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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報告為「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於 102年度工作成果摘

要報告。內容涵蓋「地質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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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質環境方面，主要成果包括：  

(1) 運用過去多年整合地質、地球物理、地下水等調查技術，應用於

東部花崗岩體規模、地震、沉陷等特性調查之成果，有助於未來

以本土特性調查資料評估地質圈對核種傳輸的影響。  
(2) 進行東部花崗岩鑽井岩心的詳細礦物分析，並完成井下裂隙分

析，獲致此區地下地質與導水構造的特性相關資料，顯示不僅井

下裂隙特性皆順既有構造發育而具相當一致性，且均有地下水帶

來的方解石充填物。  
(3) 建置長期微震及GPS監測站，獲致此區花崗岩體及鄰近岩層之地

震相對安靜帶分布及短期沉陷趨勢之量測紀錄。  
(4) 本計畫持續進行離島花崗岩深井之水文地質長期監測；並根據長

期現地調查資料，建構二維水文地質概念模式；進一步將離島 6
口鑽井提供學界後續進行K區地下水資源研究與教學之用。  
 
在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方面，主要成果包括：  

(1) 探討我國目前處置概念下之工程障壁系統設計需求，做為下一年

度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發展之基礎。  
(2) 分析緩衝材料於處置孔中，遇水回脹擠壓至周圍岩體裂隙中之行

為，做為未來進行我國工程障壁試驗設計之參考。  
(3) 初步探討國際間有關膨潤土之自然類比資訊，分析以膨潤土做為

緩衝材料時，受處置場周圍環境影響下之長期穩定特性。  
 

在安全評估方面，主要成果包括：  



   

 

(1) 組合適當之洪水變異情節分析因素，研擬虛擬場址變遷之概念模

型，探討虛擬場址環境條件之變化趨勢，建構海洋外釋評估概念

模式。  
(2) 分析台灣地區相關地震特性資料以及相關地震破壞案例，瞭解我

國地震活動之特性與對地下設施或母岩環境之影響，做為未來地

震危害分析及情節分析之研究基礎。  
(3) 持續我國用過核子燃料處置工作推動迄今各階段所進行處置前

期有關功能與安全評估研究成果加以彙編，主要包含用過核子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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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各階段的評估概念、假設、工具、參數、與評估結果等，其成

果具有下列效益：整合歷年成效，促進公眾溝通；分析歷年資訊，

促進知識管理；整合前期技術，利於後續研發。  
  



   

 

 
ABSTRACT 

 
This FY2013 progress report is  a summary of Taipower 

Company’s work (TPC) in implementing the Spent Nuclear Fuel 
Final  Disposal Program Plan. Maj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in this report have been sub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including “Th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aiwan,” 
“Repository Design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Safety 
Assessment.”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of “Th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aiwan” include: 
(1) Applying integration of geological,  geophysical and 

hydrogeological  surveys on investigation of the eastern Taiwan 
granitic bodies,  this report presents the newest informations 
such as magnitude, seismicity,  subsidency,  etc. ,  about the 
granitic bodies.  These domestic results of  characterization for 
geosphere provide important data for future evaluation on 
transporation of radionuclides.  

(2) Detailed mineralogical  analysis of  the drilled cores from the 
eastern Taiwan granitic body,  as well as downhole 
measurement of fracture characterization, provides first 
characterization of  subsurface water conductive fractures.  
This reveals that most fractures occurred along pre-existing 
structures; therefore,  water-conductive fractures,  where had 
been fil led with calcite veins,  present consistency in attitude.  

(3) Microseismicity and GP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monitored 
around the granitic bodies and their host rocks,  indicating 
aseismic area existence and short-term tendency of subsidence 
of granitic bodies.  

(4) This project keeps conducting monitoring long-term monitoring 
of hydraulic characterization in deep boreholes of the western 



   

 

offshore granitic islands.  Using in-situ measurement of 
subsurface characterization data,  construction of 2-D 
hydrogeological conceptual model is carried out.  Furthermore,  
6 deep boreholes of the granitic bodies in the western offshore 
islands have recently been transferred ownership to academic 
researches and teachings for groundwater resources of the 
Kinmen Islands.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of the “Repository Design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clude: 
(1)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year show the current disposal  

concept under the engineered barrier system design 
requirements,  as the basis for next year's disposal of  the design 
and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2)  Analyzed the extrusion and erosion of buffer into fractures,  as 
the basis for engineered barrier test.  

(3)  Preliminary study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on bentonite 
natural  analogy,  analysis of bentonite as a buffer material,  by 
the long-term st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under the disposal sit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of the “Safety Assessment”  include: 

(1)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for a 
hypothetical  site was sketched by examination of possible 
combinations of the scenario factors.  The assessment 
conceptual model with respect to oceanic release was 
constructed by analysis of the trend and/or range of the 
change of the geologic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Analyzed 
seismic properties of the Taiwan data and the cases of 
earthquake damages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ismic activity in Taiwan.  

(2)  Analysis of seismic characteristics and earthquake damage 
cases in Taiwa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ismic activity and th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of the 
undergroundfacility or host rock.  

(3)  Several  phases of R&D for SNFD project in Taiwan have been 
done.  During the long period of R&D, the PA/SA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s always a main task in the project.  This study 
also reviewed the historical  achievement of PA/SA, including 
the phase targets,  concepts,  assumptions,  codes,  parameters,  
and assessment results.  The review conclusions can be helpful  
for developing the R&D plan for the next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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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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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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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座機

組為沸水式，核三廠2座機組為壓水式，龍門電廠2部則為進步型沸水

式反應器。預估此 4座核能電廠的 8部機組運轉 40年將會產生約 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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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Tc、1 3 5Cs、1 2 9I等分裂產物及 2 3 7Np、2 3 9Pu、2 4 3Am及 2 4 7C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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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用過

核子燃料最終處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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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咸認「深層地質處

置」是較為可行的一種處置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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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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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衰減至法令規定所容許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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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核定版 )」之擬定時程及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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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階段 (2005~2017年 )為「潛在處

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規劃達成2個重要里程碑，首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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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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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SNFD2009報告 )；最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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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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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修訂並完成「用過核子燃

料最終處置計畫書 (2010年修訂版 )」。  
在過去幾年中，潛在母岩特性調查技術之發展重點，集中於建立

花崗岩體測試區特性調查與評估相關之處置技術發展，總計在花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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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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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出花

崗岩測試區初步地質概念模式。期能透過各項技術整合性的驗證，供

功能安全評估技術之發展，以完備現地調查至功能評估的整體作業流

程。  
根據 SNFD2009報告的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地區活動構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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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認為位於板塊邊界之本島花崗岩體，根據

最新研究顯示可能近百萬年來，已邁入相對穩定地塊的地質環境條

件。且因其地質及構造特性或與離島花崗岩類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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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進行岩體

規模、分布與主要構造帶延伸等資訊的調查研究，以取得後續驗證所

必要之基礎數據；同時將已成熟應用於離島花崗岩體之調查研究技

術，移轉應用於本島花崗岩體特性調查中，逐步發展熱、水、力、化

特性相關之調查與評估技術，並進行各項特性擴尺度效應探討，藉以

取得完整地下岩體調查數據，以利後續本島花崗岩體穩定性評估工作

之進行。自 1986年推動我國用過核子燃料長程處置計畫，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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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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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分別摘述於表  1-1 (1986-2004年 )及表  1-2 (200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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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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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技術基礎上，

進一步展開本島花崗岩體深層地質特性調查，並加強地殼變動 (地
震、斷層、抬升、沉陷、侵蝕與剝蝕等作用 )、火山活動、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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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海平面升降等調查工作，以期累積本島潛在處置母岩長期穩定性評

估之關鍵資訊。  
本計畫後續工作規劃，依據原能會要求以日本核燃料循環開發機

構 (JNC)於平成 12年完成之「わが国における高レベル放射性廃棄物

地層処分の技術的信頼性—地層処分研究開発第 2次取りまとめ」報

告 (以下簡稱H12報告； JNC, 2000)為參考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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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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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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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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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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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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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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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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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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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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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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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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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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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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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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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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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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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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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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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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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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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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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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地質鑽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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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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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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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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及

KMBH03(504.75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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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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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淺層震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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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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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岩

石力學試驗、水力破裂法(430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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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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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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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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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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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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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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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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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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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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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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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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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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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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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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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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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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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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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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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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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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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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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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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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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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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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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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表 1-2：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成果摘要(2005~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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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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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口大區域深井(均達500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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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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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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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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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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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3年
度計畫) 

2012/02~迄

2013年底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核能研究所 

(1) 地質環境 
 (a) 區域環境地質 
  (i) 更新本島花崗岩體規模與大地構造架構相關之

地質環境資訊。 
  (ii) 獲致本島花崗岩體的磁力與地電探勘數據，提

供後續計畫進行深層地質與構造解析。 
 (b) 深層地質特性 
  (i) 水文地質：  
   獲致離島花崗岩測試區裂隙水壓長期變化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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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成果摘要(2005~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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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3年
度計畫) 

2012/02~迄

2013年底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核能研究所 

   根據現地量測資料完成二維水文地質數值模

型之邊界條件與初始條件設定；並於沉積岩區

井群進行學研合作，完成井況調查，據以規劃

後續井下封塞試驗與水文地球化學試驗。 
  (ii) 水文地球化學： 
   蒐集與彙整國際處置技術之地化反應模擬資

訊，與本土案例進行比較，提供後續計畫規劃

岩-水反應機制模擬參考；進行本島花崗岩岩礦

特性組成分析，提供後續裂隙內岩-水反應基礎

資料。 
  (iii) 核種傳輸路徑： 
   建構測試岩體坑道內裂隙網路結構，取得裂隙

參數及特性，作為後續裂隙網路地下水流場數

值模式之基礎；完成本島花崗岩井下裂隙之井

錄資料與孔內攝影綜合解析，獲致裂隙分布與

特性等資訊，可作為後續岩體特性分析之參考

依據；持續建立本土花崗岩核種傳輸試驗技

術，取得吸附與擴散參數。 
  (iv) 岩石特性： 
   完成本島花崗岩物性、熱、力學試驗之岩樣前

處理，持續進行實驗室分析工作，以取得相關

參數；進行坑道內裂隙變形監測之設備組裝，

以建立量測坑道內裂隙兩側岩體相對位移之

監測技術；完成實驗室內膨潤土與岩塊熱-力學

試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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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成果摘要(2005~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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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03年度計畫) 
發展功能/安全評估技

術(102-104年度計畫) 

2012/02~迄

2013年底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核能研究所 

 (c) 地質處置合適性研究 
  (i) 台灣的大地構造架構 
   在火山活動方面，完成台灣大地構造架構及演

化資料收集，以及火山活動特性與時空分布文

獻回顧；在斷層活動方面， 
  (ii) 抬升與沉陷作用 
   在台灣抬升/沉陷特性方面，持續累積花崗岩體

上3站GPS連續監測記錄，完成GPS連續監測站

增建及定期水準網測量，解析區域性地殼變動

記錄；在剝蝕作用方面，進行東部花崗岩代表

性岩體及鄰近岩層低溫年代學資料彙整與剝

實作用分析。 
  (iii) 氣候與海平面變遷 
   完成東部花崗岩代表性河域沖積扇之數值地

形模式，獲得此河域受海平面上升與河口堆積

之地形演變證據。 
(2) 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 
 (a) 工程障壁系統設計需求 
  初步針對我國處置概念，進行廢棄物罐、緩衝材料、

回填材料之工程障壁功能需求。 
 (b) 膨潤土特性 
  探討緩衝材料在處置孔中，遇水膨脹後，緩衝材料

擠壓至周圍岩體裂隙之行為，做為未來處置場工程

障壁性能研究試驗規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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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成果摘要(2005~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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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03年度計畫) 
發展功能/安全評估技

術(102-104年度計畫) 

2012/02~迄

2013年底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核能研究所 

(3) 安全評估 
 (a) 變異情節 
  (i) 洪水情節發展 
   假設一合理之地質環境斷面，並劃分出若干矩

陣區塊，列舉洪水變異情節分析因素適當的組

合，探討虛擬場址可能變遷之方向與相對應之

地質環境，建構虛擬場址變遷之概念模型，並

以一般的觀點分析有關之地質環境條件予以歸

納為4類，有關參數12項，定性論述個別矩陣區

塊地質環境條件，完成海洋外釋評估概念模式。 
  (ii) 地震情節發展 
   綜合臺灣地區地震活動特性之研究成果，除在

臺灣西部的北港與觀音重力高區以及在臺灣東

部花東縱谷中段西側的地震偏少以外，整個臺

灣地區之地震活動都非常頻繁，每年的累積地

震平均規模約為7。 
透過國內外震後岩石隧道破壞案例之蒐集與整

理，並以集集大地震為主要案例，針對隧道受

損之特性以及型態，完成岩石隧道受震破壞模

式與機制之分析。 
 (b) 安全評估的可信度 
  我國功能/安全評估技術後續發展整體檢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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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成果摘要(2005~2013年) (續) 

 
(資料來源：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2010年修訂版；新增資料摘自本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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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03年度計畫) 
發展功能/安全評估技

術(102-104年度計畫) 

2012/02~迄

2013年底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核能研究 

 (c) 天然類比研究 
  初步探討國際間有關膨潤土之自然類比資料，瞭解

膨潤土做為緩衝材料時受環境影響下，其性能之長

期穩定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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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102102102102年度年度年度年度計畫計畫計畫計畫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 計 畫 目 前 於 「 潛 在 處 置 母 岩 特 性 調 查 與 評 估 」 階 段

(2005~2017)中，依照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規劃推動研發工

作，現階段目標是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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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稱 SNFD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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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日本H12報告規劃 SNFD2017報告之預

定章節架構 (表  2-1)，進行整體工作規劃，工作項目多為跨年度的長

程工作，本報告就 102年度執行工作項目之摘要性成果進行說明。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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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SNFD2017報告預定章節 
SNFD2017SNFD2017SNFD2017SNFD2017報告報告報告報告((((預定章節預定章節預定章節預定章節))))    H12H12H12H12報告章節報告章節報告章節報告章節(JNC, 2000)(JNC, 2000)(JNC, 2000)(JNC, 2000)    

1 台灣用過核子燃料管理策略與處置

計畫 
I High-Level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in Japan 

1.1 緣起 1.1 Utilization of nuclear energy and 
generation of HLW 

 1.1.1 Nuclear energy production and 
the nuclear fuel cycle 

 1.1.2 Characteristics of HLW 
1.2 管理 1.2 Management of HLW 
 1.2.1 Fundamental principles 
 1.2.2 Selection of geological disposal 
1.3 執行策略 1.3 Geological disposal program for 

HLW 
 1.3.1 General background to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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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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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順利達成「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 (2005~2017)」

之任務目標─於民國106年底提出「 SNFD2017報告」，台電公司自本

(102)年度起即依照 SNFD2017報告之預定章節 (表  2-1)中的 3大工作

主軸 (地質環境、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安全評估 )，逐年規劃並完成

相關的研究 /調查工作。本 (102)年度規劃工作項目之成果，分成地質

環境 (3.1節 )、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 (3.2節 )、安全評估 (3.3節 )摘要說

明如下。  
 

3.1.3.1.3.1.3.1. 地質環境地質環境地質環境地質環境    
在日本H12報告中，亦強調經過數十年各國對高放射性廢棄物處

置場長期功能的分析與研究，對地質處置概念最新的演進，都要求高

放射性廢棄物應由工程障壁 (包括抗淋濾作用的固化體，長期適用的

廢棄物罐 /包封容器，以及具保護性的緩衝 /回填材料 )所包覆，在深

層地層中，結合慎選的工程障壁系統與合適地質條件的天然障壁，以

構成「多重障壁概念」。目前各國最終處置計畫就是以多重障壁概念

為處置技術之研究核心。  
日本原子能委員會 (AEC)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準則要求 H12報告

