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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報告為「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於 101年度工作成果摘

要報告。內容涵蓋「處置環境條件的調查研究」、「處置技術的研究

發展」、「用過核子燃料處置的功能評估」等技術發展成果。  

在處置環境條件的調查研究方面，主要成果包括：  

(1) 整合持續多年地質調查、地球物理調查 (大地電磁法與空中磁測解

析技術 )之成果，獲致一本島東部花崗岩體的三維地質與構造分

布之模型。  

(2) 完成前一年度鑽井之井下地球物理井測，以及岩心詳細井錄，獲

致此區花崗岩體地下地質特性相關資料。  

(3) 建置長期微震及GPS監測站，獲致此區花崗岩體於張裂大地構造

環境下沉陷趨勢之量測記錄。  

(4) 本計畫持續進行離島花崗岩 3口鑽井之水文地質長期監測；並完

成岩心詳細礦物與岩石組成分析；此外，針對Cu、Fe及U等物種

以Eh-pH相圖技術進行水文地球化學之長期穩定分析。據此，完

成整合地質、地球物理、水文地質、水文地球化學及岩石力學自

1999至 2012年研究成果之回顧。  

 

在處置技術的研究發展方面，主要成果包括：  

(1) 持續進行岩塊試驗技術發展下，本年度在含加熱棒與膨潤土的花

崗岩塊中，完成現地熱效應量測及其數值模擬。  

(2) 本計畫持續發展離散裂隙網路模擬工具，並以現地坑道裂隙量測

資料進行驗證。此外，針對坑道裂隙量測技術發展，本年度完成

地面光達掃描的坑道資料之裂隙特性解析。  

(3) 本計畫長期進行核種傳輸試驗，本年度除完成離島花崗岩Cs與Ce

吸附試驗外，亦針對未來現地試驗所需發展相關技術。  

(4) 探討各國產源產出之緩衝材料受特定熱、水、力等環境條件作用

下，其工程性質與耐久性之影響。本研究探討緩衝材料設置於處



   

 

置坑中之相關影響試驗，如材料乾燥收縮特性、回脹特性、塊體

接合特性、膠體瀝率、高溫作用等。  

 

用過核子燃料處置功能評估之研究：  

(1) 綜合分析自然現象抬升 /沉降、剝蝕作用及海平面變化等環境因素

對於處置系統的影響，定性論述個別因素對於處置環境條件的影

響，組合為洪水變異情節分析因素。透過情節的假設與演化，建

構洪水變異情節，成果將作為後續功能與安全評估概念模式研究

之依據。此外，探討地震活動對地質處置場及周圍環境的影響，

如因地震動對處置場設施之額外荷重、地下水壓變化、新裂隙生

成等，以瞭解處置場受地震作用下可能發生之情節因子，進而評

估地震對處置場安全之影響。  

(2) 針對美國勞倫斯伯克萊國家實驗室 (Lawrence Berkeley Nat iona l 

Laboratory)開發之熱水化耦合軟體 TOUGHREACT進行相關之基

本方程式、參數說明、模式架構、基本假設、數據輸出 /入格式、

分析方法、邊界條件、前處理及程式特性等說明，再依據熱、水、

化等個別模式特性進行初步驗證與確認，以做為探討後續近場核

種遷移行為模擬適用性之依據。  

(3) 功能與安全評估發展歷年研究成果彙編：蒐集彙編用過核子燃料

長程處置計畫歷年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相關研發成果，並建立報

告清單共計 433篇，其中與安全評估技術發展直接相關的報告 55

篇；同時彙整各階段的評估概念、假設、工具、參數、與評估結

果等，並以圖表說明各階段重點及關聯，以作為後續研發規劃之

參考應用。   



   

 

 

ABSTRACT 
 

This progress report in 2012 is a summary of Taipower Company’s 

work(TPC) in implement ing the Spent  Nuclear Fuel Final Disposa l 

Program Plan. Major program achievements presents in this report can 

be sub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 ies,  including “Disposal Environment  

Invest igat ion,” “Development  of Disposal Techno logies,” an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f Spent  Nuclear Fuel Disposal” in  

consistence with the requirement s o f the program plan for t he 2010 to  

2012 per iod.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of the “Disposal Environment  

Invest igat ion” include:  

(1) TPC cont inued to conduct  integrat ion of magnetotellur ics 

geophys ical and geo logical surveys based on aeromagnet ic data to 

establish a 3D st ructural model represent ing dist r ibut ion of the 

eastern Taiwan granit ic bodies.  

(2) Downho le geophys ical logging and detailed dr illed-core logging 

have been carr ied out  for rock property character izat ion from the 

first  boreho le o f the eastern Taiwan granit ic body.  

(3) Microseismic ity and GPS cont inuously monitor the granit ic bodies 

and their host  rocks,  revealing t his area exist ing extensiona l 

tectonics and keeping subsidence o f granit ic bodies.  

(4) TPC cont inued to conduct  researches on: long-term monitor ing o f 

hydraulic character izat ion in three deep boreho les of o ffshore 

granit ic islands; detailed mineralogical and geochemical analyses 

for the offshore granit ic dr illed-cores; and o f Eh-pH diagram o f 

hydrochemical analys is had been developed for long-term stabilit y 

analys is o f Cu, Fe and U in o ffshore granit ic groundwater.  

Nevertheless,  based on geo logical,  geophys ical,  hydrogeo logical,  

hydrogeochemical and rock mechanical studies between 1999 and 

2012, TPC conducted a review of the granit ic character izat ion in 

the offshore granit ic island.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o f the “Development  of Disposal 

Techno logies” include:  

(1) TPC conducted research on laboratory-scale rock test ing on thermal 

propert ies by in-situ measurement  and simulat ion for a granit ic  

block associated with a heat  conductor and back-filled bentonite.  

(2) This pro ject  cont inued to  develop discrete fractural network 

modeling based on in-situ tunnel mapping. In addit ion,  

ground-based LiDAR had been applied on tunnel mapping and 

fractural surveying.  

(3) TPC cont inued to  character ize Cs and Se adsorpt ion to  offshore 

granit ic substances and to establish diffusion exper iment  relevant  

techniques that  are capable o f applying on in situ exper iments.  

(4) The main funct ion o f buffer mater ial to  prevent  radioact ive mater ia l 

release,  delay and denia l o f groundwater,  and underground 

environmental impact  factors undermine the waste package. This 

study analys is o f the long-term stabilit y o f buffer mater ial in order 

to  understand it s engineered propert ies and durabilit y under the 

near- fie ld environment ,  include drying shr inkage, swelling 

character ist ics,  block jo int s character ist ics,  collo id filt rat ion,  high 

temperature condit ion.  

 

Per formance Assessment  (PA) o f Nuclear Fue l Disposa l:  

(1) The potent ial impacts of a disposal system were ident ified by 

natural phenomena o f uplift /denudat ion, subsidence and sea leve l 

change for scenar io  FEPs analys is.  The var iant  scenar ios due to 

flood were constructed by those methods and steps o f scenar io  

analys is methodology. The result s will be the basis to  establish 

conceptual model o f PA.  Furthermore,  analys is o f the seismic 

effects on the underground disposal facilit ies,  such as: load 

increase due to  earuthquake, groundwater pressure changes,  

creat ion o f new fractures,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factor of the 

disposal s ite by the earthquake damage.  

(2) This study illust rate the basic governing equat ions,  parameters,  

modeling st ructure,  the basic assumpt ions,  parameter input /output 



   

 

format ,  analyt ical methods,  boundary condit ions,  pre-process ing,  

and program features of the Thermo-Hydro-Chemical simulat ing 

so ftware,  TOUGHREACT, deve loped by U.S. Lawrence Berkeley 

Nat ional Laboratory.  The fir st  is to execute a preliminar y 

ver ificat ion and validat ion on each individual modules of the 

thermal,  hydraulic,  chemical packages to  provide the basis o f 

suitabilit yo f t he research for the radionuclides migrat ion behavior  

simulat ions in the near- field in the future.  

(3) Several phases o f R&D for SNFD project  of Taiwan have been 

conducted. Dur ing the long per iod o f R&D, the PA/SA techno logy 

development  is a lways a main task in the project .  This study a lso  

reviewed th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of PA/SA. It  includes the 

phase targets,  concepts,  assumpt ions,  codes,  parameters,  and 

assessment  result s.  The result ant  review is helpful for the 

development  o f R&D progra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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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我國自 1978年 (民國 67年 )開始利用核能發電，迄今共有核一、

二、三廠的六部核能機組，加上目前正在進行的龍門計畫 (龍門電

廠 )，最近的將來還會有二部機組加入運轉發電。其中，核一、二廠

四座機組為沸水式，核三廠兩座機組為壓水式，龍門電廠兩部則為進

步型沸水式反應器。預估此四座核能電廠的八部機組運轉 40年將會產

生約 7,350公噸鈾的用過核子燃料，若運轉至 60年將會產生約 10,186

公噸鈾的用過核子燃料。由於用過核子燃料中所含的放射性核種，如

99
Tc、 135

Cs、 129
I等分裂產物及 237

Np、 23 9
Pu、 243

Am及 247
Cm等錒系核

種，其半衰期長達數十萬年，且部分核種為阿伐發射體，對人體具長

期潛在的輻射危害，因此審慎尋找共同認可的處置方式，一直是核能

技術發展的重點之一。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的基本要求是選擇適當的環境，將用過核

子燃料永久安置，使其與人類生活圈隔離，以確保民眾安全及環境品

質，促進非核害環境的永續發展。海床處置、深孔處置、冰層處置、

井注處置、太空處置、及深層地質處置是幾種曾被各國考慮的處置方

案。上述這些方案經過國際間多年的研究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核

能署 (OECD/NEA)所屬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委員會 (RWMC)發表聲明

指出：地質處置系統可提供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的長期安全，並在無

需長期持續的監測、維護及監管的條件下，逹成人類安全及環境品質

的要求。地質處置在技術上已為可行，且能加以調整適合不同的地質

條件。而所謂的「深層地質處置」係採用「多重障壁」的概念，利用

深部岩層的隔離阻絕特性，將用過核子燃料埋存在深約 300至 1000公

尺的地下岩層中，再配合包封容器、緩衝回填材料等工程設施－－藉

由人工與天然障壁所形成的多重屏障系統，可以有效使外釋而遷移的

核種受到隔離與阻絕的效果，以換取足夠的時間，讓用過核子燃料的

輻射強度在影響人類目前生活環境之前已衰減至可忽略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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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6年推動我國用過核子燃料長程處置計畫，至 2005年依物料

管理法推動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迄今之計畫成果分別摘

述於表  1-1 (1986-2004年 )及表  1-2(2005-2012年 )。  

目前，我國用過核子燃料處置之推動，係依「用過核子燃料最終

處置計畫書 (2010年修定版 )」之擬定時程，切實執行境內最終處置之

技術發展及處置設施的籌建工作。依據「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

書 (2010年修定版 )」之規劃， 2005~2017年為「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與

調查評估」階段。此階段任務的兩個重要里程碑為於 2009年提出「我

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初步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簡稱SNFD2009

報告 )，以及於 2017年提出「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技術可行性

評估報告 (簡稱SNFD2017報告 )」。目前已完成近程工作主要目標──

彙整過去長程計畫研發成果與蒐集國內外相關資料，於 2009年提出

「 我 國 用 過 核 子 燃 料 最 終 處 置 初 步 技 術 可 行 性 評 估 報 告 (簡 稱

SNFD2009報告 )」，該報告內容涵蓋「處置環境條件的調查研究」、

「處置技術的研究發展」、「用過核子燃料處置的功能評估」等技術

發展成果，於 2010年 7月獲原能會同意核備，並上網公告。台電公司

依核備之SNFD2009報告內容，據以修訂「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

畫書 2010年修訂版」，於 2011年 1月獲原能會核定公告。  

根據 SNFD2009報告的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地區雖處於地質不穩

定帶，但活動構造、地震、火山活動及地質災害均有其侷限分布的特

性；除了離島花崗岩體具備長期地質穩定特性外，本島之花崗岩體根

據最新研究顯示，為臺灣地區相對穩定之地塊。因此，在後續的潛在

處置母岩調查工作中，將加強本島花崗岩體穩定性的研究，並取得其

岩體規模、分布與主要構造帶延伸之進一步資訊。  

在過去幾年中，台灣電力公司將潛在母岩特性調查技術之發展重

點，集中於離島花崗岩體測試區之處置技術發展，期能透過各項技術

的整合性驗證，取得關鍵技術的能力與成果，以及測試區的地質特性

參數、構造及建構初步地質概念模式，供功能安全評估技術發展應

用，以完備現地調查至功能評估的整體作業流程。總計在離島測試區

完成約 500點地表重 /磁力探測、 16 km地電阻剖面探測、 3000 m(6孔 )

R1 

R1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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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鑽探、及地物 /水文 /地化 /岩力等各式孔內探測作業，並透過整合

性的地質、地物、水文、水化學及環境資料解析，建構出離島測試區

初步地質概念模式。  

本計畫後續工作規劃係以 SNFD2009報告為基礎，持續進行本島

花崗岩處置母岩特性調查，同時進行處置工程技術及變異情節之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的初步發展工作，以期達成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

估階段目標，準時於民國 106年底提出「 SNFD2017報告」。目前擬訂

SNFD2017報告的目標，包括下列三項主要議題： (1)能否找到合適的

花崗岩進行地質處置； (2)地質處置技術能力是否完備； (3)地質處置

設施長期安全性之評估。此報告中將確認 (1)我國是否有合適處置母

岩， (2)我國是否已齊備關鍵處置技術。為達成此任務，本計畫需逐

步完成我國花崗岩潛在母岩特性的調查與評估、建置深層花崗岩地質

概念模式，以及本土化變異情節之功能安全評估技術的研發，作為撰

寫SNFD2017報告的重要參考依據。  

本年度計畫執行期間，日本於 2011年 3月 11日因宮城縣外海發生

規模 9.0大地震，此一震災與海嘯致使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能電

廠 發 生 核 災 事 故 ， 日 本 原 子 力 安 全 保 安 院 (Nuclear and Industr ia l 

Safety Agency)於 4月 12日將此事故升至國際核事件分級表第七級，此

為史上第二個列為第七級的核事故，也是第一個發生在沿海的核事

故。殷鑑於日本 311核災，許多國家的核能發展政策，與核廢棄物處

置策略均重新檢討。目前，日本展開長期救災行動，根據其新聞發布

顯示，將擬訂計畫於十年內拆除受災關廠的核電廠設施，同時依照其

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時程，於 2025年開始建造最終處置場至

2035年運轉。我國核一廠目前暫停延役申請，並依原定時程 (一、二

號機將分別於 107年 12月及 108年 7月止達到執照運轉期限 )前提報除

役計畫書。因此，主管機關對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推動成果，

要求能參照日本H12報告來進行規劃，並如期達成 2017年階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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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用過核子燃料長程處置計畫歷程與成果摘要 

階段名稱階段名稱階段名稱階段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處置概念初步研發階段 1986/05~1988/06 核能研究所(主)  

中央地質調查所 

能源與礦業研究所 

(1) 場址準則方面： 

 分別就場址形界、場址地質、水文地質、放射性核種遷移、

構造與地震、人類擾動、天然資源、地表特徵、氣候、交通、

環境影響、社經因素等12個子項，以建立選擇處置場應有之

場址準則。 

(2) 場址調查方面： 

 分別就地理、氣候、人文、地層與地質構造、水文、岩層的

大地工程性質及岩層的自然變遷等七個子項，進行綜合評估

我國處置場可能設立之區域及位置。 

(3) 設計概念方面： 

 分別就熱分析及臨界分析、核種遷移、核種與圍岩之交互作

用、輻射對處置場址之影響、處置場及輔助系統設計概念、

去污及檢驗方法研究、腐蝕及固封研究、運作設施研究、輻

射安全設計概念、除役系統設計概念等12個子項，提出處置

場工程設計初步概念。 

初期工作規劃階段 1988/11~1991/06 核能研究所(主)  

中央地質調查所 

能源與資源研究所 

(1) 特性調查與資料解析： 

 (a) 完成結晶岩、中生代基盤岩及泥岩等地區之地表初步驗

證勘查。 

 (b) 進行航照地質判釋以研判各離島地質特性。 

 (c) 完成LY島、LT島、KST島等離島地質調查與評估。 

 

R2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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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用過核子燃料長程處置計畫歷程與成果摘要(續)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續上頁)    (d) 完成台灣海域數個小島嶼之地質初勘及報告書。 

(2) 技術發展與研究： 

 進行母岩物化及力學特性初步綜合研究，初步瞭解其自然隔

絕功能。 

(3) 計畫管理與國際合作： 

 (a) 依據第一階段擬訂之場址準則內容，並參考國外評選準

則及國內現況，建立調查區域評選規範、程序，以作為

調查區域評選依據。 

 (b) 完成我國可能處置母岩或地區之總優先次序，並提出離

島測試區花崗岩體、P區中生代基盤岩、台灣西南部泥

岩為較具潛力之處置場母岩。 

 (c) 完成全程研發項目與時程、國際合作、人才培育、社會

溝通等工作之規劃。 

區域調查技術準備階段

(第一工作年度計畫) 

1993/08~1994/08 能源與資源研究所(主)  

核能研究所 

(1) 功能/安全評估： 

 進行岩石圈傳輸模式－SWIFT程式初步評析。 

(2) 緩衝回填材料及核種相關試驗： 

 進行工程障壁實驗室核種傳輸評估技術的研究。 

(3) 技術發展與研究： 

 (a) 引進反射震測資料處理系統並進行反射震測探勘技術

的研發。 

 (b) 引進單孔雙封塞設備並進行試驗技術的研發。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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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用過核子燃料長程處置計畫歷程與成果摘要(續)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續上頁)   (4) 計畫管理與國際合作： 

 (a) 進行人員訓練之規劃與實施。 

 (b) 建立計畫品保體系以及資訊查詢系統。 

區域調查技術準備階段

(第二工作年度計畫) 

1995/06~1996/05 能源與資源研究所(主)  

核能研究所 

(1) 功能/安全評估： 

 完成岩石圈傳輸程式－SWIFT研究。 

(2) 緩衝回填材料及核種相關試驗： 

 進行日興土與MX-80膨潤土的核種遲滯吸附試驗。 

(3) 技術發展與研究： 

 完成高精度地球物理反射震測探勘技術以及單孔雙封塞試

驗技術之現地測試與演習。 

(4) 計畫管理與國際合作： 

 (a) 派員赴瑞典與美國參與技術講習與訓練工作。 

 (b) 品保作業實施及資訊查詢系統擴充。 

區域調查技術準備階段

(第三工作年度計畫) 

1996/07~1997/07 能源與資源研究所(主)  

核能研究所 

中國地球物理學會 

(1) 特性調查與資料解析： 

 建構PSH測試場之地質鑽井。 

(2) 功能/安全評估： 

 規劃功能／安全評估模式系統架構，並發展不確定性與敏感

度分析技術－拉丁超立體取樣技術。 

(3) 緩衝回填材料及核種相關試驗： 

 進行日興土對核種吸附之研究。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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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用過核子燃料長程處置計畫歷程與成果摘要(續)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續上頁)   (4) 技術發展與研究： 

 (a) 進行三維反射震測技術、雷達井測技術的研發。 

 (b) 進行水文地質追蹤稀釋與擴散實驗技術的研發。 

 (c) 研擬岩石力學技術發展規劃，數值分析模擬深地層岩石

受開挖擾動後的行為。 

區域調查技術準備階段

(第四工作年度計畫) 

1997/10~1998/10 能源與資源研究所(主)  

核能研究所 

清華大學 

(1) 特性調查與資料解析： 

 完成PSH測試場之第三口鑽井與完整的調查雛型演練。 

(2) 功能/安全評估： 

 引進功能/安全評估系統概念，並發展不確定性與敏感度分

析技術－階步式回歸分析技術，建立本土化功能／安全評估

能力。 

(3) 緩衝回填材料及核種相關試驗： 

 完成日興土之擴散實驗研究之階段性目標。 

(4) 技術發展與研究： 

 (a) 建立起伏地形反射震測技術、地球物理井測、地球斷層

掃描技術。 

 (b) 建立水文地質追蹤稀釋與擴散實驗技術。 

 (c) 建立深層地下水的取樣及分析、岩心礦物的組成分析、

地化模式模擬技術。 

 (d) 完成岩石力學之數學分析模式與實施套鑽法之現地應

力試驗。 

 

R2 



   

 1-5 

表 1-1：用過核子燃料長程處置計畫歷程與成果摘要(續)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調查實施與技術發展階

段(前二年計畫) 

1999/05~2001/02 能源與資源研究所(主)  

核能研究所 

清華大學 

(1) 特性調查與資料解析： 

 (a) 完成南部泥岩鑽井(200公尺)的取樣工作。 

 (b) 完成深層地下水採樣器開發。 

 (c) 完成PHREEQC模式模擬與結果評比。 

 (d) 建立熱力學資料庫電子檔。 

(2) 功能/安全評估： 

 (a) 近場環境之模擬研究。 

 (b) 建立處置場初期功能/安全評估技術、第一階段可靠度

技術、進行情節發展與分析技術的初步探討。 

(3) 緩衝回填材料及核種相關試驗： 

 建立潛在母岩核種遲滯特性參數之量測方法。 

(4) 技術發展與研究： 

 (a) 建立井間地層對比與孔內攝影技術。 

 (b) 熱特性參數之量測方法。 

 (c) 完成有限元素法模擬岩石熱傳導行為之技術開發。 

(5) 計畫管理與國際合作： 

 (a) 完成水文地質多封塞試驗技術國外專業訓練、地下水流

動概念模式之研究。 

 (b) 瑞士Nagra GRIMSEL TEST SITE 第五階段裂隙介質(花崗

岩體)有效特性參數試驗(FEP)國際合作。 

 (c) 「全程工作規劃書」檢討及修訂。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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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用過核子燃料長程處置計畫歷程與成果摘要(續)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調查實施與技術發展階

段(第三工作年度計畫)-

潛在母岩特性調查 

2001/06~2002/06 能源與資源研究所(主) 

清華大學 

中央大學 

地質學會 

(1) 特性調查與資料解析： 

 (a) 完成離島測試區重力與磁力現場量測工作； 

 (b) 完成離島測試區1/25000地質圖； 

 (c) 完成離島測試區KMBH01(501.6公尺)地質探測井的鑽探

作業。 

(2) 技術發展與研究： 

 (a) 離島花崗岩類岩體與台灣泥岩成因與演化研究。 

 (b) 台灣地區第四紀新構造與地震火山活動研究。 

 (c) 完成台灣地區第四紀氣候變遷研究報告。 

 (d) 進行W區地表及地下裂隙資料統計分析工作。 

 (e) 完成花崗岩類處置坑道溫度場初步模擬分析。 

 (f) 進行調查資料展示技術的建立。 

 (g) 進行雙孔隙率模式應用於裂隙地下水流動之研究。 

(3) 計畫管理與國際合作： 

 完成深層地質處置天然類比案例專刊。 

調查實施與技術發展階

段(第三工作年度計畫)-

發展初步功能/安全評估

模式 

2001/06~2002/06 核能研究所(主)  

台灣大學 

能源與資源研究所 

 功能/安全評估： 

 (a) 處置場設計概念之研擬及設施配置之初步規劃。 

 (b) 完成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深層地質處置概念之初期研究。 

 (c) 廢料罐材料、設計、製造等之彙整分析與評估。 

 (d) 特徵事件作用分析及資料庫系統之初步建立。 

 (e) 處置場功能評估模式之初步系統整合。 

 (f) 針對處置場源項、近場、遠場、生物圈等各分系統及處

置場全系統發展評估模式及相關之評估技術。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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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用過核子燃料長程處置計畫歷程與成果摘要(續)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續上頁)    (g) 完成處置系統一般性功能評估之分析。 

調查實施與技術發展階

段(第四工作年度計畫)-

潛在母岩特性調查 

2002/09~2003/09 能源與資源研究所(主) 

清華大學 

中央大學 

地質學會 

中正大學 

清雲技術學院 

(1) 特性調查與資料解析： 

 (a) 完成離島測試區東部岩體產狀調查、岩樣分析、構造特

性分析、地質演化史初步分析。 

 (b) 完成離島測試區KMBH02(203.55公尺)及

KMBH03(504.75公尺)地質探測井的鑽探作業。 

 (c) 完成離島測試區部份地區之地表裂隙調查。 

 (d) 完成KMBH01地質探測井之水文地試質試驗(孔內微流

速量測、水力連通性試驗及井孔裂隙水力試驗)。 

 (e) 完成離島測試區區域水文現況調查與分析(地下水井調

查、土壤入滲現地試驗、深層水質採樣分析及氣象分析

(氣溫、相對濕度、蒸發量、風及降雨量)及地表水文調

查(河川、逕流量)等。 

 (f) 完成離島測試區地下水流向分析圖、土壤入滲率分布

圖。 

 (g) 完成KMBH01地質探測井之地球物理井測(自然加馬、井

徑、電阻、溫度、自然電位、全波型超音波電視井測、

孔內攝影、超音波電視井測)。 

 (h) 完成離島測試區6000公尺地電阻剖面探測(地層岩體之

分布及地下地質構造型態)。 

 (i) 完成離島測試區東南海域地球物理探測淺層震測之分

析。 

 (j) 完成KMBH01地質探測井之地球化學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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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用過核子燃料長程處置計畫歷程與成果摘要(續)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續上頁)    (k) 完成KMBH01地質探測井之岩石力學試驗(岩石力學實

驗室試驗分析、水力破裂法(430公尺)現地應力量測及

分析)。 

 (l) 完成大陸東南地區岩漿活動與大地構造演化之研究。 

 (m) 台灣與鄰近地區的地殼活動與全球海水面變動的評估。 

(2) 緩衝回填材料及核種相關試驗： 

 (a) 進行緩衝回填材料之穩定性及不同比例混合化性探討。 

 (b) 建立核種傳輸資料庫。 

 (c) 進行核種傳輸特性研究。 

(3) 技術發展與研究： 

 (a) 裂隙參數異質性對岩體流動特性之影響。 

 (b) 核種Am及Pu之Eh(pe)-pH穩定相圖繪製與溶解度計算。 

 (c) 層析成像技術軟體開發之應用研究。 

 (d) 地下地質空間資料庫及資料變異性分析技術之建立。 

(4) 計畫管理與國際合作： 

 完成深層地質處置概念之天然類比資訊建立包括四個國外

天然類比案例、用過核子燃料的穩定性及處置容器天然類比

資訊分析。 

調查實施與技術發展階

段(第四工作年度計畫)-

發展初步功能/安全評估

模式 

2002/9~2003/9 核能研究所(主) 

陽明大學 

中央大學 

(1) 處置場安全需求與處置概念研擬 

 (a) 增補所需之一般花崗岩特性文獻資料。 

 (b) 建置一般花崗岩特性資料庫軟體。 

 (c) 修訂我國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概念。 

(2) 處置場設施配置規劃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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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用過核子燃料長程處置計畫歷程與成果摘要(續)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續上頁)    (a) 研擬地下重要設施之功能需求及操作流程概念：包括地

下可能設施需求、地下基本設施功能、地下設施初步操

作流程概念。 

 (b) 研擬地下設施配置概念：包括地下設施配置規劃、推估

處置面積需求。 

 (c) 建立初步處置設施運轉概念動畫模擬技術：包括建置國

外動畫軟體及人員訓練、處置場操作流程圖形數位化。 

(3) 廢棄物罐及其材料初步評估 

 (a) 分析廢料罐及其材料之特性，包括廢棄物罐失效機制、廢棄

物罐材料遴選考量、廢棄物罐製作過程以及不同型式之腐蝕

機制進行評估、探討。 

 (b) 參考國際間各核能先進國家廢棄物罐材料設計、遴選的要求

準則，初步選用銅質廢棄物罐為參考廢棄物罐。 

 (c) 建置銅質廢棄物罐之腐蝕模式分析，運用地化分析程式，分

析在不同水化學條件下之地化平衡條件，建立腐蝕速率預估

模式。 

 (d) 依據我國BWR及PWR用過燃料外觀尺寸，初步擬定廢棄物罐

尺寸。 

 (e) 使用有限元素分析軟體(ABAQUS6.3)，分析BWR廢棄物罐在

參考情節下，受到靜水及緩衝回填材料膨脹壓力狀況下，廢

棄物罐的結構彈、塑性變形反應。 

(4) 情節發展分析技術建立 

 (a) 完成我國FEPs初始表的初步精進。 

 (b) 完成我國FEPs初始表與芬蘭TVO92、TILA96評估報告的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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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用過核子燃料長程處置計畫歷程與成果摘要(續)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續上頁)    (c) 比較分析專家研判、故障樹及系統分析等各種情節建構的

方法。 

 (d) 情節建構方法的研究暨基本情節的描述與建構。 

 (e) FEPs資料庫的建構，由(90年度)的單機版FEPs資料庫，到(91

年度) 改版成為應用更為廣泛的網路版資料庫。 

(5) 系統評估及整合技術建立 

 (a) 完成INPAG-F介面程式。 

 (b) 完成不確定性分析分系統程式。 

 (c) 完成敏感度分析分系統程式。 

 (d) 程式連結測試，並以範例測試主程式、分系統程式及其

間之連結。 

(6) 源項特性評估模式技術 

 (a) 蒐集、更新核三廠(PWR)燃料資訊。 

 (b) 進行核三廠用過核燃料總活度及衰變產生熱隨冷卻時

間變化之特性資料之分析計算及資料彙整。 

 (c) 進行PWR用過核燃料特定放射性核種隨冷卻時間變化

之特性資料之分析計算及資料彙整。 

(7) 工程障壁評估模式技術 

 (a) 建立功能評估所需之工程障壁資料庫，並完成更新、查

詢與分析等初步功能架構。 

 (b) 精進核種在工程障壁系統之確定式外釋分析。 

 (c) 完成核種在工程障壁之圍阻、遲滯及稀釋功能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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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用過核子燃料長程處置計畫歷程與成果摘要(續)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續上頁)   (8) 地質圈評估模式技術 

 (a) 評估廢棄物罐裝置容量對處置場溫度之影響。 

 (b) 模擬多罐用過核燃料之熱傳行為。 

 (c) 釐清場址熱傳特性之重要性。 

 (d) 釐清水文地質特性參數之重要性。 

(9) 生物圈輻射劑量初期評估模式技術 

 (a) 生物圈輻射劑量評估程式的建立與測試。 

 (b) 環境與生態參數調查。 

 (c) 生物圈參考核種之建立 

 (d) 生物圈劑量轉換因數的初步運算。 

(10) 開挖擾動帶特性評估模式技術 

 (a) 蒐集模式發展所需之國內外相關文獻，包括處置概念、

相關岩體特性及隧道開挖工法等資料 

 (b) 對岩體擾動帶進行定義與分類。 

 (c) 進行處置隧道開挖影響初步分析，探討開挖擾動分布。 

(11) 緩衝材料壓實技術及其特性初步探討 

 (a) 國內緩衝材料塊製作文獻整理。 

 (b) 緩衝材料塊壓實模具之設計。 

 (c) 緩衝材料塊壓實程序研擬。 

 (d) 緩衝材料塊壓實程序研擬。不同形狀緩衝材料塊縮尺模

型製作。  

 (e) 複合緩衝材料壓實行為之微觀力學模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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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用過核子燃料長程處置計畫歷程與成果摘要(續)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續上頁)    (f) 緩衝材料壓實模式之驗證及適用性分析。 

(12) 環境參數調查分析 

 (a) 依年齡層調查國人飲用水及飲料年平均攝取量。 

 (b) 調查國人蔬菜及水果年平均消耗量。 

 (c) 調查國人牛肉、豬肉、家禽平均消耗量。 

 (d) 調查國人魚類及貝類(或無脊椎動物)年消耗量。 

 (e) 調查國人一年平均在遊樂場的時間。 

 (f) 調查國人一年平均在海邊滯留及游泳時間。 

 (g) 調查國內蔬菜、水果、肉類、漁獲量年均產量。 

 (h) 調查國人飲食、喝茶習慣。 

 (i) 調查國人身體皮膚面積、體重及壽命。 

 (j) 調查國人生活習慣、人口移動性。 

(13) 機率式評估模式技術建立 

 (a) 精進虛擬處置場之源項、工程與天然障壁傳輸與生物圈

劑量分析等子系統的模式。 

 (b) 進行全系統功能安全評估模組中地質圈核種傳輸參數

之敏感度分析。 

 (c) 進行全系統功能安全評估模組中地質圈核種傳輸的重

要參數之機率式安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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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用過核子燃料長程處置計畫歷程與成果摘要(續)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潛在母岩特性調查與評

估階段（潛在母岩特性調

查） 

2004/3~2005/3 工研院/能源與資源研究

所 

(1) 技術發展與研究。 

(2) 裂隙參數異質性對岩體流動特性之影響。 

(3) 核種Th(釷)及Np(錼)之Eh(pe)-pH穩定相圖繪製與溶解度計算。 

(4) 參考國外資料建立岩塊水力實驗設施。 

(5) 建立地下地質空間資料庫及資料變異性分析技術及三維資料

展示技術。 

(6) 與美國Sandia及芬蘭Posiva國際合作，了解其試驗技術與處置

場設計配置試用於我國之可行性。 

(7) 完成KMBH01-02-04地質鑽孔之跨孔試驗技術的開發與鑽孔

間岩盤水力特性參數的量測。 

(8) 完成離島測試區KMBH04(560公尺)地質探測井的鑽探作業。 

(9) 利用井下封塞取樣及跨孔地電阻探測了解KMBH01-02-04三

孔間裂隙連通情形。 

(10) 利用抽水試驗截取水力傳導係數值分布區間。 

(11) 利用跨孔追蹤稀釋試驗了解KMBH01-02-04三孔之間的連通

性、水力傳導係數、圍岩孔隙率、裂隙之孔隙率、平均內寬、

密度，以及延散度。 

(12) 進行離島花崗岩初步特性分析及地電阻剖面探測分析，已獲

取離島花崗岩大致分布區域及可能存在之斷層位置。 

潛在母岩特性調查與評

估階段（發展初步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 

2004/3~2005/3 核能研究所 (1) 彙整未來國內處置工作相關規範並持續配合國內外處置計畫

之技術發展，修正我國之一般性花崗岩場址概念。 

(2) 針對處置場地表設施配置原則與設計進行探討，提出國內處

置場設計方法、程序、與設計相關考慮因素。處置場地表設

施之功能合計有6個主要系統及28個次要系統之概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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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用過核子燃料長程處置計畫歷程與成果摘要(續)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續上頁)   (3) 運用腐蝕活化能的概念，將溫度的效應及溶氧的變化納入考

量，建置腐蝕速率修正式，並參考能資所取得之水樣分析資

料，評估認為在潛在母岩KMBH01-W2條件下，保守估計，參

考廢料罐之耐蝕性應可維持結構完整性達十萬年以上的時

間。 

(4) 完成正常及薄化廢料罐吊運作業中，廢料罐上端法蘭及焊道

的承載能力分析及電子束焊接後的殘留應力進行評估；完成

一系列的結構熱傳暫態分析，評估焊接區歷經焊接熱處理後

所留存的應力分布。 

(5) 分析我國 FEPs報表與芬蘭 TVO-92、TILA-96之 FEPs驗證

資料差異，並精進我國 FEPs資料庫。  

(6) 以拉丁超立體取樣方法對參數進行取樣，較蒙地卡羅取樣法

有效率。於參數敏感度分析的研究中分別以分析數據不轉

換、排序排列、對數排列等方式評選迴歸所需之參數，結果

顯示以排序排列篩選所得之參數較能於迴歸分析中獲得較佳

的結果。 

(7) 工程障壁評估模式敏感度分析的研究之幾何參數中，選取膨

潤土擴散係數、膨潤土孔隙率、膨潤土密度、達西流速、裂

隙開口、開挖擾動帶岩體孔隙率、開挖擾動帶岩體擴散係數、

岩體密度等8種參數，以膨潤土擴散係數的特性對於評估模式

的影響最大，其次圍岩體裂隙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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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用過核子燃料長程處置計畫歷程與成果摘要(續)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續上頁)   (8) 彙整國外生物圈劑量評估技術之研究應用現況，並選定以實

際應用於美國WIPP及YMP計畫且通過審查核准的GENII-S程

式，做為生物圈輻射劑量評估程式。第二年主要完成GENII-S

程式引進使用測試，並利用美國桑迪亞國家實驗室(SNL)提供

之範例進行模擬，證明程式安裝與應用能力測試成功。 

(9) 與美國MSCI監測科技公司合作，在近場評估程式INPAG-N中增

加核種在主坑道外釋的評估功能；與芬蘭POSIVA合作，進行

功能評估技術的諮詢。 

 
(資料來源：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2010年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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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成果摘要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 

與評估階段(2005~2017)-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 

(94~96年度計畫) 

2005/12~2007/12 能源與環境研究所 

核能研究所 

(1) 處置母岩分布： 

 針對P區、S區及H區潛在處置母岩，進行空中磁測飛航作業，

以掌握大範圍地下潛在處置母岩分布及主要地質構造特徵。 

(2) 深層特性調查方面： 

 進行結晶岩質潛在母岩測試區岩體邊界之井下地質、構造、

地球物理、水文地質、地球化學特性的現地調查與試驗工

作，獲得岩體之地下地質特性及邊界資訊，以建立功能/安

全評估驗證所需之初步地質概念模式。 

(3) 地質穩定性調查方面： 

 針對主要潛在處置母岩進行地質環境穩定性相關資料的蒐

集與彙整工作，以地理/地質資訊系統展現調查結果。 

(4) 裂隙特性參數化方面： 

 透過小規模試驗場裂隙特性的調查與研究工作，包含跨孔追

蹤稀釋試驗、孔內裂隙壓力監測、裂隙特性研究等工作，取

得試驗場之裂隙分布特性及參數值，並據以發展與驗證核種

傳輸所需之裂隙構造模式。 

(5) 核種傳輸與緩衝回填材料試驗： 

 (a) 以國內潛在母岩岩樣及緩衝材料，進行核種在回填材料

(花崗岩/石英砂/膨潤土)之化學穩定性及傳輸特性。 

 (b) 於管柱擴散實驗結果則顯示，在好氧及厭氧條件下，銫

(Cs)和硒(Se)在花崗岩的傳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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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成果摘要 (續)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 

與評估階段(2005~2017)- 

潛在母岩特性調查 

(97-99年度計畫) 

2008/07~2010/07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核能研究所 

(1)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 

 進行花崗岩深層地質特性資料的蒐集與調查，並與泥岩及其

他母岩進行比較，顯示現已發展調查技術可應用於花崗岩母

岩深層地質特性調查，並發現花崗岩具較佳的長期穩定性。 

(2) 地下水現地試驗及概念模式： 

 進行花崗岩測試區之井下試驗與跨孔追蹤稀釋試驗，建立小

規模試驗場裂隙特性的基礎模式。 

(3) 區域性地下水量估算技術發展： 

 於小規模試驗場深井中進行相關參數之試驗，蒐集區域範圍

深井長期觀測之裂隙壓力變化資料，以建立本土花崗岩區域

地下水量估算技術。 

(4) 潛在處置母岩空中磁測解析： 

 完成花崗岩質、泥岩質及中生代基盤岩質等潛在處置母岩全

磁力網格(TMIGrid)的資料處理，包括濾波、歸極換算、向上

/下延伸、微分處理、最小二乘法趨勢面移除等，以製作判

釋岩體及構造所需之磁力異常圖幅。 

(5) 核種傳輸試驗： 

 (a) 進行實驗室核種遷移與緩衝材料試驗，包括厭氧環境

下，膨潤土對Cs、Se核種不同溫度條件的吸附特性，以

提供功能評估案例說明所需的基礎模式及本土數據。 

 (b) 建置與維護核種吸附試驗資料庫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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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成果摘要 (續)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 

與評估階段(2005~2017)- 

潛在母岩特性調查 

(99-101年度計畫) 

2010/11~2013/05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核能研究所 

(1) 處置環境條件的調查研究： 

 (a) 鑽探與井下量測 

  完成本島東部花崗岩第一口500公尺深取岩心地質探

查井之設置，及完成岩心井錄與地球物理標準井測，

獲取本島東部花崗岩之岩性特徵、構造特性、不連續

面類型、裂隙型態與角度，以及裂隙充填物等基本資

訊。 

 (b) 區域岩層與構造分布測勘 

  建立空中磁測三維構造及岩體規模解析能力，並進行

現地大地電磁測勘，取得地質實驗室鄰近地區之地下

三度空間的地質與含水層構造分布資訊。 

 (c) 地殼變動監測 

  完成東部花崗岩體首度建置之地震監測站及GPS連續

觀測站，獲取本島東部花崗岩體與其鄰近構造接觸帶

的實際位移觀測數據，並完成其地震危害度之初步評

估。 

 (d) 區域深層地下水特性調查 

  完成離島測試區三口大區域深井(均達500公尺深)之裂

隙封塞壓力監測系統安裝，持續進行區域性井下裂隙帶

壓力的長期監測，計算各深度裂隙之壓力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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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成果摘要 (續)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 

與評估階段(2005~2017)- 

潛在母岩特性調查 

(99-101年度計畫) 

2010/11~2013/05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核能研究所 

 (e) 岩水反應地化分析 

  獲取離島花崗岩裂隙水質長期監測資料，取得岩心之

完整與破裂帶岩樣的岩象分析、全岩地化組成、礦物

組成分析數據。 

 (f) 處置環境調查成果彙編 

  完成SNFD2009報告審查、核定及公告作業；完成離島

花崗岩地區之階段調查成果(1999-2012)彙編。 

(2) 處置技術的研究發展 

 (a) 岩塊熱效應 

  完成岩塊熱傳導係數量測及熱效應數值模擬；進而完

成緩衝回填材料實驗試驗儀器之組裝，據此完成岩塊

熱效應室內試驗及熱應力數值模擬。 

 (b) 地下水地球化學演化 

  依據離島花崗岩現地裂隙水質長期監測資料，完成U、

Cu和Fe元素在離島測試區深層地下水之水質條件下的

Eh(pe)-pH穩定相圖繪製，以及溶解度模擬計算。 

 (c) 核種特性分析 

  完成離島花崗岩岩樣之實驗室核種遷移與緩衝回填材

料試驗，獲致放射性或非放射性Cs及Se好厭氧條件下之

吸附動力學參數；完成離島花崗岩核種吸附特性的研

究及模擬分析，與礦物成分核種吸附特性分析；更新

傳輸參數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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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成果摘要 (續)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 

與評估階段(2005~2017)- 

潛在母岩特性調查 

(99-101年度計畫) 

2010/11~2013/05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核能研究所 

 (d) 地質實驗室規畫 

  完成地質實驗室特性調查技術發展規劃，作為後續地

質實驗室特性調查工作推動之依據。 

 (e) 坑道裂隙測勘技術 

  建立取得坑道裂隙特性參數及裂隙分布之調查技術。 

 (f) 裂隙參數化與模擬技術 

  完成小規模試驗場花崗岩深層地質之裂隙連通性與透

水係數分布等分析工作；完成離島花崗岩坑道裂隙量

測，並發展整合離散裂隙網路之3D裂隙結構模擬及自

動驗證模組。 

 (g) 近場環境緩衝材料特性 

  進行國際間處置場近場環境緩衝材料特性之探討。 

 (h) 近場二維程式參數取樣及多重運跑技術建立 

  完成近場二維評估程式之機率式分析技術，以垂直分

率及回填材料孔隙率等新增參數進行參數取樣，探討

對核種釋出率造成之不確定性範圍。 

 (i) 用過核子燃料再處理產生高放射性廢棄物源項特性分

析 

  完成高放射性廢棄物(HLW)活度與衰變熱分析；以參考

處置概念為基礎，建立處置場之設施需求與處置隧道

配置，研擬我國初步 HLW 地下處置場所需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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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成果摘要 (續)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執行期間 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參與單位 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工作成果摘要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 

與評估階段(2005~2017)- 

潛在母岩特性調查 

(99-101年度計畫) 

2010/11~2013/05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核能研究所 

(3) 用過核子燃料處置的功能評估 

 (a)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系統整合模式評估與案例分析 

  完成生物圈機率式分析結果之後續參數敏感度分析，

以階步迴歸分析來探討生物圈總輻射劑量率峰值之參

數敏感度。 

 (b) 最終處置概念模式與變異情節之研究 

  洪水與地震活動對處置場或地下設施之影響分析。 

 (c) 近場緩衝回填材料達飽和後核種遷移行為模擬之研究 

  完成近場核種遷移行為模擬所需考量之影響因素與模

擬特性概念；近場緩衝回填材料達飽和後核種遷移行

為之模擬技術建立。 

 (d) 功能與安全評估發展歷年研究成果彙編 

  進行功能與安全評估發展歷年研究成果彙編。 

(資料來源：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2010年修訂版；新增資料摘自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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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 

