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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20線南橫公路位處山區，每逢颱風豪雨季節，常造成落石、坍方等災害，本工程由於地形、地質

上的限制，以加勁擋土牆為主，佐以自由型框加強邊坡保護，期能避免重大災害的發生，進而達到韌性

台灣的目標。南橫公路係為臺東通往臺南地區之重要道路，沿線多為原住民部落，亦仰賴該道路進出、

運送農產品及發展觀光產業，故本計畫以維持本道路暢通、確保行車安全，秉持環境永續、安全穩定之

原則設計施工。

台20線南橫公路
啞口路段高邊坡
施工案例探討

摘  要

Abstract

Case Study of High steep slope Construction- Wukou Section of 
Southern Cross-Island Provincial Highway (Highway 20)

The Southern Cross-Island Provincial Highway (Highway 20) is located in the mountain area, that the disaster 

accidents (falling stone, landslide…etc.) happened frequently during the typhoon season or heavy rainfall. Due to 

the constraint of terrain and geologic and expected to avoid huge disasters, the construction would be procced is 

mainly in reinforced retaining wall and protected within Geogird and shotcrete slope protection as well.

The Southern Cross-Island Provincial Highway is an important road from Taitung to Tainan, Due to a lot of 

aboriginal tribes living along the route, making Highway 20 is more important to let residents access, in order 

to transport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develop tourism industry. The project is conducted in maintain the road to 

ensure traffi c safety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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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工程概述

花東縱谷位於菲律賓海洋板塊與歐亞大陸

板塊碰撞帶，山區地形陡峻，地質破碎鬆軟，

節理發達。近年連續受到莫拉克、蘇拉、天秤

等颱風及豪雨等影響，使台20線146k+775、

157k+600、193k+050等處陸續發生路基流失、

邊坡落石等災害。

台20線南橫公路位於陡峭的山地地形，其

中146k工區(詳圖1)位於大關山隧道東口(埡口地

區)，海拔高度約2,700m，由於季風不易吹入及

日照時間短等因素，該區常年山嵐繚繞、雲霧

籠罩。

本工程範圍內之地質屬性，多以節理發

達、高度風化之變質砂岩與板岩為主，岩盤邊

坡角度約介於50～70度左右，坡面高度達100m

左右，岩坡臨界高度約為15m～18m左右，既有

坡面高度較臨界高度高出甚多，顯示本工程邊

坡有施作邊坡保護之必要。

貳、工法規劃

台20線啞口路段之邊坡依初步調查結果，

主要為向源侵蝕所造成之邊坡崩塌，因此蝕溝

控制為該道路復建之首要工作。因該處地質以

節理發達、高度風化之變質砂岩與板岩為主，部

分區段屬順向坡，雖目前下邊坡已有新鮮岩盤

出露，但若溪溝持續下刷侵蝕，後續仍將造成

路基下滑，必須以節制壩控制蝕溝侵蝕。而該

處路段之上邊坡經初步調查，仍有多處高度風

化、節理破碎之岩體，且仍有持續岩屑崩落之

情況，故以修坡及坡面保護等方式加以穩定。

為降低土方開挖及回填規模，調整平面

線形位於兩階平台中間。考量大型車輛爬坡速

圖1 台20線146k+775 102年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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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自然生態噴植護坡面積約9572m2；自

由型框噴植護坡面積約15224m2；岩坡穩定金

屬網面積約4327m2；加勁擋土牆高9m，長約

245m；沉砂消能井1座；道路側溝長約1205m，

排水箱涵4座。各工項內容敘述如下(詳圖2、3)：

度驟降，易產生速差，路線以12%之縱坡爬升

150m後，設置60m之緩坡使速度略為提升後，

再以12%之縱坡爬升。

一、本工程主要作業內容

圖2 護坡、擋土牆及排水設施配置圖

圖3 道路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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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邊坡裸露之坡面則設置縱橫向截水

