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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前言

壹

莫拉克颱風於2009年8月7日登陸台灣，引發台
灣中南部山區嚴重土石流及淹水災情，是台灣繼
1959年8月7日發生八七水災屆滿五十年之後，再次
發生之重大災害，造成全台共673人死亡、26人失
蹤，農業總損失金額高達194億元，其中畜禽及漁
產損失更創下歷史新高。

本次災害的特異性，本局將平時進行的災前整
備、莫拉克颱風來臨時的災中應變以及災後復建過
程的作為及甘苦，期藉由本系列座談會做經驗交流，
提供各界深入思考，並做為未來改善精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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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簡介前言

壹

中度颱風莫拉克是民國98年的第八號颱風，中央氣象局在
8月5日20時30分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接著在8月6日8時30
分發布陸上颱風警報。直到8月10日5時30分，海上及陸上
颱風警報才同時解除。
從莫拉克颱風的暴風圈接觸台灣本島（7日5時）到脫離
（9日18時），一共歷經了61小時，若以颱風中心登陸時
間計算，到颱風中心出海也歷經14小時。

8月7日5時左右，颱風暴風圈開始接觸
本島

8月7日23時50分，颱風中心於花蓮市
附近登陸

8月8日14時於桃園附近出海 8月9日18時30分左右，從馬祖北方進入
福建，台灣本島脫離莫拉克暴風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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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特性(1)前言

壹

不對稱颱風與西南氣流結合造成極端降雨
莫拉克颱風具有「不對稱」的特性，降雨集中在台灣南部，颱風中心經過

的北部地區，雨量反而比較少。

從雷達回波圖所顯示的台灣周邊大氣環
境概況，也可得知當時台灣周圍大氣的含水
量相當充沛，南部地區因為莫拉克颱風和西
南氣流輻合，加上地形抬升的影響，在嘉義、
台南、高雄、屏東等地降下驚人的雨量。

降雨特性—高強度，長延時
莫拉克颱風所帶來的「高強度，長延時」降雨，雖然在3天內帶給石門水庫

2億噸的進水量，讓水位從瀕臨下限的222.7公尺，一下子上升到接近245公尺的
滿水位，其他水庫也都「一次灌到飽」，但這種「下得又大又久」的雨也是造
成土砂災害發生的主因。

莫拉克颱風與過去幾個颱風最大的不同在於「超長」的降雨延時，而隨著
降雨的延時增長，所產生的災害也由過去常見的淺層崩塌、淹水及土石流等，
變成「多重災害同時發生」的複合型災害，超乎以往的災害類型，導致本次高
雄縣甲仙鄉小林村的滅村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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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特性(2)前言

壹

累積雨量創新高—三天就下了一整年的雨量

莫拉克颱風的主要降雨時間集中在8月7日～8月9日，地區則集中在中南部、
東南部，歷年單一測站單日最大降雨記錄的前10名中，有9個是8月8日當天「新
登場」的記錄，同一天全台共有十四個雨量觀測站的單日降雨量破千，被形容
成「莫拉克防線」。其他記錄還包括：

一小時累積雨量達136毫米（嘉義縣竹崎鄉內埔雨量站）

 連續24小時最大累積雨量達到1,583毫米（嘉義縣竹崎鄉石籠磐雨量站）—約為民國
85年賀伯強烈颱風24小時最大累積雨量1086.5毫米的1.46倍

連續48小時最大累積雨量達到2,216毫米（屏東縣三地門鄉尾寮山雨量站）

連續72小時最大累積雨量達到2,633毫米（嘉義縣竹崎鄉奮起湖雨量站）

連續96小時最大累積雨量達到2,888毫米（屏東縣三地門鄉尾寮山雨量站）

據統計，台灣平地的平均年雨量大約2500毫米，山區則約4000毫米，莫拉
克在南部肆虐三天，帶來的雨量相當於平地一整年的總降雨量。

另從高屏溪流域在莫拉克颱風期間的降雨資料分析中可以看出，上、中、
下游區域的24小時雨量都大於200年重現期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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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道損害國有林災害情形

貳

莫拉克颱風造成全台多處林道受損嚴重，根據統計全台灣林道受創者計有：
新竹縣大鹿林道、台中縣大雪山林道、南投縣奧萬大聯外道路、人倫林道、雙
龍林道、 郡大林道、屏東縣藤枝林道、宜蘭縣宜專一線、翠峰景觀道路等，據
統計損失金額計7,712萬。

以災情最慘重的屏東縣藤枝林道3.5k下方邊坡，據估算約長800m、寬200m、
崩塌深度8m，崩面積約16公頃，概估土方量約128萬m3。如果不儘速搶險處理，
很可能再次釀災，淹埋下方寺院與村落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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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班地損害國有林災害情形

