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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烏山嶺引水隧道自通水啟用至今已超過80年，隧道結構已日漸劣化，為確保大嘉南地區有穩定水

源，實有新建新烏山嶺引水隧道之必要。新烏山嶺引水隧道工程位於臺南市楠西區，曾文溪右岸曾文二

號橋和曾文三號橋之間，亦即既設烏山嶺隧道東口堰下游側約80m處。

　　隧道全長3,422公尺，內徑為5.4m之馬蹄形隧道，隧道沿線由東至西分別通過鹽水坑頁岩、糖恩山砂

岩、六重溪層及崁下寮層。經蒐集既設隧道施工期間於糖恩山砂岩地層中，有發生數次可燃性氣體滲出

及氣爆意外事件，此外鄰近工程案例及鑽探調查成果及施工過程中皆發現，新烏山嶺引水隧道存在可燃

性氣體湧出之風險。故本文將以此隧道為例，說明具可燃性氣體地層中隧道之地質調查、施工時之安全

管理及因應對策，以提升施工安全，確保作業人員安全。

摘  要

Abstract

Discussion on Engineering Treatment Consideration for 
Encountering Gas in New Wu-shan-ling Divert Water Tunnel

Wu-shan-ling tunnel has operated more than 80 years. The state of tunnel lining deteriorated could affect the 

original function. For maintaining the steady water supply in southern plain area,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New Wu-

shan-ling divert water tunnel. The Wu-shan-ling tunnel is located in Nanxi District, Tainan City, between the No. 

2 Zengwen Bridge and the No. 3 Zengwen Bridge on the right bank of Zengwen River, which is about 80m away 

from the east side of the Existing Wu-shan-ling Tunnel.

The total length of tunnel is 3,422 m and 5.4 m width. It will cross the Tangenshan Sandston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stage. In the same stratum, there were several gas explosion occurred in Wu-shan-ling tunnel. 

Therefore this project is probably at the risk of gas burs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This report will take this tunnel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geological survey, safety manage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gas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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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烏山嶺隧道為日本八田與一技師所帶領興

建，其串聯曾文水庫與烏山頭水庫之重要且唯一

的引水隧道，肩負大嘉南地區公共給水與工業之

各類用水調度重責。因既設烏山嶺隧道自1930

年通水啟用至今已超過80年，雖經數次維修補

強，仍無法完全改善隧道結構品質日漸劣化，

且無法長期停水進行全線補強加固下，隧道輸

水能力漸降至40cms。為避免既設烏山嶺隧道發

生突發性崩壞之斷水風險及恢復原有之56cms輸

水能力，穩定提供大嘉南地區用水，經綜合評

估確有興建本計畫新烏山嶺引水隧道之必要。

本引水隧道係採用56cms為設計輸水量，

引水隧道全長約3,422m，內徑為5.4m之馬蹄形

隧道，起點為東口攔河堰工程(含固定堰、副

壩、排砂道、放水道、截水牆、導流牆、固床

工)，位於曾文溪右岸曾文二號橋和曾文三號橋

之間，亦即既設烏山嶺隧道東口堰下游側約80m

處。經由取水口及引水隧道，終點西口出水口

位於烏山頭水庫上游之姜仔寮附近，亦即既設

烏山嶺隧道出水口西南方向約150m處，如圖1。

貳、地形、地質

本區域山脈及水系走向為東北-西南走向，

本引水隧道連結東側的曾文溪集水區及西側的

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中間隧道穿越之山脊線為

阿里山山脈南緣的分支，東側為西部麓山帶之

山區地形，西側則為低矮的丘陵區，本區標高

約在400～700m之間。

本區域地層走向多為東北-西南走向，從隧

道東口至西口依序經過現代沖積層、鹽水坑頁

岩、糖恩山砂岩、六重溪層及崁下寮層(圖2)。

本區地層除形成山脊線的糖恩山砂岩屬巨厚的

緻密砂岩外，其餘地層皆以頁岩或泥岩為主，

如表1。

圖1 本計畫工址位置圖

表1 本地區出露地層描述

地層名稱 岩性 年代

現代沖積層 未固結之砂、泥及礫 全新世

崁下寮層 泥岩偶夾砂質頁岩 更新世早期

六重溪層
泥質砂岩及粉砂質泥
岩為主

上新世-更新世

鹽水坑頁岩 頁岩或砂質頁岩為主 上新世早期

糖恩山砂岩
細粒緻密砂岩與泥質
砂岩

晚中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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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發育成局部斷層破碎帶。崙後斷層為一