中，需證明日本存在合適的地質環境，以進行高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

置。同時，也必須藉由現地深達 1,000m的量測與觀測工作，以獲取

深地層中的地下水及岩層資料。此外，亦必須針對可能改變地質環境

的自然現象，取得足以信賴之資訊，以證明日本存在某些區域不受這

些自然現象所影響。  
參照日本H12報告架構，本計畫針對地質環境所規劃之工作，除

了 進 行 「 地 質 環 境 」 所 需 調 查 評 估 技 術 的 發 展 驗 證 ， 用 以 確 認

SNFD2017報告所需的「處置技術可行性」外，並參考日本 H12的發

展經驗，針對台灣地質環境取得評估「深層地質處置」條件的地質資

訊，並加強相關地質影響因子 (如火山、斷層、地震、抬升沉陷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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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的資訊彙整研析與特性研究工作，做為整備 SNFD2017報告所需之

必要資訊。因此，「地質環境」相關研究工作規劃，依 SNFD2017報
告預定章節 (表  2-1)共可分為： (1)區域環境地質、 (2)深層地質特

性，以及 (3)地質處置合適性研究等3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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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1.1.3.1.1.3.1.1. 區域環境地質區域環境地質區域環境地質區域環境地質    

區域環境地質主要係說明地質圈對用過核子燃料地質處置的重

要性，並以綜觀之角度，探討台灣的大地構造與地質環境特徵。如圖  
3-1所示，日本H12報告對地質科學研究強調現地調查數據 (井下或坑

道中取得深層地質環境相關數據 )，加上有關自然現象活動歷史的案

例分析。因此，本計畫著重於深層現地調查數據的解析，以及自然現

象活動歷史的資訊收集。於 2010年完成 SNFD2009報告，針對離島現

地調查數據 (特別是 6孔超過500 m深井現地試驗取得深層地質環境相

關數據 )，初步建立地質概念模式 (K區 )，據以建立功能安全評估技

術。自 97-101年度計畫即展開台灣本島東部花崗岩 (H區 )之深層地質

調查，透過空中磁測、大地電磁、地質鑽探、微震監測網及全球衛星

定位系統連續監測站 (Continuous GPS)等工作的推展，逐步取得未來

評估台灣地質環境合適性之基礎資料。  
在 SNFD2009報告中已分別針對台灣的地質環境、影響地質環境

的自然變化因子，及台灣三大潛在處置母岩 (花崗岩、泥岩、中生代

基盤岩 )的地質環境特徵，作一初步的資訊彙整 (台電公司， 2010)。
而後，本計畫101年度已針對現階段處置環境調查成果，完成離島花

崗岩地區之階段調查成果 (1999-2012)彙編。針對本島東部花崗岩體

展開區域性資料綜合研析，至 101年度之成果顯示，初步發現台灣有

部分地區之地下花崗岩體，很可能在北部造山運動末期以來，處於山

脈崩解沉陷的大地構造環境，而且新增之全球衛星定位系統連續監測

結果證實近期亦具有沉陷趨勢。此地區地震監測所得 1年期資料顯示

觀察期間，此區地震規模均屬微小地震 (地震規模小於 3)，主要發生

於大理岩 (圍岩 )地區；鑽探結果顯示花崗岩體主要構造帶均有方解

石、綠泥石及石英等充填物，可於導水裂隙中產生核種遲滯的有利條

件。鑽探結果顯示此地區地溫梯度較低，水文地球化學條件偏鹼性環

境，且於地表水文環境之量測值，呈現大範圍一致而穩定的特徵。此

區長期受到十萬年以來冰期環境的影響，萬年來海水上升導致河口堆

積，而造成此區地勢平坦，全新世地層無構造帶發育與褶皺變形，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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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逐步增加現地調查資料，將有助於後續計畫建構水文地質概念模

式。  
本年度 (102年 )區域環境地質資料蒐集的範疇，以國內相關重大

公共工程、國家型研究計畫 (如國科會二氧化碳地質封存計畫 )、中央

氣象局地震監測，以及中央地質調查所長期進行之活動斷層調查、火

山活動調查等資料，後續將提供撰寫 SNFD2014報告之「台灣地質環

境特徵」相關內容並作為 SNFD2017報告之基礎，以下就更新資訊重

點摘述：  
 

3.1.1.1.3.1.1.1.3.1.1.1.3.1.1.1. 台灣地質環境特徵台灣地質環境特徵台灣地質環境特徵台灣地質環境特徵    
(1) 地體架構呈現出東部古海洋地殼殘塊的存在  

在地體架構方面，台灣東北部最新調查成果對地殼組成有新進

展。由 101年中央地質調查所執行之蘭陽平原及龜山島地區空中

磁測工作 (如圖  3-2 (a)所示之測勘範圍 )，驗證了過去地表地物

測勘發現蘭陽溪下方一巨大高磁帶狀構造 (Tong et  al. ,  2008)確
實存在，且發現龜山島火山活動深處岩漿侵入此一高磁基盤，推

論可能為漸新世至中新世形成的南中國海板塊北端延伸之殘體

(Tong et al. ,  2013)。在 SNFD2009報告中回顧過去台灣海域地質

演化史，即說明台灣東部可能因漸新世至中新世，形成南中國海

板塊時，即發生大陸邊緣陸塊的漂移 (Lu and Hsu, 1992; 林蔚，

2001，如圖  3-2 (c)所示；Shyu et al. ,  2005；台電公司，2010)。
因此，當上新世蓬萊運動的弧陸碰撞作用開始時，可能使漂移的

中央山脈東翼地塊 (含大南澳變質帶及花崗岩體 )拼貼回中央山

脈及雪山山脈 (Lu and Hsu, 1992; Shyu et al. ,  2005)。由目前最新

空中磁測資料解析研判，此南中國海板塊北端殘塊可能就位於蘭

陽溪下方 (Tong et al . ,  2013，圖  3-2 (d)所示 )，介於中央山脈地

層及雪山山脈地層之間。  
呂宋島弧以斜碰撞方式嵌進歐亞大陸邊緣， 6百萬年前弧陸碰撞

作用向西南遷移，約 3百萬年前形成高山， 80萬年來，中壢－花

蓮一線以東地區的隱沒已經反轉，山脈正不斷地崩塌下陷，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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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平原曾經是山脈的北端，此區山脈已沒入海底 (鄧屬予，

2007)。數百萬年來地體構造體系，迄今並未改變；未來 1百萬年

之地體構造體系預期與過去 1百萬年相當。鄧屬予 (2007)指出花

蓮─中壢一線以東地區之高山，未來將下降成丘陵，最終沈於海

底，埋藏在琉球島弧的下方。  
(2) 台灣東部岩層分布調查獲致規模更巨大的花崗岩體  

由和平至和仁之台灣東部花崗岩體 (大濁水岩體及開南岡岩體 )
西方及南方深處，經 101年度成果報告之空中磁測資料三維逆推

解析，呈現出花崗岩體下方深處存在一高磁基盤，如圖  3-3所示

a-anomaly及b-anomaly之處，可能也是前述古老南中國海洋地殼

的殘體往南延伸，在大濁水花崗片麻岩體 (或稱和平花崗片麻岩

體 )下方達10 km深處。未來需要更多解析，才能了解此一巨大高

磁殘體對台灣造山運動、地震分布及抬升或沉陷作用的影響，此

解析對處置計畫長期穩定性研究相當重要。此外，過去地質圖顯

示沿海之開南岡岩體與和平溪上游大濁水花崗片麻岩體為兩分

開的花崗片麻岩體 (王執明與藍晶瑩，1995)，由圖  3-3顯示，此

地表分開的花崗片麻岩體，在深處相連，構成巨大的花崗岩體，

這是過去地表地質調查未發現過的，以不同方位切面 (如圖  3-3
之L2、L3、L5剖面 )反映花崗岩體之地下磁性構造與岩性分布，

顯示花崗岩體規模深部較地表出露更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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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所見大理

岩體僅分布在花崗岩體上厚約 2 km。  
地震與此巨大花崗岩體間的關係，目前可由 101年度成果報告所

記錄，於 2011年7月至2012年 8月觀測期間微震監測站網 (微震資

料涵蓋規模 3至 1的無感地震 )解析之震央分布進行分析。在空間

上約略可區分為3個地震群 (圖  3-4)，深度分布在4-6 km、13-15 
km與 19 km附近。由空中磁測解析出之花崗岩體位於此 3區之

間，屬於地震較少處，花崗岩體鄰近地區發生的微震，規模多低

於 3。共解出 60個震源機制 (圖  3-5)，顯示張裂型式的正斷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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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深度少於10 km的地方，壓縮應力型式的逆斷層的深度則

多深於 1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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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計畫研究發展工作關聯圖

處置設計規格

岩石力學及熱特性

• 地質環境長期穩定性
• 地下水流場特性
• 地下水化學特性
• 影響核種遷移特性

地球科學研究

• 深地層岩石與地下水特性的現地調查或觀察
[K區區區區]

• 影響處置自然因子(火山、斷層活動、抬升/

沉陷、礦產資源等)的相關研究 [H區區區區]

處置設計功能評估

深層地質特性修改自JNC (2000)

 
圖 3-1：地質環境研究與地質處置技術發展關係 

註：K區為離島測試區，主要以深層特性調查與現地試驗取得岩石與地下水特性化參數；H區為本島東部測試區，主要量測自然現象的活動歷史以

取得參考案例。 



 

 
 

 

圖 3-2：龜山島岩漿侵入台灣東北部地殼中殘存的古老南中國海

說明：本圖(c)摘自 SNFD2009
(b)及(d)圖中紅色的高磁基盤

詳細說明參見圖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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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山島岩漿侵入台灣東北部地殼中殘存的古老南中國海

SNFD2009 報告，僅為示意性說明 Tong et al. (2013)
圖中紅色的高磁基盤，即為中新世古南中國海洋地殼之殘餘體

。 

 

 
龜山島岩漿侵入台灣東北部地殼中殘存的古老南中國海洋地殼 

Tong et al. (2013)之圖(a)、
殘餘體。圖(c)



   

 
 

3-9

 
 

圖 3-3：空中磁測三維逆推獲致之花崗岩體立體分布圖 
註：剖面深度達-10000 m。花崗岩體磁體呈現如圖中之粉紅色區域，SI為磁感率之國際單位，標的岩體箭頭標示為已有鑽井及水力電廠調查資料確

認的深層花崗岩體，白色三角形標示為大理岩礦場，A-anomaly為和平溪上游山區的高磁性基盤，B-anomaly為花崗岩體下方深處的高磁基盤。摘自

101年度成果報告。 

SI (1×106)

標的岩體

L2

L5

Mag.Sus.=0.15 SI

Mag.Sus.=0.3 SI

L3

B-anomaly

A-anomaly

大理岩礦場



 

 
 

圖 3-4
註：觀測期間自2011年7
分別以I、II、III標示。a
叢集之淺部地震集中位置

E

圖 3-
註：藍、綠和紅各表示正斷層

正斷層。摘自101年度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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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年度地震網監測之震央分布圖 
7月至2012年8月；。此區3個顯著之地震叢集以虛線框出

a標示II區地震叢集之淺部地震集中位置，b
叢集之淺部地震集中位置。摘自101年度成果報告。 

 

EE E

-5：近場地震網網內地震之震源機制 
綠和紅各表示正斷層、走向滑移斷層和逆斷層；虛線圈示淺於

年度成果報告。  

 

 

個顯著之地震叢集以虛線框出

b標示III區地震

N

N

N

 

虛線圈示淺於10 k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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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3.1.1.2.3.1.1.2.3.1.1.2. 磁力與地電探測技術驗證磁力與地電探測技術驗證磁力與地電探測技術驗證磁力與地電探測技術驗證    

本計畫過去持續進行區域岩層與構造分布測勘，初步建立探勘深

地層岩性與構造空間分布的相關技術，如磁力、地層電阻等非破壞性

探勘技術。 101年度已針對本島東部花崗岩體分布與構造進行探測，

獲致花崗岩體之磁力三維逆推分布圖 (圖  3-3)，並針對和平花崗岩體

進行的一系列地質構造與岩層分布的調查研究，顯示在花崗岩與大理

岩交界處常因構造作用形成剪切帶，並可能為地下水良好通道。  
102年度繼續利用過去所建立之技術，以國內規劃或進行中的重

大公共工程為技術測試對象，在工程進行前，預先解析及評估隧道工

程所可能面臨的地下岩性與構造分布特性，待工程完成後，透過預測

與實際結果的比對，作為 SNFD2017報告所需之技術可行性的驗證實

例，以及後續技術精進的參考依據。  
本計畫採用聲頻大地電磁 (audio magnetotelluric,  AMT)與磁力

探測 (magnetics)2項地球物理技術，規劃 2年 (自 101年至 103年 )地球

物理調查與解析工作。重大工程預定路線所經過的開南岡岩體及鄰近

大理岩體，由於臨海一側之地形起伏險峻，測點需佈置於內陸，部分

地區可能因鐵路隧道相關電氣化設施，影響測勘資料品質。目前 (迄
102年底 )完成 19個 AMT測點與 16個磁力測點，並且初步進行大地電

磁資料品質檢核點的野外測勘，並持續進行資料處理中 (圖  3-6；圖  
3-7)。目前獲致的 16個磁力測點，初步與測試區內空中磁測經歸極換

算處理後之磁力異常圖相比，地表磁力量測資料與空中磁測資料具一

致性。另外，參考重大工程之規劃路線，自本計畫已完成的空中磁測

資料庫中，擷取磁力資料，以進行後續三維逆推處理，以建構地下岩

體的空間分布資訊。  
後續工作將持續進行大地電磁測勘、資料處理與地下岩體構造解

析。就資料品質不佳及測點分布不足之區域進行大地電磁補充調查，

並選擇資料品質良好之測勘資料，以進行地下岩體構造的解析。針對

特定剖面與重大工程改隧道段，進行二維逆推處理，以解析本研究區

域之地下構造、岩體分布位態、裂隙帶與含水特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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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大地電磁資料編修前後比較圖 

 

 
 

圖 3-7：大地電磁測勘結果之視電阻率與相位分布曲線 
  

(a)原始資料(紅色圈為異常資料) (b)修正後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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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1.2.3.1.2.3.1.2. 深層地質特性深層地質特性深層地質特性深層地質特性    

在「深層地質處置」概念中，主要的處置設施將建構於遠離人類

生活環境的深地層中，因此，如何掌握與建構深地層母岩周圍的岩石

特性與構造空間分布的地質概念模式，是處置研究工作的首要任務，

亦是探討水文地質、水文地球化學、核種傳輸路徑等特性，與相關地

質環境特性的關鍵性基礎工作。  
 

3.1.2.1.3.1.2.1.3.1.2.1.3.1.2.1. 水文地質水文地質水文地質水文地質    
在「深層地質處置」概念中，地下水的流動特性，是影響核種在

地層遷移速率與分布的主要因子。一個具有緩慢地下水流 (通量 )的深

層地質條件，使核種在地層的遷移速度低，是考量處置場功能優劣與

否的關鍵因子 (JNC, 2000)。然而，深層地下水的流動特性，不同地區

均有其獨特的特性，且深層水文地質資訊普遍缺乏。因此，在處置場

址未定之前，世界各國主要將心力集中於相關深層水文特性調查與資

料解析技術的發展，以因應場址調查階段對掌握深層水文地質特性的

需求。  
有鑑於此，本計畫長期以來在離島花崗岩技術發展測試區，進行

深層水文地質相關調查技術的發展，建置 6口深度均超過 500 m之鑽

井 (編號KMBH01~KMBH06，分布如圖  3-8所示 )，已進行雙封塞水力

試驗、跨孔追蹤試驗、水力傳導係數擴尺度試驗、封塞段裂隙水壓長

期監測等技術發展工作 (表  3-1)，用以取得水力梯度、水力傳導係

數、延散度、裂隙寬度等參數特性。考量 SNFD2017報告所需之水文

地質調查技術與概念模式建構分析能力，102年度除規劃在離島花崗

岩技術發展測試區，以多裂隙段封塞設備持續進行孔內裂隙水壓長期

監測工作外，亦將進行水文地質數值模型建構技術之研究。  
 

3.1.2.1.1.3.1.2.1.1.3.1.2.1.1.3.1.2.1.1. KMBH03KMBH03KMBH03KMBH03----04040404----05050505----06060606裂隙水壓長期監測裂隙水壓長期監測裂隙水壓長期監測裂隙水壓長期監測    
孔內裂隙水壓長期監測工作主要係延續前期計畫，持續進行區域

