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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莫拉克颱風漂流木與河川壅圔、橋梁斷裂關係檢討會議」  

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98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整 

貳、開會地點：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四會議室 

參、主持人：陳副執行長振川（顏處長久榮代）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記錄：孟中杰 

伍、主席致詞： 

    總統於98年9月20日巡視莫拉克颱風災後屏東縣佳冬

鄉，聽取羌園村災民陳述後指示「請重建會會同專家檢討漂

流木是否為造成河川壅圔或橋梁斷裂之主因，並釐清相關責

任」，本項議題相當專業，涉及整體流域、氣象、地質、河

川及橋梁等相互間關聯及因果，本會爰邀集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並邀請水利、水保、土木、橋梁工程專家，期透過座

談研析問題原因，歸納提出具體防減災結論與建議。 

陸、出席單位發言紀要（依順序）： 

一、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一） 依據福衛 2號影像分析莫拉克受災地區新增之山崩面積至

少在 3.4 萬公頃以上，不論崩塌數量及大面積之山崩都是

過去不曾出現之狀況，比對區域地質條件，山崩與地質因

素並無很清楚之相關性，所以自然氣候因素在本次莫拉克

之山崩致災原因中應居相當之重要性。 

（二） 未來在評估橋梁基礎之地質條件時，地質調查所可提供近

期調查之成果，例如環境地質基本圖、岩性組合圖、岩體

強度分級圖及地質災害潛勢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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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屏東縣政府水利處 

（一） 林邊溪防洪標準為 100 年洪水頻率，這次的洪水流量經分

析為 5500cms 及最大瞬時流量約 6152cms 洪水頻率超過

250 年，遠超過林邊溪防洪標準，造成洪水溢過堤防，因

溢堤導致潰堤。 

（二） 連續 48 小時的超大豪雨，造成上游山坡地大量的崩塌，

洪流夾帶大量土砂及漂流木，不僅阻圔通水斷面並衝擊堤

防，造成堤防及橋樑構造物受損 

（三） 林邊溪致災原因調查，本府目前正委託高雄市水利技師公

會辦理調查。 

（四） 建議橋梁單位應依據橋河共治共識，疏濬橋梁上下游河

段，以避免造成通洪斷面阻圔，形成頂托與堰圔效應，造

成上游堤防溢堤，進而潰堤之損毀。 

（五） 其中對於河寬較窄，跨距較短之橋梁應列為優先辦理工

作。 

三、 農委會（林務局） 

（一） 莫拉克颱風造成高雄、屏東及臺東地區豪 雨成災，山區

坡地發生嚴重崩塌及土石流，致災區主要溪流河床、港口

及海岸，堆積巨量之漂流木，全台估計約有 98 萬公噸，

為史上最高。 

（二） 漂流木產生原因 

1. 漂流木產生主要係林木自然老化枯死，崩塌後遭受沖刷

所致；地震、瞬間高降雨量等天然災害均會導致林地崩

塌沖刷，致林木隨根拔起隨水流而下。 

2. 森林覆蓋對於水土保持具有一定之功能，惟仍有其極

限，依據民國 54 年臺灣省農林廳調查本省土石災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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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當時研究結果即認為單日累積雨量達 400 mm 以

上，易導致山崩，日本學者之研究報告（川上浩等人，1

981）亦持相同看法。  

3. 臺灣地區年雨量約 2,500mm 以上，本次風 災 3 日內降

下逾 2,000 毫米雨量，部分地區單日雨量更達 1,100 毫

米，幾乎為臺灣地區半年雨量，驚人雨量早已超過一般

森林所能承受之負載程度，加上地質與地形因素，遂造

成地滑，而定植於地上之林木，亦隨土石崩塌沖刷，應

為本次漂流木形成主因。 

（三） 林地崩塌情形 

1. 衛星及航攝影像比對，有大面積林地崩塌：依據中央大

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利用災前及災後福衛 2 號衛星

影像自動判釋， 災後災區新增崩塌面積約 23,901 公

頃。  

2. 漂流木外觀分析，非砍伐產生 

    （1）本局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專案調查小組，於高屏及臺東

地區勘查分析結果：大部分漂流木帶有根株，木材斷面

幾全呈 不規則 之纖維狀撕裂，形狀粗短，樹皮脫落，

材面傷痕累累，挾帶多數石礫及泥砂，除為集材造材之

必要所進行鋸切，致有新鋸痕產生外，俱無異常鋸切痕

跡，其漂流木顯非砍伐產生。  

    （2）復據林管處現場處理漂流木之辨識、註記結果，牛樟、

紅檜等貴重一級木數量極微，多數為其他針濶二級木或

雜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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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因此，本次莫拉克颱風造成漂流木，係山崩及土石流發

