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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河橋梁基礎洪水沖刷之安全檢測與因應作為
林呈*、林蔚榮**、何宗浚**、高明哲**、何鴻文***
摘要
近年來，國內跨河橋梁由於河床嚴重下降等因素影響，橋基已然大幅裸露，致使橋梁基礎
可能處於不穩定之狀態，且面臨颱風、豪雨之洪水沖刷，對橋梁之安全已構成嚴重威脅。因而，
對橋梁管理單位而言，如何於颱洪前進行沖刷檢測與評估、颱洪沖刷歷程中執行緊急應變處置、
颱洪後之快速災損調查與評估、並據以擬定相關因應對策，以維護橋梁之安全，實乃當前急迫
之任務。特別是在各階段之巡查檢測、封橋研判、封橋後之應變與處置、橋基沖刷受損等級與
沖刷成因分類等，皆予以具體地表格化或流程化，以供橋梁工程師於執行颱洪檢測之快速參採。
爰此，本文首先回顧目前國內跨河橋梁之安全檢測評估的現況作為，並指出尚需再行考量
各項沖刷因素之橋梁基本資料表的增修；再者，提出：對於颱洪前、中、後各階段，橋梁管理
單位融入動態災害管理概念之跨河橋梁安全檢測、評估與因應作為說明。

Abstract
The level of river bed in the main channel of most rivers in the western area of Taiwan lowered
seriously during the last decade. This situation also caused prominent exposure of foundations of
cross-river bridges (including the caisson-type and pile-type foundations), thus influencing greatly
the stability of cross-river bridge and weakening the resistence to torrential flood. Nowadays bridge
scour induced by heavy rain and typhoon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key-factor for the safety of
cross-river bridges in Taiwan. The inspection techniques developed and protection works constructed
for ensuring the safety of cross-river bridge have become a common issue and an urgent task for
bridge engineers.
This study briefly surveys the safety inspection and evaluation method in the Bridge Management
System (BMS), aiming to point out some deficits in using BMS for scour inspection during a flood. A
dynamic diaster management concept is then proposed not only for the safety inspection and
evaluation, but also for the corresponding actions taken for the cross-river bridges which suffered from
serious exposure of foundation and severe scour. In the present study, some useful checklists and tables
were especially designed to help the bridge engineers to perform scour inspection during a flood a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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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the bridge damage after a flood. The present study is expected to promote exchange of experiences
and techniques concerning diaster prevention or mitigation for cross-river bridge scour.

一、前言
台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頻繁，加上颱風、豪雨及近年來河床嚴重下降等因素，對
橋梁安全均構成嚴重威脅。而台灣因地形特性，河川多呈東西走向，致南北通行之跨越河川橋
梁眾多。民國 80 年至民國 86 年之間，由於本省砂石供應體系始終是以開採河川砂石為主要來
源，河川砂石之年平均生產量約佔砂石總生產量 93 %以上，河床砂石經歷長期以來之過度使用，
已然造成西部各大流域中下游之主河道河床高程的嚴重下降。復以暴雨洪水迅速漲落且水勢洶
湧，劇烈淘刷橋墩及橋台之基礎處河床，導致原本已裸露之橋基更形惡化，甚至橋梁傾斜、倒
塌，造成交通中斷，對人民生命及財產安全造成莫大的傷害。
民國 85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1 日賀伯颱風侵襲台灣，造成新竹縣內灣支線油羅溪鐵路橋與
上坪溪竹東鐵路橋；新竹市北側之頭前溪大橋；南投縣信義鄉土石流危險區之十八重溪橋、新
興橋、陳有蘭溪橋、神和橋、桐子林橋、隆華橋；高雄縣六龜鄉之寶來一橋、美濃鎮之高美大
橋、里港鄉之里港大橋等多座重要橋梁被沖毀、嚴重下陷或傾斜。另外，如桃園大溪鎮之台四
線大溪橋等數十座橋梁均發生橋基嚴重裸露，危及橋梁安全之情事。
民國 86 年 3 月下旬起台灣進入梅雨季節，其中尤以民國 86 年 6 月 10 日前後一週的豪雨、
經民國 86 年 8 月 18 日之溫妮颱風至民國 86 年 8 月 29 日之安珀颱風等所帶來之洪流沖刷，除
陸續造成台 8 線靳珩橋遭受土石流沖毀與台 1 線新埤大橋之橋基沉陷外，亦再次造成國道 3 號
大漢溪橋、台 1 線頭前溪橋、台 3 線竹東大橋、竹林大橋、中正大橋、國道 1 號大安溪橋與大
甲溪橋等橋基的災害。民國 86 年溫妮颱洪來襲造成新竹市與竹北市間台 1 線頭前溪橋之橋基嚴
重裸露，甚至岌岌可危而實施交通管制達數日之久。
民國 87 年 3 月 3 日跨越濁水溪之台 19 線自強大橋 P15 因河水沖刷，引致六支 PC 基樁嚴重
斷裂，為維持橋基安全，遂有橋面交通部份管制及限制載重的情形；位於南投縣埔里鎮、橫跨
眉溪之台 21 線牛眠橋於民國 87 年 6 月 7 日因豪雨洪水而無預警的崩塌（如相片 1-1 所示）
。民
國 89 年 8 月 27 日碧利斯颱洪的沖刷，造成台 1 線高屏大橋橋墩 P22 之崩塌，致長約 100 公尺、
寬 20 公尺的橋面塌落高屏溪，當時正行駛其上之 17 輛汽機車墜落，亦造成數十人輕重傷及車
輛損毀之嚴重斷橋事故(如相片 1-2 所示)。再者，民國 90 年 7 月 30 日桃芝颱洪造成大規模之沖
刷災害，乃引致台 21 線與 149 縣道沿線及附近多座橋梁之受災或破壞流失，亦致使濁水溪中下
游多座橋梁基礎的嚴重裸露，如國道 3 號濁水溪橋、台 1 線溪州大橋及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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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所示)，不幸地造成 1 名用路人死亡之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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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沖刷檢測及封橋措施)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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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1-1 台 21 線牛眠橋於 87.6.7 豪雨洪水沖刷下斷橋，造成數部車子墜落之傷損災情，畫面
中為墜落之車子被吊車吊起之情形。

林呈空拍
相片 1-2 自曹公圳攔河堰右側分流而下的支汊，在橋墩 P22 處前與沿著保護工東流的主流匯流
後，經斷橋處的深槽往下游流(89. 8. 28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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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1-3 95 年 6 月 9 日豪大雨洪水造成台 3 線蘭勢大橋斷橋災害。ⓐ 由橋梁下游側右岸拍攝；
ⓑ 由橋面上拍攝斷橋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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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行橋梁檢測維修評估系統之回顧與建議
2-1 D.E.R.U.檢測評估系統
我國現行所採用之檢測評估方式，乃為交通部台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已建置、且已施行於
國內各橋梁管理單位之 D.E.R.U.檢測評估系統。該系統乃是將橋梁之劣化情形，分成劣化的嚴
重程度(degree)、劣化範圍(extend)、及該種劣化情形或現象對橋梁結構安全性與服務性之影響度
(relevancy)三部分加以評估，並由檢測人員依據劣化構件維修的急迫性(urgency)，作處置對策之
評估與建議，其評估原則分級，如表 2-1 所示。
該系統之檢查項目共分為 21 項，其中第 1 至第 11 項為一般檢測項目，亦即橋梁的整體性(全
橋性)與橋梁兩端的項目，第 12 項至第 20 項檢查項目則針對每一座橋墩與橋孔逐跨進行檢視，
第 21 項為其他。目視檢查項目表 2-2 中所列與沖刷檢測有關之項目僅有：河道、橋台基礎或沉
箱、橋台、橋墩保護設施、橋墩基礎、橋墩墩體等六項，就目前主河道河床下降、橋基已然裸
露的橋梁之沖刷檢測與評估而言，實乃不足以充分展現出目前國內沖刷之重要潛在災害項目，
亦無法凸顯現場真正之潛在災害因素之重要(或嚴重)程度。
2-2 交通部全國橋梁基本資料表
按交通部之「公路橋梁安全初步檢測及評估實例作業及校正研究計畫」與「建立臺灣地區
橋梁管理系統」報告書，已列出橋梁基本資料之格式。其中與水力沖刷有關之項目僅有：跨度
配置與長度、橋墩型式、基礎型式、橋台型式、橋墩高度、橋墩高寬比、基礎裸露深度與容許
沖刷深度比值、梁底高程、阻水面積比、橋墩方向與河川流向角度、計畫洪水位、計畫堤防法
線長度、計畫堤頂高程、計畫河床高程等十四項。
就目前國內各大流域中下游之主河道河床已然大幅下降的情形下，每次颱洪過境後，基礎
裸露深度與阻水面積均會有所改變，因此若於表中僅列出這些比值，而無登載橋基尺寸、高程、
與橋基深度、.....等基本資料，加上管理與工程人員職務時有更動及原始圖檔資料之保存不易，
時日一久，這些需由原始資料計算而來的數據將難以求得。另鑑於近年來橋梁受害所佔之發生
比率及嚴重受損之程度，均以洪水之沖刷災害為最高，為能確實掌握防災救災的機先及採取有
效的因應對策，完整而詳細地記載有關橋梁下部結構之各項細部數據與相關之水地文河川資料
(含過去歷程)，是為當前之首要工作。
表 2-1

D.E.R.U.評估原則【摘自 交通部科技顧問室(1997)、交通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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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D.E.R.U.評估系統目視檢查項目【摘自 交通部科技顧問室(1997)、交通部(2003)】

項次

檢查項目

項目分類

項次

檢查項目

項目分類

1

引道路堤

A、B 兩端

12

橋墩保護設施

逐橋墩

2

引道護欄

A、B 兩端

13

橋墩基礎

逐橋墩

3

河道

單項

14

橋墩墩體

逐橋墩

4

引道路堤保護措施

A、B 兩端

15

支承/支承墊

5

橋台基礎或沈箱

A、B 兩端

16

止震塊/防震拉桿

6

橋台

A、B 兩端

17

伸縮縫

7

翼牆/擋土牆

A、B 兩端

18

主構件(大梁)

逐橋孔

8

摩擦層

單項

19

副構件(橫隔梁)

