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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20線南橫公路勤和至復興路段為高雄市復興、梅山地區對外之重要聯繫道路，98

年之莫拉克颱風挾帶超大豪雨重創本路段，造成沿線道路邊坡滿目瘡痍，各支流之崩塌

引發土石流挾帶大量土砂匯入荖濃溪，使河床高程急遽淤積抬升。由於面臨極端氣候的

挑戰，山區道路工程規劃設計與環境劇變及天然災害又息息相關，為了合理推估未來河

川的長期變化，本研究使用大量歷史數據來定量評估此段河道變遷，透過分析判釋多期

衛星影像來瞭解河道之平面擺盪範圍及束縮沖刷之情況，並藉由統計多年之河床地形實

測資料，配合洪水溢淹分析，由可靠度的觀點來分析此段河道縱向之沖淤變化範圍，以

期回饋中期道路復建工程設計及防災之需求。

1 2 3 4 5 6

壹、路段基本資料及災害紀錄

民國98年8月7日至8月10日間莫拉克颱風

造成中南部嚴重水災，為近半世紀以來最嚴重

的水患，當時高雄境內之多條省道交通中斷，

其中緊臨荖濃溪之台20線勤和至復興路段，由

於荖濃溪河床淤高約30～50m土石，導致台20

線95k～103k路段橋梁(撒拉阿塢橋、勤和橋、

明德橋)及勤和明隧道完全覆滅於河床下，為災

害受損最為嚴重之路段；該路段歷年災害及修

復紀錄彙整如表1及圖1所示。

由於荖濃溪河床淤高，導致行水區在近

年來範圍顯著擴大，河道之擺盪也因此十分劇

烈，其中支流布唐布那斯溪上游有近八千萬方

之崩積土砂，在匯流處形成極為顯著的沖積

扇，該沖積扇更曾短暫阻斷荖濃溪河道形成堰

塞湖，嚴重影響緊鄰之河床便道通行，可為莫

拉克引發的複合性災害中之代表性案例。

圖1  (a)、(b)莫拉克前後台20線勤和聚落比對(謝孟龍教授攝)； 

(c)、(d)莫拉克前後台20線勤和明隧道比對(甲仙工務段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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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多期遙測影像判釋河道變遷

一、多期遙測影像判釋及水系線型萃取

本研究蒐集本河段於94～101年期間之24

期福衛二號影像(每年3期)，詳圖2及3，使用

自動影像判釋技術，利用衛星影像各波段光譜

性質，精準快速的將影像中之地物自動分類，

由判釋分類成果萃取多期水系線型以及行水區

域，能細膩的呈現出各期影像中河道深槽區變

遷歷程及影響範圍、沖刷岸及堆積岸的變化、

以至於堰塞湖的範圍消長。

二、本河段荖濃溪河道變遷探討

將判釋之水系線型依時序區分出三個區間

疊加呈現：莫拉克災前、莫拉克到610期間、

610水災後，並分別以不同顏色呈現。其中莫拉

克前之深槽區十分集中(藍色線)，災後之範圍顯

著擴大(橙色及紫色線)，主深槽區擺盪大增且

水系散亂，拉克斯溪、清水溪及布唐布那斯溪

等影響顯著，因各支流持續輸入土砂推擠主河

道，其中布唐布那斯溪之沖積扇擴增最劇，造

成主流東移，形成局部束縮段沖刷削山便道之

路基。除此之外，若配合崩塌地之呈現，可以

表1 台20線勤和至復興段歷年災害與修復紀錄一覽表

年份 颱風及豪雨事件 阻斷天數 影響

98
0808 莫拉克颱風 48

荖濃溪受支流布唐布那斯溪、清水溪等邊坡土石崩塌影響，大量土
石流入荖濃溪致河床淤高最深約30公尺，使得台20線95k～103k路
段、橋梁及勤和明隧道完全覆滅於河床下

1005 芭瑪颱風 6 大雨產生土石流沖斷河床涵管便道

99

0219 豪雨 12

溪上游仍約有10億立方土砂，每逢大雨便產生土石流河床便道亦遭
沖毀，道路中斷累計天數長達134天

0523 豪雨 4

0528 豪雨 28

0611 豪雨 2

0726 豪雨 35

0901 萊羅克颱風 7

0909 莫蘭蒂颱風 6

0919 凡那比颱風 14

1005 豪雨 15

1021 梅姬颱風 11

100
0719 豪雨 10

造成約1.1公里之路基流失(96.6k～97.3k及99.2k～99.7k)，及
97.5k～98k鄰荖濃溪側削山便道臨河坡趾流失

0829 南瑪都颱風 10
造成約97.5k～97.7k削山便道路基及101.2k復興鋼便橋橋基流失受
損

101 0610 豪雨 196
清水溪、布唐布那斯溪及拉克斯溪土石流沖入荖濃溪導致主河道嚴
重束縮，河床淤高最深約20公尺，溪水掏刷97.4k～98.3k削山便道
臨河坡趾，使便道流失500公尺