向東傾斜的逆衝斷層，於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

所公告資料中歸類為非活動斷層，但本斷層往

北可延伸至梅山-觸口斷層構造線(第一類活動斷

層)，仍須特別注意其未來錯動的可能性，地質

剖面如圖3所示。

本工址通過之地質構造由東向西依序分別

為六龜背斜、崙後斷層及區域性小褶皺，構造

走向為東北-西南走向至南北走向。本區構造

以崙後斷層為界線，東側為波長較長之六龜背

斜，其褶曲程度較小，西側為一連續且波長較

短之褶皺，該區域地層變化甚大，且褶皺軸部

圖2 本工址區域地質圖

圖3 地質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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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隧道遭遇有害氣體風險評估

臺灣含油氣層分布於中央山脈西側及東

部海岸山脈之第三紀地層中，但產油及產氣可

能性較大的構造主要分布於西部第三紀沉積岩

中，如圖4，本計畫區位於中到高潛勢區，於日

據時代開鑿之烏山嶺引水隧道，曾發生百人以

上之多次隧道瓦斯爆炸事件。本工程遭遇之油

氣尚不具有開採價值，惟其局部區域之突然噴

出或是持續性的氣體逸出，對於隧道工程之施

工，具有致命性的高風險。

另依據臺灣中油公司在本區域油氣探勘的

結果，本區域下方約5～10公里範圍，存在一大

型背斜構造，故油氣、瓦斯之溢出，應屬必然

發生之現象。

由於有害氣體蘊藏之位置、儲存量等與隧

道沿線地質弱帶間之相對關係，本計畫嘗試建立

模式或以數值分析評估。依據文獻資料蒐集、

鄰近工程案例、區域地質判釋、地表地質調查

及鑽孔調查等方式予以評估有害氣體之潛能。

一、 蒐集臺灣中油公司探查及生產紀錄發現，鄰

近地質構造如牛頭山背斜及竹頭崎背斜皆

有產氣及產油之紀錄，其代表性地層包含

本計畫通過之六重溪層及糖恩山砂岩層。

二、 既有烏山嶺隧道開挖地質紀錄顯示，隧道

於1922～1929年施工期間曾遭遇多次災害

事件，其中以糖恩山砂岩層發生瓦斯噴出

及瓦斯爆發次數最頻繁，局部區段則有石

油滲出或湧出事件(如圖5)所示。

三、 根據歷年規劃設計階段鑽探調查顯示，於糖

恩山砂岩段測得之最高甲烷濃度為3000ppm。

四、 既有烏山嶺隧道歷次安全檢查中，仍有發

現石油及瓦斯氣體持續滲出情形。

上述資料顯示本計畫範圍位於可能蘊藏可

燃性氣體的地層當中，也預期施工當中將會遭

遇到有害氣體等困難地質。故考量所在地層過

去發生過氣爆之紀錄、通過地質構造種類、設

計階段鑽探試驗紀錄及成果等，綜合評估隧道

圖4 臺灣油氣層分布情形(修改自公共工程委員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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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本工程可能遭遇特殊地質風險評估

1k+870～2k+350更是高風險區域。沿線遭遇有害氣體之風險，評估成果如圖6，除

全線皆有發生風險外，其中1k+170～1k+260及

圖5 既設烏山嶺隧道施工照片及災害位置示意圖(整理自農田水利會聯合會)

隧道掘鑿作業 東口隧道掘鑿作業

災害發生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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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瓦斯氣體調查