逐橋孔

9

橋面版排水設施

單項

20

橋面版、鉸接版

逐橋孔

10

緣石及人行道

單項

21

其他

單項

11

欄杆及護欄

單項

逐橋墩
及橋台
逐橋墩
及橋台
逐橋面
伸縮縫裝置

備註：如為連續橋面，則無伸縮縫項目

爰此，本文建議將現行「交通部全國橋梁基本資料表」予以擴增修訂，加入有關水力沖刷
項目，在交通部全國橋梁基本資料表之既有大架構下，進行整合、並再擴增：墩柱、樁基礎(擴
展基腳)、沉箱基礎、水地文資料等數大項，詳如表 2-3 所示。相信建立此一更完整且考量沖刷
因素之橋梁基本資料表，將有助於沖刷之現場調查與監測追蹤、各種初步或詳細之評估事宜、
及各種橋基保護工之設計等工作推展。

三、具循環特性之動態災害管理機制
目前國內對於橋梁沖刷災害事件處理，大都仍然偏重在災害之搶救工作，而災害搶救僅為
災害防救整體系統之一部分。然而，橋梁安全管理除了災中之緊急應變與搶救工作外，亦應在
災害發生以前進行檢測與分析可能產生災害之潛勢，以及災後之復建處理工作。再者，橋梁安
全管理應在觀念上改變過去單一災害的防災準備及狹隘的救災作法，並擴大涵蓋各類災害型
態，以及災害發生之生命週期各階段，包括災前之減災、備災、災害中之應變及災後之復建等
策略與措施之選擇與應用。其中，階段性之處理觀念係源自於災害事件均有其生命週期，災害
事件並非突然出現，而是因為有災害風險的存在，經過一些狀況或偶然因素之觸發，始轉變為
災害事件。因此，橋梁安全管理的基本原則之一，即係針對災害事件發生前、中、後，採取適
當階段性處理策略，以因應不同階段之災害事件處理需要。
根據美國聯邦緊急事件管理局(FEMA)所提出之動態災害管理機制(包含橋梁沖刷災害)，包
括：在災害發生前之減災與備災、災害發生時之反應措施以及災後之復建等四階段，如圖 3-1
所示。此一管理機制是彼此循環且又環環相扣之災害防救概念，每一階段均起因於上一階段，
並為下一階段建立必要條件，而各該階段之行動亦常與上一階段之行動重疊。例如「備災」階
Vol.33. No.8 Aug.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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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所採取各項措施，一旦災害發生，即迅速轉變為災後「反應」行動；災害「反應」之各項行
動，則在不同時間，依據損壞的種類與程度，化為災後「復建」工作；而「復建」工作亦會啟
發「減災」的構想，並會因此嘗試防止或減輕再次災變發生的可能。整體而言，橋梁災害管理
各階段並無明確的開始與結束，而應為循環不斷的過程，以符合整體防災需要。由此動態管理
觀念，落實至整個災害防救體系中，可有效辦理橋梁防災策略等工作，以作為後續處理之依據。
表 2-3 交通部全國橋梁基本資料表— 建議修正版本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維護單位
橋梁名稱
基本資料
民
國
竣工年度
竣工月份
年
跨越物體
造價
橋梁總長
大梁淨高
橋上淨高
交通量

(m)
(m)
(m)
 輛/日

橋梁淨寬
大梁寬度
橋下淨高


公路編號
橋梁編號

修改日期： 年 月 日
里程樁號
所在縣市

  月

維修年度

萬元
(m)
(m)
(m)

＊

民
年

國

維修月份

  月

設計載重
幾何資料
橋版面積
大梁深度
總橋孔數

(m2)
(m)

跨

橋墩高度
總車道數
改道距離

(m)
(m)

環境資料
最大跨徑
最大跨距
計畫
洪水位
梁底高程
橋頭 GPS
經度
結構型式
主梁型式
伸縮縫

(m)
(m)
(m)
(m)

其他跨徑
其他跨距
計畫堤防
法線長度
地質狀況
橋頭 GPS
緯度
橋墩型式
橋台型式
翼牆型式

(m)
(m)
計畫河床
高程
最低水位
橋尾 GPS
經度

(m)

結構資料
基礎型式
橋台基礎
支承型式

(m)
(m)

計畫堤頂
高程
最高水位
橋尾 GPS
緯度

(m)
(m)

鋪面材質
防震措施

備註

* 本表係修改自現行之交通部全國橋梁基本資料表；反黑部位乃新增之欄位。
** 表中各欄位填列之資訊來源謹請參閱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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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交通部全國橋梁基本資料表— 建議修正版本(續)
附
註
墩柱
迎水面寬度
(m)

高度(m)

基
貫入深度(m)

斷面尺寸(m2)

樁帽或沉箱形
狀

工法

跨越河川

河道寬度(m)

斷面尺寸(m2)

斷面形狀

樁帽或沉箱
尺寸(m2)

樁帽或沉
箱頂部高
程(m)

礎

水流與橋墩
之夾角(。)
水地文資料
洪峰水位(m)

橋址處橋基保護工
保護工頂部
施作之墩號
高程
施作長度(平
施工中或尚
行 水 流 面 )
未修復的範
(m)
圍

保護工型式
施作寬度(垂直
水流面) (m)

設計流量
(cms)
附屬設施

上、下游河道攔砂堰
堰體上游端至
橋 基 下 游 側 (或
橋軸)之間距(m)

堰體型式

堰體寬度(垂直
水流面) (m)

護岸工

基樁深度(m)

堰頂高程(m)

(總)跌水高度
(m)

堰體佔全河
寬百分比()

堰體上游側保
護工
其

振動單位

P ~P

振動單位中橋
墩最高與最低
之比值

堰體長度
(平行水流
面) (m)
填縫料粒
徑(cm)
堰體下游
側保護工

他

防落長度 Ne

河道坡度 S (%)

具伸縮縫
橋墩或橋
台之歪斜
角度 θo

柱底主筋斷
點之箍筋量
Ashb

柱主筋斷點之
箍筋量 Ash

重車流量

橋址附近之相
關河防建造物
與河川整治計
畫辦理情形

*本表係修改自現行之交通部全國橋梁基本資料表；反黑部位乃新增之欄位。
**表中各欄位填列之資訊來源謹請參閱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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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評估、減災
Safety Evaluation, Mitigation

⊙災前或災後之災
害潛勢評估
⊙對可能造成災害
之因素加以考量
設計構造物
⊙日常檢查管理

安全評估、復建
Safety Evaluation, Recovery

⊙災後之復建
補強等措施

反應

備災
Preparedness

⊙擬定災害緊
急應變計畫
⊙訓練良好的
人員及機具

Response

⊙災害緊急應變措施
之啟動
⊙人力物力投入搶修
、搶災與救災
圖 3-1 具循環特性及環環相扣之災害管理機制的四個階段
橋梁基礎沖刷檢測之相關依據如下：
1. 依據「災害防救法」
、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
「陸上交通事故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等相關規定，
為健全陸上交通事故之災害防救體系，應強化災害防救功能，有效執行災害預防、整備、應
變、搶救及善後事宜，以積極推動天然災害防救，減輕災害損失，並保障全民生命財產安全。
2. 依據交通部頒訂之「公路養護手冊」及各橋梁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如國道高速公路局「公
路橋梁一般目視檢測手冊」、公路總局「平時養路巡查要點」及「公路橋梁安全檢查手冊」，
橋梁管理單位應辦理「平時巡查」、
「定期檢查」
、「特殊檢查」等各項檢測作業。
其中，依據 92.01.15 交通部公路總局路養道字第 0920001310 號函規定，「定期檢查」除於
每年四月三十日前完成外；因河道、橋台基礎、橋台、橋墩保護措施、橋墩基礎、及橋墩墩體
等六項較易受颱洪影響，則於每年十一月十五日前再辦理該六項之檢查。另據 96.02.27 交通部
公路總局路養道字第 0961001345 號函規定，因應各地區降雨量不同，每次颱風、豪雨過後之橋
梁巡查、檢查機制如下：
(1) 橋梁所在位置最近之水位站達三級警戒水位或雨量站達豪雨(130mm 以上)，特別巡查橋
梁基樁或沉箱有裸露者、受損尚未完成修復及施工中之橋梁。
(2) 橋梁所在位置最近之水位站達二級警戒水位或雨量站達大豪雨(200mm 以上)，特別檢測
橋梁基樁或沉箱有裸露者、受損尚未完成修復及施工中之橋梁。
(3) 橋梁所在位置最近之水位站達一級警戒水位或雨量站達超大豪雨(350mm 以上)，特別檢
測所有橋梁。
爰此，針對橋基受沖刷而裸露之橋梁，本文研提之跨河橋梁安全檢測評估與因應作業流程
的相關作為，係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之研究報告「建立災後重大公共設施安全驗證
機制之研究— 以橋梁、河海防構造物為例」(林，2002)，以交通部公路總局相關規定及作法為主
臺灣公路工程第 33 卷第 8 期-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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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再融入災害發生前、中與後之防災概念，並根據國內現行之相關法令，進而研擬成跨河
橋梁基礎沖刷之安全檢測評估與因應作業流程，詳如圖 3-2 ~ 圖 3-4 所示。其架構分為：(1)颱
洪前備災作為；(2)颱洪期間之應變作為；(3)災後復建作為等三大階段；並秉持當災害發生前之
減災、備災與災害發生時之反應措施及災後之復建作為等，彼此循環又環環相扣之災害防救與
災害管理概念，以健全整體之跨河橋梁之安全檢查機制。

四、跨河橋梁(沖刷災害)歷史資料庫之建置
橋梁管理單位辦理跨河橋梁(沖刷)檢測評估與採取相關因應作為時，除前述修正的橋梁基本
資料表(如表 2-3 所示)之建置與維護外，為了使橋梁管理單位於洪水或災損發生前，即能根據橋
基沖刷災害之相關歷史資料與橋梁現況，得到潛勢災因分析與評估，而對具有沖刷潛勢之橋基
予以快速研擬因應對策，以達到防微杜漸的防災目的；或於災害發生後，可快速查詢相關橋梁
資料，迅速地研擬並採行最佳化之救災修復工法與因應對策。資料庫則是將一群相關的資料作
有效的組合，以最佳的型態提供多數的使用者以一定的方法存取資料，因此，建置橋梁資料庫
可讓使用者有效率的查詢某橋梁之完整基本資料及具歷史性的災害記錄、保護工法的改變、河
道的變遷、…等。經由資料庫前後比對，可得知橋梁多層面之變動差異性，並可比較各保護工
法之成效，及河道養護管理之參考、…等，對後續之養護工作推展乃為一實用之參考依據。相
關之橋梁與河川水利基本資料之蒐集及評估事項如表 4-1 所示。