102

0405 豪雨 7 豪大雨造成溪水暴漲，涵管下陷

0713 蘇力颱風 14 河床便道沖毀

0822 潭美颱風 26 河床便道沖毀

0826 康芮颱風 17 河床便道沖毀

0922 天兔颱風 19 河床便道沖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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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為0.5%。但對此段荖濃溪河段而言，底床變

動為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近年來河床顯著的

淤高不但威脅了緊鄰河床的山區道路，更造成

沿線的聚落洪水溢淹的威脅日漸升高，舉例來

說，某臨河道路位於200年洪水位高程，於第一

年受洪水侵擾的機率只有0.5%，若未來以每年

0.1公尺的速率淤積，10年後距離底床高程便縮

減了1公尺，第11年遭洪水侵擾的機率由0.5%上

升至10%。如此一來工程設計200年一遇的洪水

保護標準，在底床淤升10年後保護標準其實只剩

10年。因此本文特別提出以「可靠度」替代傳統

發現此區臨主河道之崩塌災害大致與主河道的

坡趾侵蝕有明顯關聯性，詳圖4所示。

參、底床變動與洪水位的可靠度
分析

工程界常使用水文頻率事件之洪水位高程

作為設計依據，往往忽略了底床之變動，如某

堤防以200年洪水位高程來設計，不論10年或是

20年後，該高程一年期間被侵擾的機率一直保

圖2 由判釋成果進行各年度水系線型萃取

2005/07 2006/07 2007/10 2008/06

2009/09 2010/09 2011/02 2012/07

圖3 本河段衛星影像判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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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事件作為設計評估指標，配合河床沖淤序分

析，綜合考量不同設計條件下各年風險的增減。

一、頻率事件與可靠度

水文統計常使用頻率事件來指稱水文事件

發生的機率或規模，並利用頻率事件來規範水

工構造物的設計標準。而以水文統計中之洪水

位分析為例，可靠度表示為某一時間點「特定

高程不被設計頻率年洪水侵擾的機率」。在頻

率事件的概念下，構造物之可靠度將隨時間推

進而逐年遞減，其推導如下。

已知T年的頻率事件，任一年發生大於此

規模事件的機率即為1/T，假設某構造物依T年

頻率事件為設計標準，在落成的當下可靠度應

為100% (設計高程不被T年頻率洪水侵擾的機

率)，表示如下：
RT(0) = 1

任一年 τ 的可靠度，為前一年的可靠度減掉

當年被侵擾的機率，年度間的可靠度遞減表示為：

RT(τ) = RT (τ－1)－FT(τ－1, τ)

其中FT(τ－1, τ)為構造物在第τ－1年年底到

第 τ 年年底，這一年當中設計高程被侵擾的機

率，此事件之發生必需符合兩項先決要件：1.構

造物完善地存續到第 τ 年來臨之前；2.在第 τ 個

年度其間遇上大於T年頻率規模的事件。此兩條

件應為獨立無相關，因此構造物在第 τ 年當年被

侵擾的機率，即為兩個條件發生機率的乘積：

1.  削山便道處河道逐年受到沖積扇擠壓而偏往左岸

2.  勤和附近的低位河階因河道抬升而逐漸消失，轉變

成行水區範圍

3.  美秀台、削山便道及勤和聚落對岸近年來有明顯的

坡趾侵蝕

1.  復興至清水溪匯流處水系在河道抬升後一直處於擺

盪狀態

2. 清水溪匯流處，水系持續往左岸擠壓

3.  薩巴阿爾、濁水平台邊緣及復興聚落對岸近年來有

明顯的坡趾侵蝕

圖4 台20線勤和至復興路段荖濃溪河道變遷展示(左圖為南段，右圖為北段)



3
專
題
報
導

No.109│January, 2016 │111

積時間逐漸增長所致。應用此法在荖濃溪勤和

至復興段，依水利署公告不同重現期距洪水量

計算設計頻率年洪水位高程，水位距底床高程

為z，依重現期距即可得知各高程在一年之中的

綜整前式可得：

如果某路堤路基設計高程之保護標準為 

T = 10年頻率事件的規模，而該路基高程能在啟用

後τ = 5年依然不被10年頻率洪水侵擾的機率為：

換句話說，10年的防護標準，在5年的使用

期間，可靠度為59.05%，如圖5所示。

由此可知，即使假設某頻率事件為唯一的

災損來源，可靠度仍然會隨時間推移而下降。

理由並非風險逐年的增加，而是因為曝險的累

圖5 T年頻率事件下曝險期間 τ 的可靠度分布圖

圖6 荖濃溪勤和至復興段洪水可靠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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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洪機率，再依使用時間推演到未來，圖6即為

