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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臺灣地處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板塊交界，兩個板塊間之碰撞擠壓導致山脈的發育，同時也生成許多

的活動斷層。由於這些斷層活動，臺灣自從有地震儀器紀錄以來已發生超過十數次之重大災害性地震，

造成民眾重大生命財產的損失。但即使沒有引發地震，部分活動斷層仍會持續滑動並產生明顯的地表變

形，從而對於國家重要交通設施產生影響，例如目前進行中之國道3號田寮3號高架橋及中寮隧道改建工

程，便是一個明顯的範例。傳統大地變位監測技術受限於測站之間必須能夠互相通視，因此測區大小受

限。此外如果測區內並不存在一個穩定的參考點，或是採用的參考點本身也受到大地變位的影響，監測

成果也會產生偏差而導致誤判。放眼國際，GPS衛星測量是目前進行廣域大地變位監測的主流方法。本

文將以國道3號田寮3號高架橋及中寮隧道大地變位監測計畫為例，簡要介紹如何利用GPS衛星測量解算

與分析廣域大地變位之形態與特性。

摘  要

Abstract

Taiwan is situated at the boundary of Philippine Sea Plate and Eurasian Plate. The fast mountain building 
processing has resulted in many active faults on the island. Due to these active faults, there have been many 
devastating earthquakes in Taiwan that caused significant damages to the lives and properties of the general 
public. However, even without triggering earthquakes, some active faults continue to creep and generate a rapid 
and distinctive crustal deformation pattern. This rapid and distinctive crustal deformation pattern has already 
caused signifi cant effects on major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s, for example, on the Tianliao No. 3 Viaduct and 
Jhongliao Tunnel on No. 3 National Freeway. The traditional geodetic monitoring technique is limited by the inter-
visibility between two adjacent stations. therefore the size of survey area is generally restricted. And if there cannot 
be found a stable reference point in the survey area, or the adopted stable reference point is actual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rustal deformation, the monitoring results will be biased and unreliable. Currently, GPS satellite 
surveying is the mainstream practice to perform large-area crustal deformation monitoring. This paper will briefl y 
introduce how GPS satellite surveying was used for monitoring the pattern of crustal deformation along and nearby 
Tianliao No. 3 Viaduct and Jhongliao Tunnel on No. 3 National Freeway.

1 2 3 4 5 6

Large-Area Crustal Deformation Monitoring by GPS- The Case of Tianliao No. 3 
Viaduct and Jhongliao Tunnel on No. 3 National Fre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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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是美國為了軍事與民用導航目的而發展的

衛星定位系統，自1978年第一顆衛星升空以

來，至今已經有40年的歷史。最早發射的第一

代(Block I) GPS衛星目前已全數停止使用，現在

正在使用的衛星都屬於第二代(Block II)衛星，包

含了Block II-R、II-RM、及II-F衛星。而美國從

2018年開始發射的衛星都將是屬於第三代(Block 

III)衛星。

GPS的原始發展目的是為了導航用途，因此

原本設想的定位方法是絕對定位(也稱為單點定

位)，且定位精度等級僅在公尺等級。在1980年

間，測量界提出將相對定位方法應用到GPS，並

搭配使用精度較高的載波觀測量，使得GPS衛星

定位精度可以提升到公分等級，大幅擴展了GPS

的應用領域。

在臺灣，最早使用高精度GPS相對定位技術

是在測量界。內政部地政司自1993 年起便開始

採用GPS定位進行國家基本測量，在臺灣本島及

外島設立8個GPS連續追蹤站，陸續完成一、二

等GPS衛星控制點的建置工作，藉此定義1997

臺灣大地基準(Taiwan Geodetic Datum 1997, 

TWD97)，並於2000年正式公告TWD97為國家測

量基準(圖1)。

除內政部地政司外，臺灣許多單位也陸續

運用GPS相對定位技術於大地變位監測，例如經

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內

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等。主要的應用是

瞭解臺灣地殼變動

狀況與建立水平速

度場(圖2)，以及

監測斷層活動情形

等。

本 文 將 以 國

道3號田寮3號高

架橋及中寮隧道大

地變位監測計畫為

例，簡要地介紹如

何利用GPS衛星測

量解算與分析廣域

大 地 變 位 之 形 態

與特性(楊名及景

國恩, 2013; 2014; 

2016)。

圖1 TWD97臺灣大地基準控制點分布圖(Yang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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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臺灣為歐亞板塊與

