰近地區的地形產生變動，對環境造成衝

為研究對象，探討其離岸堤設置對海岸地形的影響。

擊。

1.1 研究區域

1.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地理組碩士

好美寮海岸位於嘉義八掌溪與龍宮溪之間，自

2.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助理教授

然景觀包含濱外砂洲、潟湖及紅樹林，並有防風林、

鹽田、魚塭等人文景觀。民國 74 年行政院核定的「台

合，求出海岸前進或後退的範圍、距離，最後進行

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劃」中將好美寮地區提

統計比較海岸地形變遷情形。

升為自然保護區。保護區之範圍包括八掌溪以北的

1.2.2 海灘斷面測量

離岸浮洲、好美寮潟湖、龍宮溪口與防風林區。
離岸堤位於浮洲之南側、八掌溪口與好美寮漁
港以北，於 1978 年興建北側 5 座離岸堤，1987 年
興建南側 6 座離岸堤，共 11 座離岸堤（圖 1）。

海灘斷面調查方法是於垂直海岸方向規劃調查
測線，在每條測線上皆設置一個地形量測參考樁
點，來做為其水準及定位上的基準點，並且由此參
考樁點沿規劃測線施測至低潮線附近（林等，
2000）。
研究期間為 2003 年 7 月至 2004 年 2 月，共完
成三次各 15 條海灘斷面的量測。藉以提供在不同季
節的營力作用下，海灘斷面的比較，以確立短期內
海岸地形之變化成因。

二、研究區之海象概述
2.1 波浪
嘉義好美寮因受外傘頂洲之遮蔽作用，波浪以
繞射的方式傳遞至遮蔽區。冬季時波高集中分佈於
0.5~1.5m 間約佔 74.6％，週期集中分佈於 4~7sec
間，佔 88.5％。波向為東南東、東南及東為主。
圖1

嘉義好美寮研究區位置圖

1.2 研究方法
海岸的侵蝕或堆積可從地質學上就數百年至數
萬年的長期地形變化過程加以觀察，也可以數年至

夏季波高偏小，0.5m 以下佔 70.2％，1m 以下
高達 94.7％，週期則分散於 3~7sec 間，佔 76.5％。
波向以西南向為主（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01；簡
等，2002）。

