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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團隊工程團隊

主辦單位：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嘉義林區管理處

設計單位: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監造單位: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單位:
華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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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8年莫拉克88風災造成大規模崩塌
工程緣起工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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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崩 塌 高 差
達350m

2.崩 塌 寬 度
達550m

3.崩 塌 面 積
廣 達 28 公
頃

4.崩 坍 量 約
200萬m3

多林段崩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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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考量由既有路線進行軌道修復，惟國內工程界於莫拉克災後

多認為全球氣候變遷、極端氣候易導致非預期、超過以往經驗之

大規模災害。

面對未來不確定性昇高，應體認工程技術有其限度，復建及新建

工程規劃應多面向思考，過去「人定勝天」的觀念，經過檢討反

省，應改以「順天應人」為指導原則。

採取迂迴隧道方式避開大型崩塌區，其中多林段隧道總長約487 
m，最大覆蓋厚度約100m，隧道穿越之地層主要以崩積層、砂

岩及砂頁岩互層等性質不同之地層。

工程緣起工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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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位置工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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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里山森林鐵路

49k+780~50k+100

多林車站與奮起湖車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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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土區

東洞口

西洞口
既有施工便道

隧道路線

崩塌外緣線

工程位置—平面圖工程位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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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要工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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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金額：

壹億參仟柒佰壹拾萬元（137,100,000）
契約工期:

（一）原契約: 480日曆天

開工:101.2.11（竣工:102.6.4）
（二）工期展延(合計185天)後:665日曆天（竣工:102.12.06）
次數 展延理由 展延天數
1 配合前標工程場地交付時程(101.02.11~101.03.29)       47天
2 因天候影響無法施工(颱風) 26天
3 配合監工區軌道及道碴鋪設(101.10.12~101.11.14)       34天
4 配合監工區軌道材料運輸 6天
5 配合監工區軌道拆除(102.03.30~102.04.22) 24天
6 35號隧道補強前安全考量無法施工

(102.03.30~102.04.22)                                5天
7    35號隧道補強作業 4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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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要工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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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進度(至103.02.07) :
預定進度:100.00%      實際進度:94.28%        落後:5.72% 

部份路段已陸續修復辦理清
理。

施工進出動線，原有軌道拆除，影
響工率。

3

項次 落後原因 改善對策

1 混凝土驗廠時程延遲。 主動輔導混凝土廠辦理驗廠程
序。

2 先前因管冪區段地質常有孤石，導
致施工進度不如預期。

提送趕工進度表追蹤管控，目

前積極趲趕隧道襯砌施工。

4 填土區目前水土保持變更中，部分
停工。

已積極辦理變更中。



中興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8

工程概要工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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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管冪區段地質常有孤石，導致施工進度不如預期。

進行管冪鋼管打設作業時，常因遭遇巨大孤石群(孤石口徑3M以上
) ，造成打設作業緩慢，且因作業時間拉長容易造成機械及鑽頭
毀損，進而影響工進。

孤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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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要工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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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度落後監造單位之作為:

持續於每次施工檢討會中追蹤進度

並由承攬商報告是否達預定進度，
及如何趲趕。

函文催辦承攬商積極趲趕，並依規
定提送趕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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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要-主要工項工程概要-主要工項

隧道洞口工程

隧道主體工程:
包含各類岩盤開挖12,851立方公尺及隧道襯砌487公尺

排水工程：隧道洞口及填土區

軌道工程：包含碎石道碴舖築及既有鐵路維護

雜項工程

包含臨時辦公室、宿舍、臨時混凝土路面、施工便道

維護、臨時導排水、工程告示牌、施工圍離、施工攝

影等

交維、勞安、環保及品質管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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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西洞口之開挖與支撐

西洞口崩積層較厚，為減少開挖，西洞口直接由既有坡面上鑽設先
撐管冪鋼管，增加頂拱穩定性

洞外架設桁型鋼支保及噴佈鋼纖維噴凝土形成假洞，部分覆土培
厚，以避免發生偏壓現象。當內部襯砌完成後，再將洞口造型為斜
坡面，最後於假洞上方補充覆土植生

工程概要-隧道洞口工程概要-隧道洞口

隧道西洞口開挖及支撐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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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倒D型斷面，內空