為調查評估通過六重溪層背斜構造、崙

後斷層破碎帶及糖恩山砂岩等高出氣潛能地

層，本計畫利用鑽探孔井進行井內現地及室內

試驗，以調查甲烷氣體蘊藏濃度與可能出氣

量。試驗項目包括井內電測、井內音射式影像

掃瞄、鑽井回水可燃性偵測、鑽井過程氣體濃

度偵測、井內氣體取樣與成分分析。配合可燃

性氣體濃度偵測及取樣分析，以建立可燃性氣

體濃度、出氣量與岩層位態、破碎程度之關聯

性，推估可能地質模型及潛在出氣層資料。井

內電測及孔內攝影現場施作照片如圖7所示，糖

恩山砂岩東側段隧道開挖甲烷氣體可能逸出濃

度推估如圖8所示。

圖7 井內電測及孔內攝影現場施作照片

圖8 糖恩山砂岩東側段隧道開挖甲烷氣體可能逸出濃度推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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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防範有害氣體災害之措施與
對策

根據1920年代既有烏山嶺隧道之施工經驗

及各階段調查成果，本工程隧道開挖過程中，

將極有可能遭遇可燃性氣體之危害，於設計階

段中則必須擬定防範可燃性氣體災害之措施與

對策。參考過去隧道施工遭遇可燃性氣體之處

理對策，其主要原則可歸納為「加強通風、勤

作檢測、縮短輪進、降低爆破、增強支撐、儘

早保護」，當上述措施仍無法有效降低可燃性

氣體濃度時，則採取輔助工法避免發生危害進

一步增加。除上述之對策及工法，施工中更重

要的是落實安全管制措施，確實人員及火源管

制，遭遇到可燃性氣體時之人員避難及管理措

施等，方能確保工程順利進行及保障施工人員

生命財產安全。本工程可燃性氣體處理原則如

圖9所示，詳細說明如下：

一、 加強通風：依據國內外相關經驗，加強通

風為有害氣體處理最有效的對策。充分之

伍、隧道施工之可燃性氣體處理
案例

本計畫蒐集國內外隧道於施工階段遭遇可

燃性氣體之相關案例，參考學習過去工程克服

困難地質之設計考量、施工工法、管理對策等

經驗，根據本工程之地質、施工等特性，研擬

隧道施工遭遇可燃性氣體之處理對策。茲將蒐

集之案例依工程概述、地質、可燃性氣體、設

計及施工等列表說明。

國內山岳隧道曾遭遇可燃性氣體主要案

例包括：士林電廠頭水隧道、曾文水庫越引水

隧道、萬松電廠引水隧道、國道三號中寮隧道

等，其中士林電廠頭水隧道及曾文越引水隧道

於施工階段時，因火源管理疏失而有發生氣爆

之災害，相關資料彙整如表2所示。綜合過往案

例主要處理係採用加強通風、加強火源管理、

加強人員管制、增設通風豎井以及止氣灌漿等

方式克服可燃性氣體問題。

表2 國內隧道施工遭遇可燃性氣體之案例整理

編號 工程概況 地質 瓦斯 設計 施工 處理方式

1

士林電廠頭水
隧道，隧道內
徑3.5m、全長
5524m

厚砂岩、
砂頁岩互
層為主，
士林背斜

鑽炸法施工至里
程1k+072可燃性
氣體，因不明火
源而氣爆。

水平探查孔偵
測氣體濃度。
設置水氣分離
設備。

地表鑽設直徑0.65m通風
豎井。設置偵測警示系
統。前進面灌漿。止氣灌
漿。火源、人員管制、施
工機具設備防爆。

通風豎井及加
強通風。
止氣灌漿降低
高濃度可燃性
氣體。

2

曾文越域引水
隧道，內徑
2.65m，隧道
全長9628m

砂岩夾薄
層頁岩

里程13k+300因
可燃性氣於頂拱
蓄積且啟動施工
機具而發生氣爆

加強通風
安全管理

強化安全管理、固定式氣
體偵測器，增加通風量至
1800m3/min。防爆型照明
設備，施工機具滅焰裝置

氣體探查、氣
體濃度監測、
安全管理、加
強通風、動火
管制

3
松林頭水隧道
橫坑

廬山層板
岩

1K+998開挖面右
下方可燃性氣體
自開挖面滲出，
濃度超過1.75%

加強通風
止氣灌漿
適度增加噴凝
土厚度

局部改採機械開挖
封面噴凝土降低滲出量
每6m施作12m之探查孔
前進面止氣灌漿
已開挖段止氣灌漿

由加強通風及
止氣灌漿克服
相關困難

4
國道三號中寮
隧道

烏山層、
砂頁岩互
層蓋子寮
層、頁岩
層

頂 拱 抽 心 高 達
9 m ， 並 伴 有 甲
烷、油氣及疑似
黑色原油

預先排除可燃
性氣體，氣體
偵測器
火源管理管制
進出
風速規定：
1.0m/sec以上
(遭遇瓦斯時)