20年內可靠度的分布，(由於本河段底床變動歷

史記錄尚未滿20年，因此超過20年期之評估宜

審慎為之)。

二、沖淤序率變動及可靠度

傳統水文統計常忽略底床之變化，每年

使用相同之底床高程為基準。若考量土砂沖淤

造成底床的變動量，水位漲跌的基準將隨底床

沖淤後之高程變化而浮動。土砂沖淤的序率分

析，採用機率的概念來預測未來。因應沖淤過

程為連續漸進的過程，假設每年的底床沖淤變

化量為獨立的常態隨機變數(independent and 

identically normal distributed random variables)，

則一年期的底床沖淤增減可表示為：

zb (τ + 1)－zb (τ)～σ‧N(0,1)

其中，zb(τ)為第 τ 年底床的高程，N(0,1)為

標準常態隨機變數，σ 為一年期的年度增減的標

準差，可經由多年之河床實測紀錄統計所得。

多年期的底床沖淤增減可以表示為：

zb(τ + Δτ)－zb(τ)～σ ‧N(0,1)

增減量的機率分布呈常態分布，不過多年

期的標準差會隨時間差的增加而增大，依據相

互獨立的常態變數加總的特性，標準差與時間

差的平方根成正比。

特定高程是否遭受洪水侵襲，取決於是否

高於沖淤後之底床高程加上洪水深，例如目前

高程距離底床12公尺的位置經20年後，是否依

然可靠，取決於20年間任一時刻沖淤高程差與

洪水深的加總大於12公尺之機率。

此河段使用興輝橋址(已於莫拉克時損毀)歷

史底床實測紀錄，取σ = 3.37/(yr0.5)，以上述假

設產生的三個實現值範例(realization)如圖7，實

線表示底床沖淤的歷程，虛線為每年最高的洪

水深加上底床高程，其中由於洪水深假設為隨

機變數，因此虛線與實線間高差未必為定值。

三個實現值例中，紅色△案例，於第2年洪水位

首次超過12公尺，綠色▽案例則在第15年才超

過12公尺，而藍色○案例，趨勢為下刷，20年

間最高洪水位僅8公尺，未曾超過12公尺。

按照同樣作法，配合蒙地卡羅模擬法(Monte 

Carlo method)大量進行圖7的模擬，產生10,000筆 

圖7  荖濃溪勤和至復興段洪水深加序率分析底床實現

值範例

圖8  荖濃溪勤和至復興段洪水考慮河床變動可靠度分

布圖
(本圖依蒙地卡羅模擬法產生10,000筆實現值之結果彙整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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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臨河之工程設計應針對河川型態採取適當

之對應，如荖濃溪勤和至復興這類河床變

動劇烈之河段，長期沖淤高程變化比洪水

之影響更為顯著，不應忽略此一影響，建

議以沖淤序率配合可靠度分析之方式進行

長期評估，此外規劃設計之相關工程應順

應河床沖淤為漸進變化之特色，以隨時監

測、定期檢討、適時改建等管理方式，設

計具調整彈性之方案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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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值」，由此估計高程12公尺處，在未來

20年可靠度約為4176/10000 ≈ 42% (高程未被

超越之實現值4176次)。同理，可針對不同時

間、不同高程，繪製可靠度分佈圖，如圖8。

圖8中藍色虛線為固定底床下之可靠度分析

結果(同圖6)，紅色實線則為序率模式下考慮底

床變化下之可靠度分析結果。舉例進行兩者比

較：高程超過初始底床8公尺處，在固定床底模

式下之長期可靠度接近100%，同樣位置若改成

序率底床模式，其10年的可靠度約30%、20年

的可靠度約22%，受洪水侵擾之機率大幅增加。

此外，在序率底床模式的假設下，高程距

初始底床4～5公尺處，其可靠度相較於固定底

床模式下反而是提升的，主因為序率底床模式

同時也考慮了底床下刷的可能性。

肆、結論與建議

一、 大規模複合性災害之考驗日趨嚴峻，工程

之規劃應拓展時間及空間尺度，以宏觀廣

域的思考搭配各類新技術來因應，以避免

見樹不見林的缺憾。以本案例而言，就長

時間大範圍之多期衛星影像，配合先進之

遙測技術，系統性的判釋河道變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