目前「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 (2005~2017)中，本

計畫後續目標是於 2017年提出「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技術可行

性評估報告」；該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將依據未來數年內調查評估

成果提出國內適合最終處置場候選場址建議調查區域，並依據調查成

果評估處置關鍵技術發展之可行性，作為最終處置計畫下階段工作規

劃之基礎。  

為達成 2017年目標，本計畫短期整體工作規劃 (~2013)為：完成

地質實驗試坑建置及坑道周遭岩體構造測繪工作，以作為後續地質實

驗試坑各項技術研發及配置的基本底圖，以及進行近場系統整合研究

之熱水力耦合模擬技術之發展。中期整體工作規劃 (~2015)為：進行

花崗岩長期穩定性調查研究；並進行花崗岩深層特性調查與技術驗

證、洪水 /地震情節評估技術之發展。於長期整體工作規劃 (~2017)為：

進行花崗岩體長期穩定性之驗證與變異情節功能安全評估技術發展

工作；  並完成國內處置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  

針對短期整體工作規劃目標，擬訂 99~101年度之工作項目及內容

包括：  

(1) 處置環境條件的調查研究：  

(a) 花崗岩體深層地質特性調查；  

(b)  地質處置合適性研究；  

(c) 台灣東部花崗岩體長期穩定性之監測與分析研究。  

(2) 處置技術的研究發展：  

(a) 岩塊熱傳試驗；  

(b)  深層地化條件物種穩定性研究；  

(c) 地質實驗試坑特性調查技術發展規劃；  

(d) 實驗室核種遷移與緩衝回填材料試驗；  

(e) 近場緩衝回填材料特性之研究。  

(3)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的功能評估：  



   

 2-2

(a) 最終處置概念模式與變異情節之研究；  

(b)  近場緩衝回填材料達飽和後核種遷移行為模擬之研究。  

 

由於工作項目多為跨年度的長程工作，表  2-1就 99~101年度之執

行工作項目與成果進行說明。綜上所述，本報告摘要說明本計畫 101

年度成果。此外，針對民國 106年提出「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技術

可行性評估報告」 (簡稱 SNFD2017報告 )之長期目標，後續將依據日

本H12報告規劃SNFD2017報告之預定章節架構，進行整體工作規劃，

作為近程工作推展之依據，並於下年度 (102年 )工作計畫規劃並開始

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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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9～101年度工作規劃、成果及效益 

工作規劃工作規劃工作規劃工作規劃 99年已完成成果年已完成成果年已完成成果年已完成成果 100已完成已完成已完成已完成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101已完成已完成已完成已完成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效益效益效益效益 

處置環境條件的調查處置環境條件的調查處置環境條件的調查處置環境條件的調查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鑽探與井下量測  完成本島東部花崗岩第一口

500公尺深取岩心地質探查井

之設置 

完成岩心井錄與地球物理標

準井測，獲取本島東部花崗

岩之岩性特徵、構造特性、

不連續面類型、裂隙型態與

角度，以及裂隙充填物等基

本資訊。 

提供鄰近地質實驗室之深

層地質特性調查所需地

質、構造、地物、水文地

質、地球化學及岩石學試

驗岩心及井下量測作業平

台，以取得鄰近地質實驗

室之深層地質特性調查數

據。 

區域岩層與構造分布

測勘 

建立空中磁測三維構造及

岩體規模解析能力，獲致

花崗岩體規模及構造分布

特性 

進行現地大地電磁測勘，取得

地質實驗室鄰近地區之地下

三度空間的地質與含水層構

造分布資訊。 

獲取本島東部花崗岩體分布

與構造等資訊，以及地質實

驗室周圍花崗岩體之磁力3D

逆推分布圖。 

提供後續地質鑽探、岩體

穩定性調查規劃之參考，

以及地質概念模式建構之

依據。 

地殼變動監測  完成東部花崗岩體首度建置

之地震監測站及GPS連續觀測

站，取得地震定位、地震危害

度評估、岩體長期抬升或沉陷

高精度數據。 

以地震監測站連續量測記

錄，取得本島東部花崗岩地

區之地震監測數據與定位解

析結果，並完成其地震危害

度之初步評估。以GPS連續觀

測站記錄，獲取本島東部花

崗岩體與其鄰近構造接觸帶

的實際位移觀測數據。 

提供後續研判坑道開挖擾

動可能衍生之裂隙位置，

與本島東部花崗岩體穩定

性等關鍵資訊。 

R1 



   

 2-2 

區域深層地下水特性

調查 

獲取花崗岩裂隙水質及壓

力長期監測資料；完成測

試區區域性地下水量估

算，並提供花崗岩質潛在

處置母岩測試區之入滲總

量及地下水量等參數 

完成離島測試區三口大區域

深井(均達500公尺深)之裂隙

封塞壓力監測系統安裝，展開

壓力監測作業。 

持續進行區域性井下裂隙帶

壓力的長期監測，計算各深

度裂隙之壓力梯度。 

取得深層裂隙之長期壓力

監測紀錄，用以計算大區

域深層地下水流速特性，

提供建構地質概念模式所

需之水文地質長期監測資

訊。 

岩水反應地化分析 獲取花崗岩裂隙水質長期

監測資料 

 獲取離島花崗岩岩心之完整

與破裂帶岩樣的岩象分析、

全岩地化組成、礦物組成分

析數據。 

作為後續探討離島花崗岩

地質長期演化模式之參考

依據。 

處置環境調查成果彙

編 

完成SNFD2009報告審

查、核定及公告作業 

 完成離島花崗岩地區之階段

調查成果(1999-2012)彙編。 

作為撰寫2017年處置技術

可行性評估報告之基礎，

並作為後續調查與驗證規

劃之參考。 

處置技術的研究發展處置技術的研究發展處置技術的研究發展處置技術的研究發展     

岩塊熱效應 完成岩塊熱傳導係數量測

及熱效應數值模擬 

完成緩衝回填材料實驗尺寸

壓鑄成型、加熱棒安裝、岩塊

鑽孔，以及試驗儀器之組裝。 

完成岩塊熱效應室內試驗及

熱應力數值模擬。 

提供功能與安全評估之

用，以及未來現地試驗規

劃之依據。作為後續現地

熱效應試驗規劃、近場功

能評估以及場址配置設計

之參考。 

地下水地球化學演化 獲取花崗岩裂隙水質長期

監測資料 

完成U、Cu和Fe元素在離島測

試區深層地下水之水質條件

下的Eh(pe)-pH穩定相圖繪製

工作。 

完成U、Cu和Fe在離島花崗岩

水質條件下之Eh(pe)-pH穩定

相圖繪製及溶解度模擬計

算。 

建立本土花崗岩地下水質

條件下U、Cu和Fe元素之穩

定性及穩定型態資訊，提

供處置環境地球化學條件

必要資訊，作為後續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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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度模擬計算參考依

據。 

地質實驗室規畫  展開地質實驗室特性調查技

術發展規劃 

完成地質實驗室特性調查技

術發展規劃 

作為後續地質實驗室特性

調查工作推動之依據。 

核種特性分析 緩衝回填材料之核種吸附

動力學參數與影響探討，

並持續資料庫核種傳輸參

數Kd值之更新 

展開離島測試區花崗岩樣之

實驗室核種遷移與緩衝回填

材料試驗，獲致放射性或非放

射性Cs及Se好厭氧條件下之

吸附動力學參數。 

完成離島測試區母岩核種吸

附特性的研究及模擬分析，

與礦物成分核種吸附特性分

析。 

取得本土花崗岩類核種遷

移基本數據，提供功能安

全評估之用。 

地質實驗試坑測勘   建立坑道裂隙光學量測與解

析技術能力。 

作為後續快速取得坑道裂

隙特性參數及坑道裂隙分

布之參考工具。 

裂隙參數化與模擬技

術 

完成小規模試驗場花崗岩

深層地質之裂隙連通性與

透水係數分布等分析工作 

完成離島花崗岩坑道裂隙量

測，並發展整合離散裂隙網路

之三維裂隙結構模擬(例如

DFN_NET模式)及自動驗證模

組(DFN_OPT)。 

發展整合離散裂隙網路之3D

裂隙結構模擬及自動驗證模

組(DFN_NET及DFN_OPT) 

作為分析現場裂隙資料之

數值模擬工具，此模組未

來將與地下水流模組、溶

質傳輸模組、REV計算模

組，及擴尺度模組結合，

以模擬岩體中不同的水文

地質問題，以供未來地質

實驗室裂隙分析之用。 

近場環境緩衝材料特

性 

 國際間處置場近場環境緩衝

材料特性之探討 

國際間處置場近場環境緩衝

材料特性之探討 

提供後續緩衝材料長時間

尺度力學機制穩定性研究

及緩衝材料參數試驗之研

究基礎，並可做為未來安

全評估之參考。 

近場二維程式參數取完成近場二維評估程式之   建立近場二維核種外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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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及多重運跑技術建

立 

機率式分析技術，以垂直

分率及回填材料孔隙率等

新增參數進行參數取樣，

探討對核種釋出率造成之

不確定性範圍。 

率式評估技術與評估功

能。 

用過核子燃料再處理

產生高放射性廢棄物

源項特性分析 

完 成 高 放 射 性 廢 棄 物

(HLW)活度與衰變熱分

析；以參考處置概念為基

礎，建立處置場之設施需

求與處置隧道配置，研擬

我國初步 HLW 地下處置

場所需之空間。 

  提供未來進行高放射性廢

棄物(HLW)處置場功能安

全評估計算之源項活度、

衰變熱與處置概念及配

置，有助於我國 HLW 處置

研發工作之參考及應用，

以加速提昇技術能力，確

保處置安全符合國際標

準。 

用過核子燃料處置的用過核子燃料處置的用過核子燃料處置的用過核子燃料處置的

功能評估功能評估功能評估功能評估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

置系統整合模式評估

與案例分析 

延續98年度計畫工

作成果，完成生物圈機率

式分析結果之後續參數敏

感度分析，以階步迴歸分

析來探討生物圈總輻射劑

量率峰值之參數敏感度 

 

 完成生物圈輻射劑

量不確定性分析及參數敏

感度分析技術與影響生物

圈輻射劑量之重要參數。 

最終處置概念模式與

變異情節之研究 

 洪水與地震活動對處置場或

地下設施之影響分析 

洪水與地震活動對處置場或

地下設施之影響分析 

提供我國未來處置場變異

情節功能/安全評估技術

發展之參考與相關技術發

展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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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場緩衝回填材料達

飽和後核種遷移行為

模擬之研究 

 完成近場核種遷移行為模擬

所需考量之影響因素與模擬

特性概念。 

近場緩衝回填材料達飽和後

核種遷移行為之模擬技術建

立。 

提供未來發展近場緩衝回

填材料達飽和後核種遷移

行為模擬之評估依據，並

可作為2017年「我國用過

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技術可

行性評估報告」之技術基

礎。 

功能與安全評估發展

歷年研究成果彙編 

  進行功能與安全評估發展歷

年研究成果彙編。 

提供後續功能與安全評估

技術發展規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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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計畫執行成果計畫執行成果計畫執行成果計畫執行成果 

3.1. 處置環境條件的調查研究處置環境條件的調查研究處置環境條件的調查研究處置環境條件的調查研究 

處置環境條件的調查乃針對我國地質環境條件，基於長期安定性

的考量所進行最終處置技術可行性的調查與研究。根據「用過核子燃

料最終處置初步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 (SNFD2009報告 )」對我國地質

環境累積資料回顧及針對處置技術發展的建議，最終處置計畫推動潛

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研究工作，將聚焦於符合處置概念深度的深層

花崗岩質環境特性調查工作，以提供長期安全性評估之用。  

自本年度 (101年 )起，本計畫針對「處置環境條件的調查研究」

所推展之各項調查工作，分成區域環境地質、深層地質特性、地質處

置合適性研究、地質處置環境穩定性研究等四大項，說明如下。  

 

3.1.1. 區域環境地質區域環境地質區域環境地質區域環境地質 

SNFD2009報告已完成地質環境 (涵蓋地質概述、主要構成岩體、

水文地質、蝕變作用產物、地下資源種類與分布、地質調查技術研究

發展等 )，以及地質環境的變化 (涵蓋地震活動、斷層活動、地殼抬升

與剝蝕作用、火成活動、氣候變遷與海平面變化等 )之現有資料彙整

與回顧。在後續的潛在處置母岩調查工作中，將加強本島花崗岩體調

查技術發展，以取得其岩體規模、分布與主要構造帶延伸等資訊。  

本計畫已於民國 96年針對本島花崗岩體分布區域，完成了空中磁

測飛航作業，為獲致花崗岩體三維空間分布，及其與圍岩接觸之構造

與含水特性等相關訊息針對本島花崗岩體分布區域，去年度 (100年 )

針對花崗岩體進行大地電磁測勘，初步獲得地下地層電阻率分布影像

剖面，本年度擬整合空中磁測資料與大地電磁測勘資料，自過去空中

磁力測勘資料擷取涵蓋區域花崗岩體分布範圍之數據，進行磁力三維

逆推工作，以獲取區域花崗岩體的磁力三維分佈圖。相關工作執行成

果簡述如下：  

(1) 磁力三維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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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進行之空中磁測工作，長期與澳洲 Fugro公司進行國際合

作，除強化技術本土化之外，亦可使成果更具有合理性與說服

性。磁力三維逆推係採用 3DModeller軟體，為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 y o f Br it ish Co lumbia,  UBC)之 Scient ific Comput ing and 

Applicat ions Inc.開發的使用者界面。磁力資料經 3DModeller軟體

完成三 維逆 推後， 可顯 示磁 感率影 像 、等高 程磁 感率切 面圖

( iso-elevat ion slice)、三維立體圖等，使用者可以視需要套疊等

值面、剖面及方塊圖等圖層 (圖  3-1)。  

由於本計畫擬解析之花崗岩體，在本區之磁力異常圖中，屬於相

對較淺的岩體，利用 3DModeller軟體進行三維逆推時，東西及南

北兩方向的網格間距為 100 m，垂直方向之網格間距則為 50 m，

包括向外延伸的網格，總計 9,884,160個網格。經過 310次疊代後，

均方根誤差由起始的 30.08 nT降至 3.06 nT，獲得的地下磁感率模

型 (magnet ic suscept ibilit y model)，並以不同方位切面 (如圖  3-2

之L2、L3、L5，切面深度達 -10000 m)，反映地下磁性構造與岩

性。據 此分 析並 比較 磁感 率等 值面 ( iso-surface)的三 維空 間分

布，本研究呈現出內陸的花崗岩體，與其東南側臨海的花崗岩體

間，有可能深部相連 (淺部間夾大理岩體 )，其直徑幾達 14 km，且

有向東南傾斜的現象，最大厚度估計約達 5–6 km(圖  3-2)。  

(2) 大地電磁測勘：  

本項工作總計完成 35個測點之大地電磁測勘 (MT)，測點位置分布

如圖  3-3。而在今年度計畫中，本項工作將針對此MT測勘資料，

進行基礎資料處理與逆推處理。基礎資料處理，主要包括：傅立

葉轉換、雜訊比對分析、突波移除及視電阻率計算等，以獲得不

同頻率的視電阻率 (apparent  resist ivit y)與相位 (phase)。並做為後

續逆推處理時的輸入資料，進一步計算地下不同深度的真實地層

電阻率分布。而針對特定的剖面，則選擇資料品質良好之測點資

料，進一步進行二維資料處理，並依據處理結果繪製地下地層電

阻影像剖面圖，以分析地下岩體之分布與地質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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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分析原地質實驗試坑預定位置鄰近區域之岩體分布與地質

構造，本計畫選取L-1、L-2、L-3及S-1四條剖面進行二維逆推，

剖面位置如圖  3-3所示，各剖面經二維逆推獲得之電阻率影像剖

面圖分別如圖  3-4至圖  3-7所示。  

目前地球物理測勘資料，均為此區首度獲致成果，因空中磁測解

析深度達 10公里，可測知岩體規模資訊；相較之下，大地電磁測

勘解析以花崗岩體內導水裂隙帶為主 (最佳解析深度僅 1至 2公

里 )，測點亦規劃集中在花崗岩體附近，因此兩種不同方法解析

尺度與標的有差異，存在不同調查尺度問題。利用空中磁測三維

逆推技術來獲知深層花崗岩體規模及分布，而利用大地電磁法了

解部分岩體的導水裂隙帶分布，亦補充了過去此區地質圖對深層

構造解析的不足。此外，額外增加L-3剖面之大地電磁法測點並

不多，測點內資料均靠內插取得電阻特性，因此僅初步跟空中磁

測剖面進行比較，對主要構造帶及岩層分布方面，兩種不同地球

物理方法均有類似判釋成果，顯示花崗岩體在深處相連。  

各剖面之電性地層構造說明如下：  

(a) L-1剖面：  

本剖面為西北 -東南方向，由其電阻率影像剖面圖 (圖  3-4)，

顯示淺部地層之電阻率較高，並有往西北變厚的現象，低電

阻率地層則主要由剖面東南側的淺部往西北側的深部延伸

分布，高低電阻率之分布約略具有一界面區隔。由地表露頭

調 查 顯 示 本 區 域 之 花 崗 片 麻 岩 與 大 理岩 界 面 屬 於 構 造 接

觸，其接觸帶常為導水裂隙帶，並造成大理岩較為破碎而呈

現低電阻異常。因此研判本剖面之高電阻地層可對應為花崗

片麻岩，而低電阻地層則可對應為大理岩，兩岩體界面約呈

高角度接觸，傾向西北，與地表露頭觀察一致。於本剖面中

段，地形較高之區段，地層電阻率值較兩側為低，推測為較

風化或破碎之花崗片麻岩，此構造現象顯示於本區域花崗片

麻岩體中可能具有之破碎帶；而深部 (高程 -1000 m以下 )出現

R2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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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電阻異常，可能為接近岩體接觸界面處之含水破碎帶，

抑或為花崗片麻岩體中局部性夾雜大理岩。  

(b)  L-2剖面：  

本剖面為位於 L-1剖面西南側之平行剖面，地下地層電阻分

布如圖  3-5。其地層電阻分布與L-1剖面類似，對應為花崗

片麻岩之高電阻地層，與大理岩之低電阻地層，具有一高角

度傾向西北之界面。剖面中段之地層電阻值亦較兩側為低，

顯示本區段之花崗片麻岩較風化或破碎。局部低電阻區代表

地層中潛在的含水裂隙區域。  

(c) L-3剖面：  

本剖面位於標的岩體之南段，約略對照空中磁測L3剖面位置

(圖  3-2)，呈現西北 -東南方向剖面線之地下地層電阻分布如

圖  3-6。由地層電阻分布顯示，本剖面由西北向東南呈現高

低電阻的交錯分布，對應地表地質露頭資料研判，高電阻區

域可對應為花崗片麻岩，而低電阻地層則對應為大理岩，岩

體之接觸界面均呈現向西北傾斜，此接觸介面於前述 L-1、

L-2剖面均有發現。西北端之花崗片麻岩體，結構完整並與

其東側的大理岩傾向西北往地下深部延伸；而東南端之花崗

片麻岩體與大理岩似乎僅分布於深度約 -2000 m內，地下深

部區域之地層則呈現中高電阻特徵，推測本剖面深部可能仍

具有花崗片麻岩質的基盤存在。  

(d) S-1剖面：  

本剖面為垂直於L-1剖面及L-2剖面之西南 -東北向剖面，地下

地層電阻分布如圖  3-7。由地層電阻分布顯示，本剖面未見

明顯大理岩有關的低電阻地層，初步研判地下地層皆屬花崗

片麻岩。高電阻地層於側向具有良好的連續性，顯示本剖面

範圍具有較為完整的花崗片麻岩體，深度至少達 -2,500m；

淺部地區的花崗片麻岩體較為風化，而深部電阻變低顯示可

能較接近岩體接觸帶。此外，S1測線可能因略為平行南北向

R2 

R2 

R2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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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帶走向，因此欲解析 L1及 L2南北向破碎帶鑒別並不明

顯。  

 

(3) 地下地質與構造綜合解釋：  

圖  3-8為彙整各MT測點分析結果所呈現之地下地層電阻三維構

造分布圖。綜合此區針對花崗岩體地表地質、空中磁測與大地電

磁調查結果，並參考岩心與地表露頭的構造地質觀察結果，可將

主要構造帶由老至新，變形深度由深至淺，分為：  

(a) 韌性剪切帶：  

中低角度、北東向橫移剪切帶，形成大理岩與花崗岩主要葉

理構造，位於大理岩圍岩與花崗岩體交界處，和平溪順此構

造帶下切，使邊界沿河道出露。該鑽井即針對此構造帶鑽

探，花崗岩體在此構造帶中呈現典型花崗片麻岩特徵，至深

度 -350 m後遠離構造帶，則呈現花崗岩與細粒花崗岩特徵。

根據大地電磁測勘結果 (圖  3-8)，此帶位於左上角藍色與棕

色區塊之間，為岩體重要邊界。  

(b)  脆性破裂帶：  

高角度、南北向的裂隙帶，主要位於八達崗隧道東側，向北

延伸至花崗岩邊界處，和平溪順此構造帶下切而轉折成曲

流。在大地電磁測勘的 L-1剖面 (圖  3-4)及 L-2剖面 (圖  3-5)

上對應測點 6與測點 4處，以及S-1剖面上 (圖  3-7)測點 19處的

低電阻帶，此高角度裂隙帶因和平溪流經並長期下切，可能

形成良好的地下水補助區與入滲帶，低電阻特徵可向下延伸

至 -2 km深的大理岩邊界。  

(c) 脆性正斷層帶：  

中低角度、北東向的正斷層破裂帶，多順原韌性剪切帶葉理

面輕微滑動，形成露頭常見的板狀節理，經露頭及鑽井岩心

觀察結果可知，此正斷層破碎帶上所見錯移量很小，且為最

後一期構造。  

  

R2 



   

 3-6

 

 

圖 3-1：3DModeller軟體展示逆推成果之立體影像畫面 

說明：(a)解析剖面磁感率影像；(b)等高程磁感率切面影像(高程-1011 m)；(c)

地形上視圖；(d)磁感率等於0.0085等值面之上視圖；(e)地形立體圖；(f)磁感

率等於0.0085等值面之立體圖。 

 

 

圖 3-2：空中磁測三維逆推獲致之花崗岩體立體分布圖  

說明：剖面深度達-10000 m。標的岩體箭頭處為鑽探及MT三維解析之花崗岩體。 

SI (1×106)

標的岩體

L2

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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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Sus.=0.3 SI

L3

B-anomaly

A-anom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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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本島花崗岩地區之大地電磁測點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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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L-1剖面之地層電阻分布影像剖面圖 

 

 

圖 3-5：L-2剖面之地層電阻分布影像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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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L-3剖面之地層電阻分布影像剖面圖 

 

 

圖 3-7：S-1剖面之地層電阻分布影像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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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地表地質構造分布與研究區之電阻率等值面立體圖  

說明：黃色箭頭標示鑽井位置，藍色虛線標示北東向與南北向兩主要導水裂隙帶

分布位置。紅色高電阻區域可對應到花崗岩體分布，藍色低電阻區域可對應到大

理岩圍岩的分布。電阻率等值面斜向俯視立體圖之藍色等值面之電阻率為500 

ohm-m，紅色等值面之電阻率為4000 ohm-m，棕色等值面之電阻率為8000 

oh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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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深層深層深層深層地質地質地質地質特性特性特性特性 

(1) 本島花崗岩體深層地質特性  

為瞭解本島花崗岩體之深層地質特性，本計畫去年度 (100年 )於本

島東部花崗岩區域，建置了一口深約 600m的地質鑽井，並完成現

場初步的岩心觀察與孔內攝影作業。本年度 (101年 )即針對此鑽井

所取得之岩心，進行更為詳細的岩心井錄工作，亦進行井下地球

物理標準井測，完成包括：自然加馬 (GAMMA)、自然電位 (SP)、

16” (16N) 及 64” (64N) 電 阻 、 側 向 電 阻 (LATERAL) 、 井 徑

(CALIPER)、電導 度 (CON)、溫 度 (TEMP)、全波型 超音 波探測

(FULL WAVE FORM SONIC LOG)等項目。以及地層位態井測項

目 包 括 ： 超 音 波 電 視 井 測 (Acoust ic Televiewer)及 孔 内 攝 影

(Boreho le TV)等資料之位態判釋，以提供進一步解析此區花崗岩

體的地下地質概況之必要資訊 (圖  3-9)。工作執行成果簡述如下： 

(a) 岩層特性分析  

由本鑽井之岩層特性分析結果顯示，此區淺部為沖積層厚達

30 m，主要以卵礫石夾砂及巨礫岩塊為主，於 29.8 m鑽遇花

崗岩基盤，以花崗片麻岩為主，偶夾有石英脈及方解石脈。

岩理上多具明顯的片麻狀構造，具有暗色鐵鎂礦物含量多的

特徵，主要礦物組成為斜長石、石英、角閃石、黑雲母，並

含有綠泥石、方解石、黃鐵礦等礦物。片麻狀構造發達的岩

段可能是岩體在地殼深部受到韌性剪切帶活動的影響，靠近

剪切帶中心的礦物變形最大，顆粒變細，片麻狀構造最發

達；相較之下，遠離剪切帶的岩段，不受剪切帶影響，呈現

原有岩體特徵，礦物仍具散點狀分布與流動構造的花崗岩

(但仍受過輕度變質作用影響 )，可知本岩體受變質與變形作

用前的原岩為花崗岩。此外，還有部份岩段為具有細粒、富

含鐵鎂礦物及白色斑狀長石礦物之細粒花崗岩脈。相關岩性

種類與深度關係如圖  3-10所示。  

(b)  破碎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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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鑽井於鑽進過程中，曾遭遇數個破碎帶，主要分布於深度

75.5－ 78 m、 100.65－ 105.0 m、 124.85－ 130.17 m、 180.0－

183.0 m、211.4－ 214.33 m、225－ 240.0 m、242.6－ 244.0 m、

248.0－ 251.0 m、 268.7－ 271 m、 334.2－ 347.0 m、 424.8－

426.5 m、及 596.0－ 599.0 m等處，從取樣岩心可發現其多夾

有泥質物、斷層角礫、方解石、綠泥石或石英充填物等，並

造成部份岩心取樣的漏失。以下為依據孔內攝影及岩心井錄

資料 (例如圖  3-11)所進行之破碎帶初步分析結果，說明如

下：  

(*) 深度 75.5－ 78 m區段：岩性破碎，裂隙中夾泥，井壁凹

陷，破碎帶主要由兩組裂隙組成，裂隙位態一組約為北

偏東 30度，高角度 (大於 60度 )向西傾，另一組則約為北

偏東 80度，以約 30度向北傾。  

(*) 100.65－ 105.0 m區段：岩性破碎，富含泥質充填物，風

化銹染，裂隙位態主要傾角為 50－ 65度。  

(*) 深度 124.85－ 130.17 m區段：岩性破碎，富含泥質充填

物，井壁形成凹洞，裂隙位態主要為北偏東 45－ 80度，

約 50－ 80度向北傾。  

(*) 深度 180.0－ 183.0 m區段：岩性破碎，略有泥質充填物，

裂隙多沿葉理面破裂，位態主要傾角為 30－ 45度。  

(*) 深度 211.4－ 214.33 m區段：岩性破碎，岩心漏失區段係

含大量泥質充填物，裂隙位態主要以近東西走向，約 40

－ 60度向北傾為主。  

(*) 深度 225－ 240.0 m區段：岩性破碎，略有泥質充填物，

輕微銹染，裂隙多沿葉理面破裂，位態約為北偏東 65－

90度，主要傾角為 20－ 40度。  

(*) 深度 242.6－ 244.0 m區段：本段裂隙中具有黏土質或方

解石、綠泥石等充填物，破碎帶主要由兩組裂隙組成，

其位態一組約為北偏東 45－ 90度，30－ 60度向北傾，另

一組則約為北至北偏東 30度，以約 40－ 60度向西傾。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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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 248.0－ 251.0 m區段：岩性破碎，富含泥質充填物，

風化銹染，裂隙多沿葉理面破裂，位態約為北偏東 65－

80度，主要傾角為 30－ 40度。  

(*) 深度 268.7－ 271.0 m區段：本段裂隙中有 3處具有明顯的

泥質充填物，位態為東西走向，約 60度向北傾。  

(*) 深度 334.2－ 347.0 m區段：本段岩性之片麻狀構造較不

明顯，裂隙顯著都具有泥質或方解石、綠泥石等充填

物，其中以 337.5－ 342.5 m與 344－ 346 m等區段較為破

碎。由於近 345 m處之井壁已崩坍，黏土質充填物可能

有回脹現象，致使孔內攝影探測器無法通過。而其餘區

段之井壁則尚屬完整。破碎帶主要由兩組裂隙組成，一

組約為近東西走向至北偏西 70度，60－ 70度向北傾，另

一組則約為近南北走向至北偏西 15度，以約 60－ 70度向

西傾。  

(*) 深度 424.8－ 426.5 m區段：岩性破碎，輕微蝕變現象，

位態主要為北東向，傾角可分為兩組，分別為 30－ 40度

以及 60－ 70度。  

(*) 深度 596.0－ 599.0 m區段：岩性破碎，強烈蝕變帶呈現

灰白色，富含泥質充填物，輕微銹染，位態主要為北東

向，傾角為 20－ 40度。  

 

這些資訊將提供後續進行裂隙參數分析、岩心地球化學與岩石力

學實驗室試驗之規劃，並已列入 102年工作計畫書中。由於該井已於

本年度 (101年 )4月 27日應當地民眾要求封井，因此井下地球物理測量

包括加馬能譜與構造位態井測兩項工作未能施作。此外，比照離島花

崗岩之井下特性調查相關工作，包括井下水文地質、水文地球化學試

驗及水力破裂法現地應力量測等項目，後續規劃亦暫停。  

  

R1 



   

 3-14

 

 

圖 3-9：本島花崗岩井下地球物理量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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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鑽井岩心之代表岩性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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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0-56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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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73.0 m)

(73.3-219.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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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崗片麻岩花崗片麻岩花崗片麻岩花崗片麻岩 (剪切作用顯著剪切作用顯著剪切作用顯著剪切作用顯著)

斑狀花崗片麻岩斑狀花崗片麻岩斑狀花崗片麻岩斑狀花崗片麻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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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Circle Diagram

Ground Circle Diagram Rose Diagram

Rose Diagram

Borehole Image Analysis

Borehole Image Analysis

(a) Depth Interval : 180-184 (m) 

(b) Depth Interval : 316-320 (m) 

Dip angle

Red: 0-30

Blue: 30-60
Green: 60-90

Dip angle

Red: 0-30

Blue: 30-60
Green: 60-90  

圖 3-11：代表性破碎帶岩心照片與孔內攝影裂隙位態判釋實例 

註：(a)&(b)孔內攝影(Borehole TV)影像上，以白線標示判釋的裂隙。玫瑰圖(Rose Diagram)色塊代表裂隙傾角：紅色代表0－30度、藍

色代表30－60度、綠色代表60－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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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離島花崗岩體深層地質特性：  

為深入探討離島花崗岩之地質長期演化模式，及後續進行岩 -水

化學反應模擬之所需，本年度針對離島花崗岩過去鑽取之岩心，

進行岩石礦物組成分析。另外，本年度亦規劃針對離島花崗岩地

區持續進行區域性井下裂隙帶壓力的長期監測，以研析其變化趨

勢並計算各深度裂隙之壓力梯度。相關工作執行成果簡述如下： 

(a) 岩石礦物組成及特性分析  

離島花崗岩地質長期演化相關研究，已回顧於 SNFD2009報

告中，本研究以此國際岩性基本作法，並參考H12報告未來

逐年進行岩水反應相關研究，取得新鮮與蝕變岩體的礦物、

岩石地化與岩石結構特性，因岩體長期與地下水交互下的過

程明顯影響岩體之組成與結構型態，在此概念之下，基礎岩

礦與地球化學組成分析，是關鍵且必要的基礎研究，可以提

供岩體演化與地下流體交換作用所產生之變化趨勢，藉以窺

視與模擬岩 -水反應之起始與結束礦物相在不同區域之差異

及影響性，此關鍵對於地質演化模式、地質穩定性、岩體特

性與核種傳輸等方面皆提供重要資訊。  

本年度針對離島花崗岩的 3號、 4號及 6號鑽井岩心，切取新

鮮圍岩與裂隙蝕變帶共 55段岩樣 (圍岩 36個與破碎帶岩樣 19

個 )，進行岩相觀察與分析、礦物鑑定與組成分析，以及全

岩地球化學組成分析，以建構離島花崗岩體之完整圍岩到破

裂蝕變帶之岩礦組成與結構變化特性資料。  

從岩相觀察與分析結果顯示， 3號鑽井所屬岩體，是由偏中

性的閃長岩與花崗閃長岩所組成。主要礦物有石英、斜長

石、鉀長石、黑雲母與角閃石，與綠簾石、褐簾石、榍石、

鋯石與磷灰石等副礦物，少量在長石或雲母邊緣出現輕度 -

中度蝕變現象。裂隙帶岩段破碎，屬整體中度到強烈蝕變，

大量蝕變成為簾石類、綠泥石類或黏土類次生礦物，已無法

分 辨 其 原 岩 特 徵 ； 粉 紅 -灰 白 至 墨 綠 次生 礦 物 充 填 於 裂 面

上，鬆散易剝離。至於 4號及 6號鑽井所屬岩體，則是由粗粒、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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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至淺粉紅色花崗片麻岩構成，主要礦物包括石英、鉀長

石、斜長石與黑雲母，含少量角閃石、綠簾石、褐簾石、鋯

石、磷灰石、石榴子石與不透光礦物；在主要礦物間偶會出

現絹雲母、綠泥石類的次生礦物，並夾有細微石英脈。裂隙

帶岩段破裂程度高、表面粗糙，遭受強烈蝕變作用，黏土化、

綠泥石化程度高，明顯形成覆蓋破裂面之白色 -黃綠色的隱

晶質粉狀次生礦物，部份為易剝離片狀；部份礦物仍保有原

本晶體外形，但內部早已轉變為蝕變礦物，礦物之間亦充填

蝕變礦物，偶見風化鏽染。  

其次 ，由 礦物 鑑定 與組 成分 析結 果 (圖  3-12和圖  3-13)得

知，新鮮圍岩經蝕變作用後石英大量溶解，長石也明顯發生

不同程度的纖維長石化、絹雲母化或黏土化蝕變現象，特別

是鉀長石斑晶明顯蝕變為白雲母種類中的一種絹雲母；黑雲

母蝕變大量減少至消失，在黑雲母消失之時，綠泥石大量形

成，推論兩者之間存在有消長關係，黑雲母從邊緣逐漸蝕變

轉換為綠泥石，且以主要含鐵之綠泥石亞種為主；另在裂隙

段中常可見大量方解石晶體充填。  

另外，在全岩地球化學組成分析方面， TAS圖是根據全岩粉

末地球化學主要元素分析中之 SiO2、Na2O與K2O含量，所建

立之火成岩岩性鑑別圖，利用此圖可以明確分類未知火成岩

樣本的詳細岩性；而原始地函標準化之不相容元素蛛網圖

(pr imit ive mant le-normalized incompat ible element  

spidergram)則是比較各岩石固定種類的微量元素含量，連結

起來所形成的趨勢圖，可與許多世界上公認之已知來源岩石

圖譜進行比對，以了解岩石的源岩、演化特性。由新鮮圍岩

主要元素之 TAS化學組成分類圖 (圖  3-14)可知， 3號鑽井所

屬岩體的 SiO2含量集中於 56~66wt%之間，屬於偏向較中 -中

酸性的閃長岩 -花崗閃長岩，僅有少數偉晶或粗粒狀花崗岩

(SiO2>75wt%)；而 4號及 6號鑽井所屬岩體之 SiO2含量則集中

於 70~78wt%之間，主要為酸性的花崗岩，部分則為侵入的中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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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閃 長 岩 (SiO2≒ 52~62wt%) 至 基 性 (SiO2≒ 50~52wt%) 岩

脈。至於裂隙填充物與其新鮮圍岩比較，顯示 SiO2含量皆

低，Al2O3與CaO明顯富集，石英或矽酸鹽類礦物受到蝕變作

用溶解或換質，重新膠結的次生礦物傾向以碳酸鹽類為主，

同時易遷移的Na2O、K2O推測因被流體帶走而呈現含量偏低

的現象。而以上新鮮圍岩與裂隙帶礦物化學組成改變亦符合

礦物相的觀察。至於微量元素方面，原始地函標準化之不相

容元素蛛網圖中，太武山岩體的閃長岩 -花崗閃長岩 -花崗岩

與斗門花崗閃長岩 -花崗岩皆表現出多變的大離子半徑元素

含量 (LILE)，Ba, Sr,  U, P虧損，顯示受到長石與磷灰石結晶

分化的影響，還有明顯的Nb, Ta與Ti虧損現象，但整體而言

太武山岩體鑽取的岩心成分變化幅度相對大於斗門岩體岩

心；岩心與露頭岩樣性質相似 (圖  3-15)。裂隙散狀填充物亦

呈現輕稀土元素富集與銪（Eu）元素虧損，但在稀土元素總

含量上，裂隙帶都明顯富集，推論也是受到蝕變作用下，易

遷移性元素被溶解帶離，但稀土元素仍保留並相對富集。因

此，比較裂隙帶相較於新鮮花崗岩在不相容元素蛛網圖中呈

現某些稀土元素富集現象 (圖  3-15)，顯示裂隙中因長期岩 -

水反應結果，含可吸附 La、Ce、Sm、Nd等元素的次生礦物。 

(b)  區域性裂隙壓力監測  

圖  3-16為離島花崗岩測試區 6處鑽井之相關位置分布圖，其

中 4、5與 6號鑽井之涵蓋區域面積約 2.83×10
6
m
2，4號至 5號鑽

井之距離為 1,944.15m，4號至 6號鑽井之距離為 2,943.65m，5

號至 6號鑽井之距離為 3,762.12m。圖中右上方三角型為小規

模試驗場，是由 1號、 2號及 4號三個鑽井所組成。本項工作

係延續前期之計畫工作，各井詳細封塞段設置詳述於前一年

度 (100年 )成果報告中，由前一年度 (100年 )監測成果發現， 4

號及 6號鑽孔裂隙壓力值變化趨勢較相近，與 5號鑽孔的差異

性較大，可能與分屬不同岩體有關。此外， 5號井各封塞段

地下水壓力值明顯受到日本 311地震影響，但 4號及 6號井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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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無明顯影響。本年度持續前一年工作，於 4號、 5號及 6號

鑽井內，利用多裂隙段封塞長期監測設備，同時量測各鑽孔

內 4段深度岩層之裂隙地下水壓力變化，藉此研析區域性地

下水之壓力長期變化趨勢，並獲取各深度裂隙壓力之梯度

(gradient)。  

4號鑽 井 位於 太武 山花 崗片 麻 岩體 中的 小規 模試 驗場 ，於

330-350m間鑽遇太武山斷層分支的裂隙帶，於 470m以下鑽

入太武山斷層帶中，圖  3-17為 4號鑽井之裂隙段封塞壓力監

測成果。各封塞段顯示不同深度裂隙段，均受降水強度影

響，有緩步向上增加的現象，尤其在 2011年 11月間，日降水

強度達 100mm時，各裂隙區段壓力值亦均有明顯的抬升，直

至 2012年 7月 1日左右，之後則再呈現下降的趨勢，其中 4個

封塞區段則均有劇降的現象。  

5號鑽井位於斗門花崗岩體，各裂隙段封塞壓力監測成果如

圖  3-18所示。由前一年度監測數據顯示，日本 311強地震之

後，第 2封塞段水頭壓力值由 93.10m(2011年 3月 14日 )持續下

降，最低值達 89.6m(2011年 3月 22日 )，最大變化幅度約 3.5m，

也致使第二封塞段壓力感測器損壞，於 2011年 12月 20日完成

更換第 2封塞段水壓式壓力感測器後，本年度繼續同時完整

監測 4段不同深度裂隙之壓力值，其壓力震盪變化趨勢大致

相同，均受降水影響有緩步向上增加的現象。  

6號鑽井位於太武山花崗片麻岩體，各裂隙段封塞壓力監測

成果如圖  3-19所示。由監測數據顯示，其壓力讀值大於 5號

鑽孔的監測數據，且均受降水強度影響，有緩步向上增加的

現象，尤其在 2011年 11月間，日降水強度達 100mm時，各裂

隙區段壓力值均有明顯的抬升，直至 2012年 7月 5日左右，之

後則再呈現緩慢下降的趨勢。  

另外，本年度亦利用上述的裂隙段封塞壓力監測數據，來進

行其區域水力梯度計算及地下水流向研判。由於離島花崗岩

體以裂隙岩層為主要含水層，受岩性與構造影響很大，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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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調查資料所根據的深井數有限，初步分成不考慮地質構

造影響及考慮岩層與構造分布兩種地質概念模式，概要說明

如下：  

( i)  不考慮地質構造影響：  

根據水力梯度計算 4號、5號及 6號鑽井 4個封塞區段 (孔口

下 100-200m、 200-300m、 300-400m及 400-500m)的地下

水水力梯度值介於 7.13-10.93m/km之間，若考慮水力傳

導 係 數 值 (K ) 為 10 - 6  m/sec ， 有 效 孔 隙 率 (ef fect ive 

porosity)為 0.01%  (蔣立為等， 2009a,  b)，地下水平均流

速介於 8.8∼13.49 m/day之間；若不考慮有效孔隙率，

則，地下水達西流速介於 6.2-9.4×10
-4
 m/day之間，水力

傳導係數值 (K)介於 10�� � 10�� m/sec之間，地下水流向

由北偏西 49-72度。而上述分析結果尚未考慮區域地質構

造影響因素，地下水流向僅就各鑽井封塞區段總水頭值

分布，作區域性趨勢判釋。  

( ii)  考慮地質構造影響：  

整合花崗岩體調查範圍內 6孔深度大於 500公尺的地質

探查井之地質井錄、地物井錄及井下水文地質資料，以

及區域地表地質及地球物理重、磁力逆推資料與地電阻

影像剖面等深層地質與構造調查結果，以芬蘭 Posiva公

司發展的RockCad軟體綜合展示地質構造、水文地質及

岩體岩性變化相關特性，如圖  3-20所示。據此，可將

花 崗 岩 調 查 區 深 層 導 水 裂 隙 帶 分 布 簡 化 如 圖  3-21所

示。則此一概念模式顯示，北太武山為此區水文地質分

水嶺。  

針對此一概念模式，在有限的鑽井監測下，後續擬以數

值模擬技術精進。在此基礎上於 102年度計畫展開水文

地質數值模型建構技術之研究工作，依現地調查 /試驗資

料的研析與評估，決定模型範圍，並根據試驗參數，定

義模型參數，作為後續建構水文地質數值模型之基礎。 

R1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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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離島花崗岩之新鮮岩心礦物分析 

(a, c, e) SEM影像，(b, d, f)正交偏光照片。Ksp: K-feldspar; Qtz: Quartz; Chl: 

Chlorite; Ap: Apatite; Pl(Na): sodium plagioclase; Alla: Allanite; Zr: Zir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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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離島花崗岩之裂隙帶礦物分析 

(a)正交偏光照片，(b)平行偏光照片，(c)SEM影像(x40)，(d)SEM影像(x80)。Ksp: 

K-feldspar; Qtz: Quartz; Chl: Chlorite; Ap: Apatite.  

 

 
圖 3-14：離島花崗岩之岩性分類TAS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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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離島花崗岩鑽井岩心之原始地函標準化不相容元素蛛網圖 

(a) 4號井，(b) 6號井，(c) 3號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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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離島花崗岩測試區6處鑽井相關位置分布 

註：圖中4號井所示處包含1號、2號及4號三口深井，統稱小規模試驗場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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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離島花崗岩4號鑽井內4處裂隙段封塞壓力監測成果 

註：監測日期自 2011年3月24日至2012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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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離島花崗岩5號鑽井內4處裂隙段封塞壓力監測成果 

註：監測日期自 2011年12月20日至2012年12月17日 

  



   

3-28 

 

 

 

圖 3-19：離島花崗岩6號鑽井內4處裂隙段封塞壓力監測成果 

註：監測日期自 2011年3月22日至2012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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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重、磁逆推剖面
INV7(G)

重、磁逆推剖面
INV3(C)

重、磁逆推剖面
INV5(E)

KMBH01-02-04

KMBH06

KMBH03

KMBH05

重、磁逆推線形

斗門岩體斗門岩體斗門岩體斗門岩體
主要導水主要導水主要導水主要導水
裂隙帶裂隙帶裂隙帶裂隙帶

 

圖 3-20：花崗岩測試區深層地質及地球物理綜合解析圖 

說明：重、磁逆推剖面深度為2 Km (顏色分帶反映不同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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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主要主要主要導水裂隙帶導水裂隙帶導水裂隙帶導水裂隙帶 N

KMBH01-02-04

KMBH06

KMBH03

KMBH05

太武山斷層

輝綠岩脈

斗門岩體

太武山岩體

?