生後，其上游林木隨強大水流夾帶土石沖刷而下，純係

天然災害造成，非盜採林木所產生。 

（四） 漂流木與橋樑斷裂關係 

1. 莫拉克颱風豪雨過後產生之漂流木，係因林地受高強度

降雨衝擊導致崩塌，林木連根拔起所產生，隨洪水夾雜

土砂而下。 

2. 依清理實際數量約在 100 萬公噸，比此次沖刷之土石方

數量以億計實不成比例。 

3.  漂流木、土、石同時衝下，漂流木僅占極小部分，而土、

石、洪水之數量及所產生之衝撞力遠超過漂流木所能產

生者。 

4. 本次實際上漂流木用材僅 7,343 立方公尺(約 6,609 公噸)

餘均為枝梢材，其沖刷力道不能與土石相較。 

5. 是以，本次風災造成河川壅圔及橋樑斷裂等問題，應與

大量洪水淹過橋面，及帶來大量土石沖刷與撞擊橋樑基

座有關，尚無法證明與漂流木有直接的關係。 

（五） 莫拉克颱風過後產生之漂流木，係因林地受高強度降雨衝

擊導致崩塌，林木連根拔起，隨洪水夾雜土砂而下所致，

且土、石、洪水之數量及所產生之衝撞力遠超過漂流木所

能產生，是以，本次風災造成河川壅圔及橋樑斷裂等問

題，應與大量洪水淹過橋面，及帶來大量土石沖刷與撞擊

橋樑基座有關，尚無法證明與漂流木有直接的關係。  

四、 經濟部（水利署） 

（六） 河川漂流木處理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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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林務局所訂定「處理天然災害漂流木應注意事項」規

定，中央管河川於天然災害發生後三天內由河川局進行

緊急處理；其後 1 個月內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打撈清理

並由林務局林區管理處負責辨識、註記及檢尺，其具有

標售價值者由林務局林區管理處集運保管、標售，其不

具標售價值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公告撿拾，並於最

後進行清除或妥適處置。 

2. 依據「維護河川與保護橋梁安全共同聯繫會報第 28 次會

議」結論，漂流木卡在橋梁附近可能危及橋梁安全者，

橋梁單位於災後三天內儘速處置，位於橋梁上、下游一

定距離有影響橋梁安全者由橋梁單位清理，有影響河防

安全或水門操作者由水利署清理，其他依照林務局所訂

定「處理天然災害漂流木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3. 本署所轄中央管河川之漂流木，影響河防安全或水門操

作部分已依規定於災後緊急處理完竣，目前已清除之漂

流木約有 18,500 噸，尚有 1,000 噸已暫移至水防道路之

漂流木，預計於 11 月底前清除完竣。 

（七） 漂流木對河川水流之影響 

1. 漂流木於豪雨期間隨洪水漂流而下，在洪峰時可能直接

出海，洪峰過後，因流量、流速變小而沈積於高灘地上，

有極少數留滯於水門，為免影響水門操作，河川局均做

緊急處理，其餘之漂流木對水流及河防安全之影響甚

微。  

2. 本次 88 風災漂流木堆積密度最高之高屏溪河段（斜張橋

至高屏大橋），河川區域面積約 27.86Km2，漂流木數量

約 24 萬噸，體積約 29.6 萬 m3，以堆積高度 1.5m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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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面積約 19.73m2，佔該河段面積約 0.71％，故漂流

