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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台20線桃源勤和至復興路段於2009年莫拉克風災降下2,578mm雨量，造成荖濃溪河床淤高超過

30~40m，沿線道路及橋梁完全覆滅於河床下，風災過後水文地質極不穩定，災害復建工程需考量崩塌、

淤積、洪水及土石流等複合型災害。本工程先行辦理水文地質穩定性及穩定廊帶安全評估工作，釐清影

響路廊安全之潛在危害，並採用水文序率分析妥善考量河床沖淤之變化，納入中期道路修復工程設計考

量。本工程在工程團隊通力合作下，於惡劣施工環境中順利提前完工，得以保障用路人交通安全、維持

民眾生計，讓南橫公路迎接「生命之路」的新希望。

摘  要

Abstract

The No.20 Highway among Qinhe, Fuxing Villages in Taoyuan District, Kaohsiung was severely damaged by 

Typhoon Morakot in 2009, which caused Laonong River to deposit debris of more than 30-40 m thick. The 

hydrological geology was so unstable that the rehabilitation should take complex disasters into consideration, 

including landslide, deposit, fl ood and debris fl ow. The safety assessment was carried out fi rstly as a reference 

for recovery construction. A stochastic hydrological model was adopted to determine the signifi cant variation of 

deposit. The rehabilitation was completed successfully and gave a new hope for reopen of the southern cross 

highway.

1 2 53 64 7

The Complex Disaster and Engineering 
Treatment of No.20, Southern Cross Highway, 
Among Qinhe and Fuxing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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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20線桃源勤和至復興路段於2009年莫拉

克風災降下2,578mm雨量(如圖1)，造成荖濃溪

河床淤高超過30～40m，導致沿線道路及橋梁

完全覆滅於河床下(如圖2、圖3)，風災過後水

圖1 2009年莫拉克風災雨量紀錄

(a) 1994年河床淤高前 (b) 2010年河床淤高後

圖2 台20線勤和村照片比對(謝孟龍 教授 攝)

(a) 2009年莫拉克風災前 (b) 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

圖3 台20線勤和明隧道(削山便道段)照片比對(甲仙工務段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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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址概述及災害歷史

南橫公路的前身為日治時期的理蕃警備道

「關山越嶺道」，起點臺南玉井、終點臺東海

端，為臺灣南部橫貫中央山脈的重要公路；南橫

公路自1968年開始修築，初始規劃是軍事用途，

1972年開通時就全是碎石路面，直到1994年才

全線加封瀝青混凝土，省道編號為台20線。

2009年莫拉克風災重創南橫公路，導致高

雄山區寶來以上地區一夕形成孤島，其中勤和

以上復興、拉芙蘭、梅山三部落道路及通訊完

全中斷，更形成所謂孤島中的「重度孤島」。

桃源勤和至復興路段全長約5公里，因荖濃溪淤

高導致道路埋沒，初期僅能以河床便道維持交

通，目前勤和至復興中期道路修復工程及復興

橋修復工程已陸續完工，使交通可順利通達至

梅山口，惟梅山至臺東縣海端鄉向陽路段目前

管制通行，多處災害路段仍持續辦理復建中(如

圖4)。

一、地形及地質

本工程範圍位於高雄市桃源區境內，沿線

文地質極不穩定，初期僅能以河床便道維持交

通需求，惟每逢汛期或短時強降雨便道極易中

斷，例如於2012年610水災即遭遇1,340mm驚人

累積雨量，再次挾帶大量土石將本路段所有公

路設施沖毀殆盡，當全國各地莫拉克風災道路

陸續修復完竣之際，本路段實為「莫拉克風災

修復工程的最後一哩路」。

長期復建工程完成前，本路段進出交通採

河床便道通行，為避免一再陷入搶修、施工、

損毀之短期輪迴，使當地居民有條安全回家之

路，公路總局於2014年爭取災害復建經費，採

中期道路標準進行設計，預計使用年期為10～

15年，完成設計後於2015年1月開工，施工期

間經歷2015年蘇迪勒、杜鵑颱風，2016年0611

豪雨、尼伯特、莫蘭蒂、馬勒卡和梅姬等颱

風，在惡劣環境中工程進度管控得宜，整體施

工進度良好，至2017年4月最艱難的B1標明霸

克露橋提前完工通車，並經過2017年0602豪雨

1,171mm雨量的考驗，終於擺脫使用河床便道的

宿命，讓中斷8年後復通的台20線勤和至復興路

段迎接原鄉的「生命之路」。

圖4 工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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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勢高低起伏崎嶇，海拔高度在