貳

莫拉克颱風造成上游多處崩塌與土石流發生，為了迅速掌握災情狀況， 本
局農林航空測量所委託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針對災前、災後的
福衛二號衛星影像進行崩塌判釋，統計結果顯示，新增崩塌面積25,910公頃。

新增的崩塌地點大部分位處深山，沒有道路通達，近程將優先處理崩塌土
砂影響範圍有保全對象者，並以人工造林、崩塌地處理與基腳護岸工程等進行
復建；另外，土砂蓄積有可能發生二次災害部分，則在下游適當地點辦理防砂
工程間接處理，以調節或蓄積土砂，避免造成災害；至於已露岩、人力及工程
機具交通不可到達且不影響保全對象者，則採用自然復育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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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森林遊樂區及步道系統損害國有林災害情形

貳

森林育樂設施包括奧萬大、阿里山、藤枝、墾丁、雙流、知本、向陽等森
林遊樂區有路基流失、護坡坍塌及設施毀損等情形，截至目前仍有藤枝及向陽
森林遊樂區仍在休園中；相關步道系統已完成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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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阿里山鐵路損害國有林災害情形

貳

莫拉克颱風在嘉義阿里山雨量站五天內的累積雨量達3059.5mm，造成阿里
山地區嚴重災害，為了儘速瞭解災害狀況，本局派遣3組人員搭乘救災直升機進
行空勘以暸解全貌，並派員至災區進行阿里山森林鐵路全線現勘，經勘查結果
阿里山林鐵路沿線大小不一災損計421處，據統計損失金額約1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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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漂流木災害國有林災害情形

貳

莫拉克颱風產生的漂流木數量龐大，高達一百萬公噸以上，為史上最高，
全台計有121個鄉鎮市、52個漁港受影響，主要地點及數量集中在台南縣市、高
雄縣市、屏東縣及台東縣等地區，主要散佈於災區的漁港、農田、河川及海灘
地區。在港口的漂流木會導致漁船無法出海作業、影響船舶海上航行安全，在
農田「擱淺」的漂流木會使農民無法復耕生產，在河川地區的漂流木有可能影
響河川行水，海灘地區的漂流木則會影響環境清潔與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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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堰塞湖災害國有林災害情形

貳

因為暴雨或地震引起地滑、坡地崩塌及土石流，阻塞了河道而形成天然壩
體，儲水而形成堰塞湖。會引起上游迴水淹沒與潰決，造成下游洪水氾濫等二
次災害，潰決後巨量洪水的流動（含巨量洪水的形成、流入與流出）及淹沒，
會造成以水災為主的洪水複合型災害。

莫拉克颱風挾逾兩千毫米的雨量重創南台灣，形成16處堰塞湖，加上風災
前2處堰塞湖，合計18處，分布在南投縣、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及
台東縣。堰塞湖形成後短暫時日即已潰決9處，剩下的9處堰塞湖，經處置，目
前已全數潰決，沒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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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國有林復建工作國有林復建工作

重建規劃
林業重建方向將以國土復育及防災、減災、避災思維出發，重新

檢視當前林業政策與措施，對既有覆蓋良好之森林，應用高科技技術
及監測工具，並配合人力巡護工作，調查監測森林資源變化及查緝違
法破壞森林行為，務求森林完整覆蓋，發揮國土保安之公益功能。

一.林道復建以減災避災模式辦理
林道復建工程將朝減災、避災模式辦理，並待崩塌坡面自然休養

與穩定後，再深入評估施做固床工等蝕溝控制溝，邊坡施做護坡工，
以提高坑溝與邊坡之長期穩定性，避免林道遭受豪雨導致災害情形再
次發生。

二.重塑阿里山國際級規格
重新規劃阿里山森林遊樂區之整體空間，進行景觀改善修建、現

有空間調整活化，並規畫塔山奇岩、小笠原山、水杉巨木、香林拱橋、
28號巨木、慈雲觀景、神怡流瀑、阿里山神木遺跡等新八景，找回阿
里山的原味，重塑整體意象，讓阿里山森林遊樂區的資源充分運用發
展。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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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國有林復建工作
三.恢復森林生態之完整

災後重建土砂治理策略，將以往的「阻、擋」改為「疏、導」，採
順應自然方式辦理，用以控制土砂災害的發生和危害，對未來極端氣候，
發揮森林國土保安及防災、減災、避災功能，保護下游居民生命財產安
全。
四、堰塞湖處置

