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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富國技術工程公司  

地工技術第四十次座談會 

【地震及雨後大地工程災變處理】 

時    間：90 年 12 月 6 日（星期四）下午 2:00～5:00 

地    點：國立台灣大學應用力學館國際會議廳 

主 持 人：田永銘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 

引言人及講題： 

葉純松  先生  (經濟部水利處中區水資源局副局長) 

集集地震石岡壩壩體震害及修復 

蔡義發  先生   (經濟部水利處副總工程司) 

集集地震草嶺崩塌災害工程緊急處理原則與檢討 

吳瑞龍  先生  (交通部公路局二區工程處處長) 

集集地震名竹大橋修復計畫 

高秋振
＊  

整理 

綜合討論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各位女士、先生，今天座談會

的主題是「地震及雨後大地工程災變處理」，

詳細的資料在「地工技術」第87期。這一期

的專輯規劃時是在兩年前，我接到這專輯的

主編任務後，不久就發生了集集地震，所以

今天這專輯裡就涵蓋了很多集集地震相關災

變的處理。有關這些災變的處理是非常珍貴

的經驗，平常用的工程經驗不一定能在災變

時用上，基本上這災變的處理是非常需要創

意的，而且也很需要一些經驗，特別是集集

地震後，不管是石岡壩，或草嶺堰塞湖，或

是名竹大橋的修復工程，都有很多心血的結

晶，值得工程師同仁來學習的。所以今天的

座談會很難得的邀請到這幾位當時在第一線

緊急處理及修復的工程專業人員來引言，希

望這些災變處理的經驗可以依這方式而有些

傳承。接下來的時間開放給大家作一些直接

的溝通，任何有關的問題都可以提出來。  

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我看到草嶺堰塞湖在回復清水

溪河道處，它的高差相當大，請問如何克服

這自然河道沖刷的問題？  

蔡義發先生蔡義發先生蔡義發先生蔡義發先生：確實我們比較考慮的是在

下游段尤其枋仔崙地區怕有向源侵蝕的問

題，在那地方剛開始時我們有就地取材施作

了十餘座的固床工，但事實上真的是擋不住

這麼大坡度洪水的流速，所以那些固床工後

來都不見了，甚至於在現場有很多重約1-2

百噸的大石塊，我們也有考慮如何利用它移

到深水槽處來減緩它的沖刷。這確實是問題

的核心，我們比較不擔心往後潰壩造成瞬間

的流量，倒是擔心往後會有土石流下來。剛

好枋仔崙地區到生毛樹溪有一處急轉彎，大

部份的土石都堆積在那裡，我們期待讓這些

土石儘量堆積在那裡並自然的調整其坡度，

往後我們確實要繼續去留意觀察及加強這部

份的監控，當然我們也會再考慮如何就地取

材施作一些固床工。  

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請問經濟部水利處是否因此就

要每年編列預算，於汛期過後按照河床下降

情形施作固床工以調整這堰塞湖的坡度？  

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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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義發先生蔡義發先生蔡義發先生蔡義發先生：其實經過這兩年的汛期