性井下裂隙帶壓力的長期監測，並將監測區域深層地下水特性之鑽探



   

 
 

3-14 

井群，由原有的 3口增加至 4口 (編號：KMBH03~KMBH06)，藉此擴大

裂隙水壓監測區域之規模，以利後續取得更大時空範圍的監測資料。

此外，亦將於監測區域之南、北側建立兩處微型水文氣候長期監測

站，以利後續探討水文氣象與各深度裂隙壓力間之關係，未來可提供

K區地下水資源研究之必要資訊。最重要的是， 102年度執行期間，

台電公司已配合地方政府要求， 6口地質鑽井將由學術研究單位繼續

利用以作為地下水資源的研究與教學平台，並提供所有歷年於此 6口
鑽井的地下水監測資料，提供後續K區地下水資源研究與教學之用，

將有助於地區經濟建設發展。  
圖  3-9至圖  3-11分別為KMBH04、KMBH05及KMBH06孔內 4處裂

隙段封塞壓力監測成果圖，橫坐標為監測日期，日期間距為 30日；左

邊縱座標為封塞段之壓力讀值，已換算為公尺 (m)，但非壓力水頭

(pressure head)值，主要是方便比較各深度裂隙壓力隨時間之變化

(fluctuation)，並檢視各區段封塞器封塞狀況是否良好；右邊縱坐標

為 降 水 量 之 讀 值 ， 資 料 來 源 為 中 央 氣 象 局  
(www.cwb.gov.tw/V7/climate/)。  

KMBH04 監 測 期 間 自 2011 年 03 月 24 日 至 2013 年 08 月 11 日 ；

KMBH05監測期間自 2011年12月20日至 2013年08月12日，為日本 311
地震後，經更換受損感測元件及記錄器後，重新啟動長期監測之成

果； KMBH06監測期間則自 2011年 03月 22日至 2013年 08月 08日，共

為 期 2 年 又 約 3 個 月 之 長 期 監 測 工 作 。 上 述 各 監 測 站 之 監 測 頻 率

(sampling interval)設定為 6 hrs，但掃描頻率 (scanning interval)設定

為15 mins，亦即每 24筆監測數據做平均及記錄。  
由 KMBH04、 KMBH05及 KMBH06多封塞裂隙壓力長期監測成果

顯 示 ， 監 測 期 間 KMBH06 各 封 塞 段 壓 力 讀 值 遠 高 於 KMBH04 及

KMBH05各封塞段壓力值，且 4個封塞區段壓力值均與降水量的變化

有明顯的關係存在，顯現KMBH06位於壓力的高區及各封塞區段裂隙

連通性良好。  
KMBH04各封塞區段壓力值亦均有上下震盪的情形，且均受降水

強度影響，但僅有緩步向上增加的現象，這與KMBH06監測值有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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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在 2011年11月間，當日降水強度達 100mm時 (接近豪雨等級

>130mm)，各裂隙區段壓力值才均有明顯的抬升，直至 2012年 7月 1
日左右，後續沒有明顯颱風降水情形時，則再呈現下降的趨勢；直至

2012年 12月受東北季風降水影響，各封塞區段壓力值再度緩步向上

增加； 2013年 3月至 6月間則明顯受到春雨及梅雨季節降水影響，這

期間降水總量達670mm，各封塞區段壓力值明顯的抬升，其中第 2封
塞段 (200-300m)壓力值抬升量卻開始遠高於其他 3個封塞區段，此現

象值得繼續監測與分析。  
KMBH05 於 監 測 期 間 各 封 塞 區 段 壓 力 值 亦 均 有 上 下 震 盪 的 情

形，但震盪幅度高於KMBH04及KMBH06，震盪形式則不同於KMBH04
及 KMBH06；初步研判除受降水強度影響外，應與其他構造因素有

關，尤其在 2012年9月至 11月間及 2013年1月至2月間，並無明顯降水

量時，卻均有大幅度的震盪現象，此現象亦值得繼續監測與分析。  
KMBH05及 KMBH06簡易型水文氣象站則分別於 2013年 05月 02

日及 2013年 06月 17日設置完成，簡易型水文氣象站觀測項目將包含

50cm及 100cm土壤水份及壓力感測計、風速與風向計、溫度與濕度

感測計、雨量計及A型蒸發皿，完成的現況請參考圖  3-12。  
位於斗門花崗岩體的 KMBH03鑽井，由於是向下 70°之斜孔，因

此所有捲揚及吊掛設備需要重新佈置，以方便多封塞設備能順利安裝

於鑽井內各深度，而不致造成封塞器及壓力感測計在安裝過程中損

壞。KMBH03於 2013年 6月18日完成 CR800系列資料記錄器及4組 INW
水壓式壓力感測器聯結測試。  

KMBH03鑽井傾向為 S30E，總鑽進深度為504 m，依據岩心紀錄

之裂隙特性資料，目前各監測深度裂隙特性簡要說明如下：  
(1) 第 1封塞區段深度：孔口下 100-200 m，實際垂直深度為 94-188 

m，水文地質單元屬於單一裂隙。  
(2) 第2封塞區段深度：孔口下 200-300 m，實際垂直深度為188-282 

m，水文地質單元屬於單一裂隙。  
(3) 第3封塞區段深度：孔口下 300-400 m，實際垂直深度為282-376 

m，水文地質單元屬於多裂隙段，屬於岩石中節理密集的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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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4封塞區段深度：孔口下 400-500 m，實際垂直深度為376-470 
m，水文地質單元屬於多裂隙段，屬於岩石中節理密集的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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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K區6口鑽井已完成試驗項目彙整表 
鑽井鑽井鑽井鑽井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孔徑孔徑孔徑孔徑(mm)(mm)(mm)(mm) 孔長度孔長度孔長度孔長度(m)(m)(m)(m) 試驗及監測項目試驗及監測項目試驗及監測項目試驗及監測項目    

KMBH01 96 500 

地球物理井測 
跨孔地電阻量測 
水力破裂應力量測 
孔內微流速量測 
地球化學井測及水質採樣 
裂隙雙封塞水力試驗 
跨孔示蹤試驗 
裂隙壓力多封塞長期監測 

KMBH02 96 500 
地球物理井測 
裂隙雙封塞水力試驗 
跨孔示蹤試驗 

KMBH03 96 500 
地球物理井測 
孔內微流速量測 
地球化學井測及水質採樣 
裂隙雙封塞水力試驗 

KMBH04 96 560 

地球物理井測 
跨孔地電阻量測 
孔內裂隙壓力及微流速量測 
地球化學井測及水質採樣 
裂隙雙封塞水力試驗 
跨孔示蹤試驗 
裂隙壓力多封塞長期監測 

KMBH05 96 500 

地球物理井測 
孔內裂隙壓力及微流速量測 
地球化學井測及水質採樣 
裂隙雙封塞水力試驗 
裂隙壓力多封塞長期監測 
簡易水文氣象站 

KMBH06 96 500 

地球物理井測 
孔內裂隙壓力及微流速量測 
地球化學井測及水質採樣 
裂隙雙封塞水力試驗 
裂隙壓力多封塞長期監測 
簡易水文氣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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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離島花崗岩測試區地質圖與鑽井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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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KMBH04孔內4處裂隙段封塞壓力監測成果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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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KMBH05孔內4處裂隙段封塞壓力監測成果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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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KMBH06孔內4處裂隙段封塞壓力監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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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KMBH05及KMBH06設置完成之簡易型水文氣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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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2.3.1.2.1.2.3.1.2.1.2.3.1.2.1.2. 水文地質水文地質水文地質水文地質2D2D2D2D數值模型建構技術研究數值模型建構技術研究數值模型建構技術研究數值模型建構技術研究    

要評估自然界中的各種物化行為，建構模型是一種有利的手段。

所謂的 ”模型 ”(Model)，乃利用人為方法，將欲瞭解的區域，與大自

然環境做一切割，形成邊界，瞭解邊界內的各種物理化學行為，則是

建立模型的最大目的。針對水文地質數值模型建構技術之研究工作，

本年度將先規劃進行現地調查 /試驗資料的研析與評估，據此決定模

型範圍，並根據試驗參數，定義模型邊界條件與初始條件，作為後續

建構水文地質數值模型之基礎。  
離 島 花 崗 岩 水 文 地 質 調 查 工 作 ， 針 對 6 處 鑽 井

(KMBH01~KMBH06)進行長期封塞試驗與壓力監測工作，對於花崗岩

水文地質特性及地下水流向與梯度已有初步瞭解及掌握，顯示太武山

花崗片麻岩體與斗門花崗岩體分屬兩地下水層，以北太武山為地下水

分水嶺，淺層地下水以太武山為中心呈放射狀流向各方，但深層地下

水則受高角度導水裂隙帶 (如太武山斷層帶 )及輝綠岩脈群 (伴生高角

度冷卻節理 )的分布及延伸所影響。因此，先利用過去執行計畫所獲

得的測試區東部地下地質概念模型 (Geological conceptual model)
中，經過KMBH01-02-04小規模試驗場，以及KMBH06鑽井的剖面 (即
C-C’剖面 )(如圖  3-13)，根據既有地質 (圖  3-8)與地下水調查成果與

資 料 ， 建 立 可 用 之 二 維 水 文 地 質 數 值 模 型 (2-D Hydrogeological  
numerical model)，除有利於研究成果之展現外，亦可協助後續相關

工作之規劃與推動。  
由C-C’剖面結果顯示，高密度、高磁性的花崗岩僅出現在剖面的

局部區域，可能反映太武山岩體核心部分的岩性特徵；本剖面經過

KMBH01-02-04小規模試驗場，依據鑽井資料，小規模試驗場以太武

山岩體為主，但超過450 m下方為太武山斷層的破碎帶，岩石為一般

密度，磁感率則在中、高磁感率之間，顯示本區地下岩層實際上具有

空間上的變異性。  
由於現場工作常受天然以及人為條件影響，導致工作無法順利進

行；抑或者因為空間以及時間尺度侷限，無法全面了解水文地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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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數值模型則為了突破上述限制，並可將現地或試驗數據導入模型

計算後的結果，利用視覺化效果呈現，除有助於專業人員對現地狀況

之了解外，對於非本領域人員，也可容易理解調查區域之概況。  
本項工作使用之模擬器為 TOUGH2， TOUGH2全名為 -Transport 

Of Unsaturated Groundwater and Heat，它是一個可以模擬多維空

間、多相流體與多種污染物傳輸的數值程式，舉凡多孔隙及裂隙介質

中的熱傳、質傳以及化學反應等皆在此模式的應用範疇。使用模組為

EOS3，EOS3考慮組分 (component)為水與空氣，可適用於飽和或非飽

和層，等溫或非等溫狀態，EOS3為TOUGH2被使用最廣泛的模組，模

組相關細節可參考TOUGH2使用手冊 (Pruess et al. ,  1999)。  
本項工作先彙整過去在花崗岩試驗區進行現地工作 (地質、水文

及地物等 )，所獲取之現場資料，包括：主要影響水流構造 (斷層、岩

脈等 )判識結果、6口鑽井現場調查、監測結果以及現場或室內試驗所

獲得之數據資料。再根據 C-C’剖面位置，建立數值模型，並將所彙整

之參數統整之後，匯入數值模型進行運跑。運算結果再與現場調查或

監測結果比對，並視需要修正模型， 102年度初步成果說明如下：  
(1) Ｋ區地表觀測及鑽井試驗、監測資料研析與評估  

進行數值模擬，須了解模擬範圍內，主要影響水流構造，以及水

文地質特性，並根據調查或試驗所得結果，研判數據可用性，再

將模擬區域切分數值網格，並賦予每個網格合適的水文、地質參

數，根據質量與能量守恆概念進行數學計算。  
C-C’剖面位於 K區東部，此剖面經過 6口鑽井中的KMBH01-02-04
以 及 KMBH-06 附 近 ， 同 時 研 判 應 經 過 太 武 山 斷 層 (Taiwushan 
fault) ( 斷 層 岩 心 參 考 圖  3-14 上 圖 ) ， 太 武 山 斷 層 位 態

N640E/700N。小規模試驗場 KMBH01-02-04之 3孔均於 450 m至

470 m以下深度發現太武山斷層具有發達的破碎帶、斷層角礫及

斷層泥，且包括輝綠岩脈均受斷層影響而形成破碎剪裂帶，研判

為花崗岩體主要導水裂隙帶，也是深層地下水賦存區 (林蔚等，

2012 (SNFD-GEL-9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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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由調查顯示，輝綠岩脈往往順著北東向往張裂性節理侵入，此

類節理多為基盤岩的冷卻節理，輝綠岩脈滲透性甚差，可能形成

水流的不透水構造 (圖  3-14下圖 )，研判其位態N300E/800N，在

K區東部分布甚廣， 1 km間隔內可能即會出現岩脈群。  
收集地表觀測及鑽井試驗、監測資料，經研析與評估後，將數值

模式所需資料列於表  3-2與表  3-3。環境參數，主要資料參考林

蔚等 (2012) (SNFD-GEL-90-290)報告，該報告彙整 1999~2010
在K區的調查成果。水文地質參數，則主要根據鑽井資料以及室

內試驗報告 (林蔚等，2012 (SNFD-GEL-90-290)、歐陽湘等，2006 
(SNFD-EEL-90-253)以及林鎮國等，2010 (SNFD-EEL-90-279))。 

(2) 依據現地資料建構模型邊界  
根據現地調查資料，C-C’剖面上可能遭遇影響地下水流之構造，

包括：太武山斷層及輝綠岩脈，太武山斷層發生在輝綠岩脈群侵

入活動之後，因此在斷層帶岩心 (如KMBH01)中，可看到輝綠岩

脈受斷層錯動的角礫及斷層泥。太武山斷層位置參考五萬分之一

台灣地質圖 -金門地區 (林蔚等，2011)；輝綠岩脈在K區東部分布

甚廣， 1 km內可能就遭遇一或數個岩脈群。 C-C’剖面同時經過 4
口鑽井附近，即KMBH01-02-04以及KMBH06。  
圖  3-15為數值模型所模擬之構造與邊界示意圖，紅色虛線為模

型範圍，長度延伸 14 km，C-C’剖面在陸地上約有 12 km，因此，

模型範圍包含 C-C’剖面在陸地上所有範圍，同時部分延伸入海。

黑色虛線，為研判之太武山斷層位置，位態 N640E/700N，鄰近

KMBH01-02-04鑽井，斷層寬度假設 200 m；黑色實線，為模型

中考慮之輝綠岩脈位置，位態N300E/800N，岩脈群寬度假設100 
m，現階段先考慮2條岩脈群，相對位置沿 C-C’剖面分別在太武山

斷層南、北方各約 1.5 km。  
二維模型利用卡氏座標系統 (XYZ)，X方向延伸14,000 m，Z方向

厚度約 1000~1050 m。圖  3-16為模型主要構造與模型範圍示意

圖 ，太 武 山 斷層 以 及 輝綠 岩 脈 根據 其 位 態， 加 入 於模 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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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BH01-02-04 於 深 度 470 m 左 右 切 入 太 武 山 斷 層 ( 圖 中 以

KMBH01代表 )。  
圖  3-17為二維網格規劃，X方向網格寬度20至100 m，接近構造

部分網格加密；Z方向網格間距不等，間距 40至80 m。依 C-C’剖
面，最上層網格變化依照地表高程。賦予各網格不同岩石特性，

土黃色區域為風化層，厚度約 50 m；灰色區為花崗岩；黑色區為

輝綠岩脈；藍色區為太武山斷層；紅色線段為鑽井示意，僅為識

別使用，於模式中不參與計算。  
為進行後續分析工作，模型先進行溫度、壓力初始平衡計算，最

接近地表處之數值層，溫度、壓力固定 (採用固定邊界條件，

Dirichlet)，溫度 23.5 ℃，壓力 1.01E+05 Pa(1大氣壓 )，其餘邊

界假設為無流 (no-flow)，利用TOUGH2計算足夠長時間後 (Pruess 
et al. ,  1999)，時間步長 (timestep)間的溫度 (℃ )壓力 (Pa)變化變