(一)、堰塞湖的緊急調查與判定

獲知堰塞湖發生後，應緊急調查堰塞湖的相關資訊(如蓄水面積、
壩體資訊、河道狀態及保全對象等)。原則上以現場調查為主，如果無
法到達現場，則藉由衛星影像、航空照片及直昇機空勘等方式進行初
步判釋，並邀請學者專家以「最大災害影響」為預測原則，評估堰塞
湖天然壩體穩定性，以及對上、下游的影響範圍，同時邀集相關單位
與地方政府組成專案小組。

國有林復建工作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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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國有林復建工作
(二)、監測工作

如堰塞湖現場可達，用監測儀器測量湖面水位與下游水位變化，以
及即時降雨量及累積降雨量，並持續以衛星影像或航空照片監測蓄水
範圍、迴水長度及壩體穩定性、有無溢流等情形，視需要就近僱用當
地居民進行監測。

(三)、地方政府發布警戒或強制撤離的四種情況

1. 堰塞湖被評估為「危險有潰壩之虞」時，必須發布強制撤離訊息。
2. 尚未完成調查評估時，若中央氣象局針對當地發布大豪雨特報，

或預報當地24小時累積降雨量高達200毫米時，應發布警戒通知並
且進行撤離。

3. 若鄰近堰塞湖的雨量站實際測得24小時累積雨量達200毫米時，則
發布強制撤離。

4. 颱風警報豪大雨發生期間，若經通報形成堰塞湖，且情況危急時，
得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依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研判，
通知地方政府立即強制撤離。

國有林復建工作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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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國有林復建工作

五、漂流木處理策略

由於漂流木數量空前，清理時以救災、減災之思維，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進行清理，彰
顯積極任事的態度，並解決災民的問題，早日復耕，恢復生產。

(一)先打撈再註記：以最快的速度清理，早日復耕。一次清理打撈，先放在堆置場，再進
行註記包括烙打梅花查印、噴紅色噴漆等後續工作。

(二)中央地方分工合作分頭併進：本局補助各縣市政府積極清理，並與高雄縣及屏東縣政
府協調後，由鄉鎮公所進行清理，另本局協助清理計49鄉鎮。

(三)政府提供補助，鼓勵農民自行清理：訂定「補助農民清理莫拉克颱風漂流木覆蓋農田
費用專案措施」，以每公頃1萬元補助受災之農民自行清運。

(四)提早公告自由撿拾並徵求民間企業無償提供使用：森林法規定公告期限為1個月，本
次高雄、屏東縣均於8月15日公告、台東縣於8月20日公告。

(五)提供原住民災區重建需要：漂流木本具有人文、藝術之價值，尤其原住民社區，不乏
有利用漂流木建構社區空間、入口意象等，頗具價值。本局於11月12日啟動全國漂流
木雕刻創作、攝影比賽，並在11月21日辦理漂流木創作意象，邀請國內雕刻大師吳炫
三先生及日本、韓國、加拿大等國內外藝術家（含災區藝術工作者），共同創作，為
漂流木找到新的歸宿。

國有林復建工作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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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一.藤枝林道重建工程

二.阿里山森林鐵路隧道工程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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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莫拉克風災後狀況

(二)藤枝林道整體復建方案規劃

(三)案例分享-舊潭橋

(四)案例分享-寶山一號橋

(五)案例分享-寶山二號橋

(六)具體成效

(七)遭遇困難及解決之道

(八)創新突破經驗

(九)展望與建議

寶山一號橋

寶山二號橋

舊潭橋
案例說明一

肆 一.藤枝林道重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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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莫拉克風災後狀況

藤枝林道沿線莫拉克風災後航照圖

年度 件數
發包金額
(千元)

備註

98年 3件 36,688 完工

99年 6件 179,045 完工

100年 7件 232,127 完工

101年 1件 42,400 完工

102年 2件 36,500 完工

合計 19件 526,760

▲19.3k

▲18.0k▲4.5K

▲9.0K

▲10.0K

▲18.4K

▲19.6k▲12.6k ▲13.2K ▲15.3K▲10.6K

◎大型崩塌地共有16處。 ◎ 中小型災害32處，合計48處。

案例說明一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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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藤枝林道整體復建方案規劃

◎98年底辦理『藤枝林道莫拉克災害復建方案整體調查規畫
評估成果報告』，區分短、中、長期復建規劃，進行災害
原因調查、復建方案、線型用地評估、與經費估算等工作。

1、短期復建：邊坡暫未穩定無法立即復建，先維護便道、加
強安全與夜間警示。

2、中期復建：以恢復永久性路基為目標，施做路基復建、橋
樑、護坡工等，於100年至102年初辦理。

3、長期復建：中期復建與崩塌坡面穩定後，評估坑溝整治與
邊坡穩定工之需求性，於102年初至103年底辦理。

▼林務局、專家學者與居民會商復建方案▼

案例說明一

肆



2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工程主要項目工程進度管理
鑽探調查工作、

全套管基樁D120cm：455.5m、

帽樑：16座、

T型梁橋版：17跨、

鋼管護欄：346m、

新鋪AC面層與透黏層：6760m2、
路面標線與反光標記：820m。

開工日期：100年3月17日

完工日期：100年12月19日

(三)案例分享-舊潭橋(1/4)

