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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基沖刷災害與相關之維護管理(2)
－橋梁沖刷監測預警系統及其功能評析
林 呈 * 高明哲 ** 蔡榮峻 *** 何鴻文 ****
摘要
近十年來，由賀伯、碧利斯、桃芝與納莉、敏督利與艾利、海棠等風災的沖刷災害案例，可
深切體認河川與橋基沖刷問題之嚴重性與防治工程的急迫性。由於颱風與豪雨所引起之洪流沖
刷，乃導致橋基之穩定度降低或穩定失衡，若作用於橋梁之外力的 影 响 已 大 於 橋 梁 結 構 所 具 有 之
穩定度時，將造成橋梁失去平衡，產生傾斜、移位或下陷、崩塌損毀的情事。亦因此，如何就災
害成因的深入瞭解、橋梁沖刷之評估與警戒，乃至於裝置監測預警系統以偵測河床的刷深或橋梁
的變位情形，據以研判橋梁之狀態，以利在颱洪沖刷歷程中採行相關緊急應變處置作為，進而
確保橋梁與行車安全，實乃當前急迫之任務。
本文之第一部分已就洪水沖刷對橋梁安全之影響進行說明，並融合具有循環特性及環環相
扣的動態橋梁安全管理機制之概念，簡述橋基遭受洪水沖刷時橋梁安全管理相關因應作為。再
者，針對台 1 線高屏大橋碧利斯颱洪後發生斷橋事件，亦已進行詳盡的災害成因與受災歷程之
分析探討，以說明國內橋梁所面臨的沖刷威脅。
本文之第二部分(即本內容)係第一部分的延伸，為針對預防突發性、無預警災害(如高屏大橋
於碧利斯颱洪退水階段斷橋)發生之橋梁監測預警系統的目的、整體架構與監測儀器特性詳述介
紹，描繪出整個系統所需具備之功能。繼而提出：以導致高屏大橋斷橋之碧利斯颱洪沖刷歷程的
境況重現(scenario)為例－89 年 8 月 23 日早上颱風侵襲本島之升水階段、至颱洪退水階段之 89
年 8 月 27 日下午斷橋的沖刷過程，闡述監測預警系統運轉與人員巡查兩者間如何互補配合，並
進而說明橋梁養護單位應採取之因應措施(交通管制、封橋應變、緊急搶修等)，以達到維護橋梁
及行車安全之目的。
關鍵字：動態橋梁安全管理機制、橋基沖刷、沖刷監測系統、
結構完整性監測、預警系統、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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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89 年 8 月 27 日碧利斯颱洪沖刷，造成台 1 線高屏大橋 P22 橋墩崩塌，致長約 100 m、寬 20
m 之橋面塌落高屏溪，導致 17 輛汽機車墜落損毀、數十人輕重傷之嚴重斷橋事故。再者，90 年
7 月 30 日桃芝颱洪亦致使濁水溪中下游多座橋梁之基礎嚴重裸露，如中二高濁水溪橋、台 1 線
溪州大橋及 145 線西螺大橋；95 年 6 月 9 日豪大雨所帶來的洪水沖刷，乃造成跨越大安溪之台 3
線蘭勢大橋南下線墩柱(P5R)傾倒、及 S5 與 S6 兩跨徑上部結構塌落溪中(如相片 1-1 所示)，不幸
地造成 1 員用路人死亡之悲劇，此亦更為彰顯目前國內橋梁之洪水沖刷災害的嚴重性及橋梁安全
管理的重要性。

P4Ｌ

圖 1-1

P5Ｌ

P6Ｌ P6Ｒ

P4Ｒ

95 年 6 月 9 日豪大雨洪水造成台 3 線蘭勢大橋斷橋

二、橋梁沖刷監測預警系統概述
2-1 監測預警目的與範圍
近年來國內橋梁之災害中，橋梁基礎遭沖刷而裸露之問題最為普遍與嚴重，然而現今國內所
發展建立各橋梁之監測預警系統，大都著重於監控橋梁結構體之傾斜、變位或沉陷等物理量之變
化，對於橋梁基礎遭沖刷之監測較無研擬、開發，或相關已開發之沖刷監測系統功能不健全；且
目前國內已安裝之橋梁之監測預警系統的發展技術尚難掌握即時橋梁動態與瞬時的結構行為變
化 (如 91.8.1 台 1 線高屏大橋封橋事件)，故亦無法於橋梁初顯損壞症狀時立刻採取適當的應變
措施 (如 89.8.27 台 1 線高屏大橋斷橋事件)。
爰此，就國內橋梁沖刷預警系統之研擬方面，應著重於以橋梁基礎沖刷深度為主、橋梁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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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為輔之監測系統的研擬，希望透過具積極主動性之基礎沖刷深度監測系統，與具消極被動
性之結構完整性監測系統間的搭配互補，以期達到即時監測、遠端監控的目標，使得沖刷橋梁的
監測系統具有更完整、更健全之功能。關於整體之沖刷監測預警之架構如圖 2-1 所示，並至少具
有下列之目的：
1. 經由現場自動化監測系統所記錄之資料及分析軟體介面，橋梁管理人員可有效、即時地掌控各
橋墩基礎之動態。
2. 利用積極主動之基礎沖刷監測系統於橋梁未發生變位傾斜、然沖刷深度達一門檻值時即可封閉
橋梁，期能於發生問題徵兆時或危險之前及時發出警告訊息，以提供橋梁養護單位採取補救或
應變措施。
3. 提出評估資料，以供作封閉交通或管制交通之決策依據。
4. 長期監控，於沖刷深度方面，蒐集歸納沖刷深度與水流流速、流量間的關係；於橋梁結構完整
性方面，提供長期沈陷與傾斜變形之趨勢與原因，以利其管轄單位作爾後設計、維修補強、甚
至是河川整治方面之參考。
5. 自我診斷功能，當系統啟動時，能自我測試通訊連線，測試系統是否正常運作，並顯示失效之
區域，以利進一步之維修處理(許,1999)。
6. 維護橋梁安全與強化輸運功能。
7. 保障用路人行車安全及防範橋梁災害發生。
2-2 監測預警觀測項目之選定
監測預警系統的觀測項目，可概分為兩類：(1)橋梁基礎的沖刷深度、與(2)橋梁結構之完整
性兩方面。
1. 橋梁基礎沖刷深度的觀測項目方面包括下列幾項：
(1)（最大）沖刷深度。
(2)沖刷回淤之深度。
(3)水位。
(4)水流流速。
沖刷監測系統之主要目的，在於即時反映橋梁基礎之沖刷淘空深度，以玆判斷橋梁之安全
性，為橋梁安全監測系統中不可或缺之一環。其中由(3)、(4)兩項的觀測可求得通過監測橋墩洪
流之單寬流量。由第(1)、(2)項觀測項目之監測，可得知在洪水侵襲之歷時過程中橋梁基礎遭洪
流淘刷之裸露情況，進而推知該橋墩基礎是否有承載力不足的情形。以長期監測的觀點來說，第
(1)~(4)項之長期監測資料可率定出該類型河段內的沖刷深度與水流流量、流速間之歷時關係，並
與國內外相關沖刷估算公式進行檢證，可建立出一套國內本土化沖刷經驗公式，提供橋梁經管單
位於爾後同類型河段之新橋規劃、設計或橋基保護工之水理設計時可靠的參考依據。
2. 橋梁結構完整性方面的觀測項目：
臺灣公路工程第 33 卷第 1 期-4

