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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國道3號中寮隧道(南下378k+795～380k+653；北上378k+825～380k+653)位於國道3號田寮收費站

及燕巢系統交流道之間，隧道長度分別為1858、1828m，於民國85年開始施工，民國89年完工，至今已

通車使用約17年，通車期間於隧道北洞口處不斷有持續變位情況而造成損壞，經多次維修改善，仍無法

徹底解決結構變形問題。為了進一步瞭解隧道變形之主要原因及破壞機制，乃於重要結構及關鍵區域布

設相關監測設備，以蒐集長期之觀測紀錄，分析研判本路段隧道結構變形之主要原因，作為後續進行長

期維護改善之設計施工依據。

摘  要

Abstract

The Case Study of the Deformation Monitoring 
of ChungLiao Tunnel with the Effect of Faults at 
TianLiao Moon World Area

ChungLiao tunnel has been completed in 2000, is located between the Tianliao Toll Station and the Yanchao 

System Interchange on National Highway No. 3, with tunnel lengths of 1858m(SB) and 1828m(NB). The route 

passes through the Longchuan Faults and Chishan Fault crossing mudstone and sandstone area. It has been in 

operation for about 17 years. And in the recent years, it has been continuously deformation at the north entrance 

of the tunnel and caused damage. After many repairs and improvements, it still cannot completely solve the 

problems. In order to confirm the main causes of the tunnel deformation and the damage mechanism, the overall 

monitoring is used for the displacement observation. By analyzing the monitoring results, the earth displacement is 

the main cause of tunnel d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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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中寮隧道(南下378k+795～380k+653；北上

378k+825～380k+653)位於高雄市燕巢區，國道

3號田寮收費站及燕巢系統交流道之間，隧道長

度分別為1858、1828m，如圖1。

隧道主要位於臺灣西南部中寮山區，山

嶺走勢約呈東北西南走向，沿線地表高程約在

20至360公尺之間，地形崎嶇起伏，目前地表

多為雜林等植生，局部有居民種植。隧道沿線

地層，主要為隧道北口路段的古亭坑層泥岩，

中寮隧道北口至隧道中段之路段的烏山層砂頁

岩，中寮隧道南段至隧道南口路段的蓋子寮頁

岩，地層位態約呈東北西南走向，向南傾斜約

30至70度不等。隧道鄰近有龍船斷層及旗山斷

層，其中龍船斷層未直接穿過中寮隧道，位於

隧道北口北側約500公尺附近，而旗山斷層約呈

東北走向延伸，直接通過中寮隧道北口路段，

沿烏山層砂頁岩與古亭坑泥岩界面發育延伸，

於南二高新建階段(民國82～88年)，原屬於存疑

性活動斷層，但在近年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持續進行觀測與試驗，已證明本斷層於近一萬

年內曾有活動，故於民國99年

將其升級為第一類活動斷層，

相關區域地質圖如圖2，中寮隧

道沿線地質平面及剖面如圖3，

地層分布及斷層說明如表1～

2。

中寮隧道為雙孔單向三車

道斷面，標準斷面如圖4所示，

採新奧工法(NATM)設計、施

工，主要開挖支撐為鋼支保、

鋼線網噴凝土及岩栓，開挖斷

面變位穩定後澆置內襯砌混凝

土。

北上線全長1828公尺(含

假隧道洞口15公尺、明挖覆蓋

段34公尺、預襯支保段30公

尺、覆版段25公尺及鑽掘段

1724公尺)。南下線全長1858

公尺(含假隧道洞口15公尺、明

挖覆蓋段34公尺、預襯支保段

30公尺、覆版段55公尺及鑽掘

段1724公尺)。

本隧道所經過的地質，除北口附近屬惡地

地形之古亭坑層泥岩外，隧道本體所經過的岩

體，主要為烏山層砂岩及蓋子寮頁岩。

中寮隧道於民國85年3月施工開挖並於89

年2月完工通車，施工期間逢88年9月21日大

地震，88年9月22日現勘，於北上線378k+880

附近、南下線378k+890附近側壁局部發生裂

圖1 中寮隧道平面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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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本計畫路段地層之地質特性說明表

時間 地層 地質特性說明

新
生
代

全新世
沖積層
(Qa)