工程經費

核定經費：35,000仟元

發包經費：39,367仟元

結算經費：39,367仟元

1、基本資料

案例說明一

肆



2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2

八八風災後

2、莫拉克風災前後比對

風災後既有臨時便道

1

1

風災後既有臨時便道

2

2

舊潭橋位置

妙崇寺

妙崇寺

八八風災前

案例說明一
(三)案例分享-舊潭橋(2/4)肆



2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3

◎林務局98年底頒訂復建目
標：預定101年遊樂區開
園與中型巴士安全通行。

◎採用丙種林道設計規範為
復建標準：單車道淨寬
5.5m ，轉彎半徑12m(最
低10m)，縱坡10％與長
100m(極限值)。

◎橋面會車：預拌車、砂石
拖板車、載200型怪手板
車皆可安全通行，小型車
彎道可會車，大型車需直
線段避車。◎本工程已於100年12月完工，橋

梁計畫線型依原有林道規劃。

3、設計平面圖
案例說明一

(三)案例分享-舊潭橋(3/4)肆



2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4、工程相片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案例說明一
(三)案例分享-舊潭橋(4/4)肆



25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工程主要項目工程進度管理
鑽探調查工作、
預力中空版梁橋：120m、
RC版橋：20m進橋版：2座、
橋台與翼牆：2座、
墩柱：4座、
全套管基樁D150cm：245m、
型框植生護坡：728㎡。

開工日期：100年6月10日
完工日期：101年12月11日

工程經費

核定經費：33,000仟元

發包經費：42,290仟元

結算經費：42,290仟元

1、基本資料

(四)案例分享-寶山一號橋(1/4)
案例說明一

肆



26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6

2、莫拉克風災前
後比對

◎災因分析：

1.長延時與高強度豪雨
為主要災因

2.冠部農路攔蓄雨水，
集中沖蝕坑溝上游河
道。

3.舊崩塌地再次崩塌。

4.因葉理面屬順向坡，
雨水滲入硬頁岩葉理
面造成弱面滑動。產
業。

案例說明一
(四)案例分享-寶山一號橋(2/4)肆



27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既有紐澤西護欄再利用一式

減速標線2處(詳圖T08)

(10K+370~10K+600)(詳

 

狹橋標誌2組 (詳圖T10)

 
型框植生護坡355㎡(詳圖T07)

 

 

型框植生護坡373㎡(詳圖T07)

橫向截

橫向截水溝9m(詳圖T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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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計平面圖

全套管基樁鑽掘2護坡與防落石柵1
墩柱帽梁施作3

4 中空版梁橋鋼筋綁紮

5 中空版梁橋澆置
案例說明一

(四)案例分享-寶山一號橋(3/4)肆



28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4、工程相片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案例說明一
(四)案例分享-寶山一號橋(4/4)肆



29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工程主要項目工程進度管理
鑽探調查工作、預力中空梁板橋：
134m、橋台與翼牆：2座、帽梁墩柱：
3座、進橋版：2座、全套管基樁
D150cm：80m、井筒式基樁D150cm：
200m、井筒式基樁D200cm：20m、
型框植生護坡：587㎡。

開工日期：100年6月29日

完工日期：101年01月04日

工程經費

核定經費：37,000仟元

發包經費：43,300仟元

結算經費：43,300仟元

1、基本資料
案例說明一

(五)案例分享寶山二號橋(1/4)肆



30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風災前

風災後

雨水沖蝕引至坑溝崩塌

風災後路基現況

2、莫拉克風災前後比對
案例說明一

(五)案例分享寶山二號橋(2/4)肆



3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H10

1172.21

型框植生護坡150m2(詳圖T08)

大縱溝W200cm 116m(詳圖T06)

裸露坡面撒播草籽48m2(詳圖T10)

坡面浮動土石刷除  1式

封牆1座(詳圖T12)

裸露坡面撒播草籽600m2
                        (詳圖T10)

導流堤12m(詳圖T01)

邊緣保護工80m(詳圖T07)

坡面浮動土石刷除  1式

型框植生護坡320m2(詳圖T08)

型框植生護坡117m2(詳圖T08)

大跌水池 8座(詳圖T06)

縱溝183m(詳圖T05)

橫溝W50cm135m(詳圖T05)

橫向截水溝13m(詳圖T04)

既有鋼軌樁增設龜甲網
115m(詳圖T03)