4

Vol.33. No.1 Jan. 2007

(1)結構之反應頻率。
(2)結構之沉陷量。
(3)結構之位移量。
(4)結構之傾斜量。
當河道遭受沖刷，導致河床下降、基礎外露時，橋梁基礎之垂直承載力降低，基礎土壤之側
向支撐力亦會下降，如再加上洪水之衝擊力量與基礎可能之損壞情形時，橋墩構造將可能產生沉
陷、變形傾斜、位移之嚴重破壞，甚至倒塌情況，嚴重影響行車安全及降低橋梁使用生命。為避
免此類之災害發生，可藉由相關物理量之監測方式予以管理。
上述第(2)~(4)項之觀測項目主要是監測橋墩基礎之結構是否有產生異常的變化，使得橋梁結
構產生不穩定或承載能力不足的情形出現。當基礎結構之完整性降低或是改變時，其反應頻率亦
將隨之改變，第(1)項之觀測項目即是關於橋墩基礎反應頻率是否改變的監測。
上述兩大類的觀測主要是屬於定量式的項目。此外，完整的觀測應於適當之橋墩設置即時攝
影、照明的相關設備(相片 2-1、相片 2-2)，並搭配人員定期、機動的巡視檢查(如使用流線型的
重綞測深輔助檢查)，輔佐整個系統之運作，以使系統整體之功能更為健全與完整。

相片 2-1

Vol.33. No.1 Jan. 2007

機動式攝影機輔助巡查人員檢查目視所不及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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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2-2

攝影機傳回來的即時監視畫面

2-3 監測系統之設備與儀器
監測橋梁基礎沖刷深度的設備儀器方面包括下列幾項：
1. 沖刷深度
(1)埋設於橋址處附近河道之沖刷磚塊。
(2)埋設於橋址處附近河道具無線電發射功能之小型訊號器。
(3)埋入型沖刷測深計。
(4)表面型沖刷測深計。
(5)重錘式沖刷測深計。
(6)磁性滑動環(magnetic sliding collar)沖刷測深計。
(7)光纖沖刷測深計。
第(1)項是將特別標註之磚塊事先埋設於橋址處附近之河道中，透過計算洪水過後流失磚塊
之數量間接的估算出河床遭沖刷之深度，如圖 2-3 及相片 2-3 所示。早期此方法在相關儀器設備
尚未開發時經常被採用。第(2)項所用儀器之主要原理是利用具無線電發射功能之小型訊號器，
將之事先埋於河道中。在埋置靜止時不會發出信號，表示該位置尚未受洪水沖刷，但某些浮體經
河水沖刷浮出後，內建機械裝置觸動體內發報系統，送出無線電密碼，由接受器接收後予以解碼、
傳輸，進而辨識出河床之沖刷深度。然則第(1)、(2)兩項之儀器設備於洪水來襲之時，僅能測知
洪峰通過時之最大沖刷深度，於洪水侵襲歷時過程中之退水階段時仍無法得知相關沖刷深度的情
形。
臺灣公路工程第 33 卷第 1 期-6

6

Vol.33. No.1 Jan. 2007

圖 2-3

沖刷磚沖刷量測之埋置佈設示意圖－名竹大橋

相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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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3 線名竹大橋 P9 沖刷磚沖刷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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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所開發可架設於橋墩之沖刷淘空監測計，可供直接量測河床受沖刷之變化情形，其裝
置方式可分為埋入型(圖 2-4)及表面型兩種(圖 2-5)，即是第(3)、(4)項之儀器。埋入型之設備包括
感應器、顯示器、資料彙集盒及自動數據記錄器等所組成，其中感應器是裝設在橋墩基礎上，對
於新建橋梁之規劃佈置較為合宜，較不適合既有橋梁之監測系統使用；表面型設備則是利用重力
式鋼棒、重力式抓斗(圖 2-6)，以直接方式記錄河床高程，進而測知河床深度變化。第(5)項重錘
式沖刷測深計之基本原理是利用重錘自由落下時牽引一捲取器。此捲起機內有一數位編碼器，當
此重錘由馬達上下捲取時，編碼器便有一數位訊號輸出，經由微電腦控制器讀取此資料，並經過
計算得出重錘上升下降之距離(相片 2-4、相片 2-5)。第(3)、(4)、(5)項之沖刷深度測深設備目前
於設計、施工、維修與環境適用性上皆有若干缺失存在，需克服相關的缺失後才能於實際的應用
上發揮適當的功能。沖刷監測儀器之優缺點及相關特性，詳如表 2-1 所示。

相片 2-4 安裝於護欄之重錘式沖
刷監測計

相片 2-5

捲起機內數位編碼計數器記錄重錘上升下降
距離之情形

2. 水位
(1)超音波水位計。
(2)自計式水位計。
一般洪流水位之量測可採用超音波式或是自記式的水位計，其中超音波應用於一般測距時之
準確性非常精確，但由河面測洪流水位，易受河水端急、水體之濁度高、河水砂石會產生噪音之
影響，較無法精確量測水位狀況；自計式水位計則有於夾帶大量礫石與流木之洪流來襲時，遭受
撞擊而破壞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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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埋入型沖刷測深計之示意圖

圖 2-5

之示意圖

表面型沖刷測深計(重力式鋼棒)

圖 2-6

斗)之示意圖

表面型沖刷測深計(重力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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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流流速
(1)鉛魚。
(2)螺旋、旋杯測速儀。
(3)電波測速儀(相片 2-6、相片 2-7)計測水流表面流速。
(4)聲波杜普勒流速剖面儀(ADCP) (相片 2-8、相片 2-9)量測水速度剖面及水深。
(5)電磁測速儀。

相片 2-6

架設於橋梁之固定式電波測速儀

相片 2-8

相片 2-7

以聲波杜普勒流速剖面儀(ADCP)

架設於橋面上之移動式電波測速儀

相片 2-9

於台 3 甲線南崗橋實地測試之情
形 (84.5.9)

實地以聲波杜普勒流速剖面
儀量測通過橋墩之洪水流
速剖面之情形。(84.5.9)

至於監測橋梁結構完整性的設備儀器方面包括下列幾項：
1. 反應頻率
(1)微震加速度計。

(2)振動產生器。

(3)小型撞擊錘。

量測頻率的方法可以分為反應頻率試驗、強制振動試驗及衝擊振動法三種方法(許,1999)。反
應頻率試驗乃是以微震加速度計，量測基礎在不同沖刷裸露程度下之環境微震動變化，此法亦可
間接量測基樁受沖刷之裸露深度；強制振動試驗則是將震動產生器置於橋墩頂端，依需求產生不
Vol.33. No.1 Jan. 2007

11

臺灣公路工程第 33 卷第 1 期-11

同頻率之振動，以量測其反應頻率或週期，為此項設備之設置難度較高；而衝擊振動法則是以小
型擊錘對橋梁基礎產生撞擊，並以適當觀測器量測其位移和加速度，以推求結構體之反應頻譜。
在推求分析橋梁結構體之反應頻譜方面，除了可利用快速傅利葉轉換(Fast Fourier Transform, FFT)
之方法外，亦可使用希伯特轉換法 (Hilbert Transform)或小波轉換法(wavelet transform)於頻譜分
析法中，對橋梁結構行為之瞬時、長期之特徵有一周全之監測分析。
2. 沉陷量
(1)連通管式沉陷計。
3. 位移量
(1)電子式變位計。

(2)機械式變位計。

(3)光纖光柵型感測變位計。

(4)振波式變位計。

4. 傾斜程度
(1)單、雙軸傾斜計。
為避免沉陷發生時，造成危及行車安全之事件發生，可藉沉陷量之監測方式予以管理。有關
沉陷變形之量測可利用連通管式之沉陷計儀器(相片 2-10)，裝設在可能發生沉陷之不同橋墩與其
它不動點之處，以量測基礎可能沉陷量之變化，該項沉陷計設備主要是利用電子式變位計所組
成。有關橋墩傾斜、與位移之量測，可利用結構物傾斜計(相片 2-11)及不同型式之位移計予以量
測、警戒，惟傾斜計之精度與量度範圍，需視橋墩高度、河床土壤特性等予以控制。
近年來伴隨著光電科技之發展及智慧型結構(smart structure)之需求，光纖感測器(fiber optic
sensor)以有效且廣泛地應用於結構安全監測上。與一般傳統之感測器如電子式應變計相較，光纖
感測器具有量測精度高、耐腐蝕性佳、絕緣性高、不受電磁作用影響、傳輸損失低、雜訊低、長
期性穩定優良等特點，且若利用全光纖系統以光纖作為感測元件及訊號傳輸元件，可將電子系統
之缺點完全排除，因此應用於結構安全監測與智慧型結構之構建方面具有良好績效。
光纖光柵型感測變位計，其量測與監測原理乃利用光纖中光訊號的波長變化來量測結構體在
作用力作用時之應變量測，其量測方式可在光訊號的入射端利用反射方式獲得，稱為反射式量測
方式，或是在入射光訊號的另一端利用光訊號之透射方式，採用穿透式之量測方式以獲得訊號之
變化(張，2000)。