未固結之砂、泥、礫石夾岩塊岩屑。

上新世
古亭坑層

(Gt)

泥岩為主，呈黑灰色至深灰色，常夾數公分厚之薄層細砂岩。岩性軟弱不透水，岩體
強度低，地表面幾無植生，常形成強烈切割之惡地地形。由所夾之薄層砂岩顯示地層
位態變化範圍大，主要在N100W～N300E/500～600E之間，節理稀少，主要有N200～
300E/600～800E，N300～500W/750～880NE，N800～900W/700～800S與800～900N。

中新世
烏山層
(Ws)

厚層砂岩夾頁岩為主，砂岩細至中粒，岩體堅硬，節理發達，完整岩體單壓強度約
130～330kg/cm2，節理破碎岩體單壓強度僅6～7kg/cm2。頁岩呈黑灰至深灰色，極
細粒，頁理發達，完整岩體單壓強度約60～70kg/cm2，節理破碎岩體單壓強度僅6～
7kg/cm2。本層層面與節理發達，地層位態主要在N300～500E/250～600SE，節理主要
有N200～400E/350～600NW，N350～500W/400～750NE。

中新世
至

上新世

蓋子寮
頁岩
(Ktl)

厚層頁岩為主，夾薄層砂岩與層之砂頁岩互層。頁岩呈深灰色，風化後呈灰褐色，
極細粒，頁理發達，隧道通過路段多呈中度風化以上，完整岩體單壓強度約46～
87kg/cm2，節理破碎風化岩體單壓強度僅8～9kg/cm2。本層層面與節理發達，地層位
態主要在N350～500E/600～8000E，節理主要有N100E～N100W/300～500SW或700～
800NE，N300～700W/200～800SW或300～700NE。

表2 本計畫路段斷層之地質特性說明表

斷層名稱 地質特性說明

旗山斷層

約呈東北走向延伸經過隧道北口路段，由相關調查成果，穿越隧道北口路段之旗山斷層位態約呈
N350E/650SE，斷層帶寬度達40～55公尺左右，上盤地層為烏山層砂頁岩互層；下盤為古亭坑層
之泥岩，斷層帶主要由軟弱之風化破碎岩塊、角礫岩、糜稜岩及斷層泥等所組成，斷層泥厚度達
10公尺或以上。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公布之2010年臺灣活動斷層分布圖，旗山斷層分類上屬
第一類活動斷層。

龍船斷層
約呈東北走向延伸經過田寮3號橋北橋台附近(由82年設計階段之地質調查成果)，斷層位態約呈
N300E/40～800SE不等，斷層上下盤為古亭坑泥岩。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公布之2010年臺灣
活動斷層分布圖，龍船斷層並未屬活動斷層。