圖 3-2

跨河橋梁基礎沖刷之安全檢測評估與因應作業流程(颱洪前備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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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跨河橋梁基礎沖刷之安全檢測評估與因應作業流程(颱洪期間之應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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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跨河橋梁基礎沖刷之安全檢測評估與因應作業流程(災後應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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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橋梁與河川水利基本資料之蒐集及評估事項
資料蒐集或

主要內容事項

評估項目

資訊

分析目的

來源

橋梁設計圖或竣工圖與竣 (1) 橋基型式與墩柱構造

瞭解橋梁竣工時之歷史背景，確認相關

工 報 告 ( 含 拓 寬 與 新 建 部 (2) 橋基貫入長度

數據(如橋基貫入長度)，提供水理或結構

(3) 橋梁設計或竣工當時之河床高

分)
橋址歷次地質探查(或鑽探
試驗)報告

歷年施作之橋基保護工之
圖說與沖刷災害之相關記
錄資料或文獻報告

歷年航空照片
與相片基本圖

(1)地質鑽孔柱狀剖面圖

分析之用。
提供結構分析或沖刷分析所需之相關地

(2)簡化地層及土壤參數表

質(地層)參數。

(3)粒徑分佈曲線

橋梁
管理單位
橋梁
管理單位

藉由過去所施作之保護工資料之蒐集，

(1)保護工法種類

瞭解工法之種類與優缺點、可能之沖刷

(2)設計理念

災因、主河道之變遷歷程，以助於判斷

(3)主深槽位置

颱洪期間可能沖刷潛勢，並據以擬定相

(4)沖刷災因判釋

橋梁
管理單位

關因應對策。

(1)跨河構造物施建範圍

瞭解歷年之跨河構造物(如橋基保護工)

(2)河道變遷

施作後對河道變遷的影響；掌握河流演

(3)河道曲率半徑估算

變特性；水理計算評估用。

農林航空
測量所

(1) 發源地
流域概況*

(2) 幹流長度

提供完整的流域資料，作為訂定封橋水

(3) 流域面積

位時，相關水理計算分析之參考。

河川
管理單位

(4) 上游(計畫)水庫或攔河堰位置
鄰近構造物*

(1) 上、下游結構物的種類

藉由可能產生的影響，於訂定封橋水位 橋梁或河川

(2) 鄰近構造物的功用與特性

時，多加考量結構物之互制影響及安全性。 管理單位

(1) 河床的地質型態
河床質與地質*

瞭解河床地質及粗糙度的變化，除了便

(2) 河床質種類

於水理計算用途外，亦有利於緊急因應

(3) 河床質粒徑

對策工法的選擇及施工考量。

(4) 河道曼寧糙率係數
橋址及上下游附近河段
之河床高變化歷程*

(1) 地形高程的變化資料

橋梁或河川
管理單位

由河道高程及坡降的變化，分析河川的流 橋梁或河川

(2) 河道坡降變化分析

心及流向，並判斷可能產生的沖淤變化。

(3) 河道沖淤變化分析

管理單位

(1) 計畫洪水量
(2) 各頻率年洪水量
(3) 計畫河寬與水道治理計畫線
(4) 計畫河床高
河川治理計畫*

(5) 計畫洪水位

(或低水治理規劃)

(6) 河口暴潮位

掌握完整的河川治理計畫與概況，決定
緊急保護工的設計是否滿足河川治理計
畫，不影響河防安全。

(7) 河川輸砂及河道變遷分析

河川
管理單位

(8) 計畫河道縱(橫)斷面圖
(9) 低水河槽計畫寬度
(10)低水河床計畫高程
水文資料
(含水位、流量、雨量)
潮汐水位資料
(感潮河段橋梁)

(1)颱洪暴雨期間之水位流量紀錄
(2)歷年颱洪之最大瞬時水位、流量統計資料
(3 )降雨量資料

掌握橋址處河段之歷年水文特性、提供
水理分析之評估驗證資料。

(4)時潮位資料

掌握橋址處之潮汐特性，提供颱洪期間

(5)潮汐水位預報資料

之水位及流況研判參考。

河川
管理單位
氣象局
或水利署

* 參考經濟部水利署針對各溪流所作之河川治理基本計畫、治理規劃報告與(最近之)砂石採取整
體管理改善計畫書。
臺灣公路工程第 33 卷第 8 期-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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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颱洪前檢測及準備
颱洪前之沖刷檢測及準備工作，茲分述如下：
1. 在進行橋梁基礎及上下游河道沖刷之現地檢測前，需先行建立或蒐集橋梁、地質、河川水文
等相關基本資料。
(1)建立包含橋梁基礎、橋基保護工等資料之跨河橋梁基本資料表(詳如表 2-3 所示)；例如：
除橋梁改建外，一般較少變動的橋墩(基)結構之幾何尺寸(基礎長度、基礎直徑、… 等)。
(2)對橋梁受災歷史、橋址河川水文特性及航照等相關資料進行蒐集與彙整，以瞭解橋梁沖刷
或災損歷史及橋址河道特性。橋梁及河川水利基本資料之蒐集及評估事項，請參閱前述表
4-1 所列。
2. 橋基及保護工暨上下游河段之沖刷檢測事項(詳如表 5-1 所示)，可概分：① 橋梁上下游河道概
況；② 橋基檢測暨歷年保護工施設概況；③ 現況橋基保護工概況等三類進行檢視。
3. 颱洪前之巡查檢測橋基及保護工暨上下游河段概況，填寫登載於橋梁基礎沖刷防災體檢表(表
5-2)，並以相片或影片等動、靜影像方式紀錄河道或橋基沖刷裸露狀況。
4. 現地橋梁及上下游河道沖刷檢測時，便於颱洪前後變化之比對，較佳之橋址上下游河道沖淤
及橋基沖刷的觀察位置(或角度)，詳如表 5-3 所列。
5. 每年洪汛期或梅雨季節來臨前，進行各項相關整備資料或器材之整備工作(詳如表 5-4 及表
5-5)；其中，須瞭解經濟部水利署各河川局或鄰近港務局之防汛備料、開口廠商的各型機具
之放置地點與橋梁位置相對關係及數量，並適時更新，以利於必要之條件下對遭受洪水嚴重
沖刷而致有安全虞慮之橋梁進行搶險或搶修作業預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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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橋基及保護工暨上下游河段之沖刷檢測事項
項次

是否已檢視

檢測事項

(勾選)

橋梁上下游河道概況
1
2
3

瞭解橋址上下游之河段特性。
藉由歷次航照或空拍資料，瞭解橋址上下游之彎道河岸變化情形；檢
視並記錄現地彎道河岸位置。
檢視橋址河道之兩側高灘地與深槽區交界面位置，記錄深槽區(左、右
岸)位於何處橋墩。
檢視橋址上下游河岸高灘地是否具有幾近垂直之陡坡岸壁(河床與灘地

4

高程之落差數公尺)→ 上下游河岸高灘地若持續崩退，可能造成原埋置
於高灘地內之橋梁基礎(長度較短者)嚴重裸露。

5

檢視橋墩(柱)周邊是否掛淤樹枝、流木或垃圾等漂流物。
橋基檢測暨歷年保護工施設概況

6

瞭解橋梁基礎形式、橋梁各墩基礎長度、(深槽區及高灘地)基礎配置情
形。

7

檢測橋梁基礎是否裸露、記錄基礎裸露深度。

8

瞭解歷年橋基保護工施設形式、施設年度、佈設範圍。

9

瞭解過去施作保護工之沿革與瞭解河道有無因施作保護工而發生主河
道變遷的情事。
現況橋基保護工概況

10

檢視橋基周邊是否有過度施設保護工，而影響水流暢通及改變流向。
檢查橋基保護工於高灘地之收邊情形，若無施設如護岸工、丁壩工、…

11

等河道治導工，颱洪沖刷可能引致河岸崩退(側向侵蝕)及跌水沖刷與向
源侵蝕。
若橋基保護工大幅凸出河床面(與下游側河床面存在數公尺之落差)，將

12

造成橋址上游側附近之水位抬升效應→ 颱洪期間，可能發生嚴重之跌
水或水躍沖刷現象。

13
14
15

檢查各時期施設之新舊保護工其強度是否差異過大，而形成水流攻擊
強度較弱(或年代較久)之保護工。
若位於具有粗顆粒河床質(如卵礫石)之河道，以蛇籠施作之臨時性保護
工，應檢視蛇籠工之狀態。
檢視歷次施設之橋基保護工是否具有主副體之階段性保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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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橋址上下游河道沖淤變化及橋基沖刷觀察位置(或角度)
項次
1
2
3
4

內  容  說  明
自橋梁上游或下游側(垂直橋軸方向)可觀察水流通過橋址之全景及深槽區兩側河
岸相對位置。
左岸或右岸橋台或高灘地(平行橋軸方向)可記錄水流通過橋址或保護工之流況。
可利用附設於橋墩之水位站或檢測用之鐵架，檢視記錄位於深槽區橋墩之下部結構
及保護工狀況(需注意鐵架是否安全牢固)。
若橋址周邊具有制高點之觀察位置，應善用周邊之制高點進行拍攝記錄(例如：上
下游橋梁或山頂、附近大樓或民房之頂樓等)。
表 5-4 颱洪前整備工作項目表
是否

項次

項

目

內  容  說 

明

已整備
(勾選)

1

橋梁安全性
分析資料

2

橋墩水尺

3

重錘、吊車

4

攝影、通訊器材

水理分析及沖刷計算、結構分析結果(所得之注意
值、警戒值、行動值)
颱洪豪雨期間之跨河橋梁特殊流況整理表(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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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機、攝影機(觀察記錄颱洪歷程之流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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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交通安全警告設施

馬、交通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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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相關單位通報名單

處、高速公路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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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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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鄰近河川局或港務局之緊急應變小組的聯絡人員、電

8

防汛備料配置資料

話、防汛備料借用程序、防汛備料統計表(混凝土塊、
蛇籠、太空包、… 等)、防汛備料配置圖(例如以高屏
溪七河局防汛塊備料配置之圖 5-1 及表 5-6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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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颱洪豪雨期間之跨河橋梁特殊流況整理表
特殊流況分類
漂流物撞擊
水流匯聚刷深河床
(束縮沖刷)

河岸崩塌
(側向侵蝕)

下游往上游方向發展
之河道侵蝕(向源侵蝕)
河道嚴重阻塞、淤積
跌水與水躍沖刷
河床局部刷深
墩前局部衝擊壅高
土石流
其他應注意情況(一般
沖刷導致河床下降)