相片 2-10 連通管式沉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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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近發展的光時域監測(OTDR)系統(如圖 2-7)係對橋梁各伸縮縫的相對運動模式及變
形量做監測之光時域反射監測技術(閻，1998、1999)，該系統監測儀器包含：(1)光纖；(2)變形發
生裝置。
首先，將光纖變形發生裝置安裝於橋梁結構物之每一伸縮縫中，再以一條完整的裸光纖(不
具抗張體之光纖)，依設計方式通過所有變形發生裝置，並將光纖的一端連接於 OTDR 系統。監
測時，若發現示波器上波形改變，便可判斷已變形伸縮縫的位置。而藉由分析該處變形發生裝置
上 P、Q 兩點的訊號損失量，再與三種運動模式(軸向運動模式位移、橋墩下陷模式位移、剪向
運動模式位移)相對應的『位移－損失量』迴歸曲線相互對照，將可判斷伸縮縫發生的變形模式
及變形量。若伸縮縫的變化情形為三種運動所疊加者，則 P、Q 兩點之變化訊號將較為複雜，此
時須再做更進一步研究分析。
相對於其他橋梁變位監測系統之價格昂貴、維修不易、易受電磁波干擾、能量供應不可間斷…
等缺失，OTDR 系統僅需要一條光纖導線及若干簡單機械裝置，即可達到數十甚至一、兩百公里
高架結構系統監測之目標，若再與電腦化之自動控制系統相結合，提供即時數據處理功能，便能
達到自動監測、有效預警之目的。
為達到此套監測系統能長期連續擔負起監測和協助預警工作，除可節約人力而達到提供橋梁
應有的功能、且可延長其使用年限之目的。因此，在選用監測系統的感測儀器及控制介面時應考
量以下幾點(許，1999)：
(1)可信度。
(2)工作性。
(3)環境適應性(ruggedness)。
(4)量測範圍。
(5)資料擷取(data acquisition)與網路數據傳輸系統的功能。
(6)可和電腦連線以程式控制操作，並建立電腦工作平台(computer platform)由電腦下令掃瞄、
運算、顯示並儲存各測點之讀數，如此可減少大量的人力及人為疏失。
(7)在選擇產品時，連線介面程式是否簡易使用及維護，對未來監測系統之正常運作具有重大
影響。
(8)對於失效之感測計有自動偵測及顯示功能，而能適時、迅速作其維修或更換作業，以維持
系統之正常運作。
(9)對於雜訊的濾除及工作性的要求，不斷電系統(UPS)之選用亦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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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在橋址處河床埋設具無線電發報功能之小型訊號發射器，並於橋梁上裝置 OTDR 裸光纖位移計示意圖。

2-4 警戒值與行動值之設定
監測預警系統的預警值與行動值之適當與否，攸關整個系統能否即時、正確地發揮預警功
能，適時提供適當之預警資訊；若警戒值與行動值設定得不適當，將導致整個監測系統失效，無
法在真正緊急狀況發生時發揮其效用；唯有搭配設定得宜之警戒值，才能使整個監測預警的作業
流程更加完善。
警戒值與行動值設定時，須考慮之重要因素有：
(1) 橋上橋下行車安全與舒適感。
(2) 結構系統安全性及強度無虞。
(3) 結構穩定性無慮。
一般國內外橋梁裝置監測預警系統的案例，乃以監測橋基沖刷深度和結構體本身沉陷(連通
管式沉陷計)、傾斜量(單、雙軸傾斜計)為主，以 下 謹 敍 述此 三 種 物 理 量的 安 全 警戒 值 、行動值的
設定需考量之因素與設定的可能方法。
1. 橋基沖刷之警戒值、行動值設定方法
(1) 最大沖刷深度 = 河床下降量 + 洪水時之可能最大沖刷深度
(2) 注意值 = 設計基本容許沖刷深度
(3) 警戒值 = 設計最大容許沖刷深度
(4) 行動值 = 危險臨界沖刷深度
2. 結構系統之傾斜、沉陷警戒值、行動值設定考量
(1)上構簡支預力 I 型梁 + 場鑄連續鉸接橋面版系統
① 警戒值前
→簡支預力 I 型梁斷面應力無影響，無立即危險。
→鉸接版可能有裂痕。
→影響耐久性、外觀、心理等因素，無立即危險。
達警戒值
→結構無立即危險，但路面局部下陷，其折角達行車不適之警戒值，仍持續觀測中。
達行動值
→路面折角影響行車安全且大梁可能落橋，須計算檢討穩定性及強度。
(2)上構連續梁系統
① 警戒值前
→上構應力重新分配；惟斷面強度可承受，橋面局部下陷，無影響行車安全，且尚在
設計之相對沉陷值內。
達警戒值
→上構應力重新分配，實際相對沉陷值達設計值、斷面破壞強度之 50%或影響行車舒
適性時。
Vol.33. No.1 Jan. 2007

15

臺灣公路工程第 33 卷第 1 期-15

達行動值
→影響行車安全程度，應考慮斷面破壞強度。
3. 結構系統之傾斜、沉陷警戒值、行動值計算方式
為易於解說茲將分解為 Δ 值、δ 值兩項(如圖 2-8 及圖 2-9 圖所示)，分別圖解說明；然而，
後續判定時，應將兩者併同考量。
(1)橋墩基礎沉陷造成橋面縱向傾斜(圖 2-8)
簡支梁：橋墩基礎下陷 δ 值
a. 考慮梁端橫向位移達 Δ 值，梁深 d，跨度 L，防落長度 N：
→δc(警戒值) =(N/Δ )×δ×(SFC)
其中 SFC：警戒值安全係數 < 1.0
→δA(行動值) =(N/Δ )×δ×(SFA)
其中 SFA：行動值安全係數 < 1.0
b. 考慮路面行車舒適度及安全性
當基礎下陷達 δ 值時，路面實際產生折角為 θ=δ/L
c. 考慮基礎容許沉陷量
須符合沉陷量絕對值 δ< 容許沉陷量
→考量 a、 b、 c 項，設定簡支梁之警戒值與行動值。
連續梁：除上述三項考量外，另應考慮上構連續梁斷面強度容許最大相對沉陷 δmax。
(2)橋墩傾斜造成落橋(圖 2-9)橋高 H，大梁支承長度 N，則最大容許傾角 θA =(N/H)×SF
(3)橋墩傾斜產生額外彎矩造成結構破壞
由於橋墩之沖刷裸露，造成基礎側向圍束能力降低，無支撐強度增加，當傾斜產生將
對墩柱及基礎產生額外彎矩，若此彎矩大於結構極限強度，結構將產生破壞，由此原理可
反求出相對之梁端橫向位移 Δ 值及路面折角 θ 值。
Δ

θ

Δ
Δ H sin 
θ Hθ

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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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橋墩沉陷所引致大梁側移