(31.622 m)

(29.414 m)
(17.803 m)

(21.016 m)

 
圖 3-21：離島花崗岩測試區花崗岩體及深層導水裂隙構造流向示意圖 

說明：括號內為水位數據(斜體)，日期為2008年4月15日；藍色箭頭為太武山岩體導水構造帶內，往西北方向流動的地下水流向，在太武山斷層帶

小規模試驗場附近，則轉向偏北流。深灰色箭頭為斗門岩體導水構造帶的水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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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離島花崗岩調查成果 (1999-2012)彙編  

本項工作彙整過去離島花崗岩調查成果，重點呈現 1999-2012年

間，陸續完成地表地質調查、岩石定年與特性分析，進行約 500點地

表重 /磁力探測、16 km地電組剖面探測、超過 3000 m (6孔 )地質鑽探、

及地物 /水文 /地化 /岩力等各式孔內探測作業，建立跨孔試驗整合性調

查與解析能力，測繪主要斷層及其裂隙帶位態，並透過整合性的資料

解析，建構出離島花崗岩測試區初步地質概念模式。整合區域地表調

查及井下試驗的技術發展流程如圖  3-22所示，為展示本土花崗岩質

母岩調查技術之初步成果，本計畫建立視覺化成果展示技術，以提供

後續資料整合解析、驗證、及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發展之用。  

日本H12報告指出地質圈 (處置母岩及其地質環境 )的特性，除了

會影響工程障壁的功能外，亦決定了地質圈能否發揮天然障壁的效能

(JNC， 2000)。該報告為了將地質環境以概念模式 (conceptual model)

方式表現，從 Tono及Kamaishi地下實驗室整合數項真實調查的資訊

(JNC, 2000)，包括：  

(a) 水文地質  

(b) 水文地球化學  

(c) 傳輸路徑  

(d) 岩石特性  

 

參照H12架構，本項目整合 1999至 2012年間完成之離島花崗岩調

查資料之成果，擬針對水文地質、水文地球化學、核種傳輸路徑及岩

石特性等研究成果，說明如下：  

(a) 水文地質：  

為通盤了解深層地下水的流動，量測深層水力梯度和岩層透

水特性相當重要。 1999-2012年間本計畫在離島花崗岩測試

區完成重、磁力地表測勘，測勘位置與測製之地表地質圖如

圖  3-23所示，整合判釋得深層構造分布 (圖  3-24)，進一步

根據重、磁力逆推成果 (圖  3-25)，建構深層岩性分布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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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剖面C-C’及G-G’剖面，加上參考RIP-3、RIP-6、RIP-7

及RIP-8等地電阻影像剖面資料等既有調查資料 (圖  3-20)，

用以區別構造線形與導水裂隙帶，並推測導水裂隙帶延伸性

及空間分布，加上現有鑽井量得地下水位資料 (以 2008年 4月

15日數據為代表 )，以區域尺度而言，繪製如所示之裂隙岩

層區域地下水流向圖 (圖  3-21)，顯示離島花崗岩測試區之花

崗岩體內導水構造帶，及其可能大致朝西北方向移動之流

向，反映出下列幾個特性：  

( i)  花崗岩體之主要導水通道：  

太 武 山 岩 體 的 主 要 裂 隙 導 水 通 道 為 西 北 向 裂 隙 帶 (圖  

3-21)，因現今通井量測的水位面以靠近裂隙帶源頭處的

6號水位最高，而 1號的水位最低，推測地下水順此裂隙

帶往西北方向流動，至太武山斷層帶 (另一主要導水裂隙

帶 )交匯處，依照小規模試驗場所量測資料 (圖  3-26)，

顯 示 深 層 地 下 水 至 此 順 太 武 山 斷 層 傾 角 方 向 轉 偏 北

流。另外，斗門岩體的水位顯然都低於太武山岩體，兩

岩體間存在阻水構造，且符合地形上以北太武山 (標高

262公尺 )為分水嶺；斗門岩體以金沙溪源頭的 3號井通井

地下水位最高 (位於擎天水庫下方，故有人工蓄水影響的

高水位 )，往 5號井的地下水位最低，此裂隙帶分布如圖  

3-20所示，順裂隙帶流向示意圖如圖  3-21所示。  

( ii)  阻水構造：  

離島花崗岩測試區有下列幾種緻密岩層，包括完整花崗

岩體、花崗片麻岩體 (含花崗片麻岩、角閃岩脈及花崗岩

脈 )及輝綠岩脈，這些火成岩的交界均形成重要的不連續

面。地下水主要賦存於這些緻密岩層的裂隙帶中。此

外，斷層構造除了形成導水裂隙帶外，亦會導致裂隙不

連續及富含斷層泥等特徵，而形成阻水構造。  

由小規模試驗場水文地質試驗得到太武山斷層帶的水

文地質特性，亦發現此區東北向輝綠岩脈群是重要的阻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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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構造 (不連續面 )(Liou et  al. ,  2009)，因此往西北方向流

動的地下水可能無法跨過此一不連續面。綜言之，太武

山斷層構造及輝綠岩脈阻水構造的存在，可以解釋太武

山岩體南側的地下水位較高的情況 (圖  3-21)。除此之

外，考慮更大範圍時，斗門岩體地下水位較太武山岩體

水位更低 (圖  3-21)，可能反映兩岩體內除了輝綠岩脈構

造外，亦存有兩岩體間屬於岩體接觸邊界 (contact)之不

連續面。  

而在目前有限資料下，初步研判北太武山地形亦為兩岩

體接觸邊界，以及太武山花崗岩體內輝綠岩脈群與太武

山斷層，這些阻水構造共同形成了離島花崗岩測試區東

部地下水分水嶺 (groundwater divide)，也有可能說明兩

地下水分區水位的明顯差異，淺層地下水含水層的地下

水流向也會有明顯不同。  

( iii)  地下水來源：  

由六口深井裂隙封塞取樣，分析得水文地球化學資料

(Liou et  al. ,  2008)，顯示此區有兩種地下水源，一是太

武山斷層帶集水區的天水快速入滲與補注的地下水，屬

於 局 部 地 域 的 非 蒸 發 型 的 地 下 水 特 性 ， 以 1號 井 為 代

表；另一是大區域第四紀沙漠型環境下的地下水源，具

有 溶 解 膏 鹽 層 (evapor ite)後 入 滲 的 蒸 發 型 地 下 水 特 性

(Liou et  al. ,  2008)，以 5號井為代表。  

 

綜言之，離島花崗岩體裂隙含水層地下水流動可分為兩區

(以北太武山為分水嶺 )，一為太武山岩體為順西北向裂隙帶

往西北方向流動，流經東北向的太武山斷層此一重要不連續

面 (Discont inuity)，改偏北順太武山斷層傾角方向 (N26W)流

動，其示意圖如圖  3-21所示。一為位於斗門岩體的地下水，

其來源可能是大區域數萬年以來形成的沙漠地下水，古地下

水流向可能是由西北往東南。從淺層覆蓋層觀察到多層泥炭

R1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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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及泥層，顯示古環境曾發育沼澤及湖泊，當時地下水埋藏

深度較淺。在島嶼形成四周環海後，此區形成屬於比較靜止

之澤地或湖積環境下的地下水型態。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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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花崗岩質潛在處置母岩深層特性調查與解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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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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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離島花崗岩測試區地質圖與鑽井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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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24：離島花崗岩測試區重力梯度及線形判釋圖  

註：圖(a)中綠色線代表根據重力異常判釋之線形；圖(b)為重、磁力線形與地質圖之整合判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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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重磁力逆推剖面解析侵入構造及岩性變化 

縮寫說明：S為磁感率(單位SI)；D為密度(單位Kg/cm
3
)；剖面分布位置參見圖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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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離島花崗岩小規模試驗場等地下水位面分布圖 

說明：藍色箭頭為地下水流向(摘自蔣立為、余錦昌，2007)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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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水文地球化學：  

地下水的化學特性除了直接影響核種的溶解度外，尤其是地

下水的酸鹼度及氧化還原條件，對工程障壁 (如緩衝回填材

料 )及天然障壁 (母岩 )的屏障功能亦具有重要的影響性。因

此，研析處置環境地下水的化學特性及其可能的演化機制，

是潛在處置母岩安全評估中一項重要且基本的工作。在「深

層地質處置」概念中，核種的遷移作用主要取決於岩層所含

地下水中核種的溶解度，及地下水在岩層內的流動能力。其

中，核種的溶解度，主要受控於地下水的化學特性。除了影

響核種的溶解度外，地下水的化學特性亦會影響廢棄物罐

(canister)或外包裝桶 (overpack)的腐蝕速率 (JNC, 2000)。  

透過離島花崗岩測試區 1至 6號六口深井的水質調查與地球

化學特性分析，可以有效評估地下水長期演變的條件。以下

分別就穩定地球化學及水質特徵現有制約條件進行說明 (林

蔚等， 2010)：  

( i)  地球化學水質特徵：  

由斗門岩體 3號及 5號井裂隙封塞取樣分析得水文地球

化學，顯示 SO	
�
與 Cl�兩成分無線性關係，代表海水不是

SO	
�
主要來源，主要因石膏溶解影響而富含 SO	

�
；相較

之下，黃鐵礦氧化作用或斜長石風化成高嶺石的作用影

響較小。此區具有高 SO	
�
水質特徵，石膏溶解的影響可

能 反 映 當 時 古 環 境 ( 深 層 地 下 水 碳 14 定 年 為

7518±30~8340±50年前 )有沙漠化特徵，蒸發作用強烈下

沈澱的礦物以石膏、方解石、白雲石及岩鹽為主，導致

天水入滲受到富含石膏的風積層 (表層 )含水層，容易溶

解石膏而影響到 SO	
�
含量，使之明顯增高 (現今沙漠水質

常呈現類似特徵，圖  3-27)。另一方面，此一特徵在太

武山斷層帶裡 (KMBH01)並不明顯，顯示太武山斷層帶

與斗門岩體兩地之深層地下水來源並不相同。  

( ii)  水文地球化學概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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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下水化學特性概念模型解析上，採用資料網格分析

之方式進行，並使用Golden Software公司的Voxler® 1.1

版軟體工具，考量有限的數據資料 (即 1999-2012年間自 1

號至 6號井採樣分析之水文地球化學數據 )，以及資料具

空間分布的屬性結合適當的邊界條件設定後，再經由三

度空間數據網格化，建立離島花崗岩測試區地下水化學

特性在地下空間的視覺化分布趨勢，概要摘述如下：  

(*) 視覺化數值模型：  

針對現有六口地質鑽 井封塞水質取 樣 分析的數據

資料、地表水井水質分析的文獻數據資料 (表  3-1

為其建構過程所使用的原始數據表 )，以及地表與底

層邊界的假設條件，建構南北長 8公里，東西寬 5.2

公里，網格 大小為 25×25×25公尺 立方 體的酸鹼度

(pH)及氧化還原電位 (Eh)參數的視覺化數值模型，

如圖  3-28及圖  3-29所示。地表邊界的設定，主要

依 據 離 島 花 崗 岩 測 試 區 地 表 水 井 水 質 分 析 (酸 鹼

度 、 氧 化 還 原 電 位 )的 文 獻 數 據 資 料 (Liu et  al. ,  

2008；劉建宏等 4人，2003)，先行透過 Surfer軟體建

構其在地表面的分布 ，並以其數值 作 為後續使用

Voxler®軟體進行三度空間數據網格化計算時，地

表面至地面下 50公尺的數值。另外，採用自地質鑽

井封塞水質取樣 (取樣深度最深為 500公尺 )分析結

果的最大酸鹼度 (pH約 9.8)、最低氧化還原電位 (Eh

約 -500mV) ， 及 最 大 的 電 導 度 數 值 (EC 約

2.5mS/cm)，作為後續使用Voxler®軟體進行三度空

間數據網格化計算時，絕對高程深度 -800至 -850公

尺間的數值。  

根據三度空間數據網格化的計算結果，依據 1號、 3

號與 6號等井孔所在的位置，切出Ca-Ca’(橫跨 1至 6

號井孔 )、 Ea-Ea’(橫跨 3至 1號井孔 )與Ga-Ga’(橫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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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6號井孔 )等三條剖面，再以漸層的配色呈現地化

參數在剖面上變化，初步展示地化參數在特定剖面

上，水平向與垂直向的可能分布趨勢 (圖  3-30)。  

(*) 水文地球化學概念模式  

由於鑽井數量少，深層地下水質資料的不足，且無

法取得各鑽井間與裂 隙含水層分布 及 不連續面相

關的關鍵資訊，就目前地下水化學特性概念模式建

構而言，所獲得的估算值與井內同深度的量測值也

會產生落差，因此此 展示成果仍屬 非 常初步的嘗

試。由圖  3-28及圖  3-30可知，酸鹼度 (pH)在垂直

向的整體分布型態，大致上係隨著深度的增加，逐

漸由中性轉為鹼性水質；水平向的整體分布型態則

是受地形的變化所影響。而氧化還原電位 (Eh)在垂

直 向 與 水 平 向 的 整 體 分 布 型 態 (圖  3-29及 圖  

3-30)，大致上也與酸鹼度 (pH)呈現相同的趨勢。整

體而言，圖  3-28、圖  3-29及圖  3-30可知，當深度

低於 400公尺以下時，離島花崗岩測試區地下水 pH

的保守數值均大於 8，而氧化還原電位的保守數值

均小於 0(mV)，屬於還原的狀態。  

 

(c) 核種傳輸路徑：  

日本H12報告強調連通的裂隙網路，是地下水與核種的主要

傳輸路徑，地質圈中需要被功能評估考量的主要特性為流通

路徑 ( flow pathway)，包括：裂隙 (節理與斷層 )、岩脈 (dikes)

及 岩 床 (sills) 、 層 面 (bedding planes) 、 不 整 合

(unconformit ies) 、 基 質 孔 隙 率 (matr ix porosit y) 等 (JNC,  

2000)。離島花崗岩之 1999-2012年調查成果，顯示花崗片麻

岩、角閃岩脈、花崗岩及輝綠岩脈群，均常見構造作用的影

響。花崗岩類侵入構造可依岩體侵位深度差異，可明顯分為

深位侵入型 (以花崗片麻岩及角閃石黑雲母片麻岩為主 )及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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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侵入型 (以細粒花崗岩、偉晶岩為主 )兩類；在侵入作用同

時伴生了橫移斷層的韌性剪切作用。在花崗岩漿侵入後，大

地構造環境以張裂構造為主，分為兩期，早期為輝綠岩脈侵

入同時發生的張裂活動 (80-90 Ma)，以N30E方向為主；晚期

為正斷層構造活動，以N60E為主，其分布以示意方式呈現於

圖  3-21中。各岩體廣泛出現張裂節理及大小規模不等的正

斷層帶，約與台海張裂及沈陷的時期相當。最後，因岩體抬

升與剝蝕至接近地表，結晶基盤岩因而廣泛發生解壓作用形

成大型洋蔥狀剝蝕節理。這些地質構造相關之水文地質特

性，已概述於前文中。  

進一步針對核種傳輸所需，需要獲得小尺度地質構造的描

述，例如裂隙的分布 (dist r ibut ion)、頻率 ( frequency)和型態

( form)，這些特性的變化與裂隙形成原因、岩石類型及熱水

換質的歷史有關 (JNC， 2000)。離島花崗岩測試區地表裂隙

量測可於沿海出露的露頭上進行 (圖  3-22)，量測各種構造類

型及位態 (圖  3-31及圖  3-32)，深層裂隙量測則需透過離島

花崗岩測試區小規模試驗場的井群等岩心觀察、岩心井錄、

孔內攝影、地物井測、乃至跨孔地電阻影像剖面判釋等資料

解析，獲致裂隙空間分布 (圖  3-33及圖  3-34)、頻率 (圖  3-35)

等裂隙岩層特性化資訊。  

至於裂隙發育及演化特性方面，過去計畫中利用岩心井錄對

裂隙型態的研究發現 (林蔚等， 2002； 2003； 2005； 2010)離

島花崗岩體導水構造主要受到北東向高角度的冷卻節理、輝

綠岩脈及正斷層系統所影響 (圖  3-31)。長期地下水入滲 (地

下水碳 14年代值為 7518±30~8340±50年前 )，造成花崗岩裂隙

帶風化產生絹雲母、高嶺石等次生礦物，裂隙中有石英、黏

土及方解石等充填物 (圖  3-13)，均對核種吸附作用扮演重要

角色 (圖  3-15)。核種可藉由其在裂隙圍岩的擴散機制，稀釋

其在地下水中的濃度，且裂隙中的充填物與圍岩的礦物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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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同的核種會造成不同的吸附效應，且因圍岩擴散及吸附

等機制而遲滯核種的傳輸速度 (JNC， 2000)。  

為了提供適合驗證功能安全評估所需的數據，日本是以釜石

實驗場址作為案例，在釜石既有礦坑坑道進行鑽探及深層特

性調查的研究，特別是針對結晶岩內的裂隙流通路徑──對

潛在處置環境而言，裂隙是最重要的傳輸路徑 ──獲得深層

地 下 水 流 通 路 徑 及 地 球 化 學 隨 深 度 變 化 趨 勢 的 驗 證 (JNC,  

2000)。  

離島花 崗岩 測試區 由 1號、 2號及 4號井 構成的 小規 模試驗

場，也是參考了H12報告的建議，針對一特定範圍透過深孔

量測水文地質資料，並進行相關資料的模擬技術建立，以解

釋調查的資料。總計 1999-2012年間透過井下裂隙的雙封塞

水力試驗，取得 60組裂隙段的水力傳導係數 (其中有 16組重

覆 試 驗 )， 數 值 範 圍 界 於 10� ~ 10�	  m/s間 ， 主 要 集 中 於

10��~10��m/s間。針對導水特性較差的裂隙段，亦進行 9段雙

封 塞 水 力 試 驗 ， 礙 於 時 間 尺 度 ， 僅 能 估 計 其 數 值 小 於

10��m/s，略大於室內完整岩塊的水力試驗值 (10���m/s)。  

利用前節所述於地質與構造、地表地球物理測勘及鑽井等獲

得的調查成果，初步建構 SNFD2009報 告 (台灣電力公司，

2010)功能安全評估所需水文地質剖面 (圖  3-36)，針對遠場

評估所需的參數，如表  3-2所示，包括： (1)母岩密度與孔隙

率、 (2)母岩擴散係數、 (3)母岩裂隙內寬與間距、 (4)地下水

流速及 (5)延散度。該報告建立一維模擬技術，並進行了核種

傳輸數據之不確定性與敏感度分析 (表  3-4)，其說明摘錄如

下 (台灣電力公司， 2010)：  

( i)  母岩密度與孔隙率  

母岩之密度與孔隙率皆引用國內花崗岩測試區現地調

查所得數據此兩項參數引用最大值各 為 2680 kg m�⁄ 、

0.0079 (楊明宗等，2003；林蔚等，2005)，最小值為 2620 

kg m�⁄ 、 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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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母岩擴散係數  

母岩擴散係數於 SNFD 2009報告中採用芬蘭 TILA-99報告

的 9.99 � 10��	  m
/sec， 母 岩 有 效 擴 散 係 數 最 小 值 為

3.00 � 10��	 m
/sec，最大值為 3.17 � 10��� m
/sec (V ieno 

et al. ,  1999)。  

( iii)  裂隙內寬、裂隙間距  

依據測試區現地調查數據，經統計分析採裂隙內寬最大

與最小值各為 1.32×10
-2
 m、 2.50×10

-4
 m，裂隙間距最大

與最小值各為 0.185 m、 0.038 m (表  3-2至表  3-4)。  

( iv)  母岩地下水流速  

母岩地下水流速由水力傳導係數換算而得，水力傳導係

數 採 58組 數 據 (KMBH01-02-04裂 隙 連 通 性 及 跨 孔 追 蹤

試驗；張傳聖等，2005)，經統計分析後取 95%上限及 5%

下限作為採樣上下限值，以對數常態分佈 (Log-normal 

dist r ibut ion)型態並假設水力梯度為 0.1情況下，換算為

母 岩 地 下 水 流 速 最 大 與 最 小 值 為 464.51 m/yr與 14.22 

m/yr (表  3-4)。  

(v)  延散度  

延散度 (Dispersivit y)數值取為傳輸距離之 1/40~1/5作為

上下限值，引用最大值與最小值各為 200 m與 25 m (表  

3-4)。  

 

(d) 基質的擴散效應：  

在花崗岩質裂隙岩體中，基質是指裂隙周圍的母岩，溶質在

基質內的擴散效應，是遲滯遷移的重要機制之一。除了基質

的有效孔隙率外，基質內的溶質滲入孔隙中，吸附作用和基

質內之擴散作用均可能影響而發生遲滯作用，因此在許多裂

隙結晶岩體中，基質的擴散效應均被考量為重要的核種遲滯

作用 (JNC，2000)。根據日本H12報告對基質擴散效應的結論

指出：雖然日本許多岩類已有分析資料，但只有在場址特性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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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階段，才能夠特別去定義已確定母岩的傳輸特性 (例如

裂隙延散度 )。  

本計畫過去利用小規模試驗場發展相關技術，基質擴散效應

與裂隙網路相關工作，主要是利用小規模試驗場裂隙位態資

料，分析得裂隙頻率特性的二維裂隙網路結構，並應用連通

裂隙網路演算法，模擬連通路徑，進而參考現場自然梯度試

驗結果，將DFN傳輸理論應用模擬此二維裂隙網路中之溶質

傳輸，藉以分析現地岩體之傳輸特性。  

首先，透過岩心井錄與井下地球物理井測的裂隙位態解析

(圖  3-33)，進而分析小規模試驗場的裂隙頻率隨深度變化之

情形 (圖  3-35)，主要為三個裂隙區 (10~80 m、 330~360 m及

450 m以下 )，其中 330~360 m段裂隙區已取得自然梯度跨孔

示蹤稀釋試驗結果 (圖  3-37)。因此，在模擬技術方面，可進

一步利用地質統計的機率場模擬法，模擬出小規模試驗場附

近的裂隙構造 (模擬情境之一如圖  3-38所示 )，基於 330-360m

裂隙頻率特性， 330-360 m裂隙區與 450 m以下斷層帶，在通

過 2號至 4號井剖面裂隙網路分布情形，模擬情境之一如圖  

3-39所示 )。若考慮通過 1號至 4號井之剖面，則模擬情境之一

如圖  3-40為該剖面上在第二個裂隙區的二維裂隙網路分布

情形。應用前述連通路徑演算法，則在此裂隙區的連通裂隙

路徑，模擬情境之一如圖  3-41所示；而若考慮通過 1號至 2

號井剖面，則圖  3-42及圖  3-43分別為該剖面上的二維裂隙

網路分布情形及相對應的連通裂隙路徑。  

在前述基礎之上，本計畫發展二維DFN之溶質傳輸模擬，主

要 採 時 間 域 粒 子 追 蹤 法 (Time-domain part icle t racking 

method, TDPT)進行，即所謂直接性TDPT (Direct  TDPT)模

式，將溶質視為數目眾多的粒子，每一粒子攜帶部分溶質質

量，在上游釋放粒子後，則每個粒子根據傳輸模式中考慮的

所有傳輸機制 (包含裂隙中的平流、延散與吸附，圍岩中的

分子擴散及吸附等 )，可計算出該粒子通過一個裂隙段所需

R1 

R1 

R1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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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走時，並在裂隙交點處，根據穩態地下水流量的大小，隨

機決定進入那一個下游裂隙段。此外，考慮現場岩體中，溶

質可能因為分子擴散效應，使得溶質從裂隙擴散至周圍岩

體，於Direct  TDPT法中，以參數 Lm代表分子擴散進入岩體的

最大深度。Lm愈大，則代表裂隙與圍岩間的分子擴散效應愈

強；反之則愈小。將以上模擬步驟重複至每一個粒子，整合

所有粒子到達下游面所需的走時，則可建立出溶質穿越曲線

(Breakthrough curve,  BTC)。此法應用於小規模試驗場中，以

Direct  TDPT套配圖  3-37(c)之模擬分析結果 (如圖  3-44及表  

3-5所示 )，套配參數顯示圍岩孔隙率為 0.4%，平均的圍岩穿

透深度為 0.01 m (即 1 cm)，套配所得的延散度約為 1.2 cm。

此延散度為離散裂隙網路中的平均延散度，若乘上裂隙內之

地 下 水 流 速 ， 則 水 力 延 散 係 數 (Hydrodynamic dispers ion 

coefficient)約在 72.7 m
2
/day以下。  

(e) 岩石特性：  

根據日本H12報告指出，岩體的熱與力學特性，是牽涉到處

置場設計與建造的重要因子。熱特性不僅影響工程障壁內的

化學反應，也影響地下工作環境條件。而力學特性則需要用

來預測處置場建造期間坑道及處置坑的穩定性。岩石的物理

性質及力學參數是母岩工程特性評估的基本參數。其中，物

理性質包括單位重、含水量、比重、吸水率、孔隙率 (比 )；

熱特性主要是熱傳導性質；而岩石的力學參數包括強度參數

與變形參數。強度參數用於判定岩石在特定的應力狀態下是

否會破壞。變形參數用於描述岩石的應力與應變之關係，以

評估處置場的岩體穩定性及變形性。  

此外，考量處置深度位於地下深處，其地溫比地表還高，因

此除了進行室溫下之岩石物性及力學試驗之外，亦應考量進

行可能處置深度之地溫下的岩石物性及力學試驗，以分析其

對岩石物性及力學性質之影響。但岩體的精確物理條件需要

從場址的特性調查獲得 (例如地溫條件及應力狀態 )，以及從

R1 



   

 3-48

岩石本身特性的量測獲得 (例如熱傳導係數或強度 )。為了評

估各式場址的設計概念，能考量各岩類的各種熱 -力學特性

的差異，將很有幫助 (JNC, 2000)。  

離島花崗岩體主要為花崗岩、花崗片麻岩及片岩等結晶岩

類，屬於土木工程所謂的硬岩，岩石特性若以太武山花崗片

麻岩體的 4號井岩心試驗數據，代表酸性 (富含長英質礦物 )

花崗岩漿所形成；以斗門花崗岩體的 3號井岩心試驗數據，

代表基性 (富含鐵鎂質礦物 )花崗岩漿所形成。1999-2012年間

完成之物理性質及岩石力學試驗結果，摘要特性如表  3-6所

示。此外，除了地質構造演化研究外，亦進行國內首次花崗

岩井下大地應力量測之技術發展，於小規模試驗場進行井下

水力破裂法現地應力試驗，獲致大地應力之水平最大主應力

方向為西北 -東南走向，而水平最小主應力方向則為東北 -西

南走向 (表  3-6)。與大陸福建區域應力場在北西 -南東向水平

主壓應力和北東 -南西向主張應力軸的特徵一致，可能反映

受到此區濱海斷裂帶右移走滑活動的影響 (時振梁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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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離島花崗岩測試區地下水化學特性三度空間視覺化計算所用數據 

E(東東東東, m) N(北北北北, m) H (高高高高

程程程程, m) 

井下深井下深井下深井下深

度度度度(m) 

pH Eh 

(mV) 

EC(m

S/cm)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192591.165  2708025.979  -161.806  195.100  6.290  353.000  0.292  KMBH01-W1 

192591.178  2708026.019  -164.806  198.100  6.290  353.000  0.292  KMBH01-W1 

192589.649  2708027.991  -317.806  351.100  6.920  -4.000  0.376  KMBH01-W2 

192589.596  2708028.049  -320.806  354.100  6.920  -4.000  0.376  KMBH01-W2 

192588.522  2708030.325  -455.806  489.100  9.760  -464.000  0.321  KMBH01-W3 

192588.469  2708030.405  -458.806  492.100  9.760  -464.000  0.321  KMBH01-W3 

192588.522  2708030.325  -455.806  489.100  9.440  -466.000  0.333  KMBH01-W4 

192588.469  2708030.405  -458.806  492.100  9.440  -466.000  0.333  KMBH01-W4 

192591.781  2708023.467  -3.806  37.100  6.710  158.000  0.271  KMBH01-W5 

192591.748  2708023.500  -6.806  40.100  6.710  158.000  0.271  KMBH01-W5 

192593.759  2708033.484  -20.787  54.500  7.500  72.000  0.353  KMBH04-W1 

192593.743  2708033.468  -22.787  56.500  7.500  72.000  0.353  KMBH04-W1 

192592.544  2708036.210  -235.287  269.000  8.660  -181.000  0.417  KMBH04-W2 

192592.519  2708036.227  -237.287  271.000  8.660  -181.000  0.417  KMBH04-W2 

192591.478  2708036.771  -310.787  344.500  8.420  -344.000  0.438  KMBH04-W3 

192591.453  2708036.768  -312.787  346.500  8.420  -344.000  0.438  KMBH04-W3 

192591.367  2708038.501  -464.287  498.000  9.220  -321.000  0.343  KMBH04-W4 

192591.335  2708038.532  -466.287  500.000  9.220  -321.000  0.343  KMBH04-W4 

189293.248  2706760.630  -65.879  94.100  7.640  -132.000  0.401  KMBH03-W1 

189293.636  2706760.071  -67.946  96.300  7.640  -132.000  0.401  KMBH03-W1 

189349.179  2706695.934  -343.878  389.940  8.090  -336.000  1.358  KMBH03-W2 

189349.597  2706695.539  -345.870  392.060  8.090  -336.000  1.358  KMBH03-W2 

189367.119  2706679.023  -427.322  478.740  8.190  -339.000  2.124  KMBH03-W3 

189367.533  2706678.638  -429.315  480.860  8.190  -339.000  2.124  KMBH03-W3 

190678.731  2707699.889  -71.817  93.990  8.350  -7.000  1.119  KMBH05-W1 

190678.688  2707699.887  -73.837  96.010  8.350  -7.000  1.119  KMBH05-W1 

190678.846  2707699.859  -236.317  258.490  8.830  -428.000  2.031  KMBH05-W2 

190678.821  2707699.886  -238.337  260.510  8.830  -428.000  2.031  KMBH05-W2 

193526.743  2705241.483  -94.778  127.500  8.430  -176.000  0.277  KMBH06-W1 

193526.753  2705241.483  -97.278  130.000  8.430  -176.000  0.277  KMBH06-W1 

193524.573  2705244.953  -245.278  278.000  8.120  -340.000  0.278  KMBH06-W2 

193524.583  2705244.993  -247.778  280.500  8.120  -340.000  0.278  KMBH06-W2 

193522.873  2705250.413  -465.778  498.500  8.240  -389.000  0.324  KMBH06-W3 

193522.873  2705250.453  -468.278  501.000  8.240  -389.000  0.324  KMBH06-W3 

190534.084  2709256.376  12.478   6.000  405.000  0.952  #6 (*1) 

188803.400  2708022.944  18.730   5.750  377.000  0.646  #7(*1) 

194451.650  2704567.225  14.979   7.060  247.000  0.417  #8(*1) 

193057.648  2701754.539  15.882   6.310  384.000  0.441  #10(*1) 

192072.328  2705718.755  45.000   6.440  300.000  0.447  S#1(*2) 

191779.928  2709904.219  35.000   6.840  300.000  0.966  S#2(*2) 

191886.798  2708519.276  25.000   7.010  300.000  0.480  S#3(*2) 

190700.721  2707693.547  22.000   6.630  300.000  0.476  S#4(*2) 

188389.197  2707118.947  25.000   6.760  300.000  0.435  S#5(*2) 

194040.710  2704972.372  28.000   6.770  300.000  0.617  S#6(*2) 

188545.082  2704133.896  39.000   7.200  300.000  0.414  S#7(*2) 

188721.328  2705794.524  85.000   6.380  300.000  0.547  S#8(*2) 

193843.567  2702465.583  25.000   7.390  300.000  0.714  S#9(*2) 

194522.830  2706271.875  25.000   6.790  300.000  0.767  S#10(*2) 

190533.271  2712541.848  20.000   7.200  300.000  0.682  S#11(*2) 

186471.934  2705545.104  22.000   6.890  300.000  0.853  S#12(*2) 

179955.428  2708727.302  20.000   6.940  300.000  2.836  S#13(*2) 

181186.812  2702691.340  35.000   6.760  300.000  0.492  S#14(*2) 

180710.248  2699204.710  19.000   6.980  300.000  0.390  S#15(*2) 

*1: Liu et al. (2008); *2: 劉建宏等4人(2003) 

  



   

 3-50

表 3-2：SNFD2009報告案例分析遠場引用參數表 

遠場參數 數值 說明 

母

岩 

密度 2.65E+03 kg/m3  林蔚等(2005) p.106 

孔隙率 5.8E-03 林蔚等(2005) p.106 

擴散係數 3.15E-06 m2/yr  

(9.99×10-14 m2/sec) 

Vieno et al.,1999, pp.253 

地下水流速 3.16 m/yr 歐陽湘等(2006): pp. 4-42, 4-100, 4-168 

(K值引用KMBH01、KMBH02、KMBH04之58組

資料計算平均值，i保守假設為0.1) 

導

水

通

道 

傳輸距離 1.0E+03 m 測試區水文地質圖 (圖 3-36)； 

保守假設值 

裂隙間距 BH01_186-196_(249,82): 

8.1E-02 m 
參見表 3-3 

裂隙內寬 4.73E-03 m 張傳聖等(2005) p.3-39 

水力延散係數 6.31E-02 m2/yr 

(2.00×10-9 m2/sec) 

Bedient et al. (1994) p.122. 

延散度 75 m 2/19技術討論會(2006) 

(摘自台灣電力公司，2010) 

 

表 3-3：KMBH01-02-04裂隙叢集間距分析 

井孔名稱 深度(m) a 裂隙總數b 叢集裂隙數目c 叢集位態d 間距平均值(m)e 

KMBH01 

50-77 13 
9 (338, 83) 0.1758 

4 ( 70, 64) 3.313 

87-170 6 4 ( 65, 62) 6.856 

186-196 18 16 (249, 82) 0.081 

248-286 11 NAf NA 3.674 

KMBH02 

50-68 15 
12 ( 18, 80) 0.232 

2 ( 97, 64) 3.151 

107-132 3 NA NA 12.05 

158-176 9 

3 (248, 70) 0.038 

4 ( 90, 66) 2.318 

2 (337, 68) 0.918 

207-219 4 NA NA 1.22 

232-234 2 NA NA 0.45 

250-267 11 
6 (108, 76) 0.783 

3 (140, 60) 1.407 

289 1 NA NA NA 

KMBH04 

50-75 17 

4 ( 94, 63) 1.112 

1 (140, 42) NA 

5 ( 43, 82) 0.185 

5 (353, 63) 0.449 

106-107 2 NA NA 0.25 

133-144 5 NA NA 2.483 

227 1 NA NA NA 

245-251 3 NA NA 2.81 

266-272 4 NA NA 1.577 
a裂隙面與井孔相交深度；b為相對應深度的裂隙總數；c叢集代表裂隙依據位態分

組，角度相近的為同一組叢集；d位態以(dip direction，dip angle)表示；e同一叢集

的相鄰兩裂隙在叢集法線方向的間距，若無法找到裂隙叢集，則此欄的計算結果

代表樣本間距之平均值；f
NA代表該深度裂隙樣本過少無法做間距分析。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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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遠場機率式分析之參數 

參

數 

範圍 分布型態 

(平均值、標準差) 

備註 Reference 

裂

隙

間

距 

最小值0.038 

最大值0.185 

單位：m 

均勻分佈 

 

間距最小情況 

BH01_186-196_(24

9,82)：0.081m 

BH02_158-176_(24

8,70)：0.038m 

BH04_50-75_(43,82

)：0.185m 

參見表 3-3 

裂

隙

內

寬 

最小值2.50E-4 

最大值1.32E-2 

單位：m 

常態分佈 

均值：4.73E-3 

標準差：5.09E-3 

 引用

BH-01-02-04之

裂隙內寬機率密

度函式分析結果

(張傳聖等，

2005) 

水

力

傳

導

係

數 

最小值14.22 

最大值464.51 

單位：m/yr 

對數常態分佈 

Log均值：1.91 

Log標準差：

0.757 

K值採對數常態分

佈取樣後，乘上水力

梯度(0.1)求得母岩

地下水流速 

K值引用歐陽湘

等(2006) 

BH01、BH02、

BH04之58組資

料套疊分佈曲線 

延

散

度 

25~200 

單位：m 

均勻分布  L/40~L/5， 

L為遠場傳輸距

離 

母

岩

密

度 

最大2680 

最小2620 

單位：kg/m
3
 

均勻分布   

母

岩

孔

隙

率 

最大0.79％ 

最小0.38％ 

均勻分布   

(摘自台灣電力公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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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以Direct TDPT套配圖 3-37 (c)後所得之傳輸參數值 

參數參數參數參數 配套值配套值配套值配套值 

m，圍岩孔隙率 0.40 % 

Lm，圍岩滲透深度 0.01 m 

f，裂隙內延散度 0.012 m 

Dm，圍岩分子擴散係數 8.0×10-5 m2/day 

 

表 3-6：離島花崗岩測試區鑽井岩石力學試驗結果 

試驗對象 
斗門花崗岩體 

(KMBH03) 

太武山花崗片麻岩

體(KMBH04) 

日本H12報告彙

整之硬岩系統 

岩性 鐵鎂質花崗岩 長英質花崗片麻岩 
大部分結晶岩及

先第四紀沈積岩 

一般物理

性質 

乾密度(g/cm3) 
2.73~2.77 

平均2.75(N=17) 

2.61~2.66 

平均2.63(N=19) 
2.65 

比重 
2.75~2.79 

平均2.77(N=17) 

2.63~2.68 

平均2.65(N=19) 
2.7 

飽和密度
(g/cm3) 

2.74~2.78 

平均2.76(N=17) 

2.62~2.67 

平均2.64(N=19) 
2.67 

孔隙率(%) 
0.34~0.96 

平均0.56(N=17) 

0.38~0.65 

平均0.54(N=19) 
— 

有效孔隙率θe 
(%) 

— 0.007~0.015 2 

吸水率(%) 
0.12~0.35 

平均0.20(N=17) 

0.14~0.25 

平均0.21(N=19) 
— 

力學性質 

單軸壓縮強度
(MPa) 

89.16~131.21 

平均111.54(N=9) 

75.68~168.66 

平均125.97(N=9) 
115 

三軸壓縮試驗

凝聚力(MPa) 
26.42~28.49(N=2) 17.99~29.51(N=2) 15 

三軸壓縮試驗

摩擦角(度) 
47.90~54.20(N=2) 50.71~59.08(N=2) 45 

間接張力強度
(MPa) 

6.99~14.60 

平均10.99(N=17) 

6.91~13.33 

平均9.73(N=16) 
8 

靜彈性模數
E50(Gpa) 

31.70~52.66 

平均44.18(N=6) 

34.15~51.19 

平均41.93(N=7) 
37 

卜松比 
0.13~0.27 

平均0.17(N=6) 

0.11~0.19 

平均0.15(N=7) 
0.25 

動態剪力模數
(GPa) 

16.75~29.24 

平均22.88(N=25) 

12.99~24.50 

平均17.98(N=22) 
— 

動態彈性模數
(GPa) 

41.31~73.60 

平均55.17(N=25) 

30.28~58.37 

平均42.28(N=22) 
— 

動態卜松比 
0.12~0.27 

平均0.20(N=25) 

0.10~0.25 

平均0.17(N=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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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離島花崗岩測試區鑽井岩石力學試驗結果(續) 

試驗對象 
斗門花崗岩體 

(KMBH03) 

太武山花崗片麻岩

體(KMBH04) 

日本H12報告彙

整之硬岩系統 

岩性 鐵鎂質花崗岩 長英質花崗片麻岩 
大部分結晶岩及

先第四紀沈積岩 

熱特性 

熱傳導係數 

(W m-1 K-1) 
— 2.85~2.94 2.8 

比熱 

(kJ kg-1 K-1) 
— — 1.0 

熱膨脹係數 

(K-1) 
— — 

1~1.5� 10�� 
(crystalline rocks) 

地溫梯度 

(℃/100m) 
19 3 

地表溫度 

(℃) 
20.8 15 

現地應力 

初始垂直應力
�  (MPa) 

 KMBH01 

� ! "#$/1000 %
0.027$ 
(#：重力加速度(m 

s-2)) 

175 4.64 

238 6.31 

306 8.11 

430 11.40 

初始水平應力 

(MPa) 

 �' �( �(方向 

�') ! *+ � � %
0.020$ , 4.43 

175 4.58 8.30 N 55.9°W 

238 4.54 8.41 N 58.2°W 

306 5.73 10.70 N 53.6°W 

430 9.38 14.43 N 76.4°W 

水力特性 

水力傳導係數
K (m s-1) 

1.0E-4~3E-8(裂隙帶)； 

4.1E-12~3.6E-11(完整岩塊) 

母岩：10-10~10-8 

主要導水裂隙區或

斷層：10-6~10-5 

水力梯度i 
小規模試驗場建議值為0.1； 

離島花崗岩測試區建議值為0.01 

0.001~0.1 

出現機率最高的

值：0.01 

資料來源：林蔚等(2005)、台灣電力公司(2010)及JNC (2000) 

註：N=試驗組數 

側向壓力係數K+ ! 164 h⁄ , 0.74 2h：深度3m45 
初始平均水平應力σ78 ! 3σH , σ74 2⁄  式中σH為最大水平主應力，σ7為最小水平

主應力。 

  

深度(m) 

孔號 
R2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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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98.1m)

(54.5~56.5m)

(351.1~354.1m)

(489.1~492.1m)

(489.1~492.1m)

(37.1~40.1m)

(269.0~271.0m)

(344.5~346.5m)

(498.0~500.0m)

(94.10~96.30m)

(389.94~392.06m)

(478.74~480.86m)

(93.99~96.01m)

(258.49~260.51m)

(127.5~130.0m)

(278.0~280.5m)

(498.5~501.0m)

(Legend)

(195.1~198.1m)

(54.5~56.5m)

(351.1~354.1m)

(489.1~492.1m)

(489.1~492.1m)

(37.1~40.1m)

(269.0~271.0m)

(344.5~346.5m)

(498.0~500.0m)

(94.10~96.30m)

(389.94~392.06m)

(478.74~480.86m)

(93.99~96.01m)

(258.49~260.51m)

(127.5~130.0m)

(278.0~280.5m)

(498.5~501.0m)

(Legend)
賀蘭山
沙漠地
下水樣

 

圖 3-27：離島花崗岩測試區深層地下水Piper圖與賀蘭山沙漠特性比較 

說明：賀蘭山水質資料摘自姜凌等(2009)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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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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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離島花崗岩測試區地下水化學特性初步概念模式(酸鹼度) 

—三度空間數據網格化計算結果 

說明：Ca-Ca’、Ea-Ea’及Ga-Ga’剖面位置參見圖 3-23所示。標示問號(???)代表該

處圖示為推估之地球化學特性，待未來視計畫需求，經鑽井取水樣後，分析得地

球化學資料，加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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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圖 3-29：離島花崗岩測試區地下水化學特性初步概念模式(氧化還原電位) 

—三度空間數據網格化計算結果 

說明：Ca-Ca’、Ea-Ea’及Ga-Ga’剖面位置參見圖 3-23所示。標示問號(???)代表該

處圖示為推估之地球化學特性，待未來視計畫需求，經鑽井取水樣後，分析得地

球化學資料，加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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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0：離島花崗岩測試區地下水化學特性初步概念模式 

—二度空間數據網格化計算結果 

說明：Ca-Ca’、Ea-Ea’及Ga-Ga’剖面位置參見圖 3-23所示。標示問號(???)代表該

處圖示為推估之地球化學特性，待未來視計畫需求，經鑽井取水樣後，分析得地

球化學資料，加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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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離島花崗岩測試區花崗岩體常見的冷卻節理與輝綠岩脈群 

 

 

 

圖 3-32：離島花崗岩測試區地表測線裂隙極點投影圖 

 

 

輝綠岩脈 

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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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BH01 KMBH02KMBH04 KMBH01

0 m

350 m

70 m

450 m

淺層破碎帶
(受解壓節理影響)

深層破碎帶
(受冷卻節理及
斷層帶所影響)