2.2 流況資料

數十年程度之中尺度時期，或者約以一年周期變化

流速以南-北分量為主，而東-西分量則較小，

乃至數日至一個月短期的變化加以分析（郭，

顯示其流速方向與海岸線平行，即東北-西南向為

2004）。本研究分別以中尺度時期和短期的地形變

主。近岸流成分主要為潮流，流速和流向受潮汐控

化為研究對象，中尺度時期乃運用不同年代航空像

制。流速介於 5~50 cm/sec 之間。夏季退潮時，其

片基本圖與正射影像圖套疊分析比較設置離岸堤

流向沿海岸線由東北向西南或往西流動。漲潮時其

前、後對鄰近地區地形改變。而短時距則是於研究

流向則由西南往東北。冬季退潮時之流向，乃沿海

區現場實地觀察、測量海灘斷面來比較短期海岸侵

岸線往南或西南方流動，退潮則因東北季風強勁，

蝕堆積變化情形。最後整合資料與現場實察所得之

潮流與強風互逆，而無規則性。

海灘斷面量測結果，綜合評估離岸堤對海岸地形的

2.3 沿岸流優勢方向與海岸漂砂

影響。

1.2.1 海岸線套疊分析

冬季波浪因受外傘頂洲遮蔽，所產生之繞射作
用使冬季波向以東南東、東南及東為主，受斜向波

本研究以海岸線變化來說明海岸地形變遷，利

浪所產生之沿岸流，便以由南往北之方向流動。而

用地理資訊系統軟體來做海岸線套疊分析（Langley

夏季所產生西南向之波浪，以及因波浪引起之沿岸

et al., 2003）。將兩不同年代海岸線之圖層加以疊

流，同樣也是往北流動。在冬、夏季之沿岸流方向

均為由南往北流動之下，沿岸流帶動的沿岸漂砂其

有逐年減少之趨勢。顯示八掌溪輸砂量減少，砂源

優勢方向亦是由南往北。

供應缺乏，進而影響沿岸砂洲堆積作用。

三、海岸地形變遷

由這兩年之海岸線套疊發現 1976 年至 1983 年
嘉義好美寮南端砂洲其沈積物因受沿岸流之搬運作

3.1. 海岸線套疊分析

用，漂砂向北堆積，使得北側砂洲往北延伸。但由

3.1.1 1976 年與 1983 年之比較

砂洲南段之砂量減少，而形成海岸線後退，並往內

北側五座離岸堤於 1978 年設置，以 1976 年與
1983 年兩年代之海岸線相互比較，可以比較出該五

於八掌溪輸砂量減少，在砂源補助不足之下，使得
陸縮減。

3.1.2 1983 年與 1989 年之比較

座離岸堤設置前、後海岸地形的變化。依據本研究

南側六座離岸堤於 1987 年興建完工，因此由兩

之統計分析，浮洲中段因設置離岸堤，且堤後堆砂

年代之圖層套疊可比較離岸堤設置前、後海岸地形

成功，海岸堆積，海岸線前進約 120 公尺，面積增

的變化。由 1989 年海岸線可見北側五座離岸堤，堤

加約 4 公頃。浮洲北側砂洲往北延伸約 1 公里，主

後的堆積形成砂舌地形，南側六座離岸堤堤後堆砂

要因沿岸流優勢方向為由南往北流，導致沿岸漂砂

乃與海岸相連形成繫岸砂洲（圖 2）。顯示南側六

往北堆積，而使得砂洲往北延伸，北段海岸線七年

座離岸堤，堤後堆砂效果較佳。由於部分離岸堤所

共計向海延伸約 22 公尺；浮洲南端海岸線則往內縮

阻擋之沈積物直接堆積於堤後，堤前則無沈積物堆

約 60 公尺，平均每年往內陸縮減約 8 公尺，南端砂

積。與 1983 年之海岸線比較之下，原海岸線後退至

洲面積減少約 1.4 公頃（圖 2）。

離岸堤的位置，後退約 47 公尺。而最南側兩座離岸
堤堆砂成功，堤後已完全被砂充填，該段海岸呈現
堆積效果。此外，浮洲北側（距離岸堤以北 1~3 公
里的範圍）砂洲堆積，面積增加約 4 公頃，海岸線
前進，平均每年前進約 33 公尺。浮洲南側砂洲呈堆
積現象，砂洲面積增加約 18.4 公頃。
依據經濟部水利署（2004）於八掌溪義竹測站
（計測時間：1960 年至 2002 年）觀測八掌溪輸砂
量，發現 1983 年至 1989 年八掌溪輸砂量有逐年增
加之趨勢，砂源充足使沿岸砂洲產生堆積作用。
根據兩年代海岸線比對發現，浮洲中段及北段
海岸因離岸堤堤後堆砂效益及沿岸漂砂將南端漂砂
往北堆積，海岸呈現前進現象。南段海岸其漂砂往
北移動，海岸因而後退，但因八掌溪輸砂供給充足，
砂洲產生堆積作用，海岸線雖後退，但整體之堆砂
量仍增加，呈現堆積結果。

3.1.3 1989 年與 1999 年之比較
由 1989 年與 1999 年海岸線之比較，可看出離
圖2

嘉義好美寮 1976 年至 1999 年海岸變遷

依據經濟部水利署（2004）於八掌溪下游竿子
寮測站（計測時間：1973 年至 1979 年）觀測八掌
溪輸砂量，發現 1976 年至 1979 年八掌溪之輸砂量

岸堤完成堆砂後，對鄰近海岸地區所造成的變化。
最南側 2 座離岸堤，堤後聚砂成功，海岸線亦向外
延伸堆積約 50 公尺，砂洲面積增加約 0.2 公頃。北
側三座離岸堤，堤後則無聚砂，已失去堤後堆砂功
效，主要因離岸堤設置年代久遠，下沈嚴重，無法

