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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蘇花改觀音隧道遭遇地質弱帶類型
黃金田，吳慶輝，郭育安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蘇花改監造專案

摘 要
蘇花公路改善工程觀音隧道其地質分區屬大南澳片岩，林啟文等(1993)製作南
澳地區五萬分之一地質圖時，將本區域之岩石地層命名為武塔片岩，其岩性主要
為石英雲母片岩與石墨片岩，夾有透鏡狀綠泥石片岩及較薄層之大理岩、變質燧
石及變質砂岩，其下部出露厚層變質燧石與石英片岩。
研究區域內的岩性雖單純，但地質構造卻相當複雜，在適當的條件下，這些
複雜的地質構造將造成岩體的異常破碎或是軟弱，形成地質弱帶或是剪裂帶。
本文藉由隧道工程進行中，所觀察中視尺度地質構造與區域應力演化結合，
希望將塑性、脆-塑性、脆性變形條件下所產生之地質構造作出區分，以及分別形
成地質弱帶之原因及地質弱帶型態作探討。

一、介紹
臺 9 線蘇花公路為連接臺灣東部宜蘭地區至花蓮地區之主要道路，但因濱臨
太平洋且地形陡峭易發生落石，坍塌。經歷過數次改善工程未有顯著成效，也因
為岩石坍落常造成通行民眾之傷亡，因此蘇花公路改善工程將以長隧道及高架道
路為主，徹底改善臺 9 線目前的狀況。
蘇花公路改善工程觀音隧道為連接宜蘭南澳地區至花蓮和平地區(圖 1)，為蘇
花公路改善工程中最長的隧道，其設計為雙孔隧道，北起南澳南溪右岸，向南穿
越中央山脈至觀音溪溪谷北側。

圖 1 蘇花改觀音隧道地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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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隧道所屬地層為武塔片岩，觀音隧道沿線之岩性分布主要以黑色片岩(石
英雲母片岩、雲母片岩等)為主，穿插厚層綠色片岩(綠泥石片岩等)及石英片岩、
大理岩及變質燧石。主要斷層造帶包含樟樹山斷層、觀音斷層(紅色網格)及多道剪
裂帶(紅色虛線)，如圖 2 所示。

圖 2 觀音隧道沿線地質圖，無色區塊為黑色片岩(Bs)，綠色區塊為綠泥石片岩
(Gs)，藍色區塊為大理岩(Mb)，橘色區塊為石英片岩(Qs)，灰褐色區塊為變
質燧石(Ct)

二、地質弱帶(Weakness Zone)特徵及分類
蘇花改觀音隧道施工過程當中，常遭遇地質弱帶，可能因此引發隧道抽坍或
是坍落，但地質弱帶並非單一因素所造成，且地質弱帶的種類也並不單純，在一
般地質條件下，Palmstrom and Berthelsen (1988)將地質弱帶區分為以下幾種類型，
本文將大致依循此架構，探討觀音隧道數種常見形成岩體弱帶之地質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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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弱岩層(Layers of Weakness Zone)：呈層雲母(Layers of Mica)-呈層/脈狀/透鏡狀滑
石(Layers/Veins/Lenses of Talc)。
2.區域構造型(Tectonic fractured Zone)：
A.伸張錯動(Tensionfaults)包括羽毛狀節理(Feather Joints)-黏土礦物充填(Clay
Filled Zones)-方解石脈、綠泥石、粉砂等物質充填(Zones Filled with Lamellar
Calcite, Chlorite, Silt etc.)。
B.剪裂錯動(Shearfaults)包括粗顆粒剪動破碎帶(Coarsely Fragmented Crushed
Zones)-細顆粒剪動破碎帶(Finely Fragmented Crushed Zones)-純黏土富集剪
動破碎帶(Simple, Clay-Rich Crushed Zones)-複合物質剪動破碎帶(Complex,
Clay-Rich Crushed Zones)-大型破碎帶或節理(Larger Fractures or Joint Zones)。
3.風化層(Altered Zone)：風化破碎帶(Altered Crushed Zones)。