500～1,000m之間，在地形分區上屬

於屏東山地中山帶(陳培源，2006，

臺灣地質)。主要水系皆為東北-西南

走向，支流多為西北-東南走向，荖

濃溪部分屬於寬谷地形，河流攻擊

側之邊坡較為高聳且陡峭(如主流之

攻擊岸及支流沖積扇對岸)，堆積坡

側則易產生地勢較為平緩的河階或

沖積扇等地形。根據數值地形模型

之分析，如圖5所示，工址附近兩岸

集水區邊坡平均坡向為東南及西北

向為主，平均坡度約34°。

工址鄰近土壟灣斷層(潮州斷

層北段延伸)屬界線斷層，以西屬於

西部麓山帶地質區之砂岩與頁岩，

以東為中央山脈西翼地質區脊樑山

脈帶之板岩夾變質砂岩。工址附近

主要為一系列向東傾之逆斷層及褶

皺，亦因這些地質構造影響，使地

層頗為破碎，區域地質詳圖6所示。

圖6 工址範圍區域地質圖(參考自中央地調所)

(a) 坡向圖 (b) 坡度圖

圖5 工程範圍地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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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工址周邊水系及土石流分佈圖

二、水文與氣象

台20線位於荖濃溪溪谷，荖濃溪源於玉山

東北坡，沿玉山山脈與中央山脈之間往南流，與

旗山溪於屏東里港匯流，始稱高屏溪。荖濃溪在

布農族語中意為「兇猛不定的河水」，附近並存

在活躍的土石流運動，鄰近包括水保局公告之4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編號分別為DF060、DF061、

DF082及DF110)，及地調所亦將沿線兩岸之清水

溪、美秀溪、玉穗溪及東莊溪劃設為土石流溪

流。工程周邊水系及土石流潛勢溪流詳圖7。

本工程氣候屬於熱帶季風氣候，年平均降

雨約3,700 mm，雨季以5～6月的梅雨季以及7～

9月的颱風季為主。整理鄰近之高中、梅山、民

族雨量站資料，降雨量集中於5～9月，多為梅

雨或颱風所帶來之降雨量，如圖8所示。

三、工址災害歷史

莫拉克颱風造成南臺灣自1959年八七水災

以來最嚴重的水患，高雄市境內之多條省道交

通中斷，桃源區之勤和至復興路段亦因為河床

淤高，使得區域內多座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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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主要災害及修復階

段分別說明如下。

(一)  第一階段短期搶修：搶通河床臨時便

道，採即壞即修方式維護，惟荖濃溪上

游仍有超過10億立方崩塌土砂，至2010

年汛期結束前，每逢下雨即受洪流土砂

沖毀便道，導致交通中斷達134天。

(二)  第二階段中期提昇計畫(脫困計畫)：為

提昇抗災能力，部分路段重新改道，

並提高路基高度及加固，勤和段則開

鑿右側山壁施作削山便道；而跨越河

川部分，原採混凝土管涵舖築便道，

後改建為鋼便橋。歷經2011年颱風豪

雨，局部便道路基流失及鋼便橋遭沖

毀，惟交通中斷時間已大幅縮減至22

天。2012年受5月初豪雨、0610豪雨
圖8 2005～2012年月平均雨量

(高中、梅山、民族雨量站平均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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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7月蘇力颱風等影響，荖濃溪河床持