小，則系統趨於平衡，如圖  3-18所示。所建立之二維模型，範

圍延伸 14 km，包含 C-C’剖面陸域 (約 12 km)所有範圍，以及部分

海域，總共使用約 6,000個網格。  
如表  3-2與表  3-3所示，部分參數有其變異性，值得後續計畫進

一步討論，以觀察程式運算結果與現地調查數據之差異，並分析

可能差異來源。目前考慮的主要構造為太武山斷層以及 2條輝綠

岩脈群，輝綠岩脈在K區分布甚多，其對水流影響性，有必要繼

續研究。有鑑於此，後續計畫工作對網格數量與疏密配置，將依

程式運算結果作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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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K區C-C’剖面數值模擬所需主要環境參數列表 

    調查數值範圍調查數值範圍調查數值範圍調查數值範圍    參考數值參考數值參考數值參考數值1111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2222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地下水位面溫度(℃) 23.4 to 23.9 23.5 SNFD-GEL-90-290 地球物理井測法探測 
地溫梯度(℃/100 m) 1.5 to 1.8 1.7 SNFD-GEL-90-290 地球物理井測法探測 

地表壓力(Pa) NA 1.01E+05 NA 地表壓力固定為一大氣壓 
地表風化層厚度(m) 5 to 90 50 SNFD-EEL-90-270  
雨水入滲(m3/yr) 3.6E+06 to  

5.6E+06 4.0E+06 SNFD-EEL-90-270 自民國43年(1954年)至91年(2002年)近
60年之長期降雨量及蒸發量估算 

註1：第三欄中”參考數值”，為基本模型中使用參數值。 
註2：引用資料，以報告代號代替作者。 

 
表 3-3：K區C-C’剖面數值模擬所需主要水文地質參數列表 

    岩石密度岩石密度岩石密度岩石密度(kg/m(kg/m(kg/m(kg/m3333))))    
調查數值範圍調查數值範圍調查數值範圍調查數值範圍////參考數值參考數值參考數值參考數值    

孔隙率孔隙率孔隙率孔隙率    
調查數值範圍調查數值範圍調查數值範圍調查數值範圍////參考數值參考數值參考數值參考數值    

滲透率滲透率滲透率滲透率(k, m(k, m(k, m(k, m2222)x 10)x 10)x 10)x 10----15151515    
調查數值範圍調查數值範圍調查數值範圍調查數值範圍////參考數值參考數值參考數值參考數值    

熱傳導係數熱傳導係數熱傳導係數熱傳導係數(W/m(W/m(W/m(W/m----℃℃℃℃))))    
調查數值範圍調查數值範圍調查數值範圍調查數值範圍////參考數值參考數值參考數值參考數值    

比熱比熱比熱比熱(J/kg(J/kg(J/kg(J/kg----℃℃℃℃))))    
調查數值範圍調查數值範圍調查數值範圍調查數值範圍////參考數值參考數值參考數值參考數值    

風化層 NA/2000 NA/0.2 100 to 10,000/1,000 
(SNFD-EEL-90-270) NA/2.0 NA/800 

花崗岩 2620 to 2680/2650 
(SNFD-GEL-90-290) 

0.0038 to 0.0079/0.005 
(SNFD-GEL-90-290) 

0.001 to 0.1/0.01 
(SNFD-GEL-90-290) 

2 to 3/2.5 
(SNFD-EEL-90-279) 

730 to 903/800 
(SNFD-EEL-90-279) 

斷層帶 NA/2650 0.0001 to 0.00001/0.0001 
(SNFD-GEL-90-290) 

1.0 to 10,000/100 
(SNFD-GEL-90-290) NA/2.0 NA/800 

輝綠岩脈 NA/2650 NA/0.005 NA/0.01 NA/2.5 NA/800 
註1：欄位中”參考數值”，為基本模型中使用參數值 
註2：引用資料，以報告代號代替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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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K區東部C-C’剖面地下地質概念模式之示意圖 
註：S為磁感率(國際單位為SI)；D為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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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花崗岩體常見的輝綠岩脈群 

說明：上圖為太武山斷層帶的井下岩心，夾有黑色的輝綠岩脈；下圖為沿海邊出

露的太武山花崗片麻岩露頭，可見輝綠岩脈群及共生的裂隙帶。K區花崗岩體中

的輝綠岩脈的位態相當一致，均為N30E近乎垂直的高角度岩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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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圖 3-15：數值模型主要構造與邊界示意圖  
註：顏色代表高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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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二維數值模型主要構造與模型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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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二維模型網格規劃   



 

 
 

 

圖 3-18：模型初始平衡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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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初始平衡溫度 (℃ )及壓力 (Pa)分布計算結果

 

 

 
分布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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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3.3.1.2.1.3.3.1.2.1.3.3.1.2.1.3. 沉積岩水文地質特性調查技術研究沉積岩水文地質特性調查技術研究沉積岩水文地質特性調查技術研究沉積岩水文地質特性調查技術研究    

國內相關科研計畫亦有針對花崗岩以外之岩體所進行的水文地

質調查技術研究成果及資料可供參考，故102年度進行其水文地質背

景資料及現有調查數據的蒐集與研析，據以規劃於103年度進行其導

水裂隙之封塞水力試驗，藉此瞭解計畫過去於花崗岩區所建立之水文

地質調查技術，是否也能運用於其他岩性之水文地質特性調查。  
此沉積岩井群於 100年 08月建置完成，至今已約 2年，井場內觀

測井數量共 10口 (如圖  3-19)，包含 99年設置 2口之井徑 6”觀一井

(M1)與井徑 2”觀二井 (M2)及 8口井徑 4”試驗井 (編號為 #1-#8)。由鑽

井地質資料顯示，崩積層下方之岩性以砂質粉砂岩與粉砂質砂岩為

主。至於各試驗井崩積層厚度 (thickness of colluvium)、套管長度

(length of casing)及井深 (depth)等地下資訊請參考圖  3-20之說明。  
此試驗井群設置於沉積岩裂隙岩層，其特性量測與分析可獲取地

層水文地質相關參數，用以判讀地層特性及建構井群間水文地質概念

模式。為了了解井況，並據以作為後續年度工作規劃， 102年度工作

內容與實施方法說明如下：  
(1) 井況探測  

在執行地球化學調查與分析及井群導水裂隙特性量測工作前，需

先確認井況是否有坍孔或變形之情形。有鑑於此，於 102年03月
26日針對井場試驗井進行基本資料調查，基本資料包含井口GPS
高程、井深、井徑及地下水位等。其中5及6號井由於井內安裝觀

測儀器而無法量測， 4號井則有井管 (casing)與井篩 (screen)設
置，其他5口試驗井 (即1、2、3、7及 8號井 )則採裸孔 (open hole)
方式設置，因此後續地球化學調查與分析及井群導水裂隙特性僅

能於前述 5口試驗井中施作。由試驗井進行基本資料調查結果顯

示，前述5口試驗井坍孔情形不嚴重，井深多與設置初期相同。  
圖  3-21為試驗井孔內照相成果，發覺各試驗井內多有羽狀物及

懸浮物，其中 1號井在套管以下則有井偏的現象；2號井則有孔徑

縮小的情形，初步研判應為結垢物所造成，不至於影響後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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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工作；3號井孔徑較完整；07號井孔底則可能有氯化鈉沉澱。

另多數井孔裂隙則多有白色結垢物，有可能會影響後續調查試驗

工作，因此後續會考慮進行洗井 (well development)工作，以確

保後續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2) 地球化學井測與分析  

(a) 抽水干擾前之地球化學井測  
以井群之鑽進長度為上限，進行孔內地下水敏感性參數的量

測。量測間距暫定約1 m，視孔內狀況再做調整。量測項目

包含溫度、導電度、酸鹼度、氧化還原電位及溶氧等項目。

其目的在於瞭解孔內地下水之水質敏感性參數背景值。  
(b) 抽水干擾後之地球化學井測  

施測方式同上，惟在井測實施前，另以沉水式馬達於孔內抽

取地下水來製造人為之干擾，以突顯導水裂隙段之水質特

性。其結果可與抽水干擾前之地球化學井測結果相互比對，

用以判斷孔內主要導水裂隙的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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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沉積岩井場中試驗井井位配置圖 

註：圖中M1及M2間距為5.3 m。 
 

 
圖 3-20：沉積岩井場各試驗井地下資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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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沉積岩井場試驗井況之孔內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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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3.1.2.2.3.1.2.2.3.1.2.2. 水文地球化學水文地球化學水文地球化學水文地球化學    

在「深層地質處置」概念中，處置母岩的評估，除了需考慮岩層

之地質、水文、地震和岩石力學特性等條件外，其水文地球化學特性

更是決定是否適合進行深層地質處置的關鍵。而所謂合適的水文地球

化學環境，係指其具備高的放射性核種遲滯能力、高的化學緩衝能

力，以及低的核種溶解度之地下水化學特性。除了直接影響核種的溶

解度外，地下水的化學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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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NC, 
2000)。  

代表性的深地層水質資料及詳細的礦物組成，是評估水文地球化

學環境合適性的必要基本資訊，而地化模擬技術是探討水文地球化學

環境的長期演化 (穩定 )特性的必要能力。透過歷年的技術發展成果，

目前已成功建構深地層裂隙水質的取樣技術及岩樣詳細礦物組成的

分析技術，並成功取得離島花崗岩的深地層裂隙水質資料，及其周圍

的新鮮與風化岩樣的礦物組成資訊。在裂隙水質資料方面，於離島花

崗岩技術發展測試區 6口深度達 500 m鑽井中，經封塞取樣獲致深層

裂隙地下水質分析數據，顯示太武山花崗岩體與斗門花崗岩體分屬兩

不同地下水層，特別是後者具有沙漠化富硫及經過蒸發岩入滲的水質

特徵。此外，當深度低於 400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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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礦物組成分析方面，經過岩相觀察與分析、礦物鑑

定及全岩地球化學組成分析，顯示花崗岩裂隙含水層經蝕變作用後石

英大量溶解，長石呈現纖維長石化、絹雲母化或黏土化蝕變現象，黑

雲母因蝕變而減少，形成綠泥石 (主要含鐵之綠泥石亞種為主 )，在裂

隙段中常可見大量方解石晶體充填。裂隙填充物與其新鮮圍岩比較，

顯示SiO2含量皆低，Al 2O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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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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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易遷移的Na2O、K 2O推測因被流體帶走而呈現含量偏低的現象。在

微量元素分析方面，裂隙散狀填充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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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顯示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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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此區花崗岩質裂隙含水層因長期岩 -水反應結果，含可吸附

La、Ce、Sm、Nd等元素的組成，前述裂隙所含的次生礦物與充填物

對吸附作用相當重要。雖然現有資訊數量有限，但在技術可行性的發

展驗證階段，已可做為建立花崗岩質地球化學反應模擬技術的基礎。 
 

3.1.2.2.1.3.1.2.2.1.3.1.2.2.1.3.1.2.2.1. 花崗岩質地化反應模擬技術研究花崗岩質地化反應模擬技術研究花崗岩質地化反應模擬技術研究花崗岩質地化反應模擬技術研究    
深層地質環境的地下水化學特性，主要取決於其地下水來源與周

圍岩石長期進行岩 -水反應的演化結果，主要的反應包含礦物的溶

解、沉澱，以及離子交換等作用。由於天然條件下的地球化學反應系

統，可能包含相當複雜的礦物 /水 /氣化學反應，因此利用地化模擬程

式 (Bethke, 1996；Wolery,  2002)之運算，是目前用來理解或預測地

下水化學特性，及其可能之演化機制的有力工具。而愈加詳細的礦物

組成及地下水成分等資訊，將有助於提升預測地下水化學特性的準確

性，及其可能的演化機制的合理性。  
地化模式模擬之主要目的在透過熱力學 /反應動力學模式之假

設、數值分析技巧及電腦輔助，用以研判地下水化學組成所代表的意

義、可能的演化機制，或推估擾動行為對地下水化學特性的影響性。

其 中 ， 物 種 分 布 模 擬 (speciation modeling) 及 反 應 路 徑 模 擬

(reaction-path modeling) 是 地 化 模 式 模 擬 的 2 大 類 別 (Bethke,  
1996；Wolery,  2002) ，說明如下：  
(1) 物種分布模擬：係根據反應系統的條件 (如pH、pCO2、溫度 )、物

質的守恆及熱力學的平衡原理，計算特定反應系統在平衡條件

下，溶液內各種元素在其不同離子型態間的分布情形，以及相對

於各相 (如某特定礦物 )的飽和指數 (saturation index)。  
(2) 反應路徑模擬：係假設系統的反應過程可由一連串的微小變化所

組成，並假設在任一微小變化點時，系統均保持質量與能量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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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衡 (local equilibrium)，進行溶液內的物種分布模擬，並依

據特定機制進行系統內沉澱或溶解反應的發生。此處所謂「變化」

可以是溫度的改變、物種的沉澱 /溶解、物質與能量的進出等。  
 
本計畫歷經多年研究，已獲致離島花崗岩的深地層裂隙水質資

料、及其周圍的新鮮與風化岩樣的礦物組成資訊，考量 SNFD2017報
告所需之水文地球化學特性資訊與評估分析能力，101年度在地下水

地球化學演化方面，已完成U、Cu、 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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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國內運用花崗岩

現地量測資料進行地化模擬，資料有限，但對現階段目標而言，已可

做為建立花崗岩質地化反應模擬技術的基礎。 102年度在花崗岩質地

化反應模擬技術研究方面，進行國內外有關花崗岩質地化反應模擬之

文獻資料的蒐集及研析，並選取合適的地化模式進行文獻案例之模擬

測試，據此建立花崗岩質地化反應模擬技術之能力，作為後續探討深

層地下水長期演化特性，與建構水文地球化學概念模式之基礎。以下

為本計畫於 102年度針對各國相關研究進行資料蒐集、研析所獲成果： 
(1) GWB (Geochemist’s  Workbench)軟體為美國伊利諾大學 Bethke

教授所發展，為一具備物種分布模擬、反應路徑模擬及各項模擬

計算結果繪圖功能的商業化地化軟體 (Bethke, 1996)。GWB地化

軟體內建多種熱力學資料庫，其中檔名 ”thermo.com.V8.R6+.dat”
為其主要之熱力學資料庫，源自於EQ3/6之 ”data0.cmp”之熱力學

資料庫。由於其計算功能與資料庫的完整性和 EQ3/6並無太差

異，且提供許多模擬計算結果的繪圖功能。GWB是一套已經美國

核 廢 料 管 制 分 析 中 心 (Center for Nuclear Waste Regulatory 
Analyses，簡稱 CNWRA)模式驗證，並通過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簡稱NRC)認可的水文地球化

學模擬軟體 (Pabalan and Sabido, 2007)。因此，本計畫101年度

成果報告即利用該軟體進行本土案例U、 Cu、 Se及 Fe之Eh-pH相

圖繪製和其溶解度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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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no（東濃）鈾礦區是日本H12報告取得深層地下水地化特性的

主要試驗場所。 Sasamoto et al.(2004)針對Tono（東濃）鈾礦區

所獲得的地化資料及其地下水演化概念模式，使用GWB地化軟體

進行岩 -水交互作用的反應路徑模擬，據此建立地化反應模擬技

術。日本核燃料循環開發機構（ JNC）在Tono（東濃）鈾礦區所

建立的地下水化學演化模式係假設雨水為其地下水之來源，且地

下水的組成是在幾個選定之礦物 -水反應達區域性平衡後的結

果。模擬結果顯示，在採用以下幾個假設條件下，地化模擬技術

可獲取近似實際調查的地下水化學組成：  
(a) 在上覆土壤層孔隙中的溶液中的 CO2濃度為 10 - 1  atm；  
(b) 控 制 地 下 水 中 主 要 元 素 之 溶 解 度 的 岩 層 礦 物 包 含

chalcedony (Si)、albite (Na)、kaolinite (Al)、calcite (Ca and 
carbonate)、muscovite (K)和pyrite (Eh and sulfate)。  