 
圖 3-33：裂隙空間分布與跨孔地電阻影像剖面比較 

說明：裂隙空間分布均通過低電阻帶上(跨孔地電阻剖面中藍色及綠色影像所示)，顯示符合地球物理調查裂隙含水層的低電阻物性。裂隙面位於

350公尺者為太武山斷層帶分支之裂隙帶；450公尺為太武山斷層頂面(位態為N64E/70N)，以紅色平面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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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小規模試驗場裂隙法向量之極點投影圖 

 

 

圖 3-35：小規模試驗場裂隙叢集軌跡密度與深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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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虛擬處置場核種外釋之水文地質剖面示意 

(摘自SNFD2009報告；台灣電力公司，2010) 

 

 

圖 3-37：小規模試驗場自然梯度示蹤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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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8：小規模試驗場附近之裂隙網路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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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通過2號至4號井附近之裂隙網路模擬結果 

(上圖：通過330-360m裂隙帶；下圖：通過450m以下斷層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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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0：通過1號至4號井剖面上320 ~ 360 m之二維裂隙網路模擬結果 

 

 

圖 3-41：通過1號至4號井剖面上320 ~ 360 m之連通裂隙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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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通過1號至2號井剖面於320 ~ 360 m之二維裂隙網路模擬結果 

 

 

圖 3-43：通過1號至2號井剖面於320 ~ 360 m之連通裂隙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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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以Direct TDPT套配圖 3-37(c)之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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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地質處置合適性研究地質處置合適性研究地質處置合適性研究地質處置合適性研究 

對於一個「理想」的用過核子燃料處置場而言，其地球化學條件

必須盡量符合核種及包封容器材質之化學元素皆處於固相的型態。而

在深地質處置概念中，這些地球化學條件與處置環境的地下水化學組

成息息相關；其中，氧化還原電位 (Eh)與酸鹼值 (pH)更是扮演著關鍵

的角色。在上年度 (100年 )工作中，本計畫以過去於離島花崗岩區深

度 300-500 m之平均地下水水質條件為基礎，繪製了銅 (Cu)、鐵 (Fe)、

硒 (Se)、鈾 (U)的 Eh(pe)-pH穩定相圖，藉此瞭解上述元素在該水質條

件下的穩定性與穩定型態，並提供評選處置環境地化合適性 (Eh vs 

pH)之必要資訊。根據上年度Eh(pe)-pH穩定相圖的繪製結果顯示，在

溫度為 31℃或 80℃、 pH=0~14、 pe=±16.9且水呈穩定的範圍內，除了

Fe無穩定區間外，Cu、Se和UO2(Uraninit e)皆具有其穩定區間。因此，

本年度 (101年 )將進一步以地化模式之模擬，來探討上述物種的溶解

度範圍與溶解度特性。  

溶解度模擬計算所使用之地化模式為GWB(Version 8.0)的React

程式 (Bethke and Yeakel,  2010)；計算過程亦採用與繪製穩定相圖相同

之熱力學資料庫。根據瑞典的研究報告 (Bruno et al. ,  1997)顯示，在氧

化 的 環 境 中 或 因 水 受 radio lys is作 用 之 影 響 ， 用 過 核 燃 料 主 體

(UO2(Uraninite))的表面有可能接受氧化作用而成為UO2 .3333 (b eta )。因

此，本研究將以UO2(Uraninite)及UO2 .3333 (b eta )的溶解度範圍作為鈾的

溶解度範圍。而溶解度計算過程的主要條件及假設如下所述：  

(1) 溶解度計算所需之參考水質，係與繪製穩定相圖採用的參考水質

相同 (即離島花崗岩區深度 300-500 m之平均地下水水質 )，用以考

量水中陰離子對Cu、 Se及U總溶解度的影響效應。  

(2) 溶解度計算所考量之系統溫度亦採用 31℃和 80℃，藉此瞭解在處

置環境可能的初始溫度與處置環境所容許的上限溫度條件下，

Cu、 Se及U離子在水中的溶解度特性。  

(3) 溶解度的計算過程僅考量主要礦物 (如Cu、Se、UO2(Uraninite)或

UO2 .3333 (b e ta ))的溶解，而不考慮次生礦物的形成，以求得Cu、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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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U離子在水中溶解度的最大數值，滿足功能安全評估的保守條

件。  

(4) 上述主要礦物的起始質量係假設為 1莫耳，而系統的溶劑 (水 )為

1kg。故當溶解度計算數值等於 1.00E+00M時，代表在某水質條

件下，該礦物已完全溶解。  

(5) 水中Cu、Se及U離子的主要來源，分別為Cu、Se、UO2(Uraninite)

或UO2 .3333 ( b eta )，且其濃度與其來源達平衡。  

 

圖  3-45為本研究針對溶解度的計算方式。其中，藍色虛線為依據

離島花崗岩區深度 300-500 m之平均地下水的 pH(=8.6)及 pe(=-5.73)值

所規劃之計算路徑，藉此瞭解Cu、 Se、UO2(Uraninite)或UO2 .3333 (b e ta )

溶解度隨 pH或 pe條件改變時的變化特性，相關溶解度模擬結果如圖  

3-46及圖  3-47所示。另外，圖  3-45的綠色實心框線則是以Kmi水質

的 pH(=8.6)或 pe(=-5.73)值為中心，分別變動兩個數量級後所得到的

pH-pe區間 (即 pH=6.6~10.6、pe=-7.73~-3.73)。而在本研究中，亦將於

水呈穩定的範圍內，針對此 pH-pe區間之端點值及特定之 pH-pe值 (如

圖中黑色圓點所示 )，來進行其溶解度模擬計算，以求取Cu、 Se及U

離子在離島花崗岩區深度 300-500 m之平均地下水水質條件下的溶解

度範圍，計算結果如表  3-7所示。  

根 據 表  3-7 的 溶 解 度 計 算 結 果 顯 示 ， 在 pH=6.6~10.6 、

pe=-7.73~-3.73、T=31~80℃及離島花崗岩區深度 300-500 m的平均水

質 條 件 下 ： 當 Cu為 溶 解 度 之 控 制 物 種 時 ， Cu的 溶 解 度 約 介 於

5.37E-17M~1.02E-11M之間；當 Se為溶解度之控制物種時， Se的溶解

度 約 介 於 9.52E-11M~1.00E+00M( 代 表 完 全 溶 解 ) 之 間 ； 當

UO2(Uraninite) 為 溶 解 度 之 控 制 物 種 時 ， U 的 溶 解 度 約 介 於

4.04E-10M~5.20E-09M；當UO2 .3333 (b e ta )為溶解度之控制物種時，U的

溶解度約介於 1.41E-08M~1.78E-05M。而上述之結果將可作為後續功

能安全評估進行核種傳輸模擬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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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Cu、Se、U與地下水之Eh(pe)-pH穩定相圖與溶解度模擬計算 

(藍色虛線：固定pH值、變動pe值或固定pe值、變動pH值之溶解度計算；黑色圓點：針對特定pH-pe值之溶解度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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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6：在pH=8.6條件下，Cu、Se、U溶解度隨pe變化之模擬結果 

 

 

 

圖 3-47：在pe=-5.73條件下，Cu、Se、U溶解度隨pH變化之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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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在pH=6.6~10.6、pe=-7.73~-3.73且水呈穩定的條件下，Cu、Se、U的溶解度模擬數值 

pH pe 溫度溫度溫度溫度(℃℃℃℃) Cu(Copper)溶解度溶解度溶解度溶解度(M) Se(Selenium)溶解度溶解度溶解度溶解度(M) UO2(Uraninite)溶解度溶解度溶解度溶解度(M) UO2.3333(beta)溶解度溶解度溶解度溶解度(M) 

6.6 -3.73 31 5.39E-13 2.34E-07 4.04E-10 8.25E-07 

6.6 -5.73 31 5.37E-15 2.36E-03 4.04E-10 1.78E-05 

8.6 -3.73 31 5.41E-13 2.35E-09 4.04E-10 3.83E-08 

8.6 -5.73 31 5.40E-15 2.34E-05 4.04E-10 8.25E-07 

8.6 -7.73 31 5.37E-17 2.95E-01 4.04E-10 1.78E-05 

10.6 -3.73 31 5.56E-13 9.52E-11 3.03E-09 1.52E-08 

10.6 -5.73 31 5.46E-15 2.37E-07 4.04E-10 3.83E-08 

10.6 -7.73 31 5.46E-17 2.39E-03 4.04E-10 8.25E-07 

6.6 -3.73 80 9.71E-12 4.52E-06 7.73E-10 4.06E-07 

6.6 -5.73 80 9.67E-14 5.06E-02 7.73E-10 8.74E-06 

8.6 -3.73 80 9.74E-12 4.53E-08 7.76E-10 1.89E-08 

8.6 -5.73 80 9.74E-14 4.53E-04 7.73E-10 4.06E-07 

8.6 -7.73 80 9.68E-16 1.00E+00
(*)
 7.73E-10 8.74E-06 

10.6 -3.73 80 1.02E-11 1.14E-04 5.20E-09 1.41E-08 

10.6 -5.73 80 1.02E-13 4.74E-06 7.73E-10 1.89E-08 

10.6 -7.73 80 1.02E-15 5.15E-02 7.73E-10 4.06E-07 

說明：(*)溶解度計算數值等於1.00E+00M時，代表在此水質條件下，該礦物(起始質量係假設為1莫耳)已完全被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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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地質處置環境穩定性研究地質處置環境穩定性研究地質處置環境穩定性研究地質處置環境穩定性研究 

有鑑於 SNFD2009報告回顧成果顯示，離島花崗岩體較具地質穩

定特性條件；相較之下，台灣本島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加上國內過

去 對 本 島 東 部 花 崗 岩 體 的 穩 定 性 調 查 甚 少 ， 故 有 必 要 針 對 OECD 

(2003)所提出影響地質處置環境穩定性 (如水文、地化等 )之自然事件

(如地震、活動構造、地殼抬升與剝蝕、火山活動、氣候變遷等 )，投

入更多的調查與研究工作。  

本計畫於上年度 (100年 )即針對本島花崗岩體研究區域，展開地

震監測網與GPS連續觀測站 (含定期觀測樁 )之建置工作與監測作業。

以下將簡述說明本年度 (101年 )之監測資料解析成果：  

(1) 地震監測與資料解析  

由研究區地震資料顯示 (圖  3-48)，此區靠海的花崗岩體及海域深

部地震頻仍，靠中央山脈地區的地震活動明顯減少。為提高對此

區花崗岩體微弱地震的解析能力，本計畫以花崗岩體為中心，完

成以 11個地震站構成的地震網，並於 2011年 6月展開監測作業。  

(a) 地震定位與分析：  

為達成研究區內之微震監測之目的，本計畫地震網所收集之

地震波記錄，透過對比及波相分析，挑選 P波與 S波時間差小

於 10秒之地震事件，進行後續分析。使用地震資料分析軟體

Seismic Analysis Code (SAC)，對每一截取地震檔案進行分

析與處理，研判 P波及 S波到時及其誤差量、振動時間長度、

初動方向等定位相關參數。而在地震定位方面，本計畫採用

最 新 的 雙 差 分 定 位 演 算 法 (double-difference earthquake 

locat ion algor it hm)，結合氣象局地震目錄及本計畫觀測的地

震紀錄，進行震源再定位。  

在 2011年 7月至 2012年 8月觀測期間，由本計畫地震網紀錄中

共辨認出 7,147個地震事件 (圖  3-48)。其中，有 2,211個地震

的震央位置位於本計畫研究區內，圖  3-49所示為經雙差再

定位處理後之震央分布，可約略區分為三個地震群，如圖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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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a)虛線範圍內分別以Ⅰ、Ⅱ及Ⅲ標示；此外，根據震央

深度分布統計 (圖  3-50)，顯示研究區內震央主要集中在深度

4-6km、 13-15 km與 19 km左右等三個區間。花崗岩體位於此

三 區 之 間 ， 屬 於 地 震 較 少 處 ， 依 地 震 規 模 (ML)的 標 示 (圖  

3-48)，顯示花崗岩體鄰近地區發生的微震，規模多低於 3。  

(b)  裂隙破裂機制解析：  

一 般 構 造 型 的 地 震 震 源 破 裂 過 程 屬 於 一 種 雙 偶

(double-couple)的震源型態，各地震站所收到震波的初動訊

號，會因地震站與震源間的角度不同而有所差異。故由地震

波的初動極性或振幅，可用以推測斷層的破裂面位態 (Ak i 

and Richard,  1980)及震源的受力型態，稱為震源之斷層面解

( fault  plan so lut ion)或震源機制 ( focal mechanism)。圖  3-51

所示為台灣地區深度 10 km內之網格震源機制，可概略觀察

出台灣東部地區位於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海板塊交界

位置，在區域內同時存在沖繩海槽張力區與碰撞擠壓應力區

的複雜環境，板塊邊界由花蓮海域向北地震機制由壓力區之

逆衝斷層在新城以北逐漸轉變為橫移斷層，進入弧後沖繩海

槽的張裂影響範圍，即轉為張裂型態之正斷層發育帶，而沿

沖繩海槽南側邊界向東為逆衝斷層帶。  

根據本計畫近場地震網一年多的觀測，共解出 60個震源機

制。其中，正斷層、逆斷層和走移斷層的個數分別為 23、 23

與 13個。圖  3-52所示為各震源機制的空間分布及剖面圖。

由圖可知，拉張型式的正斷層多發生在深度淺於 10 km的地

方，且十分聚集。反之，壓縮應力型式的逆斷層的深度則多

深於 10 km，且發生位置較為分散。顯示研究區地殼應力在

淺部及深部不同，可能在淺部為張力條件，深度超過 10 km

之後則以剪切或造成逆斷層的擠壓應力為主的應力條件。  

(c) 地震危害度分析：  

本計畫進行地震危害度評估，以機率分析模式考慮不同參數

所產生之 36條危害度曲線及考量權重，可獲得研究區最終之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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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危害度曲線 (如圖  3-53所示 )。由這些地震危害度曲線顯

示，研究區地震危害度的影響主要在長回歸期。地震危害主

要受到米崙斷層與東部外海大規模之區域地震所控制，另由

於 研 究 區 地 震 動 特 性 受 到 前 述 區 域 地 質 及 地 形 條 件 之 影

響，使年超越機率對應之 PGA地震動值高於一般岩盤之分析

結果。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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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8：H區2009/01/01–2011/02/28期間ML0-6地震震央分布圖 

坐標系統：WGS84。花崗岩分布底圖乃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五十萬分之一地質

圖編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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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9：本計畫地震網偵測到之地震經雙差分再定位後之震央分布圖 

觀測期間：2011年7月至2012年8月。地震發生叢集現象明顯，三區顯著之地震叢

集以虛線框出分別以I、II、III標示。a標示II區地震叢集之淺部地震集中位置，b

標示III區地震叢集之淺部地震集中位置。 

 

 

圖 3-50：本計畫地震網偵測到之地震震源深度分布統計圖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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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台灣地區深度0–10 km網格震源機制特性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資料期間1900–2006；以10 km為單位劃分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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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近場地震網網內地震之震源機制 

說明：藍、綠和紅各表示正斷層、走向滑移斷層和逆斷層。 
 

 

圖 3-53：研究區之地震危害度曲線 

註：考慮不同參數及權重所產生之36條地震危害度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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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PS觀測資料解析  

台灣地區的 GPS速度 場可自中 央研究 院地球科學研究 所的 GPS 

LAB網站 (網址為 ht tp://gps.earth.sinica.edu.tw/)下載，或由該網頁

的介面繪製全台灣的水平及垂直速度場 (圖  3-54)。有鑑於東部花

崗岩GPS監測站設置的不足，上年度 (100年 )本計畫已於本島花崗

岩研究區內，完成 3個 GPS連續觀測站 (代號： HGC1、 HGC2與

HGC3)與 3個定期觀測樁 (代號：P1、P2與 P3)之建置工作，本年度

(101年 )即針對目前觀測資料進行資料之解析，以瞭解此區花崗岩

體與鄰近接觸帶的變動趨勢，並取得岩體抬升或沉陷之位移變化

量等資訊。  

(a) GPS連續觀測站之觀測資料解析  

GPS連續觀測站於 2011年 8月 8日安裝設定完成後，先進行了

為期近 2個月的試運轉，在此期間透過網路遠端監控，每日

定時確認網路連線與資料下載狀況，一切正常後始進入正式

運轉。各站原始觀測資料記錄間隔目前設定為 15秒，下載後

原始檔案以 1小時為單位儲放於每日目錄下，於當日 8時整

(GMT時間為 00:00)，產製記錄間隔為 30秒的RINEX檔案，以

利後續與其他連續觀測站進行聯合解算。依此設定，每日需

使用約 25 MB儲存空間放置原始觀測檔，與 53 MB儲存空間

放置RINEX格式標準轉換檔；累計至 2012年 8月 31日，共儲

放 10 GB原始觀測檔，與 14 GB的RINEX檔。  

表  3-8所示為各GPS連續觀測站之三維坐標與水平位移變化

量，各站之坐標變動說明如下：  

( i)  HGC1連續觀測站的水平與垂直位移變化量低於 1 cm，

顯示無明顯變動。  

( ii)  HGC2連續觀測站的水平位移量約 2.4 cm，往東南方向，

高程累積下陷量約 2.3 cm。  

( iii)  HGC3連續觀測站的水平位移量約 1.4 cm，方向往南，高

程變化量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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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5、圖  3-56與圖  3-57為HGC1、HGC2與HGC3連續觀

測 站之 垂 直 方向 變 化 趨 勢分 析 成 果 ， 顯 示 HGC1之 高 程自

2011年 8月至 2012年 8月呈現上下震盪約在  ±1 cm之間，整體

並無明顯變化，由迴歸線推估其年下降量約 0.2 cm；HGC2

與HGC3之高程自 2011年 8月至 2012年 3月呈現顯著下降之趨

勢，而 2012年 3月至 2012年 8月高程則略微回升，由迴歸線推

估其年下降量分別約 1.4 cm與 1.0 cm。  

(b)  GPS定期觀測樁之觀測資料解析  

GPS定期觀測樁之觀測作業係規劃每半年一次，分別於 2011

年 9月、2012年 3月與 2012年 9月完成三次GPS定期觀測。觀測

時係以位於桃園之 IGS等級的TWTF站作為坐標參考站，同時

觀測 P1、 P2及 P3等 3個樁位，每支樁位均觀測 3天 (重複觀測

率達 300%)。而資料之解算則是採用Bernese5.0學術軟體，解

算時以TWTF站為坐標參考站，解算 P1、 P2及 P3三組定期觀

測樁坐標，因每一個觀測點皆可解算出 3組坐標值，故可再

以「重複基線比較」與「相同觀測點坐標比較」二種方式進

行精度檢核。截至目前為止，本計畫已完成前兩次觀測資料

之解算，以及其三維座標之變動分析 (如表  3-9所示 )。分析

結果顯示，P1、P2、P3三支GPS定期觀測樁在垂直方向之位

移以 P1最為顯著，達 -1.7 cm (負號代表下沉 )，而 P2與 P3之垂

直位移分別為 0.9 cm與 -0.3 cm，其量值相對較小，後續仍需

進行持續觀測以掌握其變化趨勢。而在水平方向之位移，P1

為 1.66 cm(呈現向西南方偏移之趨勢 )， P2為 1.60 cm(呈現向

東南方偏移之趨勢 )，至於 P3則為 0.50 cm(呈現略向西北方偏

移之趨勢 )，顯示 P1與 P2之水平位移較 P3為顯著。然而，三

個GPS定期觀測樁的水平位移之方向並不一致，參考地質構

造調查與微震觀測資料之解釋，研究區域可能處於張裂沉陷

狀況的地質環境，並有可能發生伸張變形，後續應持續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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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GPS連續觀測站之三維坐標與水平位移變化量一覽表 

站名站名站名站名 ∆N(cm) ∆E(cm) ∆h(cm) 水平位移量水平位移量水平位移量水平位移量(cm) 

HGC1 0.5 -0.4 -0.2 0.6 

HGC2 -1.9 1.5 -2.3 2.4 

HGC3 -1.3 0.6 -0.6 1.4 

註：資料分析期距為2011年8月至2012年8月 

 

 

 

表 3-9：GPS定期觀測樁2011年9月與2012年3月TWD97坐標比較表 

 差異量差異量差異量差異量 

點號 
△N (cm) △E (cm) 水平位移量(cm) △h (cm) 

TWTF 
0.00 0.00 0.00 0.00 

P1 
-0.43 -1.60 1.66 -1.65 

P2 
-1.47 0.62 1.60 0.85 

P3 
0.41 -0.20 0.50 -0.29 

註：坐標系統為TWD97；TWTF站為坐標參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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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2012年

垂直速度場

垂直速度場

水平速度場

水平速度場

 

圖 3-54：台灣地區2011年與2012年相對TWTF參考站的GPS速度場 

資料來源：GPS LAB互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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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5：HGC1連續觀測站垂直方向變化趨勢圖 

 

 

 

圖 3-56：HGC2連續觀測站垂直方向變化趨勢圖 

 

 

圖 3-57：HGC3連續觀測站垂直方向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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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處置技術的研究發展處置技術的研究發展處置技術的研究發展處置技術的研究發展 

3.2.1. 岩塊岩塊岩塊岩塊熱熱熱熱效應效應效應效應試驗試驗試驗試驗 

為充分掌握高放處置各物理條件對處置系統的影響性，必須藉由

室內試驗初步了解其交互作用關鍵因子，而後以現地坑道試驗進一步

掌握本土區域性環境條件之影響，過程中並佐以數值模擬驗證比對等

手法，逐步釐清各項環境因子與處置系統間之交互作用及其影響。因

此，設計與進行膨潤土與岩塊之交互影響試驗，過程中並以數值模擬

方法比對試驗結果並率定材料參數，後續計畫擬依據室內試驗結果以

及模擬參數嘗試建立擴尺度坑道規模數值模擬技術，即可提供予功能

安全評估的需求。  

過去本計畫已利用暫態平面熱源法以及熱探針法分別針對離島

花崗岩之岩心與岩塊進行熱傳導係數量測，並以量測之熱傳導係數為

基礎，進行小比例岩塊熱傳試驗與數值模擬，以建立相關試驗與數值

模擬之能力。然而在實際進行處置工作時，緩衝材料對於金屬包封容

器的物理 (例如：熱傳導、力學穩定 )、化學 (例如：腐蝕性 )性質都有

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緩衝材料之性質有進一步評估之必要。有鑑於

此， 本計 畫於 上年 度 (100年 )即 規劃 以 小比 例離 島花 崗岩 為試 驗母

岩，MX-80型膨潤土為緩衝材料，進行試驗塊體之製作與試驗裝置之

架設，並於今年度 (101年 )完成了MX-80型膨潤土與母岩組合之複合材

料熱傳試驗，藉以探討障壁系統在受熱效應作用下的溫度場變化情

形，做為後續現地熱效應試驗規劃、近場功能評估以及場址配置設計

參考。相關工作執行成果簡述如下：  

(1) 熱傳試驗：  

熱效應研究，理應包括熱應力以及熱傳遞的探討，但因在目前進

行的研究使用組合材料；其中MX-80型膨潤土吸水後行為甚為複

雜，因此熱應力在試驗中暫不列入量測標的。  

由於本試驗並沒有標準方法，但ASTM D5334熱探針試驗法與本

試驗之概念相似，因此試驗之規劃參考ASTM D5334熱探針試驗

進行，圖  3-58為整個試驗系統配置概念圖，試驗概念以及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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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完工如圖  3-59與圖  3-60所示。試驗水溫分為 40℃與 50℃，

40℃乃根據我國可能之地溫梯度 (30℃ /km)，以地表 25℃，推算

模擬地下 500m處之環境溫度；50℃則是為了測試試驗系統是否會

受到試驗溫度影響。  

其次，由於廢棄物罐中的核種衰變熱，是以指數型態衰減，直到

數十或數百年後，熱衰變到可忽略程度。但以室內試驗角度來

看，時間以年為單位的試驗程序有實行困難。因此，本研究進行

時，模擬廢棄物罐的熱探針採定功率方式做為熱源，依照專業電

熱廠商建議，經測試後，輸出功率定為 5W，熱探針可安全且穩

定運作。  

溫度量測點規畫於熱探針內部，熱探針製作時已加入T型熱耦，

將熱耦線連接資料擷取器即可讀取溫度變化，使用資料擷取器

102號頻道；壓實之MX-80型膨潤土塊體，半徑 3.5cm， 6塊堆疊

高度 18cm，於高度中間 9cm處，分別於 12、 3、 6以及 9點鐘方向

黏貼熱耦，使用資料擷取器 115-118號頻道 (為方便描述，溫度擷

取 位 置 ， 皆 以 資 料 擷 取 器 頻 道 代 替 ， 各 頻 道 位 置 示 意 如 圖  

3-61)， ch-115~ch-118號溫度，代表距離熱探針中心 3.5cm位置，

意即MX-80型膨潤土與岩塊交界；距離熱探針中心 5cm位置，熱

耦編號 ch-103~ch-106；距離 10cm處，編號 ch-107~ch-110。距離

20cm處，溫度變化不明顯，故不列入討論範圍。  

熱探針開始加熱約 1小時後，量測溫度即趨於平衡，各熱耦量測

到的溫度不再有明顯變化，表示外加熱量，順利向外擴散，無熱

累積現象。圖  3-62為熱探針溫度變化圖，藍色實線為試驗環境

溫度 40℃，紅色實線為試驗環境溫度 50℃，兩組試驗趨勢一致，

平衡溫度與試驗環境溫度約有 20℃溫差；圖  3-63a量測MX-80型

膨潤土與離島花崗岩交界處溫度變化，於加熱數分鐘後，溫度即

開始有變化， 2小時後溫度開始趨於平衡，試驗環境溫度對於試

驗結果無明顯影響，試驗初始與平衡溫度差距約有 2.5~3.0℃；圖  

3-63b量測距離熱探針中心 5.0cm處溫度變化，平衡溫度與試驗環

境溫度最大有 2.0℃差距， 3點鐘方向的 ch-106位置，在兩組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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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皆有最高溫升現象，推論可能仍是鑽孔時有些微偏差造成；

ch-107~ch-110距離熱探針中心 10.0cm，熱探針加熱對升溫效果相

當有限，與試驗環境相比，約只有 0.5~0.8℃溫差 (圖  3-63c)。距

離熱探針中心 20.0cm處的位置，其溫度已接近試驗環境溫度，故

不列入討論範圍。  

(2) 熱傳模擬：  

數值模擬延續上述研究，利用COMSOL軟體，建立數值模型，與

試驗結果相互比對，模型建構與假設敘述如下：  

模型主要分為三部分，由內而外，首先是熱探針，輸出功率 5W，

模擬處置時之衰變熱，搭配實驗之可行性，採定功率方式輸出，

整個熱探針為一個均勻的發熱體；其次是MX-80型膨潤土塊體，

模擬處置時的緩衝材料，由於試驗時採塊體堆疊成柱狀體方式，

因此塊體與塊體，以及塊體與岩塊間利用MX-80型膨潤土體填充

間隙，就室內小型試體而言，經此步驟，是否仍存在間隙不易評

估，僅能在試驗時小心填隙，模擬時則假設經此填隙工作後，

MX-80型膨潤土為一完整中空柱狀體，內含熱探針；岩塊為離島

花崗岩，假設為均勻的多孔性介質。模擬時，數值模型配合模型

試 驗 條 件 採 用 定 溫 邊 界  (分 別 為 40度 與 50度 ， 亦 為 初 始 溫 度

場 )，熱探針、MX-80型膨潤土以及離島花崗岩所使用參數列於表  

3-10。圖  3-64a為模擬時間 5小時，試驗溫度 40℃，溫度隨距離變

化圖，圖中虛線代表模擬結果，符號代表試驗時各溫度量測點溫

度，在距離 3.5cm處，模擬與試驗結果相當符合，代表MX-80型

膨潤土塊體間隙，經過填隙動作後密合良好；與距離 5cm處的結

果相比，在距離 10cm處，試驗溫度比模擬溫度略低，但差異不大。

試 驗 溫 度 50℃ 的 模 擬 結 論 ， 與 試 驗 溫 度 40℃ 類 似 ， 結 果 如 圖  

3-64b所示。  

(3)  熱 -力學模擬：  

透過數值模擬工作，可了解本熱傳岩塊試驗預期造成之溫度場與

應力場趨勢 (應力關鍵變化位置 )與範圍 (可能造成應力值規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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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初步以 COMSOL建置數值模型進行相關分析，本數值模型基

本假設如下：  

(a)  採用材料參數皆為統體參數，且本次模擬並未針對孔隙流體

之行為進行分析與探討，因此模型設定採用固體介質 (solid)

而非多孔介質 (Porous  Media)。  

(b)  可預期因熱探棒所產生的熱應力並不會造成鄰近材料進入

塑性區，且目前對於緩衝材料 (MX-80型膨潤土 )的非線性以

及塑性參數尚未明確掌握，因此本模型對於力學分析以線彈

性力學為模擬計算基礎。  

 

岩塊中之三維應力場並非均勻分布，於角隅處皆會有應力不連續

介面；因此將MX-80型膨潤土塊體以及離島花崗岩塊交接處兩軸

方 向繪 為 總 應力 與 距 離之 關 係 圖 (模 擬 時 間 5小 時 )， 分 別 如圖  

3-65(Y軸向 )以及圖  3-66(X軸向 )所示；由於網格分佈之因素，所

計算得之應力分布會有小幅上下震盪且不會完全對稱。垂直方向

應 力 分 佈 顯 示 應 力 分 布 最 大 值 位 於 塊 體 中 間 位 置 ， 其 值 約 為

17MPa；兩端則為極小值，其值約為 15MPa。水平方向應力分佈

顯示應力分布最大值亦位於塊體中間位置，其值小於垂直方向，

約為 3.75MPa；兩端則為極小值，其值約為 3.6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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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熱傳模擬使用參數值 

參數參數參數參數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熱探棒熱探棒熱探棒熱探棒 膨潤土塊膨潤土塊膨潤土塊膨潤土塊 花崗岩花崗岩花崗岩花崗岩 

Density kg/m
3
 8000 1600 2700 

Thermal Conductivity W/(m.K) 9 0.8 3 

Specific Heat Capacity J/(kg.K) 500 800 800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1/K) 12E-6 2E-4 7E-6 

Young's Modulus Pa 200E9 400E6 60E9 

Poision Ratio - 0.3 0.25 0.25 

參數來源：  Tien et al. (2010) 

 

 

 

 

 

圖 3-58：岩塊-緩衝材料熱傳試驗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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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COMSOL 模擬模擬模擬模擬 有效鑽孔位置預測有效鑽孔位置預測有效鑽孔位置預測有效鑽孔位置預測

 

圖 3-59：試驗概念圖 

 

 

圖 3-60：試驗樣品佈置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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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1：溫度量測頻道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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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2：熱探針溫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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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3：距離熱探針中心不同距離之溫度變化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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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4：不同試驗溫度下模擬溫度隨距離由熱探針中心往模型邊界變化 

(虛線：模擬結果；符號：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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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5：模擬試驗環境溫度40℃，緩衝材料外層總應力垂直方向分佈 

說明：λB、λG分別為膨潤土與花崗岩之熱傳導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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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6：模擬試驗環境溫度40℃，緩衝材料外層總應力水平方向分佈 

說明：λB、λG分別為膨潤土與花崗岩之熱傳導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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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地質實驗地質實驗地質實驗地質實驗試坑試坑試坑試坑特性調查技術發展特性調查技術發展特性調查技術發展特性調查技術發展 

地質實驗試坑可用以瞭解地下結構及水文、化學、熱等性質與其

交互作用，並可評估深地質處置場自然及工程障壁的效能 (如驗證工

程障壁長期穩定性能等 )。此外，相關研究亦可提供最終處置場建造、

運轉以及關閉時所需要的關鍵技術，並展示處置場的概念與技術給一

般民眾與專家瞭解。相較於地表調查跟一般實驗室研究成果，位於地

下的地質實驗試坑，更能顯現出處置環境有關的地質環境條件。有鑑

於此，本年度規劃進行坑道裂隙量測與裂隙網路數值模擬等兩項技術

發展工作，以建立未來地質實驗試坑特性調查所需技術。  

 

3.2.2.1. 坑道裂隙量測坑道裂隙量測坑道裂隙量測坑道裂隙量測技術技術技術技術 

裂隙是潛在母岩重要的特性之一，它受地質條件所主控，形成機

制也與大地構造應力有關，可以與岩石力學特性有所關聯，對潛在母

岩水文與地球化學特性有相當的影響力。例如芬蘭在ONKALO場址

2400公尺隧道內進行的裂隙測繪，目的就是要了解處置場址脆性變形

帶裂隙的幾何與力學特性，並藉此獲得岩石力學模擬與設計的重要參

數  (Kuula,  2010；Engström and Kemppainen, 2008)。  

坑道裂隙量測技術包括人工測繪 (以測線法或視窗法逐一記錄裂

隙的位態與相關屬性 )與光學測繪 (以地面光達掃描方式取得坑道裂

隙相關資訊 )兩種坑道裂隙測繪的方式。由於目前本計畫對於坑道內

裂隙的量測方法，已經可以考量不同於傳統以測線 (scan line)或視窗

(scan window)的人工測繪方法；人工測繪時會輔以傳統照相取得壁面

影像，方便後續之圖面標示工作；同時再與本項工作重點之光學測繪

結果進行比對，以驗證本項技術的可行性。而國際上空間幾何光學量

測技術能力之提升，除了可加速量測的速度，還可顧及資料取樣的完

整性，達到獲取坑道裂隙特性參數資料的目的。因此，本年度係利用

花崗岩體之既有坑道，進行坑道裂隙光學測繪與裂隙特性參數解析之

工作，並輔以人工測繪方法 (視窗採樣法 )進行比對驗證，以建構可行

R1 

R2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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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查作業與資料解析流程，作為後續現地施測之依據。其工作執行

成果簡述如下：  

(1) 坑道裂隙光學測繪：  

坑 道 裂 隙 光 學 測 繪 工 作 係 使 用 Leica地 面 光 達 (ground-based 

Lidar)來進行其全段岩壁的掃描。而測試坑道之長度約 130公尺，

寬度與高度則在 6至 8公尺左右。地面光達在執行掃描測繪作業之

主要步驟，說明如下：  

(a) 控制點引測：  

選 擇 鄰 近 已 知 控 制 點 或 導 線 測 量 引 測 之 轉 點 兩 點 作 為 參

考，以全站儀 (total stat ion)設置於其中一點上，另一點作為

後視參考，於測繪區域設置 3個以上參考點 (放置反射覘標 )。 

(b)  地面光達儀器佈設：  

將 地 面 光 達 儀 器 架 設 於 上 述 的 已 知 控 制 點 或 空 間 參 考 點

上，設定輸入光學掃描儀器中心的高度，與掃描作業精度參

數 (例如 5mm@10m)與窗選掃描範圍，若是全站環景掃描則無

需設定窗制 (window)。  

(c) 地面光達掃描：  

完成設定參數的掃描儀啟動作業後，人員儘量離開掃描範

圍，或避開掃描區段，以免影響量測數據。啟動後的掃描儀

先執行點雲掃描作業，掃描完成後才進行照片拍攝工作。  

(d) 細部加密掃描：  

針對點雲資料須套算至絕對坐標系統上，窗選佈設於掃描範

圍內的反射覘標，逐個進行加密測量，以期於點雲資料處理

時，可以接合或約制點雲資料至絕對坐標系統上。若需轉站

延伸掃描範圍，須於相應延伸方向佈置擺設 2至 3個空間參考

點，以供接合點雲資料使用。  

(e) 光源佈設：  

在坑道內進行光學掃描與拍攝數位影像，需使用適當燈具進

行岩壁打光作業，本工作使用白色光源之燈具，以提供足夠

之反射光源，取得色彩自然、色度飽和與色調正確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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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點雲資料處理輸出與格式：  

點雲資料以Leica Cyclone程式進行編輯與修正，於設定輸入

空間參考點實際坐標數值後，即可進行點雲坐標計算、嵌合

與影像貼合、比對及校正等後處理作業。資料格式可以為

ASCII的 pts格式，或可直接提供 CAD程式的 dxf格式，或與

CAD擴充模組介接的 coe格式，以及可作為透過網頁瀏覽的

TrueView發佈格式。目前主要以 pts格式作為輸出成果，因為

它是以ASCII的文字格式予以儲存，方便編輯與提供後續自

動處理程式使用。pts格式則以空格區分欄位，欄位內容依序

為橫坐標、縱坐標、高程、反射強度 ( intensit y)、 R、G、B

分色等資料 (如圖  3-67所示 )。  

(2) 坑道裂隙面自動處理技術引進：  

依據坑道裂隙面自動處理的需求，選擇了 Split  Engineer ing公司開

發的 Split -FX處理軟體來做資料的處理，此軟體可用以處理分析

地面光達之點雲資料，與立體攝影所取得之數位影像，兼容處理

分析不同工具所取得之數化模型資料。本計畫主要處理對象為地

面光達之點雲資料，將以此作為主要的說明內容，相關步驟與流

程如下：  

(a) 點雲資料前處理：  

點雲資料將使用副檔名為 .pts的檔案，該檔案為ASCII的文字

格式，在進行軟體處理前，須將該文字格式檔案進行檢查與

初期編輯，以避免在輸入軟體處理時，會發生讀取錯誤或是

資料遺漏的狀況，所以需要文書編輯器 (editor)予以編修。  

(b)  點雲資料的輸入：  

以前述現場取得的點雲ASCII格式檔案作為輸入資料，啟動

軟體程式後，執行開啟檔案的功能，選擇欲輸入的點雲群組

資料，並指定檔案格式為「 Specify format  of ASCII file」，

設定調整讀取參數 (x.y.z. int ens it y.R.G.B)所對應之欄位，確

認後按下「OK」鍵，點雲資料就完成匯入並顯示於主視窗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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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點雲資料的編輯：  

可使用編輯工具，移除與岩體裂隙較不具相關性的點雲資料

(如植被、碎石岩屑以及土壤覆蓋物等 )。  

(d) 網格製作：  

使用已篩選剔除過的點雲資料，可調整設定網格之大小，以

控制工作區內的網格數目，及對應此一網格尺寸所含的點雲

資料數目。網格製作選項功能與參數之設定有其相關性，以

間距 (spacing)為 0.03點雲單位 (po int  cloud unit s)為例，預估產

出 67089(321x209)個網格，每個網格平均包含 37.4個點雲數。 

(e) 尋找嵌補片 (自動 )  

以 選 取 鄰 近 三 角 網 格 的 法 向 量 進 行 最 小 平 方 法 計 算 之 方

式，給定一個容許的角度誤差，並將容許誤差內的網格定義

為同一個嵌補片。自動尋找嵌補片選項功能與參數設定有其

相關性，一般設定最小的嵌補片須包含 10個三角網格，網格

面角度誤差容許在 10度範圍內為條件，自動圈繪出嵌補片。 

( f)  嵌補片的編輯：  

針對程式自動產生的嵌補片進行比對檢查，可以手動編輯嵌

補片的方式，新增遺漏或刪除錯誤判釋的嵌補片。  

(g) 位態極點投影圖分析：  

自動產生的嵌補片位態、嵌補片大小以及粗糙度都可以利用

Split -FX軟體做進一步分析，以瞭解各種裂隙叢集的位態分

布。連續面位態統計分析功能除可製作下半圓投影極圖外，

亦可製作位態叢集等值線圖。  

(3) 坑道裂隙面位態統計與分析：  

初期嘗試將完整的隧道點雲資料匯入自動處理系統中，進行網格

(mesh)計算處理時，發現無論如何調整 Spacing，都無法製作出可

供自動尋找嵌補片 (patches)的網格，這是受制於隧道具對稱性的

幾何形狀，所以在網格建立時，常會將網格線連接至對面的坑道

壁上，造成錯誤的網格模型 (如圖  3-68所示 )。有鑑於此，針對坑

道裂隙面位態統計與分析時，皆改用隧道單側壁面的資料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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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運跑，以期獲得良好且正確的網格模型。圖  3-69為測試坑

道北段壁面光學測繪與人工測繪之結果比對，圖中綠色的垂線為

人工測繪 -照片影像 -光學測繪影像的對照線，利用此對照線可將

三者的資料以縮放比例方式加以疊對，方便逐一比對與審驗判釋

的結果。以位態投影圖的分布來看，光學測繪基本上涵蓋了人工

測繪的判釋結果，此一部分可以叢集分析的結果加以應對驗證。

人工測繪判釋的裂隙叢集分別為 (245.0,  70.0)、 (122.0,  76.0)與

(104.0,  29.0)，光學測繪的人工判釋裂隙叢集為 (230.0,  80.0)、

(125.0,  74.0)與 (109.3,  49.1)，三組叢集數值皆十分接近。圖  3-70

則是測試坑道南段壁面的比對結果，同樣的從位態分布圖中，可

看出分析結果十分相似；就裂隙叢集之數值來看，人工測繪判釋

的分別為 (267.9,  70.0)與 (113.0,  84.0)，光學測繪的人工判釋裂隙

叢集為 (242.0,  62.0)、 (115.0,  88.0)與 (346.0,  36.0)，兩種方法結果

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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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7：點雲資料處理後ASCII輸出格式(pts格式) 

 

 

圖 3-68：隧道因點雲資料具對稱特性反而產製錯誤網格模型 

 

 
橫坐標 縱坐標 高程 反射強度 R G B
=====================================================

309068.315827 2674463.868833 205.968655 -195 255 255 255

309067.104874 2674460.931650 205.418074 -190 13 18 17

309067.107624 2674460.933340 205.429829 -177 15 19 22

309067.109506 2674460.920506 205.430816 -178 15 16 20

309067.103425 2674460.944702 205.429355 -185 18 21 20

309067.140952 2674461.009957 205.428798 -166 22 20 24

309067.122651 2674460.970504 205.423435 -178 17 18 18

309067.133018 2674460.990918 205.419512 -194 18 20 21

309067.132012 2674460.990290 205.407181 -228 21 22 29

309067.140288 2674461.009530 205.416376 -190 16 19 23

309067.136567 2674460.993116 205.431177 -208 19 20 20

309067.112753 2674461.034944 205.393046 -217 17 12 12

309067.102179 2674461.014151 205.397183 -184 23 20 18

309067.048464 2674461.008828 205.394559 -184 27 18 22

309067.061566 2674461.017038 205.403863 -189 25 19 28

309067.096806 2674461.039085 205.407992 -235 19 17 21

309067.005156 2674461.009795 205.389454 -184 26 21 27

309066.966126 2674460.999148 205.385187 -184 21 22 27

309066.977171 2674460.992160 205.383965 -164 30 33 31

 

產製網格時會連線至對面坑道壁上
產生錯誤的網格模型

點雲
點雲

點雲

點雲+網格點雲+網格
點雲+網格

可產製正確的網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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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9：坑道北段壁面光學測繪與人工測繪結果之比對   

N=171
(230.0, 80.0)
(125.0, 74.0)
(109.3, 49.1)

人工測繪

光學測繪

坑坑坑坑道道道道北壁面北壁面北壁面北壁面

n=152
(245.0, 70.0), n=84 
(122.0, 76.0), n=30
(104.0, 29.0), 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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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0：坑道南段壁面光學測繪與人工測繪結果之比對  

坑道南坑道南坑道南坑道南壁面壁面壁面壁面

n=143
(267.0, 70.0) 
n= 76
(113.0, 84.0)
n= 32

人工測繪

n=188
(242.0, 62.0)
(115.0, 88.0)
(346.0, 36.0)

光學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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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裂隙網路數值模擬技術裂隙網路數值模擬技術裂隙網路數值模擬技術裂隙網路數值模擬技術 