木所佔河川通水斷面相對更小，應不致於影響水流。  

（八） 漂流木與河川水流及橋梁之關係與影響 

漂流木隨洪水土石宣洩而下，於洪峰流速大時，漂流木如

滯留於橋面（因梁底高程低於計畫洪水位，而尚未改善

者），恐有造成橋梁安全之虞，且對該河段之水流產生影

響，至於其影響程度為何？建請橋梁單位納入研究，以作

為未來橋梁設計之參考。 

（九） 建議事項 

1. 加強山林保育，以減少集水區之崩塌，避免崩塌之土石

及漂流木造成下游災害。 

2. 對於老舊橋梁或梁底高程不足之橋梁，請橋梁單位加速

改建，並於洪水恐有橋梁破壞之虞時，儘速封橋。 

3. 橋梁設計時加大跨径減少落墩，提高梁底高程，增強橋

梁基礎設計，避免因漂流木或其他外力，而影響橋梁之

安全。 

4. 橋梁單位應於洪澇過後，儘速進場清除卡在橋梁及其

上、下游有影響橋梁安全之虞之漂流木，避免洪水再次

來臨時，造成二次災害。 

五、 交通部（公路總局） 

（一） 台灣南部由於高屏地區受 98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超過

2,000 公厘的總雨量，致河川上游源頭之山頂及山坡產生

滑動及大量崩塌夾帶大量土石流，使河川瞬間通洪斷面不

足而產生潰堤及斷橋災害，其中除超量雨水外以污泥及漂

流木最為受害嚴重。 

（二） 潮州工務段轄區受漂流木堆積雍圔橋樑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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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 27 線姜埔溪之聖力橋，台 24 線北隘寮溪之第一號橋，

台 24 線隘寮溪之南華大橋、台三線荖濃溪之里港大橋及

台 17 線林邊溪之林邊大橋、台 22 線隘寮溪之高樹大橋，

185 線口社溪之口社大橋。 

2. 其中台 24 線北隘寮溪之第一號橋已斷橋，另台 27 線聖

力橋及 185 線口社大橋、民安橋、國泰橋已緊急搶修清

除漂流木完成。 

3. 其餘本段緊急編列98年度潮州工務段轄內省道橋樑漂流

木雜物清除工程辦理中。 

（三） 關山工務段道路橋梁受損情形： 

台 20 線東部路段路基路面全潰失計 550 公尺，大規模路

基缺口 16 處，落石坍方 7 萬 7 仟立方公尺等災情，另跨

越霧鹿溪（台東唯一主要河川卑南溪上游）通往利稻部落

之利稻橋亦因溪床堆高之土石淹沒橋面而遭摧毀，南橫公

路對外交通聯絡因此全部中斷。 

（四） 甲仙工務段轄區橋樑受損情形 

台 27 線大津橋新完成便橋斷橋，溪水夾雜漂流木撞擊橋

梁，台 27 甲線六龜大橋斷橋及漂流木佈滿橋面板，台 21

線民權大橋橋墩堆積許多漂流木。 

六、 洪如江 委員（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一） 漂流木的來源 

   1.山地崩塌 

   （1）每一坡地，都有一「臨界雨量」，如降雨超過該坡地的臨

界雨量，該坡地就會崩塌。莫拉克颱風豪雨的確超大，必

然引起許多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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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據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運輸研

究委員會(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特別報告(Special 

Report)176 號指出，約 80%的坍方(landslides)係由人類活

動所引起，而採取預防措施可以減少坍方損失達 95%至

99%。 

   （3）又根據對美國西北部太平洋海岸山脈長年調查的結果顯

示，砍伐森林所引起的坍方(數量或體積)約為森林自然坍

方(數量或體積)的十倍，而開路上山所引起的坍方約為森

林自然坍方(數量或體積)的百倍。 

   （4）開路上山，常引起濫墾濫伐、濫種「淺根性作物」，引起

崩塌。 

   2.減少山地崩塌，就可以減少漂流木 

       保育山林，在 50 年之內，嚴禁砍伐森林、嚴禁新開道路上

山，減少已有山區道路，減少種植淺根性作物，以減少山地

崩塌。 

（二） 加大橋樑跨度與高度，減少斷橋遺憾 

   1. 莫拉克颱風豪雨災害發生之後，個人到災區勘察，幾乎大

部分的斷橋是因為有太多橋墩立於河道之中，難以抵抗洪

水與土石流的暴力；密集橋墩阻擋漂流木的順利通行也是

斷橋的重大原因；但也看到幾座大跨度鋼橋安然無恙。 

   2. 以目前橋樑工程科技(technology)的進步，橋樑跨度已經可

以達到 1990 公尺(日本明石大橋之例)。加大堅強橋樑的跨

度與高度，容許洪水、土石流與漂流木的順利通過，幾乎

不可能發生斷橋遺憾，也難以造成河川壅圔。 

七、 李三畏 委員（台北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 

（一） 崩坍漂流木係自然現象，地形演變過程，很難因人力去阻

止，但是集水區內之不當開發行為也會加速集水區山坡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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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地的發生，加劇災情。從長遠的觀點，加強集水區內之