2.1 弱岩型
在隧道施工過程當中，我們經常發現岩體強度具有明顯的差異，當然，這些
差異性質可能係因為數種地質構造所造成，但在此節中，我們將探討由岩性或岩
石組織(Fabrics)、組構(Textures)相關的弱帶。觀音隧道沿線主要岩性以片岩為主，
因此片岩的性質就必須再更深入的探討。
所謂片岩是具明顯片狀構造的變質岩，其變質溫壓條件較板岩、千枚岩高，
經再結晶作用(Recrystallization)產生變質礦物，因變質度較高，所以礦物粒徑較
大，肉眼已可明顯辨識，片岩根據其礦物分類和命名，如雲母片岩、角閃石片岩、
綠泥石片岩等。
影響片岩之岩石強度主要因素可區分為以下兩點：
1.礦物組成：本區域所屬片岩主要為石英雲母片岩與石墨片岩，其名稱為廣義之
名詞，依其主要的礦物組成，可細分為綠泥石-石英-絹雲母-石墨片岩、斜長石白雲母-石英片岩、斜長石-石墨-綠泥石-絹雲母-石英片岩、綠泥石-白雲母-黑雲
母-石英片岩，以及石墨-白雲母-黑雲母-石英片岩。觀音隧道沿線片岩中常見之
變質礦物群主要有石英類、長石類、雲母類、綠泥石類、石墨類礦物(林啟文等，
1993）
，其中雲母類、綠泥石類、石墨類礦物之晶癖(Crystal Habit)以片狀(Lamellar)
或條狀(Bladed)為主，而石英與長石類礦物之晶癖為顆粒狀(Granular)為主。基
本上石英或長石類礦物之比重越高，則岩石強度較高，若雲母類、綠泥石類、
石墨類礦物等片狀礦物比例越高，則岩石強度較低。
2.岩石組構：影響片岩強度最重要之岩石組構為片理構造，片岩為葉理構造之一
種，一般而言，葉理生成的因素大致可分為三種(楊昭男，1986)，第一種為礦
物顆粒因岩體形變產生機械旋轉而成平行之產狀，第二種為片狀礦物於再結晶
作用同時依特定方向生長，第三種為壓溶作用使岩石部分溶解並平行排列產生
葉理。片理分類相當複雜，本文基本上利用 Dennis (1967)之分類的精神並簡化
之。基本上具片理構造之岩石在顯微鏡下可以發現夾質領域以及劈理領域，夾
質領域(Microlithon Domain)係指岩石中較無順向排列、大致維持原組構的部
分，劈理領域(Cleavage Domain)係指平行排列之片狀礦物，若夾質領域較明顯，
則 稱 為 間 距 劈 理 (Spaced Cleavage) ， 且 可 發 現 前 期 組 構 者 稱 為 夾 皺 批 理
(Crenulation Cleavage) ， 若 無 前 期 組 構 者 稱 為 無 前 理 劈 理 (Disjun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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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vage) 。 如 劈 理 領 域 極 發 達 ， 且 夾 質 領 域 不 發 達 者 ， 則 稱 為 連 續 劈 理
(Continuous Cleavage)。於隧道施工同時觀察發現，本區域之石英雲母片岩、石
墨片岩與綠泥石片岩等所含的片狀礦物較多，劈理領域無法明顯區分，屬於連
續劈理，而石英片岩或雲母石英片岩則屬夾皺劈理。基本上劈理領域發達者，
其岩體強度較夾質領域發達者差，且片狀礦物含量越多，劈理領域基本上越發
達，因此由礦物組成及岩石組構來看，可以得到片狀礦物含量越高則其岩石強
度越低的結論。