菲律賓海板塊相互擠壓造成之

碰撞造山帶，使得臺灣本島

內部並不存在一個穩定的、位

置不變的參考點。換言之，臺

灣本島之地殼隨時都處於板塊

聚合變形的狀態下。因此為瞭

解計畫測區之地表變形行為，

藉由與國際IGS (International 

GNSS Service)連續站資料之聯

合解算，求解各測站定義於全

球參考框架ITRF (International 

Terrestrial Reference Frame)之

每日坐標解，以掌握測區地表

位移之型態。

GPS解算過程分為兩個階

段。第一個階段為求解國內約

制連續站之坐標及速度場。

採用IGS公告俄羅斯Irkutsk連

續站(IRKT)、日本Tsukuba連

續站(TSKB)、美國關島連續

站(GUAM)、澳洲Perth連續站

(PERT)、及印度Bangalore連續

站(IISC)，如圖3所示，以ITRF

坐標系統時刻2000.0之位置

作為計算依據，求解國內約

制連續站於ITRF坐標系統時

刻2000.0之坐標及速度場。第

二階段為求解測區內GPS觀測站之坐標。考慮各

國內約制站與測區內GPS觀測站間之距離，採用

墾丁站KDNM、金門站KMNM、北港站PKGM、

澎湖白沙S01R等4個測站為約制站(圖4)。根據

KDNM、KMNM、PKGM、S01R測站於ITRF坐標

系統下之坐標及速度場，再以線性關係式推出

此4個連續站於觀測時刻之坐標並加以約制，解

算測區內GPS觀測站定義於ITRF系統之坐標。由

於約制之國內連續站與測區GPS觀測站距離皆在

200公里內，相較於使用國際連續站聯合解算，

貳、廣域大地變位之GPS解算與分析

本計畫之測區為國道3號田寮3號高架橋

(南下378k+298～378k+713；北上378k+298～

378k+673)及中寮隧道(南下378k+795～380k 

+653；北上378k+825～380k+653)。該區受大

地擠壓與斷層活動等地質因素影響，持續導致

橋隧結構產生變位，藉由蒐集監測資料並加以

解算，以探討結構破壞與構造活動之相關性。

圖2 臺灣本島GPS水平速度場(楊名等,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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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因基線過長造成解算精度不佳之情形。

此外為避免此4個約制站的資料品質不佳而造成

解算錯誤，在每次計算前將進行約制點檢核，

並排除資料品質不佳的約制站。

在本計畫中，我們使用由瑞士伯恩大學發

展的Bernese 5.0軟體解算IGS連續站、國內GPS

約制站、鄰近區域以及測區內之GPS連續站；另

外利用TBC (Trimble Business Center)軟體解算測

區內大地變位監測點的GPS資料。測區內GPS點

位分佈如圖5所示，其中藍點代表連續站，黑點

為大地變位監測點。

利用Bernese解算出各GPS連續站於ITRF框

架下之坐標每日解，將第一筆坐標定為起算原

點，可繪製出各GPS連續站的坐標時間序列，如

圖6所示。接著使用空間濾波(spatial filtering)技

術來提高坐標成果精度。該技術首先剔除各站

坐標時間序列內殘差量大於3倍標準差的資料，

接著消除與空間相關的雜訊(Wdowinski et al., 

1997)。完成空間濾波後，再以最小二乘法得到

擬合線，並由此擬合線推求每日之坐標成果，

在評估各站速度量時，以公式(1)對各站坐標進

行時間序列擬合。

 (1)

其中，n 代表第 n 個測站，i 代表坐標之

N、E、U分量，  為坐標值、a 為截距、b 

為速度(斜率)、g 為事件(自然事件如地震造成的

位移，人為因素如更換天線盤，或是其他原因造

成坐標的位移)、k 為事件(天線盤產生位移，且

速度發生改變)、H 為階層函數、t 為時間(單位

為年)、T 為發生事件的時間點(單位為年)、v 為

殘差。圖7為推算GPS連續站速度量之示意圖。

圖3 採用之IGS連續站分佈圖

圖4 採用之國內GPS約制站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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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測區GPS監測點分佈圖。長條形為國道3號田寮3號高架橋和中寮隧道之位置。藍色區域為河流。紅色為斷層

線。LCNF：龍船斷層，CHNF旗山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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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連續站GPS1坐標時間序列圖。

不同於GPS連續站每天都可獲得觀測資料，

測區之大地變位監測點每一個月或每三個月才

進行一次觀測，故無法對這些點位進行空間濾

波，而是直接將監測點坐標時間序列使用公式

(1)進行擬合來求得速度量，如圖8所示。

本計畫除GPS連續站及大地變位監測點資料

外，並收集導線測量及水準測量資料以進一步

對於測區控制點進行加密。導線點之坐標及水

準點之高程均是根據GPS連續站及大地變位監測

點坐標時間序列解算而得。

將2011年11月至2016年2月期間之大地監

測成果的水平速度場、高程速度場分別繪於圖

9、圖10。由二圖可知，速度量之大小和方向在

龍船斷層和旗山斷層的南北側有明顯不同，因

此可將此區域劃分為三個塊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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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旗山斷層之上盤)為塊體三(Block III)。在水