寬度4.20m，內空高度

4.60m ， 襯 砌 厚 度

30~40cm

隧道開挖斷面隧道開挖斷面



中興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隧道東交叉段開挖及支撐剖面

隧道開挖斷面隧道開挖斷面

隧道東交叉段平面

既有35號隧道

剖面A-A 剖面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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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段10m 漸變段至3.5m與35號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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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開挖工法

因洞口施工腹地狹小、交通運輸不便、沿線地質較破

碎等因素，綜合評估結果，採用循序開挖工法之鑿岩

機工法或鑽炸工法

隧道開挖與支撐之施工隧道開挖與支撐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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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岩體分類與支撐設計

隧道支撐之設計隧道支撐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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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襯砌標準斷面隧道襯砌標準斷面

隧道BⅢ、 BⅣ 及BⅤ類(長度369.5m) 隧道DⅢ類(長度109.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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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要-填土區工程工程概要-填土區工程
考量工區內土方平

衡，隧道開挖土石不

外運，故於計畫區內

設置填土區

節省運輸及土資場費

用，減輕運土造成污

染及交通影響

填土作業需配合施作

排水箱涵及地表排水

渠道，以維持施工期

間既有山溝的排洪

量，完工後作為排水

替代渠道

填土區平面及排水佈置圖

疊砌塊石擋土堤

排水明溝

排水箱涵

齒墩型排水箱涵
（ｗ=2.50,H=2.50)

平台溝

消能井

出水工

齒墩型排水溝
(W=2.50,H=2.00)

拋石塊

縱洩溝

地表排水渠道
（ｗ=1.20,H=1.20)

RC防砂堤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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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完成項目施工完成項目

1.隧道開挖已完成487M/487M。

2.隧道型盲溝及透水濾料舖設完成。

3.CB-01、02排水箱涵已完成。

4.DA-01齒墩型排水明溝已完成。

5.填土區消能井、滯洪沉砂池(含擋土堤)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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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情形施工情形

隧道A型盲溝及透水濾料施工

管冪施工-鑽孔作業隧道開挖-西(假)洞口

隧道防水層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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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情形施工情形

DA-01齒墩型排水明溝澆置完成

隧道襯砌鋼筋組立 填土區修坡

CB-01箱涵澆置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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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份預定施工項目下月份預定施工項目

1.隧道襯砌鋼筋綁紮及混凝土澆置由西洞口往東施

作。

2.RC防砂堤牆身及U型擋土牆施作。

3.填土區平台溝及縱洩溝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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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計畫 □未核定，已審查（ ）次。

■已核定，計審查（ 4 ）次。
核定日期： 101 年 06 月 18 日

品質計畫 □未核定，已審查（ ）次。

■已核定，計審查（ 3 ）次。
核定日期： 101 年 07 月 17 日

施工及品質計畫審查：

材料設備抽驗情形：

已抽驗次數 符合次數 未符合次數

61 61 0

已抽查次數 符合次數 未符合次數 複驗合格次數

656 653 3 3

施工抽查情形：

材料設備抽驗及施工抽查情形材料設備抽驗及施工抽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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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復建工程以「順應自然、尊重自然、不對抗自然」為

原則，採取迂迴隧道方式避開大型崩塌區。

2. 隧道支撐系統以PCCR系統岩體分類法作設計，分為

BIII、BIV及BV岩類，另外崩積土層為DIII類，採用支撐

材料包括先撐管冪鋼管、桁型鋼支保、鋼纖維噴凝土

及自鑽式岩栓。

3.洞口工程以減少地表開挖為原則，洞口支撐工除選用

較厚重之鋼支保及鋼纖維噴凝土外，另外搭配管冪先

撐鋼管做為輔助工法，以增加頂拱之穩定性。

4.考量工區內土方平衡，隧道開挖土石不外運，節省運

輸及土資場費用，減輕運土造成污染及交通影響。

結論結論



簡報完畢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