設施，避免坡面侵蝕。

(二)  146k+600上邊坡附近既有之中華電信

基地台，儘量避免開挖後造成邊坡坍

滑，影響其後續營運。

(三)  本工址於146+600～810左右邊坡裸露

範圍較廣，最高約離路面70m，考量

邊坡面陡且高，且施作岩栓之手提鑽

機施作能量最大約能3m深，因此該範

圍邊坡係採自由型框並打設2m岩栓以

保護整體邊坡。

(四)  本工址於146+810～146+975左右邊坡

較為陡峭，裸露範圍較低，最高約離

路面30m，考量邊坡面陡，但可藉由

吊車施作岩栓打設作業，因此該範圍

邊坡係採岩坡穩定金屬網並打設4m岩

栓以保護整體邊坡。

(五)  另於146+975～147+090係屬較矮之邊

坡面(高約30m)，邊坡面較前段稍緩，

考量可藉由吊車施作岩栓打設作業，

因此採自由型框並打設4m岩栓以保護

整體邊坡。

(六)  里程146k+900處，坑溝上游治理約

200m，道路上邊坡側設置沉砂消能池

1座，道路下方設置排水箱涵，將導出

之地下水安全排放至道路下邊坡。

(七)  路基下邊坡約30m範圍內分別採格框

植生護坡或掛網植生保護坡面。

二、生態策略

本工程受鳳凰颱風及天秤颱風等天然災害

影響，不但中斷道路的串聯，現有替代道路或

未來改線道路對於現地生態環境均有影響，包

含棲地阻隔、棲地切割、物種傷害等。為避免

道路復舊工程對現地的生態影響，採用以下策

略以降低環境的衝擊，如圖4所示。

(一) 迴避策略

 為減少對棲地及動物路徑的破壞，並

避免產生棲地品質劣化，將道路工程對生態

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為研擬路線時的重要

考量，本工程為道路修復工程，以原路線改

善為原則，儘量不再另闢道路影響生態。

(二) 減輕策略

 選擇對生態環境傷害最小的工法，即

對地貌最小干擾之方案為原則。本工程為

減少鋼筋混凝土的使用量，大量使用加勁

擋土牆工法施作，利用土方的自重穩定邊

坡，期能將對大自然的傷害減到最低。

(三) 補償策略

 台20線屬自然度極高、天然景緻優美

路段，加上原住民文化特色，成為台灣地

圖4 生態策略示意圖

(資料來源：道路建設與生態工法)

本計畫 本計畫

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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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步驟 施工照片 注意事項

材料進場

加勁擋土牆材料進場查驗
(極限抗拉強度：縱向>150kN/m；
橫向>75kN/m。
最大延伸率：20%以下；紫外線照射500小時
下，仍能維持至少70%材料強度)

基礎整地
夯實

加勁擋土牆基礎整地夯實
(加勁擋土牆基礎施作完成後，需將碎石級配及
排水管配置妥適，並加以夯實)

格網裁切
、

鋪設

加勁格網鋪設查驗
(隨著加勁擋土牆的逐層施作，加勁格網亦需密
排鋪設，其格網搭接長度至少需15cm，以維持
其效用)

以下就加勁擋土牆及自由型框說明施工程序及注意事項：

一、加勁擋土牆施工程序

區著名之景觀道路。但大量邊坡裸露及植

生破壞，形成嚴重的視覺衝擊。本工程以

提高綠色工法為目標，降低工程對生態的

影響。利用融合地景的手法進行崩塌地整

治與綠化，選擇合適之植生工法、使用當

地原生種植物，以修補、串聯整體綠廊，

如圖5所示。

參、施工案例探討
圖5 邊坡植生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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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步驟 施工照片 注意事項

土包袋裝填
堆疊

土包袋裝填堆疊查驗
(因此工作項目位處加勁擋土牆邊緣，施工危險
性較高，需注意工作安全，並加派監視人員)

土方回填
、

夯實

工地密度查驗 
(每層滾壓後之厚度為25～30cm，各層滾壓
後，每500m2做一點，壓實度90%以上)

格網回包
、

錨錠

格網回包、錨錠 
(回包長度至少250cm，錨錠塑膠釘或鋼筋＠2m
埋設一支，確保穩固無虞)

排水層鋪設
乾砌濾料包鋪設查驗 
(50cm厚碎石級配料；各層乾砌濾料包間務必
連結，俾便達到排水效果)

逐層施作

逐層施作
(施工中若天氣惡化可能下雨時，必須將車轍之
處以壓路機滾壓修平，並做好排水，務使浸入
土中之雨水減至最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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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型框護坡施工程序

施工步驟 施工照片 注意事項

整坡
依設計圖及現況整坡
(將坡面上方不安定土石、枯木清除，以利後續
施工)

材料檢驗

菱形網取樣
抗拉強度：290～540N/mm2

鍍鋅量≧230g/m2)
岩栓、螺帽、承壓鈑取樣
(岩栓：尺寸25mm±5%、抗拉≧15ton、化性
螺帽：鍍鋅量≧350g/m2、化性
承壓鈑：鍍鋅量≧350g/m2、化性

鋪設鍍鋅
網層

自坡頂由上向下展開鋪設，網與網之間重疊
10cm以上
(施作前務須將零星土石清理確實，鍍鋅網需密
貼坡面)

岩栓孔鑽設
岩栓鑽孔深度查驗
(本工程包括有2m及4m深度岩栓，每孔深度需
依圖面規定達標，不可有深度不足情事)

岩栓裝填
錨錠

岩栓拉拔試驗
(使用合格儀器，於每100 支任意指定1支，若
未通過則加倍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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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風險管理