致災因素
隨高速水流運動的流石流木撞擊橋基，導致基礎受損(尤其是 PC 樁
基礎)
不明漂流物(貨櫃)撞擊
橋梁引道延伸進入河道佔據部分行水區
相鄰跨河構造物未合攏(如潛堰固床工留有缺口)
橋基保護工之施作僅限於深槽區
為利施作橋基保護工或其他水工結構物(如低水治理… )而開挖導
水路
保護工施作區與無施作區之交界面未進行完善之收邊處理或施設
護岸工
位於河川之彎道處或具有崩塌潛勢之陡坡(非凝聚性土壤之)河岸
位於橋梁下游之跨河構造物未合攏或局部破損，導致水流沖刷並由
下游往上游方向發展之河道刷深
橋梁之跨徑過小或梁底高程過低、河床淤積
因施作橋基保護工使得局部河床高程抬昇，保護工下游側發生水躍
沖刷
河道存在明顯弱勢面，在洪水沖刷過程中被淘刷破壞
超臨界流撞擊橋梁結構，形成達數公尺高之衝擊水柱
土石流直接撞擊導致橋梁受損、或遭浮托而沖毀
土石流之堆積與運移導致橋梁之橋面版與橋台遭土石流沖毀，橋址
處通水能力降低
上、下游河道高程下降
基礎貫入深度不足(淺基礎或擴展基腳)
表 5-6 防汛塊備料配置表— 以高屏溪為例

放置地點
高屏溪里嶺大橋低水護岸
高屏溪里港堤防
防汛塊放置場
旗山溪溪州堤防
荖濃溪龜山堤防
旗山溪大林堤防
高屏溪林園堤防
振興倉庫
萬隆倉庫

五 噸 混 凝 土 塊（個）
三和
300

安卡

三腳鼎

50

38

1,524

蛇籠(公尺)
(甲種機編)

太空包

7,000
4,740

450
250

200
250
200
466

備註：1. 因○○年○○颱風過境，高屏溪流域多處堤防災損，河川局乃進行緊急搶險工程，故
各放置地點之最新存放數量，請洽詢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2. 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緊急應變小組
聯絡電話：0800-868878；08-7554502、傳真：08-7554508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防汛手冊(2003.4)】
臺灣公路工程第 33 卷第 8 期-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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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防汛塊備料之配置圖— 以高屏溪為例

六、颱洪期間之巡查檢測與封橋應變作為
颱洪期間之巡查檢測與封橋應變流程，可概分為兩大部分：前半段為巡查檢測並研判是否
封橋之作業，後半段為封橋後之應變處置作業，請參閱圖 6-1「颱洪期間封橋作業應變流程圖」。
1. 執行颱洪期間之巡查檢測與封橋研判的相關作業內容、參用資料或器材，謹表列於表 6-1 及
表 6-2。颱洪期間巡查檢測、並研判是否封橋之作業重點概述如下：
(1)留意颱洪豪雨之降雨情形與河川水位變化之資訊，以研判橋址處之颱洪漲退水變化。
(2)觀察紀錄颱洪通過期間(漲、退水階段)，洪流通過橋址(橋梁下部結構及橋基保護工)之流況
及上下游河道沖淤變化情形。
(3)(在工作人員之安全為第一考量下)以測深設備(重錘)檢測颱洪期間之沖刷深度，如相片 6-1
所示，配合相關參考資料(橋梁安全性分析資料或跨河橋梁特殊流況檢查表)，研判橋梁基
礎之穩定性，提供進行警戒或是否封橋之判斷參考。
(4)考量颱洪期間之工作人員安全及橋基周邊流況，因洪流通過橋址後，會於橋墩下游側形成
迴流之低速區，故建議以橋墩下游側的尾流區作為重錘之量測位置，量測橋基沖刷深度，
並回饋至圖 6-1 中進行嚴謹判讀。
(5)另為便於第一線橋梁工程司之快速判斷，亦可以下列門檻分別作為沉箱式基礎或樁基式基
礎在洪水沖刷下之警戒值與行動值之判別依據。
① 進入警戒狀態(嚴重程度)：
沉箱基礎裸露深度 Hs > 1/2Hp ; PC 樁基礎裸露深度 Hs > 1/5Hp,其中 Hp 為基礎之深度。
Vol.33. No. 8 Aug.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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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採取交通管制、封橋之措施(極嚴重程度)：
沉箱基礎裸露深度 Hs > 2/3Hp ; PC 樁基礎裸露深度 Hs > 2/5Hp, 其中 Hp 為基礎之深度。
2. 執行封橋應變與處置的相關作業內容、參用資料或器材，謹表列於表 6-3。封橋應變與處置
作業之重點列述如下：
(1)各階段封橋管制措施佈設情形及交通疏導路線圖，案例畫面詳如相片 6-2 ~ 相片 6-4 及圖
6-2 所示。
(2)聯繫相關單位(警察機關、廣播電台及新聞媒體)協助疏導車流。
(3)颱洪期間(漲、退水階段)仍持續觀察紀錄洪流沖刷(橋址及上下游河道)之情形。
(4)颱洪退水階段，檢測橋墩基礎之沖刷裸露情形；待洪流流速降低，並確認橋梁安全後(亦詳
如圖 6-1 封橋之處置應變作業流程)，方開放橋梁通車，如相片 6- 5 ~ 相片 6-6 所示。
(5)視橋梁重要性、作業人員安全性及現地之機具作業空間，判斷是否採行搶險。防汛備料之
商借暨歸還流程及搶險用混凝土塊之吊放、運送情形，案例畫面詳如圖 6-3 及相片 6-7 所
示。

圖 6-1  颱洪期間封橋作業應變流程
臺灣公路工程第 33 卷第 8 期-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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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颱洪期間之巡查檢測與封橋研判
項次

內  容  說  明

1

若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佈，所轄跨河橋梁在
颱風警戒區域內時，則需提高警覺並持續注
意颱風動向與即時水情資訊(觀察上游集水
區之降雨情形與河川水位變化)

2

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發佈後，在河川水位尚
未上漲前，可對跨河橋梁本身(下部結構部
分)與其上下游保護工的情況及深槽流路位
置，並以攝影設備進行拍照或錄影記錄，以
供颱洪期間或退水後之河床沖淤變遷的比
對。

(1)攝影器材(相機或攝影機)
(2)橋梁基礎沖刷防災體檢表(表 5-2)

3

若河川水位上漲階段，應攜帶水理分析資料
(水位、流量)、沖刷深度計算資料、特殊流
況表等相關文件，並攜運作為量測沖刷深度
之測深重錘等器材至現場，觀察並攝影紀錄
(惟颱風期間必須以人員安全為第一考量)。

(1)攝影器材(相機或攝影機)
(2)跨河橋梁特殊流況整理表(表 5-5)
(3)測深儀器(重錘)
(4)橋梁安全性分析資料(水理分析及沖刷計
算、結構穩定性分析)
(5)橋梁基礎沖刷防災體檢表(表 5-2)

4

5

6

7

8

9

10

至現場巡查檢視時，可定時查詢經濟部水利
署水災防救作業支援系統網頁(可使用筆記
型電腦透過無線網路或電話聯繫辦公室值
班同仁查詢)，以獲得最新水情資訊(經濟部
水利署於防汛警戒期間約每小時更新水情
一次)，研判橋址上游來流為升水或退水階
段。
持續觀測橋址水位變化，水位上漲期間需注
意是否產生可能危及橋梁安全的特殊流
況，若發生時則須以測深儀器確認橋址處沖
刷情形。
若產生特殊流況(參閱表 5-5 跨河橋梁特殊
流況整理表)，則以測深重錘量測沖刷深
度，計算橋基裸露深度／橋基貫入深度之比
值 ,再輔以橋梁受損分級快速檢查表 (表
6-2)為判斷依據。
若未發生特殊流況，則以測深儀器進行沖刷
深度確認後，依據颱洪當時水位與沖刷深度
資料，參照對應水位及沖刷深度之安全性分
析結果，研判颱洪作用下，橋梁基礎之穩定
性。
水位持續上升到達注意值時，需特別注意橋
址及上下游保護工是否有高灘地河岸崩退
(側向侵蝕)、跌水或水躍沖刷等沖蝕情形，
並攝影記錄(相片或影片)。
水位上升到達警戒值時，需確認封橋相關設
備與器材是否已就位，並聯繫相關單位(警
察機關、廣播電台、新聞媒體等)。
水位到達設計流量(計畫洪水量)所對應之水
位，或是到達封橋行動值時應封閉橋梁，必
要時可進行重錘測深(惟應以工作人員之安
全為第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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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用資料或器材
(1)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網頁
【http://www.cwb.gov.tw】
(2)經濟部水利署水災防救作業支援系統網
頁
【http://fhic.wra.gov.tw/html/center.htm】。

(1)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網頁
(2)經濟部水利署水災防救作業支援系統網
頁
(3)通訊器材
(1)跨河橋梁特殊流況整理表(表 5-5)
(2)測深儀器(重錘)
(3)橋梁基礎沖刷防災體檢表(表 5-2)
(1)跨河橋梁特殊流況整理表(表 5-5)
(2)測深儀器(重錘)
(3)橋梁受損分級快速檢查表(表 6-2)
(1)橋梁安全性分析資料
(2)測深儀器(重錘)
【水理分析、沖刷計算及安全性分析之整體
作業流程，謹請詳參「跨河橋梁訂定封橋水
位(林呈，2004)」
】。
(1)攝影器材(相機或攝影機)
(2)跨河橋梁特殊流況整理表(表 5-5)
(3)橋梁基礎沖刷防災體檢表(表 5-2)
(1)交通安全警告設施
(2)相關單位通報名單
(3)通訊器材
(1)攝影器材(相機或攝影機)
(2)橋梁安全性分析資料
(3)測深儀器(重錘)

臺灣公路工程第 33 卷第 8 期-387

(a)

(b)

相片 6-1 颱洪豪雨期間以重錘量測橋基沖刷裸露深度— 頭前溪台 3 線油羅溪橋：
(a)93 年 8 月艾利颱風(93.8.25 拍攝)；(b)93 年 9 月海馬颱風(93.9.12 拍攝)。
臺灣公路工程第 33 卷第 8 期-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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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橋梁受損分級快速檢查表*
受損分級

是否發生

橋梁受損情形

(勾選)

備註

橋梁有落橋、崩塌情形。
橋梁構造有顯著傾斜、沈陷、位移情形。
極 嚴重
橋台或橋墩擴展基礎或沉箱基礎已被洪水掏空大半。
橋台或橋墩樁基礎遭流木或土石流衝斷，有造成橋梁
失去穩定、危及通行安全之虞。
潛在