有效削減波能；此外，南側漂砂之砂量亦不足以供

淤情形，並經由各斷面圖歸納出海灘斷面的型態。

應。其餘的離岸堤則均能形成繫岸砂洲。

由於斷面高程的變動主要受水力與風力的雙重影

離岸堤北側約 1 公里範圍之海岸線後退約 122

響，而且隨著季節產生變動，故將其區分為兩個季

公尺，平均每年後退 12.2 公尺，砂洲面積減少約 20

節（夏秋季與冬春季），並以量測開始的月份（7

公頃，該段海岸侵蝕後退。浮洲北側由於興建防風

月）為初始季節，觀察不同季節對海岸地形在海灘

林約 5.5 公頃，使得砂洲西移約 400 公尺，而海岸

斷面之差異。研究區測點位置如圖 3 所示。

線持續後退，直接對該段防風林產生侵蝕作用。浮
洲南端砂洲時而結合時而分裂，主要受八掌溪砂源
供給不定所致（吳、吳，2003）。
好美寮地區沿岸漂砂之優勢方向為由南往北，
離岸堤南側海岸有小部分堆積，但離岸堤北側海岸
因受上游離岸堤堤後淤砂，將沿岸漂砂之土砂阻擋
於上游，下游地區在砂源無法供應之下，造成離岸
堤北側地區海岸的侵蝕，以離岸堤以北約 1 公里內
侵蝕作用較嚴重，且海岸侵蝕後退已波及海岸防風
林。
由四不同年份海岸線套疊結果，好美寮海岸主
要地形特色為砂洲，其沈積物主要來自八掌溪之砂
源，根據經濟部水利署八掌溪竿子寮測站與義竹（厚
生橋）測站所測得之歷年含砂量變化圖顯示，八掌
溪砂源供給不定造成沿岸砂洲侵蝕與堆積。離岸堤
分別於 1978 年與 1987 年完工，離岸堤完工後，其
堤後產生沈積物之堆積作用，使得大部分離岸堤都
能夠發揮其效果，但北側 3 座離岸堤可能因年代久

圖3

嘉義好美寮斷面測量位置圖

遠，下沈嚴重，失去離岸堤之功效。離岸堤以北約
1 公里之內的海岸開始受到侵蝕作用，海岸線後

經由斷面圖可知，斷面 2 與斷面 3 因設置人工

退。由 1999 年影像圖看出，離岸堤北側地區侵蝕嚴

砂籬，阻擋風砂吹送造成聚砂效果，因此本段之砂

重，海岸後退，波及原先防風林。顯示出興建離岸

丘發育良好，且有連續砂丘分佈。海灘寬度夏季到

堤之後，其堤後堆砂阻礙沿岸漂砂運行，造成漂砂

秋季有延長的趨勢，而冬季至春季時縮短（圖 4）。
嘉義好美寮斷面2

下游優勢方向（即離岸堤以北 1 公里之範圍）海岸

2003.07.16

侵蝕作用產生。
根據統計，原先興建離岸堤有助於堤後堆砂，

程

2

1989 年間，海岸仍呈堆積現象；但由 1989 年與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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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岸堤附近海岸線呈現堆積前進現象；1983 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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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公尺之距離後退，顯示海岸因離岸堤興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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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海灘斷面測量
本研究藉一年三次的海灘斷面測量，來檢測海
岸線及高程之變化，以瞭解在不同季節下海灘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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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堤後聚砂阻擋了原來漂砂的運行，海岸缺乏沿
岸漂砂之砂源，造成沿岸漂砂優勢方向下游的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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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

年比較後發現，離岸堤北側其海岸線以每年平均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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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斷面 2 海灘斷面變化圖

斷面 5~斷面 7，砂灘起伏不顯著。而夏季到冬
季海灘寬度增加，顯示此段海岸呈現前進現象（圖

5）。斷面 8~斷面 10，砂灘砂量冬季減少，砂灘表

嘉義好美寮斷面12

面下降，夏季砂灘砂量增加，砂灘表面上升。夏季

2003.07.13

到冬季間，基線至海岸線之距離縮小，顯示此段海
岸為侵蝕的（圖 6）。此外，斷面 7~斷面 10（離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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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北側防風林），海岸線不論季節均持續向內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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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短期時距觀察測量後發現，斷面的高程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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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面 5 海灘斷面變化圖

（Komar, 1998）。
砂灘在潮汐或風浪沖濺所及的濱線堆積，寛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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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面 9 海灘斷面變化圖