 
而這項研究的模擬結果，將有助於提升地化模擬的可信度，作為

後續探討日本其他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母岩的地下水化學演

化機制之基礎。Sasamoto et al.  (2004)指出，目前從Tono（東濃）

鈾礦區所獲得的現地資料對於解釋其地下水化學演化模式仍顯

不足，同時也未考慮黏土礦物的離子交換反應，故後續仍需取得

更多的現場調查或室內實驗資料，來精進其地下水化學演化模

式。有鑑於此，本計畫自 101年度起針對離島及本島花崗岩裂隙

帶黏土礦物進行岩相、礦物組成與全岩組成的詳細分析，以提供

地下水化學演化模式所需之本土花崗岩岩 -水反應相關資訊。  
(3) 為瞭解膨潤土緩衝材料與用過核子燃料玻璃固化體長期接觸後

之行為，日本 JNC選擇在 South Kanto（南關東）氣田附近的Mobara
（茂原）地區 (海域性泥岩 )，針對其中的Otadai地層進行天然類

比的相關研究與調查，其中亦包含地下水採樣及分析工作。而大

部份的地下水係採自深度 400-2000 m的氣井，並在地表井口處

收集水樣及進行溫度、酸鹼值 (pH)、氧化還原電位 (Eh)等參數的

量測。然而，這樣的採樣方式並未考慮溫度和壓力的改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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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接觸對水體性質的影響。故量測或分析的資料能否代表實際

地層的地下水特性仍有待商榷。因此， Sasamoto et al.(2007)利
用 GWB地化軟體的模擬計算，來進一步瞭解 Mobara泥岩地區深

層地下水的現地化學特性 (圖  3-22)。研究結果顯示，若採用井

口所量測之pH和Eh值 (pH=7.86,  Eh=-50 mV)，則此地下水中的

方解石將達過飽和狀態 (礦物飽和指數， SI=1.14)。然而，已知

方解石在低溫條件即能很快地與水溶液達成平衡，同時也存在於

Otadai地層中。因此，方解石飽和指數大於零的計算結果，可能

導因於錯誤的 pH量測值。此外，接近氧化狀態的 Eh量測值也不

太符合實際的地化組成 (即黃鐵礦和菱鐵礦共存於 Otadai地層

中，以及地下水中富含 CH 4 ( g ))，顯示 Eh量測值可能因與空氣接

觸，或受氣體逸散作用而被干擾。由於，錯誤的 pH量測值可能

導因於採樣過程中氣體的逸散，因此該研究中假設實際地層中的

地下水 係與 方解 石 達飽和 狀態 ，並 利 用反滴 定地 化模 式 模擬

CO2 ( g )的加入。另外，亦假設地下水的氧化還原條件是受黃鐵礦

－菱鐵礦的平衡所控制 (即在特定的溫度和pH值下，固定其硫化

氫分壓 )，同時也利用反滴定去評估加入微量的H2S ( g )對現地地下

水之 pH和Eh的影響。經模擬計算結果顯示，現地地下水之 pH和

Eh值分別為 6.7和 -190 mV。與採樣時的地表量測值相比較，模擬

計算的pH值大約比量測值低了 1個單位；而模擬計算的Eh值則明

顯遠低於地表量測值。另外，研究中亦利用了 GWB軟體來繪製

CaO–MgO–Al2O3–SiO2–H 2O系統之礦物穩定區圖，並將現地量測

之地下水組成與模擬計算所得之地下水組成套疊於圖上進行比

對 (圖  3-23)。結果顯示，模擬計算所獲得的地下水組成所對應

的礦物相與實際Otadai地層礦物相的觀察結果較為吻合。  
(4) 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康明亮等人 (2010)利用 GWB地

化模擬程式，研究了硒 (Se)在高放射性廢棄物北山預選場址花崗

岩地下水中的化學形態及濃度控制因素。模擬過程中 Se的初始濃

度為 10 - 6  mol/L。模擬採用的地下水為北山預選場址 3號井 400 m
深處水樣，其主要陰離子為Cl -(1193 ppm)和 SO4 2 -(941.1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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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離 子 主 要 為 Na+(1036 ppm) 和 Ca2 +(183.0 ppm) ， pH 值 為

7.56。另外，在計算過程中，除假設Eh值為 0 mV外，亦保持地

下 水 的 組 成 分 不 變 (即 達 飽 和 的 物 質 除 了 Se-礦 物 外 ， 均 不 沉

澱 )。模擬结果顯示，Eh和pH對 Se的化學形態影響較大，在處於

弱鹼性的北山花崗岩地下水中，溶解態的 Se主要以 SeO3 2 -、HSeO3 -

和HSe -的形式存在。北山花崗岩地下水屬於高礦化水，在保持地

下水組分不變的情况下，當固定Eh為 0mV，pH在 5至12之間變化

時，Se濃度主要受 Se(0)、CuSe2、Cu3Se 2或 CuSe等礦物的沉澱所

控制；當固定pH為7.56，Se濃度隨Eh變化則主要受FeSe2、Se(0)、
CuSe 2、 Cu3Se2或 CuSe等礦物的沉澱所控制。與 Fe2 +相比， Cu2 +

更易與 Se反應形成沉澱。另外，模擬結果亦顯示，由於 Se在北山

花崗岩地下水中易形成 Se-礦物沉澱，使得溶液中的 Se濃度能維

持在較低程度，因此有利於遲滯對氧化還原條件敏感的核種 7 9Se
的遷移。  

(5) 瑞典核燃料及廢棄物管理公司 (SKB)在 2011年曾與德國 BMWi進
行一項名為Microbe project的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SKB, 2012)。此

計畫之目的是透過實驗來探討微生物 /細菌群聚所形成之生物膜

對放射性核種 (U、 Pu、 Cm)的吸附成效。以生物膜對 U(IV)吸附

作用的實驗為例，螢光假單胞菌 (Pseudomonas fluorescens)先在

合成的營養液介質 (pH~7)中被培養以形成生物膜，然後再將

U(VI)添加至此液體介質中，靜置約 48小時後，再以共軛焦雷射

掃瞄顯微鏡 (Confocal Laser Scanning Microscopy, CLSM)配合染

色劑觀察U(IV)被吸附的情形 (圖  3-24)。另外，在實驗前後亦量

測了介質液體中的 pH和 Eh值。根據染色後的雷射掃瞄結果顯

示，在此實驗中約有45%的鈾被吸收而固定。另外，研究中也針

對了添加過 U(IV)後的營養液成分，利用 GWB地化軟體來繪製 U
的 Eh-pH相圖，來瞭解鈾在不同 pH、 Eh條件下的優勢物種 (圖  
3-25)。由圖  3-25可知，在實驗後營養液中的pH、Eh值條件下，

鈾主要是以UO2(H 2PO4)2的型式存在，顯示U(IV)已從營養液中被

移除而被生物膜所固定。  



   

 
 

3-43 

(6) 在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設施中，水泥和混凝土常被用來當作裂

隙填塞、隧道密封，以及廢棄物封填的材料。然而，從水泥 /混
凝土中釋出的鹼性溶液可能造成圍岩或膨潤土性質的改變，進而

破 壞 工 程 障 壁 系 統 的 性 能 。 位 於 約 旦 東 北 的 耶 爾 穆 克 谷

(Yarmouk Valley)東側之Maqarin地區，其地下水因流經天然的

水泥區而具有高鹼性之特性，因此，是國際間廣泛用來研究高放

射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址水泥設施化學穩定性的一個天然類比場

址。長期的水泥研究 (Long-term Cement Studies,  LCS)計畫，係

結 合 英 國 NDA、 芬 蘭 POSIVA、 日 本 JAEA和 瑞 典 SKB 等 單 位 在

Maqarin場址所進行的一項天然類比研究之國際合作案。該研究

主要是透過實驗室 /現地試驗和地化模擬，來進一步瞭解在長時

間尺度的天然條件下，地下水 -水泥 -圍岩間的相互作用，作為後

續評估處置場工程障壁功能之參考。而此計畫中亦曾利用 GWB
地 化 模 擬 來 探 討 Maqarin 地 區 蝕 變 作 用 的 可 能 反 應 路 徑

(Quintessa,  2011)。  
(7) 美國核廢料管制分析中心 (Center for Nuclear Waste Regulatory 

Analyses,簡稱CNWRA）驗證案例  
美國 CNWRA曾在 2007年針對GWB VERSION 6.0軟體進行多項案

例之測試與驗證工作 (Pabalan and Sabido, 2007)，其主要內容係

以既有的文獻資料數據為案例，來檢視GWB軟體對於化學反應、

穩定相、溶液相物種分布、吸附與溫度效應之運算功能，並與其

他地化軟體 (如美國地質調查所 USGS所發行的 PHREEQC)的運算

結 果 進行 比 較 。 本 研 究 自該 報 告 中 擇 其 兩 者案 例 來 作 為 GWB 
VERSION 9.0與GWB VERSION 6.比較的驗證案例，相關內容簡述

如下：  
(a) 驗證案例A(礦物溶解度 )：  

此案例為計算硫酸鋇 (BaSO4)在 25℃下、分別於純水及鹽水

(0.2 m NaCl)條件中的溶解度，藉此探討水中離子濃度對硫

酸鋇溶解度的影響 (Richardson and McSween， 1989)。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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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為 本 研 究 執 行 此 案 例 運 算 之 輸 入 檔 及 計 算 之 輸 出 結

果 ， 採 用 的 熱 力 學 資 料 庫 為 軟 體 內 建 且 與 原 報 告 相 同 之

phreeqc.dat。經資料比對結果 (表  3-4)顯示，本研究以GWB 
VERSION 9.0的計算結果與原報告中GWB VERSION 6.0的計

算結果完全相同。  
(b) 驗證案例B(溫度效應 )：  

此 案 例 為 計 算 含 水 硫 酸 鈣 (Gypsum) 及 無 水 硫 酸 鈣

(Anhydrite)的飽和指數隨溫度的變化情形 (Parkhurst and 
Appelo，1999)。圖  3-27為本研究執行此案例運算之輸入檔

及計算之輸出結果，採用的熱力學資料庫為軟體內建且與原

報告相同之 phreeqc.dat。經資料比對結果 (圖  3-28)顯示，

本 研 究 以 GWB VERSION 9.0的 計 算 結 果 與 原 報 告 中 GWB 
VERSION 6.0的計算結果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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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本研究執行結果與美國CNWRA驗證案例A之比較表 
Result SourceResult SourceResult SourceResult Source    WXY2+2+2+2+(molal)(molal)(molal)(molal)    WZ[\ 2222----(molal)(molal)(molal)(molal)    γγγγBaBaBaBa2+2+2+2+    (D(D(D(D----H)H)H)H)    γγγγSO4SO4SO4SO42222----    (D(D(D(D----H)H)H)H)    

in pure H2O 
Geochemist’s Workbench 
Version 6.0 

1.067 × 10–5 1.067 × 10–5 0.97010 0.97010 

PHREEQC Version 2.12.5 1.055 × 10–5 1.055 × 10–5 0.97010 0.97010 
Richardson and McSween 
(1989) 

1.051 × 10–5 1.051 × 10–5 0.9704 0.9704 

Blount (1977) 1.060 × 10–5 1.060 × 10–5 N/R N/R 
Geochemist’s Workbench 
Version 9.0 (in this research) 

1.067 × 10–5 1.067 × 10–5 0.9701 0.9701 

in 0.2 m NaCl 
Geochemist’s Workbench 
Version 6.0 

3.981 × 10–5 3.080 × 10–5 0.29820 0.29280 

PHREEQC Version 2.12.5 3.937 × 10–5 3.047 × 10–5 0.29820 0.29270 
Richardson and McSween 
(1989) 

3.611 × 10–5 3.611 × 10–5 0.2987 0.2671 

Blount (1977) 3.700 × 10–5 3.700 × 10–5 N/R N/R 
Geochemist’s Workbench 
Version 9.0 (in this research) 

3.981 × 10–5 3.080 × 10–5 0.2982 0.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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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Mobara地區地下水井與現地地下水化學特性估算示意圖 
註：摘自Sasamoto et al.(2007)。 

 

 
 

圖 3-23：CaO–MgO–Al2O3–SiO2–H2O系統在25℃條件下之穩定場圖 
註1：圓形符號代表現地量測之地下水組成；方形符號代表模擬計算之地下水組

成。 
註2：摘自Sasamoto et a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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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利用染色雷射掃瞄檢視生物膜吸收U(IV)之成效 

註：紅色代表有吸收鈾離子之微生物細胞；藍色則代表未吸收鈾離子之微生物細

胞。摘自SKB (2012)。 
 

 
圖 3-25：鈾在營養液介質環境中的Eh-pH穩定相圖 

註：摘自SKB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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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ct Test A1_ Barite Solubility_input :

data = "C:\Program Files\Gwb\Gtdata\thermo_phreeqc.dat" verify

temperature = 25

1 kg H2O

1e-10 mg/l Ba++

1e-10 mg/l SO4--

balance off

react 10 mol of Barite

suppress HSO4- BaOH+

printout minerals = long

--------------------------------------------------------------------------------------------

# React Test A1 _Barite Solubility_output :

Temperature =  25.0 C    Pressure =  1.013 bars

Ionic strength      =    0.000043

Charge imbalance    =   -0.000000 eq/kg (-1.497e-09% error)

Activity of water   =    1.000000

Solvent mass        =    1.000000 kg

Solution mass       =    1.000047 kg

Solution density    =    1.013    g/cm3

Chlorinity =    0.000000 molal

Dissolved solids    =          47 mg/kg sol'n

Elect. conductivity =        1.68 uS/cm (or umho/cm)

Hardness            =        0.00 mg/kg sol'n as CaCO3

Rock mass           =    2.334037 kg

Water type          =    Ba-SO4

moles            moles grams           cm3

Reactants             remaining       reacted     reacted reacted

--------------------------------------------------------------------------------------------

Barite                   2.265e-14         10.00         2334.

Minerals in system     moles      log moles      grams        volume (cm3)

---------------------------------------------------------------------------------------------

Barite                            10.00         1.000          2334.

_________     _________

(total)                                                            2334.              0.0000*

Aqueous species       molality    mg/kg sol'n act. coef.     log act.

----------------------------------------------------------------------------------------------

SO4-- 1.067e-05         1.024         0.9701       -4.9852

Ba++                         1.067e-05         1.465         0.9701       -4.9852

BaSO4                      5.365e-08       0.01252       1.0000       -7.2704

(only species > 1e-8 molal listed)

Mineral saturation states

log Q/K                          log Q/K

----------------------------------------------------------------

Barite             0.0000 sat

 
圖 3-26：美國CNWRA驗證案例A之GWB輸入檔及計算輸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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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 Test A2 _Barite Solubility 0.2 m NaCl solution _input :

data = "C:\Program Files\Gwb\Gtdata\thermo_phreeqc.dat" verify

temperature = 25

1 kg H2O

1e-10 mg/kg Ba++

1e-10 mg/kg SO4--

.2 molarity Na+

.2 molarity Cl-

balance off

react 10 mol of Barite

suppress HSO4- BaOH+

printout minerals = long

----------------------------------------------------------------------------------------------------

# React Test A2 _Barite Solubility 0.2 m NaCl solution_output :

Temperature =  25.0 C    Pressure =  1.013 bars

Ionic strength      =    0.200141

Charge imbalance    =   -0.000000 eq/kg (-1.665e-13% error)

Activity of water   =    0.993199

Solvent mass        =    1.000000 kg

Solution mass       =    1.011742 kg

Solution density    =    1.018    g/cm3

Chlorinity =    0.200000 molal

Dissolved solids    =       11606 mg/kg sol'n

Elect. conductivity =    14260.91 uS/cm (or umho/cm)

Hardness            =        0.00 mg/kg sol'n as CaCO3

Rock mass           =    2.334031 kg

Water type          =    Na-Cl

moles            moles grams          cm3

Reactants             remaining       reacted     reacted reacted

---------------------------------------------------------------------------------------------------

Barite                   2.265e-14         10.00         2334.

Minerals in system     moles      log moles      grams        volume (cm3)

---------------------------------------------------------------------------------------------------

Barite                            10.00          1.000          2334.