岩體中的地下水流向，主要受到不連續面的分布而控制，且大部

分地下水的流向主要沿著裂隙面流動；而溶質 (或核種 )在岩體中的傳

輸，則更進一步受到裂隙面中的內寬變化造成的水力延散、裂隙充填

物造成的吸附 (Adsorpt ion)效應，及裂隙與圍岩間的圍岩擴散 (Matr ix 

diffusion)而產生遲滯 (Retardat ion)效應等而影響。故功能安全評估中

重要的工作項目之一，即在預測核種在岩體中可能的傳輸路徑 (JNC,  

2000)。  

為了能夠準確的預測此傳輸路徑，岩體中的離散裂隙網路分布為

一個重要性的決定因素，本計畫過去持續由露頭及井孔內量測裂隙參

數，分析裂隙參數資料，並結合裂隙參數特性資料進行 DFN數值模

擬，以及最後進行DFN中的溶質傳輸模擬，長期建立裂隙網路模擬技

術。為了持續發展本土的技術以研究裂隙岩體中溶質傳輸行為，本年

度計畫將以離島花崗岩測試區坑道裂隙量測數據，發展具備裂隙參數

統計分析功能的裂隙網路模擬程式 (DFN_NET)，使其在裂隙參數統計

分析功能更加完善，並建立更彈性的資料輸入方式，使其可以輸入非

參數化的裂隙資料。此外，本年度亦將採用「模擬燧火法 (Simulated 

annealing, SA)」的全域最佳化數值方法，發展DFN的校正及驗證程式

(DFN_OPT)。  

DFN模擬所採用的裂隙資料為離島花崗岩既有隧道內的裂隙軌跡

資 料 (圖  3-71)。 經 由 94-96年 發 展 之 裂 隙 資 料 分 析 程 式 (Fracture 

At t itude,  Center,  Trace length,  and Spacing, 以下簡稱 FACTS)初步分

析結果顯示，此隧道內的裂隙可分為三個主要叢集，三個叢集的平均

位態 (以傾向與傾角表示 )為 (315° ,  82°)、 (34° ,  85°)、 (284° ,19°)，分

別佔總資料的 35%、31%、21%，剩餘 13%的裂隙資料則不屬於以上三

叢集，DFN_NET則將其視為第四組隨機裂隙。現場資料的正交組間

距與裂隙軌跡長度樣本的統計分析結果列於表  3-11及表  3-12，而樣

本分析結果則整理如表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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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DFN模擬時須決定每個裂隙中心的空間位置，模擬方法可假

設裂隙中心的分布遵循均質卜瓦松、非均質卜瓦松及子母型裂隙等模

式，但若現場資料具備孔內裂隙量測資料，則DFN_OPT可採用「機

率場中心」的選項進行裂隙中心的模擬。但由於現場資料採用坑道面

的裂隙軌跡，而非根據鑽探井所得的量測資料，故以下利用DFN_NET

進行的模擬案例中不考慮機率場裂隙中心的選項。圖  3-72至圖  3-74

分別考慮裂隙中心為均質卜瓦松、非均質卜瓦松及子母型裂隙所得之

初始 (未進行 SA擾動前 )三維DFN分布，以及在量測面上的二維裂隙軌

跡分布。比較圖  3-72(a)、圖  3-73(a)及圖  3-74(a)可明顯看出採用不

同裂隙中心的假設所得三維DFN分布的差異。例如，以非均質卜瓦松

裂隙中心的第三組裂隙而言，圖  3-73(b)顯示該組裂隙在量測面上的

分布較集中，故其空間相關性明顯高於均質卜瓦松第三組裂隙的相關

性 (圖  3-72(b))。  

若考慮裂隙截切關係，DFN_NET假設小裂隙通常被大裂隙截切

而終止於大裂隙面上，而裂隙被截切的機率與其半徑大小成反比，因

此愈小的裂隙愈可能被大裂隙所截切。但考慮小裂隙不至於因截切而

由連通裂隙變成獨立裂隙，因此限定截切後的裂隙面積至少須為原裂

隙面積的 50%，否則此裂隙不被截切。依據以上對截切的假設，圖  

3-75比較三種不同裂隙中心DFN因截切所產生的改變，其中左半部及

右半部分別為不考慮及考慮截切的模擬結果。例如，圖  3-75(a)中第

四叢集中某個大裂隙截切其他比較小的裂隙，但因裂隙截切的模擬以

機率方式處理，因此小裂隙仍有可能不被大裂隙截切，如圖  3-75(a)

中第一叢集的小裂隙雖與上述第四叢集的大裂隙相交，但仍能穿過大

裂隙而沒有被截切。此外，同一個裂隙亦有可能被兩個以上的較大裂

隙所截切，如圖  3-75(b)中第一叢集的小裂隙被兩個第三叢集的裂隙

所截切。子母型裂隙DFN的截切情形也類似，見圖  3-75(c)。  

若以均質卜瓦松裂隙中心的DFN案例來說明 SA擾動的結果，由圖  

圖  3-72(a)與圖  3-76(a)之比較可看出， SA對初始DFN的擾動是針對

整個模擬區域中的裂隙，而並非僅微調與量測面相交的裂隙，因此擾

動後的三維DFN(圖  3-76(a))明顯異於初始三維DFN(圖  3-72(a))。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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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考慮擾動前後的DFN在量測面的裂隙軌跡，則見表  3-14比較兩

者與觀測資料裂隙位態的差別。首先，擾動前後三組裂隙位態基本上

均接近現場觀測資料的位態，但每一組裂隙在擾動後與觀測資料位態

之間的角度差值均小於未擾動前的角度差 (見表  3-14)，表示經由 SA

擾動後所得的裂隙資料較接近現場觀測資料的裂隙位態分組。  

利用 FACTS程式分析圖  3-72(b)的裂隙軌跡，則裂隙軌跡與裂隙

正交組間距與現場資料分析結果的比較列於表  3-13。以擾動前第二

組裂隙的正交組間距為例，擾動前的間距值為 0.840 m，約為現場裂

隙間距 (1.776 m)的一半，表示初始DFN的裂隙頻率較高。但經由 SA

擾動後，則該組裂隙的間距值增加為 1.283 m，雖然仍比現場裂隙間

距稍小，但已達校正裂隙參數的目的。其餘兩組裂隙之裂隙間距與裂

隙軌跡長度，表  3-13的結果顯示經由 SA擾動後均可達到接近現場資

料的計算結果，因此 SA可作為校正裂隙模擬結果的工具。  

圖  3-77為將初始 DFN進行 SA擾動後所計算的 P21與裂隙軌跡重

新採樣結果。比較圖  3-77(a)與圖  3-77(b)可發現，未擾動前的 DFN

在量測面上的採樣結果雖然仍能掌握住重要的裂隙區，但進行DFN模

擬時所採用的體頻率乃根據現場有限資料估計的裂隙間距及裂隙直

徑的計算結果，故與實際岩體中的裂隙頻率仍有差距，因此圖  3-77(b)

的裂隙軌跡比實際的觀測資料多。因 SA擾動原則除了可改變每個裂

隙 的 參 數 ， 同 時 也 允 許 產 生 新 裂 隙 或者 刪 除 舊 有 的 裂 隙 ， 故 如 圖  

3-77(c)所示，除了主要裂隙區的位置仍保留以外，初始DFN中多餘的

裂隙軌跡則在擾動過程中刪除，故擾動完成後的裂隙軌跡接近現場資

料。若比較 P21的RMSE，則擾動前與擾動後分別為 1.125及 0.771，故

原本高估的裂隙頻率可以藉由刪除裂隙的擾動機制而修正。  

子母型裂隙中心產生的DFN經由 SA擾動後的結果顯示於圖  3-77

與圖  3-78，其中目標函數增加一階裂隙參數平均值與變異數的目標

函數分量。因子母型裂隙中心反應裂隙中心的空間相關性，故DFN模

擬結果中裂隙的聚集性較高，故 P21也會受此因素影響而增加，此現

象在子母型裂隙中心的案例最為顯著，見圖  3-78(b)，經 SA擾動後所

得的裂隙軌跡及 P21則顯示於圖  3-78(c)。若比較子母型裂隙中心在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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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前 (圖  3-78(b))與擾動後 (圖  3-78(c))的結果，發現初始DFN裂隙軌

跡 高 估 P21的 現 象 ， 經 由 SA校 正 後 明 顯 接 近 現 場 裂 隙 軌 跡 計 算 的

P21，此現象亦適用於非均質卜瓦松裂隙中心的結果。若比較 P21的

RMSE，則均質卜瓦松、非均質卜瓦松與子母型中心的RMSE分別為

0.771、 0.719、 0.592。此外，若比較不同裂隙中心DFN經擾動後所得

量測面上裂隙軌跡的半變異數圖，均質卜瓦松、非均質卜瓦松與子母

型裂隙中心與理論半變異數模式的RMSE分別為 0.181、0.151、0.128。

故以子母型裂隙中心經由 SA擾動後所得裂隙軌跡的 P21及半變異數

特性最接近現場裂隙特性，而其擾動完成後的三維 DFN分布則如圖  

3-79所示。比較子母型裂隙中心的初始DFN(圖  3-74(a))與完成擾動後

的DFN(圖  3-79)可發現，初始DFN中大部分的大裂隙在擾動過程中刪

除，留下的裂隙則因為子母型裂隙的特性而群聚性高於均質卜瓦松裂

隙中心擾動後的結果 (圖  3-76(a))。  

本計畫分析之隧道內裂隙，可表示為兩組高角度與一組低角度裂

隙代表，此結果符合此區花崗岩體生成的過程，與區域性的張裂環境

特性。裂隙軌跡長度與裂隙間距均接近對數常態分布，三組裂隙的平

均裂隙間距約在 1.3-2.0 m之間，而平均裂隙軌跡長度則在 1.4-2.0 m之

間。由表 3-11的結果可看出，未經 SA擾動前的裂隙間距均小於現場觀

測的間距值，但經由 SA擾動後此低估現象可明顯改善。但另外一方

面，表 3-11分析所根據的資料為K區翟山隧道長 54 m、高 3 m(見圖 3-66)

的量測面上所得的裂隙資料，因受限於隧道高度且現場裂隙有兩組高

角度裂隙，故高角度裂隙的間距因量測面大小的限制而無法充分展現

其變異性。可能的改善方法，最根本的方式為量測大面積露頭上的裂

隙資料，但以目前現有的資料而言，此偏差性恐無法避免。以目前分

析的數據及現場觀測結果而言，此離島花崗岩之隧道裂隙的裂隙中

心，明顯具有空間相關性，但此空間相關性結構是否為子母型裂隙或

非均質卜瓦松中心分布，則有待更多的現場觀測結果及進一步的分析

方能準確的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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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K區隧道裂隙軌跡長度之統計檢定結果 

 負指數分布
 

對數常態分布 加馬分布
 

第一組 
Accept (λ= 0.529) 
p-value =0.085 

Accept (µ= 0.303,σ = 0.712) 
p-value =0.530 

Accept (α= 1.329,β = 1.403) 
p-value =0.129 

第二組 
Reject (λ= 0.547) 
p-value =0.023 

Accept (µ= 0.321,σ = 0.490) 
p-value =0.777 

Accept (α = 1.413, β  = 1.246) 
p-value =0.132 

第三組 
Reject (λ= 0.475) 
p-value =0.008 

Accept (µ= 0.413,σ = 0.423) 
p-value =0.868 

Reject (α = 1.211, β = 1.777) 
p-value =0.032 

負指數分布： ；  

對數常態分布：  

加馬分布：  

 

 

表 3-12：K區隧道裂隙正交組間距之統計檢定結果 

 負指數分布
 

對數常態分布 加馬分布
 

第一組 
Accept (λ= 1.346) 
p-value =0.618 

Accept (µ = -0.759, σ =1.224) 
p-value =0.593 

Accept (α = 0.803, β = 1.000) 
p-value =0.841 

第二組 
Accept (λ= 1.363) 
p-value =0.613 

Accept (µ = -0.658, σ =0.861) 
p-value =0.673 

Accept (α = 0.807, β = 1.020) 
p-value =0.288 

第三組 
Accept (λ= 2.386) 
p-value =0.849 

Accept (µ = -1.285, σ =1.030) 
p-value =0.993 

Accept (α = 0.633, β = 0.902) 
p-value =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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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均質卜瓦松DFN在量測面上裂隙軌跡之裂隙參數分析結果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現場資料 

軌跡長度（m） 1.641 (0.982)
+
 1.597 (0.886) 1.970 (0.978) 

正交組間距（m） 1.517 (2.636) 1.776 (1.743) 2.095 (1.847) 

 擾動前 

軌跡長度（m） 1.403 (0.874) 1.240 (0.779) 1.888 (0.836) 

正交組間距（m） 1.046 (1.257) 0.840 (0.815) 1.625 (0.813) 

 擾動後 

軌跡長度（m） 1.471 (0.930) 1.411 (0.823) 1.949 (0.886) 

正交組間距（m） 1.356 (1.734) 1.283 (1.584) 1.991 (1.284) 

註：括弧外數字為裂隙參數樣本平均值，括弧內數字則為樣本標準差 

 

 

表 3-14：均質卜瓦松DFN在量測面上裂隙軌跡於擾動前後位態分組比較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觀測資料 (315, 82) (34,85) (284,19) 

擾動前+ 
(317,85), Δθ=3.6° (40,83), Δθ=6.3° (266,19), Δθ=5.8° 

擾動後 (314,81), Δθ=1.4° (38,84), Δθ=4.1° (270,19), Δθ=4.5° 

註：表示兩個平均裂隙法向量之間的角度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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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18 m為一段落的裂隙軌跡分布 

 

(b) 全長54 m的裂隙軌跡分布 

圖 3-71：離島花崗岩區之隧道裂隙軌跡量測結果 

 

位態 = dip direction/ dip 

      e.g., 1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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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2：以均質卜瓦松裂隙中心所得之初始DFN模擬結果 

((a)上圖，擾動前DFN；(b)下圖，擾動前DFN在量測面上的裂隙軌跡) 

 

 

 

圖 3-73：以非均質卜瓦松裂隙中心所得之初始DFN模擬結果 

((a)上圖，擾動前DFN；(b)下圖，擾動前DFN在量測面上的裂隙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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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4：以子母型裂隙中心所得之初始DFN模擬結果 

((a)上圖，三維DFN；(b)下圖，擾動前DFN在量測面上的裂隙軌跡) 

 

 

 

(a)均質卜瓦松裂隙中心均質卜瓦松裂隙中心均質卜瓦松裂隙中心均質卜瓦松裂隙中心

(b)非均質卜瓦松裂隙中心非均質卜瓦松裂隙中心非均質卜瓦松裂隙中心非均質卜瓦松裂隙中心

(c)子母型裂隙中心子母型裂隙中心子母型裂隙中心子母型裂隙中心

 

圖 3-75：裂隙截切模擬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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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6：均質卜瓦松裂隙中心經由SA擾動後之結果 

((a)上圖，三維DFN；(b)下圖，擾動後DFN在量測面上的裂隙軌跡) 

 

 

 

圖 3-77：均質卜瓦松裂隙中心之SA結果比較 

((a)上圖，觀測資料；(b)中圖，擾動前；(c)下圖，擾動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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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8：子母型裂隙中心之SA結果比較 

((a)上圖，觀測資料；(b)中圖，擾動前；(c)下圖，擾動完成後) 

 

 

 

圖 3-79：子母型裂隙中心經SA擾動後之三維DFN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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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岩體岩體岩體岩體核種遷移與核種遷移與核種遷移與核種遷移與傳輸傳輸傳輸傳輸試驗試驗試驗試驗 

本年度工作主要係利用離島花崗岩母岩進行其薄片之核種擴散

實驗，以及完整岩塊之室內傳輸實驗。相關工作執行成果簡述如下： 

(1) 母岩薄片氚水類比核種擴散實驗：  

薄片的製作方法主要是先挑出較大顆粒的母岩破片後，先切割成

較小薄片後，固化於環氧樹酯中，接著進行研磨拋光，以 3 mm

薄片為例，製作一個薄片約需要兩星期工作天的研磨。本計畫中

進行穿透擴散實驗 (through diffusion, TD)方法，為直接使用離島

花崗岩的完整薄片。  

模式擬合部分均根據Chen et  al.  (2012)，其 governing equat ion 為   

，C: so lute concentrat ion,  Dm: int r insic  diffusion 

coefficient ; S:the mass of so lute adsorbed per unit  bulk dry mass o f 

porous medium; n: porosit y of the porous medium; pb, bulk dry 

densit y o f the porous medium, x: length coordinate; t :  t ime.假設線

性吸附關係，S=KdC，因此所呈現的Dm值為是擴散係數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 ient)，   而   (R為 遲 滯 因 數  

retardat ion factor)，由於已經得到核種相對濃度與縱深分布的關

係，因此透過試誤方法猜測擴散係數，如同圖  3-80中各曲線，

評估可能的擴散區間。  

經過了接近兩年的擴散實驗，初步的實驗發現碘離子的擴散係數

大約在 10
-7
 ~ 10

-8
 m

2
/ s，碘離子的擴散係數較HTO(含有氚的水，

T= H� )於粉碎樣品的結果高於將近 2個數量級。理論上，碘離子與

HTO有著非常接近的化學惰性性質，也就是其化學活性與HTO相

似。在此條件下觀察到的碘離子擴散係數，推測要小於粉碎樣品

中的HTO擴散係數。但不同長度的薄片擴散管柱均得到相近的擴

散係數，初步排除薄片樣品置備過程所造成的漏液問題，目前推

測可能的原因是靜電斥力的效應，由於碘離子與地質樣品的表面

都是帶著負電荷，使彼此之間的靜電斥力，加速了碘離子的擴散

R2 

R2 



   

3-114 

 

速率。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實驗時間長度問題，有可能是因為實

驗 時 間 長 度 的 不 足 ， 因 此 沒 有 觀 察 到 明 顯 的 穿 越 曲 線

(breakthrough curve)，因而在數據解析的過程中導入極大的誤

差，造成擴散係數的過分高估。未來規劃擴散實驗需要更長的實

驗時間以增加數據的品質。  

Cs與 Se的擴散部份，目前沒有觀察到明顯的穿越曲線，其濃度變

化量 (C/C0)均落在背景跳動值，如同碘離子擴散實驗結果，我們

可以初步忽略岩石薄片製作過程中所造成額外裂隙的影響。若有

額外的人工裂隙，Cs與 Se應該會隨著碘離子的擴散而擴散，此狀

況下濃度變化量應該會明顯有別於背景跳動值；此外，擴散實驗

的時間仍然不夠，較長的擴散時間有助於大幅提升數據的品質。 

除了 傳統 的 through diffusion (TD)實驗 設計 外， 亦嘗 試利 用 in  

diffusion (ID)的概念求取碘離子，以及Cs與 Se的擴散係數。相較

於 TD方法透過觀察釐米厚度的岩石薄片兩端之濃度差， ID方法

直接觀察岩石薄片內核種的濃度變化，作法是直接將部分的 TD

實驗拆解後，取出其中的薄片利用表面分析技術進行Cs縱深濃度

的分析。藉由方程式擬和方式，推測所對應的核種擴散係數。 ID

方法特別適用於較軟的地質材料，面對堅硬的岩石樣品，使用 ID

方法就有一定的難度。有鑒於此，本計畫導入材料科學廣泛使用

的表面分析技術，利用分析岩石薄片表面 100 ~ 200奈米的厚度，

探討核種的濃度變化，推導出相對應的核種擴散係數。本計畫採

用X光光電子光譜儀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XPS)進行

ID實驗。將前述TD實驗中的離島花崗岩母岩，經過了 120天的擴

散時間後，將其拆解進行表面分析，所得到表面的XPS光譜圖如

圖  3-81所示，呈現出此母岩表面有高濃度 Si，O， Fe，Na，Mg

含量，而Al元素的含量相對不明顯。另一方面，本實驗得到 Cs

核種於 岩石 樣品表 面不 同深 度分布 的 濃度變 化圖 如圖  3-82所

示，若觀測到樣品表面的核種訊號強度與背景強度的信噪比過

低，數據本身會存在著一定的實驗誤差與不確定性，此時選擇進

行積分或是強度計算的信號峰位置的一致性非常的重要，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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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所示，Cs的擴散係數落在 10
-21
 ~ 10

-2 2
 m

2
/ s。ID方法求得的擴

散 係數 與 TD方 法 所決 定 的 擴 散係 數 相 差 超過 10個 數量 級 。此

外，圖中也凸顯了幾項 ID方法的使用限制，例如由於核種的濃度

極低，儀器難以偵測殘留在樣品表面的核種濃度，如同圖  3-83

中訊號微弱的Cs 3d3訊號峰。  

初步實驗結果討論如下，提供後續實驗規劃參考：  

(a) 雖然利用 ID方法求取擴散係數，可節省許多實驗時間，但儀

器的偵測極限、核種特徵峰，以及岩石樣品本身其他元素的

光譜干擾，都是影響數據品質的關鍵；  

(b) 岩石薄片製備過程中，人工裂隙對於核種擴散行為的影響是

有限的。置備薄片過程中，因切割、磨平等動作，並沒有造

成顯著的人工裂隙，既使經過了 120天的擴散時間，核種也

僅僅擴散到岩石表面約 20 ~ 40 奈米的深度；  

(c) 岩石樣品本身的裂隙分布很複雜，與簡單物理模型中所假設

的裂隙與岩石樣品表面相互垂直相距甚大，因此如何決定岩

石樣品的孔隙率，以及如何詮釋孔隙率大小對於核種擴散係

數的影響，是下兩年 (102-103年度 )計畫關於核種擴散的重點

課題。本計畫將在下兩年計畫中導入雷射剝離電漿耦合質譜

儀的分析技術，亦可應用於 ID方法，有助於釐清核種於岩石

樣品的擴散行為；  

(d) 就目前獲致的數據而言，由於基質的擴散係數與岩石裂隙擴

散係數相差了 10個數量級以上，據此建議安全評估使用模式

計算上，可將物理擴散模型簡化為一維的擴散方程式。  

(2) 花崗岩完整岩塊之傳輸實驗：  

傳輸實驗主要在於探討核種的傳輸 (react ive t ransport )的行為，盡

可能在實驗室尺度內建立具有代表性的現地環境，再篩選出最有

可能的情節進行實驗。舉例來說，放射性廢棄物中的輻射熱會造

成緩衝回填材料與母岩樣品的局部結構改變，此結構的改變會影

響材料的表面化學，進而影響對核種的吸附行為。在Migrat io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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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中，瑞士與法國團隊的報告指出，經過兩年熱照射的緩衝回

填材料與花崗岩，其吸附行為並沒有顯著的改變。  

由於目前無法進行現地傳輸相關試驗，在計畫執行中，本計畫聚

焦在能否呈現具有代表性的實驗成果，因此進行了前瞻性的完整

岩塊擴散實驗。在實驗室中以完整大岩塊 (約兩百多公斤 )建構現

地實驗的類比環境，進行初步完整岩塊實驗，其設計如圖  3-83

所示。先在此大岩塊上鑽孔，在C0孔內注入合成地下水，在其他

的孔洞中填入圖中藍色的乾燥劑，藉由比較各孔洞中的乾燥劑吸

水量與參考孔洞中乾燥劑的吸水量，推測出由C0所擴散過來的水

量。就 水的 傳輸 部份 初步 設計 先以 氧 同位素 O
18進行 靈敏 度測

試，藉由重氧水H2O
18取代具有放射性的HTO，評估使用重氧水

進行實驗的可行性，結果如圖  3-84所示，其呈現的線性關係說

明了利用重氧水取代HTO進行完整岩塊的擴散實驗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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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0：離島花崗岩母岩擴散薄片結果 

 

 

圖 3-81：離島花崗岩母岩經過120天擴散後表面化學元素XPS定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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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2：離島花崗岩母岩經過120天擴散後Cs於不同深度的分布強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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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3：離島花崗岩母岩完整岩塊實驗設計概念圖 

 

 

圖 3-84：重氧水靈敏度測試結果 

說明：使用分析儀器為交大貴儀中心GCMS，型號Micromass TRIO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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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近場緩衝回填材料特性之研究近場緩衝回填材料特性之研究近場緩衝回填材料特性之研究近場緩衝回填材料特性之研究 

緩衝材料長時間受廢棄物衰變熱、地壓力或地下水等作用下，皆

可能改變其初始狀態，進而對緩衝材料之穩定性與工程性質造成影

響，參考國際間之相關模擬試驗之經驗，瞭解處置場單一作用下如熱

影響 (廢棄物衰變熱 )、水影響 (地下水入侵 )、高壓環境等對緩衝材料

穩定性之探討，以做為未來長期耦合試驗及力學試驗之設計基礎。  

100年度計畫研究成果主要針對不同緩衝材料之基本特性探討，

如物理特性、礦物組成、熱傳特性、水力特性、力學特性，以瞭解不

同緩衝材料之特性，並做為我國選擇膨潤土材料之參考。本年度計畫

研究內容主要參考各國緩衝材料長期穩定特性之相關研究，探討膨潤

土壓製成緩衝材料時，其受水、熱、力等單一作用下之特性，可包含

如熱縮效應、膨脹效應、塊體接合特性、膠體瀝濾特性、高溫影響，

欲釐清個別因子之特性處置場環境對緩衝材料之影響，瞭解緩衝材料

受地下環境及處置場環境影響下之工程特性與長期穩定性，以輔助未

來緩衝材料設計與耦合試驗規劃之需要。  

 

3.2.4.1. 緩衝材料乾燥收縮特性緩衝材料乾燥收縮特性緩衝材料乾燥收縮特性緩衝材料乾燥收縮特性 

緩衝材料塊體在製作時，為求材料製作之工作性及壓密性，會採

用適當的含水量進行壓製，考慮處置坑中廢棄物罐釋出之衰變熱對緩

衝材料受乾燥收縮的影響， Suzuki及 Fujita(1999)利用Kunigel V1進行

乾燥收縮試驗，以 JGS T 145之標準試驗方法下進行。試體條件為純

膨潤土 (乾密度 1.6 Mg/m
3及 1.8 Mg/m

3
)以及混合重量比 30%石英砂的

膨潤土試體 (乾密度 1.6 Mg/m
3
)，並且以不同含水量的條件下壓製成上

述特定密度且同樣尺寸之試體。當試體壓製完成後，量取試體之直

徑、高度及重量並記錄之，並且以 110 ℃恆溫烘乾至恆重，並且再次

量測試體之直徑、高度及重量。圖  3-85為試體的開裂狀況圖，由試

驗結果可知，混合石英砂之試體，在初始含水量 13 %以下之試體受乾

燥作用後，僅有某幾處的表面出現些微裂隙，當含水量大於 15 %時表

面會出現約 2 mm深的開裂。而純膨潤土的試樣，不論是乾密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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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m
3或 1.8 Mg/m

3，初始含水量約為 10 %時，在烘乾至恆溫後則無明

顯的開裂現象，在含水量 12 %時，表面會產生一些非常小的開裂，當

含水量大於 15 %以上時，表面會出現較多約 2 mm深的開裂，且含水

量越高，開裂情形越明顯。由此可知，當試體含水量越高，乾燥後之

開裂數量及開裂深度越明顯，且同密度同初始含水量之試體，純膨潤

土試體之開裂情形較混合石英砂試體明顯。圖  3-86為試體之初始含

水量及乾燥前後體積變化量之關係圖，體積變化計算為試體乾燥前體

積除以乾燥後體積而訂，圖  3-87為試體初始含水量與試體收縮比之

關係，由上述兩項比較得知，Kunigel V1試體之體積變化與膨潤土種

類或試體密度無直接關係，但與試體之初始含水量有關，當試體之初

始含水量越高，體積收縮情形越明顯。  

薛新翰 (2007)利用MX-80膨潤土進行緩衝材料乾裂與回脹自癒特

性研究，並比較純膨潤土試體與添加 50 %石英砂試體之開裂影響，由

圖  3-88中MX-80試體於 100 ℃下乾燥之試體開裂過程，由試驗結果可

知，試體隨著乾燥時間越長，因膨潤土顆粒間的水份蒸散而使得試體

表面產生收縮裂縫，且純膨潤土試體之開裂情形較混合 50 %石英砂試

體明顯，其原因在於石英砂不吸水且受乾燥影響不大，故可抑制膨潤

土張裂行為；圖  3-89為MX-80試體於不同溫度下乾燥 180分鐘後之開

裂情形，可發現乾燥溫度越高，試體因乾燥收縮開裂情形越顯著，且

同樣的混合石英砂試體之開裂行為較純膨潤土試體小。  

吳冠漢 (2004)以密度 1.7 Mg/m
3之日興土及MX-80膨潤土試體，模

擬不同階段處置場環境條件下之緩衝材料體積收縮變化情形。首先模

擬緩衝材料應用於處置坑室前後分別受到常溫乾燥及衰變熱效應的

影響，日興土與MX-80膨潤土之初始含水量分別為 5.4%及 8.9%，試驗

乾燥收縮試驗條件設定為：一、以常溫真空皿乾燥、二、 60 ℃烘箱

乾燥、三、常溫真空皿乾燥 7日後再以 100 ℃烘箱乾燥、四、以及 100 

℃烘箱乾燥此 4種條件，藉此判斷在不同乾燥條件下黏土材料之乾縮

行為，其結果如表  3-15所示，不論是日興土或MX-80膨潤土在初始

含水量狀態下，於不同乾燥環境之體積收縮行為差異不大，且試體皆

無明顯裂縫產生 (圖  3-90及圖  3-91)。為瞭解緩衝材料出現裂縫之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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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及體積收縮量，調配日興土為 10～ 20 ％含水量，MX-80膨潤土

調配為 15～ 25 ％含水量，置入 100 ℃烘箱 1日後，觀察試體外觀張裂

行為及體積變化量測。圖  3-92及圖  3-93分別為日興土及MX-80膨潤

土於不同設計含水量狀態下以 100 ℃乾燥 1日後之情形，試體皆因設

計含水量越高，出現收縮裂縫與崩解情形越明顯，這是由於當膨潤土

塊水分損失後，在乾燥的試體表面上將會產生張力的釋放而產生裂

縫，塑性張力最終將會隨著收縮開裂而解除，圖  3-94為黏土試體於

不同設計含水量下之乾縮體積變化，由結果可知，MX-80膨潤土在相

同含水量下之體積收縮量較日興土高，這是由於膨潤土的顆粒比表面

積遠大於日興土，因此所吸收的水量較多，故當水分喪失時體積的收

縮量亦較大 (卓智聰， 1999)。另一方面，本研究亦可藉由此圖定量出

在此研究條件下，黏土試體裂縫形成之體積收縮量臨界點，例如日興

土在含水量 15 ％時之體積收縮百分比為 5 ％，MX-80膨潤土在含水

量 20％時之體積收縮百分比為 9.8％。  

緩衝材料在安裝初期會受廢棄物罐所釋放之衰變熱影響，故緩衝

材料受熱之體積變化率不可過大，且必須保有適當的自癒特性，否則

因受熱收縮產生裂縫，將形成地下水流通途徑，亦可能帶出核種而影

響至人類生活圈。未來緩衝材料設計最佳密度與含水量後，亦需針對

緩衝材料初期受熱乾燥收縮之張裂影響及遇水自癒性能進行功能測

試。  

 

3.2.4.2. 緩衝材料回脹特性緩衝材料回脹特性緩衝材料回脹特性緩衝材料回脹特性 

土壤中黏土質含量的定義是粒徑小於 2 µm部分的重量百分比，依

據粒徑分析結果顯示日興土的黏土質含量僅 26 %，而MX-80膨潤土黏

土質含量高達 60 %，兩者差距很大 (陳文泉， 2004)。此一差距會直接

造成兩種膨潤土的基本土壤力學性質的表現有很大差異，以阿太堡限

度而言，日興土原礦的LL與 PI值分別為約 67與 49，而MX-80膨潤土原

礦的LL與 PI值分別高達 434與 380。雜質含量亦影響土壤之回脹性能，

日興土中的含鐵量約在 5.5~10 %之間，較MX-80膨潤土 (2.0~3.8 %)高

出許多，部分鐵可能存在於黏土TOT層結構中，替代結構中矽或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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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則以黏土中微量鐵化合物形態存在 (El Rayah and Rowell,  1973；

Breu et  al,  1993)。存在於結構中的鐵會替代部分的矽或鋁離子，造成

結構電荷增加而降低回脹量。此外，自由鐵或鐵化合物 (氧化鐵或氫

氧化鐵）會形成膠結材料，披覆在黏土表面或使黏土顆粒形成團束

(clump)，因而降低黏土的回脹行為 (Igwe et  al,  1999)。  

 

王欣婷 (2003)進行在不同溫度、輻射、含鹽溶液及 pH值條件影響

下，日興土之回脹應變特性研究。回脹應變數之計算為試體之高度變

化量與試體初始高度之百分比，當日興土密度為 1.3～ 1.9 Mg/m
3，在

環境溫度 30 ℃時之最大回脹應變數 (Maximum swelling st rain)約為

89%～ 130%，明顯較低於其它緩衝材料之回脹應變數，例如MX-80

膨潤土之在密度 1.3～ 1.7 Mg/m
3間之最大回脹應變數為 800%～ 850% 

(田永銘， 2000)；高廟子膨潤土在設計密度 1.26～ 1.4 Mg/m
3、初始含

水量 28%之條件下，達到最大回脹應變數約為 133%～ 163%(崔素麗

等， 2011)。王欣婷 (2003)之研究中亦發現，當試體密度為 1.3～ 1.9 

Mg/m
3，將試驗環境溫度增加達 60℃時，最大回脹應變數約為 53%～

100%；試驗環境溫度達 90℃時，最大回脹應變數約為 30%～ 80 %，顯

示最大回脹應變數隨環境溫度增加而減小。依據 Pusch(1994)的試驗發

現，滲透壓力與晶格收縮隨水熱溫度的變化結果是控制回脹應變數高

低最重要兩項因數，鈣蒙脫石之晶格收縮量大於滲透壓力增加量，因

此其回脹應變數隨水熱溫度提升而降低。  

陳炳坤 (2006)之研究亦模擬地下水入侵前，高放射性廢棄物衰變

熱對緩衝材料乾燥加熱可能產生的劣化效應。將日興土粉末經  100 

℃熱環境作用  1、2、3、6 個月後分別進行自由回脹試驗，試體密度

皆為 1.7 Mg/m
3，試驗溫度為  30℃。圖  3-95為日興土受不同時間熱

環境作用所得之最大回脹量加以比較，受熱時間在 3個月內時，其最

大回脹量與原樣只差距 30 %左右，受熱  6個月後，其下降幅度達  50

～ 60 %，可見受熱時間愈久，回脹量降低情形愈趨顯著，且大致呈線

性關係。陳炳坤 (2006)另探討緩衝材料受乾燥加熱後之回脹壓力變化



   

3-124 

 

(圖  3-96)，其中時間為 0之最大回脹壓力為未受乾燥加熱之日興土試

體，隨著熱處理時間越長，最大回脹壓力越低。  

王欣婷 (2003)亦發現經輻射照射後日興土之回脹應變數略為降低

約 10 %左右，經過基本性質檢查後發現日興土之 pH值由 9.8下降至

9.3，與經熱處理後樣品的 pH 值變化趨勢相同，可推論日興土在接受

輻射照射過程中，日興土原樣會暴露於較高的溫度場中，其效應如同

高溫預熱處理，而日興土接受輻射照射後回脹應變數略為降低，主要

應與其同時受到此溫度場作用的影響有關。若處置場選擇在濱海地

區，考慮封閉後將會有地下水入侵之可能性，研究得知回脹應變數會

隨著含鹽溶液濃度增加而降低。若處置概念中以混凝土或水泥做為結

構補強、支撐或封塞 (plug)材料，坑道中可能因混凝土結構與壓實膨

潤土間產生交互作用而造成之高鹼環境 (Johnson, 1996)，研究發現分

別利用NaOH及Ca(OH)2調節試驗環境之 pH值在 9～ 13時，日興土之回

脹應變數在 pH值為 13時大幅提升。  

緩 衝 材 料 之 回 脹 性 能 受 材 料 本 身 之 礦 物 組 成 或 周 圍 之 環 境 影

響，如環境溫度、水質鹽度、酸鹼度等，故進行緩衝材料設計時，需

考量處置場環境溫度與水質對膨潤土本身回脹特性之改變，進行相關

的性能測試，以確定所設計之材料配比受環境影響後仍保有原本之功

能需求。  

 

3.2.4.3. 緩衝材料塊體接合特性緩衝材料塊體接合特性緩衝材料塊體接合特性緩衝材料塊體接合特性 

日本 JNC檢驗緩衝材料於處置坑中塊體接縫 (圖  3-97)對力學及

水力特性之影響，分別進行塊體接合試體之剪力性質及水力傳導性質

(Chijimatsu et  al. ,  1998)。圖  3-98為試體型式示意圖，其中一體成型

試體為直接將膨潤土壓製成所設計之密度，且尺寸為直徑 5 cm、高 2 

cm之試體，檢驗其剪力性質；分離型試體則是將膨潤土壓製成兩個

尺寸為直徑 5 cm、高 1 cm之試體，並於試驗時將兩塊試體組合至試驗

器具中，模擬緩衝材料於處置坑中塊體組合之情形，並檢驗其剪力特

性；黏著型試體為考慮處置坑中的緩衝材料塊體經地下水入侵，使得

緩衝材料飽和度達 100 %時之狀態，且接縫已因膨潤土回脹而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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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其試體之剪力特性。各型式之試體分別製備了純Kunigel V1膨潤

土以及混合 30 %石英砂之膨潤土試體，飽和度分別有 50 %及 100 %，

唯黏著型試體因製備方法之關係僅有飽和度 100 %之試體。表  3-16

為飽和度 50 %一體成型試體與分離型試體及 100 %之一體成型試體、

分離型試體及黏著型試體之進行剪力試驗後之尖峰剪力強度及極限

剪力強度值，由試驗結果得知，一體成型試體在任何垂直應力條件

下，其尖峰剪力強度及極限剪力強度都較其它兩型試體大，因此，一

體成型的膨潤土塊之剪力強度較大於分塊組合的膨潤土試體，而黏著

型之試體較分離型試體更具結合力，故其剪力強度大於分離型，但在

垂直應力大於 1 MPa時，黏著型試體與分離型試體之殘餘剪力強度差

異則變得不明顯。表  3-17為各試體之土壤剪力參數，在試體飽和度

50 %時，分離型試體之剪力強度特性遠小於一體成型試體，而在飽和

度達 100 %時，一體成型試體之剪力強度特性亦消減不少。  

圖  3-99及圖  3-100分別為飽和度 50 %及 100 %之純膨潤土與添加

石英砂試體之剪力強度差異，混合石英砂之一體成型試體的尖峰剪力

強度與極限剪力強度約為純膨潤土之 1/2，分離型之純膨潤土試體與

含石英砂試體的尖峰剪力強度與極限剪力強度相近，黏著型試體因黏

著作用對剪力強度有些許影響 (比分離型剪力強度高 )，但含石英砂試

體沒有純膨潤土試體顯著，此外含石英砂試體之剪力位移量為純膨潤

土試體之 1/2。由上述結果得知，導致膨潤土混合石英砂試體剪力強

度退化的原因，是由於膨潤土及砂的彈性模數差異太大，使得應力集

中於砂粒邊緣所致。  

塊體接合之滲透特性研究中，其試驗試體備置如圖  3-101所示，

以試 體 尺 寸為 直 徑 20 mm、 高 20 mm之圓 餅 狀 試體 ， 乾密 度 為 1.8 

Mg/m
3之條件，分別製作一體成型之塊體與由兩個半圓型接合之分離

型試體。圖  3-102為試體滲透試驗之含水量分佈，試體之含水量由進

水端向另一端遞減，隨滲透時間增加，試體之體積含水量亦隨之增

加。由於分離型試體間隙之故，使得分離型試體之滲透速度較一體成

型試體快。另進行飽和水力傳導度試驗，考慮純膨潤土試體 (乾密度

1.8 Mg/m
3
)與含石英砂試體 (含砂量 30 %，乾密度  1.6 Mg/m

3
)進行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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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黏著型試體為模擬緩衝材料塊體達完全飽和後，因回脹作用將接

縫密合之狀態，試驗結果如圖  3-103，一體成型試體與黏著型試體之

飽和水力傳導度值幾乎相等，綜合滲透試驗與飽和水力傳導度試驗結

果，可視為因回脹作用將接縫封閉，使得滲透率隨飽和程度遞減，故

試體接合對飽和水力傳導度值影響不大。 Furuichi等人 (1998)進行大

尺寸塊體水力傳導度試驗，試體為膨潤土混合 30 %重量比之石英砂壓

置成乾密度 1.8 Mg/m
3之扇型塊體，放入設計之模具中 (圖  3-104)，塊

體垂直接縫共有 3 mm寬，軸向接縫共有 4 mm寬，水份由試體側邊入

滲，入滲壓力為 4 MPa，試體達完全飽和並回脹後，其乾密度為 1.68 

Mg/m
3，飽和水力傳導度值為 6E-13 m/s，其值稍大於小尺寸一體成型

試體之水力傳導度結果 (圖  3-103)，因此，雖然緩衝材料在初始狀態

因塊體間隙加速水份滲流，但隨著試體飽和過程中因塊體回脹擠壓使

得接縫變小，接合面越趨緊密，故在塊體達飽和後，接縫之影響並不

顯著。  

考慮緩衝材料組合之塊體接縫造成地下水入侵之途徑，雖知緩衝

材料本身之回脹特性可癒合塊體間之接縫，但仍可參考日本之試驗計

術研究，以做為我國未來緩衝材料設計驗證技術之參考。  

 

3.2.4.4. 膠體瀝濾膠體瀝濾膠體瀝濾膠體瀝濾 

當深地層處置場封閉後，且處於地下水飽和狀態時，此時若廢棄

物包件受損，放射性核種將溶解於地下水中並與廢棄物包件周圍夯實

黏土製成的緩衝材料膠體物質結合，因此緩衝材料之膠體瀝濾性能為

減緩核種遷移。Kurosawa等人 (1997)利用膠體金 (go ld co llo ids)進行過

濾試驗，評估緩衝材料中膠體粒子傳輸。膠體金粒徑尺寸具有單分散

性 (mono-dispersion)，粒子可在膨潤土孔隙水中均勻地分散，且可利

用表面分析技術測定元素的分佈。在Kurosawa等人的試驗中，製備了

約 100 ppm濃度的膠體金粒子，其直徑約為 15 nm，並分別添加 0.5 wt%

及 10.0 wt%的表面活性劑及乙醇，該溶液之 pH值為 6.6。該試驗之試

體利用Kunigel V1製作尺寸為直徑 50 mm、厚 5 mm之圓餅狀且飽和度

為 100 %之試體，試體設計分別為膨潤土混合 0 %、30 %、40 %及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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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砂，且乾密度為 1.0 Mg/m
3，以及膨潤土混合 50 %石英砂，乾密

度為 1.8 Mg/ m
3，如表  3-18所示。試驗歷程約 4個月，每 2週取樣一次，

量測過濾前後之膠體金溶液濃度，表  3-18為試驗結果，膠體金並未

通過混合 0 %、 30 %、40 %石英砂，且乾密度為 1.0 Mg/m
3之膨潤土試

體。將進行過滲透試驗之乾密度為 1.0 Mg/m
3之膨潤土試體斷面進行

SEM及EPMA分析時，可發現膠體金仍殘留在瀝濾試驗溶液進入端的

試體接觸面上。TEM分析亦可檢測出膠體金被膨潤土的微孔隙結構補

捉。唯一只有混合 50 %石英砂、乾密度 1.0 Mg/m
3之膨潤土試體無法

阻擋膠體金的通過，但混合 50 %石英砂、乾密度 1.8 Mg/m
3之膨潤土

試體卻仍具備膠體瀝濾功能，由黏土的有效密度來看，Kunigel V1膨

潤土做為緩衝材料設計時，其黏土有效密度設計在高於 0.70 Mg/m
3可

具備膠體瀝濾功能。  

緩衝材料之瀝濾功能為重要的防護因子之一，而設計密度與膠體

瀝濾性能有關，因不同膨潤土本身質性之差異，建議我國未來進行緩

衝材料設計時亦應建立相關驗證技術，以確保所設計材料之瀝濾性

能。  

 

3.2.4.5. 高溫高壓對緩衝材料之影響高溫高壓對緩衝材料之影響高溫高壓對緩衝材料之影響高溫高壓對緩衝材料之影響 

在深地層處置場環境中，因受到地溫梯度及廢棄物包件之衰變熱

作用影響，緩衝材料將受到 50℃至 100 ℃的溫度影響。因此，必須瞭

解緩衝材料在此溫度範圍下之性能與行為，以及任何可能由於高溫影

響 的 劣 化 行 為 。 Towhata等 人 (1998)研 究 發 現 ， 將 膨 潤 土 經 由 溫 度

60℃、 100 ℃及 200 ℃熱處理五天後，膨潤土的塑性限度、液性限度

及自由回脹性能皆無影響。且 Towhata等人 (1993)使用類似高嶺土之

MC黏土及膨潤土材料以 200℃熱處理 5天後，進行單軸壓縮試驗結果

顯示，膨潤土試體之單軸壓縮強度亦未受影響。  

而溫度對緩衝材料之水力傳導度影響，由前節討論得知，由於水

的黏滯性隨溫度升高而降低，故溫度越高水力傳導度越大 (Matsumoto 

et  al. ,  1997)。另外亦考慮壓密性能對緩衝材料水力傳導度之影響，

Towhata等人 (1998)研究發現膨潤土在溫度 90 ℃時之壓密率較常溫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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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下高，且高溫可加速膨潤土的二次壓密行為， Towhata等人 (1998)