三、橋梁沖刷監測預警系統之功能評析
－以碧利斯颱洪後高屏大橋沖刷斷橋過程作為境況模擬
3-1 監測預警系統於嚴重沖刷或斷橋事件中之功能評析
茲以發生過嚴重沖刷與斷橋災害之台 1 線高屏大橋為例，即以民國 89 年 8 月 27 日台 1 線高屏大
橋受沖刷而斷橋(當時並無裝設監測預警系統)之歷程為模擬事件，模擬當時災害發生時，橋梁監
測預警系統於類似事件中所能發揮之功能。
1. 基本假設
首先，在監測預警系統建置與安裝前，已就高屏大橋之歷次沖刷災害成因與機制、歷年河道
變遷、橋基貫入深度及保護工配置情形等皆全面性瞭解(相關歷史之詳細說明，謹請詳參本文第
一部分之三)，進而研判橋墩 P22 附近具有遭受沖刷之潛勢，甚而可能遭受水流沖刷侵蝕導致橋
梁災損，故針對 P22 橋墩周遭佈設相關監測儀器。系統整體監測儀器之安裝位置如圖 3-1 所示，
其配置考量如下所述。
(1)小型無線電訊號發射器：
將多組監測河床沖刷深度之小型無線電訊號發射器分別埋設於保護工下游側、橋基保護工與
各橋墩間之河床內，形成多道沖刷監測預警防線，監測河床遭受跌水或水躍沖刷及向源侵蝕時之
沖蝕狀況，評估河床沖蝕與橋基裸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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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m

10 m

18.75 m

15.25 m

P22
水流流向
EL 14.2 m

EL 12.0 m

沖刷測深計B

沖刷測深計A

EL 10.5 m

雙層甲種蛇籠
EL 7.0 m

85.7.31~8.1 賀伯颱洪後疏鬆細砂淤積層
(厚度約3~4公尺)下游方向長度約30~20公尺

拋石回填區
樁長 18 m

0.6 x 0.6 m之空心預鑄
預力混凝土基樁

B組

(b)

小型無線電訊號發射器

50 m

50 m

變位計

變位計
沉陷計

變位計
傾斜計

43.5 m

43.5 m

79.04.14 豪雨災害
搶修工程放置的
混凝土護塊
(2 x 2 x 1 m)

EL 14.2 m
EL 12.9 m
EL 10.7 m

A組

二層甲級蛇籠

P21

P22

EL 12.0 m

沖刷測深計

EL 10.6 m

EL. 14.7 m

P23

EL. 12.5 m

EL 10.5 m

地工織布
回填砂礫

樁長18 m

0.6 x 0.6 m之
空心預鑄預力
混凝土基樁

樁長18 m

樁長18 m

小型無線電訊號發射器

小型無線電訊號發射器

圖 3-1

傾斜計

變位計

沉陷計

監測預警系統之儀器安裝配置示意圖：(a)水流方向；(b)橋軸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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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沖刷測深計：
在 P22 橋墩上下游端分別裝設沖刷監測計 A 與 B，用以監測颱洪時之橋基沖刷深度的變化
歷程。因橋墩與水流方向間具有夾角且為長軸橋墩，形成水流攻角效應(林與李，2003)，該效應
將引致最大局部沖刷深度之位置發生於橋墩下游端，故在下游端安裝沖刷測深計 A；而針對馬蹄
型渦流形成之局部沖刷與向源侵蝕所導致之橋基裸露變化情形，乃將沖刷測深計 B 裝置於橋基
上游端。
(3)變位計、傾斜計或沉陷計：
變位計、傾斜計或沉陷計三者則裝設在大梁、墩柱及帽梁處，以分別偵測橋墩之位移、傾斜
及沉陷狀況。
再者，據陳(2002)所述，91. 8. 1 高屏大橋緊急封橋事件中，從預警系統發出異常警訊後，由
通知執行封橋準備至完成封橋相關作業，整體應變之作業執行時間於三十分鐘內即已全部完成封
橋措施；為保守考量計，假設由警戒機制啟動至完成封橋作業之時程，所需之保守應變時間為六
十分鐘。
2. 監測預警系統功能評析
茲將 89. 8. 23 ~ 8. 27 碧利斯颱洪歷程中，監測預警系統之各道預警機制運作及人員巡視檢查
兩者的功能搭配互補情形，與察覺橋基遭受沖刷時橋管單位之因應措施說明如下，其因應流程詳
如圖 3-2 所示。
在橋基沖刷歷程中(如圖 3-3 ~ 圖 3-8 所示)，由橋基保護工遭受沖蝕破損至橋梁倒塌、下陷
之各階段，橋梁狀況的監控除透過系統監測橋梁之傾斜、位移、沉陷及沖刷狀況，並由即時監視
設施傳回的即時畫面觀察並紀錄洪流流況外；同時，配合巡查人員進行定期、機動性巡視檢查橋
梁之情況，觀測、評估橋基沖刷裸露變化情形，作為因應對策之研擬依據。
(1) 在颱洪初期，蛇籠橋基保護工仍完整尚未受損時(如圖 3-3 所示)，巡查人員巡視檢查時，將
觀察到颱洪洪流通過蛇籠工後，產生具二維化之水躍流況(如圖 3-3 中 87.10.16 竹東大橋水
躍流況)；此時，若當監測系統接收到 A 組小型無線電訊號發射器因河床遭淘刷後，感應裝
置觸發後發出之訊號，將可得知下游側河床已形成沖刷坑及其刷深情形；因而，對該處留
意觀察其後續之流況變化與沖刷情形。
(2) 若蛇籠工下游端遭受水躍沖刷而拉裂破損與向源侵蝕導致底部回填料、河床質流失(如圖
3-4 所示)，蛇籠工受損處之流況將與其他位置不同，形成非二維化水躍流況，水躍發生位
置向上游側移動(如圖 3-4 中 89.11.1 里嶺大橋流況)；而若監測系統接收到 B 組小型無線電
訊號發射器之訊號時，即表明沖刷坑已往上游方向運移至蛇籠工底部。此時，橋梁養護單
位即該留意破損範圍是否擴大，若其持續擴大並向上游側發展，導致蛇籠橋基保護工局部
破損時(如圖 3-5 所示)，則橋管單位旋即進入戒備狀態，密集巡視並觀察其變化。
(3) 當跌水、水躍沖刷持續作用，橋基保護工遭受沖蝕、破損，產生向源侵蝕，致使河床質流
失、蛇籠因底部淘空而擺盪拉裂、破損至橋基處，形成嚴重保護工缺口並導致橋址處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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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基礎裸露時(如圖 3-6 所示)；橋梁養護單位透過系統之沖刷測深計 A 的監測，將檢
測出沖刷深度隨時間變化之歷程，若基礎裸露幅度已達沖刷監測預警的警戒值，則擔任系
統第一道防線之沖刷深度監測預警系統將發出警告訊號。橋梁養護單位將可在第一時間即
啟動相關之警戒應變機制，諸如密集追蹤觀測、檢視橋梁基礎受沖刷狀況，並進行相關配
套應變措施(例如：交通管制、封橋或搶修等)之準備作業。
(4) 若當橋墩 P22 ~ P23 間蛇籠保護工已流失，並產生向源與束縮沖刷作用，形成水流束縮集
中通過深槽(如圖 3-7 所示)。此時，河床下降量則透過沖刷測深計 A 或 B 監測其沖刷深度；
若測得之基礎裸露深度達嚴重或極嚴重程度(詳如圖 3-3 所示)，則分別進入警戒狀態或立即
採取交通管制措施。
(5) 然而，若上述多道安全預警機制皆未監測出或察覺到橋基已遭受沖刷而基礎裸露，則系統
之最後一道預警機制將由監測橋梁結構完整性之儀器(如傾斜計、變位計或沉陷計)擔任守
衛橋梁安全之責。
當河床遭受沖刷下降、橋基嚴重裸露，致使橋梁穩定性不足(如圖 3-8 所示)，導致橋梁結構
完整性產生變化，橋墩開始傾斜或沉陷，經由上述監測橋梁結構系統是否發生異常傾斜或變位儀
器之觀測，將測知當橋墩之變位、傾斜或沉陷量；若其監測值達到行動值時，預警系統將即時發
出警告訊息，通知橋管單位迅即執行緊急封橋相關措施。
從圖 3-9 右側之「高屏大橋斷裂警方與公路局處理時序表」顯示，在發生斷橋災害前，民眾
於 12 點 54 分察覺橋梁狀況異常，假設該時間點大致可視為橋梁結構發生異常變形、變位之時間
點。此外，由偵測出橋梁狀況異常至 14 點 48 分橋梁倒塌、崩毀，其間共約近兩小時之時間；因
而可知，系統之監測預警功能乃為橋梁養護單位爭取到約兩小時的應變時間，來執行交通管制或
封橋之相關緊急應變措施。在此，先前已假設由警戒機制啟動至完成封橋作業，整體作業時程僅
需六十分鐘，故橋梁養護單位將能於橋梁倒塌、崩毀前，完成相關緊急應變程序與措施，避免類
似事件再次發生，提供國人安全、便利之交通環境。
綜上所述，若因部分監測儀器失靈或人員巡視檢查時未察覺沖刷受損，則在橋基沖刷歷程之
各階段中(如圖 3-2 所示)，依然具有其他多道安全預警或檢查之機制，將可適時察覺異常狀況，
即時採取相關因應對策與措施，而達到安全預警之功能，以達維護橋梁安全。橋梁沖刷監測預警
系統之整體功能與因應作為示意圖，詳如圖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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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橋基遭受颱洪沖刷歷程中，橋管單位各階段之因應作為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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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流通過橋基保護工後產生二維化水躍流況，並於下游側河床產生沖刷坑之示意圖。
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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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躍發生位置向上游側移動(非二維化流況)示意圖
圖 3-4