續抬昇，多處道路橋梁被沖毀及掩埋

(圖9、10)。

(三)  第三階段中期道路修復工程：為避免

一再陷入河床便道搶修、施工、損毀

之短期輪迴，加上原鄉部落通行安全

強烈需求，2014年爭取復建經費辦

理「台20線勤和復興中期道路提升工

程」(本工程)，於2015年1月開工，在

惡劣施工環境中工程進度管控得宜，

整體施工進度良好，最困難之削山便

(a) 2012年5月水災前 (b) 2012年0610水災後

圖9 台20線清水溪鋼便橋照片比對

(a) 2012年0610水災前 (b) 2012年0610水災後

圖10 台20線削山便道照片比對

道段明霸克露橋，亦於2017年4月於

汛期前開放通車。

　　中期道路修復工程施工期間，經歷

2015年蘇迪勒、杜鵑颱風，2016年0611豪

雨、尼伯特、莫蘭蒂、馬勒卡、梅姬等颱

風，豪雨往往造成荖濃溪水暴漲、玉穗溪

水土石流暴發，勤和至復興路段河床沖淤

互現，並造成便道中斷數日至數週，全部

工程於2017年9月竣工，完成中期道路提升

目標(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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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及長期永久性路廊規劃請公路總局就整體水

利、水保及地質面繼續評估」，爰此先行辦理

水文地質穩定性及穩定廊帶安全評估，以利作

為工程選線及規劃之參考。

水文地質穩定性及穩定廊帶安全評估工

作，內容包括集水區基本資料調查與蒐集、高

精度數值高程模型與航照基本圖建置、集水區

崩塌多期遙測影像判釋與地貌變異分析等(圖

12、13)，以進行地文、水文及環境等相關影響

參、災害敏感區域辨識及穩定廊
帶評估

台20線勤和至復興路段鄰近環境地質敏感

地區，山區地形陡峻，於颱風及暴雨侵襲下發

成大規模崩塌，合併洪水與土石流造成既有道

路及聚落嚴重損毀，深受複合型災害之影響。

台20線本路段地形地貌大幅變化，行政院莫拉

克重建會2012年於610豪雨災後召開研商會議，

結論略以：「由於現場環境尚未穩定，短、中

圖11 2016年豪雨及颱風災損照片

(a) 0314夜間豪雨，便道及施工機械淤埋 (b) 0611豪雨，玉穗溪土石流暴發，河床淤高

(c) 0708尼伯特颱風，便道沖毀，玉穗溪土石流暴發 (d) 莫蘭蒂、馬勒卡颱風，荖濃溪水暴漲

(e) 莫蘭蒂、馬勒卡颱風，C標河床淤高 (f) 莫蘭蒂、馬勒卡颱風，月彎平台掏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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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探討，釐清影響路廊安全之

潛在危害。後續透過穩定區塊的

串連構成路廊，續由路廊範圍來

規劃復建路線，以利研選安全可

靠的復建方案。

一、智慧化遙測影像判釋

本工程蒐集2005～2012年

共24幅各期衛星影像，使用物件

式影像判釋技術，能夠精準且快

速的將大量的影像分類完成，藉

由衛星影像波段特性、高解析數

值地形特徵訂定分類指標，以試

誤決定演算參數後建立流程自動

判釋，可減少人為操作差異(圖

14)。

由其成果可進一步產出所

需要的各類基礎資訊，包括：主

流河道線型及擺盪、河道深槽區

變遷、堰塞湖範圍、崩塌裸露範

圍及變化，用以區分地貌及水文

變異，有效辨識環境地質敏感區

域，分析結果如圖15、16所示。

圖12 正射航照及空載Lidar施測規劃航線圖

圖13 正射航照與1m DTM立體影像模擬圖

圖14 智慧化物件式影像判釋應用地貌變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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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文序率分析妥善考量沖淤變化

工址區域內各集水區因邊坡大量崩塌，包

含布唐布那斯溪、清水溪、玉穗溪、拉克斯溪

等支流，提供河道大量淤積料源，使得荖濃溪

主流、支流處於持續淤積狀態。故考量固定底

床可靠度分析及序率底床模式評估，進行本路

段之河床變動分析。

工址範圍之荖濃溪河床沖淤變動劇烈，因

此水理演算需考量淤積及洪水發生時之複合式
圖15 地形單元地貌變異以評估邊坡崩壞變化趨勢

圖16 主流河道萃取應用於水文變異判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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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scenario)，分析時考量定常分析之河床縱