損害情形界於極嚴重與嚴重間者。

極嚴重

橋台或橋墩擴展基礎已被洪水沖刷外露。
橋台或橋墩擴展基礎或沉箱基礎被洪水沖刷裸露深度
嚴

重

超過設計容許範圍。
橋台或橋墩樁基礎被流木或土石流衝斷，但未立即危
害通行安全。
橋台或橋墩樁基礎被流木或土石流衝擊造成損壞，但
未即危害通行安全。

潛在嚴重 損害情形界於嚴重與輕微間者。
輕微
附

橋梁雖有受損，尚不致影響通行安全

註：

(1)極嚴重：橋梁發生崩塌、重大變形或損傷顯著，而導致結構物功能降低。受損橋梁經檢查
有上述之情形，為避免影響通行安全，建議完全禁止通行，俟補強、補修完成或
拆除重建後，再行開放通行。
(2)嚴

重：橋梁損傷顯著，且有持續擴大跡象，其功能可能有降低之虞。受損橋梁經檢查上
述情形，為避免影響通行安全，建議須封閉部份車道、車速、車流量，待損壞部
分補強、補修後，再解除管制；如因考量交通需要，而未予管制，但應隨時注意
橋梁狀況，並儘速完成補強、修補。

(3)輕

微：橋梁雖有受損，尚不致影響通行安全，可不須管制，但應儘速予以修復。


依 86.3.27 行政院「繼續研商保護橋基措施及面臨之各種問題解決方案」會議決議同意辦理
之橋梁分級定義修改彙整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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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封橋應變與處置
項次

內 容

說 明

參用資料或器材

聯繫相關單位(警察機關、廣播電台及新聞媒
1

體)，協助周邊交通導引、車輛疏導，並透過
新聞媒體告知用路民眾提早改道行駛。
持續注意洪流沖刷情形，於觀測或操作重錘

2

時需注意自身的安全，避免接近已嚴重沖刷
的橋墩。
因發生河岸大幅崩退時，大多數位於颱洪退

3

水階段，故封橋後仍需觀察記錄上下游河岸
遭沖蝕崩退情形，並注意原位於高灘地內之
橋基裸露情形。

4

5

(1)相關單位通報名單
(2)通訊器材
(1)攝影器材(相機或攝影機)
(2)測深儀器(重錘)
(1)攝影器材(相機或攝影機)
(2)跨河橋梁特殊流況整理表(表 5-5)
(3)橋梁基礎沖刷防災體檢表(表 5-2)

颱洪退水期間即使水位低於警戒值、注意值

(1)跨河橋梁特殊流況整理表(表 5-5)

時，仍須持續注意是否有特殊流況產生；若

(2)測深儀器(重錘)

發生特殊流況則橋梁持續封閉，必要時調集

(3)開口合約廠商名單

人員、重型機具與防汛備料進行搶險。

(4)防汛備料配置資料

搶險措施需視橋梁重要性、作業人員安全性
及現地之機具作業空間而定。

(1)橋梁基礎沖刷防災體檢表(表 5-2)

搶險用之防汛備料可向經濟部水利署各河川
6

局或鄰近之港務局，先行電話、傳真聯繫辦

(1)防汛備料配置資料

理商借程序，以辦理搶險或搶修事宜；後續

(2)通訊器材

另行辦理相關行政程序及歸還事宜。
7

8

9

待水位持續下降、洪流位於退水階段時，亦

(1)跨河橋梁特殊流況整理表(表 5-5)

須以重錘測深，觀察檢測橋墩基礎之沖刷裸

(2)測深儀器(重錘)

露情形。

(3)橋梁基礎沖刷防災體檢表(表 5-2)

應待河川水流流速降低，橋基河床回淤，並
確認橋梁安全後，始能開放橋梁通車。

(1)跨河橋梁特殊流況整理表(表 5-5)
(2)測深儀器(重錘)
(3)橋梁基礎沖刷防災體檢表(表 5-2)

開放通行後仍須持續注意橋基之沖刷深度是

(1)跨河橋梁特殊流況整理表(表 5-5)

否穩定或有持續刷深之趨勢；必要時仍須再

(2)測深儀器(重錘)

度封橋，以確保用路人之生命財產安全。

(3)橋梁基礎沖刷防災體檢表(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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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相片 6-2 第一階段簡易封橋措施— 以迅速、簡便且易於佈設之塑膠紐澤西式護欄、黃色
警示帶進行封橋之情形。【資料來源：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彰化工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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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相片 6-3 第二階段之封橋安全設施架設—於橋頭側吊放、佈設混凝土紐澤西式護欄，用以
封閉橋梁、禁止人車通行。【資料來源：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彰化工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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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6-4 第二階段之封橋安全設施架設— 外圍道路佈設拒馬、交通錐、夜間警示燈進行交
通管制，以協助用路人先行改道及疏導車流。【資料來源：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
工處彰化工務段】

圖 6-2 封橋管制之交通疏導路線示意圖— 以台 22 線里嶺大橋為例
Vol.33. No. 8 Aug.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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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相片 6-5 颱洪後橋梁安全檢測之情形：(a)橋梁上構檢測；(b)於水流流況平穩條件下進
行水下檢測。
臺灣公路工程第 33 卷第 8 期-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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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6-6 經檢測確認橋梁安全後，進行封橋設施之吊離以解除封橋管制，方開放車輛通行。

交通部公路總局
各區養護工程處緊急應變小組

經濟部水利署
各河川局緊急應變小組

電洽流域轄管河川局
之緊急應變小組商借防汛備料
考量洪汛期之需求
回覆橋址鄰近
防汛備料之可調用數量

傳真防汛備料商借之文件
至河川局緊急應變小組

通知開口合約廠商
吊運防汛備料(至搶險完成)

通知河川局
防汛備料之實際調用數量
更新防汛備料配置表
(庫存數量統計)
購置同等數量防汛備料
歸還河川局
圖 6-3 防汛備料之商借暨歸還流程
Vol.33. No. 8 Aug.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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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相片 6-7 搶險用之混凝土塊吊放、運送情形【相片提供：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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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橋基沖刷受損等級之快速評估及災因統計(颱洪後數天內)
1. 橋基沖刷受損等級之快速評估表
橋梁管理單位為瞭解颱洪通過後，橋梁之沖刷變化情形，建議可於每次颱洪後之巡查檢測
時，利用「橋梁基礎沖刷防災體檢表(表 5-2)」比對颱洪前後之變化。若無大幅沖刷變遷，則僅
攝影紀錄及填寫概況資料；若有大幅沖刷裸露或河道變遷情形時，橋梁管理人員為能迅速掌握
跨河橋梁之受災狀況，可先以民國 86 年 3 月 27 日行政院「繼續研商保護橋基措施及面臨之各
種問題解決方案」會議決議同意辦理之橋梁分級定義，所彙整編成之橋梁受損等級快速檢查表
(如表 6-2 所示)，對於橋梁受損情況立即進行快速評估。橋梁受損等級快速檢查表之特色為：
(1) 由歷年來參與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各年度橋梁維護管理訓練講習會、且經考試合格之具有
相當工程相關背景或經驗者易於使用。
(2) 判斷迅速、簡單，以目視的方法即可作出初步判斷。
(3) 橋梁災害初步分級後可針對橋梁受災害之等級，再配合橋梁之重要性分級，可作出搶修
及檢查優先順序擬定之參考依據。
將災害分級後，橋梁管理人員亦需勘查現地大致的災況，填寫沖刷災害類型與其致災過程
檢查表(表 7-1)。彙整資料後往上呈報，此時可初步得知相關橋梁的受災程度和初步的致災類型。
圖 7-1 係依據現場勘查及表 7-1 之勘查結果，描述出橋基與保護工之受災流程。

2. 橋基沖刷災因統計分析
國內橋基及橋基保護工主要受損原因包括：砂石開採、一般沖刷、局部沖刷、束縮沖刷或
保護工未合攏、跌水沖刷、向源侵蝕、側向侵蝕、通水斷面或寬度不足、或流木撞擊磨損、位
於河川彎道或挑(導)水效應、軟岩之風化沖蝕、河道匯流、橋基貫入深度相對不足等因素，惟這
些致災成因通常是相互關聯的，即於現場所調查之災因並非僅由單獨某項災因所造成，而是普
遍具有數項致災機制同時發生，相互影響，這些致災之關聯性可整理分類如圖 7-1 所示。有關
85 年 ~ 87 年三年間各項致災的水力成因所佔的發生比例謹展示於圖 7-2 中。另可針對橋基保護
工、橋址下游側柔、剛性攔砂堰之一般性受災流程，以連線及填色方式記錄於表 7-2 ~ 表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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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洪水沖刷災害類型與致災過程檢查表
是否發生

致災成因

災害現象與過程

砂石開採

大量砂石的濫盜開採，除了影響河道的穩定、沖刷潛能的增加

一般沖刷

外，也造成多數河段河床的下降與橋基的嚴重外露。

(勾選)

河道中有大量的巨石，由於高速洪水的沖擊而翻滾流動，水流
撞擊橋基（柱）或墩柱（台）而導致橋梁受損者。
流石、
流木撞擊

洪水期間隨高速水流漂浮流動的流木將橋基（尤其是 PC 樁基
礎）撞裂受損者。
墩柱或裸露之沉箱壁長期為流石、流沙之磨蝕，導致鋼筋外露
或斷裂者（包括橋基背水面壁體受撞擊磨蝕）。
橋址處因橋梁引道延伸進入河道佔據部分河水區、或因主河道

束縮沖刷

已嚴重的局部深槽化，導致實際通水寬度或斷面過小，甚至造
成水流加速通過橋址，益增沖刷潛能而導致橋梁災害者。
橋基保護工之施作僅限於深槽區，或為利施作橋基保護工或其

河岸崩退
(側向侵蝕)

他水工結構物（如低水治理… ）而開挖導水路、或因保護工施
作區與無施作區之交界面未進行完善之收邊處理或施設護岸
工，而致水流側（橫）向侵蝕、縱向刷深原為高灘地區域，導
致主流變動、形成新的深槽區，引起橋基災害。

位於河道彎處
或挑水效應

河道匯流

橋梁建於河流彎道之上，由於凹岸側河床易遭沖刷淘深而造成
橋基的裸露、或橋台及其附近之翼牆與引道的沖斷。

橋址位於河道匯流處附近，由於洪峰水流的匯聚，常導致水位
的抬升或流速變大而益增沖刷潛能；而於匯流處，常因水流匯
聚之速度差形成自然之大尺度渦漩流，與諸如墩柱橋基結構周
邊的流場特性（如強烈的下降流、馬蹄型渦流、迴流區、尾跡