__________   __________

(total)                                                             2334.             0.0000*

Aqueous species       molality       mg/kg sol'n act. coef.       log act.

----------------------------------------------------------------------------------------------------

Cl- 0.2000              7008.             0.7121       -0.8465

Na+                              0.2000              4544.             0.7438       -0.8275

Ba++                            3.981e-05         5.404             0.2982       -4.9255

SO4-- 3.080e-05         2.925             0.2928       -5.0449

NaSO4- 9.004e-06         1.060             0.7467       -5.1724

BaSO4                         5.124e-08       0.01182          1.0472       -7.2704

(only species > 1e-8 molal listed)

Mineral saturation states

log Q/K                                log Q/K

----------------------------------------------------------------

Barite        0.0000 sat        Halite         -3.2560  
 

圖 3-26：美國CNWRA驗證案例A之GWB輸入檔及計算輸出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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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ct Test B_ Temperature effect_input :

data = "C:\Program Files\Gwb\Gtdata\thermo_phreeqc.dat" verify

temperature initial = 25, final = 75

swap Calcite for Ca++

swap Anhydrite for SO4--

1 kg H2O

1 mol Calcite

1 mol Anhydrite

7 pH

1e-8 mg/kg CO3--

balance off

-----------------------------------------------------------------------------------------------------------

# React Test B_ Temperature effect_output :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5623

.631

.7079

.7943

.8913

1

1.122

Temperatur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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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
at

io
n,

 s
om

e 
m

in
er

al
s 

(Q
/K

) AnhydriteGypsum

 
圖  3-27：美國 CNWRA驗證案例B之GWB輸入檔及計算輸出結果  

  



   

 
 

3-51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5623

.631

.7079

.7943

.8913

1

1.122

Temperature (C)

Sa
tu

ra
tio

n,
 s

om
e 

m
in

er
al

s 
(Q

/K
) AnhydriteGypsum

 
圖 3-28：本研究執行結果與美國CNWRA驗證案例B之比較 

註：上圖為美國CNWRA對GWB軟體驗證案例B之計算結果；下圖為本研究針對

相同案例之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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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2.3.1.2.2.2.3.1.2.2.2.3.1.2.2.2. 花崗岩岩礦特性分析花崗岩岩礦特性分析花崗岩岩礦特性分析花崗岩岩礦特性分析    

潛在花崗岩母岩中，區域性發育深度、程度、大小不同的裂隙，

此破碎裂隙可能成為地下水通過圍岩的管道 (Onishi  and Shimizu,  
2005)，在地下水充填其中的過程，岩 -水間的化學反應會造成圍岩礦

物的溶解、相變與再沉澱，而改變了母岩地化、結構與礦物相特性。

如此的變異可能會影響放射性核種的溶解行為、母岩的化學緩衝能

力，甚至延伸其影響性至廢棄物型態的轉換、廢棄物罐與緩衝回填材

料合適性等考量 (Metz et  al. ,  2003)，故針對可能產生的岩 -水反應過

程與機制加以探討，對於評估潛在處置母岩的適切性有其重要之處。

而詳細礦物組成分析需建立於完整岩相觀察與全岩地化成分特性之

上，因此，應完成岩相觀察得到的礦物結構與全岩地化組成的特徵基

礎後，進階分析判釋微尺度下的礦物組成。利用其詳細岩石組成特

性，結合區域地下水化學性質，可用以探討岩 -水反應的過程，並比

較岩 -水反應之起始與結束礦物相在不同地質條件下之差異及影響性

(Drake, 2006)。  
由於地質環境特性主控了工程障壁系統 (EBS)的效用以及天然母

岩屏障的功能，例如：岩石力學和熱傳特性影響最終處置場設計與建

造、地下水化學性質與流場影響母岩溶蝕與放射性核種遷移等，為了

評估潛在處置母岩之適切性，必須有正確可靠的地質資訊，才得以建

立具有代表性的地質概念模式，作為最終處置母岩選址依據與相關工

程設計關鍵參數，這些地質資訊包括了水文、水文地球化學、核種傳

輸路徑與岩石特性等；再者，各潛在處置母岩皆具有其獨特之地質特

性，故取得之資訊即為其代表性的數值模擬關鍵數據，可作為各項情

節評估所需之輸入參數，利用討論岩 -水作用反應，可推衍深層地下

水地球化學演化過程 (Iwatsuki  and Yoshida,  1999)。  
台電公司曾於 101年度完成本島第 1口花崗岩體全程鑽取岩心之

深鑽井 (HCBH01)鑽探工作，總深度達603 m。本計畫利用鑽取之岩心

分析進行本島花崗岩緻密岩性與裂隙帶蝕變產物，102年度開始進行

岩心樣品之前處理工作 (含岩石產狀、岩性與微視構造記錄 )，提供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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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年度進行岩相、全岩地化與礦物組成等分析工作所需，102年度初

步成果摘要如下：  
(1) 岩心取樣與前處理  

本研究利用 FY99-101計畫執行期間所鑽取之 H區岩心 (HCBH01)
進行相關岩礦分析。HCBH01井鑽取總長度 603 m的岩心，本研

究進行岩心分段採樣，分析重點為不同岩性與裂隙段的岩心段之

分 析 。 本 井 孔 之 地 層 裂 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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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處。以上

這些深度位置產生的岩 -水反應或岩石蝕變作用勢必相對明顯且

劇烈，故針對以上裂隙段進行從新鮮圍岩與裂隙帶岩心的採樣，

後續將針對岩 -水作用進行詳細分析與探討。  
岩心取樣後分別進行了岩石薄片、光薄片、 X射線繞射分析儀

（ X-Ray Diffraction, XRD ） 、 掃 瞄 式 電 子 顯 微 鏡 （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電子微探儀等礦物鑑定前處理，以

及螢光光譜分析（X-Ray Fluorescence,  XRF）、感應耦合電漿質

譜 分 析 儀 （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er,  
ICP-MS）等全岩地球化學分析的前處理作業。  

(2) 岩心描述  
HCBH01井岩心主要的岩性為花崗片麻岩、花崗岩與細粒花崗

岩，針對以上裂隙段新鮮圍岩與 12段裂隙帶之部分岩段之照片見

圖  3-29。對HCBH01主要岩性種類分別說明如下：  
(a) 花崗片麻岩：為和平花崗片麻岩體主體岩性，粗粒至細粒，

灰黑、灰色至灰白色，葉理發達至輕微葉理狀，為變質花崗

岩中受剪切作用影響明顯變形組構，主要礦物為正長石、斜

長石、石英、黑雲母、白雲母，附屬礦物有綠簾石、褐簾石、

榍石、磷灰石、方解石、金紅石、黃鐵礦、鋯石。夾石英團

塊、大理石團塊及矽質變質岩塊。偶夾綠泥石脈、石英脈、

方解石脈。其中位於 435.0-485.0 m深度之花崗片麻岩，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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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白色，其組成礦物具有明顯較大的斑狀礦物結晶，初步判

釋可能多為長石類，概先以斑狀花崗片麻岩稱之。  
(b) 花崗岩：中粒，灰色至灰白色，僅表現出輕微葉理狀或局部

葉理發達，為變質花崗岩中受剪切作用影響較不明顯的部

分，主要礦物為長石、石英、黑雲母，偶夾石英團塊及綠泥

石脈。主要位於70.0-73.0 m、219.3-220.0 m、312.0-320.5 
m 、 382.7-386.3 m 、 520.0-524.0 m 、 528.0-530.0 m 、

564.0-566.6 m、 569.6-572.0 m、 580.0-592.0 m深度段。  
(c) 細粒花崗岩：細粒，灰白色，主要礦物為長石、石英、黑雲

母，局部輕微葉理狀條帶，位於294.7-296.0 m、298.7-312.0 
m、 566.6-569.6 m、572.0-580.0 m，此類細粒花崗岩過去

並未被文獻報導。  
 
而從本井孔之 12段地層裂隙帶取樣岩心可發現裂隙帶，多夾有黏

土泥質物、斷層角礫、方解石、綠泥石或石英充填物等，不同段

裂隙帶的蝕變程度不同，例如：從 211.4-214.33 m段的裂隙帶取

得之樣品，經剪切與蝕變作用造成圍岩明顯剪碎成不規則大小碎

塊，在裂隙面上出現大量黏土泥質物、黃綠色粉狀充填與明顯銹

染；而 225-240.0 m段的裂隙帶則仍大致保留原本圍岩形貌，岩

體剪碎破裂方向與葉理面同，僅在裂隙面有輕度銹染與次生礦物

充填。  
(3) 岩石地化主要元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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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不同地區之岩石進行比對，以

了解岩石的地化特性。 HCBH01新鮮岩心主要元素分析結果顯

示，其代表的和平花崗片麻岩體， SiO2含量集中於62-72 wt%之

間 ， Na 2O+K2O約 5.9-7.6 wt%， 根 據 HCBH01岩 心 之 主 要 元 素

Na2O+K2O 和 SiO2 組 分 ， 繪 製 成 TAS 圖 (Cox et al. ,  1979 ， 圖  
3-30)，顯示HCBH01和平花崗片麻岩體岩心的化學組成分類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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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中 酸 性 到 酸 性 的 花 崗 閃 長 岩 (granodiorite) 與 花 崗 岩

(granite)，只有 1個樣品落在中性的閃長岩 (diorite)。相較離島

花崗岩體的組成較為一致。K區太武山岩體主要為酸性花崗岩，

並被中性閃長岩至基性輝綠岩 (dolerite)或輝長岩 (gabbro)，以岩

脈方式侵入，表現出分布較大的組成範圍；而斗門岩體則是以中

-中酸性的閃長岩 -花崗閃長岩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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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岩心切段(a) 岩心剖半

(c) H04 花崗片麻岩

(e) H10 細粒花崗岩

(g) H24 花崗岩

(d) H04 花崗片麻岩

(f) H10 細粒花崗岩

(h) H24 花崗岩

 
圖 3-29：HCBH01岩心取樣與新鮮岩心部分取樣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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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0：HCBH01新鮮圍岩之岩性分類TAS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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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3.1.2.3.3.1.2.3.3.1.2.3. 核種傳輸路徑核種傳輸路徑核種傳輸路徑核種傳輸路徑    

最終處置系統是否能安全運作，母岩的地質環境必須滿足下列 2
項功能 (JNC, 2000)：長期的穩定性與遲滯核種遷移的功用。連通的裂

隙網路是地下水與核種的主要傳輸路徑，因此，瞭解岩體中裂隙構造

的分布為處置設施是否安全的重要條件之一 (JNC, 2000)。雖然連通的

裂隙網路是核種的主要傳輸路徑，但核種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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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成對不同的核種會造成不同的吸附效應，使得由處置設施近場外釋

的核種，可能因圍岩擴散及吸附等機制而遲滯核種由地質圈遷移至人

類生活圈的傳輸速度。  
 

3.1.2.3.1.3.1.2.3.1.3.1.2.3.1.3.1.2.3.1. 2D2D2D2D離散裂隙網路地下水流場數值模式發展離散裂隙網路地下水流場數值模式發展離散裂隙網路地下水流場數值模式發展離散裂隙網路地下水流場數值模式發展    
為瞭解核種在地質圈傳輸路徑的能力與地質圈對核種遷移之遲

滯能力，並考量 SNFD2017報告所需之核種傳輸路徑評估分析能力，

在裂隙參數化與模擬技術方面，101年已完成發展整合離散裂隙網路

之2維裂隙結構模擬及自動驗證模組 (DFN_NET及DFN_OPT)，102年度

規劃針對技術發展測試岩體，進行離散裂隙網路 (Discrete fracture 
network,  DFN)結構之模擬，藉此瞭解岩體中的裂隙參數及特性。此

項工作於H區花崗岩體中DFN的特性調查，選擇於國內花崗岩區既有

隧道中，以人工視窗採樣法進行裂隙資料的量測，並利用FACTS程式

分析及校正裂隙參數，計算出提供DFN_NET程式所須的輸入資料以進

行DFN模擬，然後再以DFN_OPT程式，模擬出最接近現場觀測資料的

DFN結構，並與 FracMan商用軟體的 DFN模擬結果進行比較，以驗證

計畫中所發展的程式 (FACTS、DFN_NET及DFN_OPT)是否能夠適用於

測試岩體中DFN模擬。初步成果摘述如下：  
(1) 裂隙資料量測  

此量測於H區花崗片麻岩體既有一隧道中進行，此隧道的走向由

北東逐漸轉變為北西方向，全長約130 m。現場以人工方式量測

裂隙資料，量測時於隧道中選擇南北兩側的 2個視窗，其位置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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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隧 道 中 段 ， 見 圖  3-31 之 紅 色 框 位 置 ， 以 視 窗 採 樣 法

(Scanwindow sampling) (Priest,  1993) 進 行 人 工 裂 隙 資 料 量

測。採樣視窗的照片則如圖  3-32。南側視窗的大小 (寬×高 )為20 
m×2.8 m，北側視窗大小則為20 m×3.34 m，兩視窗走向約為N80
°E，以下對隧道內南側與北側的採樣視窗分別以 SPSW與 SPNW縮

寫代表。SPSW的量測起點位於圖  3-32(a)的左下角，而 SPNW的

量測起點則位於圖  3-32(b)的右下角。SPSW與 SPNW兩視窗上之

裂隙總數分別為 143筆及 152筆，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兩視窗中

的裂隙資料可找出 2組高角度裂隙，如圖  3-33及表  3-5。根據現

場量測結果，且比對現場的裂隙資料照片則可重新描繪出兩視窗

上的裂隙軌跡如圖  3-34。若以裂隙位態將資料重新整理則如圖  
3-35及圖  3-36，其中 SPSW與 SPNW具有2組北西向及北東向的高

傾角裂隙叢集，位態分別為N15°W69°W及N24°E81°E，若以 (傾
向，傾角 )表示則分別為 (255° ,  69°)及 (114° ,  81°)。由圖  3-35
及圖  3-36可看出北東向裂隙在兩視窗中的資料數較少，此現象

將影響裂隙密度的計算結果 (見步驟 (3)工作成果 )。  
(2) 評估測試區域中均質岩體範圍  

將南北兩側線採樣所得裂隙面的法向量繪置在 Schmidt plot（施

密特圖）上，以裂隙法向量傾角將 Schmidt plot上分割成不同帶

狀 區 (Band)， 每 個 帶 狀 區 中 再 繼 續 分 隔 成 數 目 不 等 的 補 丁 區

(Patch)，計算裂隙法向量落於每個補丁區中的數目以建立列聯

表 (Contingency table)。根據列聯表的結果計算南北兩側裂隙位

態的 χ 2值，並計算其相對應的p值，若計算所得p值大於0.05的臨

界值，則可判定南北兩側裂隙可歸屬為均質岩體所產生的裂隙資

料 ； 否 則 應 視 為 2 種 不 同 母 體 所 產 生 的 裂 隙 資 料 。 Wu and 
Kulatilake (2012)建議以Miller’s method (1983)方法，將裂隙位

態資料建立出統計學常用的列聯表 (Contingency table)，基於假

設檢定 (Test of Hypothesis)理論判斷裂隙資料是否來自於均質

岩體。建立列聯表的方式首先將 SPSW及 SPNW裂隙法向量繪製於

Schmidt 圖 中 ， 見 圖  3-37(a) ， 並 將 Schmidt 分 成 數 個 補 丁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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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ch)，如圖  3-37(b)之示意圖，並計算裂隙法向量落於每個補

丁區中的數目 (以 f i j表示 )，接著計算每一組裂隙資料落在每個補

丁區中的期望值 (以 e i j表示 )，並根據 f i j與 e i j計算 χ2值：  
 

`a = b b cdef − hefia

hef

j

fkl

m

ekl
 (3-1) 

 
其中 r為裂隙資料組數，c則為補丁數。式 (3-1)計算所的的 χ2值遵

循 χ2分布 (Chi-square distribution)，且自由度為 (r-1)(c-1)，故

可計算出式 (3-1)中 χ2值相對應的 p值，若此 p值太小則可推論裂

隙資料來自不同母體；反之則來自均質母體。若比較 2組隨機的

裂隙資料，則Miller(1983)建議補丁區的數目須滿足Lancaster原
則：e i j小於 5的數目須小於  rc/3，且 e i j值均不小於 1。但以 SPSW
及 SPNW的資料而言，由圖  3-37(a)可看出雖然裂隙位態分布的