圖2 中寮隧道區域地質平面圖



3
專
題
報
導

110 │No.119│July, 2018

圖3 中寮隧道沿線地質平剖面圖

圖4 標準斷面圖

縫，少數裂隙亦發生於維修步道，另外南下線

378k+890附近瀝青混凝土路面亦曾發生坍陷形

成坑洞、路面持續下陷十幾公分。側壁裂縫經

承包商以環氧樹脂及無收縮性水泥砂漿修補，

路面沉陷亦多加重鋪整修，直到90年6月保固

期限屆滿期間裂縫亦陸續發現並經修補驗收合

格。而後續隧道結構仍因不確定原因而持續有

劣化及損壞情況，有關本隧道歷年來之維修紀

錄如表3。



3
專
題
報
導

No.119│July, 2018│ 111

全，本計畫初步針對旗山斷層沿線之設施及結

構物進行勘查，包括旗山鎮武德殿、高師大燕

巢校區、國道10號11k+525高架橋以及13k+772

車行箱涵(如圖5)，以瞭解旗山斷層對於沿線結

構物之影響。而其中僅於高師大物理館前陸橋

以及國道10號13k+772處路堤段車行箱涵發現異

狀，其餘現況良好。

高師大物理館前陸橋現況有因差異沉陷變

位產生裂縫，經洽詢該校營繕組人員，該橋應

為校區開發填土所造成之沉陷，目前已並無持

續變位情況，如圖6；而國十13k+772路堤下車

行箱涵，現況可見有裂縫修補痕跡，經洽詢岡

山工務段了解，該處裂縫為數年前所發生，已

進行修補，近年來並無新增裂縫或持續發展情

況，應非屬斷層持續活動所影響，如圖7。

貳、監測系統規劃

由於本計畫路段自89年通車後，隧道結構

即有持續不斷的變形發生，針對此異常現象，經

過歷次整治維修仍無法有效解決結構變位問題，

因此為能分析本路段結構變形之真正原因以對

症下藥，為本計畫佈設整體監測之主要目的。

因本計畫路段區位環境較為複雜，包括邊

坡、地下水、地質岩性以及地質構造等，皆有

可能對本計畫路段造成影響而產生結構變形，

而現況結構變形亦有可能為上述因素之加乘影

響，但仍應有主要之影響條件，故將以本計畫

整體監測結果來進行研判。

由於本計畫之中寮隧道及田寮3號高架橋疑

似因旗山斷層活動而造成結構之異常變位，為

確認是否因旗山斷層之活動性進而影響結構安

表3 中寮隧道損壞及維修紀錄

日期 監測及維護紀錄 備註

89年2月2日 通車

93年12月 北口側壁修復及排水改善工程 國工局代辦工程

94年2月～95年5月 施工後監測 台灣世曦

96年4月 續辦後續監測作業
易鼎工程顧問
(終止契約)

97年8月 側壁伸縮縫覆蓋不鏽鋼鈑整平 年度維護契約

98年3月～8月 監測作業 德克皇工程顧問

98年6月 側壁伸縮縫覆蓋不鏽鋼鈑更換 年度維護契約

99年3月 改善路面不平整及修復裂縫 年度路面修補契約

99年5月 改善隧道內積水問題 屏東工務段

100年10月 更換抽水設備，並增加能量 屏東工務段

100年12月 隧道內排水改善工程及側壁裂縫填補 屏東工務段/台灣世曦

102年5月 隧道襯砌伸縮縫補強及頂拱裂縫填補 屏東工務段/台灣世曦

102年11月 隧道洞口邊坡排水改善 屏東工務段/台灣世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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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旗山斷層通過重要結構物

圖6 高師大物理館路橋結構裂縫 圖7 國十13k+772箱涵結構裂縫

綜合以上，旗山斷層目前雖為活動斷層，

且斷層上下盤為相互擠壓之變位型態，惟參考

既有大地相對變位量測(約10mm/yr)與隧道實際

之結構變位(約50～100mm/yr)差距甚大，且於旗

山斷層沿線亦未發現其他構造物如本路段有持

續變位情況，對於斷層活動所產生之大地變位

是否為造成本路段結構變位之主要原因，或是

有可能旗山斷層於本工址處之活動量較大？為

瞭解本隧道實際造成結構變形與損壞之原因，

並作為後續修復與改善之決策參考，乃針對大

地變位、結構變位以及邊坡變位分別裝設相關

監測設備，以釐清變形主因，並說明如下。

一、大地變位監測

大地變位監測點之佈設範圍以田寮3號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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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378k+795；北上378k+825)開始連續布設

至北上線N12節塊及南下線S16節塊，詳圖10所

示，主要係觀察隧道縱向之相對變位情況，並

與大地變位測量相互比較。而地表沉陷點則均

勻布設於每個襯砌節塊之維修步道上，共694

點，藉由定期量測沉陷點的平面座標以及高

程，可比對全段隧道之變形情況。

橋及中寮隧道北口路段附近之地表為主，而為

確認本區域是否因斷層錯動影響，本計畫於隧

道北洞口及田寮3號高架橋鄰近地表布設共106

點地表監測點，其中包含龍船斷層北側、龍船

斷層～旗山斷層間及旗山斷層南側分別選取3個

控制點在現場擺設全時觀測GPS，以及15處人

工GPS靜態量測以作為測量之控制點(如圖8)。

透過GPS不間斷且連續觀測，可記錄斷層在觀測

期間的相對與絕對變位狀況，清楚地記錄大地

變化。

二、結構變位監測

隧道結構變位監測主要利用菱鏡、桿式沉

陷計及地表沉陷點觀測隧道結構變位情況，配

置如圖9。菱鏡配置以每一襯砌節塊配置一處測

量斷面，每一測量斷面配置7顆菱鏡，藉由菱

鏡之相對變位可觀察隧道斷面內淨空之變化情

況。而桿式沉陷計之配置則以每支2m由北洞口

圖8 大地變位監測點分布平面圖

圖9 隧道結構變位監測配置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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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邊坡與地下水位監測