圖 3 片理間距差異所產生差異強度

2.2 區域構造型弱帶
臺灣本島歷經兩次主要造山運動，分別為南澳造山運動及蓬萊造山運動，本
區域片岩之原岩多屬碎屑沉積岩，因造山運動使這些台灣的基盤受變質作用形成
變質岩並且抬升至現今位置，後因呂宋島弧系統西北向斜撞，也就是所謂臺灣中
央山脈書折構造(Liang et al., 2005)，本區之區域應力由壓縮(Contraction)轉變成為
橫移(Strike-Slip)，也因此造成本區域構造之複雜性。
雖 Palmstrom and Berthelsen (1988)所主張之地質弱帶，提及區域構造型弱帶
屬於近地表脆性變形環境下所出現之地質構造，但作者於隧道施工過程中，發現
深部構成的地質構造也相同影響岩體強度，因此，也將探討於各構造位階所產生
之地質構造。
應變是應力累積的結果，這是構造地質學的基礎理論，也就是說現今的地質
構造是累積不同深度或階段的應變結果。因此本文將由不同深度之地質構造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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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述之。考量隧道工程地質之通用性，本文排除大型深部斷層構造帶所出現的地
質構造。
Weinberger et al. (2010)整合片岩區構造位階，由深至淺所能發現的地質構
造，請注意其應力方向始終不變，與本區域應力演化情況不符，但其構造位階所
對應之地質構造與本區域相仿。其結果可簡化為三個階段如圖 4 所示。

圖 4 不同構造位階所出露之地質構造
2.2.1 第一階段為塑性變形(Ductile Deformation)
此階段所形成之變形為構造位階最深的區域，因此溫度及壓力相當高，在這
樣的溫壓條件下，晶格中分子或原子容易轉移而形成缺陷，一般而言有三種晶格
缺陷容易產生，分別為點缺陷、線缺陷、面缺陷，點缺陷將影響結晶強度和固態
擴散(Solid-State Diffusion)，固態擴散是能改變結晶的形狀和體積，因此在塑性變
型階段岩體變形以形狀變化為主，並非斷裂。此階段容易形成的地質構造敘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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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溫度壓力條件下，岩層常被區域應力影響而產生複雜的褶皺。而片理
也在此階段發展，且因受同一區域應力作用影響，常與褶皺產生關係，若片理面
與褶皺軸面(Axial Plane)相同，則稱為軸面劈理。若區域應力方向改變，則會產生
後一期的片理，且前一期的片理容易被後一期的片理干擾，而褶皺型態將轉變成
為多次褶皺(Refolded Fold)。本區域的褶皺型態大致也呈現多次褶皺型態，中視構
造(Mesoscopic Structure)尺度的褶皺外型示意如圖 5。多次褶皺構造外型多變，且
褶皺波長及振幅多變，但其變形為礦物晶格尺度僅止於形變非斷裂，因此對整體
岩石強度影響不大。

圖 5 觀音隧道中多次褶皺構造示意
2.2.2 第二階段為脆-塑性變形(Brittle-Ductile Transitional Deformation)
此階段所形成之變形為構造位階由深轉淺的區域，因此溫度及壓力已經明顯
低於塑性變型區，部分岩石已開始發生破裂的變形模式，在此階段發生的地質構
造如下：
a. 石英的熔點較其他礦物低，石英在此階段依舊能夠以溶液狀態存在，並充填於
裂隙當中，因此若岩體受剪破裂，則石英會充填之並產生石英脈，且若岩體在
此期間持續變形褶皺，則石英脈也將隨之變形成外觀具褶皺狀的石英脈，如圖
6。觀音隧道施工過程中，經歷數個石英脈的富集帶，但並未發現岩體有因石
英脈富集，而有特別破碎軟弱的現象，但片理密度較高的岩層石英脈富集的機
率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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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具褶皺型態石英脈
b. 觀音隧道片岩中褶皺構造受強烈區域應力影響，褶皺型態以緊密-同斜褶皺為
主，如圖 7。換句話說褶皺的波長極小，但振幅極大。但在脆-塑性變形階段岩
體之形變量無法如塑性變形階段大，因此劇烈的褶皺作用在此階段常於岩性或
岩石強度差異大時發生移位構造，隧道內移位構造的出現，代表岩石強度在短
距離內差異大，在區域應力持續作用的情況下，可能會在移位作用所產生的斷
塊周圍產生特別破碎的現象，此種構造所產生的弱帶規模取決於移位構造產生
斷塊之規模，規模大者，地質弱帶範圍也將較大。