利用MC黏土進行壓密排水及壓密不排水三軸試驗，在相同圍壓下，

在高溫狀態下的MC黏土試體壓密速率較室溫下的黏土試體高，且勁

度與強度亦較常溫黏土大。故適當的溫度影響可幫助緩衝材料之壓密

作用，使得緩衝材料更加緻密，此類的研究成果可供進行緩衝材料長

期性能的探討。  

其它膨潤土試體介於 50 ℃至 100 ℃之間的相關試驗，因材料本身

特性不同亦有不同的發現。Börgesson等人 (1988)利用MX-80膨潤土進

行溫度 20 ℃與 60 ℃剪力試驗結果得知溫度對於其剪力行為並無明顯

影響，Pusch等人 (1990)針對鈉型MX-80膨潤土與鈣型MX-80膨潤土混

合 50 %之石英砂、試體飽和密度 1.61~2.06 Mg/m
3進行溫度 90 ℃至 130 

℃之回脹試驗，其結果顯示鈉型膨潤土隨溫度升高回脹量增大 (Pusch 

et  al. ,  1993)，但在密度 2.06 Mg/m
3回脹變化較不受溫度影響，鈣型膨

潤土則為隨溫度增加回脹量減小 (Pusch et  al. ,  1990)。  

由上述文獻結果顯示，不同膨潤土受溫度影響行為趨勢各有不

同，其特性與膨潤土本身性質有關，但仍可從中得知高溫及壓力對膨

潤土之壓密性質有所影響，建議未來進行膨潤土力學相關參數試驗應

考慮溫度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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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初始含水量試體於不同溫度環境下之體積收縮量 

環境設定環境設定環境設定環境設定 
體積收縮量體積收縮量體積收縮量體積收縮量(%) 

日興土日興土日興土日興土 MX-80膨潤土膨潤土膨潤土膨潤土 

常溫乾燥皿 2.20 5.50 

常溫乾燥7日再以60 ℃乾燥 2.80 5.10 

常溫乾燥7日再以100 ℃乾燥 2.30 5.80 

100 ℃乾燥 2.27 5.70 

(資料來源：吳冠漢，2004) 

 

表 3-16：不同形式膨潤土試體之剪力強度(Chijimatsu et al., 1998) 

飽和度飽和度飽和度飽和度 試體型式試體型式試體型式試體型式 尖峰剪力強度尖峰剪力強度尖峰剪力強度尖峰剪力強度(MPa) 極限剪力強度極限剪力強度極限剪力強度極限剪力強度(MPa) 

垂直應力垂直應力垂直應力垂直應力 (MPa) 0.2 1.0 2.0 3.0 0.2 1.0 2.0 3.0 

50 % 
一體成型 2.83 2.75 3.22 3.68 1.67 1.80 2.84 3.14 

分離型 0.20 0.90 1.56 2.09 0.20 0.70 1.20 1.40 

100 % 

一體成型 0.95 1.53 1.47 1.48 0.95 1.20 1.20 1.20 

分離型 0.15 0.52 0.64 0.72 0.15 0.50 0.64 0.72 

黏著型 0.60 0.74 0.74 0.90 0.40 0.57 0.57 0.77 

 

表 3-17：不同形式膨潤土試體之剪力強度參數(Chijimatsu et al., 1998) 

飽和度飽和度飽和度飽和度 試體型式試體型式試體型式試體型式 

尖峰剪力強度尖峰剪力強度尖峰剪力強度尖峰剪力強度(MPa) 極限剪力強度極限剪力強度極限剪力強度極限剪力強度(MPa) 

凝聚力凝聚力凝聚力凝聚力 

(MPa) 

摩擦角摩擦角摩擦角摩擦角

(deg) 

凝聚力凝聚力凝聚力凝聚力 

(MPa) 

摩擦角摩擦角摩擦角摩擦角

(deg) 

50% 
一體成型 2.61 33.8 1.46 30.3 

分離型 0.15 18.1 0.21 23.4 

100% 

一體成型 0.81 35.9 0.89 17.4 

分離型 0.06 24.8 0.06 23.6 

黏著型 0.57 9.9 0.36 12.0 

 

表 3-18：膠體瀝濾試驗結果 

膨潤土試體乾密膨潤土試體乾密膨潤土試體乾密膨潤土試體乾密

度度度度(Mg/m
3
) 

添加砂比例添加砂比例添加砂比例添加砂比例(wt%) 
黏土之有效乾密黏土之有效乾密黏土之有效乾密黏土之有效乾密

度度度度(Mg/m
3
) 

膠體瀝濾能力膠體瀝濾能力膠體瀝濾能力膠體瀝濾能力 

1.0 0 1.00 有 

1.0 30 0.79 有 

1.0 40 0.70 有 

1.0 50 0.61 無 

1.8 50 1.35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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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5：Kunigel V1試體乾燥試驗結果 

(Suzuki and Fujita, 1999) 

 

  



   

3-131 

 

 

 

圖 3-86：試體初使含水量與體積變化之關係 

(Suzuki and Fujita, 1999) 

 

 

圖 3-87：試體初使含水量與收縮比之關係 

(Suzuki and Fujita,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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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燥 

時間 

MX-80膨潤土試體 混合50%石英砂試體 

20 分 

  
60 分 

  
180 分 

  
圖 3-88：MX-80試體於溫度100 ℃乾燥開裂過程 

(薛新翰，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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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燥 

溫度 

MX-80膨潤土試體 混合50%石英砂試體 

60 ℃ 

  
80 ℃ 

  
100 

℃ 

  
圖 3-89：MX-80試體於不同溫度下乾燥180分鐘後之開裂情形 

(薛新翰，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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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常溫乾燥皿乾燥 (b) 常溫乾燥7日再以60 ℃乾燥 

  
(c) 常溫乾燥7日再以100 ℃乾燥 (d) 100 ℃乾燥 

圖 3-90：日興土試體於不同溫度環境下之乾燥試體 

(吳冠漢，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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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常溫乾燥皿乾燥 (b) 常溫乾燥7日再以60 ℃乾燥 

  
(c) 常溫乾燥7日再以100 ℃乾燥 (d) 100 ℃乾燥 

圖 3-91：MX-80膨潤土試體於不同溫度環境下之乾燥試體 

(資料來源：吳冠漢，2004) 

 

  
(a) 含水量 10 

% 

(b) 含水量 15 % (c) 含水量 20 % 

圖 3-92：各設計含水量下之日興土試體於100 ℃下之乾燥收縮情形 

(資料來源：吳冠漢，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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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含水量 15 % 

 
(b) 含水量 20 % 

 
(c) 含水量 25 % 

圖 3-93：各設計含水量下之MX-80膨潤土試體於100 ℃下之乾燥收縮情形 

(吳冠漢，2004) 

 

 

 

圖 3-94：黏土試體於不同設計含水量下之乾縮變化 

(吳冠漢，2004) 

 

  

MX-80膨潤土 
日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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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5：日興土受不同加熱時間後最終回脹量 

(陳炳坤，2006) 

 

 

 

圖 3-96：日興土受不同加熱時間作用下最終回脹壓力 

(陳炳坤，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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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7：緩衝材料塊體裝置示意圖 

(Chijimatsu et al., 1998) 

 

 

圖 3-98：試驗試體類型試意圖 

(Chijimatsu et a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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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體成型試體 

 

(b) 分離型試體 

圖 3-99：試體飽和度50 %、垂直應力0.2 MPa之剪力試驗結果 

(Chijimatsu et a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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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體成型試體 

 

(b) 分離型試體 

 

(c) 黏著型試體 

圖 3-100：試體飽和度100 %、垂直應力0.2 MPa之剪力試驗結果 

(Chijimatsu et a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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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體成型試體                 (b) 分離型試體 

圖 3-101：滲透試驗試體 

(Chijimatsu et a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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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體成型試體 

 
(b) 分離型試體 

圖 3-102：滲透試驗之試體含水量分佈曲線 

(Chijimatsu et a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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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3：一體成型試體與黏著型試體之飽和水力傳導度 

(Chijimatsu et al., 1998) 

 

 

圖 3-104：大型塊體接合飽和水力傳導試驗設備 

(Chijimatsu et al., 1998) 

  



   

3-144 

 

 

3.3. 用過核子燃料處置的功能評估用過核子燃料處置的功能評估用過核子燃料處置的功能評估用過核子燃料處置的功能評估 

3.3.1. 最終處置概念模式與變異情節之研究最終處置概念模式與變異情節之研究最終處置概念模式與變異情節之研究最終處置概念模式與變異情節之研究 

評估自然現象對用過核子燃料最終地質處置的影響時，應考慮自

然現象發生與變化的樣式，及區域性不同所造成的差異，並對處置環

境、系統功能進行評估。目前世界上進行地質處置技術研究的國家，

亦將具體地質環境條件或自然現象相關資訊的影響評估定為重要課

題，並嘗試具體的探討與分析。舉例而言，瑞典 SKB針對 Forsmark以

及Laxemar地區分別就各自的過去氣候變遷進行研究，根據研究成果

探討冰河前進／後退，所造成地殼的抬升／沉降等定量的預測。另日

本H12報告 (JNC, 2000)已於自然現象影響評估中，就一般地質環境為

對象，探討隆起、侵蝕之保守性的簡略方案，並提出影響評估的例證。 

基於台灣本島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聚合交界處，一

般從本島上板塊聚合之的特殊山嶺地形的研究中可以反映出造山運

動、侵蝕率以及氣候變遷等相互間之特殊關係。因此最終處置場址受

到地體抬昇率與地表侵蝕率作用，大約在 10萬年後處置區上方覆蓋厚

度逐漸減小，再加上氣候變遷海水面可能上升的環境因素，使得處置

場上方地面可能因稍高於海水面或為海水淹沒，此時廢棄物體所含放

射性核種容易外釋到生物圈海洋環境之中。  

為了分析前述自然現象對於處置系統的影響及所衍生之安全評

估變異情節，本工作項目於 100年度開始執行，100年度工作項目成果

為分析台灣地表抬升 /沉降、剝蝕作用與海平面變化之已有之文獻資

料，分析結果顯示若以全新世之台灣海岸地區地殼之沉降 /上升速率

在 -10~+5 mm/yr範圍值估算，則未來 10萬年台灣海岸地區之地殼高度

變化在 -1000~+500 m間。由台灣地區未來 15萬年海水面自然變遷推估

與目前海水面相較結果，於未來 10萬年低於目前海水面約 132m為最

低，而於未來 12萬年高於目前海水面 6.6m為最高。  

所以本年度 (101年 )計畫針對前述台灣地表抬升速率與地表剝蝕

速率及周圍海平面的變化趨勢等環境影響因素綜合分析結果 (100年

度計畫成果 )，假設處置場址直接遭受海水的淹沒入侵後，致使核種

R1 

R1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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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外釋至海洋中之情形下，分析探討影響處置場址的因素，包含特

徵、事件與過程 (FEPs)分析、曝露途徑與情節系統分析等，以作為後

續洪水情節之功能與安全評估概念模式研究之依據。  

 

3.3.1.1. 變異情節概述變異情節概述變異情節概述變異情節概述 

情節發展的基本目的就是要確認處置場之相關可能演變皆已經

過適當的考量，最重要的是用來協助確認關鍵性的特徵、事件與作用

（ Features,  Events and Processes，簡稱：FEPs），其中的基本情節（Basic 

Scenar io）是建構其它變異情節 (Var iant  Scenar ios)的基礎，本計畫於

SNFD-2009 報告 (台灣電力公司，2010)已發展建構基本情節，所以本

研究之變異情節必須植基於此基礎上發展。  

在情節發展的步驟中，FEPs的分析工作必須確認那些因素如果發

生，會對處置系統產生何種不同程度的重要影響，這些因素可稱之為

機率性 FEPs，其影響所造成處置系統的演變過程就是變異情節需要討

論的範疇，變異情節依其發生原因可分成自然因素造成的現象和人為

因素造成的現象兩大類： (吳禮浩等， 2005) 

(1) 自然因素造成的現象  

(a) 全球變遷：地球軌道參數的改變、冰帽擴張的變化、海水面

的變化、溫度及雨量的改變、植物的改變、冰河、水文環境

的改變、生物圈的改變、隕石撞擊、溫室效應；  

(b)  地質演化：地殼運動、陸地抬升 /沉降、地震活動 (斷層活化

或產生新斷層 )、岩漿活動；  

(c) 地質的不確定性：絕大多數的地質不確定性均與自然因素有

關，包括未察覺的地質特徵等；  

(2) 人為因素造成的現象：放棄未封閉的處置場、橫坑或豎井封塞失

效、處置容器失效、非意圖性的人類侵入、蓄意的人類侵入、戰

爭等。  

台灣地區受到陸地抬升 /沉降與海平面變化之影響，需要考慮有

關之變異情節及其對處置系統安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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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1. 環境影響因素對處置系統的影響環境影響因素對處置系統的影響環境影響因素對處置系統的影響環境影響因素對處置系統的影響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功能 /安全評估時間可以長達十萬年甚

至數十萬年，除了需要對於重要的環境因素進行個別的分析與探討，

亦需考慮各因素間交互作用所造成的影響。日本近年來關於擾動情節

(perturbat ion scenar io)發展已有相當的研究成果 (JAEA, 2009、 2010; 

JNC, 2000)，因其地質環境的特性，亦針對抬升 /沉降與剝蝕等環境因

素進行深入的分析與探討，值得我國參考。  

由於抬升 /沉降與剝蝕作用，將會影響處置母岩所在處置場位置

深度的變化，假設抬升與剝蝕相當時，處置場的深度隨著時間將逐漸

減少，加上海平面的變化造成地下淡水與海水交界面的變動，處置母

岩的地質環境條件亦將隨著改變 (圖  3-105)，例如當地下水流速增加

時，處置母岩將由還原環境漸變為氧化環境等其他許多的影響因素。 

關於處置場環境受到前述地質演化因素影響的分析與探討，主要

是依據以往地史演化的研究結果來推測未來處置時期地質環境條件

可能的演化情形。由圖  3-106的概念可知，當抬升加上剝蝕作用，使

得數萬至數十萬年前的生物化石距地表的深度逐漸減少至現在的位

置，假設未來地質演化的趨勢不變，吾人即可推測未來數萬至數十萬

年，前述生物化石所在的位置。基於前述的推測，亦可獲知未來處置

場位置的變動情形，因此可由現今的地質剖面環境 (圖  3-107)，分析

探討未來處置場地質環境條件的相關資訊。  

 

3.3.1.1.2. 地殼變動與海平面變化地殼變動與海平面變化地殼變動與海平面變化地殼變動與海平面變化情節因素探討與分析情節因素探討與分析情節因素探討與分析情節因素探討與分析 

依據前 述相關 之環 境影 響因素 ，本 報 告就抬 升 /沉 降與剝 蝕作

用、海平面變化及其交互作用對於地質環境條件之影響進行探討與分

析，本報告以交互作用矩陣分析其交互作用所產生之影響。  

依據本報告主計畫 93年計畫成果 (吳禮浩，2005)所建立之 FEPs初

始表，已列入「地域性的抬升與沉降」、「剝蝕」與「海平面的變化」

等因素，其對於未來地質環境所產生的影響說明如後。  

(1) 抬升 /沉降與剝蝕作用將影響處置設施圍岩溫度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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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抬升 /沉降與剝蝕作用致地形改變，將影響區域性水文系統的變

化，如水力梯度、流向。  

(3) 剝蝕作用致地表地質改變，將影響水系型態、地下水補注區域。  

(4) 剝蝕作用將影響處置設施覆蓋地層之厚度、孔隙水壓、地化條件。 

(5) 抬升 /沉降與剝蝕作用致處置設施覆蓋地層厚度變化，將影響地下

水傳輸路徑的距離。  

(6) 海水面升高與下降的現象將影響沈積物的厚度與分配，並且改變

海洋的面貌。  

(7) 海平面的變化會影響海水與淡水交界面位置及地下水流。  

前述「抬升與沉降」作用可能會引起海平面相對的變化，而「海

平面的變化」作用，則因濱線變化可能引起地表相對的上升與沉降，

而改變地表侵蝕與沉積區域的變化，導致地表水系型態與系統的變

化。圖  3-108交互作用矩陣即可用以說明「抬升與沉降」、「剝蝕」

與「海平面的變化」等因素交互作用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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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5：抬升與剝蝕對深層處置場之影響 

改繪自 JNC (2000) 

 

 
圖 3-106：抬升與剝蝕作用地質環境演化概念 

改繪自 JAE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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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7：抬升與剝蝕作用地質環境評估概念 

改繪自 JAEA (2009) 

 

抬抬抬抬升升升升/沉降與剝蝕沉降與剝蝕沉降與剝蝕沉降與剝蝕 

� 抬升與沉降作用的結果可能會引

起海平面相對的變化 

 

 

 

� 因濱線變化可能引起地表相對的

抬升與沉降 

� 引起地表侵蝕與沉積區域的變化 

� 引起地表水系型態與系統的變化 

海平面變化海平面變化海平面變化海平面變化 

註：交互作用矩陣說明 

因素A 

A對B的影響 

 

 
B對A的影響 

因素B 

圖 3-108：環境影響因素交互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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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3. 地殼變動與海平面變化地殼變動與海平面變化地殼變動與海平面變化地殼變動與海平面變化情節假設與演化情節假設與演化情節假設與演化情節假設與演化 

3.3.1.1.3.1. 情節的假設情節的假設情節的假設情節的假設 

變 異 情 節 的 假 設 必 須 建 立 在 基 本 情 節 的 假 設 基 礎 上 ， 關 於

SNFD-2009報告 (台灣電力公司， 2010)之基本情節摘述如後。基本情

節的基本假設為：  

(1) 地質與地表環境保持和現在條件一樣，沒有太大的改變；在進行

模式評估時，處置系統選擇的邊界條件是以現在的條件為基礎，

不考慮未來的演化。  

(2) 工程障壁系統之功能均按照預期，發揮在設計時所付與之功能。 

 

基本情節包括：  

(1) 處置場封閉後，地下水開始入侵，處置場周圍岩體以及緩衝材料

經過一段時間後會重新飽和，膨潤土 (即指緩衝材料 )回脹產生回

脹壓力，將廢棄物罐四周空隙及處置橫坑的開挖擾動帶封塞。  

(2) 在某個處置時間後，廢棄物罐因腐蝕而失效。  

(3) 在廢棄物罐失效後，部分位於用過核子燃料體表面及晶格間隙與

邊界之放射性核種，遇到地下水時立即溶解 (受到該環境下之化

學元素溶解度限度的控制 )並外釋到近場環境，而用過核子燃料

基質 (matr ix)部分則因逐漸變質退化 (alt erat ion)而溶解，其所含之

放射性核種隨基質之溶解向外釋出。  

(4) 外釋的放射性核種傳送經過廢棄物罐周圍的緩衝材料到達近場

母岩，每個核種的濃度受到該環境下之化學元素溶解度限度的控

制。  

(5) 放射性核種以分子擴散 (molecular diffusion)的機制通過緩衝材

料層，並依其化學吸附特性而吸附在緩衝材料上。  

(6) 放 射 性 核 種 通 過 緩 衝 材 料 層 後 ， 以 平 流 (advect ion)、 延 散

(dispersion)及分子擴散的機制從處置隧道遷移到周圍處置岩體。 

(7) 放射性核種在處置岩體內繼續以平流、延散及分子擴散的機制向

外傳輸與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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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放射性核種遷移出地質母岩後，繼續以平流、延散及分子擴散的

機制經過覆蓋沉積層的傳輸途徑。  

(9) 最後，放射性核種散佈到生物圈，人類經由各種途徑接受到劑量。 

 

本章前文針對地表抬升 /沉降與剝蝕作用及海平面變化對處置系

統的影響做定性的描述，相較於前述基本情節假設，地質與地表環境

條件隨時間演進將發生改變，因此本研究依據基本情節的基礎下，所

衍生的變異情節說明如下：  

(1) 處置場封閉後，地下水開始入侵，處置場周圍岩體以及緩衝材料

經過一段時間後會重新飽和，膨潤土 (即指緩衝材料 )回脹產生回

脹壓力，將廢棄物罐四周空隙及處置橫坑的開挖擾動帶封塞。  

(2) 處置場受到地表抬升與剝蝕作用的影響，且速率相當，致使處置

場的深度隨著時間將逐漸減少，周圍岩體地質條件發生變化，縮

短放射性核種外釋傳輸途徑。  

(3) 地表環境受到海平面升高，海水淹溢地表而入侵地下設施與處置

隧道，改變地下水的性質。  

(4) 除了廢棄物罐之外的工程障壁系統逐漸降低應有之功能。  

(5) 在某個處置時間後，廢棄物罐因腐蝕而失效。  

(6) 在廢棄物罐失效後，部分位於用過核子燃料體表面及晶格間隙與

邊界之放射性核種，遇到地下水時立即溶解 (受到該環境下之化

學元素溶解度限度的控制 )並外釋到近場環境，而用過核子燃料

基質部分則因逐漸變質退化而溶解，其所含之放射性核種隨基質

之溶解向外釋出。  

(7) 外釋的放射性核種傳送經過廢棄物罐周圍的緩衝材料到達近場

母岩，每個核種的濃度受到該環境下之化學元素溶解度限度的控

制。  

(8) 放射性核種以分子擴散的機制通過緩衝材料層，並依其化學吸附

特性而吸附在緩衝材料上。  

(9) 放射性核種通過緩衝材料層後，以平流、延散及分子擴散的機制

從處置隧道遷移到周圍處置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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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放射性核種在處置岩體內繼續以平流、延散及分子擴散的機制向

外傳輸與移動。  

(11) 放射性核種遷移出地質母岩後，繼續以平流、延散及分子擴散的

機制經過覆蓋沉積層的傳輸途徑。  

(12) 最後，放射性核種散佈到生物圈，人類經由各種途徑接受到劑量。 

 

3.3.1.1.3.2. 情節的演化情節的演化情節的演化情節的演化 

本報告變異情節的演化過程的如下：  

(1) 處置場封閉後，地下水重新開始侵入處置場，經過一段時間後，

母岩及緩衝 /回填材料會重新飽和，緩衝材料遇水產生回脹將廢棄

物罐周圍空隙以及廢棄物罐與母岩的空隙等填塞。  

(2) 處置場封閉十萬年後，因地質與地表環境變遷影響，處置場深度

逐漸減少，周圍母岩已變為風化 /氧化之環境，地表亦受海水淹

溢。  

(3) 廢棄物罐因腐蝕而失效 (此時，廢棄物罐瞬間消失 )，廢棄物體開

始溶解於地下水中，所含放射性核種開始外釋到近場環境中。  

(4) 放射性核種藉由分子擴散作用外釋，遷移出工程障壁系統而進入

周圍母岩。  

(5) 從工程障壁系統中遷移出來之放射性核種，隨地下水之流動，繼

續在處置場周圍之母岩裂隙中遷移，直接進入地表的沉積層。  

(6) 沉積層中的放射性核種遷移外釋於海水進入生物圈食物鏈體系。 

(7) 潛在曝露群體因生活於該海水環境而受到輻射劑量。  

 

3.3.1.1.4. 評估概念模式基本條件分析評估概念模式基本條件分析評估概念模式基本條件分析評估概念模式基本條件分析 

最終處置母岩區域受到抬升 /剝蝕與沉降 /沉積等因素之影響，其

由地表至處置深度附近的地質環境條件變化，實際上與所在區域如內

陸、平原、沿岸等，或地質條件如結晶岩或沈積岩等而有不同的變化。

當考量未來數萬年或數十萬年的期間時，更不能忽視氣候變遷造成的

降雨量變化等要素，同時亦須對於各種自然現象之間的相互作用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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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變遷加以考慮。為了能夠讓諸多現象得以納入分析與評估，必須

針對相關的環境因素進行廣泛的調查與研究。  

然而若要就抬升 /剝蝕與沉降 /沉積與其有關之地質環境條件變化

的關聯性等一併分析探討，則應考量的參數等不確定因素過多而難以

評估。故於概念模型的探討上，先以一維（深度方向）變化為起點，

當地表環境（地形或氣候）不發生變化時，因抬升 /剝蝕與沉降 /沉積

造成地表與處置母岩區域之間的相對位置關係變化，及隨時間變遷產

生的變化進行探討，同時對處置母岩區域可能伴隨出現地質環境條件

變化之情形，進行單純化與樣式化的探討。  

關於用以探討的模型與實際狀況有多接近，即該模型能夠反映出

多少現況，此舉對於掌握概念模型的現實程度十分重要。因而在探討

抬升 /剝蝕與沉降 /沉積相關概念模型之際，應先就現象接近實際狀況

的觀點進行整理，整理如下：  

(1) 抬升 /剝蝕與沉降 /沉積之速度  

(2) 剝蝕樣式（例如：線性剝蝕、面剝蝕等）  

(3) 地區性地表變動樣式（例如：斷層傾動、褶曲、斷層等）  

(4) 場址地理位置（例如：內陸、平原、沿岸等）  

(5) 地質（例如：結晶質岩、沈積岩、互層等）  

(6) 抬升 /剝蝕與沉降 /沉積以外的自然現象交互作用  

 

但 (1)到 (6)等項目若同時全部納入進行概念模型探討，如前述其

不確定因素增多，應設定之參數亦增加，故難以分析探討。因此就 (1)

至 (6)等各個項目先作以下假設：  

(1) 抬升速度＝剝蝕速度或沉降速度＝沉積速度，處於平衡狀態，亦

即假定地表標高不變。  

(2) 面剝蝕，河川造成之線性剝蝕暫不考量。  

(3) 地下水流向大幅變化之地殻變動（例如：斷層傾動、褶曲、新生

斷層形成）暫不考量。  

(4) 處置母岩區域正上方地表的變化不予考慮（例如：海進、海退等

海平面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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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質相當均一，極端的岩相變化暫不考量。  

(6) 鄰近處置母岩區域的氣候變遷、地震、斷層活動、火山與熱液活

動暫不考量。  

 

另外，將上述 (1)到 (6)各項假設條件中的「暫不考量」改為「應

予考量」，將「假定」逐步替代為「實際數據」，即可進行具實際性

的安全評估。而就上述前提條件下，抬升、剝蝕依然持續的情況，如

圖  3-109示意圖所示，處置母岩區域可視為朝垂直方向移動。  

由於抬升 /剝蝕導致地質環境條件變化，必須依據現有的知識對相

關條件進行分類與資訊整理，近年來日本對於類似之變異情節概念模

式，已有相關的研究與探討，對於地質環境條件所受影響之相關資訊

整理，亦有相關的分析與成果，值得做為我國的參考。本研究參考日

本 JAEA的 作 法 ， 將 地 質 環 境 條 件 變 化 因 素 依 熱 (Thermal)、 水

(Hydro logical)、力 (Mechanical)、化 (Chemical)之分類 (簡稱為 THMC)

予以分類。由於前述 (3)、 (4)、 (5)項的設定條件使得地形不變，如圖  

3-109所示，若能獲得處置母岩地區自地表至地下深層的連續性THMC

相關資料，則可對抬升 /剝蝕與沉降 /沉積作用，造成處置母岩周圍地

質環境條件的變化，進行部份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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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9：當今地表至地下深層的地質環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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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地震活動對處置場設施影響之相關研究地震活動對處置場設施影響之相關研究地震活動對處置場設施影響之相關研究地震活動對處置場設施影響之相關研究 

幾 十 年 來 國 際 間 對 於 放 射 性 廢 棄 物 最 終 處 置 技 術 的 研 究 與 發

展，主要目的為保護人類的健康與環境的安全；因此，一個合適的地

質處置場址與良好的工程設計十分重要。目前大部份之深地層處置場

設計為利用多重障壁之概念，將放射性物質放入可防水且氣密之銅 /

鋼容器中，並利用低滲透性的緩衝材料包覆，此種緩衝材料為低滲透

性黏土，對於地下水的化學影響甚小；此外，緩衝材料亦可確保廢棄

物罐僅發生些微的位移而不受到破壞。若處置深度為地面下 300-1000 

m，則可減少非蓄意的侵入以及氧化作用的發生。地震情節主要研究

地震如何影響處置場之安全，主要分析地震是否會造成處置場內廢棄

物罐破壞，而使得放射性廢棄物隨著破壞面向外傳輸而影響人類生活

圈之安全。本節探討地震對地質處置場及周圍環境的影響，如因地震

動對處置場設施之額外荷重、地下水壓變化、新裂隙生成等影響，以

瞭解處置場受地震作用下可能發生之情節因子，進而評估地震對處置

場安全之影響。  

 

3.3.1.2.1. 因地震造成之額外荷重因地震造成之額外荷重因地震造成之額外荷重因地震造成之額外荷重 

瑞典核燃料與廢棄物處理公司 (Swedish Nuclear Fuel and Waste 

Management  Company, SKB)將廢棄物罐之靜荷載假設為廢棄物罐外

緩衝材料膨脹壓力與地下水壓力之總合。周圍母岩受工程障壁擠壓造

成之壓力與深地層的岩體壓力相較之下影響相對微小，故日本核燃料

開發機構 (Japan Nuclear Cyc le Development  Inst itute,  JNC)假設在緩

衝材料之反壓力非常小之條件下，評估位於地下 1000 m之處置場母岩

其垂直與水平之主應力約為 27 MPa (JNC, 2000)。  

因地震搖動及導致地下水壓增加的動態影響，會造成些許的應力

增加。假設地震波長與隧道直徑等長，地震應力可近似於表面波，而

表面波造成的壓應力與剪應力增加則與質點運動的速度有關。SKB利

用加拿大地盾 (Canadian Shield)及其衰減的資料顯示地震動造成的效

應，一個芮氏地震規模 6且距離處置場 40 km的震動，會造成最大壓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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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加 4 MPa與剪應力增加 1 MPa(Ates et  al. ,  1995)。另外，北歐斯堪

的納維亞 (Scandinavian)的衰減資料 (Wahlst röm and Grünthal,  2000)與

Ates等人 (1995)的資料均顯示，芮氏地震規模 6且距震源 7 km處分別增

加壓應力 4 MPa與剪應力 1 MPa的地震應力。圖  3-110為利用北歐斯堪

的納維亞之衰減資料分析地震震度及震源距離對地面加速度峰值之

關係，地震規模愈大造成之地面加速度峰值愈大，而距震源愈遠則地

面加速度峰值則愈小。  

另一項因地震造成的額外荷重影響為地震造成地下水壓力的增

加，使斷層位移造成母岩瞬間或永久應力變化，進而影響地下水位。

Muir-Wood and King (1993)的研究中指出，根據現地調查結合等震應

變的模擬結果，地震對水文地質的主要影響因素為斷層錯動的形式，

而不只是地震規模的大小。影響地下水壓變化之斷層位移形式如：地

下水因明顯的正斷層作用產生大量的排水，而逆斷層則無；平移斷層

在某些研究區域的現地資料顯示亦有排水的現象，但排水量不如正斷

層多；研究中發現地震後會產生數日的湧水增加及河流排水會達到高

峰，且在正斷層會產生持續 6至 12個月的溢流。相較之下因地震作用

造成之逆斷層錯動對水文地質之影響，並未發現有水流變化或僅發現

些微的井水位降低及湧水現象。而水位的上升及排水的消退時間則視

裂隙的寬度而異。Akao (1995)對於地震造成地下水位的變化有進一步

的解釋，首先將現地調查中，因地震影響的地下水位異常資料做一系

統 整 理 ， 接 著 審 視 相 對 應 的 地 震 震 源 機 制 ， 並 且 根 據 錯 位 理 論

(dislocat ion theory)的基礎計算靜態位移量，其次在參數研究中找出地

震與地下水位異常之間的關係參數，並找出兩者間的數值關係，進而

發現井中的水位變化及靜態位移之間的關係。其研究結果指出地下水

位變化的最大值約為斷層位移距的 100倍，因此 1 m的位移錯動將造成

約 100 m(1 MPa)的最大地下水位變化，10 m的位移錯動將造成 1000 m

（ 10 MPa）的地下水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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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2. 因地震造成新裂隙生成因地震造成新裂隙生成因地震造成新裂隙生成因地震造成新裂隙生成 

SKB (Börgesson et  al. ,  2003) 對地震造成新裂隙的影響提出兩點

假設，第一個假設為經由震動以及位移產生的能量釋放會沿著原先存

在的斷層及裂隙傳遞，而非產生新的裂隙。第二個假設為斷層的位移

可 能 會 對 鄰 近 斷 層 周 圍 的 母 岩 產 生 影 響 ， 因 此 SKB定 義 一 限 建 帶

(setback zone)，即在斷層周圍定義一個影響範圍，其內不可設置任何

廢棄物罐。而關於地震造成的裂隙研究主要針對因斷層錯動產生的影

響，在過去地震案例中，由於地震造成隧道破壞大多為斷層與隧道交

錯，且因地震產生的斷層錯動造成隧道位移或錯動等破壞，在距離錯

動的斷層 5-10 m處之混凝土襯砌亦受到破壞，故斷層對處置場之影響

是屬於較局部性的。  

 

3.3.1.2.3. 廢棄物罐設置處的裂隙累積位移影響廢棄物罐設置處的裂隙累積位移影響廢棄物罐設置處的裂隙累積位移影響廢棄物罐設置處的裂隙累積位移影響 

廢棄物罐為避免因主要斷層錯動時影響周遭裂隙而產生累積位

移，故在處置場設計時應避免或遠離活動斷層區域，以免廢棄物罐受

累積位移超過 0.1 m時，遭受破壞而產生放射性物質的外釋途徑。根

據過去地下隧道受地震破壞案例顯示，主要的位移錯動破壞位置大多

數發生在斷層與隧道交錯處，且隨著與斷層的距離愈遠損害程度愈

小。  

透過數值模擬可瞭解廢棄物罐位於處置坑中受到大於 0.1 m位移

錯動量的可能性。SKB採用邊界元素法，假設因斷層活動導致岩體裂

隙 產 生 位 移 ， 且 裂 隙 面 無 摩 擦 力 影 響 及 凝 聚 力 影 響 (LaPo inte and 

Caldouhos,  1999; LaPo inte et  al,  1997)。主要結果如圖  3-111所示，圖

中之黑色實線為發生大於 0.1 m裂隙位移之分界線，當震源距離愈遠

時，裂隙產生滑移大於 0.1 m之百分比越低，由分析結果得知，當設

定廢棄物罐處於地震規模 7且距震源 3 km以上時，不會產生大於 0.1 m

的裂隙位移。 SKB亦採用顯性有限差分法 (Chr ist ianson, 2001)，模擬

地震規模 6之地震對地表下 400 m處、範圍 200 m x 200 m之水平裂隙之

影響，同時考慮裂隙於不同摩擦力下之影響，圖  3-112為裂隙受地震

震度 6之影響下最大位移與震源距離之關係，圖中之標示顯示為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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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與應力狀態，以第一個標示為例， 0-1即摩擦角為 0應力狀態為 1，

應力狀態條件如圖  3-112右下所示，標示 c者為考慮凝聚力 1 MPa之影

響。由分析結果可知，在地震規模 6的影響下，距離震源 200 m，且裂

隙摩擦角為 0時，其裂隙位移小於 8 cm。在地震規模 6的影響下，其摩

擦角須為 0或者在較小的應力狀態下，才可能在距離震源 1 km內發生

大於 1 cm以上之裂隙位移量。  

 

3.3.1.2.4. 過大的地下水壓對岩體的摩擦力影響過大的地下水壓對岩體的摩擦力影響過大的地下水壓對岩體的摩擦力影響過大的地下水壓對岩體的摩擦力影響 

地震會使岩石壓力產生永久變化，瞬間的位移也會造成暫時的水

位改變，在軟弱的沉積層中會導致液化，而在堅硬岩體中，斷層的移

動使岩體受壓進而提高孔隙壓力，瞬間的水壓升高則會使正向應力降

低，但剪應力卻不受變化，故可視為若有足夠強大的水壓力才有可能

造成岩體摩擦力的衰減，誘發斷層錯動的可能性。上述情形目前尚未

找到相關的現地資料可以佐證，但在原油與天然氣的開採、地熱資源

開發、水壩與處置場的建造中，皆有因人為因素誘發地震的文獻記

載。這些人為誘發的地震其原因十分明顯，是由於孔隙體積因灌入水

而變小，導致孔隙水壓的增加，但這些人為壓力的增加與地震相比則

非常的緩慢，故誘發斷層錯動的機率更低。  

 

3.3.1.2.5. 瞬間的水壓變化對緩衝材料之影響瞬間的水壓變化對緩衝材料之影響瞬間的水壓變化對緩衝材料之影響瞬間的水壓變化對緩衝材料之影響 

地下水位增加使土壤內的含水增加，再經由地震搖動，會使飽和

土壤在重力作用及水壓變化下，降低土壤顆粒間的有效應力並可能產

生液化現象，因此瞬間的水壓改變可能會對緩衝材料造成液化的影

響，使原本緩衝材料由固相狀態轉為液相狀態，並致使廢棄物罐在處

置坑中傾斜或沉陷。 SKB在之前的報告中 (Pusch, 2000)針對緩衝材料

液化的問題進行探討，致使緩衝材料發生液化的不可或缺條件為密度

及其應力狀態，SKB設計緩衝材料密度為 1700-1800 kg/m
3，在地震規

模為 7-8(該國過去發生過之最大地震規模 )的條件下，不致發生液化。 

同 樣 的 JNC亦 針 對 工 程 障 壁 受 地 震 影 響 之 穩 定 性 進 行 相 關 研

究，設計一數值模型模擬緩衝材料受孔隙水壓之影響，其結果顯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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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水壓的上升不會導致緩衝材料之破壞，且可忽略緩衝材料液化之可

能性。 (JNC, 2000)  

 

3.3.1.2.6. 處置場與斷層間之安全距離處置場與斷層間之安全距離處置場與斷層間之安全距離處置場與斷層間之安全距離 

日本土木工程師學會 (Japan Society o f Civil Engineers,  JSCE)發

表有關選址因素報告 (JSCE, 2001)。地震對地質環境的影響，並非僅

僅在初步的地質調查即可選出適當的場址，必須將活動斷層之影響因

素考慮其中，以避免因斷層作用對處置場設施造成直接的破壞。日本

對於活動斷層 (act ive fault )的定義為在第四紀 (約 170萬年前 )期間曾經

有過反覆活動的斷層；而日本土木工程師學會則定義在晚第四紀以來

曾反覆活動的斷層為活動斷層。為確保場址不受活動斷層破壞，日本

定 義 處 置 場 址 與 活 動 斷 層 的 適 當 安 全距 離 邊 界 設 定 為 斷 層 長 度 的

1%。日本土木工程師學會亦提出，必須調查在活動斷層 2 km內的力

學與水文地質影響。  

美國能源局在雅卡山計畫 (Yucca Mountain Pro ject)也有類似的想

法，依據斷層特性及處置場設施的設計可抵擋任何預期地震的危險

性，並設定適當的斷層安全距離 (Stepp et  al. ,  1995)。  

瑞典的研究結果與日本、美國亦相差不遠，唯一不同的是在特定

區域範圍內的斷層皆視為未來可能會重新活動的斷層，因此必須針對

在放射性廢棄物潛在場址周邊附近的所有斷層進行調查，並且評估處

置場設施位置與各斷層帶適當的安全距離。SKB目前尚未準確定義場

址與斷層間的適當安全距離，但可由該公司過去的研究報告結果得出

初步的參考安全距離，在 SR 97的安全分析報告中 (SKB, 1999)，定出

安全距離的概略數值如下：區域性變形帶的邊界 (長度大於 10 km)與

場址之安全距離為 100 m，地區性變形帶的邊界 (長度 1-10 km)與場址

之安全距離則為 50 m，變形帶長度小於 1 km則無需訂定安全距離。區

域變形帶不可存在於處置場主要設施範圍內，但可允許靠近處置場主

要設施邊界處，或出入用的斜坡道區域；地區性變形帶可允許包含在

處置場址區域內，但不可與處置隧道交錯，亦不可交錯於放置廢棄物

罐之處置坑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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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7. 地震對處置場相關影響因子地震對處置場相關影響因子地震對處置場相關影響因子地震對處置場相關影響因子 

由上述地震對處置場相關影響因子之討論，結論如下：  

(1) 處置場受地震作用下產生之額外應力作用，可能會因斷層位移作

用影響地下水壓變化，產生額外的地下水壓力，其中正斷層的位

移形式會產生較大的排水現象，使得地下水壓力上升。  

(2) 經由過去地震破壞案例得知，地震造成地下設施的破壞主要在活

動斷層通過處，故在處置場設計時應避開活動斷層區或採取適當

之距離，以避免未來因地震造成斷層錯動，使得處置場設施受斷

層破壞而產生放射性廢棄物外釋之途徑。  

(3) 廢棄物罐及處置坑設計需避免產生大 於 0.1 m之裂隙累積位移

量。  

(4) 因地震造成之瞬間水壓變化對緩衝材料之影響，經由過去的研究

成果得知，適當的緩衝材料密度設計可避免產生液化現象或受孔

隙水壓之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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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0：地面加速度峰值與震源距離之關係 

(Wahlström and Grünthal, 2000) 

 

 

圖 3-111：地震規模與震源距離之破壞關係 

(LaPointe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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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裂隙受地震規模6之影響下最大位移與震源距離之關係 

(Christianso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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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近場緩衝回填材料達飽和後核種遷移行為模擬之研究近場緩衝回填材料達飽和後核種遷移行為模擬之研究近場緩衝回填材料達飽和後核種遷移行為模擬之研究近場緩衝回填材料達飽和後核種遷移行為模擬之研究 

3.3.2.1. 近場核種遷移行為特性模擬研究近場核種遷移行為特性模擬研究近場核種遷移行為特性模擬研究近場核種遷移行為特性模擬研究 

3.3.2.1.1.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近場熱水化耦合國際發展現況與模式選定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近場熱水化耦合國際發展現況與模式選定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近場熱水化耦合國際發展現況與模式選定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近場熱水化耦合國際發展現況與模式選定 

關於功能 /安全評估模式發展，若依深層地質處置概念之組成加以

區別，可分為近場 (含廢棄物體、包封容器、緩衝回填材料 )、遠場 (處

置母岩及圍岩 )及生物圈三大範疇。若 從多重障壁及核種傳輸的角

度，則可探討工程障壁阻絕核種外釋的功能、處置母岩遲滯功能、核

種傳輸的功能及核種進入生物圈的濃度分布與輻射劑量。就處置場系

統的機制與反應而言，功能 /安全評估模式的發展可包括下列幾種模

擬程式的建構與驗證工作： (1)地質構造模式、 (2)岩石力學模式、 (3)

熱效應模式、(4)水文地質模式、(5)地球化學模式、(6)核種傳輸模式，

以及 (7)生物圈核種濃度及輻射劑量分析模式等七種項目。  

基於上述功能 /安全評估模式發展、建構與驗證之需要，於 100年

度 完 成 近 場 核 種 遷 移 行 為 模 擬 所 需 之影 響 因 素 與 模 擬 特 性 概 念 建

立，本年度接續將進行近場耦合熱效應、水文地質、地球化學與核種

傳輸特性模式之發展，建立近場緩衝回填材料達飽和後核種遷移行為

之模擬技術，以符合 2017年完成「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技術可

行性評估報告」之目標。  

依 據 1992 年 由 瑞 典 核 能 檢 察 署 (Swedish Nuclear Power 

Inspectorate，SKI)發起，參與國家包括加拿大、中國、西班牙、法國、

芬蘭、德國、日本、瑞典、英國、美國、歐洲共同體等主要核能國家

與 組 織 之 DECOVALEX(DEvelopment  of COupled models and their  

VALidat ion against  EXper iments in nuclear waste iso lat ion)國際合作計

畫顯示，由其前三階段的研究方向，可知大部分數值模擬與驗證工作

均集中於T-H-M耦合行為相關研究。目前DECOVALEX國際合作計畫

已 於 2003 年 進 入 第 四 階 段 ， 且 開 始 對 T-H-M-C 耦 合 行 為

(DECOVALEX-THMC)影 響 進 行 相 關 之 初 期 研 究 (Birkho lzer et  al. ,  

2005a; Birkho lzer et  al. ,  2005b; Birkho lzer et  al. ,  2005c; Tsang et  al. ,  

2009)。其相 關之研 究內容、 研究發 展 團隊與應 用之數值 模式如 表  

R1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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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與表  3-20所示。由表  3-20可看出美國、德國、中國與日本皆為

使用自行撰寫並搭配部分現有強大之套裝軟體以進行 T-H-M-C耦合

行為之模擬。其中為考量我國「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現階

段 之 耦 合 模 擬 需 求 ， 故 先 期 採 用 由 美國 勞 倫 斯 伯 克 萊 國 家 實 驗 室

(Lawrence Berkeley Nat ional Laboratory,  LBNL)所開發之用來模擬多

相非等溫流體流動、反應性傳輸的非飽和與飽和多孔隙介質和裂岩體

系統等TOUGH(Transport  of Unsaturrated Groundwater and Heat)軟體

系列之 TOUGHREACT(為 TOUGH模式 加上化 學反 應模 組 REACT)核

心，建立我國 T-H-C耦合模擬技術能力與案例分析。未來如需進行

T-H-M-C全 耦合 之 模 擬 分 析時 ， 僅 需 由 外界 輔 以 力 學 模擬 程 式 (如

FLAC3D或自行開發 /撰寫之力學分析軟體等 )加以連結，便能直接循

環疊代求解欲模擬的物理系統。  

 