邊坡及地下水文監測主要範圍為田寮3號高

架橋A1橋台～中寮隧道北洞口上方邊坡附近，

其目的主要於監測取得長期之地下水變化以及

地下地層之變形量，並與結構變位監測成果加

以比對驗證，確認其是否與結構變形有關，更

進而推斷造成結構變形之主因，並於後續辦理

長期改善設計時納入參考，配置如圖11所示。

參、監測成果

一、大地變位監測

累積2011年11月至2016年2月期間之大地

監測成果(如圖12)，將測區以斷層構造為界，劃

分為三個塊體：龍船斷層以北(即龍船斷層之下

盤)為塊體一(Block I)、龍船斷層以南至旗山斷

層以北(即龍船斷層之上盤、旗山斷層之下盤)為

塊體二(Block II)、旗山斷層以南(即旗山斷層之

圖10 隧道結構變位監測配置平面圖

圖11 邊坡及地下水位監測配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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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垂直速度場方面，塊體三的速度量最

小，其次是塊體一，塊體二的速度量最為顯

著。塊體一至塊體二的速度量變化為逐漸遞

增，至中寮隧道北出口附近為最大值。塊體二

至塊體三的速度量在中寮隧道北出口附近有相

當顯著的差異，而塊體三本身的速度量變化並

不明顯。

上盤)為塊體三(Block III)。在水平速度場方面，

塊體一主要以8～37 mm/yr之速度量朝西南方向

移動並且具有逆時針旋轉之特性。塊體二主要

朝西北方向移動，速度量值在接近龍船斷層時

逐漸遞減並且有逆時針旋轉，並且在高架橋兩

側略有速度差異，高架橋左側速度量在39～62 

mm/yr，高架橋右側速度量在39～57 mm/yr。

圖12 大地變位速度場分布平面圖

圖13 沿高速公路投影大地變位速度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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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上述量測資料沿高速公路方向投影，

整理各點位速度剖面如圖13，由此速度剖面圖

可明顯觀察整體大地變位趨勢，在龍船斷層附

近有明顯之水平壓縮情況(約6cm/年)，而在旗山

斷層附近則有約3cm/年之拉伸量；而在垂直變

位部分，則可觀察到旗山斷層以北區域整體皆

為抬升趨勢，而且愈靠近旗山斷層處抬升量越

大(約8cm/年)。

二、結構變位監測

整理隧道斷面內空變位資料，各節塊之頂

拱皆有微小累積變位，且大多以東側肩部～頂

拱的變位較大，而監測範圍內以N7節塊變位量

較大，於東側肩部及頂拱有累積約24～39mm之

變形(如圖14)，其餘節塊之累積變形則約於10～

15mm，顯示此處仍有外力作用，對結構將造成

不良影響。

比較88年10月竣工資料以及100年12月、

101年10月、102年6月本計畫水準測量結果，

發現整體路段高程皆較竣工高程高約40cm～

150cm(如圖15～16)，整體40cm差異可能為臺

灣地盤抬升或為近年測量系統校正之影響，而

差異量最大(150cm)之處則位於旗山斷層上之

覆版段隧道，變位量逐漸向北上方向收斂，但

本計畫施測至田寮二號橋A2橋台為止，仍有約

60cm之差距。以此推斷本區域可能受構造影響

而有整體抬升之趨勢，並以旗山斷層帶附近，

因為兩側岩性勁度差異最大，而使差異變位

最大。

此外，觀察每個月之水準測量結果並與本

計畫布設之側壁桿式沉陷計比對(如圖17～18)，

自2011年9月～2013年10月為止北洞口路段之

高程差異變位約160mm，平均約以5～10mm/月

速度向上抬升。

三、邊坡及地下水位監測

由監測期間的地下水位資料觀察，地下

水與降雨量有明顯的相互關係，2012年4～9

圖14 中寮隧道北上線N7襯砌內空變位監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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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計畫路段竣工及現況高程比較圖