局部沖刷

渦流）的交互作用下，更易造成結構物周圍局部沖刷的加劇，
導致結構物破壞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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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洪水沖刷災害類型與其致災過程檢查表(續)
致災成因

是否發生

災害現象與過程

(勾選)

位於山區之橋梁，由於設計等級之考量、或因經費之限制，橋台
與翼牆不少採用重力式設計，即混凝土結構體中並未排置鋼筋或
僅置放少量鋼筋、結構體與結構體間亦無連結鋼筋，且（原位於
高灘地上之）基礎入土深度不深，當在颱洪的沖刷下，由於各項
橋基貫入深

水力成因的作用，甚易致災。

度相對不足
由於長期之河川砂石濫盜開採與水流沖刷淘深河床，造成河床大
幅下降，以致早期以明挖式擴展基腳所興築之橋基，亦顯相對貫
入不足之窘境，於颱洪沖刷下易遭毀損，因此更需加以適當保護
為要。
橋梁上下游建有跨河或河工構造物、或保護橋基與油氣管線之構
造物（如過河民生管線、固床工、丁埧、低水治理護岸工、攔水
束縮沖刷

堰、攔砂堰… ）
，由於部份構造物的施作未能於洪汛來臨前合攏、

向源侵蝕

或由於構造物之挑水效應、或由於為保護構造物而施建保護工於
河床的局部，也常造成上下游相臨近構造物相互影響而導致災害
的發生。

流路阻塞
、通洪不易

橋梁之跨徑過小或梁底高程過低(或因土石流堆積阻塞河道)，大
梁易遭漂浮物之碰撞阻塞而受損或引致淹水超過橋面成災。

橋基保護工之設置若未完整地考慮河川水力與動態變化之特
保護工設計

性，於施作後很可能導致流況大幅改變、施作導水路後，在洪水

考量不周延

沖刷下可能造成局部河床的深槽化、保護工的破壞、與橋基的嚴
重裸露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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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民國 85 ~ 87 年間橋基及橋基保護工之主要受損原因的統計結果【林(1998)】
表 7-2 橋基保護工之一般受災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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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橋址下游處柔性攔砂堰之一般受災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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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橋址下游處剛性攔砂堰之一般受災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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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跨河橋梁安全之評估(颱洪後)
在颱洪前，由前述之跨河橋梁與河川基本資料之建置、及防災體檢表之填列已進行橋梁安
全資料之基本建置；然而，當颱洪過後，由於颱風豪雨洪流之作用，可能造成橋址河床形態、
沖刷深度、沖刷地點與河道四周環境條件會改變。如 3-4-4 節所述，於每次颱洪後之巡查檢測時，
若對照颱洪前所填列之「橋梁基礎沖刷防災體檢表(表 5-2)」後，巡查檢測人員發現颱洪前後橋
基有大幅沖刷裸露或河道變遷情形時，則須進行評估。評估時可利用國內常用之跨河橋梁沖刷
潛勢(如表 8-1 及表 8-2)、載重能力、耐震能力等評估表為基礎判斷現況之變化。將評估結果與
颱洪前之評估結果作交叉比對，確認是否發生颱洪前所預測之災害，如；主河道變遷、河床下
降、基礎裸露程度、河川整治辦理情形、上游攔砂堰是否破壞及對橋梁有危險… … 等問題。橋
梁安全評估後之資料應建檔儲存，以利持續追蹤歷年之沖刷災害，亦可將近年之災害類型作交
叉比對驗證災害評估結果，以供後續相關因應措施研擬之參考，提前做出防範措施，避免發生
同樣的災害。
颱洪後橋梁及河床條件已改變，經評估後若得分界於 30 分至 60 分時安全略有疑慮，近期
應進行詳細檢測評估，得分大於 60 分代表安全有疑慮，應立即進行詳細檢測評估。其中就颱洪
後受沖刷裸露嚴重之橋梁基礎的穩定性評估流程(含水理、沖刷及結構分析)，詳如圖 8-1 所示。
即評估橋基穩定性(含承載力)時，首先由水理分析之水文資料(如水位高程、沖刷深度與平均流
速等)，加上蒐集之橋梁資料(如構件尺寸及材料性質等)，再配合地質與河床資料(如河床粒徑及
鑽探資料等)；再依據水理分析結果計算相對應之沖刷深度，同時考量兩者之分析結果進行橋梁
結構安全性分析，如此方能獲得符合現場狀況之結果，必要時可將沖刷與結構安全分析結果反
饋至易於觀察之水位變化，並據以採行如封橋或限制載重等相關因應對策。
至於判定沉箱基礎與樁基礎之穩定性準則，針對已受(或即將面臨)嚴重沖刷橋梁預擬(下一
階段)颱洪期間封橋作業準備時，考量每一颱洪沖刷歷時一般以 1 ~ 3 天計之較短時程內，發生
大地震之可能性較小，建議不予將地震作用力納入結構分析中。沉箱基礎之穩定性檢核項目包
含：① 垂直方向承載力，② 水平方向承載力，③ 沉箱底面摩擦阻力；而樁基礎之穩定性檢核項
目，則包括：① 垂直承載力，② 樁頭水平變位。
此外，對於颱洪沖刷退水後基礎已嚴重裸露的橋梁，在經詳細檢測與評估的數個月作業過
程中，有可能發生較大的地震，故應將地震作用力納入結構分析中。考慮地震力作用之沉箱基
礎的穩定性檢核項目(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1997)包含：① 基礎底面最大壓應力 垂直極限承
載力，② 基礎底面之有效接觸面積 50%總面積，③ 基礎底面之水平力 沉箱底面之極限摩擦阻
力(或抗剪強度)。對於考慮地震力作用之樁基礎而言，評估項目應包含：① 基樁軸壓力檢核；②
設計地盤之水平變位檢核；③ 基樁抗拉拔檢核；④ 基樁本體結構檢核；⑤ 群樁穩定性檢核等。
惟根據過去十年來包括公路總局、國道新建工程局、台灣鐵路管理局與國道高速公路局之
沖刷橋梁的養護經驗，於颱洪後沉箱基礎裸露深度達總深度 1/2 以上者、而樁基礎裸露達 1/3 長
度者，由於考量沉箱之工作冷縫開裂及偏心、或樁基礎之接樁位置已外露或即將外露等等嚴重
影響安全的問題，為考量用路人車之安全、爭取時效，通常未及再經詳細檢測評估程序，即進
行相關的維修保固工程設計及施工。
有關上述因應處理原則之執行時效，除依據各橋梁管理單位之相關作業程序及採購法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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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外。本文建議：考量橋梁之安全狀態若處於相當不穩定的條件下，為避免於下一次颱洪、
豪雨或地震發生時，造成橋梁二次災害之發生或災情擴大，可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辦理，
而即刻進行諸如搶修、緊急保護等相關因應處置措施；再者，亦同步辦理復建工程之規劃、設
計及工程發包之程序，並待洪汛期過後，即刻可進行(位於河中之)復建工程施作(唐等人，2004)。
若就發生嚴重沖刷之橋梁，颱洪後之詳細安全檢測工作項目，至少應包含基礎裸露深度及
周邊詳細的地形測量，其中尤以位在感潮河段或深水槽之水中基礎檢測至為重要，例如沉箱壁
體之工作冷縫大小、基樁接樁位置與接樁處之環繞鋼鈑是否存在之確認、一般沖刷深度與局部
沖刷(或束縮沖刷)深度之量測與分離、… 。
對於遭受嚴重沖刷之橋梁的詳細評估，可仿一般橋梁的承載能力與耐震能力詳細評估辦
理。值得特別強調者，橋梁因洪水沖刷而傾倒沉陷或崩塌破壞，係源自於橋梁〝基礎之穩定性(含
基礎承載力)不足〞所造成，而非橋梁構件強度不足使然。因此，對於遭受沖刷水害之橋梁安全
詳細評估，應針對造成橋梁基礎穩定性不足之〝基礎承載力〞予以分析評估，較為妥適及符合
需求。橋梁基礎之穩定性評估流程(含水理、沖刷及結構分析)，詳如圖 8-1 所示，詳細內容請參
閱「河川橋梁之橋墩(台)沖刷保護工法之研究」第三冊(林等人，2005)。

九、結論
1. 本文在既有橋梁管理系統之大架構下將現行「交通部全國橋梁基本資料表」予以擴增修訂，
加入有關水力沖刷項目，進行整合、並再擴增：墩柱、樁基礎(擴展基腳)、沉箱基礎、水地
文資料等數大項。此一更完整且考量沖刷因素之橋梁基本資料表，有助於沖刷之現場調查與
監測追蹤、各種初步或詳細之評估事宜、及各種橋基保護工之設計等工作推展。
2. 針對橋基受沖刷而裸露之橋梁，以交通部公路總局相關規定及作法為主架構，再融入災害發
生前、中與後之防災概念，並根據國內現行之相關法令，研提跨河橋梁基礎沖刷之安全檢測
評估與因應作業流程。其架構分為：(1)颱洪前備災作為；(2)颱洪期間之應變作為；(3)災後復
建作為等三大階段；並秉持當災害發生前之減災、備災與災害發生時之反應措施及災後之復
建作為等，彼此循環又環環相扣之災害防救與災害管理概念，以健全整體之跨河橋梁之安全
檢查機制。
3. 提出跨河橋梁(沖刷災害)歷史資料庫之建置概念，研提所需之相關橋梁與河川水利基本資料
之蒐集及評估事項；並就颱洪前之沖刷檢測及準備階段，提出橋基及保護工暨上下游河段之
沖刷檢測事項、橋梁基礎沖刷防災體檢表、橋址上下游河道沖淤及橋基沖刷的較佳之觀察位
置(或角度)、颱洪前整備工作項目表等，以供橋梁工程司辦理現地橋梁及上下游河道沖刷檢
測時之參考。
4. 針對颱洪期間之巡查檢測與封橋應變階段，首先本文研提較為嚴謹縝密檢測判讀橋梁沖刷安
全之流程—「颱洪期間之巡查檢測與封橋應變流程圖(圖 6-1)」
。此流程乃輔以測深設備(重錘)
檢測颱洪期間之沖刷深度，以研判橋梁基礎之穩定性，提供進行警戒或是否封橋的判斷參考。
其中，考量颱洪期間之工作人員安全及橋基周邊流況，因洪流通過橋址後，會於橋墩下游側
形成迴流之低速區，可採橋墩下游側的尾流區作為重錘之量測位置，量測橋基沖刷深度，並
回饋至「颱洪期間之巡查檢測與封橋應變流程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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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公路跨河橋梁沖刷潛勢評估表
橋梁名稱：
項次