後，這坡度有減緩的趨勢，我們水利處對崩

塌區這 5公里的部份，儘量不要再去投資

了，希望讓它很安全的恢復到其自然狀態，

當然我們會去留意與監測，如果有必要的時

候才會去作進一步的處理。  

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在這堰塞湖周圍兩、三百公尺

的範圍內，經過集集地震以後，可能整個地

質的結構已破裂得很嚴重，請問蔡副總工程

司對這破裂的情形瞭解如何？這地表下的地

質分佈情形是否有詳細的資料可提供瞭解？

還有這地震崩塌的土石相信是相當鬆的、完

全沒有固化的，請問水利處是否有針對這方

面採用固化方式去作土壤改良？作的效果是

如何？  

蔡義發先生蔡義發先生蔡義發先生蔡義發先生：這地震災變後，我們委託

中興顧問公司全程的執行包括剛才這幾個問

題的調查工作，甚至在事後也有水保單位在

這崩塌的地區作了一些調查。因為當時我們

的賴課長在地震過後的第2天就帶隊並參予

這緊急處理及調查的過程，所以這部份請賴

課長向各位報告。  

賴建信先生賴建信先生賴建信先生賴建信先生：在環境區域地質部份，草

嶺崩塌的方向是由東向西南崩塌；在構造線

方面，於崛沓山的東西之間有一斷層，在崩

塌區下游面則有一南北向的枋仔崙向斜，在

其東邊即堰塞湖區有一草嶺背斜。在那地方

本來有規劃一清水水庫，但於民國68年草

嶺潭第三次潰決後有重新作可行性評估。後

來暫緩這規劃案原因是除了有構造線之外，

主要是其地質並不很適宜；至於在壩址部

份，在921地震之前原來清水溪河道崩積層

有10-25M厚，推則這河道的崩積層主要是

民國30年草嶺第二次的崩塌造成，那次的

崩塌歷時有10年之久。至於地表的破裂變

動，在崛沓山地區有一處張力裂縫陷落，寬

約50M，陷落的高差約3M，這是比較明顯

的部份，也是我們擔心的部份，未來我們面

對的問題除了清水溪下游河道的土石流問

題，另一問題就是這再崩塌的問題。再崩塌

的潛在機制很大，雖然在之後10月份有規

模六以上的地震再發生，那裡並沒有很大規

模的位移狀況，但相信未來這崩塌的機制仍

存在，遲早都可能會再塌落下來，只是規模

大小的問題而已。至於地下的地質部份，我

們水試所作了六處的鑽探，其實面積如此大

（500公頃以上）的地方只作六處的鑽探是

不容易得知全面詳細的狀況。鑽探結果顯示

其母岩—錦水頁岩部份，變化並不大，但其

上之崩積層則變化甚大。就因為這崩積層變

化很大的原因，沒有辦法掌握灌漿固化的效

果去達到安定的壩體，所以就沒有去處理它

固化的問題。另外，要固化建壩尚存在著排

洪隧道的問題，必需要把水從上游引導到下

游，我們曾經評估一方案，就是把南邊壩體

的部份作一排洪隧道把水引導到生毛樹溪，

可是工程費很大，而且經過的地質並不很

好，所以後來就沒有採用這方案。目前我們

的方向是希望以最少的工程手段讓它恢復自

然，這是以安全的考量之下作的決定。  

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依照國外的新進技術，這堰塞

湖數十公里的範圍應該要以另一種方法去探

測它地表下200-300m深的地質構造。假如

儘採用鑽探的方式，只有點的方面而且僅達

數十公尺，如果是因為預算的關係，則是很

難得到全面性的結果。  

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請教幾個問題，（1）剛才有

談到這清水溪未來會有土石流與再崩坍的潛

在威脅，不曉得是否因此有事先施作一些監

測的工作；（2）這堰塞湖形成期間對下游的

濁水溪之淤砂量有何影響？（3）針對名竹大

橋這長數百公尺的橋樑，地震後其A1橋台

無損傷，可是A2橋台則損壞很嚴重，這透

露什麼訊息？是否因為地震係數設計得不可

靠，還是地形方面的控制因素比這地震水平

加速度影響更重要？  

蔡義發先生蔡義發先生蔡義發先生蔡義發先生：有關草嶺崩塌的監測工

作，在剛開始時我們設了六處孔隙水壓計，

四處傾斜儀監測計，以及地震的測震儀，在

經過二年之後，有部份的監測儀損壞了。現

在我們則是在這一億多可能會再崩落的殘坡

上加設位移計，在上游部份也加設了水位流



 地工技術，第 90期 (民國 91年 4月)  

 