圖 7 觀音隧道內多次褶皺構造，小褶皺軸朝北東傾末，照片朝北拍攝
c. 片理急折現象(Kinking)：在為脆-塑性變形階段相當典型的地質構造。這種構
造容易出現在岩性單純，片理發達且間距較小的地質條件下。急折帶出現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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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應力作用下，在構造深度深及淺分別為形變或是斷裂所吸收的位移量，在
脆塑性轉換的環境下，其變形由旋轉及開裂所取代，造成的結果便是”藕斷絲
連”的破裂狀況。有些學者甚至將其歸類至褶皺的一種。
急折帶基本上有兩種主要構型，如圖 8 所示，伸張型與擠壓型區域應力皆可造
成片理急折構造，其研判依據為 α1 及 α2 角度的特徵。觀音隧道內可見片理急
折構造如圖 9 及圖 10。

圖 8 急折帶的基本型式(修改自 Ramsay, 1987)

圖 9 觀音隧道內片理急折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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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Sta.6K+662 附近之片理急折帶與剪裂帶關係
雖然片理急折帶並非與斷層帶具有明顯的斷層錯動，但於急折區域中輕則片理
開裂，嚴重者將遭遇多道平緩的剪裂帶，其程度受制於急折帶的性質與其急折
區中旋轉程度，可能的剪動模式可以從 α 與 β 角的關係獲得(如圖 11 所
示)(Ramsay, 1987)。

圖 11 片理急折帶產生之剪動模式(Ramsay,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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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折帶程度上並不如脆性斷層一般容易有厚層剪裂泥，但事實上當脆-塑性環
境下產生的片理急折構造受區域作用持續抬升至近地表的脆性環境下，脆性構
造極有可能沿片理急折帶所產生的弱帶繼續發展，圖 10 中黃色區塊便是與片
理急折帶可能相關的後期剪動構造。在隧道開挖過程當中，遭遇片理急折帶經
常伴隨著較多的地下水湧出，以及開裂且極破碎的片理構造，甚至容易遭遇剪
動破碎帶與薄至厚層剪裂泥。
2.2.3 第三階段為脆性變形(Brittle Deformation)
脆性變形階段為近地表的岩體變形行為，主要以破裂、剪動構造為主。以下
將觀音隧道於此階段易形成的地質構造分為；
伸張錯動與剪裂錯動。本研究區在此階段之區域應力由構造地質研究、南澳
地震群、以及地表位移研究發現約在 4.1Ma(葉恩肇，1998)區域應力已由壓縮轉變
為橫移，橫移構造會局部造成擠壓或伸張構造，最著名的者為花狀構造(Flower
Structure)，花狀構造因初始裂隙方向與應力方向之關係可造成伸張性或擠壓性構
造(圖 12)，花狀構造依其伸張性質或擠壓性質可分為：擠壓性質之正花狀構造
(Positive Flower Structure)及伸張性質之負花狀構造(Negative Flower Structure)。隧
道工程進行中遭遇花狀構造的特性為數道剪裂帶會連續出現，且剪裂帶不論性質
為伸張或是壓縮，都可出現較陡或較緩的位態，另外，負花狀構造常形成局部張
裂盆地(Pull-Apart Basin)，使地表水得以快速進入隧道施工範圍。

圖 12 花狀構造示意
觀音隧道施工過程中發現若干疑似花狀構造型態的剪裂帶(如圖 13 與圖 14 所
示)，因開挖斷面僅 12 公尺，對於完整的構造觀察實屬不易，但就剪裂帶性質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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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蘇花改工程技術論壇論文集

討以及地質展開圖製作之後，發現許多角度偏緩的剪裂帶應屬花狀構造上部結構
的部分。

圖 13 觀音隧道小型負花狀構造

圖 14 觀音隧道小型花狀構造於展開圖中呈現之樣貌，網格區域表剪裂構造出露

開花構造所形成之地質弱帶影響隧道工程程度不一，理論上花狀構造規模越
大，其剪裂帶規模越大，則影響隧道施工可能性越高。另正花狀構造可造成高角
度或低角度的厚層夾泥剪裂帶，且地下水易富集，對於隧道開挖屬高風險之地質
構造。
除了花狀構造外，此階段也可發現斷層帶，伸張型斷層帶與錯動型斷層帶最
大的差異點在於斷層帶位態的角度，伸張型斷層帶通常位態較陡，但斷層泥含量
較少，相對的充填礦物含量較高，斷層影響範圍較小，破碎帶的範圍較小(如圖 15
所示)。反之，錯動型斷層帶的夾泥量較多，且剪裂帶或斷層影響範圍較大，且破
碎帶較厚。不論是何種性質的剪裂帶或是斷層帶，只要規模達到一定程度，其剪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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裂帶將具規模，另外也提供地下水通路，使地下水容易富集，也為隧道工程高風
險地質構造之一。