森林保護以及不當土地利用之管制，已開發區之防洪措

施，乃為防災減害之功效。在不當開發土地之項目，以道

路為首要思考對象。 

（二） 漂流木壅圔河川之情況，係漂流木遭到阻礙時，累積量多

時，方能會發生。漂流木對構造物之危害，以撞擊之傷害

較為嚴重。另一方面因阻圔排洪斷面而引發溢流現象為

多。 

（三） 預防漂流木造成河川壅圔、橋梁斷裂之策略，個人認為有

兩方向： 

    1.長期性以減少集水區之崩塌發生，減少淤積及漂流木，需

對集水區土地利用加強管理及管制，減少崩塌地。 

2. 橋梁之規劃設計上： 

    （1）尊重自然原則，河相受到重視，河床不是永久穩定，時

常在變動，不要太相信現況，規劃設計應有詳細的河道

調查去把握現況。 

    （2）儘量提高通水斷面之寬度與高度，橋墩之基礎深度應充

分把握其安全性（基岩），以因應突發性之大洪水。 

八、 林呈 委員（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一） 莫拉克颱洪災害所展現出之災害程度為過去所未見，不論

橋梁或防洪建造物所承受之災害類型亦為全新複合之多

重災害（multi-hazard），即涵蓋洪水土沙運移及土石流、

堰圔湖潰決、大量漂流木及掛淤於橋梁結構…等過去單一

類型或其中兩者之多重性災害，未來吾人將常遭遇此一新

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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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漂流木卡在橋梁上部或下部結構所顯現之問題，為橋體

受撞擊或掛淤後導致橋梁阻水面積及所受拖曳力之大

增，對於較為老舊橋梁之安全形成明顯影響。另外，阻水

面積之增加亦將造成橋墩基礎之局部沖刷深度大增。再

者，若漂流木嚴重掛淤於橋梁上時，亦將因阻水而導致水

位急速上升，若如今年之超大雨量所帶來之超大洪水或堰

圔湖潰決所形成之海嘯般湧浪洪波，最終使橋梁被淹沒於

水面下而形成壓力流（pressure flow），橋面上之阻圔致

使洪水由其上方越流而過成類似跌水或水躍現象，而橋面

下之水體部分乃形成潛流之射流，亦將大幅地增加局部沖

刷之潛勢。 

（三） 未來淤積嚴重之河道，應視河段及保全對象，予以清淤，

以降低未來受災潛勢；林務及水保單位應加強清除漂流木

及坡地保育，橋梁管理單位也頇對既有橋梁家強封橋管理

措施（特別是因應漂流木撞擊及掛淤效應）。 

九、 張荻薇 委員（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總經理） 

（一） 根據 IPCC 的報告，因地球暖化、氣候變遷的日益惡化，

颱風頻率及強度將會增加，降雨量會驟增，海水平面會上

昇。所以洪水、土砂災害(地滑、山崩、土石流)及高潮位

的災害等，將使我們的受災風險大增。台灣有 73%的土地

及人民是處於山崩、地震、颱風、洪水等 4 種天然災害的

環境(2005 年世銀的報告)，有些災害是我們所預想不到

的，這是我們必頇面對及解決的基本課題。 

（二） 八八水災降了史無前例的雨量，造成重大災情，任何責任

的追究並無意義，而是應記取教訓，累積經驗，供作日後

的防災、避災的重要參考，才是應有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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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 通 部 的 橋 樑 設 計 規 範 所 考 慮 之 流 水 壓 力 為

Pavg=52.5K(Vavg)2，若流速 Vavg=5m/sec 的圓形橋墩

(K=0.7)，則 Pavg=52.5x0.7x(5) 2≒1t/m2，以高 10m 直徑

2m 的橋墩則約有 20t 的水平力。若依日本道路橋示方書所

考慮的流水壓力，在相同條件下也大約 P=1t/m2，但它另

考量流木衝擊力(流木假設 20t 重，流速 5m/sec)約為

P=10t。台灣或日本規範所考慮的流水或流木壓力都小於

地震力，一般僅會將橋墩保護層撞擊損傷，不至於造成崩

塌。但若流木太多在橋址形成阻礙水流的柵欄，將使洪流

向下沖刷橋基或向側邊沖刷橋台背填土部，若壅高水位溢

流橋面將使橋樑承受很大的浮力及水平推力(水平推力

P=52.5x1.4(平頭)x52≒1.84t/m2)，以跨度 40m，每單元受

力為 40mx3m(樑深+欄杆)x1.8 t/m2≒220t，這種下刷、側

刷及洪流衝擊橋面，是有可能導致橋樑的破壞。 

（四） 位於河川上游的橋樑災害(以土石流災害、地滑、山崩為主)