坡，疊加序率模式的河床可能變動，並以高推

估的淤積斷面重新演算各重現期距洪水流量下

之洪水位(圖17、18)。本計畫由臺灣大學卡艾瑋

教授研究團隊協助，進行主流淤積序率分析以

推估10～15之淤積高程(2024(+)、2029(+))，再

進行不同洪水重現期Q10、Q20、Q100水理分析，

結果顯示河床沖淤高程變化遠大於洪水位之影

響。

三、水文地質穩定性及穩定廊帶安全評估

水文地質穩定性及穩定廊帶安全評估工

作，藉由前述地文、水文及環境等相關影響因

子評估，辨識相關影響路廊安全之潛在危害，

判斷水文地質環境敏感區位及災害潛勢，產製

工址鄰近範圍之「環境地質圖」及「災害潛勢

圖」如圖19所示。

後續進行穩定廊帶評估工作，輔以「致災

因子邏輯套疊」分析影響因子，予以區分A(不

建議通過)、B(有條件通過)、C(可通過)三類區

塊，綜合判斷工址鄰近範圍穩定區域。透過穩

定區塊串連構成路廊，續由路廊範圍規劃復建

路線。綜合判斷工址鄰近範圍穩定區域如圖20

所示，惟其尚屬歷史資料判釋，仍待觀察工址

長期崩塌及河床達穩定狀態，始得辦理長期路

廊研選。

圖17 序率分析之河床高程變化圖

圖18 勤和里複合式情境模擬20年重現期距洪水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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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水文地質穩定性評估成果圖

(a) 環境地質圖及敏感區位 (b) 洪水溢淹潛勢、邊坡崩塌敏感區位

圖20 工程工址鄰近範圍穩定區域綜合評估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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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程處理對策及配置

中期道路並非永久路廊，係於現階段達到

通行目標，擇定相對安全的折衷方案。中期道

路修復工程自勤和村至復興村共計約5km，設置

於荖濃溪左岸，原有通行道路位於河床，耐洪

能力不足，本修復工程目的在提昇道路防洪抗

災能力，分為優先、A、B1、B2及C等五個施工

標，工程範圍及配置詳圖21。其中，B1標明霸

克露橋(695m)、B2標班順努安橋(70m)屬簡易鋼

橋型式，跨越玉穗溪及布唐布瓦那斯東溪，平

行荖濃溪主流佈設。B2標主要沿用濁水平台舊

有台20線便道，進行道路線形及縱坡改善，其

餘路段皆屬於沿河道新建擋土牆路基工程。

一、道路工程設計標準

本工程位於經常性坍方及落石路段，遇豪

雨颱風或地震時，可能造成交通阻斷甚至危及

用路人安全，故針對該危險路段進行改善，提

高道路抗災能力及縮短道路搶修時間，以保障

用路人安全及道路暢通。

本工程道路路堤路塹段為雙向雙車道，車

道寬3.5公尺寬、路肩0.5公尺寬，路面全寬計

8公尺，橋梁段為雙向單車道，車道寬4.5公尺

寬、路肩0.5公尺寬，路面全寬計5.5公尺，外

側各設置0.5公尺寬護欄。標準斷面圖如圖22

所示。

圖21 勤和至復興路段中期道路修復工程範圍及配置圖

(a) 路堤路塹段 (b) 橋梁段

圖22 本工程道路標準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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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工程屬中期道路修復，橋梁配置須

儘量避開水流攻擊位置，並考量布唐

布那斯溪土石流沖積扇與荖濃溪河道

束縮之關係，及洪水高程、地質狀

況、山側土石崩落影響等。

(二)  橋梁高程考量荖濃溪20年重現期洪水

位Q20，及採用序率分析估算之15年期

2029(+)淤積高程，並檢核布唐布那斯

溪沖積扇之影響(圖23、24)。

二、橋梁工程設計原則

本路段明霸克露橋(B1標)跨越玉穗溪及削

山便道、班順努安橋(B2標)跨越布唐布瓦納斯東

溪，現有便道位於河床，耐洪能力不足，為提

昇便道的防洪抗災能力，本路段採橋梁方式構

築，預定使用年期為10～15年，作為長期路線

完工前維持地區交通之維生道路。因此，橋梁

結構型式研選應以符合施工快速、構造精簡、

維護容易等需求為首要考量，且尚須考量下列

因素：

圖23 削山便道段明霸克露橋縱面設計標準

圖24 三維地形模擬明霸克露橋高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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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橋墩基礎應考量河川沖刷影響，擬以