變異性大，但基本上仍可看出裂隙位態的分布並非為隨機分布

(實際上 SPSW與 SPNW的裂隙資料具有 2組高角度裂隙叢集 )。因

此，以Miller’s method分析此隧道資料時僅能滿足Lancaster的第

2個原則，即 e i j>1。根據Lancaster的第 2個原則共取 3個帶狀區，

每個帶狀區的補丁數分別為 3、 4及5，故共 12個補丁數，其相對

應的補丁分布則如圖  3-38所示。表  3-6根據 SPSW及 SPNW的資

料所建立的列聯表 (包含 f i j及 e i j值 )，其中 e i j值為 r ic j /N，而 r i為列

聯表中第 i列中 f i j的列總和、 c j為第 j欄 f i j的欄總和、N值則為裂隙

資料總數。由表  3-6可計算出此列聯表的 χ2值為 11.997，自由度

為11，故其p值為0.364。因計算所得之 p值大於 0.1，故並沒有顯

著的證據判定 SPSW與 SPNW來自不同的岩體，因此定論 SPSW及

SPNW的裂隙資料來自於均質的岩體。  
(3) 裂隙資料分析  

根據步驟 (2)得到的均質岩體範圍，截取該範圍中的裂隙資料，

利用FACTS程式分析並校正裂隙參數，並利用假設檢定方法求出

裂隙參數的最適機率分布。接著根據FACTS校正後的裂隙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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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DFN_NET所須之模擬輸入資料。經由位態分析後可得出兩視

窗中均可找到 2組高角度裂隙，且南北兩視窗中的2組裂隙叢集位

態相當接近，見表  3-5。除了位態之外，裂隙軌跡長度與裂隙間

距 考 慮 3 種 機 率 分 布 ： 負 指 數 (Negative exponential) 、 伽 馬

(Gamma) 及 對 數 常 態 (Log-normal) 分 布 ， 並 以

Kolmogorov-Smirnov假設檢定方法 (以下簡稱 K-S檢定 )評估其最

佳 機 率 分 布 。 每 種 分 布 檢 定 結 果 ( 以 p 值 表 示 ) 如 表  3-7 及 表  
3-8，可知兩裂隙參數之最佳機率分布為對數常態分布或伽馬分

布 ，兩 個 裂 隙參 數 最 佳機 率 分 布所 套 配 出的 參 數 則整 理 如表  
3-9。 根 據 SPSW與 SPNW的 裂 隙 資 料 可 計 算 出 裂 隙 頻 率 (P2 1 與

P1 0)，其中P2 1為視窗中某個叢集之裂隙軌跡長總和與視窗面積之

比值，P 1 0則為裂隙與參考測線 (約在視窗中間高度位置 )相交總數

與參考測線總長之比值。由表中結果可知，不論 SPSW或 SPNW，

其第一叢集的裂隙密度均大於第二叢集的裂隙密度，與圖  3-35
與圖  3-36的觀測結果相符。此外，因北東向裂隙在兩視窗中的

資料較少，故若以單一參考測線計算 P 1 0值的偏差較大，因此表  
3-10在計算北東向裂隙的 P1 0乃取 3條參考測線的 P1 0平均值，而

SPSW與 SPNW中所取參考測線與視窗底部的高度均不同，見表  
3-10下方註解。若以 SPSW而言，北西向與北東向的P2 1與 P1 0差值

幾乎一致 (0.055及 0.04)，主要原因為此兩裂隙叢集的平均裂隙軌

跡長度相差不大；但以 SPNW而言，北西向裂隙的平均軌跡長度

小於北東向裂隙的平均裂隙軌跡長度，故北西向與北東向裂隙的

P2 1與 P1 0差值則分別為 0.218及 0.098，即兩叢集的裂隙密度在此

視窗中的差異較大。  
後續工作將以 DFN_NET進行隧道內花崗岩體之 DFN模擬，分析

SPSW及 SPNW裂隙資料以獲得FracMan軟體所需之輸入資料，同

時以 FracMan軟體進行 DFN模擬，並比較 DFN_NET及 FracMan之

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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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SPSW與SPNW裂隙資料總結 
    SPSWSPSWSPSWSPSW    

裂隙叢集裂隙叢集裂隙叢集裂隙叢集    位態位態位態位態    ((((ααααd, ββββd) 最佳軌跡長度機率分布最佳軌跡長度機率分布最佳軌跡長度機率分布最佳軌跡長度機率分布1111    最佳間距機率分布最佳間距機率分布最佳間距機率分布最佳間距機率分布2222    

Cluster 1 (255°,69°) 
N15W 69W Log-normal Log-normal 

Cluster 2 (114°,81°) 
N24E 81E Log-normal Log-normal 

    SPNWSPNWSPNWSPNW    
Cluster 1 (255°,69°) Gamma Log-normal 
Cluster 2 (114°,81°) Log-normal Gamma 

註1：見表 3-7 
註2：見表 3-8 

 
 
 

表 3-6：SPNW及SPSW裂隙位態列聯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ri 
 fij  

SPSW 2 8 8 3 2 2 25 5 4 19 2 41 121 
SPNW 2 10 2 5 5 5 26 3 6 10 5 37 116 

ci 4 18 10 8 7 7 51 8 10 29 7 78 237 
 eij1  

SPSW 2.04 9.19 5.11 4.08 3.7 3.57 26.04 4.08 5.11 14.81 3.57 39.82  
SPNW 1.96 8.81 4.89 3.92 3.43 3.43 24.96 3.92 4.89 14.19 3.43 38.18  
註1：eij = ricj/N, N = ri總和 = cj總和 

 
 
 

表 3-7：裂隙軌跡長度經K-S檢定後不同機率分布計算所得之p值 
    SPSWSPSWSPSWSPSW    

位態位態位態位態    負指數負指數負指數負指數    伽伽伽伽馬馬馬馬    對數常態對數常態對數常態對數常態    
(255°,69°) 0.061 0.093 0.8400.8400.8400.840    
(114°,81°) 0.124 0.198 0.9380.9380.9380.938    

    SPNWSPNWSPNWSPNW    
(255°,69°) 0.532 0.7380.7380.7380.738    0.732 
(114°,81°) 0.396 0.385 0.8800.8800.880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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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裂隙間距經K-S檢定後不同機率分布計算所得之p值 
    SPSWSPSWSPSWSPSW    

位態位態位態位態    負指數負指數負指數負指數    伽伽伽伽馬馬馬馬    對數常態對數常態對數常態對數常態    
(255°,69°) 0.735 0.003 0.8190.8190.8190.819    
(114°,81°) 0.577 0.463 0.7920.7920.7920.792    

    SPNWSPNWSPNWSPNW    
(255°,69°) 0.675 0.003 0.9240.9240.9240.924    
(114°,81°) 0.469 0.6050.6050.6050.605    0.487 

 
 
 
 

表 3-9：裂隙軌跡長度與裂隙間距之對數常態分布機率分布參數 
    位態位態位態位態    SPSWSPSWSPSWSPSW    SPNWSPNWSPNWSPNW    

裂隙軌跡長度 (255°,69°) (μ, σ)1 = (-0.173,0.865) (α, β)2 = (1.097,1.160) 
 (114°,81°) (μ, σ) = (-0.0478,0.729) (μ, σ) = (-0.557,0.956) 

裂隙間距 (255°,69°) (μ, σ) = (-3.148,0.965) (μ, σ) = (-3.416,0.901) 
 (114°,81°) (μ, σ) = (-1.126,1.273) (α, β) = (0.936,1.022) 

註1：對數常態分佈機率密度函數：d(p) = l
√arst exp u− (vwtxy)z

asz { 
註2：伽馬分布機率密度函數：d(p) = l

|}~(�) p�xlhxt/| 
 
 
 
 

表 3-10：視窗採樣之裂隙密度分析結果 
    SPSWSPSWSPSWSPSW    

位態位態位態位態    PPPP21212121    (1/m)(1/m)(1/m)(1/m)    與參考測線相交數與參考測線相交數與參考測線相交數與參考測線相交數    PPPP10101010    (1/m)(1/m)(1/m)(1/m)    
(255°,69°) 1.205 23 1.150 
(114°,81°) 0.607 12,11,11 0.5671 

    SPNWSPNWSPNWSPNW    
(255°,69°) 1.532 35 1.750 
(114°,81°) 0.398 9,7,2 0.3002 

註1：3條參考測線高度距離視窗底部為1.5 m, 2.0 m及2.5 m 
註2：3條參考測線高度距離視窗底部為1.0 m, 2.0 m及3.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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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視窗採樣於隧道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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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窗大小：長20 m，高3.34 m。

(a) SPSW

(b) SPNW

視窗大小：長20 m，高2.8 m。

 
 

圖 3-32：隧道內南北兩側之採樣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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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裂隙資料量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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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PSW

(b) SPNW

 
圖 3-34：SPSW與SPNW視窗中重繪之裂隙軌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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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SPSW中裂隙資料以位態分類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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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SPNW中裂隙資料以位態分類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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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37：SPSW及SPNW之Schmidt圖及Miller’s method之補丁區 
註：(a)原始資料之Schmidt圖；(b)Miller’s method之補丁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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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8：以Miller’s method分析SPSW及SPNW裂隙位態的補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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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2.3.1.2.3.2.3.1.2.3.2.3.1.2.3.2. HCBH01HCBH01HCBH01HCBH01裂隙特性研究裂隙特性研究裂隙特性研究裂隙特性研究    

裂隙為低滲透性岩體 (如花崗岩、花崗片麻岩等 )中地下水傳輸之

主要路徑 (JNC, 2000)，裂隙位態、間距、長度、內寬大小等裂隙參數

分布皆會對於岩體中水、熱、壓力的傳導產生影響 (Priest,  1993)，因

此在進行裂隙傳輸行為的模擬之前必須先對於裂隙參數進行研析，進

而建立完整的裂隙構造模型，以分析探討岩體裂隙中地下水滲流傳輸

的現象。  
地質鑽井除了獲取地下地層岩心資料以外，更提供了一個最接近

地下地層環境的作業平台，可進行一系列的地球物理、地球化學與水

文地質等井內探測與試驗工作，以獲取更多的地下地質資訊。 101年
度於本島花崗岩，經由鑽探與井下量測工作，已完成岩心井錄與地球

物理標準井測，獲取本島花崗岩之岩性特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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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度繼續針對 SNFD2017報告水文地質裂隙傳輸特性化參數

所需，進一步進行岩心井錄、孔內攝影及地球物理井測之資料綜合解

析，以瞭解其孔內裂隙帶與鄰近地表露頭的地質構造特性、位態及空

間分布等相關資訊，提供後續評估岩體特性或規劃調查工作之用。本

年度成果摘述如下：  
(1) 井錄資料整理  

就本計畫前期已完成之HCBH01岩心井錄、孔內攝影及地球物理

井測等探測資料進行資料處理前的格式整理，與初步的資料比

對。其中有關於地層位態井測項目的孔内攝影，需要就岩心井錄

之岩性、裂隙分類與破碎帶位置與深度，進行校正與比對，以進

一步解析孔內攝影資料。HCBH01號井以和平花崗片麻岩體為鑽

探標的，該岩體約呈東北 -西南走向分布，於和平溪兩側出露的

岩體寬度約可達3 km，地下岩體向西傾斜，就 101年度大地電磁

法探測延伸深度至少達 2 km以上，並且與大理岩之邊界呈構造接

觸。根據既有岩心井錄資料顯示，本孔於近地表淺部為卵礫石夾

砂及巨礫岩塊之沖積層，鑽至29.8 m始遇片麻岩基盤，之後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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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深度 600 m之地層主要以花崗片麻岩為主，部分為花崗岩及細

粒花崗岩，偶夾有石英脈 (Quartz vein)、綠泥石脈 (Chlorite vein)
及方解石脈 (Calcite vein)。  
由鑽井岩心與鄰近露頭顯示，花崗岩體的岩理上，多具明顯的片

麻狀構造，推測可能為岩體在地殼深部受到韌性剪切帶活動影

響，靠近剪切帶中心之礦物變形量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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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從

取樣岩心亦可發現許多的裂隙與葉理構造共生在一起，顯示許多

裂隙面多沿葉理面發育，並可發現裂隙內充填物，多夾有泥質

物、斷層角礫、方解石、綠泥石或石英等。  
(2) 孔內攝影資料解析  

根據高解析度孔內攝影資料，配合既有岩心井錄資料，將礦物岩

脈、裂隙及原生構造等進行分類，並且判釋影像中不連續面、層

面、各種礦脈以及葉理面之深度位置與型態，經由定位系統的分

析換算後，可以獲得岩體中裂隙面與探查井之相交位置、走向、

傾角以及內寬等參數，這些資訊將提供後續孔內地球物理解析及

水文地質參數分析之參考。  
HCBH01孔內 影像 攝影之資料範圍 為 深度 60.4 m至 511.9 m之

間，配合既有岩心井錄資料，將孔內影像進行初步判釋後，分析

成果共包含 2,342組裂隙面以及 529組礦物岩脈，將礦物岩脈與裂

隙面之位態說明如下：  
(a) 裂隙位態分析  

圖  3-39顯示HCBH01號井裂隙面之位態分布，圖中之上半部

分別為裂隙面之極點投影圖與大圓投影圖，下半部則為裂隙

面之玫瑰投影圖與等密度分布圖。位態分析結果顯示裂隙面

密度分布極高，主要破裂面多沿岩體葉理面方向發育，集中

趨勢如左下方等密度分布圖之位態叢集所示，裂隙走向約為

N74°E，傾角為 40°至70°向北傾。裂隙種類中，開口裂隙面

型態主要為平整規則狀，破碎帶則呈現破碎不連續狀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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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分析結果亦顯示開口裂隙面 (Open crack)數目遠比破

碎帶 (Fracture zone)中之裂隙面數目來得多，分別為 1,931
組以及 411組，裂隙剪切帶中之裂隙多受到風化蝕變作用，

相對影響附近深度區段之水質，導致部分影像清晰度不佳，

同時較為風化的裂隙，通常較難以清楚判定剪切帶中，裂隙

面之深度位置以及位態 (如圖  3-41(a)、(b)所示 )，因此配合

以岩心紀錄資料輔助判釋，以標註銹染狀況、風化、黏土化

或是礦物充填之現象 (如圖  3-41(c)、 (d)所示 )。  
圖  3-42與圖  3-43分別為開口裂隙面以及破碎帶內裂隙面

極點投影圖以及玫瑰投影圖，分析結果顯示二者除了裂隙數

目有上述差異外，位態分布趨勢極為相似，主要裂隙叢集之

位態皆與岩體葉理面相同方向，僅破碎帶之裂隙走向略為較

開口裂隙往東偏移。除此之外，初步判識結果亦顯示有部分

高角度裂隙位態分布，因數量不如主要裂隙叢集，故群聚現

象不明顯。  
圖  3-44為HCBH01號井裂隙之深度與傾向關係圖。HCBH01
號井鑽進花崗岩體與大理岩體交界的剪切帶中，整體而言，

裂隙分布十分密集，且傾向 (Direction of dip)主要介於340°
至20°之間，傾角以低到中角度 (0°至 60°)為主，高傾角裂隙

所佔之比例相對較低。此外，井深介於330 m至 360 m之深

度段為裂隙分布較密集之區域，岩心井錄亦顯示該裂隙剪切

帶顯著具有黏土礦物、方解石、綠泥石等充填物。  
(b) 礦物岩脈分析  

圖  3-45顯示HCBH01號井礦物岩脈之位態分布，圖中之上半

部分別為裂隙面的極點投影圖與大圓投影圖，下半部則為裂

隙面之玫瑰投影圖與等密度分布圖。初步判釋結果顯示岩脈

之形態為平整或不規則狀，以岩心紀錄資料輔助判釋亦可發

現大多數岩脈沿裂隙或是葉理面方向發育，走向約為 N73°
E，傾角為 30°至 60°向北傾，推測可能係裂隙通道因地下流

體所含的礦物經二次充填而形成之礦脈。礦脈種類主要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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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石英脈 、方解石脈以及綠泥石脈 (如圖  3-46)，初步判釋