99 

量站監測。甚至這整個影響涵蓋的區域把它

崩塌的資料詳盡的蒐集起來，這是我們需要

掌握的資料，以作為未來土石流的防患依

據。現在我們比較不擔心洪水量了，而是偏

向擔心土石流的問題。本來在桃芝颱風之

前，水利處針對這堰塞湖四千多萬立方蓄水

量有一個水資源利用的規劃案，但是桃芝颱

風之後因為土石淤積使剩下的蓄水量已不

多，所以我們就調整了這計畫，改變為防災

避災的一個規劃案。另外所提的一個問題，

有關對下游淤砂量的平衡，絕對是會有影響

的！根據堰塞湖形成之後，歷年的資料分

析，發現下游尤其是碧利斯颱風之後有明顯

沖刷的現象，不過對長期來說，這崩塌區的

堰塞湖淤積變成自然河道之後，恐怕往後的

土石流還是會繼續下來，所以有關防災避災

的措施主要包括施作堤防的結構物及其他相

關的措施，就是要採用防患土石流會下來的

工法與措施。所以很明顯的，堰塞湖形成之

後，其下游是呈現沖刷的狀況，但往後應該

還是會達到沖淤平衡的狀態。  

吳瑞龍先生吳瑞龍先生吳瑞龍先生吳瑞龍先生：有關集集地震時橋樑破壞

的型態，大致可分為兩大類：（1）橋墩本身

有受損，這種受損有很多是因為箍筋不足，

像阪神地震有六百五十多公尺長的倒塌橋

樑，事後檢討是因為箍筋不足，造成橋墩爆

裂而整體倒塌，它的箍筋間距大概只有四十

公分，因為阪神的這橋樑是在1965年設計

的，當時對這箍筋的功用並沒有那麼瞭解，

後來經過這幾十年的地震災害調查發現箍筋

是大有用途的且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現在的

箍筋間距規定標準是10公分，在早期國內

的橋樑也是普遍有這箍筋不足的現象。（2）

落橋，使大樑整個掉落下來，這是比較嚴重

的破壞型態，名竹大橋及很多台3線的橋樑

就是屬於這種破壞。基本上這類的破壞並不

見得是橋墩的耐震能力不足，而是因為上部

結構的位移量太大致無法支撐而整個就掉落

下來，這種災害型態對橋樑來說是最嚴重

的，它的修復只好是重新建造。在防止方

面，現在有一些防震拉桿等，可以解決位移

過大的問題。  

賴建信課長賴建信課長賴建信課長賴建信課長：就桃芝颱風之後的狀況，

針對河道治理與橋樑的新挑戰與新思維，我

有幾點看法。剛才提到濁水溪下游土石流與

淤砂的問題、橋樑的問題，整體大環境來

說，清水溪河床之間在五年內平均下降約3

公尺，之後從瑞草橋、瑞興橋與清水溪橋來

看，瑞草橋下游有一行善橋（行正橋），它

是由嘉義行善團施作的，它的基墩並無瑞草

橋設計的好，這次因有固床工保護而保存

住。可是瑞草橋的一個問題是其上部結構簡

支樑部份與瑞興橋一樣，被土石流推動，將

來921震災之後整個大環境回復的期間，對

集水區的變化，主要是集流時間會縮短，從

這幾次災害來看，它的雨形不像規劃的雨

形，而是雨量集中及猛烈、下雨時間很短。

另外，它上游的土地利用型態改變，還有裸

露的面積增加，因此來水量與來砂量均增

加。對橋樑安全方面，過去我們有考慮它長

期的、短期的與局部的沖刷，但在將來921

震災回復期間這橋樑上部結構的安全問題我

覺得很困難去解決。桃芝颱風之後我計算過

崩塌沖淤的土石影響到清水溪至瑞草橋之間

的問題平均只升高了一公尺左右，可是瑞草

橋斷了，而瑞興橋則是斷面不足的問題，土

石流量很大，我計算出其量約為原來清水溪

流量的1.28倍左右，甚至日本的研究有高達

10倍。南雲大橋在桃芝颱風時林內堤防差

點溢漫過去，現在南雲大橋與清水溪中二高

的橋樑，其主流分為南北兩股流串，中間高

兩邊低，若以防止沖刷的觀點來看，似乎現

在是要去堆高它或下游作固床工，可是保障

到下部基礎的安全卻威脅到上部結構的安

全。東埔蚋溪這次帶下來的土砂約有近

30%，還有70%未帶下來，陳有蘭溪帶出來

的比較多，所以這問題會比較少一點，可是

清水溪這問題將來是非常大，因為原來有四

千萬立方的蓄水量變成只有一百多萬立方的

蓄水量，其堆淤的土砂量非常大，且上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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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面積約九百多公頃的崩塌區，這些土砂量