(一) 風險管理程序

 本工程施工風險管理流程，係自方案

研擬階段藉由工址現況調查及潛在危害辨

識，研擬設計方案以始，續於設計作業階

段進行施工安全之風險辨識，對於施工中

可能產生的風險設法予以排除、降低或控

制，並研擬相關配合措施。整個風險評估

管理流程，如圖6所示。

 依據風險評估管理流程，經由設計部

門詳細研擬各項對策之實施細節，制定成設

計圖、安全規範、預算書、契約文件等，以

傳遞至工程採購招標及施工階段執行。依據

施工步驟 施工照片 注意事項

鋼筋鋪設

鋼筋鋪設
(∮10mm＠2m 4支)
錨筋固定
(∮13mm＠2m 1支)

安裝承板

承壓板鋪設
(承壓鈑垂直岩栓)
承板固定
(緊貼岩面或噴凝土面；螺栓扭力與軸力間之換
算)

噴水泥砂
漿框

噴水泥砂漿框
(W=35cm, H=15cm)
噴水泥砂漿試體製作
(3天齡期 fc≧300kgf/cm2)
砂漿框中之植生空間，須以適當材料覆蓋，避
免砂漿覆蓋，影響後續植生

植生噴植

植生機材查驗
流度試驗(直徑90～110cm)
坍度試驗(≦2cm)
高山氣候較冷，植物生長緩慢，需考慮噴植季
節，必要時需加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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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施工安全監督，施工廠商依規範適當的

執行施工作業，以達安全施工之目的。

 雖有種種防護措施，但仍有因不同因

素而造成人員之傷亡，其中又以邊坡作業

設計成果辦理施工規劃，編製安全施工規範

及安全衛生詳細價目表(含安全衛生設施與

安全衛生管理)，納為契約文件以為施工期

間執行安全管理之依據。經由風險資訊的

正確傳遞，再加上業主施工安全督導、監

圖6 風險評估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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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以雙套節方式捆綁，後方佐以8字結固

定，繩頭膠帶黏貼防止分叉，若繩索磨

損嚴重則予以更換(如圖10)。

(5)  固定端三點，確保安全(防脫鉤為90

度，詳工作繩索固定栓錨錠示意圖，如

圖11)

圖7 錨錠鋼筋尺寸確認

圖8 錨錠彎鉤以防繩索脫落

圖9 安全母索尺寸確認

為施作過程之高風險作業，其中職災主要

原因如下：

1. 直接原因

 施工人員之工作繩未繫緊上邊坡設置之

固定栓，造成人員墜落致死。

2. 間接原因

(1) 不安全行為

  因施工人員工作時，工作繩於固定端綑

綁固定，僅經個人檢查未重複確認，致使

工作繩未繫緊上邊坡設置之固定栓時未及

時發現。

(2) 不安全作業環境

  未設置副繩索(安全母索)供作業勞工防

墜安全勾掛使用。

3. 基本原因

(1)  教育訓練未落實，致施工人員疏忽工作

繩固定的重要性，工地安全意識不足。

(2)  未落實施工前自主檢查及危害告知未詳

實記錄。

(二) 高風險作業改善對策

1.  督促承商確實做好邊坡作業工作繩索固

定栓錨錠。

(1)  以4支13∮，L=1.2m的鋼筋作為錨錠，

端部有彎鉤防脫(如圖7)。

(2)  打入深度至少80cm，上方需有彎鉤以

防繩索脫落(如圖8)。

(3)  安全母索得由鋼索、尼龍繩索或合成

纖維之材質構成，其最小斷裂強度應

在2300kg以上。附圖為直徑1/2英吋約

12.5mm尼龍繩，並佐證試驗報告(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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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帽務必正戴。

(2) 安全帽頤帶應調整鬆緊固定。

(3)  背負式安全帶使用前應檢查帶體是否磨

損，扣環及鉤環有無變形或破裂，以確

保使用上的安全(如圖13)。

3.  邊坡施工人員須穿戴背負式安全帶，並

備妥一條工作繩索及安全母索等裝備檢

查完成後，方可進場施工(如圖14)。

4.  每日出工前，需注意員工身體狀況(生

病或飲酒)，精神不良者則令其休息，

施工期間嚴禁人員飲用含有酒精成份的

飲料。

(6) 使用工作繩加垂直母索，雙重保障(如

     圖12)

2.  加強檢視施作人員安全配備(背負式安全

帶、安全帽)。

圖10 安全母索固定確認

圖11 安全母索固定栓錨錠示意圖

圖12 安全母索與工作繩使用示意圖

圖13 安全配備檢視示意圖

圖14 邊坡施工人員進場施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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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場工地負責人須確實監督施工人員之