2.2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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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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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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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水利系
黃進坤 教授提供

蛇籠保護工嚴重破損並產生向源侵蝕至橋基處示意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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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蛇籠保護工損毀流失，橋基遭沖刷裸露，並形成水流束縮通過橋址流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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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遭受沖刷下降後，導致橋梁結構完整性產生變化，橋墩開始傾斜或沉陷示意圖。
圖 3-8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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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大橋斷橋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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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之監測預警系統模
擬發生此事件時之對策

28

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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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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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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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監測橋基受沖刷之深度

1

4

水流集中於P22橋墩通過(89.8.25)

(註: 1 ~ 3 由成功大學水利系黃進坤教授提供)

2

D

4

警廣高雄台接獲民眾通報稱高屏橋面有坑洞
警廣高雄台第二次接獲民眾通報，高屏橋橋面下陷。

13:30

公路局人員回報高屏橋面出現扭曲凹陷隨即橋面應聲斷裂。
消防局據報後，軍警四出救援。
公路局通報警方封閉高屏大橋。

14:50
15:05

執行交通管制或封橋措施

【摘自聯合報89.8.28】

公路局人員回報已經派員勘查中。警方告知盡快再回報。
14:48

交通隊呼籲用路人改道。

交通隊二度告知，公路局也二度派員到現場調查。

交通隊通報公路局值班工程人員林俊和，請其盡快處理。

交通隊透過警廣，宣稱高屏橋路面下陷，請駕駛人小心。

大同所警員回報橋面裂損。

公路局人員回報為發現橋面有異狀。

14:40

14:35

14:30

14:12

14:09

14:07

14:00

球形註標。選取圖形後開始輸
13:33 入。將方塊調整為需要的維度。
屏東縣交通隊大同派出所前往勘查。
移動控制項控點將指標對準發言
13:45
者。 公路局三區工程處也接獲民眾通知橋面裂損。

12:54

高屏大橋斷裂警方與公路局處理時序表

發生斷橋災害(89.8.27)

模擬 89 年 8 月 27 日高屏大橋斷橋事件歷程，監測預警系統於類似事件中之因應對策示意圖。

A

1

水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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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舊橋梁監測系統之建議
國內近幾年隨著河床高程急劇下降之影響，使得早年所設計之橋基普遍產生嚴重裸露之現
象，橋梁生命並未達到設計使用之年限前，橋梁整體結構已經岌岌可危。也因之，橋梁養護單位
於未來建造新橋時之設計，勢必需要對河床下降、洪流淘刷、基礎貫入深度等影響橋梁安全之因
素加以考量，以期建造出低風險、高保障之安全橋梁。然則不論新橋亦或是舊橋，若將適當之監
測系統納入其防災體系當中，更可以發揮更完善健全的交通功能。
本文提出有關新、舊橋梁(墩)間普遍面臨之問題：橋基可能裸露之程度、橋梁傾倒毀壞之可
能性，及預警應變時間、發揮功能之比重、監測系統之主次要功能等項目間的差異比較，作為新、
舊橋梁(墩)監測系統之初步建議，詳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新、舊橋梁(墩)監測系統之初步建議表
比較項目 橋基可能 橋梁傾倒
裸露
毀壞
橋梁(墩)
之程度 之可能性

新橋

舊橋

輕微

嚴重

較低

較高

預警
應變
時間

較充足

較匆促

監測功能之比重
沖刷深度

高

高

監測系統發揮之功能

結構完整
性

主要

次要

低

長期監 測沖刷
深度與 洪水歷
時流量 之關係
以建立 本土化
之資料庫系統

即時監測橋
梁動態以達
防災、避災
之目的

高

即時監 測橋梁
動態以 達防
災、避 災之目
的

長期監測沖
刷深度與洪
水歷時流量
之關係以建
立本土化之
資料庫系統

四、颱洪期間應變之作業程序(含封橋與緊急應變對策)
4-1 相關依據
1. 災害防救法相關規定
2. 交通部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要點
3. 行政院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
4. 陸上交通事故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5. 公路總局災害防救標準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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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相關整備工作事項
颱洪期間封橋應變之相關整備工作項目，如表 4-1 所示。
表 4-1
項次

項

整備工作項目表

目

1

橋墩水尺

2

測深重錘、吊車

3

攝影、通訊器材

備

註

觀測颱洪豪雨期間橋址處水位
颱洪期間檢測橋基沖刷深度之用(輔助測深用)
相機、攝影機(觀察紀錄颱洪歷程之流況，用以比對研判
沖刷變化情形)；通訊聯絡用
封橋設施暨交通疏導設備(黃色警示帶、活動型拒馬、交

4

交通安全警告設施

通錐、夜間警示燈、紐澤西護欄、路標指示牌、交通疏導
路線告示牌、…等)
相關單位聯絡電話、傳真【災情通報上級機關(工程處、

5

有關單位通報名單

公路總局、交通部…等)；警察單位(縣警局、當地分局)
協助管制交通；警廣路況中心籲請用路人改道、…等】

6

開口合約廠商名單

機具駐紮位置、機具數量統計表、聯絡電話、…等
河川局緊急應變小組之聯絡人員、電話、防汛備料借用程

7

防汛備料配置資料

序、防汛備料統計表(混凝土塊、蛇籠、太空包、…等)、
防汛備料配置圖

4-3 颱洪期間應變之作業流程(含封橋與緊急應變對策)
1. 颱洪期間封橋應變作業流程
經由橋梁及河川水文相關資料建置、歷史災害成因分析探討、水理分析及考量相關因素，進
行詳細的評估後，可研擬於現場勘查時，如何進行應變與封橋步驟之流程。颱洪期間應變之封橋
作業標準流程如圖 4-1 所示。封橋作業之各階段相關照片分如相片 4-1 ~ 相片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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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緊急應變對策

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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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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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02-23716650

圖 4-2

FAX﹕02-23492886

交通部
交通動員委員會

警廣路況中心
FAX﹕02-23887905

搶修完成通車

公路(橋梁)災害通報流程

嗣後 除重 大災 情應 視 處理 狀況 隨時 通報 外 ¸原 則上 每隔
四小 時傳 送一 次「 交 通部 重大 災害 彙總 表 」¸ 俾掌 握災
情及 時回 應。