於 2003 年 7 月至 2004 年 3 月期間，研究區實
地觀察，受漲、退潮時段不同，研究區之離岸堤，
可見堤後堆積情形。漲潮時離岸堤堤後砂灘淹沒，

斷面 11~斷面 15 為堤防上的樁點，其中斷面

退潮則可見其堤後堆砂（照片 1、2）。此外，由於

12~14 為離岸堤堤後堆砂（圖 7），斷面 11 與斷面

觀測季節不同，造成之海岸地形亦有所不同。夏秋

15 為兩堤間進水口處，因離岸堤遮蔽，波浪及向岸

季，受颱風過境台灣的影響，防風林內之砂灘可見

漂砂產生繞射作用，砂灘呈現圓弧形狀。且因受離

明顯之侵蝕崖（照片 3）。冬季東北季風強勁風力

岸堤遮蔽，砂灘表面起伏變化不大。夏秋季海灘寬

作用下，砂丘發育良好，若配合人工砂籬設置，更

度距離縮短，而冬春季向海延伸。

可見連續砂丘分布（照片 4）。而海岸的侵蝕作用

若將各斷面之海灘地形形貌標示出後發現，在

造成部分海岸線後退，防風林縮減，木麻黃倒臥枯

冬季至春季間，部分斷面呈現平臺型斷面

死，特別是嘉義好美寮離岸堤以北的防風林之防風

（berm-type profile）特徵（Komar, 1998）。

林（照片 5、6）。

海岸侵蝕處

照片 1

嘉義好美寮離岸堤堤後堆砂情形
照片 5

嘉義好美寮沿岸流優勢方向下游
（離岸堤北側）之侵蝕現象

北側三座離岸堤

照片 2

嘉義好美寮北側三座離岸堤堤後
堆砂效果不佳
照片 6 嘉義好美寮防風林後退木麻黃倒臥枯死
綜合一年內之實地觀察結果，嘉義好美寮研究
區，浮洲北端因設置人工砂籬，將冬季東北季風之
飛砂沈積於此，該段連續砂丘發育良好，有助於砂

砂灘侵蝕下降

丘之堆積。浮洲中段，即離岸堤以北約 1 公里之內
的防風林，海岸後退侵蝕嚴重：木麻黃多倒臥死亡、
燈塔歪斜、砂灘灘面下降、夏季颱風作用形成之侵
蝕崖等景觀，均可見該段海岸侵蝕情形。浮洲南段，

照片 3

嘉義好美寮夏季颱風造成之侵蝕崖
（箭頭所指處）

即設置離岸堤之地點，北側三座離岸堤堤後無堆砂
作用，失去聚砂功效。最南端兩座離岸堤則已陸化，
顯示堤後堆積作用成功。

3.4 綜合討論
根據本研究分析，發現在中尺度時間內，海岸
有明顯的變化。沈積物來源若充足，則砂洲堆積作
用旺盛，海岸因而前進，但若砂源不足則下游砂洲
因缺乏沈積物而產生侵蝕作用，海岸線乃呈現後退
現象。
此外，風的強弱以及風向帶動波浪的運行，而
斜向波浪的方向以及強弱，主導著沿岸流及沿岸漂
照片 4