減速標線2處(詳圖T10)
反射鏡2組(詳圖T11)

狹橋標誌2組(詳圖T11)

山形彎路標誌5組(詳圖T11)

IP1

IP2

IP3 IP4
IP5

IP6

IP7

IP8

12K+550
BP

12K+560

12K+580

12K+600

12K+607

12K+620 12K+640

12K+647

12K+660

12K+680

12K+687

12K+700

12K+714

12K+720

12K
+740

12K+760

12K+780

12K+800
12K+814.93

EP

新鋪AC面層與透黏層1332m2
路面標線與反光標記210m
(12K+550 12K+760)(詳圖T10)

跌水池11座(詳圖T05)

矮牆L型溝12m(詳圖T12)

20

速限標誌2組(詳圖T11)

橫向截水溝5m(詳圖T04)

既有鋼軌樁移除再利用1式

20

既有紐澤西護欄再利用1式

5

4

1

2

3

3、設計平面圖

中空版梁混凝土澆置2中空版梁鋼筋及模
板組立

1
P02井筒式基樁基樁
鋼筋籠吊裝

3

4 P03井筒式基樁（手
掘基樁）

5 全套管基樁攅掘
案例說明一

(五)案例分享寶山二號橋(3/4)肆



3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4、工程相片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案例說明一
(五)案例分享寶山二號橋(4/4)肆



3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保護藤枝部落居民與遊
樂區遊客通行安全。

◎保全對象包括數百位居
民、遊樂區每年20萬遊
客與5萬車輛。

◎歷經610水災及多次颱風
考驗，橋梁接安全無虞，
提供寶山及二集團部落
居民安全舒適之聯外道
路，確保居民及相關林
業人員之行車安全，並
帶動地方觀光產業。

案例說明一
(六)具體成效(1/3)肆



3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聯合植樹：結合在地之屏東處、
桃源區公所、國際獅子會與寶
山國小，共同參與活動。

◎引導部落孩童重視水土保持、
生態保育，共同守護這塊土地。

◎加速坡面穩定，落實節能減碳。

案例說明一
(六)具體成效(2/3)肆



35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擴大社區參與，以寶山里住民
之布農族彩繪型式，將生硬橋
梁結構融入部落文化特色。

◎圖騰由寶山里陳里長孫麗花及
社區發展協會古淑花老師技術
指導。

案例說明一
(六)具體成效(3/3)肆



36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問題一

林道上下邊坡大部分皆為原住民保
留地，施工前、中溝通不易，承包
商施工上經常面對抗議阻撓等問題。

◎解決

藉用地會勘與逐一拜訪，不斷溝
通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

◎問題二

裸露邊坡為70度以上陡峭破碎岩層，
施工機具無法到達

◎解決

規劃以人工刷除浮石危木，確保行
車安全。

用地協調會勘

人工刷除浮石危木

1、居民抗爭與地形限制

案例說明一
(七)遭遇困難及解決之道(1/3)肆



37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問題

南部山區汛期多雨，歷經南瑪都颱風、610水
災、泰利颱風、蘇拉颱風、天枰颱風等，致破
碎坡面遇雨即崩塌落石，影響工進。且山區多
霧，能見度低、施工危險、進度較難掌控。

◎解決
請施工廠商於晴天增加資源趕工。

2、地質與天候因素

案例說明一
(七)遭遇困難及解決之道(2/3)肆



38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3、選商與雇工不易

◎問題

橋梁為技術層面較高之工
程，山區在選商與雇工較一
般市區困難，如全套管基樁、
場撐架、大型起重機…

◎解決

作好工序排程計畫及物料
安排，提前與工班預約進場
期程，排除施工界面干擾因
素，減少不必要延誤。

橋梁組筋與預力穿線

場撐架搭設

案例說明一
(七)遭遇困難及解決之道(3/3)肆



39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林務局近年少數幾座新建橋梁之代表作 。

◎採跨距10m RC版橋及跨距40m預力中空版梁橋工法，
依序為10m+40m+40m+ 40m+10m＝140m。

◎以防災、減災、避災理念，規劃以橋梁跨越崩塌坑溝。

◎避免傳統復建工法，事倍功半無法根絕陡坡落石威脅

施工前 完工後

案例說明一
(八)創新突破經驗(1/4)肆



40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以預力中空版梁橋取代傳統PCI梁
橋，避免大型機具無法上山與動線
限制施工之困擾。