作業情形。

6.  施工人員之間必須互相提醒避免不安全

行為發生。

7.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每日確實實施危

害告知及工地巡視(以書面紀錄備查)，

若有新進人員，須先召集實施安全教育

訓練(至少六小時以上)及危害告知。

8.  落實實施各項作業自動檢查。

9.  積極召開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以加強作業勞工之

危害意識。

10.  訂定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1.  落實勞工工作前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

變所必要之安全作業衛生教育訓練及危

害告知，要求勞工須確實遵守墜落防災

教育訓練及告知資料。

12.  勞工進入工地施工前要求具結勞安紀律

承諾書，並嚴格執行禁止未參與教育訓

練及未具結承諾書人員進入工地施工。

13.  每日工作前由工地負責人，工安人員及

再承攬負責人確實告知工地安全衛生要

求，並不定時巡查工地，要求施工人員

確實遵守規定安全施工。

14.  高處作業勞工須配戴個人防護具始准進入

工地施工，有墜落之虞者需確實將安全帶

勾掛於安全母索或穩固吊點方可施工。

15.  全面檢查工地內不安全狀況設備加以改

善以防範職災發生。

(三) 小結

 重大工安事故，無論是業主、監造，

或是承商及現場施工人員，都是不樂見

的，因此，避免災害發生，是每一個人都

殷殷期盼的。從業主的角度來思考，除了

週全之法規規定外，管理階層的重視程度

也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從監造單位

的立場而言，安衛查核點的落實，不厭其

煩地督導與稽核，亦是避免危害發生的重

要推手；承攬廠商是第一線的施工人員，

舉凡施工區佈置，設備安裝、人員僱用訓

練、標準作業程序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制定、嚴謹的自動檢查、檢點、維護與

保養制度，都需要勞工的切實遵守各項規

定，各階層作業主管不斷的努力，才能使

作業場所各項制度能落實施行，更能避免

職業災害的發生。

四、施工過程遭遇困難及解決對策

(一) 遭遇困難

1.  天然災害：山區工程常因連續性豪雨、

颱風等天然災害導致坍方落石(如圖15、

16)因素，造成施工困難度增加進而影響

施工進度。在前期完工的台20線193k災

害修復工程中，原先在設計規劃階段訂

定的240日曆天的工期，最終展延四個

月，總工期耗費整整一年才宣告完工。

同樣在今年年初甫竣工的157k災害修復

工程，原工期為210日曆天，因多次颱

風豪雨及道路中斷等原因，展延共491

天，總工期超過700日曆天，比原先規

劃的工期超出兩倍有餘。

2.  氣候多變：南橫公路位處山區，常有大

霧，伸手不見五指，每逢午後起霧狀況

愈發嚴重，視線不佳嚴重影響工進。且

山區災害修復工程常有高邊坡作業，危

險性高不可小覷，每一項安全檢查都必

須落實執行，才能降低施工風險。

3.  人力不足：山地區生活條件差，人員尋覓

困難，流動率高，且海拔高於2300m，因

個人體質而異，即有可能併發高山症。

啞口地區海拔超過2700m，秋冬之際，

寒流或冷氣團來襲，溫度常低於攝氏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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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加派人員及機具，趲趕進度。

2.  教育訓練：高邊坡作業，每當有職業災

害發生，必然相當慘重，嚴格規範標準

作業程序，加強人員訓練及施工熟練

度，確保安全為第一要務。

3.  會議控管：每月定期召開施工協調會，

減少施工界面，確保人員進場數量，並

針對勞工生活起居加以關心，於問題發

生前提早解決。

肆、結論

近年來，自然環境的反撲與日俱增，知名

已故導演齊柏林所拍攝的「看見台灣」即可看

出端倪。本篇文章中所探討之作業工法—「加

勁擋土牆」及「自由型框」實為公路災害修復

最佳範例。政府現正積極推動的前瞻計畫中，

眾人的目光均著重在軌道建設，但是對於國家

整體而言，因應氣候變遷而產生的國土安全議

題，亦為不可輕忽的關鍵所在。天然災害雖不

可預期，然而，危機意識的養成及萬全的準

備，確是在山區工程中不可或缺的保護傘；也

期能藉由防災、綠化及水土保持等相關工程的

推動，達到資源及環境永續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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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降雪情況也時有發生(如圖17)，且

地處偏遠，飲食也極為不便，常有施工

人員剛報到，當天即離職情形發生。

(二) 解決對策

1.  資源取得：每年五月至十一月為汛期，

颱風豪雨不斷，十二月至次年二月，天

氣極度寒冷，僅能就可施工時間，請廠

圖15 105年10月4日台20線182k六口明隧道附近坍方

圖16 106年6月2日台20線146K坍方及路基流失

圖17 105年1月25日台20線157K降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