項

編號：
目

填表日期：
評

配分

估

內

年

月

日

容

權數 得分

近年內主河道變
10 □ 極嚴重(1.0) □ 嚴重(0.5～0.9)
□ 輕微(0.2)
□ 無(0)
遷的情形
河川整治辦理情
□ 尚未辦理或已辦理但僅施設簡 □ 1000 公尺以內完成，
2
4
形
易式拋卵石護岸工(1.0)
他未辦理(0.5)
近年內主河道河
3
10 □ 極嚴重(1.0) □ 嚴重(0.5～0.9) □ 輕微(0.25)
□ 無(0)
床下降的情形
1

其

□ 已完成(0)

4 鄰近有無採砂

10 □ 2000 公尺以內(1.0)

□ 2000 公尺以上(0.5)

□ 無(0)

5 上游攔河堰

3 □ 1000 公尺以內(1.0)

□ 1000 公尺以上(0.5)

□ 無(0)

上游橋梁；下游側
6 具 束 縮 河 道 之 其 4 □ 400 公尺以內(1.0)
他構造物
7 基礎型式

□ 400～1000 公尺之 □ 1000 公尺以上
□ 無(0)
間(0.5)
(0.2)

3 □ 具淺基礎或擴展基腳(1.0)

□ 具沉箱基礎但貫入深度≦10m(0.5) □ 具深基礎(0)

沉箱 □ 極嚴重(S 2/3，權重 1.0)

8 基礎裸露程度

10

式

□ 輕微(1/6 S 1/4，0.1～0.3)

PC 樁 □ 極嚴重(S 2/5，權重 1.0)

□ (潛在)嚴重(1/4 S 2/3，0.3～0.9)
□ 無(0) 其中 S 為裸露長度/基礎貫入深度

□ (潛在)嚴重(1/6 S 2/5，0.5～0.9)

基式 □ 輕微(1/10 S 1/6，0.1～0.3) □ 無(0)

本橋上下游之橋
9
3 □ 極嚴重(1.0)
梁有無沖刷問題

□ 嚴重(0.5)

其中 S 之定義同沉箱式者

□ 輕微(0.2)

□ 無(0)

(1.0) ≧ 1 - H b - H t ≧ (0)，Hb：梁底高程，Ht：堤頂高程。當 Hb- Ht >1.5
1.5公尺
公尺時，則 Hb- Ht 取 1.5 公尺
□ 極嚴重(RA＞12 %) (1.0)
□嚴重(9 % RA 12 %) (0.5～0.9)
11 阻水比之效應 RA 8
□ 輕微(RA＜9 % ) (0.2)
□ 無(RA＜3 %) (0)
- 5 ≧ (0) ；惟 <5°， 0 ； > 30°， =1.0
橋墩(基)方向與河
(1.0)
≧

12
4
川流向間之角度(θ°)
25
10 梁底高程

4

13 河床軟岩之風化沖蝕

5 □ 極嚴重(1.0)

□ 嚴重(0.5)

□ 輕微(0)

具側向侵蝕或水
14 躍 ( 或 跌 水 ) 沖 刷 12 □ 極嚴重(1.0) □ 嚴重(0.5～0.9)
□ 輕微(0.2)
□ 無(0)
的潛在沖刷因素
橋墩及基礎變位傾斜、橋梁靠近河床陡峭之山區、下部結構遭撞擊損害、
其他會影響橋梁
橋梁通過彎曲河道凹岸、橋基保護工配置形成弱面(如落差過大、無消能
15 沖 刷 穩 定 之 ( 異 10 設施或消能設施已毀損)、不當的導水路開挖而引致水流過度集中於狹窄
常)現象
的流路、樁基礎垂直承載力大幅下降或形成細長樁效應或長樁之接樁位置
已漸出露等
小
計
100
評估人員

註：(1) 評估內容括號中之數字為權數，乘以配分為得分。
(2) 沖刷潛勢之評定標準為：
a. 得分大於 60 分，安全有疑慮，應立即進行詳細安全檢測及評估。
b. 得分大於 30 分至等於 60 分，安全略有疑慮，近期應進行詳細安全檢測及評估。
c. 得分小於等於 30 分，安全無疑慮，但須繼續進行例行性檢測維護。
*(3) 本表適用於不包括土石流潛勢區的現存橋梁。
臺灣公路工程第 33 卷第 8 期-406

44

Vol.33. No. 8 Aug. 2007

表 8-2 填列公路跨河橋梁沖刷潛勢評估表之摘要說明
項次

摘

要

說

明

(1) 若於近三年來歷次洪水在河川彎道之凹岸處造成 1 ~ 1.5 個橋孔或一次洪水通過後
造成 1/4 ~ 1/2 個橋孔之岸側侵蝕者為“嚴重”程度；超過或低於此一範圍者，則分列
為“極嚴重”與“輕微”之程度，若無明顯變遷時則為 "無"。
1

(2) 緊臨山崖而致邊坡壤土崩塌而阻塞主河道時，可依上述佔橋梁跨徑之比例依次劃分
等級。
(3) 因開挖導水路造成主河道變遷 1/2 ~ 1.0 個橋孔者則為“嚴重”程度，超過或低於此一
範圍者為“極嚴重”與“輕微”等級。

2

依表中之評估內容進行評估。
(1) 若於近三年內，主河道河床(含橋址處河床)曾經降低 2.0 ~ 4.0 公尺時則列為“嚴重”，

3

超過 4.0 公尺或介於 2.0 ~ 0.5 公尺者，則分別為“極嚴重”及“輕微”的程度，低於 0.5
公尺者則為“無”。
(2) 如無河床歷年高程資料，可依相關水理公式並加計現場檢測資料，予以研判。

4 ~ 6 依表中之評估內容進行評估。
7

依表中之評估內容進行評估；具深基礎乃指樁基礎或沉箱基礎者。

8

依表中之評估內容進行評估。

9

可參考上下游其他橋梁之受沖刷情形與其他初步檢測之相關異常現象，而據其現象給予
適當分數，若其他橋梁無沖刷問題亦無相關之異常現象，本項得分可為零分。
(1) 若梁底高程大於計畫洪水位 2.0 公尺(或高於堤頂高程 1.5 公尺)以上時，因有足夠(或
適當)出水高，仍採用 2.0(或 1.5)公尺計算之，其權數零。

10 (2) 如梁底高程在計畫洪水位(或堤頂高程)之上，但不足 2.0(或 1.5)公尺時，則依公式(內
差法)計算其權數。
(3) 若梁底高程在計畫洪水位(或堤頂高程)以下，則其權數為 1.0。
(1) 以 9 ~ 12 %作為具有“嚴重之阻水面積比效應”，超過或低於此一範圍者分別為具有
“極嚴重”與“輕微”之阻水面積比效應，而 5 %以下則為“無”。
11

(2) 日本「解說‧河川管理施設等構造令」之阻水面積比標準：在 3 %以下為理想，一
般橋梁係採 5 ~ 6 %；新幹線鐵路橋及高速道路橋可採 7 ~ 8 %為判斷原則。
(3)「阻水面積比」採用橋梁構造在計畫洪水位或賀伯颱洪之洪峰水位以下之阻水面積
與橋址處之河床沖刷剖面之百分比，加以計算。

12

(1)θ。= 0。~ 5。時仍用 5。；(2)θ。= 5。~ 30。時，採內差法(如表中公式)計算之；
(3)θ。大於 30。時，仍採 30。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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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填列公路跨河橋梁沖刷潛勢評估表之摘要說明(續)
項次

13

摘

要

說

明

若有進行軟岩消散耐蝕性試驗(slaking durability test)，可得到消散耐蝕指數(ID1 & ID2)，指
數 IDi 的計算如下：
第i次實驗後殘留在圓筒中之岩樣於烘乾後的重量
第i次消散耐蝕指數 
100%(i 1,2,...)
最初實驗前岩樣之烘乾重量
(1) 若 ID1 < 35%或 ID2 < 10%則列為“極嚴重”之程度。
(2) 若 ID1 = 35 ~ 60%或 ID2 = 10 ~ 30%者為“嚴重”之程度。

14

(1) (保護工施作後之)側向侵蝕：以河川與地形(質)現況之① (橋址處之)河床深槽化、② 主河
道佔全河寬之比與、③ 阻水比之效應(即前述之項次第 11 項)(其中② 、③ 項須為嚴重級)
及保護工端部與是否有施設護坡工來加以判定。
a. 以保護工頂面為齊一高程、且凸出河床面 1 公尺以上，又直接與高灘地接觸而無施加
護坡工(或護坡工施設不良)者所引發之側向侵蝕為“極嚴重”程度。
b. 若其他條件不變，而保護工頂部凸出河床面之高度低於 1 公尺者，則劃歸為“嚴重”程
度。
若為自然河道而無人為構造者，則直接以① 、② 、③ 項來區分側向侵蝕的程度。
(2) (保護工興築後所造成之)水躍(或跌水)沖刷：可按河川與地形現況之① 橋址處之)河床深槽
化、② 主河道佔全河寬之比與③ 阻水比之效應及④ 局部坡度陡急化等四項來加以評估。
a. 若同時俱備① ~ ④ 肆項(其中② 、③ 項至少為嚴重級)、保護工施作頂面高差達 3.0 公
尺以上、且無施作任何消能工者(或消能工施作不良)或有消能工之施設而下游側為相
當軟弱之軟岩層或沈泥層者時，本項劃為“極嚴重”級。
b. 若同時俱備① ~ ④ 肆項(其中② 、③ 項至少為嚴重級)、保護工施作頂面高差介於 3.0 ~
1.5 公尺，且無施作任何消能工者(或消能工施設不良)或有消能工之設施而下游側為相
當軟弱之軟岩層或沈泥層者，為“嚴重”級。
前述的① ~ ④ 四項之內容分別如下所述：
① (橋址處之)河床深槽化：現況主河道河床之平均高程低於岸側高灘地平均高程 2 ~ 4 公
尺者訂為“嚴重”之河床深槽化，超過或低於此一範圍者則分別為“極嚴重”及“輕微”深
槽化之程度。
② 主河道佔全河寬之比：主河道佔全河寬之比介於 1/3 ~ 1/5 者為“嚴重”之主河道通水寬
度不足，低於 1/5 及介於 1/3 ~ 1/2 者，分別為“極嚴重”及“輕微”之主河道通水寬不足。
③ 阻水比之效應：同前述之項次第 11 項所述。
④ 局部坡度陡急化：若局部河床坡度超過附近平均河床坡度之 3 倍以上者訂為具坡度陡
急化的現象。