緊急處理對策：噴凝土封
面、打設排水孔導水、頂
拱打設6m長鋼軌樁。
隧道內加強通風，設置固
定式及攜帶式有害氣體偵
測器，每天偵測 2 次。

隧道內加強通
風，設置固定
式及攜帶式有
害氣體偵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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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量及風速迅速將可燃性氣體濃度稀釋至

安全範圍內，並排出隧道外，可確保隧

道內施工人員及機具設備之安全。本工

程隧道總長度約3,422m，開挖係由東西

兩端向內鑽掘，各端最大施工長度小於

2,000m，採用東西洞口兩端各設獨立通

風系統，各自以風機搭配風管，送入新鮮

空氣及排出粉塵及有害氣體。通風量需考

量斷面面積、人員之呼吸量及可能含有

有害氣體等需求，依據本工程環境影響

說明書之規範要求，於有害氣體濃度大於

2500ppm(0.25%或LEL=5%)區段，總送氣通

風量需達2,750m3/min(含)以上。通風設備

必須規劃為獨立電路，當遭遇可燃性氣體

湧出時，切斷其他電器設備之電源及疏

散人員之後，必須維持通風設備

持續加強通風，至氣體濃度降

至安全範圍

內 方 可 恢

復 一 般 通

風 。 通 風

機 需 2 4 小

時專人負責正常運

轉，一旦通風機停止

運轉，隧道內就斷電撤

人，直到恢復正常後，待勞

安人員檢查，可燃性氣體不超標情況下，方

可進洞施工。

二、 勤作檢測：隧道內約間隔250m設置固定

式有害氣體偵測器，拉線集中至隧道外控

制室自動紀錄監控並連線自動警示系統，

當有害氣體偵測濃度達警戒值(5000ppm、

0.5%或LEL=10%)時，自動警示系統能自

動發出警示聲光，警示各工作面及工地辦

公室採取人員疏散與切斷電源等必要之措

施，安裝位置配置如圖10。另外，須指派

專人執行有害氣體檢測作業，於鑽孔、爆

破前、爆破後進行氣體濃度之量測，特別

針對開挖面、避車道、迴車洞及可能蓄積

氣體之位置加強檢測。本工程採用之固定

圖9 本工程可燃性氣體處理原則

散人員之後，必須維持通風設備

持續加強通風，至氣體濃度降

至安全範圍

內 方 可 恢

復 一 般 通

風 。 通 風

機 需 2 4 小

時專人負責正常運

轉，一旦通風機停止

運轉，隧道內就斷電撤

人，直到恢復正常後，待勞

散人員之後，必須維持通風設備

持續加強通風，至氣體濃度降

時專人負責正常運

轉，一旦通風機停止

運轉，隧道內就斷電撤

人，直到恢復正常後，待勞 圖10 瓦斯自動偵測器安裝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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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本工程有害氣體量測記錄表