將是一再重演的災害模式，其災後的重建不宜採原址重建

方式。至於河川下游的橋樑主要是沖刷導致基礎裸露，故

應採深基礎，並擴大橋長、增大跨度、提高淨高，這是防

止水害的有效方法。 

（五） 交通是人民生活的維生線，也是防救災體系的基幹。為確

保安全、高信賴性的運輸網，「多重性」、「替代性」的

交通體系是必需的，防災道路路網的建立是必要的，採取

「複數」「複合式」的交通設施是防災的有效對策。 

十、 吳憲雄 委員（逢甲大學水利工程系兼任副教授） 

    預防漂流木造成橋樑斷裂及河川壅圔之策略，從河川水理之

角度，建議採下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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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既有橋樑，辦理安全評估時，除樑底高或橋寬度不足

者，應于改建外，漂流木較多之河川，建議將橋墩跨距列

為安全評估項目之一，凡跨距太窄，有礙漂流木通過之橋

樑，列為需改建橋樑，以免因漂流木阻圔，除造成橋樑斷

裂外，並因阻圔河川，壅高水位，連帶造成溢堤、潰堤之

水患災害。 

（二） 新建橋樑，其橋墩結構安全設計時，應加考慮漂流物及大

粒徑推移質之撞擊力及破壞力，另流水壓推力，在高含砂

水流狀態時，應加計高含砂水流之比重質，以保橋墩結構

安全。 

（三） 所有橋墩基礎設計安全要求標準應一致，包括橋台基礎亦

應相同，不應以在高灘地或與堤防共構而做較低安全標準

之設計，對橋墩基礎防沖刷之安全計算，應加計河床動床

理論之沖刷深度，以避免新旗尾橋之案例再發生。 

（四） 對較長較大型而又位處漂流物較多又屬高含砂水流河川

之橋樑，建議在適當位置規畫設置較大之跨距一至二孔，

以容納漂流物或推移質通過，避免造成河川壅圔。 

（五） 對新建或重建橋樑之橋址選擇，宜選擇在直流且河性、河

相穩定、地質良好、流速較緩之河段，不宜選擇在彎道及

河道收縮或斷層岩盤節理發達之河段，並建議不宜太靠近

堰壩結構物或其他跨河構造物，以免複雜之水理現象而無

法做安全之評估設計。 

（六） 道路跨越河川，建議盡量避免採箱涵或管涵設計，宜以建

置橋樑方式跨越河川，以免垃圾雜物堵圔，造成水患。 

（七） 對既有橋樑，有因高灘地未疏濬，阻礙水流，而嚴重束縮

通水斷面者，在洪水時，極易因河床深槽高流速及高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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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對橋墩基礎之向下切割沖刷及漂流木之集中沖

擊，使橋樑加速斷裂，建議橋樑主管機關應主動疏濬高灘

地，以拓寬通水斷面，保護橋樑安全。。  

柒、臨時動議：無 

捌、會議結論： 

（一） 超過山坡地所能承受之臨界雨量將造成崩塌，莫拉克颱風

超大雨量即造成許多山坡地崩塌，林木隨之而下形成漂流

木，屬於自然現象。然而加強山坡地管理措施，管制減少

不當人為開發與土地利用，尤其避免不當開發道路，可減

少崩塌發生與漂流木災害。 

（二） 氣候變遷造成颱風強度與暴雨量驟增，山崩、土石流、洪

水及漂流木阻礙水流等災害風險增加，複合型的多重災害

將成為未來常遭遇之新型問題，對於造成以往考量單一災

害因素而設計施作之防洪結造物或橋梁損壞，相較於目前

環境變遷及複合型組成的多重災因，尚無法以現在之標準

予已歸責，重點應為記取教訓經驗，順應自然，做好復建

或興建工程之檢討改善，以防患未然。 

（三） 考量災害有重複發生的情形，應以危地不居、不重建為基

本策略，例如考量土石流重複致災之橋梁，應改變橋址；

考量彎道及束縮河段造成攻擊面，應選擇直線段橋址；考

量河床為動床及刷深，應採橋墩均一深基礎；考量主河道

變遷及漂流木通水斷面，應擴大橋長、增大跨徑及提高淨

高；考量橋台束縮斷面，應採橋長延伸跨過堤防等妥適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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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災害重建工作以落實國土保育為最高指導原則，應分析受

災環境特性及復建程度，分類辦理復建工作，落實「山、

路、橋、河共治」及整體流域治理。 

（五） 任何工程設施與手段都有其壽命與保護的限度，然而面對

災害，民眾關心與要求的是政府機關本權責積極任事的作

為與檢討改善的態度，針對漂流木與河川壅圔、橋梁損壞

關係，本會議彙整專家意見已歸納具體建議策略，各機關

辦理工程執行業務，請確實參考檢討，滿足未來防災需

求，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玖、散會(5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