◎以免拆中空旋楞鋼管解決淺梁（箱
型梁）組拆模問題，以較小預力橋
量體滿足高架長跨之需求，達節能
減碳之目標

箱型梁

旋楞鋼管替代模板

(八)創新突破經驗(2/4)肆
案例說明一



4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規劃橋梁跨距滿足50年洪峰
流量並降低土石流威脅。

◎為避開二側邊坡落石威脅，
於主坑溝二側落墩，墩柱設
計高度分別達25m與21m ，
施工難度高。

◎於橋墩洪流行水範圍施作防
撞鋼板以抵抗土石流之沖蝕
增強耐久性。

◎根據地質鑽探成果，規劃基
樁貫入承載層，避免坑溝刷

深影響橋梁長期穩定。

厚10mm
防撞鋼鈑

(八)創新突破經驗(3/4)肆
案例說明一



4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坑溝地形不易搭設支撐架，本
工程採用實固（SUCOOT）圓盤
系統支撐架系統。

◎ SUCOOT系統為近年國道工程
優良安全之支撐系統，其上下
左右調整彈性高可克服本案坑
溝地形。

案例說明一
(八)創新突破經驗(4/4)肆



4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基礎建設辦理前，須確實進行整
體調查規劃評估，如地形地質調
查、整治優先順序規劃、路基計
畫線型與復建工法、用地評估與
經費估算等工作。

◎於施工期間，確實執行各項防減
災措施，避免地形與氣象所造成
施工上之危險。

◎透過協調會讓居民實際了解及提
供意見，將建設融入在地文化特
色，並擴大社區參與，創造就業
機會。

(九)展望與建議肆
案例說明一



4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一)施工概要

(二)計畫概述

(三)地形與地質

(四)PCCR台灣岩體分類

(五)隧道開挖與支撐之設計

(六)填土區工程

(七)隧道開挖與支撐之施工

(八)結論

案例說明二
二、阿里山森林鐵路隧道工程肆



45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一)施工概要-多林段

45L

工程名稱：森林鐵路49k+780~50k+100路基修復工程

主辦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

設計及監造：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承攬廠商：華洲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137,100,000元
契約工期： 480日曆天(展延工期計***天)
開工日期： 101年2月11日
工程內容：隧道主體(L= 487m)、隧道洞口、填土區排
水及雜項工程

案例說明二

肆



46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二)施工概要-屏遮那段

46L

工程名稱：森林鐵路60k+550~60k+450路基修復工程

主辦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

設計及監造：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承攬廠商：利德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金額： 369,600,000元
契約工期： 692日曆天(展延工期計115天) 
開工日期： 101年8月31日
完工日期： 103年10月14日
工程內容：隧道主體(L= 1,140m)、明隧道(L= 24.8m)
、隧道洞口、填土區排水及雜項工程

案例說明二

肆



47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二)計畫概述(1/3)

47L

阿里山森林鐵路為世界聞名高山鐵路之一，有其重

要之文化意義與保存價值

於民國１年正式由嘉義通車至二萬坪，沿途經過47
處隧道及72座橋梁

由嘉義北門至阿里山沼平站共停靠17個車站，本計

畫區即位於奮起湖車站與二萬坪車站之間

案例說明二

肆



48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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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概述(2/3)案例說明二

肆



49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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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遮那段隧
道總長約1,141m，最大覆蓋厚度約80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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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計畫概述(3/3)案例說明二

肆



50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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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00     200     300

meters

(三)地形與地質-多林段崩塌區案例說明二

肆



5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多林地區基盤岩層為

南莊層，主要岩性為

層狀砂岩、砂頁岩薄

互層

岩 層 位 態 約 為

N68°~74°E/32°~34°
S，向東南傾向山體，

形成逆傾坡

具兩組主要節理，連

續性佳，易與層面及

坡面形成岩楔

坡面覆蓋崩積岩塊夾

砂土之崩積層，直徑

可達6m以上

(三)地形與地質-多林段崩塌區案例說明二

肆



5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 出露岩盤(砂頁岩互層) 

1.隧道西洞口預定位置

3. 砂岩夾砂頁岩互層

4. 原35號隧道西洞口

7. 原35號隧道東洞口

5.距東洞口70m未襯砌段

6. 距東洞口30m未襯砌段

(三)地形與地質-多林段崩塌區案例說明二

肆



5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屏遮那車站

二萬坪車站

1.崩塌高差達
850m

2.崩塌寬度達
800m

3.崩塌面積廣
達130公頃

4.崩 坍 量 約
1,300萬m3

0     100     200     300

meters

(三)地形與地質-屏遮那段崩塌區案例說明二

肆



5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屏遮那地區基盤岩層為

南莊層，主要岩性為塊

狀砂岩、砂頁岩薄互層

層 面 位 態 約 呈

N54°~68°E/22°N ， 略

與坡面走向平行，形成

順向坡

坡面覆蓋由崩積岩塊夾

砂、土所組成之崩積層

厚約20~50m，礫徑可

達5m以上

(三)地形與地質-屏遮那段崩塌區案例說明二

肆



55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隧道西洞口預定位置

2. 出露岩盤(砂頁岩互層) 