萬一帶下來，清水溪將變成怎樣的狀況？也

就是水量及土砂量都會提高！依過去的沖淤

變化，在濁水溪我們的調查與分析結果是當

洪流來臨時，表面水流流速每增加一公尺則

會往下刷一公尺左右，這時候是流動的動

床，而洪峰過了再回淤過來。未來這高含砂

的水流下來，其影響會很嚴重，所以我們要

共同努力把這問題克服掉。  

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請教吳處長，名竹大橋之修復

材料採用貨櫃，埋在地下其耐久性有無問

題？貨櫃在承受上部重壓且將來又有腐蝕的

影響，這鋼性材料破裂是瞬間的，那時大橋

（路堤）可能會突然的崩塌，這變成是很危

險的事情。這臨時搶修的構想是很好，但搶

修的目的達到了，以後永久性的措施應該好

好去設計而使不用操心這耐久性的問題。  

吳瑞龍先生吳瑞龍先生吳瑞龍先生吳瑞龍先生：當時採用貨櫃緊急搶修便

道，並不是想要使用很久，本來構想是於橋

樑復建設計完成成後另外再建一便橋取代這

貨櫃便橋。於橋梁復建工程最後階段貨櫃確

實有點腐蝕與變形，但因為橋梁趕工而快要

完工了，所以我們於旁邊再加支撐勉強再利

用。這次桃芝風災我們也有再採用貨櫃，但

是以前貨櫃內是填混合料，這次我們改良而

填劣質混凝土，用在台 21線之橋墩與橋

台，效果還不錯。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有關貨櫃的使用我再補充一

些，實際上大概在三年前我曾經執行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一項研究案有關山坡地災害緊急