3.3.2.1.2. 近場熱水化耦合模擬模式近場熱水化耦合模擬模式近場熱水化耦合模擬模式近場熱水化耦合模擬模式TOUGHREACT相關說明相關說明相關說明相關說明 

3.3.2.1.2.1. 基本說明基本說明基本說明基本說明 

有關TOUGH模擬程式系列的發展歷程，如前所述，其最早為 1987

年美國 LBNL實驗室地球科學組 (Earth Sciences Divis ion)德國科學家

Karsten Pruess 博 士 ， 以 FORTRAN77 程 式 語 言 所 撰 寫 的

TOUGH(Transport  of Unsaturrated Groundwater and Heat)未飽和地下

水流及熱流傳輸模擬程式。並於 1991年改進某些相關流體狀態方程式

(Equat ions o f State,  EOS)而升級為TOUGH2程式。其後，在 1999年又

進行聯立方程式求解方法之相關修正，並增加數個新的流體狀態方程

式，而發表了TOUGH2第二版 (TOUGH2 Version 2.0)。目前我國用過

核 子燃 料 最 終處 置 技 術已 對 此 版本 的 TOUGH2作 一 初 步探 討 (劉 台

生， 2001)，此程式之相關基本假設、基本方程式、輸入 /輸出格式、

疊代求解技術與相關詳細資訊，則可參考國外原開發使用手冊與我國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相關初步成果 (Pruess et  al. ,  1999; 劉台

生， 2001)。  

此外，TOUGHREACT(Xu et  al. ,  2008)則是同為 LNBL地球科學組

華裔資深研究員許天福博士 (Dr.  Tianfu Xu)延續TOUGH2原始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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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修訂加入相關化學反應機制之適用模組，為美國能源部能源科學和

技 術 軟 體 中 心 (US Department  of Energy’s Energy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Software Center,  ESTSC)近年來極受重視的軟體，為孔隙

裂隙介質中多相流體 /非等溫流化學反應的數值模擬程式。在模擬過

程中，各類礦物集合體與液體之間的反應能在局部平衡或動力速率下

發生。氣相物種的生成與消耗亦可以化學活性來加以表示與評估計

算。沉澱和溶解反應能夠改變地層的孔隙度和滲透性，也能改變岩石

的不飽和流特徵。故可將其廣泛應用於反應性溶質的傳輸模擬研究，

包括二氧化碳封存、地熱能源發展、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環境整治及

石油處理等地球化學方面的研究工作。  

目前TOUGH2模擬程式系列已由美國Thunderhead Engineer ing公

司 (ht tp://www.thunderheadeng.com/) 開 發 出 結 合 TOUGH2 、

TOUGHREACT等 程 式 編 譯 後 核 心 (complied kernel)授 權 執 行 檔 的

前、後處理程式 PetraSim(Alcott  et  al. ,  2006; Thunderhead Engineer ing,  

2007; Thunderhead Eng ineer ing, 2008)，使用者可藉由全新方便互動式

3D環境的使用者圖形介面 (graphical user  inter face ,  GUI)進行包括網

格切割，參數定義和結果展示，使分析應用者可充分應用TOUGH2模

擬程式系列的功能與專注於模型本身，同時自動處理模擬程式系列輸

入和輸出檔的繁瑣細節，進而大大降低了使用難度，為用戶減少了成

本和複雜性。 PetraSim的主要特點包括：完全互動式的模型生成和結

果展示； 3D模型控制和視覺回饋；利用對話方塊的定義參數 (如圖  

3-113)；整合化網格生成；整合化網格和單格編輯；自動生成模型的

輸入檔；整合化 3D等值面，向量和等值線繪製 (如圖  3-114)；以及整

合化時間記錄圖和資料對比等。目前 PetraSim最新穩定版為 PetraSim 

v4.2.1118，而 PetraSim v5系列仍配合TOUGH2-MP平行計算版本持續

發展中。  

 

3.3.2.1.2.2. TOUGHREACT基本假設與程式特性基本假設與程式特性基本假設與程式特性基本假設與程式特性 

由於 TOUGHREACT為 TOUGH2之延伸版本，並額外考量化學平

衡與質量作用等因素，故其在模式的考量上則使用各類型流體狀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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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 (Equat ions of State,  EOS)，來設立與界定欲求解之系統中相關變

數 (如壓力、溫度、質量分率等 )之類別、個數與熱力學性質的侷限性， 

表  3-21為TOUGH2與TOUGHREACT可適用之狀態方程式列表。  

 

3.3.2.1.2.3. TOUGHREACT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基本方程式與參數說明基本方程式與參數說明基本方程式與參數說明基本方程式與參數說明 

由於 TOUGHREACT為 TOUGH2原始程式之延伸修訂版，且加入

相關化學反應機制之適用模組，因此在分析方法上與TOUGH2同樣採

用積分有限差分法 ( integral finit e differences method，IFDM)之空間離

散 (spat ial discret izat ion)結 構 (Narasimhan and Witherspoon, 1976; 

Pruess et  al. ,  1999; Xu et  al. ,  2008; 劉台生， 2001)，其相關基本方程

式及符號說明如表  3-22所示。TOUGHREACT與TOUGH2使用之單位

均為標準 SI制，故輸入參數值務必先轉換成公尺 (m)、秒 (s)、公斤

(kg)、攝氏溫標 (℃ )，及由前述基本單位延伸導出之標準單位如牛頓

(N)、焦耳 (J)與壓力 (Pascal,  Pa)等。  

基 於 IFDM之 離 散 結 構 ， TOUGHREACT邊 界 條 件 的 設 定 與

TOUGH2一樣，分成Dir ichlet與Neumann兩種邊界基本型態。Dir ichlet

邊界型態用來描述計算區域之熱力學變數與狀態 (如壓力、溫度等 )，

而 Neumann邊 界 型 態 則 用 來 設 定 橫 跨 邊 界 介 面 的 質 量 或 熱 量 通 量

( flux)，且可設定通量為零。  

此 外 ， TOUGHREACT亦 支 援 與 時 間 變 化 相 關 的 Dir ichlet與

Neumann兩種邊界條件，藉以模擬如溫度的時間 (temporal)變化、毛細

管 壓 力 (capillary pressure) 等 跟 時 間 變 化 有 關 的 源 (source)與 匯

(sink) 。 對 於 與 時 間 變 化 無 相 關 的 Dir ichlet 邊 界 條 件 而 言 ，

TOUGHREACT另可藉由輸入檔定義之ELEME資料區塊等方式，加以

定 義 考 慮 的 計 算 區 域 區 分 成 有 效 (act ive)與 無 效 ( inact ive)的 元 素 概

念，以節省計算所需貯存空間，亦即無效元素內原與基本方程式相關

的遷移速度、溫度、壓力、物種反應、熱力學與狀態等任何變數將不

被考量與計算。故在設定該類元素 /邊界時，可使用文字編輯器，將

無效元素移動到 ELEME資料區塊的後面，並在前插入一個體積為零

的虛擬網格區塊 (dummy gr id block o f zero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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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2.4. TOUGHREACT數據輸出數據輸出數據輸出數據輸出/入格式入格式入格式入格式 

由於 TOUGHREACT除了 TOUGH2所考慮的流力及熱傳以外，另

外加入化學反應與化學平衡的考量，其中包含各類型的酸鹼反應、氧

化 /還原反應、水溶液相內的離子錯合反應、礦物的沈澱 /溶解、離子

交換及吸附等均勻相或非均勻相反應。以圖  3-115為例，考量時需針

對欲模擬之整體系統界定如膨潤土與水共存系統 (含有固相、液相、

水溶液相、氣相與離子型態等 )可能涉及之化學平衡系統 (Itälä,  2009)。 

由於上述膨潤土與水共存系統中包含各相可能存在化學物種的

界定，因此若以鈉 (Na
+
)與鉀 (K

+
)、鈣 (Ca

2+
)、鎂 (Mg

2+
)等離子吸附反

應為例，則必須考量以下可能涉及之化學平衡、活性係數與質量作用

等相關方程式 (Itälä,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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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TOUGHREACT常見的輸入、輸出檔案則如圖  3-116所示；

以下將針對TOUGHREACT常見的輸入、輸出檔案進行相關說明 (Xu et  

al. ,  2008)。  

TOUGHREACT常見的有關輸入檔部分共有下列四種檔案：  

(1) flow. inp：本輸入檔案內容包括岩相性質 (rock propert ies)、程式

運跑的時間間距 (t ime-stepping)資訊、幾何網格 (geometr ic gr id)

資訊、起始條件和邊界條件，與多相流體 (mult i-phase flu id)和熱

流 (heat  flow)模 擬 等 相 關 資 料 。 此 flow. inp輸 入 檔 和 原 來 的

TOUGH2版本 2.0的輸入檔一樣，但加上一個描述化學反應模組敘

述的REACT資料區塊和一些其它的延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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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o lute. inp(內容包括傳送 (t ransport )和其他程式運跑 (run)參數 )：

這 個 檔 案 包 含 許 多 的 程 式 作 用 旗 標 ( flags)， 以 及 如 擴 散 係 數

(diffusion coeffic ients)、程式內熱水傳送與化學子程式運跑疊代

收斂的容忍限制 (tolerance limit s)、礦物和水溶液相物種的印出

(pr intout)旗標，及具不同化學組成的模型區域組態 (configurat ion 

of model zones)等，其中每個模型區域的化學組成可由下面的

chemical. inp輸入檔加以定義。  

(3) chemical. inp(內 容 包 括 地 球 化 學 (geochemical)相 關 的 參 數 和 性

質 )：這檔案 用於定 義地球化 學系統 中 如水溶液 相內的組 成分

(composit ions)、 礦 物 與 氣 體 的 數 目 與 型 態 等 ， 同 時 也 包 括 在

so lute. inp輸入檔定義模型區域之網格區塊 (gr id blocks)內的水、

礦物和氣體等的最初組成分，以及如反應速率常數及表面積等礦

物動力學資料。  

(4) database.dat：此熱力學資料庫檔案於 so lute.inp中指定，其內容則

包 括 化 學 反 應 計 量 係 數 (react ion stoichiometr ies) 、 解 離

(dissociat ion)常 數 log(K)和 log(K)對 溫 度 的 迴 歸 係 數 (regress ion 

coefficient)等。  

 

另一方面，TOUGHREACT的輸出檔則分成以下兩種類型輸出檔

案：固定檔案名稱 ( fixed file names)和使用者指定 (user-specified)檔案

名稱。其中第一類型的固定名稱輸出檔如以下各項相關說明 (Xu et  al. ,  

2008)：  

(1) flow.out：此輸出檔和原來的 TOUGH2輸出檔案相同，包含所有

模型網格區塊中的溫度、壓力、液體飽和度 ( liquid saturat ion)、

質量流率與各流體相的速度 (phase velocit ies)等。  

(2) so lute.out(對應 so lute. inp輸入檔 )：本輸出檔列出從 so lute. inp輸入

檔讀入的資料，其包含所有的傳送參數、化學區域組態和其它程

式運跑設定 (run-specific)的參數。  

(3) chemical.out( 對 應 chemical. inp 輸 入 檔 ) ： 該 輸 出 檔 列 出 從

chemical. inp輸入檔讀入的資料，其包含起始的水、岩石和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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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分、平衡常數、化學反應計量係數、動力學資料，以及某些

物 種 (certain species) 的 衰 變 (decay) 常 數 與 線 性 吸 附 ( linear  

adsorpt ion)Kd值等。  

(4) runlog.out：此輸出檔伴隨模擬過程中，更新並包含一些運跑輸

入參數、所有運跑相關訊息 (messages)與錯誤訊息等模擬過程記

錄。  

(5) chdump.out(包含化學物種形成之資料 )：這個輸出檔包含原輸入

化學質量平衡模型的每項起始水相組成，並由計算求得地球化學

物種 (geochemical speciat ion)形成之結果，同時也列出那些無法

達成化學部分所設定收斂準則 (specified convergence cr iter ia)的

網格區塊資料。對於程式除錯用途或對較小格點處而言，可在

so lute. inp輸入檔設定 ICHDUPE旗標值為 1，即可在本檔輸出每個

時間間距與所有網格區塊的所有地球化學物種形成結果俾利所

用。  

(6) savechem(儲存地球化學狀態資料以重新運跑 /restart )：此輸出檔

即為某次TOUGHREACT運跑之地球化學狀態結果，故可當成接

續 運 跑 時 ， 以 上 一 次 運 跑 的 結 果 (此 輸 出 檔 )作 為 下 一 次 執 行  

TOUGHREACT的起始資料。  

 

再者， TOUGHREACT也可以在 flow. inp 檔案中MOPR(8)的參數

中設定，進而輸出下列具選擇性 (opt ional)輸出檔案：mbalance.out(化

學 質 量 平 衡 資 訊 )、 min_SI.dat(礦 物 飽 和 指 數 ， mineral saturat ion 

indices)、rct_area.out (礦物反應表面積，mineral react ive surface areas)

及 rctn_rate.out(礦物反應速率，mineral react ion rates)等。  

 

第二類型之使用者指定輸出檔名稱則必須在 so lute. inp輸入檔中

指定，不能留空白，如下各項說明  (Xu et  al. ,  2008)：  

(1) Iterat ion data：此輸出檔案會列出在每個運跑階段 (t ime step)中用

以達到收斂的流體、傳送和化學等疊代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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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queous spec ies data：本輸出檔包含所有格點區塊中由 flow. inp

輸 入 檔 指 定 下 各 時 間 點 之 時 間 、 網 格 區 塊 座 標 (gr id block 

coordinates,  m)、氣體和液體飽和度、溫度 (℃ )、 pH值和水溶液

相中的物種濃度等，而輸出物種的種類和型態亦可在 solute. inp

輸入檔中以旗標指定。此檔案與後處理繪圖程式 TECPLOT格式

相容。  

(3) Solid phase data：這個輸出檔包含所有格點區塊中由 flow. inp輸

入 檔 指 定 下 各 時 間 間 隔 輸 出 點 之 時 間 、 格 點 座 標 (gr id po int  

coordinates,  m)、溫度 (℃ )、礦物含量 (mineral abundance)和已交

換物種 (exchanged species)的濃度等。此檔案與後處理繪圖程式

TECPLOT格式相容。  

(4) Gas phase data：此輸出檔包含所有格點區塊中由 flow. inp輸入檔

指定下各時間點之時間、格點座標 (m)、溫度 (℃ )和氣體分壓 (gas 

part ial pressures)。此檔案與後處理繪圖程式TECPLOT格式相容。 

(5) Plot  data at  specified gr id blocks (隨時間演化 /t ime evo lut ion)：該

輸出檔包含由 solute. inp輸入檔所指定格點區塊與指定各時間間

距下的網格區塊識別碼 (gr id block ident ifier)、時間、氣體和液體

飽和度、溫度、 pH值、水溶液相物種濃度、礦物含量、氣體壓

力和已交換物種濃度等。  

 

在數據輸出 /入的格式部分，以TOUGHREACT相較於TOUGH2所

新 增 且 不 可 或 缺 的 熱 力 學 資 料 庫 為 例 (圖  3-117)， 其 必 須 依 循

FORTRAN77固定格式 ( fixed format)之寫法，分別對於所有可能涉及

化學反應之各固相、液相離子、水溶液相 (aq)、氣相 (g)等成份之溫度、

主要物種 (pr imary species)、次要物種 (secondary/der ived species)、礦

物 (minerals)、氣體 (gases)與表面錯合物 (sur face complexes)等六大項

進行分子量 (molecular weight)、分子半徑 (molecular diameter)、水合

半徑 (hydrated radius)、鹽析係數 (salt ing-out  coefficient)、離子價數 ( ion 

elect r ic charge)、 莫 耳 體 積 (molar vo lume)、 化 學 反 應 計 量 係 數

(stoichiometr ic coeffic ient)、解離常數K(dissociat ion constant)和 lo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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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各溫度迴歸係數等相關資料加以編撰。如原TOUGHREACT所附之

資料庫參數不敷使用，則需針對欲考慮物種進行各項參數之查證與輸

入，其來源可根據其他知名地化模式 (如 EQ3/6、 PHREEQC等 ) 之參

數提供，或國內、外大型地球化學系統參數資料庫 (如法國地質與礦

業研究局 /Bureau de recherche géo logiques et  minières,  BRGM等，圖  

3-118)進行相關參數之補遺，而其他詳細數據輸出 /入檔格式則可參閱

國外原開發使用手冊與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相關初步成

果 (Pruess et  al. ,  1999; Xu et  al. ,  2008; 劉台生， 2001)。  

 

3.3.2.1.2.5. TOUGHREACT模式架構模式架構模式架構模式架構 

圖  3-119為 TOUGHREACT程式的模式運跑架構與執行流程 ( flow 

chart )，程式一開始先進行熱水流體之參數起始化，再將化學熱力學

資料庫所提供之地化參數併同讀取與起始化，隨時間間距的改變，先

求解流體與熱量傳遞方程式，再藉由求解出來溫度分佈與流體速度之

解，與化學反應模組相關之子程式進行質量作用與化學平衡之計算。

當此一時間之熱水化耦合獲取之數值解滿足收斂條件後，再次進行下

一時間間距之整體計算，直到滿足數值收斂條件為止。  

 

3.3.2.1.3. 熱熱熱熱、、、、水水水水、、、、化個別行為模擬特性之初步基本案例與驗證化個別行為模擬特性之初步基本案例與驗證化個別行為模擬特性之初步基本案例與驗證化個別行為模擬特性之初步基本案例與驗證 

在依據本計畫歷年研究成果所建構之用過核子燃料垂直置放處

置概念，並建構近場含廢棄物罐、緩衝材料等分析模型以進行近場核

種遷移行為特性案例之模擬與探討之前，本分項工作首先建立與測試

T、H、C個別特性模式之模擬架構、分析與驗證，俾利作為後續用過

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近場核種遷移行為功能 /安全評估模擬技術發展之

基礎。  

本基本案例分析與驗證之試驗方案係基於計畫執行單位相關品

保系統之品質文件、品質計畫與台灣電力公司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

計畫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 )專案品質保證計畫 (台灣電

力公司， 2011)之相關規範與要求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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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T、 H、 C個 別 特 性 之 驗 證 必 須 藉 由 正 確 數 值 解 (exact  

numer ical so lut ion)來加以確認其正確性，故本試驗方案針對T、H、C

特性案例均先進行下列各三組求解程序：  

(1) 由開發 TOUGHREACT之美國 LBNL實驗室直接提供之正確基本

案例數值解 (exact  numer ical so lut ion o f basic case)輸出檔 (output  

files)當成直接比對之第一組數據。  

(2) 由開發 TOUGHREACT之美國 LBNL實驗室所直接提供之正確基

本案例輸入檔 ( input  files)，再藉由計畫執行單位之終端模擬平台

(client  benchmark plat form)執行後所得輸出檔當成比對之第二組

數據。  

(3) 由計畫執行單位之終端模擬平台，從零開始逐步建立相關之T、

H、C個別模擬模組輸入檔，然後進行在終端模擬平台執行後所

得輸出檔 (第三組數據 )與前述兩組數據結果進行比對。  

 

再藉由上述 (1)至 (3)所獲取之數值解加以比較與分析，以確認本

T-H-C耦合模擬軟體TOUGHREACT之T、H、C個別模擬模組之正確性

與適用性。此種驗證方式除可驗證 TOUGHREACT之 T、H、C個別模

擬模組之正確性外，更可以驗證計畫執行單位之終端模擬平台之適用

性。本計畫執行單位採用之終端模擬平台為：(1)硬體－QuadCore Inte l 

Core 2 Quad 2833 MHz (8.5 x 333)之CPU， Intel Eaglelake Q45晶片

組，DDR3-1333 DDR3 SDRAM 4GB；(2)作業系統－Microso 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ervice Pack 3； (3)熱水化耦合軟體與前、後處理程

式整合平台－含 LBNL授權之TOUGH2、TOUGHREACT等程式編譯後

核心 (complied kernel)執行檔的 PetraSim v4.2.1118及相關附屬工具軟

體、輸入輸出檔案等。  

 

3.3.2.1.3.1. TOUGHREACT熱量傳遞模組基本案例分析與驗證熱量傳遞模組基本案例分析與驗證熱量傳遞模組基本案例分析與驗證熱量傳遞模組基本案例分析與驗證 

本熱量傳遞模組基本案例係依據美國 LBNL實驗室提供之標準案

例－Heat  Pipe in Cylindr ical Geometry (EOS3)，其中熱量傳遞發生在

液體、蒸氣共存且伴隨汽化 (vapor izat ion)、凝結 (condensat ion)效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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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 (counter flow)系統當中，引起熱量傳遞之熱源則來自半徑 r為 0.3 

m、高H為 4.5 m中心之圓柱體 /用過核子燃料廢棄物罐部份，該廢棄物

罐穩定提供 3 kW之熱量進入週遭起始溫度為 18 ℃、壓力為 1 bar(即

1.0E5 Pa)， 且 氣 體 飽 和 度 (gas saturation)為 20%之 均 勻 多 孔 介 質

(porous media)裡。本一維徑向 (radial)系統之計算區域 (computat iona l 

domain)則 包括 由廢 棄物 罐中 心向 外延 伸 R為 10,000 m處 之範 圍 (圖  

3-120)。模擬時間為 10年。  

此外，本熱量傳遞模組基本案例之基本方程式、參數說明、模式

架構、基本假設、數據輸出 /入格式、分析方法 (概念、邊界條件及解

析解或數值解 )、前處理及程式特性等基本說明，可參閱前述相關章

節之 闡 述 。此 系 統之 水 與空 氣 於 氣相 之擴 散 係 數均 假 定為 2.13E-5 

m
2
/ s，且有關相對滲透度 (relat ive permeabilit y)與毛細管壓力 (capillary 

pressure)皆採用 van Genuchten相關模式 (Van Genuchten, 1980)，詳細

參數可 參閱國 外原 開發使 用手 冊 (Pruess et  al. ,  1999; Thunderhead 

Engineer ing, 2007; Xu et  al. ,  2008)。  

藉由第 3.3.2.1.3節之擬訂，本T-H-C耦合模擬軟體TOUGHREACT

之T、H、C個別模擬模組之正確性與適用性試驗方案，同時比較三組

對照組之結果均可獲得相同的結果。另在本熱量傳遞模組基本案例部

分，可看出隨時間的增長，在距離熱源越近處，其溫度升高得越快 (圖  

3-121、圖  3-122)，然由於模擬時間為 10年，故在距離熱源約 50 m處

(cell(82)處 )，其溫度並未受熱源熱量傳遞之影響，而維持在原週遭起

始溫度 18 ℃ (圖  3-123)，其中Cell(編號 )代表一維徑向模擬計算區域

由廢棄物罐 (Heat  Source－ Cell(1))開始算起之第幾個網格編號。此

外，在熱源位置之氣體與液體飽和度部分可分別看出汽化與凝結效應

的瞬時影響 (圖  3-124、圖  3-125)。  

3.3.2.1.3.2. TOUGHREACT水力傳輸模組基本案例分析與驗證水力傳輸模組基本案例分析與驗證水力傳輸模組基本案例分析與驗證水力傳輸模組基本案例分析與驗證 

本水力傳輸模組基本案例係依據美國 LBNL實驗室提供之標準案

例 － Aqueous Transport with Adsorpt ion (Linear Kd) and Decay 

(EOS9)， 本 流動 系 統 為一 維 水 平 圓柱 型 態 (長度 12 m且 截 面 積 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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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2
)、均勻飽和 (homogeneous fully water-saturated)多孔介質，其孔隙

率 (porosit y)為 0.1，孔隙速率 (pore velocity)為 0.1 m/day，固體密度為

2600 kg/m
3
(圖  3-126)。其中此案例共分析四種物種中，其分別為不

吸附且不衰變的鈉離子Na
+；不衰變的假定溶質 skdd1分配係數Kd為

0.042735 L/kg(其 相 對 應 的 遲 滯 係 數 R為 2)； 不 吸 附 的 假 定 溶 質

skdd2，其半化期為 20天；以及既吸附又衰變的假定溶質 skdd3，其分

配係數Kd為 0.042735 L/kg(其相對應的遲滯係數R為 2)，半化期為 20

天。上述四組對照組的進料濃度 ( inlet  concentrat ions)假設均為 1.0E-4 

mol/L。此外，本案例暫不考慮延散與擴散效應 (即延散與擴散係數均

為零 )。模擬時間為 100天。  

另外本水力傳輸模組基本案例之基本方程式、參數說明、模式架

構、基本假設、數據輸出 /入格式、分析方法 (概念、邊界條件及解析

解或數值解 )、前處理及程式特性等基本說明，可參閱前述之相關闡

述。 而 此系 統 有關 相 對滲 透 度 (relat ive permeabilit y)與 毛細 管 壓力

(capillary pressure)則採用線性函數 ( linear funct ion)，詳細參數可參閱

國 外 原 開 發 使 用 手 冊 (Xu et  al. ,  2008; Thunderhead Engineer ing,  

2008)。  

藉由 第 3.3.2.1.3節所 擬訂 本 T-H-C耦合 模擬 軟體 TOUGHREACT

之T、H、C個別模擬模組之正確性與適用性試驗方案，同時比較三組

對照組之結果均可獲得相同的結果。另在本水力傳輸模組基本案例部

分，則取系統位置 6 m處 (cell(30))為觀測點，分別針對上述四種假定

溶質之濃度進行討論。由圖  3-127至圖  3-130之模擬結果可知鈉離子

濃度隨時間增長，其在系統位置 6 m處之濃度也隨之增高，而假定溶

質 skdd1因有線性遲滯效應之因素，故其濃度需較長的時間才能在觀

測點出現，而假定溶質 skdd2雖無遲滯效應影響，但其受衰變效應影

響，故其濃度分佈至模擬時間結束，僅剩 1.35E-5 mol/L左右，而假定

溶質 skdd3則分別受遲滯與衰變效應雙重影響，故其濃度分佈至模擬

時間結束，僅剩 8.2E-7 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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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3.3. TOUGHREACT化學模組基本案例分析與驗證化學模組基本案例分析與驗證化學模組基本案例分析與驗證化學模組基本案例分析與驗證 

本化學模組基本案例係依據美國 LBNL實驗室提供之標準案例－

CO2 Disposal in Deep Saline Aquifers (ECO2N)，本化學系統之地質型

態假設為一維徑向 (radial)均勻且半徑為 10,000 m，厚度為 100 m，溫

度為 75 ℃，並含有 1 M(體積莫耳濃度 )  NaCl鹽水之圓柱體。其在中

心注入CO2的速率為 90 kg/s，而注入的時間為 10年，模擬時間為 1,000

年 (圖  3-131)。  

本化學模組基本案例之基本方程式、參數說明、模式架構、基本

假設、數據輸出 /入格式、分析方法 (概念、邊界條件及解析解或數值

解 )、前處理及程式特性等基本說明，可參閱前述相關章節之闡述。

而此系統所使用的模擬參數列表則如包含壓力及溫度等基本參數與

地質礦物資料 (含各種礦物體積分率與在不同酸鹼性下的動力學資料

等 )之表  3-23及表  3-24所示。其他詳細參數可參閱國外原開發使用

手冊 (Xu et  al. ,  2008; Thunderhead Engineer ing, 2008)。  

藉由第 5.7.3節之擬訂，本 T-H-C耦合模擬軟體 TOUGHREACT之

T、H、C個別模擬模組之正確性與適用性試驗方案，同時比較三組對

照組之結果均可獲得相同的結果。另在本化學模組基本案例部分，可

看出二氧化碳的飽和度隨注入中心距離越遠而降低，且隨時間增長，

二氧化碳飽和度因溶解、傳輸與週遭礦物達成化學平衡等因素，呈現

兩階段線性關係 (圖  3-132與圖  3-133)，而二氧化碳最大封存量，係

指於該水文地質及地化等影響因素及條件下可容許儲存二氧化碳之

量，亦隨時間與距離增加而增加 (由原先距注入中心 1,700 km之 11.6 

kg/m3增加至距注入中心 4,000 km之 21 kg/m
3，圖  3-134與圖  3-135)。 

 

3.3.2.1.4. TOUGHREACT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 

3.3.2.1.4.1. TOUGHREACT熱量傳遞模組驗證試驗熱量傳遞模組驗證試驗熱量傳遞模組驗證試驗熱量傳遞模組驗證試驗、、、、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 

本熱量傳遞模組驗證試驗、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採用不同數

量之網格 /元素進行相關之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由於網格數量

增加，除對計算時間造成負荷外，更需要龐大的記憶體來貯存相關之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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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陣運算與參數，故本驗證方式以原美國LBNL實驗室提供之標準案

例為基礎，增加其網格數量並比較其差異性，以有效確認與驗證其可

行性。  

原美國 LBNL實驗室提供之標準案例以非等間距且共 200個元素

(cells)為評估基準，本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則以相同之非等間距

且共 400個元素 (cells)之對照組進行比較；而其他參數設定兩者均為相

同。  

由本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結果得知，當網格 /元素增為兩倍

時，其在相對位置，即原 cell(1)（如圖  3-121所示）與對照組 cell(1)

（如圖  3-136所示）、原 cell(40)（如圖  3-122所示）與對照組 cell(53)

（如圖  3-137所示）、原 cell(82)（如圖  3-123所示）與對照組 cell(135)

（如圖  3-138所示）三處之溫度均為相同，故可驗證原美國 LBNL實

驗室提供之標準案例以非等間距且共 200個元素 (cells)之概念模式已

可符合熱量傳遞模組使用。以其最小網格間距 0.3 m即可運跑熱量傳

遞代表性案例。  

 

3.3.2.1.4.2. TOUGHREACT水力傳輸模組驗證試驗水力傳輸模組驗證試驗水力傳輸模組驗證試驗水力傳輸模組驗證試驗、、、、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 

本水力傳輸模組驗證試驗、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採用不同數

量之網格 /元素進行相關之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由於網格數量

增加，除對計算時間造成負荷外，更需要龐大的記憶體來貯存相關之

矩陣運算與參數，故本驗證方式以原美國LBNL實驗室提供之標準案

例為基礎，增加其網格數量並比較其差異性，以有效確認與驗證其可

行性。  

原 美 國 LBNL實 驗 室 提 供 之 標 準 案 例 以 等 間 距 且 共 60個 元 素

(cells)為評估基準，本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則以相同之等間距且

共 120及 240個元素 (cells)之對照組進行比較；而其他參數設定兩者均

為相同。  

由本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結果得知，當網格 /元素增為兩倍

或四倍時，基本案例系統位置 6 m處鈉離子濃度隨時間變化在相對位

置，即原 cell(30)（如圖  3-127所示）與對照組 cell(60) （如圖  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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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原 cell(30) （如圖  3-127所示）與對照組 cell(120) （如圖  3-140

所示）處之濃度變化趨勢均相同，故可驗證原美國 LBNL實驗室提供

之標準案例以非等間距且共 60個元素 (cells)之概念模式已可符合水力

傳輸模組使用。以其最小網格間距約 1.867 m即可運跑水力傳輸代表

性案例。  

 

3.3.2.1.4.3. TOUGHREACT化學反應模組驗證試驗化學反應模組驗證試驗化學反應模組驗證試驗化學反應模組驗證試驗、、、、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 

本化學反應模組驗證試驗、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採用不同數

量之網格 /元素進行相關之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由於網格數量

增加，除對計算時間造成負荷外，更需要龐大的記憶體來貯存相關之

矩陣運算與參數，故本驗證方式則以原美國 LBNL實驗室提供之標準

案例為基礎，增加其網格數量並比較其差異性，以有效確認與驗證其

可行性。  

原美國 LBNL實驗室提供之標準案例以非等間距且共 100個元素

(cells)為評估基準，本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則以相同之非等間距

且共 200個元素 (cells)之對照組進行比較；而其他參數兩者均為相同。 

由本網格收斂測試與數據驗證結果得知，當對照組網格 /元素增

為原基礎案例分析之兩倍時，原基礎案例分析與對照組其在相對位置

之物理化學傳輸現象 (如氣體飽和度 ,  Sg)（如圖  3-132圖  3-141與；

圖  3-133與圖  3-142所示）與二氧化碳氣體封存量（如圖  3-134圖  

3-143與；圖  3-135圖  3-144與所示）趨勢與數值量級均為相同，故

可驗證原美國 LBNL實驗室提供之標準案例以非等間距且共 100個元

素 (cells)之概念模式已可符合化學反應模組使用。以其最小網格間距

約為 0.0333 m即可運跑化學反應代表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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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DECOVALEX-THMC國際合作計畫第四階段(2003~)主要研究內容 

研究任務研究任務研究任務研究任務 現地實驗數據現地實驗數據現地實驗數據現地實驗數據 主要研究內容主要研究內容主要研究內容主要研究內容 

Task A 加拿大Shield場址 近場熱水力耦合對岩體評估的影響 

Task B 瑞典Äspö HRL場址 開挖擾動帶的力水化耦合研究 

Task C 法國Tournemire場址 黏土岩開挖擾動帶模擬與演化 

Task D (1) 美國雅卡山場址 

(2) 日本JNC耦合地下

實驗室 

火成岩及結晶岩-膨潤土系統中開挖擾動

帶與近場熱水力與熱水化耦合引起永久

滲透率與孔隙度變化 

Task E 加拿大Shield場址 長期氣候變遷下冰川作用對深地質處置

場熱水力之影響 

(Tsang et al., 2009) 

 

表 3-20：DECOVALEX-THMC研究任務相關研究團隊一覽表 

研究團隊研究團隊研究團隊研究團隊 
考慮的耦合考慮的耦合考慮的耦合考慮的耦合

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 

使用的機械使用的機械使用的機械使用的機械/地地地地

化模式或特性化模式或特性化模式或特性化模式或特性 

使用的水力與使用的水力與使用的水力與使用的水力與

傳輸模式特性傳輸模式特性傳輸模式特性傳輸模式特性 
模擬程式模擬程式模擬程式模擬程式 

美國能源部
LBNL 

THM 

(1) 彈性 

(2) 彈塑性 

(3) 黏彈塑性 

(1) 離散且單一

或雙連續體 

(2) 多相液氣流 

TOUGH-FLAC 

(1) 離散或單一

連續體 

(2) 非飽和液相

流 

(3) 熱蒸氣擴散 

ROCMAS 

德國天然資

源研究所

(BGR)應用地

質科學中心 

THM 

Geosys/ 

Rockflow 

中國科學院
(CAS) 

FRT-THM 

日本原子力

研究開發機

構JAEA 

THAMES 

美國能源部
LBNL 

THC 

(1) 礦物-水-氣體

平衡與動力反應 

(2) Helgeson- 

Kirkham- 

Flowers (HKF)活

性係數模式 

(1) 離散單一或

雙連續體 

(2) 多相液氣流 

(3) 平流與擴散

總濃度循序計算 

TOUGHREACT 

德國天然資

源研究所

(BGR)應用地

質科學中心 

THC 
批次與一維傳輸地

化模擬程式

PHREEQC 

(1) 離散或單一

連續體 

(2) 非飽和液相

流 

(3) 熱蒸氣擴散 

(4) 平流與擴散

總濃度循序計算 

Geosys/ 

Rockflow & 

PHREEQC 

日本原子力

研究開發機

構JAEA 

THMC 

THAMES & 

Dtransu-3D-EL & 

PHREEQC 

(Tsang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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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TOUGH2與TOUGHREACT可適用之流體狀態方程式列表 

流體狀態方程式流體狀態方程式流體狀態方程式流體狀態方程式 適用系統之物種與範圍簡述適用系統之物種與範圍簡述適用系統之物種與範圍簡述適用系統之物種與範圍簡述 

TOUGH2 TOUGHREACT 

僅適用熱水僅適用熱水僅適用熱水僅適用熱水

機制之耦合機制之耦合機制之耦合機制之耦合 

可適用熱水化可適用熱水化可適用熱水化可適用熱水化

機制之耦合機制之耦合機制之耦合機制之耦合 

EOS1 

單一水體或兩種流體與對熱

水(hydrothermal)問題的典

型應用(typical applications) 

有 有 

EOS2 

水與二氧化碳(CO2)多相混

合物(multiphase mixtures)對

熱水問題的典型應用 

有 有 

EOS3 

水與空氣多相混合物對未飽

和帶(vadose zone)與放射性

廢棄物處置(nuclear waste 

disposal)問題的典型應用 

有 有 

EOS4 

與EOS3具有相同的功能

(capabilities)，但只侷限於毛

細管壓力(capillary pressure)

所導致蒸汽壓下降的影響

(vapor pressure lowering 

effects)  

有 有 

EOS5 水與氫氣(hydrogen) 有 無 

EOS7 水、鹵水(brine)與空氣 有 無 

EOS7R 

水、鹵水、空氣與兩個母子

核種(parent-daughter 

radionuclides) 

有 無 

EOS9 

單相水(適用Richards’ 

equation來描述飽和狀態)對

周遭(ambient)溫度與壓力地

球化學(geochemical)反應傳

送問題的典型應用 

有 有 

EWASG 
水、鹽(NaCl)，與不可凝縮

(non-condensible)的氣體 
有 無 

ECO2N 

水、二氧化碳與NaCl多相混

合物對二氧化碳在深層鹵水

含水層(deep brine aquifers)

處置的典型應用 

有 有 

(Pruess et al., 1999; Xu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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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TOUGHREACT基本方程式與參數相關符號說明 

基本方程式    κκ
κ qF
t

M
+−∇=

∂
∂

 

質量守恆方程式 通量守恆方程式 源/匯項 

( )wgggwlllw XSXSM ρρφ +=
 ggwgllwlw XXF uu ρρ +=

 wgwlw qqq +=  

( )cgggclllc XSXSM ρρφ +=  ggcgllclc XXF uu ρρ +=  crcgclc qqqq ++=  

( ) ( ) ssggglllh UUSUSM ρφρρφ −++= 1  
∑
=

∇−=
g

h ThF
,1β

βββ λρ u     其中依據達西定律 ( ) gP
k

k
k

r
,1   ,   =−∇−= βρββ

β

β
β gu  

hq  

1,...,2,1   ,   NjCSM jllj == φ  
( ) jllljllj CDSCuF ∇−= τφ     其中 3

7

3

1

Sφτ β =  (Millington and Quirk, 1961) 
jgjsjlj qqqq ++=  

(Millington and Quirk, 1961; Xu et al., 2008) 

 

 
註解：(1)上述所使用的符號分別代表：組成分濃度C (component concentration, mol L

-1
)、擴散係數D (diffusion coefficient, m

2
 s
-1
)、質量通量F (mass flux, 

kg m
-2
 s
-1
 (*))、滲透率k (permeability, m

2
)、相對滲透率kr (relative permeability)、重力加速度g (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 m s

-2
)、質量累積量

M (mass accumulation, kg m
-3
)、化學組成分數目N (number of chemical components)、壓力p (pressure, Pa)、源/匯q (source/sink)、飽和度S 

(saturation)、溫度T (temperature, ℃)、內能U (internal energy, J kg
-1
)、達西流速u (Darcy velocity, m s

-1
)、質量分率X (mass fraction)、孔隙率

φ
 (porosity)、密度ρ (density, kg m

-3
)、黏度µ (viscosity, kg m

-1
 s
-1
)、熱傳導係數λ (heat conductivity, W m

-1
 K

-1
)。 

(2)方程式內下標(subscripts)符號定義為：空氣c (air)、氣相g (gas phase)、熱量h (heat)、水溶液相的化學組成分j (aqueous chemical component)、

液相l (liquid phase)、化學反應r (reaction)、固相s (solid phase)、水w (water)、統制方程式指標κ (governing equation index)、相指標β (phase 

index)、介質扭曲度τ (medium tortuosity)。 

(3) (*)則表示對化學傳送(transport)與反應計算而言，則使用莫耳單位(molar units)，而非以質量單位(如kg等)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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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化學模組基本案例系統模擬參數表(一) 

系統模擬物理基本參數系統模擬物理基本參數系統模擬物理基本參數系統模擬物理基本參數 

含水層(Aquifer)厚度 100 m 

滲透率(permeability) 10
-13
 m

2
 

孔隙率 0.30 

壓縮率(compressibility) 4.5x10
-10
 Pa

-1
 

溫度 70 ℃ 

壓力 200 bar 

鹽度(salinity) 0.06(質量分率) 

CO2注入速率 90 kg/s 

相對滲透率 

液相 (van Genuchten, 1980) 

[ ]
2

1
**

11























−−=

m

m
rl SSk  

其中
lr

lrl

S

SS
S

−

−
=
1

*  

束縛(Irreducible)水飽和度 30.0=lrS  

指數 457.0=m  

氣體 (Corey, 1954) 

( ) ( )22 ˆ1ˆ1 SSk rg −−=  
其中

grlrl

lrl

SSS

SS
S

−−

−
=ˆ  

束縛氣體飽和度 05.0=grS  

毛細管壓力 (van Genuchten, 1980) 

[ ]
m

m
cap SPP

−
−











−−=

1
1

*
0 1  

其中
lr

lrl

S

SS
S

−

−
=
1

*  

束縛水飽和度 00.0=lrS  

指數 457.0=m  

強度係數 61.190 =P kPa 

(Corey, 1954; Van Genuchten, 1980; Xu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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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化學模組基本案例系統模擬參數表(二) 

礦物礦物礦物礦物 

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固體的固體的固體的固體的

體積百體積百體積百體積百

分率分率分率分率

(Vol.%) 

礦物單位礦物單位礦物單位礦物單位

質量表面質量表面質量表面質量表面

積積積積A 

(cm
2
/g) 

反應動力速率定律參數反應動力速率定律參數反應動力速率定律參數反應動力速率定律參數(Parameters for kinetic law) 

中性反應機構中性反應機構中性反應機構中性反應機構 

(Neutral mechanism) 

酸性反應機構酸性反應機構酸性反應機構酸性反應機構 

(Acid mechanism) 

鹼性反應機構鹼性反應機構鹼性反應機構鹼性反應機構 

(Base mechanism) 

k25 Ea k25 Ea n(H
+
) k25 Ea n(H

+
) 

主要物種(Primary) 

石英 

(Quartz) 
57.888 9.8 1.023x10-14 87.7       

高嶺石 

(Kaolinite) 
2.015 151.6 6.918x10-14 22.2 4.898x10-12 65.9 0.777 8.913x10-18 17.9 -0.472 

方解石 

(Calcite) 
1.929 假設為平衡狀態 

伊利石 

(Illite) 
0.954 151.6 1.660x10-13 35 1.047x10-11 23.6 0.34 3.020x10-17 58.9 -0.4 

鈣鈉長石 

(Oligoclase) 
19.795 9.8 1.445x10-13 69.8 2.138x10-11 65 0.457    

鉀長石 

(K-feldspar) 
8.179 9.8 3.890x10-13 38 8.710x10-11 51.7 0.5 6.310x10-12 94.1 -0.823 

鈉-蒙脫石 

(Na-smectite) 
3.897 151.6 1.660x10-13 35 1.047x10-11 23.6 0.34 3.020x10-17 58.9 -0.4 

綠泥石 

(Chlorite) 
4.556 9.8 3.02x10-13 88 7.762x10-12 88 0.5    

赤鐵礦 

(Hematite) 
0.497 12.9 2.512x10-15 66.2 4.074x10-10 66.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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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化學模組基本案例系統模擬參數表(二)(續) 

礦物礦物礦物礦物 

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固體的固體的固體的固體的

體積百體積百體積百體積百

分率分率分率分率

(Vol.%) 

礦物單位礦物單位礦物單位礦物單位

質量表面質量表面質量表面質量表面

積積積積A 

(cm
2
/g) 

反應動力速率定律參數反應動力速率定律參數反應動力速率定律參數反應動力速率定律參數(Parameters for kinetic law) 

中性反應機構中性反應機構中性反應機構中性反應機構 

(Neutral mechanism) 

酸性反應機構酸性反應機構酸性反應機構酸性反應機構 

(Acid mechanism) 

鹼性反應機構鹼性反應機構鹼性反應機構鹼性反應機構 

(Base mechanism) 

k25 Ea k25 Ea n(H
+
) k25 Ea n(H

+
) 

次要物種(Secondary) 