3.崩塌區左側現生崩崖及侵蝕溝

4. 隧道上邊坡岩盤露頭
(砂岩夾砂頁岩互層) 

5. 沖蝕溝及岩盤出露

6. 新建隧道東洞口

(三)地形與地質-屏遮那段崩塌區案例說明二

肆



56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岩體級別 A岩類RMR值範圍 B岩類RMR值範圍 岩體級別
AⅠ RMR≧81 ---- ----
AⅡ RMR80～61 RMR≧81 BⅡ

AⅢ RMR60～41 RMR80～61 BⅢ

AⅣ RMR40～21 RMR60～41 BⅣ

AⅤ RMR20～11 RMR40～21 BⅤ

AⅥ RMR≦10 RMR≦20 BⅥ

(1)A岩類：大致可對應於ISRM地質材料強度分類中，強度高於或等於中強岩之地質
材料，岩質堅脆，易因大地應力影響而產生發達節理；岩體破壞機制屬受節理、劈
理等弱面控制之構造破壞。包括台灣地區所有的變質岩類及亞變質岩類，火成岩類
中除火山角礫岩的岩層，沉積岩類中岩化程度高、具高強度者。
(2)B岩類：大致可對應於ISRM地質材料強度分類中相當於弱岩之地質材料。岩質不
如A岩類般堅脆，在大地應力作用下並不容易產生發達之節理，且因膠結較差，會因
含水量提高而產生不容忽視之強度降低現象。岩體破壞機制包含構造破壞以及材料
破壞。本岩類泛指沉積岩中之較軟弱已固結岩層，多位處西部麓山帶西緣丘陵區。

(四)PCCR台灣岩體分類案例說明二

肆



57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岩體級別
分類標準

膠結程度 地質材料組成

C
岩類

CⅠ(C) 膠結程度良好或尚可
(大拇指無法壓出凹痕)

沉泥、黏土含量>50%
CⅠ(MIX) 砂、沉泥、黏土、礫石交雜個別含量均未超過50%
CⅠ(S) 砂含量>50%
CⅡ(C) 膠結程度不佳或疏鬆

(大拇指可壓出凹痕)

沉泥、黏土含量>50%
CⅡ(MIX) 砂、沉泥、黏土、礫石交雜個別含量均未超過50%
CⅡ(S) 砂含量>50%

D
岩類

DⅠ(G) 膠結程度極佳
(需以地質鎚用力敲

方能將塊石或礫石敲落)

塊石、粗顆粒(大於4號篩)之含量>75%
或相互接觸

DⅠ(M)
塊石、粗顆粒(大於4號篩)之含量50% ~ 75%

或相互不接觸

DⅡ(G) 膠結程度良好或尚可
(需以地質鎚方能將
塊石或礫石敲落)

塊石、粗顆粒(大於4號篩)之含量>75%
或相互接觸

DⅡ(M)
塊石、粗顆粒(大於4號篩)之含量50% ~ 75%

或相互不接觸

DⅢ(G) 膠結程度不佳或疏鬆
(以手即可將塊石或礫石剝落)

塊石、粗顆粒(大於4號篩)之含量>75%
或相互接觸

DⅢ(M)
塊石、粗顆粒(大於4號篩)之含量50% ~ 75%

或相互不接觸

(四)PCCR台灣岩體分類案例說明二

肆



58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四)PCCR台灣岩體分類-多林隧道案例說明二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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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段
B段 C段

(四)PCCR台灣岩體分類-屏遮那隧道案例說明二

肆



60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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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隧道開挖與支撐之設計(1/14)案例說明二

肆



6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4.修挖1.測量

2.管冪工法施工
（或前進鋼管）

3.機械或鑽炸開挖

5.架設鋼支保

6.噴凝土7.打設岩栓

8.混凝土襯砌施
作

鑽炸隧道施工程序示意圖

案例說明二

肆 (五)隧道開挖與支撐之設計(2/14)



6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隧道洞口之開挖與支撐（多林隧道西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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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林隧道西洞口開挖及支撐剖面

62

案例說明二

肆 (五)隧道開挖與支撐之設計(3/14)



6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多林隧道東交叉段開挖及支撐剖面

多林隧道東交叉段平面

剖面A-A 剖面B-B

50
k+

20
4.

9

50
k+

18
2.