荖濃溪20年重現期之洪水位及工址鄰

近之河床質粒徑資料，推估沖刷深度

高程。

(四)  考量施工快速、構造精簡，新建鋼便橋

上部結構以採用簡支梁型式為原則，橋

面板採免模板工法之鋼承板橋面板，

橋墩柱及基礎增設防撞鋼板保護。

三、路堤段防溢淹及沖刷設計考量

本工程優先標、A標及C標採路堤方案，

設計重點考量為防溢淹及沖刷課題。計畫道路

沿線緊鄰荖濃溪，除考量荖濃溪洪水位，尚須

考量河床淤高造成之溢淹。相關設計考量說明

如下：

(一)  路堤段防溢淹考量：水理分析根據荖

濃溪20年重現期之洪水流量Q20及泥

砂條件，進行河床變化之模擬，並依

分析結果將河流概略區分為沖刷段、

淤積段及漸變段。而後，續採序率分

析方式，推估10年及15年淤積高程

(2024(+)及2029(+))，再加上荖濃溪20

年重現期Q20產生之洪水位，作為A標

及C標中期道路路堤段路面高程設計之

依據，迎水面採RC擋土牆防止挾砂水

流之沖蝕，分別以序率分析所得之15

年(A標)淤積高程(2029(+))，及10年(C

標)淤積高程(2024(+))作為RC保護高程

(即牆頂高程)。針對沖刷段，擬直接採

荖濃溪20年重現期Q20產生之洪水位作

為中期道路路堤段路面高程設計之依

據(圖25)。

圖25 路堤段沖刷保護及路基高程設計標準

(a) 因應短期沖刷保護對策 (b) 路基高程因應洪水位及河床淤高

圖26 野溪坑溝佈設考量完工照片

(a) 野溪坑溝增設排水箱涵 (b) 道路上游側增設攔砂擋牆及沉砂消能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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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路堤段沖刷考量：估算河床短期沖刷

深度，降低擋土牆高程(覆土3m，臨河

側增設1m截水牆)，並參考近年河道

變遷，於河流轉彎、攻擊岸等沖刷較

劇烈路段考慮加設樁基礎，位於凹岸

易沖刷段，考慮增設導流工，降低流

速，或挑流使主流遠離路堤。

(三)  野溪坑溝考量：上游增設攔砂擋牆及沉

砂消能井，道路下邊坡埋設排水箱涵(或

管涵)，出口處設置消能設施(圖26)。

伍、結論

本工程為「莫拉克風災修復工程的最後

一哩路」，區域環境之水文地質非常不穩定，

工程方案順應自然，設計準則與傳統考量標準

不同，需多元考量各樣複合式災害潛勢及其影

響，前期辦理水文地質穩定性及穩定廊帶安全

評估，進行災害敏感區辨識、修復工程選線及

方案評估，以利工程得以順利施工。

「台20線桃源勤和至復興路段中期道路修

復工程」在工程團隊通力合作下，積極排除困

難、研析解決方案，雖在惡劣環境中施工，整

體施工進度管控良好，至2017年4月最艱難的B1

標明霸克露橋提前5個月於汛期前通車，並經過

2017年0602豪雨1,171mm雨量的考驗，中期道

路提升工程的最後一塊拼圖讓中斷8年的勤和至

復興路段復通，得以保障用路人交通安全，維

持民眾生計。

本工程完工後效益顯著，可解決台20線復

興部落梅山、拉芙蘭和復興里的居民每年防汛

期都要面對道路中斷無法進出之困窘，有效解

決學生就學、居民就醫、農作物外送等問題，

並讓南橫公路浴火重生、重現昔日美景，讓原

鄉族人迎接「生命之路」的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