菱鎂礦 

(Magnesite) 
 9.8 4.571x10-10 23.5 4.169x10-7 14.4 1    

白雲石 

(Dolomite) 
 9.8 2.951x10-8 52.2 6.457x10-4 36.1 0.5    

低溫-鈉長石 

(Low-albite) 
 9.8 2.754x10-13 69.8 6.918x10-11 65 0.457 2.512x10-16 71 -0.572 

菱鐵礦 

(Siderite) 
 9.8 1.260x10-9 62.76 6.457x10-4 36.1 0.5    

鐵白雲石 

(Ankerite) 
 9.8 1.260x10-9 62.76 6.457x10-4 36.1 0.5    

碳鈉鋁石 

(Dawsonite) 
 9.8 1.260x10-9 62.76 6.457x10-4 36.1 0.5    

鈣-蒙脫石 

(Ca-smectite) 
 151.6 1.660x10-13 35 1.047x10-11 23.6 0.34 3.020x10-17 58.9 -0.4 

黃鐵礦 

(Pyrite) 
 12.9 

k25 = 2.818x10-5 

Ea = 56.9 

n(O2(aq)) =.5 

k25 = 3.02x10-8 

Ea=56.9 

n(H+)=0.5, n(Fe3+)=0.5 

 

註：資料來源：Xu et al. (2008)；表內25℃之反應速率常數k25單位：mol m
-2
 s
-1；活化能Ea單位：kJ mo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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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3：PetraSim利用對話方塊定義參數 

(Thunderhead Engineering, 2008) 

 

 

圖 3-114：PetraSim之整合化3D等值面、向量和等值線 

(Thunderhead Engineering,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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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5：可能涉及化學系統之範例 

 

 

圖 3-116：TOUGHREACT常見的輸出/入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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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7：TOUGHREACT熱力學資料庫輸入參數與格式示意 

(Xu et al., 2008) 

 

圖 3-118：法國地質與礦業研究局熱力學資料庫輸入參數查閱示意 

(http://thermoddem.brgm.fr/index.asp?langue=GB) 

 



   

3-188 

 

 

 

圖 3-119：TOUGHREACT程式的模式運跑架構與執行流程 

(改繪自Xu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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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0：熱量傳遞模組基本案例系統 

(改繪自Xu et al., 2008) 

 

 

圖 3-121：熱量傳遞模組基本案例熱源處溫度隨時間變化 

 



   

3-190 

 

 

圖 3-122：熱量傳遞模組基本案例Cell(40)處溫度隨時間變化 

 

 

圖 3-123：熱量傳遞模組基本案例Cell(82)處溫度隨時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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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4：熱量傳遞模組基本案例熱源處氣體飽和度(Sg)隨時間變化 

 

 

圖 3-125：熱量傳遞模組基本案例熱源處液體飽和度(Sl)隨時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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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6：水力傳輸模組基本案例系統 

(改繪自Xu et al., 2008) 

 

 

圖 3-127：水力傳輸模組基本案例系統位置6 m處鈉離子濃度隨時間變化 

 

 

圖 3-128：水力傳輸模組基本案例系統位置6 m處假定溶質skdd1濃度隨時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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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9：水力傳輸模組基本案例系統位置6 m處假定溶質skdd2濃度隨時間變化 

 

 

圖 3-130：水力傳輸模組基本案例系統位置6 m處假定溶質skdd3濃度隨時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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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1：化學模組基本案例系統 

(改繪自Xu et al., 2008) 

 

 

圖 3-132：化學模組基本案例系統二氧化碳注入100年後(約3.156x10
9秒)氣體飽和

度(Sg)隨距離變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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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3：化學模組基本案例系統二氧化碳注入1,000年後(約3.154x10

10秒)氣體

飽和度(Sg)隨距離變化(二) 

 

 

圖 3-134：化學模組基本案例系統二氧化碳氣體封存量隨距離變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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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5：化學模組基本案例系統二氧化碳氣體封存量隨距離變化(二) 

 

 

圖 3-136：熱量傳遞模組對照組案例熱源處溫度隨時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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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7：熱量傳遞模組對照組案例cell(53)處溫度隨時間變化 

 

 

圖 3-138：熱量傳遞模組對照組案例cell(135)處溫度隨時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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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9：水力傳輸模組基本案例系統位置6 m之對照組cell(60)處鈉離子濃度隨

時間變化 

 

 

圖 3-140：水力傳輸模組基本案例系統位置6 m之對照組cell(120)處鈉離子濃度隨

時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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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1：化學模組對照組案例系統二氧化碳注入100年後(約3.156x10
9秒)氣體飽

和度(Sg)隨距離變化(一) 

 

 

圖 3-142：化學模組對照組案例系統二氧化碳注入1,000年後(約3.154x10
10秒)氣

體飽和度(Sg)隨距離變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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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3：化學模組對照組案例系統二氧化碳氣體封存量隨距離變化(一) 

 

 

圖 3-144：化學模組對照組案例系統二氧化碳氣體封存量隨距離變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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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飽和地下水近場核種遷移行為特性模擬案例之分析飽和地下水近場核種遷移行為特性模擬案例之分析飽和地下水近場核種遷移行為特性模擬案例之分析飽和地下水近場核種遷移行為特性模擬案例之分析 

 

3.3.3.1. 現階段我國近場核種遷移行為之基本情節現階段我國近場核種遷移行為之基本情節現階段我國近場核種遷移行為之基本情節現階段我國近場核種遷移行為之基本情節、、、、基本假設與相關重要參數基本假設與相關重要參數基本假設與相關重要參數基本假設與相關重要參數 

情節是處置場設置後隨時間演化過程的描述，目前現階段我國近

場核種遷移行為之基本情節採用的是地下水外釋情節，所謂地下水外

釋情節是指未來一旦地下水入侵處置場，放射性核種將可能伴隨著地

下水遷移進入地質圈再到生物圈，並對人類生活環境可能產生影響的

說明。一般而言，利用地下水外釋情節進行處置場功能評估是主要的

方法，建構地下水外釋情節必須瞭解處置場址的地質環境，以及地下

水的化學與傳輸特性，同時對於工程障壁內的核種釋出機制與地化環

境之相互關係也必須清楚瞭解。由於處置系統的組成與作用相當複

雜，為了方便處置場功能評估的進行，首先要確認一個在基本條件下

的地下水外釋情節，以作為其他變異情節的比較基礎。  

基本情節本質上假設處置場是依據設計規格所建造，且外部條件

仍然維持目前的環境，其概括性假設包含：  

(1) 處置場封閉時，所有的工程障壁都能按照設計規格發揮其應有的

功能。  

(2) 處置場在封閉後的十萬年內，仍能維持現今的氣候條件。  

(3) 生物圈的生態系統 (ecosystem)型態和目前狀況相似。  

(4) 系統演變的考量時間限制在某時段內。  

 

因此，本研究近場核種遷移行為基本情節的演化過程如下：  

(1) 處置場封閉後，地下水重新侵入處置場，母岩及緩衝 /回填材料

會重新飽和，膨潤土遇水產生回脹將廢棄物罐周圍空隙以及其他

空隙等填塞。  

(2) 處置場封閉後十萬年，廢棄物罐因腐蝕而失效 (廢棄物罐瞬間消

失 )，廢棄物本體 (waste form)溶解於地下水中，所含放射性核種

隨著地下水外釋到近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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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放射性核種在緩衝材料內藉由擴散作用外釋，遷移出工程障壁系

統進入母岩。  

(4) 核種在工程障壁內之遷移受限於衰退、滋生、吸附、擴散、及溶

解度限制等自然物理現象之作用；  

(5) 以單一個廢棄物罐為評估基礎；  

(6) 由於廢棄物罐之設計壽命相當長，處置場溫度分佈已恢復至自然

的地溫梯度狀態，故不考慮廢棄物本體溫度對核種遷移的影響。 

 

另 依 據 美 國 核 管 會 (U.S.NRC, 2011)、 國 際 間 大 型 合 作 計 畫

DECOLELAX與法國國家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局 (ANDRA, 2005)等歷年

針對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熱水力化耦合行為於不同母岩環境 (如

以花崗岩為例，圖  3-145)下所做之影響程度研究顯示：熱量傳遞部

分於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封閉 10萬年後已與當時的地溫梯度一

致（如圖  3-146所示）；水力傳輸部分於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封

閉 10萬年後已趨於再飽和平衡，且若處置場處於 500 m深度及地下水

位均高於處置場深度，故假設適用於飽和地下水案例；力學行為部分

則於 100年後趨近於一定值；而化學反應則由原先氧化態形成還原態

之形式。因此依據現階段處置場封閉後十萬年，廢棄物罐因腐蝕而失

效之情節而言，實際上可化簡為僅剩核種本身之衰退與溶解度限制、

於飽和地下水中之水力傳輸機制，以及原緩衝材料於還原態下之吸

附、擴散等綜合功能性加以評估。  

在現階段我國用過核子燃料衰變熱參數部分，初始溫度係由於處

置孔設計位於地底下 500m，根據中央氣象局所提供資料可知地表地

溫在 24℃ ~27℃之間，且溫度隨著深度每下降 1 m溫度增加 0.03℃，本

研究係假設表地溫為 25℃，故所設計之初始溫度T為 40℃。而熱通量

部分若採用瑞典KBS-3V高放射性廢棄物罐，其表面積 (含廢棄物罐上

下圓蓋 )為 12.315m
2，初始熱強度 (

0Q )設為 1714.4 W，因此每單位面積

之 向 外 熱 通 量 為 139.212 W/m
2 。 熱 強 度 函 數 是 由 Thunvik and 

Braester(1991)提出，其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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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Q 2 3

11
αααα += t  (2-31) 

上式中  

t：時間 (年 ) 

Q(t)：隨時間變化之熱強度 (W) 

0
Q ：初始熱強度 (W) 

1
α 、

2
α 、

3
α ：衰變熱係數（如表  3-25所示）  

在遷移核種特性部分，本文選定原 SNFD2009報告中不同溶解度

(Solubilit y)、吸附性 (Kd)與衰變性的四個代表核種Cs-135(高溶解度與

高吸附性 )、Np-237(低溶解度與高吸附性 )、 I-129(高溶解度與低吸附

性 )與Tc-99(低溶解度與低吸附性 )，與其半化期、Kd值、溶解度限值、

起始每罐莫耳數分別如  表  3-26所示。  

 

 
3.3.3.2. 近場核種遷移行為特性模擬案例的探討近場核種遷移行為特性模擬案例的探討近場核種遷移行為特性模擬案例的探討近場核種遷移行為特性模擬案例的探討 

依據上述現階段我國近場核種遷移行為之基本情節、基本假設與

相關重要參數說明，依據本計畫歷年研究成果所建構之用過核子然料

垂直置放處置概念 (圖  3-147)，擬建立緩衝材料之分析模型，以探討

近場核種遷移行為模擬案例。本案例研究主要在瞭解直立式廢棄物罐

失效後，於垂直廢棄物罐壁一維方向之緩衝材料中核種濃度分布，故

假設分析之空間範疇為緩衝材料之單方向維度，且初始濃度為一適量

定值 (即不考慮  表  3-26之廢棄物罐之整體莫耳數 )。考慮飽和地下水

條件下，假設廢棄物罐失效，隨著水流從處置孔內側端的緩衝材料向

外傳輸，緩衝材料厚度為 0.35 m，緩衝材料之物性參數如表  3-27、

相對滲透係數及毛細壓力參數如表  3-28，其初始條件與邊界條件如

圖  3-152，其餘相關主要參數除前節敘述。  

圖  3-153為廢棄物罐失效 30年後各核種於膨潤土中之濃度分佈，

由結果可知，吸附性較低的 I -129及 Tc-99之濃度大多已隨水流向外傳

輸至緩衝材料厚度之 1/2處，高吸附性之 Cs-135及 Np-237濃度僅分布

於靠近廢棄物罐一側之緩衝材料。由圖  3-154可知， I -129吸附性較

R1 

R2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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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廢棄物失效第 30年時已傳輸至緩衝材料厚度 0.25 m處， Tc-99

傳輸至 0.2 m處，低吸附性之 Cs-135及 Np-237則僅傳輸至 0.07 m處。以

I -129為例 (如圖  3-155所示 )，由於其低吸附特性，隨水流傳輸速度較

其他核種為快，約於廢棄物罐失效第 17年時傳輸至緩衝材料厚度之

1/2處 (0.175 m)，約於第 39年傳輸至緩衝材料與母岩介面處 (0.35 m)。

順應 2017年報告所需，亦建議將計畫技術開發能量投注於安全評估之

參考基本案例 (refearence case)相關的熱水力耦合研究，以確保 2017

年報告可如期如質完成，以達成我國現階段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

畫「潛在母岩特性調查」之里程碑。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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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衰變熱係數表 

Case No. α1 α2 α3 

Case 1 0.7531313 0.0217606 0.001277985 

Case 2 0.696200919 0.020307911 0.001316127 

Case 3 0.6468138 0.020338724 0.001228775 

(資料來源：蔡世欽，2001) 

 

 表 3-26：核種特性參數 

 Cs-135 Np-237 I-129 Tc-99 

半化期 

(sec) 
7.26E+13 6.77E+13 4.96E+14 6.66E+12 

Kd值 

(m3/kg) 
1.0E+00 1.0E+00 1.0E-03 1.0E-01 

溶解度 

(mol/m3) 
1.0E+06 5.0E-05 1.0E+06 5.0E-05 

起始莫耳數 

(mol/canister) 
2.60E-01 1.27E-01 1.11E-01 7.58E-01 

起始濃度* 

(mol/l) 
1.0E+03 5.0E-08 1.0E+03 5.0E-08 

(台灣電力公司，2009) 

(註*：本案例因分析需要進行設定) 

 

表 3-27：緩衝材料物性參數 

物性參數物性參數物性參數物性參數 緩衝材料緩衝材料緩衝材料緩衝材料 

壓力 [Pa] 5 × 106 

密度 [kg/m3] 2750 

擴散係數 [m2/s] 2 × 10-9 

熱傳導係數 [W/(m℃)] 1.3 

孔隙率 0.43 

滲透係數 [m2] 3.00 × 10-21 

比熱 [J/(kg℃)] 2500 

 

表 3-28：緩衝材料相對滲透係數及毛細壓力參數 

 緩衝材料緩衝材料緩衝材料緩衝材料 

λ| 0.338 

Slr 0.1 

Sls 1 

Sgr 0 

P0 14.12 MPa 

Pmax 140 MPa 

  

R2 

R2 

R2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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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5：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熱水力化耦合行為於花崗岩母岩環境下的影

響程度(ANDRA, 2005) 
 

 

圖 3-146：我國用過核子燃料之衰變熱率/罐與冷卻時間之關係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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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7：垂直置放處置概念 

(洪錦雄等，2002) 

 

 
圖 3-148：分析模型之初始條件與邊界條件示意圖 

R2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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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9：廢棄物罐失效30年後各核種於膨潤土中之濃度分佈 

R2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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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0：廢棄物罐失效後第30年各核種在緩衝材料中之濃度分佈 

(註：由於上下圖之縱軸座標數值相差較大，故分開繪製) 

 

 

 

 

 

 

R2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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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1：I-129於膨潤土不同位置之濃度曲線 

 

 

 

R2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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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功能與安全評估發展歷年研究成果彙編功能與安全評估發展歷年研究成果彙編功能與安全評估發展歷年研究成果彙編功能與安全評估發展歷年研究成果彙編 

本項工作主要對應於編撰 SNFD2017報告「第 5.8節安全評估的可

信度」之佐證資料。 101年度工作成果約達成該節整體進度之 10%。

本項工作之成果具有下列效益：(1)整合歷年成效，促進公眾溝通；(2)

分析歷年資訊，促進知識管理； (3)整合前期技術，利於後續研發。  

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工作自民國 75年 (1986年 )起開始積

極推動，迄民國 101年已歷經 26年。計畫執行期間處置功能與安全評

估技術發展均為重點工作之一。歷經多年來的發展，有必要全面性回

顧檢討歷年功能與安全評估技術發展有關之成果，以作為後續研發規

劃之參考應用。  

101年工作成果之ㄧ係彙編用過核子燃料處置計畫歷年有關發展

功能與安全評估技術之目標與成效。依據處置計畫階段，蒐集功能與

安全評估技術研發相關報告，建立清單。再彙整各階段的評估概念、

假設、工具、參數、與評估結果等，說明各階段之重點，並製作圖表

說明其關聯與歷程。  

我國用過核子燃料處置計畫始於 1986年，早期稱為「我國用過核

子燃料長程處置計畫」，其後因應「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於 2002年 12

月 25日公布施行，故於 2005年起實施新計畫稱為「用過核子燃料最終

處置計畫」。我國用過核子燃料處置計畫的整體時程如圖  3-152。計

畫執行迄今歷經以下五個計畫階段 (台灣電力公司， 2010)：  

(1) 處置概念初步研發階段 (1986年 05月 ~1988年 06月 )  

(2) 初期工作規劃階段 (1988年 11月 ~1991年 06月 ) 

(3) 區域調查技術準備階段 (1993年 08月 ~1998年 10月 )  

(4) 調查實施與技術發展階段 (1999年 05月 ~2003年 09月 )  

(5)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 (2005年 ~2017年 ) 

 

歷年研究成果彙整範疇包含上述「我國用過核子燃料長程處置計

畫」的全部四個階段 (即 1986年 -2003年計畫期間成果 )與「用過核子燃

料最終處置計畫」的第一階段部分成果 (即 2005年 -2010年計畫期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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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研究過程首先配合各階段的劃分，檢視本公司提供的計畫成果

資料，針對歷年功能與安全評估相關成果文獻進行蒐集。對於早期僅

有紙本的文獻進行掃描，儲存為電子檔案 (pdf格式 )，以利後續研讀與

知識傳承。本研究整理 1986年到 2010年間各階段的功能與安全評估相

關報告名稱與編號，並建立 Excel檔案清單，共計有各類成果報告共

計 433篇。  

用過核子燃料處置計畫發展歷程中本公司係將功能與安全評估

技術研發的主要工作內容委託核能研究所執行。本報告成果報告彙編

亦以核能研究所的歷年成果報告為主要標的，並視需要再涉獵其他相

關單位 (如綠能所或大專院校 )的報告。自 1986年到 2010年間核能研究

所共接受本公司委託執行 12期的計畫，完成報告書共 165篇。功能與

安全評估技術發展時間歷程參見圖  3-153。  

本研究資料蒐集工作根據歷年報告的 Excel檔案清單進行資料分

析，檢視報告的性質將所有 433篇報告歸納為以下 7類，另亦參見圖  

3-154所示：  

(1) 「場址調查技術」：含選址準則、母岩評選、場址調查技術等相

關報告合計 157篇。  

(2) 「系統設計技術」：含設計準則、處置概念、工程障壁材料試驗

等相關報告合計 34篇。  

(3) 「安全評估技術」：含安全評估程式應用、模式開發、分析技術

研究、系統整合評估等相關報告合計 55篇。  

(4) 「考察訓練與國際合作」：含國外公差、技術訓練、國際合作等

相關報告合計 67篇。  

(5) 「規劃管理與品質保證」：計畫書、規範書、管理報告、品質計

畫書等相關報告合計 36篇。  

(6) 「英文譯本」：中文報告之英文譯本或摘譯本合計 42篇。  

(7) 「進度 /期中 /摘要 /總結報告」：含進度報告、期中報告、摘要報

告、總結報告等合計 4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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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安全評估技術」相關的 55篇報告即為本報告第一優先進行

資料蒐集與分析的報告。本報告亦對屬於核能研究所的 165篇成果報

告依上述 7個類別進行分析，結果如所示圖  3-155。其中「場址調查

技術」產出的 22篇報告主要完成於早期的「處置概念初步研發階段」

與「初期工作規劃階段」；而與「安全評估技術」直接相關的有 46

篇報告。由圖  3-154與圖  3-155比較在「安全評估技術」類別方面有

9篇的差異，主要是由核研所以外的機構所 (包括綠能所與大專院校 )

完成之天然類比、穩定相圖、用過核子燃料源項分析等相關報告。  

本報告亦針對「安全評估技術」相關的 55篇報告進行性質分析，

歸納為 11類。包括：「評估概念發展」 (3篇 )、「程式分析技術」 (6

篇 )、「情節分析技術」 (4篇 )、「源項分析技術」 (4篇 )、「近場評估

技術」 (10篇 )、「遠場評估技術」 (6篇 )、「生物圈評估技術」 (5篇 )、

「不確定性分析技術」 (4篇 )、「評估技術系統整合」 (7篇 )、「天然

類比」 (4篇 )、「資訊系統」 (2篇 )等，請參見圖  3-156。  

本研究針對歷年各階段計畫重要成果彙整說明如下：  

(1)  「處置概念初步研發階段」 (1986.05～ 1988.06) 

(a)  建立我國初步的場址準則共十二類三十四條，並界定台灣地區

岩層自然變遷與大地工程性質的初步重要概念與參數。  

(b)  安全評估技術方面的發展包括以電腦程式ORIGEN 2 計算燃

料的衰變熱、採用電腦程式HEATING 5進行工程障壁系統熱傳

分析等。  

(2)  「初期工作規劃階段」 (1988.11～ 1991.06) 

(a)  功能評估計畫全程規劃   

定義功能評估的範疇以及在處置場各開發階段的角色工作建

立功能評估的技術架構，包括邏輯、度量、模式發展等擬定處

置場封閉前後不同情節下的功能評估技術發展要點提出短、

中、長程的技術發展規劃。  

(b)  功能評估模式研究  

� 完成功能評估程式需求分析與建立程式篩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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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可用程式 PHREEQE、 LISA3及AT123D，並完成程式效

能評估，針對 PHREEQE與 LISA3進行一般案例運跑，累積運

跑經驗。  

� 提出程式本土適用性評估與後續發展建議。  

(3)  「區域調查技術準備階段」 (1993.08～ 1998.10) 

(a)  岩石圈傳輸模式 SWIFT程式研究  

SWIFT程式採購、安裝、測試程式資料之輸入與輸出、以及計

算孔隙介質中一維和二維傳輸之簡單範例。研究 SWIFT在遠場

孔隙介質之應用，著重在瞭解 SWIFT程式計算值與理論值之差

異。完成研究報告與程式操作手冊提供經驗傳承。  

(b)  參數敏感度與不確定性分析技術發展   

建立拉丁超立體取樣之技術與電腦程式。建立階步式迴歸分析

技術與電腦程式。  

(c)  功能 /安全評估系統概念設計研究  

� 廣泛蒐集國際資訊建立科學技術，深入瞭解功能 /安全評估方

法與技術理論。  

� 整理國際參數作為後續評估計畫的合理參考值。  

� 瞭解各全系統中各組成要件 (近場、遠場、生物圈 )的主要作

用機制與界面關係，建構我國整體性的功能 /安全評估體系。 

(4)  「調查實施與技術發展階段」 (1999.05～ 2003.09)  

(a)  處置概念與設施規劃  

� 分析用過核燃料深層地質處置場之場址一般性安全需求，以

及法規適用情形。  

� 蒐整一般性花崗岩場址之水文地質、熱力性質、岩石力學與

地球化學特性參數資料。  

� 完成現階段我國參考處置概念。包含設施需求、運轉構想及

初步配置規劃。  

� 分析垂直置放與水平置放之處置概念差異。  

(b)  源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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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核種半化期、輻射效應及熱效應等特性，篩選出最終處

置時需考量的關鍵性核種。  

� 針對我國核電廠用過核子燃料分析總活度與衰變熱隨時間

變化之情形。  

(c)  情節分析  

� 完成我國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功能 /安全評估之特徵、事件及

作用的初始表建構。  

� 建立我國特徵、事件及作用的資料庫。  

�  將我國特徵事件作用初始表與芬蘭特徵事件作用報表進行對

比，釐清影響處置系統安全之因素的內涵。並初步建立基本情

節與廢棄物罐失效變因的分析步驟。  

(d)  近場評估  

� 研擬廢棄物罐設計需求；發展材料腐蝕特性分析與腐蝕預估

模式；完成 PWR與BWR廢棄物罐之尺寸規劃。  

� 發展近場評估模式 INPAG-N，藉由模式之開發與驗證，進行

國內初步處置概念與假設情節之案例模擬。  

�  探討處置隧道施工方法對岩石應力與水流影響的差異比較。  

(e)  地質圈評估  

� 研究水文地質與熱傳條件，評估用過核燃料衰變熱對處置孔

配置設計之影響。  

� 進行單廢棄物罐與多廢棄物罐在地質圈之熱傳分析。  

� 發展遠場評估模式 INPAG-F。  

( f)  生物圈評估  

� 我國生物圈初步環境參數調查。  

� 研發生物圈輻射劑量評估方法及測試所選用評估模式之功

能。  

(g)  機率式分析與不確定性分析  

� 建構GoldSim 軟體機率式安全分析所需的網路多工系統。進

行參數不確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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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機率式評估核種釋出之處置場長期安全性案例分析。  

(h)  系統整合評估  

� 完成簡易分析公式與程式，進行核種溶解度與緩衝材質吸附

係數值對阻礙核種遷移及外釋之影響評估。  

� 完成全系統功能評估主程式視窗操作介面系統架構設計，及

其與近場評估程式、參數取樣系統等之連結。  

� 整合該階段評估技術完成「用過核燃料深層地質處置概念可

行性安全評估報告書 (92年版 )」 (朱信忠、董家寶， 2003)。  

(5)  「潛在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 -發展初步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

(2004.03～ 2010.08)  

(a)  處置概念與設施規劃  

� 修正我國一般性花崗岩場址概念，包括摘述國內調查成果及

建構概念地質模型等。  

� 研擬國內處置場設計方法、程序、與設計相關考慮因素。  

� 擬訂處置概念系統，說明設施需求與配置概念、作業方式等。 

� 完成各國HLW處置現況資訊分析，以及HLW最終處置概念

與完整處置場空間配置。  

(b)  源項評估  

� 完成玻璃固化體之物理、化學特性分析，與HLW數量、活度

與衰變熱評估。  

(c)  情節分析  

� FEPs 報表比對與資料更新。  

� 基本情節演化的精進與初步地震變異情節資訊蒐集。  

(d)  近場評估  

� 廢棄物罐不同地化條件下之腐蝕行為分析。  

� 廢棄物罐結構應力分析。  

� 建構廢棄物罐篩選之技術議題架構、準則及程序。  

� 發展開挖擾動帶特性評估模式，評估潛在的影響範圍與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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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PAG-N 程式的精進，除原有的核種離開廢棄物罐後以水

平方向往膨潤土的徑向傳輸，並增加了經由處置隧道垂直方

向釋出的功能性計算，成為具有初步分析工程障壁二維傳輸

的評估程式。  

� 建立水平替代置放方式評估程式，及進行核種在近場釋出之

安全分析。  

� 建立近場二維評估程式之參數取樣及多重運跑相關技術。  

(e)  地質圈評估  

� 使用 FEHM程式計算處置場之三維熱傳問題，考慮用過核燃

料衰變熱及岩體與廢棄物罐及膨潤土之滲透係數、導熱係

數、比熱及孔隙率等相關參數，並配合初步建構之處置場概

念模型模擬分析處置場熱傳現象。  

� 使用 INPAG-F程式進行地質圈核種傳輸案例分析，釐清關鍵

核種、吸附係數、擴散係數、地下水流速、延散度、吸附深

度等各種變因的影響。  

( f)  生物圈評估  

� 參照 IAEA 的BIOMASS計畫中ERB1A案例的數學模式，發展

生物圈劑量評估方法。  

� 建立生物圈輻射劑量評估模式概念模型與完成建置現階段

生物圈輻射劑量評估模式之水井外釋情節。  

� 完成建置適用測試區之生態與環境分析參數，與生物圈輻射

劑量評估模式之程式運算技術，並完成現階段生物圈輻射劑

量評估技術。  

(g)  機率式分析與不確定性分析  

� 完成GoldSim系統化功能 /安全分析模組之基礎，精進全系統

安全分析模組中的源項、地質傳輸與生物劑量等模式，並針

對不準確性分析的重要參數，進行機率式安全分析。  

� 完成一維傳輸模式之核種濃度分布特性及特定參數之敏感

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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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基本情節案例及不確定性與參數敏感度分析。  

(h)  系統整合評估  

� 整合核種存量評估、近場外釋評估、遠場外釋評估、生物圈

劑量評估等四個分系統評估程式，並加入參數取樣、不確定

性及敏感度分析程式，以一個廢棄物罐為評估單元進行定率

式安全評估案例分析。  

� 完成「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功能安全評估資訊系統」 (陳

誠一等， 2007)。  

� 完成「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初步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

-安全評估部份」 (核研所， 2010)。  

 

我國用過核子燃料處置之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本公司多年來主

要委託核研所作為技術發展中心。發展迄今此項技術逐漸形成以「核

能研究所 -全系統功能評估系統 (INER-TSPA)」為平台架構的技術核

心。此一系統係以微軟Visual Basic 程式語言所建立的一套視窗操作

介面系統。該系統能統合各個獨立的分系統評估電腦程式，使處置場

之功能評估程序能在系統化、統一化、視覺化的操作方式下進行。其

能聯結的程式包括近場 INPAG-N與遠場 INPAG-F外釋評估程式、生物

圈AMBER評估程式等，並進行不確定性與參數敏感度分析。  

核研所歷年來發展的程式工具架構與關連性如圖  3-157所示。其

中 INPAG程式 (主要為近場 INPAG-N與遠場 INPAG-F外釋評估程式及

後續相關更新版本 )為因應我國需求，由核研所於 2000年透過與美國

監測科技公司 (Monitor Scient ific LLC，MSCI)的合作，引進國際技

術，建立的評估程式。該程式的發展歷程簡述如下：  

(1)  2000年核研所委託MSCI公司共同開發 INPAG-N程式 (後續隨即開

發 INPAG-F程式 )。  

(2)  2001年核研所開始以Visual Basic語言建構視窗操作介面系統 (即

後來的 INER-TSPA系統 )以聯結 INPAG-N與 INPAG-F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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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2年核研所對 INPAG-N與 INPAG-F進行驗證，包括緩衝層區塊

數與裂隙與岩體區塊數對程式計算結果的影響。並與瑞典、日本

等 國 的 功 能 評 估 報 告 進 行 實 例 模 擬 計 算 比 對 。 模 擬 結 果 顯 示

INPAG-N與 INPAG-F程式均能在合理的計算誤差範圍內。  

(4)  2003年 INER-TSPA系統擴充多重運跑功能，並將不確定性與參數

敏 感 度 分 析 納 入 於 系 統 設 計 。 此 時 核 研 所 亦 根 據 ICRP-68與

ICRP-72的生物圈劑量轉換公式撰寫簡單的程式附掛系統中，當

時稱為 INPAG-B程式，但後來生物圈評估程式改以AMBER程式取

代。  

(5)  2006年再度與MSCI公司合作擴充 INPAG-N功能，使其放射性核種

從處置容器釋出後並進入緩衝材料的同時，分別經由徑向傳輸進

入圍岩並伴隨垂直方向的水流，向上傳輸至處置坑道的二維分析

模式，並稱為 INPAG-NV2。此外，另以水平置放概念模式所發展

之近場多途徑外釋評估程式，並稱為 INPAG-NH。  

(6)  除上述以外，MSCI公司對於遠場程式 INPAG-F另外根據數值法的

不同，另開發有 INPAG-FC(區塊法 )與 INPAG-FL(拉普拉氏轉換法 )

等不同版本。  

 

核 研 所 除 了 上 述 「 核 能 研 究 所 - 全 系 統 功 能 評 估 系 統

(INER-TSPA)」外，基於技術多樣化與評估結果比對的需要，亦同時

發展以GoldSim為平台的系統整合技術。GoldSim的優點在於該程式

經過許多國家的實用驗證，功能可靠，對於資料的整合與作用程式

(process model)的 聯 結 有 強 大 的 彈 性 。 核 研 所 大 約 在 2001年 引 進

GoldSim程式後，迄今已陸續完成與 INPAG-N、 INPAG-F、AMBER等

程式的介面整合技術。  

整合各階段成果，可以將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發展的成長過程示

意如圖  3-158。從早期的人員訓練與程式篩選的經驗建立到後來的技

術整合與全系統案例評估。而重要的的技術項目可以區分為 11項，以

圖  3-159說明技術發展的時間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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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2：我國用過核子燃料處置計畫的整體時程 

 

 

圖 3-153：我國用過核子燃料處置計畫核研所安全評估技術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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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4：我國用過核子燃料處置計畫歷年成果報告類別分析 

 

 

圖 3-155：核能研究所歷年成果報告類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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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6：安全評估技術歷年成果報告類別分析 

 

 

 

圖 3-157：我國功能/安全評估技術發展程式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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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8：功能/安全評估技術發展成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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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9：功能/安全評估技術發展過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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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依據「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短期整體工作規劃目標，

擬訂 99~101年度之工作項目，本報告乃根據 101年工作規劃書進行的

年度工作成果摘要報告。內容涵蓋「處置環境條件的調查研究」、「處

置技術的研究發展」、「用過核子燃料處置的功能評估」等技術發展

成果。  

在處置環境條件的調查研究方面，依據磁力三維逆推結果及大地

電磁探測與解析結果，顯示本島東部花崗岩體於地表地質調查解釋

上，被大理岩分開的和平岩體及開南岡岩體，在地下有可能連結在一

起，整體直徑達 14 km，向東南傾斜，靠近和平岩體處厚度較厚，估

計約達 5–6 km。綜合空中磁測、大地電磁及鑽探資料，均顯示此岩體

片麻狀構造顯著是受到早期於地殼深部之韌性剪切帶影響，遠離剪切

帶的岩段保有花崗岩與細粒花崗岩脈之原貌。片麻狀葉理為最早形成

的東北向構造，偶夾石英脈、綠泥石脈及方解石脈。後期有南北向、

高角度裂隙帶，最後期為東北向、低角度正斷層作用形成的裂隙帶，

常順著葉理面發育，常有方解石沉澱物。此外，針對本島東部花崗岩

體地震監測方面，從本計畫設置的 11站地震站組成的監測網，所獲致

的地震紀錄可將研究區內分為三個地震群，震央主要集中在 4-6km、

13-15 km與 19 km左右之深度。研究區內主要之花崗岩體，位於此三

地震群之間，屬於地震較少處，並顯示花崗岩體鄰近地區發生的微震

規模多低於 3，如依據其斷層面解研判，鄰近微震多為正斷層之張裂

環境所影響。而針對花崗岩體設置的三座GPS連續監測站及三個定期

觀測樁，則獲致此區一年期地殼變動監測資料，解析呈現區域性沉陷

趨勢。  

本計畫完成離島花崗岩之完整圍岩至裂隙蝕變帶之岩礦組成與

結構變化之精細分析工作，發現裂隙的蝕變帶受長期地下水之岩 -水

反應影響，發生纖維長石化、絹雲母化、綠泥石化的現象，所形成的

次生礦物均能提升對裂隙流體溶質的吸附性。持續進行之離島花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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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井水文地質的長期封塞壓力監測，顯示前一年受日本 311地震影響

的壓力變化持續消退，轉以降雨的影響為主。本計畫亦整合 1999至

2012年間地質與構造、水文地質、水文地球化學及岩石力學等研究成

果，並以視覺化展示方式整合各項資料，完成地質概念模式提供後續

模擬之用，除說明地質環境深層特性，亦據此展現地表至地下之花崗

岩深層特性調查的完整流程。在前一年度完成 Eh(pe)-pH穩定相圖的

基礎之上，了解到 Fe並無穩定區間，後續針對Cu、Se及U進行溶解度

研究，結果顯示在離島花崗岩區深度 300m-500m的平均水質條件下，

Cu的溶解度約介於 5.37E-17M~1.02E-11M之間； Se的溶解度約介於

9.52E-11M~1.00E+00M 之 間 ； U 的 溶 解 度 約 介 於

4.04E-10M~5.20E-09M或介於 1.41E-08M~1.78E-05M (當 UO2 .3333 ( b eta )

為溶解度之控制物種 )。  

在處置技術的研究發展方面，本計畫完成了膨潤土與母岩組合之

複合材料熱傳試驗，藉以探討障壁系統在受熱效應作用下的溫度場變

化情形。在試驗溫度 40℃、50℃熱傳試驗中，膨潤土因熱傳導係數低

於花崗岩，若低於某個程度時，將造成處置系統溫度升高，對於處置

容器及緩 衝材料 本身皆 有不 利影響 。 試驗時， 採用壓 實乾密 度 1.6 

Mg/m
3的膨潤土塊體，試驗結果發現熱傳效果甚佳，與模擬結果亦相

當符合。此外，本計畫亦針對本島花崗岩體既有坑道進行光學測繪技

術發展，使用Leica地面光達進行坑道岩壁掃描，並以 Split -FX處理軟

體自動分析點雲資料，獲致裂隙叢集的位態分布，繼以人工測繪方式

量測裂隙叢集的位態分布，兩種方法比較後，結果相近。同時本計畫

持續發展離散裂隙模擬技術，目前共完成DFN_NET與DFN_OPT兩種

裂隙離散網路模擬程式，前者為計畫長期發展的三維離散裂隙網路模

擬工具程式，後者則利用全域最佳化的數值方法，以校正與驗證離散

裂隙網路模擬結果。本計畫於實驗室核種傳輸試驗上，進行岩石薄片

擴散行為研究，以TD方法得到碘離子的擴散係數約落在 10
-7
~10

-8
 m

2
/s

範圍，而Cs與 Se的擴散係數明顯小於 10
- 8
 m

2
/ s，透過 ID方法初估Cs的

擴散係數落在 10
-21
~10

-22
 m

2
/ s，為本計畫執行首次獲致核種於完整岩

石樣品的擴散係數區間；此 ID方法所得到的擴散係數，為核種的基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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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係數，提供未來安全評估簡化物理擴散模型的依據；此外，後續

規劃更長的擴散時間 (超過兩年 )將有助於增加數據的品質。  

本年度近場緩衝回填材料特性之研究探討緩衝材料設置於處置

坑中，處置場環境對緩衝材料設計性能之影響，包含材料受衰變熱作

用造成之乾燥收縮特性、遇水回脹特性、緩衝材料組裝於處置坑中之

塊體接合特性、膠體瀝率性能、高溫作用影響等。針對處置場環境影

響緩衝材料設計之性能，緩衝材料在安裝初期會受廢棄物罐所釋放之

衰變熱影響，故緩衝材料受熱後之體積變化率不可過大，且必須保有

適當的自癒特性，否則因受熱收縮產生裂縫，將形成地下水流通途

徑，進而將核種帶至人類生活圈。未來緩衝材料設計最佳密度與含水

量後，亦需針對緩衝材料初期受熱乾燥收縮之張裂影響及遇水自癒性

能進行功能測試；回脹性能受材料本身之礦物組成或周圍之環境影

響，如環境溫度、水質鹽度、酸鹼度等，故進行緩衝材料設計時，需

考量處置場環境溫度與水質對膨潤土本身回脹特性之改變，進行相關

的性能測試，以確定所設計之材料配比受環境影響後仍保有原本之功

能需求；藉由緩衝材料限制地下水的流動以達到阻止放射性核種遷移

的目的，並且能對溶解於地下水中的核種提供較高的吸附能力，並扮

演膠體運送放射性核種的過濾器，故緩衝材料之密度設計亦需考慮到

膠體瀝濾作用，緩衝材料之瀝濾功能為重要的防護因子之一，而設計

密度與膠體瀝濾性能有關，因不同膨潤土本身質性之差異，建議未來

進行緩衝材料設計時亦應建立相關驗證技術，以確保所設計材料之瀝

濾性能；由本研究成果中得知，不同膨潤土受溫度影響行為趨勢各有

不同，其特性與膨潤土本身性質有關，但仍可從中得知高溫及壓力對

膨潤土之壓密性質有所影響，建議未來進行膨潤土力學相關參數試驗

應考慮溫度影響。  

緩衝材料之設計需著重於適宜的膨潤土材料選擇與密度設計，且

不同的場址環境對膨潤土的性能影響各有不同，顯示緩衝材料特性試

驗與設計試驗之重要性，經 100年度之研究成果得知，我國過去曾針

對國產日興土及MX-80膨潤土進行相關特性試驗，如不同設計密度下

之水力傳導度、熱傳特性、力學特性等，但僅針對各特性進行探討，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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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針對處置場工程障壁設計進行系統化試驗規畫與技術發展，本計

畫未來發展可考慮國內的技術能力，進行處置場緩衝回填材料設計試

驗規畫，採用不同來源之膨潤土進行適宜我國場址環境之工程障壁試

驗與設計，並考量膨潤土來源、產量與經濟性進行比較與分析，以供

未來材料選擇與處置場設計之參考。  

在用過核子燃料處置的功能評估方面，本年度綜合分析自然現象

抬升 /沉降、剝蝕作 用及海平面 變化等 環境因素對於處 置系統的影

響，定性論述個別因素對於處置環境條件的影響，組合為洪水變異情

節分析因素，並透過情節的假設與演化，建構洪水變異情節，成果將

作為後續功能與安全評估概念模式研究之依據。此外，本年度亦探討

地震作用對地質處置場及周圍環境的影響，如因地震動對處置場設施

之額外荷重、地下水壓變化、新裂隙生成等影響，以瞭解處置場受地

震作用下可能發生之情節因子，進而評估地震對處置場安全之影響。

地震作用對處置場的危害，主要為因斷層錯動破壞或者地震作用產生

裂隙通道，使處置場產生核種傳輸之途逕，故在處置場設計時應避開

活動斷層區或採取適當之距離，以避免未來因地震影響處置場之安全

性；廢棄物罐強度與處置坑設計時，需考慮周圍裂隙位移量小於 0.1 m

之累積位移量，以免因裂隙錯移造成廢棄物罐剪壞，此類分析須仰賴

相關數值模擬分析進行探討；緩衝材料會因孔隙水壓的突然改變而造

成液化的現象，設計適當的緩衝材料密度則可避免，設計需視各緩衝

材料特性進行相關試驗而定。  

針對美國勞倫斯伯克萊國家實驗室 (Lawrence Berkeley Nat ional 

Laboratory)開發之熱水化耦合軟體 TOUGHREACT進行相關之基本方

程式、參數說明、模式架構、基本假設、數據輸出 /入格式、分析方

法、邊界條件、前處理及程式特性等說明，再依據熱、水、化等個別

模式特性進行初步驗證與確認，俾利後續近場核種遷移行為模擬之工

作。依據 SNFD2009報告之垂直置放處置概念與相關之參數，分析廢

棄物罐失效後於垂直廢棄物罐壁一維方向之緩衝材料濃度分布，假設

廢棄物罐失效，選定 SNFD-2009報告中不同溶解性 (Solubi l ity)、吸附性

(Kd)與衰變性的 4個代表核種 Cs-135(高溶解度與高吸附性 )、Np-237(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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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度與高吸附性 )、 I -129(高溶解度與低吸附性 )與 Tc-99(低溶解度與

低吸附性 )，核種從處置孔內側端的緩衝材料向外傳輸。分析結果顯

示，廢棄物罐失效 30年後，吸附性較低的 I -129及 Tc-99之濃度大多已

隨 水 流 向 外 傳 輸 至 緩 衝 材 料 厚 度 之 1/2 處 ， 高 吸 附 性 之 Cs-135 及

Np-237，濃度僅分布於靠近廢棄物罐一側之緩衝材料。分析結果符合

各核種之傳輸特性，本研究之技術發展可做為未來近場核種傳輸分析

之基礎。順應 2017年報告所需，亦建議將計畫技術開發能量投注於安

全評估之參考基本案例 (refearence case)相關的熱水力耦合研究，以確

保 2017年報告可如期完成。  

功能與安全評估成果彙編工作的研究目的在彙整前期的成果，歷

年資料共計有各類成果報告 433篇，其中包含與安全評估技術發展直

接相關的報告 55篇，內容廣泛涵蓋安全評估技術發展的各項主題，各

階段功能與安全評估技術發展的重要成效總結如下：  

(1)  「處置概念初步研發階段」  

(a)  建立我國初步的場址準則，界定初步概念與參數。  

(b)  初步程式練習與人員訓練。  

(2)  「初期工作規劃階段」重要成果  

(a)  初次完成全程工作規劃。  

(b)  建立評估程式篩選與試運跑經驗。  

(3)  「區域調查技術準備階段」重要成果  

(a)  模式系統的架構規劃。  

(b)  全系統評估試驗程式的引進與測試。  

(c)  參數敏感度與不確定性分析技術開發。  

(4)  「調查實施與技術發展階段」  

(a)  研擬處置概念。  

(b)  建立情節分析技術。  

(c)  國際合作開發與引進近場與遠場評估程式。  

(d)  發展機率式評估技術。  

(e)  進行全系統安全評估整合。  

(5)  「潛在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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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進生物圈評估程式。  

(b)  精進近場二維模擬與遠場裂隙模擬技術。  

(c)  整合本土參數完成初步可行性安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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