圖 15 於觀音隧道北段濱海處之伸張性斷層露頭
岩石受力破碎者稱為節理，若數條節理呈現共同的位態則稱為一組節理。節
理之組數、間距、延伸性及開口等性質對於隧道的影響已經有許多研究及了解，
基本上單純為節理所造成地質弱帶機率不大。但若密集的節理或開口較大時，容
易形成地下水良好的通路。

2.3 風化型弱帶
岩體受到風化作用後，岩石強度將明顯降低。觀音隧道為中等岩覆，理論上
大多數的路段岩體風化程度並不高，但是有某些情況使的岩體，受到風化呈現軟
弱的特徵。在觀音隧道沿線影響岩體風化程度重要的因素為地下水，當局部岩體
長期受地下浸潤，片岩中的雲母礦物會產生所謂蝕變(Alteration)的現象，所謂蝕
變是指礦物生成後，因區域構造作用使其靠近地表，其溫度壓力降低，使礦物結
構變得不穩定，因此，慢慢分解並且蛻變成另外一種礦物的過程。基本上高溫型
礦物蝕變的速度越快。基本上雲母類及綠泥石類礦物通常蝕變後，含結晶水
(K0.75(Al1.75R)[Si3.5Al0.5O10](OH)2)成為黏土礦物(如圖 16)。通常大多數的雲母
礦物會蝕變成為非膨脹性之伊利石(Illite)，但伊利石還是會受到風化蝕變作用，蛻
變為其他種類的黏土礦物，因此部分風化後的雲母片岩仍具膨脹性質。
當厚層的黏土礦物出現於隧道開挖面時，也時常伴隨著地下水富集，若遭遇
膨脹性的黏土礦物則隧道容易變形，即便遭遇到的是不具膨脹性的伊利石或其它
黏土礦物，但黏土礦物為片狀礦物，通常膠結性遇水則相當差，因此觀音隧道某
些部分的岩體”遇水軟化”的原因在於片岩受到風化作用的影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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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頂拱綠泥石片岩、雲母片岩已風化為黏土礦物，色澤偏白，軟弱易坍落

三、討論
觀音隧道工程施作中出現相當多且複雜的地質構造，本文利用其成因及形成
環境做基本分類，但事實上在真實的案例中，多數的情況下，不同時期的地質構
造會同時出露於開挖面當中，且多數的地質弱帶出現也常伴隨地下水湧水的發
生。若可將本所述之數種地質構造結合隧道開挖之地質狀況，將有助於釐清地質
弱帶之特性，甚至能夠預測未來隧道開挖之地質弱帶分布狀況。在觀音隧道施工
期間，地質團隊定期提出以地球物理探測、不取岩心探查配合開挖面地質狀況加
以評估預測各種地質弱帶可能的分布狀況。若遇到非預期之地質弱帶，也將即時
提供隧道施工人員預警，以避免隧道抽坍之狀況。
另若已遭遇地質弱帶或遭遇湧水，熟悉地質構造較能夠判斷岩體破碎之整體
趨勢，較不易被局部破碎剪裂帶影響，形成誤判。觀音隧道施工中已有多次因正
確地質構造研判因此獲得成功導排。

四、結論
地質弱帶又同時遭遇湧水時，隧道施工將變的異常危險與緊急。因此”即時”
的構造研判變得非常重要，務必在第一時間就必須提出施工方案才可能順利通過
地質弱帶，因此隧道地質師必須要有良好的工程地質與構造地質的訓練才可能將
複雜的地質條件釐清，並於施工過程提供施工現場即時的建議或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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