一小 時內 以傳 真方 式 傳送 「公 路災 害、 搶 通報 告表 」﹔
「交 通部 災害 通報 表 」

所 屬各 機關 (構)於 獲 悉所 轄發 生重 大災 害 時¸ 應迅 速查
證 ¸並 立即 電話 通知 部、 次長 及主 (協)辦 單 位。

FAX﹕0223716556

交通部路政司

*本表摘錄改編自「交通部重大災害防救緊急應變通報作業要點」

災害路況
資料上網

FAX﹕02-23111644

FAX﹕02-23121006

公路總局公關科
發佈消息

公路總局
局長室

公路總局養路組
救災中心

災害路況報導
輸入電話
答錄機

FAX﹕04-23714170

養護工程處

工務段

工務段派員至現場勘查¸必要時封橋

(1)第一階段簡易封橋措施

相片 4-1

第一階段簡易封橋措施—塑膠紐澤西式護欄、黃色警示帶之佈設情形【資料來源：

(2)第二階段封橋措施

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彰化工務段】

相片 4-2 第二階段封橋措施之佈設情形— 紐澤西護欄、告示牌
(3)封橋安全設施及交通管制

相片 4-3

封橋安全設施架設(拒馬、交通錐、夜間警示燈)及交通管制(疏導)情形【資料來源：
第二區養護工程處彰化工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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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颱洪退水後橋梁安全檢測—檢測橋梁之安全性，決定是否開放通行或交通流量管制

相片 4-4 颱洪後橋梁安全檢測之情形：(a)橋梁上構檢測；(b)水下檢測。
(5)交通流量管制—開放小型車輛與機車通行、禁行大型車輛

相片 4-5

採行交通流量管制措施—紐澤西護欄吊放情形

以上所建立的封橋流程，乃針對一般橋梁之判斷流程。惟考量重要性等級較高之國道、重要
鐵路橋梁有安全上的疑慮時，亦可利用此流程立即採取有效的行動進行封橋，期能避免因橋梁損
壞而導致社會經濟上的重大損失。因此封橋之後所須進行的相關搶(險)修作業、救災程序與特殊
流況的因應對策亦相當重要。公路災害搶修作業流程如圖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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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Vol.33. No.1 Jan. 2007

公路災害搶修作業流程圖【摘自林 呈(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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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採行相關搶(險)作業以防止災害擴大，避免造成社會經濟之損失。謹建議根據橋梁之重
要性程度(例如國道高速公路橋梁)，於洪流退水階段或颱風警報解除後，視當時狀況並考量工作
人員之生命安全，必要時採行搶(險)修措施，舉例如下：
①

吊放混凝土塊防止洪流沖刷河岸，避免高灘地持續崩塌(側向侵蝕)，引致原埋置於高灘地
嚴重沖刷裸露，進而危急橋梁之穩定性；

②

於橋墩四周拋放混凝土塊、保護橋基，降低洪流之局部沖刷影響，防止河床局部刷深。

③

或對仍具河岸崩塌(側向侵蝕)潛勢者，於颱洪退水後進行緊急保護(例如：蛇籠護岸)。

其中，橋梁養護單位對上述緊急應變措施所需之搶(險)修材料雖無購置、儲備。然而，河川
管理單位因應洪汛期之水災災害防災應變，各流域皆已儲備適當之防汛備料(混凝土塊、蛇籠、
太空包等)，橋梁養護單位可向當地之河川局緊急商借調用。
4-4 災害通報流程
若橋梁發生危急災況，需進行封橋或搶(險)修時，可依公路(橋梁)災害通報流程，如前述圖 4-2
所示，填列公路災害(搶通)報告表通報上級機關及相關單位，並依規定填報交通部公路總局災害
通報單。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

語

1. 本文(含第一與第二部分)除闡述洪水沖刷對橋梁安全之影響外，並融合具循環特性及環環相扣
的動態橋梁安全管理機制的概念，說明遭橋基沖刷橋梁之相關因應作為。
2. 經由歷年颱洪期間沖刷災損情形之觀察紀錄及斷橋後的多次現地踏勘調查，並蒐集橋梁基本資
料、地質與基礎工程、河道與水文特性、周遭之水工構造物分布與施設情形、及歷年重大颱洪
流量等資料，綜合研判、分析探討台 1 線高屏大橋之沖刷歷程及受災機制，民國 89 年 8 月 27
日斷橋事件中，倒塌、下陷之橋墩 P22 其致災成因乃可歸納為：(1)河床嚴重下降；(2)河道變
遷；(3)橋址上游側各種水工構造物之相互干擾；(4)橋基沖刷潛勢；(5)基礎結構特性等因素所
引致。
3. 提出以橋梁基礎沖刷深度為主，橋梁結構完整性為輔之監測系統，除達到即時監測、遠端監控、
維護橋梁安全與健全運輸功能外，該系統經由長期監測，可對橋基沖刷深度方面，歸納分析沖
刷深度與水流流速、流量間之歷時關係，建立國內本土化沖刷經驗公式之資料庫。
4. 研提之監測系統於橋梁結構完整性監測方面，除可確實掌握橋梁之變化特性、並適時發出警告
訊息，以供橋梁養護單位採取緊急應變之措施。亦可提供橋梁長期沉陷與傾斜變形之趨勢與原
因，以利橋梁養護單位作爾後設計、維修補強之參考。
5. 提出在颱洪沖刷歷程中，橋梁養護單位如何運用沖刷監測預警系統之監測與人員巡查兩者功能
的交叉互補，對於不同沖刷受損階段須注意之處及察覺橋基遭受沖刷時應採取的因應作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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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橋梁及行車安全。
6. 本文初步研擬遭颱洪沖刷橋梁之封橋管制作業、緊急應變策略等之作業程序，有助於橋梁安全
管理。
5-2 建

議

在台 1 線高屏大橋沖刷歷程之調查、分析研究時，吾人深刻體驗紀錄橋梁歷年變化狀況之歷
史資料庫的維護與適時更新之重要性，歷史資料庫除具有完善資訊之相關基本資料可供查詢外，
歷次災害所造成之災損情形與補強、修復工程若有詳實記錄，對於防治災害之再次發生或研擬緊
急應變作業(例如：封橋管制、緊急搶修等措施)、災害復建對策，均可供相當完整之參考依據；
並可協助新進人員或業務承辦人迅速熟悉橋梁之歷年狀況，及提供橋梁相關從業人員之經驗傳承
與學習管道。故建議橋梁主管機關應寬列經費，協助各管理養護單位儘速建置所轄重要橋梁之歷
史資料庫，實有助於橋梁安全之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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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工法於塑造公路隧道新風貌之研究-以台 76 線八卦
山隧道植生綠化工程為例
湯輝雄*

陳國榮**

吳耀焜***

吳耀勝**** 張世忠*****

摘要
國內近年來積極推動道路生態工程之研究與應用，各種工法之設置案例與日俱增，然以隧道
做為道路生態工程則較缺乏本土性之研究及應用案例。隧道植生、綠化、保育工程除了在環境景
觀、生物棲地、邊坡保護等方面有相當程度之助益外，另對於水土保持亦具有顯著之成效。
回顧台 76 線東西向快速公路漢寶草屯線八卦山隧道標工程中東、西洞口段植生綠化及毗鄰
中興系統交流道（鋼拱塔式斜張橋）工程景觀改善案例之（1）原設計原則需求之考量（2）植栽
經驗、水保經驗、環境保護等，自 2005.4.29 通車迄今，均已見初步成效。
關鍵字：公路隧道生態工程、植生綠化、景觀維護、環境保育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ur country is very active to push study on Highways Ecological Engineering and
Application, and then various kinds of engineering method establishment cases are growing with each
passing day. However, using Ecological Engineering for highways tunnels are relatively scarce local study
and application cases. Tunnels plant and grow the afforestation engineering are not only in Environment
Landscape, Biotope, Slope Stability, etc. that have a stable degree benefit, but also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have a quite right effect.
Retrospect the case study of Plant and Grow Afforestation Project of Pakuashan Tunnel of Taiwan
Highway No. 76— The tunnel portal section and neighbor area of steel arch cable-stayed bridges landscape
improving. The original consider of design principle demand, plant and grow and Affores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rience, etc. Since 29th April 2005 the tunnel is opened, so far all
of above have already taken goo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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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台 76 線（東西向快速公路漢寶草屯線）新闢工程環境影響評估的研究，始於上世紀九○年
代