圖16 計畫路段各年度道路高程差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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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中寮隧道北上線東側步道水準測量高程差異變位圖

圖18 中寮隧道北上線東側步道桿式沉陷計差異變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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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由雨量觀測資料，2013年4～8月總雨量

為1682mm，明顯小於2012年度的降雨量，反映

於地下水位並無明顯升高趨勢，僅呈現下降趨

緩的現象。有關各孔位地下水位高程變化與相

對雨量資料整理如圖19～20。

月為雨季，降雨量明顯較高，期間總雨量為

2692mm，而比對此期間之地下水位觀測紀錄亦

有升高之情況，而9月之後各監測井皆有下降趨

勢，除了AW-5之外平均每月約下降1～2公尺，

而AW-5因位在旗山斷層帶附近，當地下水位沿

地形向下流動時，遭遇旗山斷層泥阻水以致地

下水消散較慢，消散速度約0.1～0.2公尺/月。

圖19 地下水位高程歷線及雨量紀錄分布圖

圖20 地下水位高程分布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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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中傾度管監測共計15孔採人工監測(如圖

21)，經檢視分別位於A1橋台以及北洞口上方邊

坡之舊有10孔傾度管之變形資料，並無太大變

化，初步研判此處邊坡尚屬穩定，並無滑動之

跡象。

但位於龍船斷層附近平坦地表面傾度管

(I-8、9)卻有明顯側向變化，I-8位於龍船斷層下

盤側，於深度13m附近有持續向北變位趨勢，平

均變化量約3～4mm/月；而I-9位於龍船斷層上

盤側，於深度30m有明顯持續向北變位情況，平

均變位量約3～4mm/月。因附近地勢平坦，故此

處之側向變形與邊坡滑動無關，初步研判應為

龍船斷層側向擠壓所造成側向變位(如圖22)。

圖21 本計畫土中傾度管分布平面圖

圖22 傾度管監測成果摘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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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臺灣東部的縱谷斷層已經被吸收掉約30 mm/

yr的變位速度。此結果顯示本工程區域之應變

量已遠遠超過板塊運動所能提供之能量，再加

上本區域之垂直變位速度大於水平變位速度，

顯示垂直變位不完全是地盤擠壓所造成之隆起

現象。換言之，另有一個機制來提供產生此地

區之變形能量。目前推測此機制可能與泥貫入

體、背衝構造或高壓岩層有關，必須依據後續

監測以及進一步深度調查予以研究確認。

基於上述工址變形機制的評估結果，本區

域的自然變形是人為難以改變的現象，因此在

長期改善方案之研擬必須以可吸收大地變形之

柔性構造的觀點來思考。故目前本路段已由高

速公路局執行長期改善工程，將位於變位帶中

之橋梁與隧道等剛性鋼筋混凝土結構物改以柔

性之路堤與路塹形式通過，以自然柔性材料順

應自然大地變位之影響，以降低本路段之災害

風險。

綜合上述之變位機制探討，大致歸納出本

路段變形問題之主要原因應為區域構造之推擠

作用加上地下水、斷層與岩性工程性質差異等

因素影響，造成地盤變位而導致其上之結構物

亦產生變形情況，將本區域的地表變形以概念

模型圖表示，如圖24。

肆、變形原因與改善對策探討

由本計畫所執行之各項監測結果比對，隧

道北洞口邊坡並無明顯側向滑動跡象，地下水

位也相對穩定並無劇烈變化，故由監測結果可

初步排除由邊坡滑動造成隧道結構變形裂損之

原因。

另外，由整體大地變位監測結果比對隧

道結構變位監測，發現兩者之間具有相當高之

關聯性，而所分析之變位成果以相當吻合，因

此，可推斷隧道北洞口之結構變形應由大地變

位所導致。

臺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及菲律賓海板塊交

界處，地質構造以及活動相當密集且頻繁，以

整體板塊活動監測結果來看，臺灣以東的菲律

賓海板塊以及西北方歐亞大陸板塊大致以每年

約82mm的速度相互擠壓 (如圖23)。然而在通

圖23 臺灣地區板塊運動平面示意圖 圖24 本路段地表變形之概念模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