嘉義好美寮利用人工砂籬來固砂

砂的優勢方向。嘉義好美寮，冬季波浪因受外傘頂
洲遮蔽，所產生之繞射作用使冬季波向以東南為

主，故其沿岸流由南往北之方向流動。而夏季所產

地區，如南側離岸堤呈現堆積現象，而離岸堤下游

生西南向之波浪，沿岸流亦往北流動。在冬、夏季

地區（離岸堤北側）均造成海岸侵蝕現象。

之沿岸流方向均為由南往北流動下，所帶動的沿岸
漂砂其方向亦為由南往北。

造成海岸地形變化的因素很多，本研究對於設
置海岸防護工程-離岸堤作進一步分析發現，雖離岸

離岸堤之堆積主要受沿岸漂砂及向、離岸漂砂

堤設置後能削減波能，在堤後產生堆積，但堤後之

影響，向、離岸漂砂會使得離岸堤堤後產生堆積現

繫岸砂洲卻阻礙沿岸漂砂之運行，造成沿岸流優勢

象；沿岸漂砂主宰離岸堤對其沿岸上、下游漂砂堆

方向上游地區產生堆積，而離岸堤下游地區為侵蝕

積與侵蝕之現象。離岸堤興建後所產生的堤後堆

的作用，類似於設置突堤後的突堤效應結果。

積，雖於堤後會形成砂舌或繫岸砂洲，但實際上堆

四、結論

積作用僅呈現於海岸線至離岸堤之間。沿岸漂砂之
優勢方向下游則均產生侵蝕現象，好美寮離岸堤北

離岸堤護岸工程近年來在海岸防護工程中使用

側海岸即發生侵蝕作用。興建離岸堤之後，離岸堤

的案例增多，在台灣目前已興建將近二百座離岸

北側之海岸線平均每年後退約 12 公尺，顯示海岸因

堤，且有增加趨勢。興建離岸堤主要目的使海岸漂

離岸堤的興建完工後，堤後聚砂阻擋原沿岸漂砂的

砂於堤後淤積，形成突出原海岸地形的砂舌或繫岸

運行，使得沈積物堆積於上游地區，在缺乏砂源補

砂洲，以防止當地海岸之侵蝕後退，但堤後堆積反

注之下，沿岸漂砂優勢方向下游的產生了侵蝕結果。

而阻擋沿岸漂砂運行，造成沿岸地形改變。

依短期觀測發現，隨季節與時間的變動，海岸

綜合海岸地形的變化，歸納中尺度時間之海岸

侵淤亦呈現不同的型態，除了夏季颱風事件外，季

地形變化，以沿岸輸砂流入與流出判斷海岸的侵蝕

風轉移亦為重要因素。風向的轉變、強弱會改變浪、

與堆積情形：位於沿岸漂砂優勢方向之上游地區（南

流與漂砂方向，也有可能會改變砂灘表面砂的活動

側離岸堤）呈現了小部分砂洲堆積；下游地區（離

及砂丘的侵淤情形。

岸堤北側）除了離岸堤興建後，其堤後之繫岸砂洲

在夏季，因西南季風盛行，風帶動波浪作用，

阻擋沿岸漂砂運行之外，亦會因為河川輸砂量的減

使得砂源由海洋向陸地堆積，砂灘砂量因堆積使砂

少，而缺乏沈積物之補助。研究區更上游處，因人

灘表面高度上升。且海岸線向外海移動，距離增長；

工結構物興建，阻擋沿岸漂砂之運行，造成海岸侵

冬季由於東北季風較強，強勁的波浪作用使得部分

蝕。

土砂被帶往外灘，使得砂灘表面高度下降。好美寮

在短期季節性或有突發性暴風波浪的海灘侵淤

地區因受外傘頂砂洲遮蔽，波浪作用因受阻擋較

情形方面，則以海灘寬度的延伸與縮短來做為海岸

弱，故在冬春季侵蝕作用不明顯。

侵蝕與堆積之標準。在離岸堤下游地區，海灘寬度

在夏季時會因為一次大潮或颱風，產生暴風帶

均呈現逐漸縮短現象，顯示離岸堤阻擋沿岸漂砂運

來較大能量之波浪，會將原先海灘平台的沈積物往

行，上游沈積物受阻無法運行至下游，使下游海岸

外灘堆積，使得原先之海灘平台寬度縮減、消失或

呈侵蝕現象。而其餘地區則隨季節的不同，海灘呈

有侵蝕崖的地形出現。

現侵淤現象。

此外，由海灘寬度改變亦看出海岸線侵蝕與淤

造成海岸地形變化的因素很多，本研究對於設

積。好美寮離岸堤以北約 1 公里，即位於浮洲北側

置海岸防護工程-離岸堤作進一步分析發現，雖離岸

防風林的位置，海灘寬度持續縮減後退，均呈現侵

堤設置後能削減波能，在堤後產生堆積，但堤後之

蝕結果，海岸後退至防風林內。防風林因受侵蝕作

繫岸砂洲卻阻礙沿岸漂砂之運行，造成沿岸流優勢

用而影響木麻黃之生長，木麻黃多倒臥枯死。嘉義

方向上游地區產生堆積，而離岸堤下游地區為侵蝕

好美寮浮洲北端因設置人工砂籬，砂丘發育完整，

的作用，類似於設置突堤後的突堤效應結果。

砂灘表面亦呈現堆積現象。
由中尺度時間與短期海岸地形的變化發現，兩
研究區沿岸流優勢方向雖然不同，在離岸堤的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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