15

若經初步檢測發現有其他(異常)現象，譬如：下部構造有破裂、損害、沖蝕等撞損，或橋墩
及基礎有變位傾斜，橋梁靠近陡峭山壁或橋梁通過彎曲河道凹岸、橋基保謢工配置形成弱
面、不當的導水路開挖而引致水流過度集中於狹窄的流路、樁基礎垂直承載力大幅下降或形
成細長樁效應或長樁之接樁位置已漸出露等，可根據其現象給予適當分數。
若無其他異常現象，本項得分可能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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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橋梁基礎之穩定性評估流程(含水理、沖刷及結構)
5. 另者，相較於嚴謹縝密之「颱洪期間之巡查檢測與封橋應變流程」
，本文為便於第一線橋梁工
程司於颱洪豪雨現場之迅捷與簡易判斷，亦提出一快速簡便之研判方式以供參考。可採下列
門檻分別作為沉箱式基礎或樁基式基礎在洪水沖刷下之警戒值與行動值之判別依據。
① 進入警戒狀態(嚴重程度)：沉箱基礎裸露深度 Hs > 1/2Hp ; PC 樁基礎裸露深度 Hs > 1/5Hp,
其中 Hp 為基礎之深度。
② 採取交通管制、封橋之措施(極嚴重程度)：沉箱基礎裸露深度 Hs > 2/3Hp ; PC 樁基礎裸露
深度 Hs > 2/5Hp, 其中 Hp 為基礎之深度。
6. 橋梁因洪水沖刷而傾倒沉陷或崩塌破壞，係由於橋梁基礎之穩定性(含基礎承載力)不足所造
成，而非橋梁構件強度不足使然。因此，對於遭受沖刷水害之橋梁安全詳細評估，應針對造
成橋梁基礎穩定性不足之〝基礎承載力〞予以分析評估，較為妥適及符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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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部東西橫貫公路通車 47 週年憶往
童才燧*
摘要
中部東西橫貫公路為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的第一項重要交通建設，由於台灣東西部為中央山
脈阻隔，西部地勢平坦，交通方便，工商業比較發達，東部則相對的比較落後，因此這條道路的
興建，不僅可解決政府來台初期所面臨的社會結構和國民就業問題，也為開發台灣中部農業、林
牧業、及旅遊業奠定了深厚的基楚，更為東部人民生活的改善，帶來一串串的期望和一筐筐的美
景。

一、前言
民國 34 年（西元 1945）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結束，自 1895-1945 接受日本殖民統治的
台灣，將近半個世紀以來，除了農業及與農產品運輸有關的鐵路尚具規模外，沒有其他建設可言。
因此，自 1948 年起中華民國政府為順應台灣原有的經濟結構，在解決台灣的土地分配問題以有
效的增加生產，並獲得政治穩定的基礎後，基於公路為農田水利、都市發展、經濟開發、教育普
及等一切建設之母，乃於 1950 年中期陸續展開一系列的交通建設，其中最令東部人民高興的一
項，就東西橫貫公路的闢建。
經過一段漫長.而倍極艱辛的歲月後，一條翻越中央山脈連接台灣東部和西部的東西橫貫公
路** 終於完成，於 1960 年 5 月 9 日舉行通車典禮，由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和退伍軍人輔導委員
會主任委員蔣經國共同主持，全國民眾燃放煙火，爭相慶賀，盛況空前。這是台灣交通建設史上
最艱苦的一頁，但也是寶島台灣畫像中最嶄新的一頁。

二、倍極艱辛的測勘工程
由於台灣多山，東部與西部為中央山脈所阻隔，在這海拔 3,000 多公尺的群山峻嶺中，不是
滿佈古木參天的原始森林，就是由堅硬岩石所堆砌的懸崖絕壁，工程人員要在這惡劣的地質地形
的土地上規劃出一條現代化的公路，真是困難重重。土地、經費、技術、機具、人員為公路新建
工程的五大要素，在當時這五大要素中，最缺乏的就是人力，因此政府就利用自 1951 年起由國
防部逐年安置的退伍軍人來參加這偉大的建設行列，於是公路路線的踏勘工作也就落在這些退伍
*

經歷：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副工程司，中正理工學院、勤益、樹德等校副教授。

**

中部東西橫貫公路簡稱「中橫」，幹線公路編號為台八線，支線為台七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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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民的身上了。
退輔會主委蔣經國帶領榮民兄弟勘查「中橫」路線後，曾寫下一段生動的回憶：這次行程猶
如探險，進入山區深處，沒有人煙，大都市中的粉白黛綠，和入夜後的管弦絲竹在這裡已不復見，
只有遠處傳來吱吱的鳥叫聲，和腳底下濘泥中淡淡的野獸足跡。在我們確定方向後繼續往高處
爬，越過一座山頭，又降到谷底，擺在我們測勘隊伍前方的，卻是一座又一座的高山，一列又一
列的深谷，為了完成這趟艱巨的任務，我們不能退縮，只有再爬高、再前進。傍晚，雲霧為山頭
披上了一層白色的面紗，天色漸暗，四周突然變得萬籟俱寂，我們只好紮營休息，為明天的行程
預作準備。就這樣，我們行行復行行，終於人定勝天，征服了這條綿延數百里的中央山脈，順利
完成全線的測勘工作，將「中橫」的闢建工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三、撼山易–闢建工程正式開始
1956 年 7 月 7 日，台灣第一條東西橫貫公路正式於花蓮台中兩地同時動工，由榮民第一、
四工程總隊承建，該工程設計共有幹線、支線、及補給線各一條，幹線以台中縣東勢鎮為起點，
沿大甲溪上昇至梨山，再折向南行，越過合歡山埡口，循立霧溪下行出太魯閣峽口，與蘇花公路
銜接，全線計長一九四公里。支線則以梨山為起點，轉向東北經環山、勝光、達思源埡口，再下
行經四季土場至宜蘭，計長一一二公里。補給線則由南投入山至合歡山埡口，全長四十四公里。
三線合計為三四○公里，其中新闢路線佔百分之八十，約長二七二公里。
該工程施工中，榮民兄弟不僅要克服險惡的地理環境，更要戰勝山中瞬息萬變的氣象因素。
1958 年，一名軍聞社記在參訪「中橫」工程施工後曾寫道：當我們進入山區後，氣溫驟降，勁
風斜雨不時撲面而來，尚未壓平的碎石路面全泡在黃褐色的泥漿中，我們一行五人，已感到舉步
維艱，寸步難。在參觀東線時，情況更糟，從太魯閣入山後坡度不斷上升，至關原一帶時，已是
海拔二六二○公尺，引導人員告訴我們，這是「中橫」最多山路段，有名的合歡山、黑岩山、羊
頭山聳立於此，饅頭山、立霧大山並列於南，地形愈趨複雜險峻，還有數百公尺長的陡坡，幾乎
無法攀援，但反觀沿途那些施工中的榮民，不畏寒風，不懼艱險，個個身手敏捷，鬥志高昂。然
而，大型工程必有大的風險，據統計，至 1960 年「中橫」竣工通車時止，已有 300 餘榮民兄弟
將他們寶貴的生命奉獻給他們最熱愛的寶島台灣，將他們的鮮血撒在「中橫」道路的每一寸土地
上。當 1960 年 4 月 6 日「中橫」全線進行試車，這數萬名榮民（榮譽國民）也完成了一項幾乎
不可能的任務，這也印證了榮工處工程師們引以自豪的：“撼山易，撼我榮民兄弟難”。

四、中橫通車後帶來的經濟效益
中橫通車後有兩大經濟效益，一是農產品-蔬菜與水果的生產與運銷。當公路工程興建完成，
政府的另一重要計劃，就是將原參與建設的榮民留置在山中從事農業開發，因高山氣候寒冷，過
去一些必須仰賴進口的寒帶水果和蔬菜，如水蜜桃，高麗菜等，現在也可以自行種植銷售，梨山
的福壽山農場及武陵農場就是兩個最成功的例子。另一經濟效益就是全世界每個國家都非常注重
的無煙囪工業－觀光旅遊。為了發展觀光及旅遊，「中橫」通車後的第二年起，公路局即逐年編
列預算將原來的碎石硬性路面，改舖成瀝青混凝土柔性路面，除大禹嶺洛韶段因沿線曲折迂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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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峭璧深澗，且地質不穩，仍維持單線道外，其餘路段一律拓寬為雙線車道，灣道及橋樑兩端附
近路面同時加寬，相對的也增加了交通流量，提高了行車速率，及旅客的舒適與安全。施工時沿
路兩側所種植的幼苗，已長得又高大，又濃密，成了一列列的綠色隧道，谷關、德基、梨山、武
陵、天祥，合歡山、大禹嶺、太魯閣等地都因山色秀麗，風景優美，交通便利而成了美麗的令人
響往的觀光景點。

五、結論
台灣中部東西橫貫公路自 1956 年 7 月 7 日開工，原定工期為三年，後因東線太魯閣至天祥
路段，連遭溫妮（Winnie）、瓊絲（Jonnes）、及露依絲（Louise）三個颱風的侵襲，路面及橋樑
嚴重受創，因改線重建而延至 1960 年 5 月 9 日竣工，施工時間長達三年十個月零兩天。
該工程自通車，至 1999 年 9 月 21 日因南投集集大地震，造成東勢至梨山路段全燬而封閉止，
將近四十年來，它對台灣中部的農業、礦業、林牧業、及觀光旅遊業的發展，均有極大的幫助，
對國家經濟及原住民生活的改善，更是功不可沒。當我們回想四十餘年前，如果沒有交通當局的
高瞻遠見，如果沒有榮民兄弟的犧牲奉獻，就沒有今天「中橫」的如此方便。五月九日是她的四
十七歲生日，特撰此文以資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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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照片集錦
施工照片集錦之一：中橫竣工，參加通車典禮的貴賓專車，沿山路而行，它象徵台灣的公路建設
已向前邁近一大步。
施工照片集錦之二：副總統陳誠（前左）與退輔會主委蔣經國（前右）親臨參加中橫通車典禮。
施工照片集錦之三：貴賓專車抵達合歡山隧道出口。
施工照片集錦之四：開工典禮上榮建一隊的榮民代表。
施工照片集錦之五：一座維持交通，也維繫台灣東西部人民感情的橋樑。
施工照片集錦之六：在陡峭的山壁上施工，不僅艱辛，而且危險。
（註：本文所附六帖施工照片，均摘自“20 世紀台灣”年刊，歷史鏡頭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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