3

50
k+

+1
72

.3

交叉段10m 漸變段至3.5m與35號隧道

案例說明二

肆 (五)隧道開挖與支撐之設計(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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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洞口之開挖與支撐（屏遮那隧道東西洞口）

 洞口崩積層較厚，為減少開挖，屏遮那隧道東西洞口均直接由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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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隧道西洞口開挖及支撐剖面

案例說明二

肆 (五)隧道開挖與支撐之設計(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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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遮那隧道東洞口預定位置

屏遮那隧道東洞口及明隧道開挖及支撐剖面

既有47號隧道西洞口

案例說明二

肆 (五)隧道開挖與支撐之設計(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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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開挖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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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說明二

肆 (五)隧道開挖與支撐之設計(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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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避車彎及迴車洞：每200m設置1避車彎(長10m×寬
1.4m)及迴車洞(5m長、4m寬)，迴車洞於隧道完成後回
填混凝土
避車洞設置：每40m設置1避車洞(2m長×1.5m寬×2m高)

平面圖迴車洞
於隧道完成後回

填混凝土

避車彎

案例說明二

肆 (五)隧道開挖與支撐之設計(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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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岩體分類與支撐設計
 根據「台灣岩體分類與隧道支撐系統」，本隧道沿線地質可
預估為四類，BIII、BIV及BV岩類，崩積層屬DIII(M)岩類

岩體分類為BII級(RMR≧81)時，對應支撐型式採用4cm
鋼纖維噴凝土(頂拱及側壁部分)；L=3.00m，5/4支岩栓
@2.00X4.00m交錯排列

案例說明二

肆 (五)隧道開挖與支撐之設計(9/14)



69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隧道岩體分類與支撐設計

案例說明二

肆 (五)隧道開挖與支撐之設計(10/14)



70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隧道BIII類岩盤標準開挖及支撐圖

A-A剖面

隧道岩體分類與支撐設計

案例說明二

肆 (五)隧道開挖與支撐之設計(11/14)



7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隧道BIV類岩盤標準開挖及支撐圖

A-A剖面

B-B剖面

隧道岩體分類與支撐設計

案例說明二

肆 (五)隧道開挖與支撐之設計(12/14)



7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隧道BV類岩盤標準開挖及支撐圖

C-C剖面

隧道岩體分類與支撐設計

案例說明二

肆 (五)隧道開挖與支撐之設計(13/14)



7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隧道DIII類岩盤標準開挖及支撐圖

D-D剖面

隧道岩體分類與支撐設計

案例說明二

肆 (五)隧道開挖與支撐之設計(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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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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土區平面位置圖

(六)填土區工程（多林隧道段）案例說明二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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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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砂提

(六)填土區工程（多林隧道段）案例說明二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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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洞口

改善施工便道

填土區平面位置圖

隧道路線

東洞口
填土區

內容
於工區內覓棄土地點
(崩塌區範圍西側邊緣，已完
成設計)

填土量 4.7萬方以上

法規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相關法規，免環評得以簡易水
土保持申報書代替水保計畫。

運距 0.5公里

(六)填土區工程（屏遮那隧道段）案例說明二

肆



77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砌塊石導流渠

現有施工道路

新設施工道路

(六)填土區工程（屏遮那隧道段）案例說明二

肆



78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78

(七)隧道開挖與支撐之施工(1/10)

隧道洞口整地與放樣

案例說明二

肆



79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79

(七)隧道開挖與支撐之施工(2/10)

隧道洞口管冪鋼管鑽孔

案例說明二

肆



80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七)隧道開挖與支撐之施工(3/10)

管冪鋼管、拋棄式鑽頭及封漿器

案例說明二

肆



8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七)隧道開挖與支撐之施工(4/10)

乾式鋼纖維噴凝土機及無鹼速凝劑

案例說明二

肆



8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82

(七)隧道開挖與支撐之施工(5/10)

桁型鋼支保及鋼線網

案例說明二

肆



8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83

(七)隧道開挖與支撐之施工(6/10)

洞口第一輪開挖及桁型鋼支保放樣

案例說明二

肆



8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84

(七)隧道開挖與支撐之施工(7/10)

洞口假隧道段桁型鋼支保組立完成

案例說明二

肆



85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85

(七)隧道開挖與支撐之施工(8/10)

洞口假隧道段鋼纖維噴凝土施噴

案例說明二

肆



86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86

(七)隧道開挖與支撐之施工(9/10)

洞口假隧道段鋼纖維噴凝土施噴完成

案例說明二

肆



87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87

(七)隧道開挖與支撐之施工(10/10)

崩積層隧道段挖溝機開挖

案例說明二

肆



88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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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結論案例說明二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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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氣候變遷已嚴重威脅人類生存環境，未來台灣無可避

免地將面臨嚴峻的暴雨及土砂災害。

(二)、透過國有林地既有森林發揮國土保育、抑制土砂下移及水

源涵養，降低水旱災害發生，以達防災減災效果。

(三)、河川流域上中下游整體治理與管理，落實綜合治水。

伍、結語結語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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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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