平速度場方面，由圖9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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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垂直速度場方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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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連續站GPS1速度量推求示意圖。黑色點為空間濾波後的坐標，綠色擬合線之斜率為點位速度量，黑色虛線

為2016年高雄美濃地震發生時間。最底端的長條圖為古亭坑站雨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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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大地監測點Q001之速度量推求示意圖。紅色圓圈為坐標時間序列。綠色擬合線之斜率為點位速度量。黑色

虛線為2016年高雄美濃地震發生時間。

圖10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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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進一步分析斷層活動對於田寮3號高架

橋及中寮隧道之影響，將水平速度量分解為平

行國道3號高速公路走向與垂直高速公路走向，

連同垂直速度量得到三維速度剖面，如圖11和

圖12所示。由三維速度剖面可知，垂直速度在

跨越旗山斷層有約80 mm/yr之顯著速度量差異

(圖12最下方子圖)，造成中寮隧道北口的路面不

斷地抬升；而水平速度則在兩個斷層之間有約

60 mm/yr的變化差異(圖12中央子圖)，造成田寮

3號高架橋的橋面伸縮縫不斷地擠壓。圖13則是

顯示此測區的主應變率分佈，主要擠壓點明顯

地是在田寮3號高架橋的橋台兩側(跨龍船斷層

處)，而主要伸張點則是在中寮隧道內接近北口

處(跨旗山斷層處)。

由以上監測成果分析可知，自國道3號通車

後，田寮3號高架橋及中寮隧道之大地地盤持續

發生快速且顯著的水平及垂直變形，若忽視此

問題將導致高架橋與隧道之結構受損。因此，

高速公路局與台灣世曦公司根據以上廣域大地

變位監測成果，設計了國道3號田寮3號高架橋

及中寮隧道長期改善工程，將此路段改為柔性

構造物，以路堤取代高架橋，並以路塹取代隧

道(林佳煜，2017)。這是因應持續且快速的地表

變形對國家重要經建工程造成潛在性災害影響

的一個明顯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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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GPS監測點和導線點參考於ITRF之水平速度場(隧道北口至高架橋一帶)。藍色、黑色箭頭分別代表GPS連續

站和大地變位監測點資料推求之速度向量。紫色和綠色箭頭分別代表隧道內、外導線點推求之速度向量。

95%可信區間之誤差橢圓位於各速度量頂端。長條形為國道三號田寮三號高架橋和中寮隧道之位置。藍色

區域為河流。紅色線條為斷層之位置。LCNF：龍船斷層，CHNF：旗山斷層。



3
專
題
報
導

132 │No.119│July, 2018

圖10  GPS連續站和水準點參考於ITRF之垂直速度場(隧道北口至高架橋一帶)。藍色箭頭代表連續站之速度量。

綠色、紫色箭頭分別代表隧道外、隧道內水準點推求之速度量。95%可信區間之誤差範圍位於各速度量底

端。長條形為國道三號田寮三號高架橋和中寮隧道之位置。藍色區域為河流。紅色線條為斷層之位置。

LCNF：龍船斷層，CHNF：旗山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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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水平速度場之速度剖面圖(沿田寮3號高架橋與中寮隧道走向)。綠色方框為速度剖面的範圍，

方框內的點位速度量投影至B-B’剖面上，產生平行和垂直高架橋方向的速度量。平行高架橋

走向分量以朝西北方向為正，垂直高架橋走向分量以朝西南方向為正。

圖12  三維速度剖面圖(沿B-B’剖面)。上方為垂直高架橋走向之速度分量，中間為平行高架橋走向之

速度分量，下方為垂直速度量。X軸為沿B-B’剖面之投影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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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測區主應變率分佈圖。數值底圖為面膨脹率，正值代表伸張，負值代表擠壓。互相靠近的箭頭代表擠壓作

用，互相遠離的箭頭代表伸張作用。白色三角形為測站位置。

參、結論

2010年4月25日北二高基隆七堵3.1K段嚴重

走山事件以及雲林嚴重地層下陷對高速鐵路軌

道線形的影響等事例，皆提醒我們持續且顯著

的地表變形可能對國家重要經建設施造成潛在

性的災害，必須防患於未然，也突顯出廣域大

地變位監測的重要性。放眼國際，以GPS衛星測

量進行廣域大地變位監測已是主流作法。傳統

大地變位監測技術受限於測站之間必須能夠互

相通視，因此測區範圍大小受限，同時如果測

區內並不存在一個穩定的參考點，或是採用的

參考點本身也受到大地變位的影響，監測成果

便會產生偏差而導致誤判。衛星測量則可藉由

與國際IGS連續站資料之聯合解算，獲得各測站

定義於全球參考框架之坐標與位移速度量，便

可以從全球的觀點精確掌握調查區內地表位移

之型態與特性，進而擬定對策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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