【 1】

。在選線過程中，為繞避自然保護區，防止對地上動物棲息地的影響，遂採東、西方向之

雙孔、雙向長隧道方式穿越八卦山脈，此方式工程造價提高甚多，惟為盡力地把對生態環境可能
造成負面的影響降至最低限度。

圖一.八卦山隧道地理位置圖
八卦山脈位於大肚溪南岸延伸至濁水溪北岸，南北長度約 32 公里、寬 4 至 10 公里，地勢南
高北低，海拔自 240 至 440 公尺，由於本區氣候溫和區內交通便利，適合觀光、運動、遊憩活動，
沿線發展出彰化八卦大佛風景區、員林百果山風景區、社頭清水岩及田中森林遊樂區、二水松柏
嶺登廟步道、猴探井遊憩區等著名觀光景點，政府並設參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專責觀光、遊憩事宜，
可謂是中、彰、投地區之後花園。
然而台 76 線的建設，恐改變行經鄉鎮之地形地貌，因公路建設不外遇山鑿洞、逢河搭橋，
勢必會對原有生態與景觀造成干擾。尤其建設初期，肇因各類土石開挖后尚未能立即復原，舊有
八卦山台地宜人景緻曾一度失色。所幸台 76 線工程規劃設計配合區域環境景觀，運用高架橋樑
及隧道工法，來佈設橋墩且免除大規模坡地擾動，其邊坡擋土亦予合適綠化植生處理，除達到穩
定邊坡之效果外，並兼顧自然景觀復育功能。
本案例中工程與環保並重，以生態環境保護、水土保持為重點。為保護好沿線優美的自然風
【 2】

光，特別是在施工期間生態環境保護，施工中環境監測之內容等措施

，均屬公路總局之特例。

二、工法與材料
2.1 台 76 線八卦山隧道洞口之佈設
【 3】

2.1.1 隧道洞口位置研選

本隧道西洞口處百果山聚落，東洞口為進出南投縣境之門戶，洞口位置之選擇考慮路線之地
形及地質條件，在進洞時須有足夠之岩層覆蓋深度以利洞口岩體拱效應之形成，以避免施工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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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時發生災害或困難。
2.1.2 洞口護坡
本隧道為維繫洞口邊坡穩定安全，皆需加以適當保護，以防止岩體風化、雨水沖蝕邊坡及可
能產生滑動破壞，採地錨或岩栓配合鋼筋混凝土或噴凝土結構予以強化，坡面上並考慮地下水可
能上升之狀況裝設系統化導水管，以消弭部份側向水壓力。
2.1.3 洞口設計及景觀配置
由於洞口地層風化程度高，尤其處於破碎擾動帶時，為增加洞口開挖坡之安定性及防止坡頂
落石危害洞口區域，採假隧道回填方式；為避免回填坡造成明顯的脊線變化，使坡面得以儘量回
復原地形，故洞門量體儘量減少，使對環境的干擾減至最低，再藉由植生披覆復原，以達景觀需
求；基於用路人行車安全性及舒適性立場，洞口型式則採斜割拱門式，利用洞口結構物以緩和出
洞口後陽光直射之問題。
2.2 台 76 線八卦山隧道植生綠化工程概況
本工程為八卦山隧道洞口及豎井，與中興系統交流道匝道銜接台 14 乙線路口兩旁槽化島及
景觀聯外道路之植生綠化，並包括毗鄰福爾摩沙高速公路（中二高 C334 標）配合改善之植生綠
化

【 4】

，總工程費概約 6,316,000 元，提供給用路人更安全舒適綠意盎然的視覺享受，使工程融於

自然環境中。
【 5】【 6】【 7】

2.2.1 本工程設計原則之考量

從景觀、建築（隧道口建物機房）及結構體（洞口邊坡設施、系統交流道、引道橋樑及斜張
橋）三個面向作整體配置。輔以日後用路人的行車視覺感受，酌量東、西洞口機房附近的植栽配
置，包括洞口邊坡等，此為整體且一致性的景觀設計。
以選用適宜八卦山脈區域環境生長之原生植栽為原則，各裸露空地及邊坡栽植之植物採：
(1)喬木類: 苦楝、香楠、台灣欒樹等。
(2)灌木類：草海桐（2 株/m2）
、鵝掌藤（6 株/m2）等。
(3)爬藤類：地錦、薛荔等。
植栽後自然生長之原生物種則讓其留下來自然成長，以維持較好綠帶及生物多樣性。各種植
物於植栽時以多物種、多層次混合種植，並有喬木、灌木、草皮三層次之種植。
東、西洞口邊坡植草考慮日後養護問題，設計以噴植草種方式外，加植如鵝掌藤、草海桐等
其他灌木類原生植物；上緣斜坡地皆以林地混合植栽方式間種如九芎、相思樹、白雞油、楓香、
無患子等。
東洞口上方以植栽帶種植，並加植爬藤類植物如薛荔、地錦（於較陡峭之壁面，此類植物特
Vol.33. No.1 J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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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均可攀爬至高處）
。
中興系統交流道槽化島區處，仍以視覺上安全並且容易維護管理為主，邊緣帶採簡單性植被
類及原生種草坪。中央較大面積部分以地景方式處理，或標示性地標。景觀上以容易養護多年生
草花類或利用高低起伏不同變化地景方式處理。
2.3 本工程主要植栽內容（詳表一、表二）
【 8】、【本研究整理】

表一、本植生綠化工程之主要植栽內容
地點

中名/學名
香楠
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

西洞口

台灣欒樹
Koelrevteria henryi
Dummer

草海桐
Scaevola taccada.

種類

簡誌

常綠喬木

台灣中低海拔的原生植物，木材細緻，樹皮有黏

台灣特有種

落葉喬木
台灣特有種

常綠灌木
台灣原生種

圖片

性，是製造線香的材料，故稱為「香楠」
。

具有樹形優美、花色漂亮耀眼，富有鄉土文藝氣
息，生長在低海拔地區的闊葉林中的闊葉樹。
多生長於海島，終年立於強風烈日之中，葉片青
翠長綠，半花脫俗絕美，生長極為茂密，可形成
良好的隔離綠帶。

鵝掌藤
Schefflera
arboricola Hayata

草海桐
Scaevola taccada.

常綠灌木
台灣原生種

分布低海拔地區的半蔓性常綠灌木，其葉形酷似
鵝掌，整齊的厚葉泛著亮綠的光澤，適合庭園美
化或盆栽。

常綠灌木
台灣原生種

多生長於海島，終年立於強風烈日之中，葉片青
翠長綠，半花脫俗絕美，生長極為茂密，可形成
良好的隔離綠帶。

東洞口

鵝掌藤
Schefflera
arboricola Hayata

常綠灌木
台灣原生種

地錦
Euphorbia
humifusa Willd

鵝掌，整齊的厚葉泛著亮綠的光澤，適合庭園美
化或盆栽。

常綠蔓性灌木
薛荔
Ficus pumila

分布低海拔地區的半蔓性常綠灌木，其葉形酷似

原產於台、 日

攀緣藤本植物，莖上長滿了貼附性不定根，能緊
貼石壁或樹幹生長，垂直攀緣能力強。

及大陸西南
落葉蔓性

別名爬山虎、爬牆虎，常皺縮捲曲，根細小，卷

草本植物

鬚短而多歧，變形為吸盤狀，用以攀登用，為適

台灣原生種

應性廣、抗逆性強、景觀效果優良的綠化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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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洞口上緣斜坡地

九芎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相思樹
Acacia confusa
Merr.

落葉小喬木
台灣原生種

常綠喬木
台灣原生種

（以林地混合植栽方式間種）

楓香

落葉喬木

無患子

本重為本省低海拔重要造林樹種之一,春夏間開
花，頭狀花序，腋出，金黃色。莢果扁線形, 為優
良之行道園景樹。

半落葉喬木

Sapindus
mukorossi Gaertn

且成片剝落，樹幹蒼勁有力，適合庭園觀賞，木
材緻密，為優良薪炭，且因材質細密，是菜砧板

白雞油
Fraxinus
formosana Hayata.