固定式有害氣體偵測器

攜帶式氣體偵測器 以塑膠軟體吸取隧道
頂部氣體進行量測

圖11 本工程採用之固定式、攜帶式氣體偵測器及量測照片

式、攜帶式氣體偵測器及量測照片如圖11

所示。有害氣體量測紀錄表如圖12所示。

三、 縮短輪進：根據可燃性氣體湧出量估算成

果，如圖13可知，每日開挖輪進長短將

可能影響氣體湧出之量體，開挖輪進越長

氣體滲出量將越多。因此，參考過去施工

案例及本工程之地質狀況，建議當前進

探查結果預期前方將可能遭遇可燃性氣

體時(氣體濃度小於2500ppm、0.25%或或

LEL=5%)，可評估每輪開挖長度控制在1m

以內，保持每次開挖體積小，氣體逸出量

不大，而開挖後能夠快速架設支撐系統。

四、 降低爆破：施工時嚴格按施工計畫中各輪

進開挖所需要之鑽孔深度、鑽孔間距及炸

藥用量施做，不得為增加輪進長度而增加

裝藥量，無視安全的隱患。開挖面開炸的

同時，亦可能造成已開挖區段岩體之擾

動，而形成一逸氣通道，增加隧道施工之

風險。此外，因爆破會產生燃燒及震動，

因此本工程應儘可能採用煤礦准用低速炸

藥、電雷管及防爆型照明等設備。

五、 增強支撐：隧道開挖後，周圍岩體塑性區

孔隙率隨著隧道變形增加，而導致可燃性

氣體湧出量增加，詳圖13，故加強支撐系

統抑制隧道大量變形，以減少岩體塑性區

範圍及可燃性氣體湧出量體。故於可能遭

遇可燃性氣體危害之區段，開挖前視岩體

狀況打設先撐鋼管或管冪鋼管，穩定開挖

面岩體及抑制隧道過度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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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本工程輪進與瓦斯湧出量概估

六、 儘早保護：於每一輪開挖完成後應立即施

做噴凝土，封閉周圍裸露岩體，避免岩體

風化、墜落及變形，必要時應施作封面噴

凝土。裸露岩體在經過噴凝土覆蓋後，亦

可阻隔部份氣體逸出通道，減少氣體湧出

之風險。此外，本工程除洞口段、擴挖段

或地質破碎區段打設岩栓外，一般段之開

挖支撐儘可能減少岩栓之使用，避免增加

逸氣通道，在隧道支撐能達到功能性及安

全性的需求下，應儘量減少岩層中可燃性

氣體滲出之途徑。

七、 輔助工法：當現場逸出之有害氣體持續過

量時，可視狀況需要採氣密性噴凝土、輔

助風機、地盤止氣灌漿、噴佈式阻氣層等

輔助工法，抑制有害氣體之湧出。根據地

質調查成果，針對可能有較高出氣潛能之

位置設置洩氣井，減緩隧道開挖遭遇可燃

性氣體湧出風險。

柒、可燃性氣體隧道安全管理

可燃性氣體隧道之安全管理包括火源管

制、人員管制、氣體濃度偵測及警示及應變措

施等，當遭遇可燃性氣體時，各項說明如表3所

示。為確保作業人員安全，應對作業環境進行

定期監控，依據量測之氣體濃度所應有之管理

作為及因應對策如表4，氣體量測位置及頻率如

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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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工作環境人員管制作業規定

表3 本工程可燃性氣體隧道安全管理措施

項目 管理措施

火源管制

● 工區內嚴禁吸煙，隧道口準備儲物箱供進出人員存放香菸及打火機。
● 禁止使用火焰切割及電焊，如有需要須全程量測氣體濃度。
● 施工應避免火花產生，鑽孔應採用濕鑽。
● 工作人員應定時以雙手碰觸開挖岩面消除靜電。

人員管制
● 施工計畫應制定防爆任務編組，正確執行安全標準、事故處理及日常教育訓練工作。
● 隧道洞口設置管制哨及警示標誌，進出人員配合RFID嚴格管制人員作業情形。
● 工區應配置足夠之空氣呼吸器，並教育訓練配戴方式，供緊急使用。

氣體濃度
偵測及警示

● 每250m設置固定式氣體偵測器，含自動記讀、警報及自動斷電裝置。
●  專人配戴攜帶型偵測器探測頂端凹處、鑽探孔及開挖面頂端等易蓄積氣體位置，每日量測

2～3次。
● 量測時機為工班換班後、開炸鑽孔中及開炸前、開炸通風後出碴前、探查孔鑽孔等。
●  於有氣體逸出位置且可能發生危害之位置，裝設自動警報裝置，快速掌握氣體濃度變化及即

時進行避難或切斷電源等因應措施。

應變措施 ● 確立聯絡、救援系統，備妥救援設備用具，平時編組訓練。

註：工作環境指距開挖面50cm處、開挖面頂拱及起拱線位置之氣體濃度

圖14 氣體量測位置及頻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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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開挖面遭遇可燃性氣體處理流程圖