應變處理，當時我也提出貨櫃使用的構想，

其使用不止是用在橋樑的搶修工程，實際上

在山坡地災害的搶救方面也可用到。基本

上，在緊急應變的使用觀點上並不需要很耐

久，它常是災變中應變或發生後很快的、臨

時性的使用而已。以貨櫃的情況，使用一年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在緊急搶修過程

中，通常是資源非常缺乏，而貨櫃在很多地

方緊急災害處理時都可以用到，比如在邊坡

破壞方面，崩塌之後人員在搶修時可以把貨

櫃擺在坡趾處，回填土後的一個貨櫃重量達

100噸，這對整個邊坡的穩定是非常有幫助

的。另外它也可以用在河岸侵蝕控制方面，

過去很多採用蛇籠的地方，貨櫃也都同樣可

以採用，它可以省下很多工錢及縮短施工時

程，蛇籠也是有耐久性的問題，而且還比貨

櫃更差。貨櫃還可以用在危樓的拆除，地震

之後有一些樓房受損但沒有完全倒下的，在

市區內是非常危險的，可以採用貨櫃堆疊起

來支撐房屋結構，避免倒塌壓到鄰房，也可

以讓怪手有個便道可以上去拆建築物，比如

在斗六市的漢記大樓在地震之後拆除時就有

採用貨櫃。除此之外，土石流災變的處理也

可以用到貨櫃，在整理土石流地區的河床

時，最多的材料就是土石，如果把這些土石

填到貨櫃內，就可以作成很好的現成河堤。

在這裡也順便請教賴課長，像九份二山震後

堰塞湖處理時有採用貨櫃，草嶺潭若現在要

重新讓你處理時不知有沒有機會用到貨櫃？  

賴建信先生賴建信先生賴建信先生賴建信先生：這個問題要先看它破壞的

機制，還要考慮它的沖刷及預期的作為及希

望把它導入的方向。因為我們決定要安全第

一使它回復自然，換句話說基於回復自然的

目標，其實這些水道我們不希望它不會被沖

刷，因為不會沖刷的話它就不會回復自然。

所以在這角度來思考我們就不會採用貨櫃；

另一方面，這地方當初有一種建議是要作為

地震的紀念區，那紀念區就要保留它原來的

風貌，若採用貨櫃則它可能會破壞景觀。九

份二山採用貨櫃，是要控制下游攔砂壩的基

腳。我是認為其實向源沖刷的機制存在，並

不是壞的，而要如何控制讓它不會瞬間的崩

裂才是重點，所以我們才去作演算，在特別

嚴重局部沖刷的地方，我們就嘗試採用巨石

的堆積還有一些蛇籠工，來減緩它局部的沖

刷，我們是希望它長期沖刷的機制會出現，

而局部沖刷的趨勢則是要把它克服。  

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請教葉副局長，有關石岡壩的

修復作業有無規範可依循？新的壩體與舊的

壩體其混凝土強度不一致，要如何考量？  

葉純松先生葉純松先生葉純松先生葉純松先生：石岡壩約有 15-16公尺

高，底寬約有36公尺，它是完全靠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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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所以這次發生921地震抬高這麼大，

在其下游卻並未造成災害，而且整個壩還可

使用。所以日本很多的專家因此修正他們的

觀念，他們已認為混凝土壩與攔河堰即使座

落在斷層上，它的破壞並不會造成下游的災

害而且很容易修復。有關修復壩體的強度，

因為壩靠本身的重力，所以我們第一個考量

就是將這些有裂縫割裂成一塊塊讓它變成整

體的安定；另外還考慮洪水來時會否被掀

掉。所以除了壩體本身有灌漿填補其裂縫

外；另外在灌漿孔還插入鋼筋至十餘公尺底

下，等於是把壩體錨固起來，當初這壩體受

擠與頂升後，壩底與岩盤間很可能有空洞或

裂隙，所以我們採用固結灌漿把這些孔隙填

滿。一般壩基的灌漿其吃漿量約 1.5-2包

/m，在這裡則約為4-6包/m，最高是7-8包

/m，可見這壩體與岩盤間確實有裂隙存

在。在最後一系列的灌漿，每公尺的吃漿量

約只有3.5Kg，幾乎是等於不吃漿了。這些

修復就是考慮其安定性的問題；另外在橋墩

部份雖然沒有很大的錯落，但是它仍有很大

的開裂，這部份我們是按照鋼筋混凝土的方

式去修復加固。至於壩體本身混凝土的強

度，國外很多壩工等專家來勘察都認為我們

的工程品質做得相當好，在受這麼大的地震

之下損壞卻很小，像控制房垂直抬高了9.8

公尺，水平位移了7公尺，但版、牆、柱子

等都仍完整而沒有裂損。另外，壩底混凝土

與岩盤間的摩擦角是30°，放在這河床上於

正常情況上完全係數是沒有問題的，依過去

的地震設計規範也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依

車籠埔斷層這麼大的地震係數去檢討，則其

安全係數就有不足的現象。這石岡壩於這次

修復後也許可以再使用十餘年，因為石岡壩

上游有水源保護區，會限制地方的發展，當

地的居民要求利用這次的機會把這壩往上游

移，所以長遠之計，目前我們在其上游一個

八寶地區規劃一攔河堰，預計明年可進入設

計階段。我們在民國63年建石岡壩時只花

了四億八仟萬，但是建新的攔河堰可能要花

50-60億。當時石岡壩算是我們國內第一座

最大的水利工程，而且是我們水利局內技術

人員設計與及自己的工程隊施工。另外，石

岡壩在震後兩個月內我們就恢復其導水功

能，它雖沒有蓄水功能，但是其進水口實際

上還可運作，這期間為了施工的交通問題，

我們當時也有用貨櫃填土擺在接近流速很大

處以便跨橋過去，因為大石頭放下去也會被

流掉，所以我們採用貨櫃填土的方式來取

代。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時間也差不多了，各位如果還

有問題，歡迎用書面直接傳真或寄到「地工

技術」，我們會有專人回答，今天座談會就

到此為止，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