Liquidamber
formosana

原生於台灣平地或低海拔山地,其樹皮相當光滑，

台灣特有種

樹皮灰白色，幹上留有雲形剝落痕跡。因其材色
具有油蠟色澤，故稱白雞油。其樹形優美，白色
的小花眾多而搶眼，令人賞心悅目，適合作為庭

台灣原生種

分佈於全島中低海拔森林中，樹脂具芳香而得名
楓香，是秋冬時中低海拔常見的紅葉植物，樹型
優美，四季各有風情，可作為觀賞行道樹。

落葉喬木
台灣原生種

分布全省中、低海拔地區,其果皮含有皂素，前人
用來做洗潔皂等，其樹冠濃密、長而 下

垂 的 羽 状

複葉，姿態優美，可作行道樹和園林觀賞樹種。

中二高

標
C334

黃槿
Hibiscus tiliaceus
L.

香楠 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

槽化島

苦楝
Melia azedarach
Linn
鵝掌藤
Schefflera
arboricola Hayata
野牡丹
Melastoma
candi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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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綠喬木
台灣原生種

常綠喬木
台灣特有種

落葉喬木
台灣原生種

分布於全台濱海地區，生長快速，四季都開花，
但以春夏最多，常被用來做為行道樹、防風樹等。

台灣中低海拔的原生植物，木材細緻，樹皮有黏
性，是製造線香的材料，故稱為「香楠」
。

是台灣的鄉土樹種及誘鳥性植物，春天開淡紫色
有特殊芳香的小花，開滿鄉野春郊，常被做為路
樹。

常綠灌木
台灣原生種

分布低海拔地區的半蔓性常綠灌木，其葉形酷似
鵝掌，整齊的厚葉泛著亮綠的光澤，適合庭園美
化或盆栽。

常綠灌木
台灣原生種

產於台灣低海拔山區及平地，性喜高溫，全株帶
有長絨毛，花頂生，紫紅色，花蕊黃紅色，花期
集中在夏季，是值得推廣的野生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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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工程主要植草草種（詳表二）
【本研究整理】

表二、主要植草草種
地點

中名/學名

槽化島、各隧
道洞口植被

百慕達草
Cynodon
dactylon

簡誌

圖片

百慕達草均自國外直接引進來台，因其草種取得容易且種子價格
便宜、發芽率高，於亞熱帶台灣中生長迅速、競爭力強、極耐修
剪與踐踏。
百喜草自 1963 年起陸續引進來台，經一系列之試驗觀察，其無

各隧道洞口
植被

論在水土保持、土壤理化性質改良、果園經營管理等皆有良好效
百喜草
Paspalum 果。由於其之低發芽率與低矮匍匐的生育特性，使其不致迅速蔓
notatum 延成為不可控制的外來草種。尤其用於果園覆蓋，使果園之經營
Flugge
管理較省工，可減少除草的需要，並避免除草劑之大量使用，破
壞生態環境。

綠柏草原產美國，在美國育有多種品系，1957 年自美國引進來台
綠柏草
後，應用於河岸工程週邊之植栽材料，及作為邊坡覆蓋用草種，
各隧道洞口
Festura
植被
arundinacea 因種子發芽率甚高，可做為中高海拔地區邊坡穩定，一般噴播種
Schreb
子及果園覆蓋植物材料。

三、執行成果
3.1 本隧道建設之生態環境保護措施（詳表三）
表三、本隧道建設之生態環境保護措施
時期

措施

內容

附註（主要執行單位）

◎漢寶草屯線沿線（動）植
物名錄調查
1993~

（動）植物調查 ◎彰化縣土地使用分析： （台灣省交通處公路總局）
（特有種之保護） 保護區占 0.57%

【 1】、【 3】

◎南投線土地使用分析：
保護區占 17.82%
1998~

施工中環境

漢寶草屯線沿線空氣、噪

監測之內容

音、水質之監測

（中華顧問工程司）2

【 】

因 E407-1 標工程豎井連絡
道及場站周圍邊坡因降挖
1999.1.26~1999.3.13

豎井植生標

後坡面裸露呈現軟礫石層 （東明營造）
表面，為穩定邊坡，遂先行
辦理植生綠化。

臺灣公路工程第 33 卷第 1 期-44

44

Vol.33. No.1 Jan. 2007

2004.3.24~2004.9.19
（第一階段）
2005.3.24~2005.6.1

E407-3 標

八卦山隧道植生綠化工程：
（玉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為本研究討論之主要標的

（第二階段）
撫育期 365 日曆天（澆水、（玉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5.4.29
（隧道通車日）~

營運階段

病蟲害防治、中耕除草、施 94.9.21 驗收後起算保固期
追肥、修剪、補植等等） 一年

【 4】【 9】

3.2 施工後之成果
3.2.1 西洞口部分

西口兩側完成格框植生護坡。隧道上方原則保留原始林相，機房兩側增植喬木做為邊坡水
土保持。

圖二.八卦山隧道西洞口東行線照片 2006.9

3.2.2 豎井部分
已於施工階段辦理植生，且生長狀況良好，因
坡度平緩故取消施作格框植生，改採林地混合植栽。

圖三.八卦山隧道豎井洞口照片 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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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東洞口部分
隧道東口端因邊坡龐大的混凝土量體之存在，
設抗紫外線綠色纖維網以利爬藤類生長及綠美化混
凝土格框坡面，景觀視覺作較柔和的配置，植栽採
八卦山原生種樹為主。

圖四.八卦山隧道東洞口東行線照片 2006.9

3.2.4 槽化島部分
中興交流道匝道銜接台 14 乙線路口兩旁槽化島
及景觀區聯外道路之植生綠化，以視覺角度觀察，
選用色彩較豐富的植栽；另景觀道路以樹型優美的
植栽；週邊環境以地形變化設計及灌木、喬木類色
彩豐富的植栽襯托作成地標性的視覺景觀。
圖五.八卦山隧道東洞口槽化島照片 2006.9

3.2.5 中二高 C334 標景觀配合改善

圖六.中二高 C334 標景觀配合改善照片

四、結論與建議
生態工程上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建設工程都自覺地遵守環保法律、法規，充分衡量工程建設
項目對生態環境的衝擊，小至普通之昆蟲、魚蛙、鳥類等均應列入保護範圍。對主體工程以外的
周圍環境受到施工破壞，需予恢復原貌，把工程建設造成的生態破壞降到最低限度，不允許以進
行工程建設作為名目，而付諸自然生態環境破壞為代價。
因隧道為封閉之公路構造型式，一般而言，建造費用較高，惟考量其具有避免改變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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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環境衝擊、縮短行車時程、提高行車舒適性等特色，爰本路線於員林鎮林厝仔以東路段穿越
八卦山台地時採隧道方式建設。
隨隧道工程建設經驗之累積，工程階段減少挖填，並保留棄土層，以利原生植物及昆蟲再發
育之機會，設法以提前進洞及恢復自然景觀為原則；本案例中洞口採用明挖覆蓋工法施作，儘可
能回復原貌，將洞口週遭邊坡之破壞與擾動減至最小，工程末期並以植生綠化方式（儘量採用原
生植物）回復自然景觀，恢復原有之植物相，此舉有助於施工後之生態系恢復。
日後隧道營運之基地、消防隊、公警隊、養護管理房舍之綠化植生及生態保護，建議於規劃
階段應先作考慮，俾利日後生態工程、植生綠化、景觀維護之落實與執行。另公路生態工程大多
以邊坡綠化景觀為主，惟過去常因一場豪雨災害邊坡崩塌，生態景觀前功盡棄，為求生態邊坡常
綠永續經營，尚需注重邊坡結構安全性、適用性，尤應研擬生態條件，訂定邊坡地質及結構設計
規範，以為日後規劃設計時作為依循。
公路總局一貫秉持交通建設與生態環境共存共榮的理念，採循序漸進方式加強教育訓練，宣
導正確觀念，落實生態工程，在交通建設同時尚兼顧生態系統之穩定，環境生物之多樣性，期對
自然生態系統之影響減至最低，並使用路人在享受交通便捷之時，尚能感受大自然山水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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