捌、本工程可燃性氣體處理輔助
工法

在可燃性氣體濃度低於2500ppm(0.25%或

LEL=5%)區段施工時，應確實落實前述之「加

強通風、勤作檢測、縮短輪進、降低爆破、增

強支撐、儘早保護」原則，並嚴格執行各項安

全管制措施，參考過去施工案例，應可克服氣

體逸出之問題。惟仍不排除會遭遇氣體濃度大

於2500ppm(0.25%或LEL=5%)之情形發生，而

後續通風及採取輔助工法之作業流程，開挖面

遭遇可燃性氣體處理流程如圖15所示。已開挖

段遭遇可燃性氣體處理流程如圖16所示。本工

程隧道遭遇可燃性氣體處理防治工法比較表如

表5所示。以下將針對加強通風後仍無法有效降

低可燃性氣體濃度時，可採取之輔助工法逐一

說明。

開挖面氣體持續逸出時，必要時將採前進

面止氣灌漿處理；已開挖面量測到氣體濃度超

標時，除加強通風外，透過密集的量測可燃性

氣體源，尋找確認可燃性氣體路徑及原因後，

如因空間限制所造成之氣體蓄積可採行輔助風

機等措施；如原因為已開挖段之氣體逸出，可

採行預防性阻氣工法，如氣密性噴凝土、已開

挖段止氣灌漿或噴佈式阻氣層等作為。相關處

理措施為一配套，施工廠商因應現場情況，選

用可行的方法，經工程司同意後施作。氣體濃

度管制標準及相對應之處理對策如表6所示。本

工程施工採用之洩氣井示意圖如圖17所示，各

開挖輪進所量測之瓦斯氣體濃度如圖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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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本工程隧道遭遇可燃性氣體處理防治工法比較表

防治工法
必要性
作為

輔助
工法

說明 限制條件 費用
影響
隧道
工期

初步評
估採用

基
本
工
法

隧道通風
充分之隧道通風，遭遇可燃性氣體
湧出時，開挖面1m/sec以上風速。
必要時於避車彎配合輔助風機使用

中 無 已納入

安全管理
措施

人員進出管制，配合RFID系統管理
動火源管理

低 無 已納入

瓦斯氣體
偵測器

每250m設置固定式氣體偵測器；搭
配移動式氣體偵測器，量測以隧道
上方、避車彎及左右起拱線位置

低 無 已納入

減少岩栓
使用

減少可燃性氣體逸出之途徑 低 無 已納入

安全爆材
及設備

煤礦准用炸藥及電雷管
防爆型照明

煤礦准用炸藥
國內用量少，
採購不易

中 無
防爆\
照明

輔
助
工
法

阻
氣
工
法

氣密性
噴凝土

噴凝土添加劑，提升緻密性。
須試驗驗證成
果

中 無
建議
施作

止氣
灌漿

前進面止氣灌漿
已開挖面止氣灌漿
已有契約單價及規範

局部影響主隧
道施工，成效
較不易掌握

高 中 必要時

噴佈式
阻氣層

採噴佈式阻氣層，必需全週噴佈，
噴佈範圍基本長度約10m

開挖面需乾燥 高 中 必要時

高性能地層
洩氣井

以鑽孔及擴孔方式，增設垂直通風
管道

用地取得協商 高 低 必要時

輔助風機或
局部灑水

改善局部區段之氣體積存 中 無 必要時

圖16 已開挖段遭遇可燃性氣體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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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遭遇可燃性氣體處理對策表

圖17 洩氣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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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施工中探測-氣體量測成果

玖、結語

本引水隧道工程預期遭遇大量瓦斯氣體，

於施工過程中亦多次有瓦斯氣體湧出超過警戒

值及行動值，在全體團隊成員戒慎恐懼，努力

以赴下，隧道工程於2018年5月23日順利貫通，

貫通典禮照片如圖19。有關隧道開挖擾動造成

岩體孔隙增加，有害氣體逸出量及濃度上升，

達可能爆炸範圍時，將嚴重影響工程安全。本

工程藉由強制通風及有效管理火源、人員管

制、固定式及移動式氣體監測等，是減少有害

氣體發生氣爆之最根本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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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新烏山嶺引水隧道貫通典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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