結果顯示岩脈數目分別為 368組、 42組以及 89組，其中石英

脈與方解石脈之位態大多仍近似於葉理面方向 (如圖  3-47
與圖  3-48所示 )；然而綠泥石脈位態除了葉理面方向之叢集

外，則另外顯示一組高角度叢集向西南方下傾 (如圖  3-49所
示 )，可能反映大地應力轉變且地下熱液當時的特性，因而

形成綠泥石礦脈充填在裂隙中。此外，這些既有裂隙最後期

充填物多為方解石脈，在岩心裂隙面上呈現薄層附著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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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 Diagram>> <<Ground Circle>>

<<Rose Diagram>> <<Count Diagram>>

 
 

圖 3-39：HCBH01裂隙位態分布圖 
註：圖中色塊代表裂隙傾角：紅色代表0°－30°、藍色代表30°－60°、綠色代表

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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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0：HCBH01號井開口裂隙與破碎帶之裂隙面型態 
註：岩心照片紅色方框表示孔內攝影影像破碎帶位置。 
  

Borehole Image Core Image

(a) 開口開口開口開口裂隙面型態裂隙面型態裂隙面型態裂隙面型態

Borehole Image Core Image

(b) 破碎帶破碎帶破碎帶破碎帶裂隙裂隙裂隙裂隙面型態面型態面型態面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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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3-41：HCBH01裂隙影像判釋特徵範例 
註：(a) 為深度214 m附近之裂隙帶，水質清晰可清楚判釋影像；(b) 為深度340 
m附近之裂隙帶，水質混濁難以判釋影像；(c) 為深度236 m附近之開口裂隙，

裂隙內重填泥質礦物；(d) 為深度230 m附近之開口裂隙，呈氧化銹染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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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42：HCBH01孔內攝影開口剪切帶位態分布圖 
註1：(a) 下半球極點投影圖；(b) 玫瑰圖。 
註2：圖中色塊代表裂隙傾角：紅色代表0°－30°、藍色代表30°－60°、綠色代

表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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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43：HCBH01孔內攝影裂隙帶位態分布圖 
註1：(a) 下半球極點投影圖；(b) 玫瑰圖。 
註2：圖中色塊代表裂隙傾角：紅色代表0°－30°、藍色代表30°－60°、綠色代

表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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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HCBH01裂隙深度與傾向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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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HCBH01礦物岩脈位態分布圖 
註：圖中色塊代表裂隙傾角：紅色代表0°－30°、藍色代表30°－60°、綠色代表

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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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圖 3-46：HCBH01號井花崗片麻岩中之各類礦脈 

註：紅色方框所示：(a)石英岩脈(以160-164m為例)；(b)大理石岩脈(以188-192m
為例)；(c) 矽質變質岩塊的條帶狀礦脈 (以200-204m為例)；(d)綠泥石岩脈(以
216-220m為例)；(e)方解石岩脈(以208-212m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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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47：HCBH01孔內攝影石英岩脈位態分布圖 
註1：(a) 下半球極點投影圖；(b) 玫瑰圖。 
註2：圖中色塊代表裂隙傾角：紅色代表0°－30°、藍色代表30°－60°、綠色代

表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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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48：HCBH01孔內攝影方解石脈位態分布圖 
註1：(a) 下半球極點投影圖；(b) 玫瑰圖。 
註2：圖中色塊代表裂隙傾角：紅色代表0°－30°、藍色代表30°－60°、綠色代

表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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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49：HCBH01孔內攝影綠泥石脈位態分布圖 
註1：(a) 下半球極點投影圖；(b) 玫瑰圖。 
註2：圖中色塊代表裂隙傾角：紅色代表0°－30°、藍色代表30°－60°、綠色代

表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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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3.3.1.2.3.3.3.1.2.3.3.3.1.2.3.3. 實驗室核種遷移與傳實驗室核種遷移與傳實驗室核種遷移與傳實驗室核種遷移與傳流流流流試驗試驗試驗試驗    

在花崗岩質裂隙岩體中，核種在母岩內的擴散效應是遲滯核種遷

移的重要機制之一。除了母岩的有效孔隙率外，核種在母岩內的擴散

係數與母岩對核種的吸附特性，是影響母岩擴散效應的兩大因素；對

於低吸附性的核種，核種在母岩的擴散深度會比高吸附性核種更深

(JNC， 2000)。地下處置場啟用之初，因工程施工為好氧環境，但一

段時間內會成為厭氧環境，參考 SKB相關研究指出氧氣消耗由原先的

20%降低至0.05%，保守估計約 120年左右 (台電公司， 2010)。  
關於核種在岩體中的傳輸特性 (如吸附、擴散、平流與延散機制

等 )，101年度計畫係利用離島之花崗岩樣進行核種傳輸的各項實驗。

而102年度除了持續進行離島花崗岩樣之擴散實驗外，亦規劃針對本

島之花崗岩樣，展開地質材料特性 (陽離子交換量與鐵含量 )分析、核

種吸附實驗，以及基質擴散實驗等相關工作，藉此瞭解核種傳輸特性

與本島地質材料特性之間的關聯性。  
依據離島鑽井所取得之不同深度岩心樣品，分成 54個粉狀樣品，

利用粉碎樣品進行核種吸附實驗，粉碎樣品的好處為可以在相對較短

的時間內得到吸附實驗結果。實驗方法如下：  
(1) 精秤所需要的樣品 0.1g。  
(2) 將秤好的樣品放入容量為 50mL的PE離心管中。  
(3) 使用K區地下水調配合成 10ppm Cs原液並取 10mL，加入 50  

mL的PE離心管中。  
(4) 將PE離心管放入震盪器內，震盪一天，使溶液達到平衡濃度。  
(5) 將50mL的PE離心管，離心取樣移出上澄液。  
(6) 分配系數 (��)的計算公式如下：  
 

 �� = �� − �
�  �

� (3-2) 
 

其中，   

R1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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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種在水中的初始濃度 (mole/mL) 
� =核種在水中的平衡濃度  
� =固相的總質量 (g) 
� =液相的總體積 (mL) 

�� =分配系數 (mL/g) 
 

54個粉狀樣品對於好氧環境 Cs吸附結果如圖  3-50~圖  3-60所

示。在此，利用線性回歸概念，透過回歸三重複實驗所得到的所有吸

附數據 (共 162個數據點 )，探討核種吸附 Kd值與 K區花崗岩的化學組

成關係。透過線性回歸後，仍可以觀察到顯著的Kd值波動，導致線性

迴歸後的相關係數均小於 0.3。雖然所得到的相關係數未能滿足定量

分析的要求 (相關係數> 0.9)，但整體數據仍可就核種吸附Kd值與K區

母岩的化學組成含量所呈現的相關係數與斜率相對大小，以定性角度

探討核種吸附特性與K區花崗岩樣品特性的關聯線。整體而言，Cs核
種吸附Kd值與 SiO2，Na2O，K2O，呈現負斜率關係，其中，Kd值與 SiO2

的相關係數 (0.164)較與N2O，K2O高 (分別為 0.003, 0.076)，表示矽元

素的增加相較於鈉元素與鉀元素的增加更顯著的降低 Cs核種的吸

附，可能的原因來自於矽元素含量的增加通常代表石英礦物的增加，

而低吸附活性的石英礦物含量增加，代表其他相較於石英礦物相對高

吸附活性的礦物含量減少，因此降低整體地質樣品對於Cs核種的吸附

Kd值。而 Cs核種吸附 Kd值與鈉鉀元素的負相關性，可能因為 Cs核種

吸附特性通常被歸類於離子交換反應，也就是吸附 Cs核種的同時釋放

鈉鉀離子。因此，原先預期可以觀察到 Cs吸附Kd值與鈉鉀元素的正相

關性，推測可能的負相關性原因來自於除了雲母類礦物外，鈉鉀類長

石也富含大量的鈉鉀元素，也因此 Cs吸附Kd值與鈉鉀元素雖然呈現負

相關性，所對應的相關係數非常接近於零，後續將進一步探討 Cs吸附

Kd值與K區花崗岩樣品中礦物組成的相關性，驗證此一解釋。  

另一方面，Cs核種吸附Kd值與TiO2，Al2O3，Fe 2 O3，MnO，MgO，

CaO， P2O5， LOI (代表岩樣中其他微量不易定義之礦物含量 )含量顯

現了正斜率，表示 Cs核種吸附與這 7種組成有正相關性。進一步分析

R1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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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現，Cs吸附Kd值與TiO2，MnO，P2O5含量的斜率較其它化學元素的

斜率高，表示Cs吸附Kd值的增加與這些化學元素增加較為敏感，最有

可能的原因是這些化學元素來自於相對應的氧化物礦物，而這些氧化

物礦物提供了額外的表面錯合吸附機制，因此增加Cs的吸附能力。就

相關係數的角度而言，相較於其他氧化物礦物，鋁元素含量與 Cs吸附

Kd值的相關係數較其它元素小 (0.095)，表示雖然 Cs吸附Kd與鋁元素

含量有正相關性，但彼此間的影響並不顯著，可能原因是大多數的地

質材料均含有部分的鋁元素，因此降低了鋁元素含量與Cs吸附Kd值的

相關性，亦需要進一步分析 Cs吸附Kd與礦物組成含量的結果來說明。 

此外，持續薄片擴散實驗的結果發現 (圖  3-61至圖  3-63)，無論

薄 片 的 厚 度 ， 對 於 碘 離 子 都 出 現 了 些 微 的 破 出 現 象

(Breakthrough)(C/C0 > 0.2)，使用HTO以代表水傳輸的擴散係數，

另 外 碘 離 子 亦 為 具 高 遷 移 特 性 的 重 要 核 種 ， 因 此 本 實 驗 利 用

Hoffmeister系列的概念，選擇以碘離子作為水的示蹤劑。相較於碘離

子， Cs核種與 Se核種的破出現象均不明顯 (C/C0 < 0.05)，這表示 Cs
與 Se核種的擴散行為受到核種吸附行為的影響，因此擴散的速率較

慢。另一方面，跨計畫執行至今的完整岩塊擴散實驗結果如圖  3-64
所示，此擴散實驗是利用一完整花崗岩塊體 (1m x 1m x 0.5 m)，在 C0
端注入水，並在距離 C0端 4公分及 8公分處鑿孔 (分別命名為 4a-d與

8a-b)，填入藍色除濕劑，並在距離 C0端 13公分處鑿孔，定義為對照

孔洞，利用比較實驗孔洞與對照孔洞中除濕劑的重量變化，獲取累積

破出曲線。目前所觀察到的累積破出已經達到C/C0 ~ 0.1，雖然所對

應的擴散係數仍在透過數值模式解析中，但初估的擴散係數可能小於

1 x 10 - 1 8  m2/s。這表示若K區母岩樣品沒有任何肉眼可觀察到的破裂

孔隙 (如圖  3-64 所示 )，可以預期核種的在花崗岩母岩的基質擴散速

率極為緩慢，後續實驗重點著重於擴散數據的彙整，以及擴散實驗的

持續進行。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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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0：岩石中SiO2含量與Cs於K區地下水中吸附Kd關係 

 
圖 3-51：岩石中TiO2含量與Cs於K區地下水中吸附Kd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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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岩石中Al2O3含量與Cs於K區地下水中吸附Kd關係 

 
圖 3-53：岩石中Fe2O3含量與Cs於K區地下水中吸附Kd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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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4：岩石中MnO含量與Cs於K區地下水中吸附Kd關係 

 
圖 3-55：岩石中MgO含量與Cs於K區地下水中吸附Kd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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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6：岩石中CaO含量與Cs於K區地下水中吸附Kd關係 

 
圖 3-57：岩石中Na2O含量與Cs於K區地下水中吸附Kd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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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8：岩石中K2O含量與Cs於K區地下水中吸附Kd關係 

 
圖 3-59：岩石中P2O5含量與Cs於K區地下水中吸附Kd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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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0：岩石中LOI含量與Cs於K區地下水中吸附Kd關係 

 
圖 3-61：2 mm薄片擴散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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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2：3 mm薄片擴散實驗結果 

 
圖 3-63：5 mm薄片擴散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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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4：岩塊擴散試驗結果 

說明：圖中以距離C0端4公分的4個實驗點定為4a (標示如照片)~4d；距8公分的

2個實驗點定為8a (標示如照片)及8b。 
  

R1 



   

 
 

3-98 

 
3.1.2.4.3.1.2.4.3.1.2.4.3.1.2.4. 岩石特性岩石特性岩石特性岩石特性    

由於計畫目前僅處於潛在母岩特性調查階段，尚未涉及場址的選

擇或特性調查，故在岩石特性方面，有鑑於未來地下處置隧道之規

劃、設計、開挖與支撐、監測佈設與安全評估等各階段都需要用到周

遭岩體的物理及力學參數。因此，自102年度起展開本島花崗岩物性、

熱及力學分析，及膨潤土在花崗岩塊內之熱 -應力室內試驗，以及坑

道面裂隙變形監測技術研究，藉以比照日本H12報告內容，精進國內

量測岩石特性之技術能力。  
 

3.1.2.4.1. 花崗岩物性花崗岩物性花崗岩物性花崗岩物性、、、、熱及力學特性分析熱及力學特性分析熱及力學特性分析熱及力學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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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基本參數包含岩石的物理、強度及變形性質。由於處置深度位於地

下深處，其地溫較地表為高，處置期間因衰變熱之影響，其近場之岩

體溫度將會上升，因此除了進行室溫下之岩石物性、熱特性及力學試

驗之外，亦應考量進行處置深度下，可能遭遇之溫度環境的相關試

驗，以分析其對岩石物性、熱特性及力學性質之影響。而岩石之熱特

性包含熱傳導、比熱及熱膨脹等性質，其性質之良窳將影響處置設施

之溫度場及應力場的分布；譬如，如果母岩有較高的熱傳導係數，則

因其較易將近場之衰變熱傳導出去，故將導致近場的溫度場相較於低

熱傳導係數之母岩為低，其因衰變熱所引起的應力場變化之強度也相

對較低，此對確保多重障壁系統功能的完整性有正面的作用。此外，

根據研究文獻顯示，脆性岩石 (膠結佳且高強度之岩石，主要為火成

岩與變質岩 )在150 ℃的試驗溫度內，岩石的尖峰強度會隨溫度的增

加而稍微降低 (李耀武， 1994；顏建忠， 1999)，而溫度對變形參數

的影響並不明顯 (李耀武，1994)，熱傳導係數隨溫度的增加而有下降

的趨勢 (王俊明，1995)。  
考量 SNFD2017報告所需之岩石特性資訊與評估分析能力，在

99-101年期間，已完成本島第一口花崗岩體之地質探查井 (HCBH01)
的鑽探工作，102年度規劃利用鑽探所得之本島花崗岩樣，進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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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質、熱特性及力學等試驗，以取得其岩石物理性質、熱特性及

力學參數。由於試驗項目種類繁多且各試驗所需岩樣的標準也不一，

因此， 102年度此項工作著重在岩石樣品之加工或前處理等作業。除

了岩石一般物理性質試驗及岩石弱面直接剪力試驗在室溫下進行之

外，其餘試驗之溫度應涵蓋岩體可能遭遇的溫度範圍，因此將試驗溫

度定為室溫至最高 80 ℃範圍內共 3種溫度，而試驗項目岩石參數如

表  3-11所示。  
有關岩石相關強度與力學參數之試驗方法，現今國內外皆參照國

際岩石力學學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Rock Mechanics,  ISRM)建
議的方法進行測試。有關岩石強度與相關參數，基本上應包含物理性

質 (單位重 γ、含水量ω等 )、強度性質 (單軸抗壓強度、三軸壓縮強度、

拉力強度σ t、波速、剪力強度參數 c及φ等等 )、變形性質 (楊氏係數E、
柏松比等 )，這些參數基本上都與應力或變形相關，可以作為後續計

畫進一步利用理論或數值分析 (如三維程式FLAC3D、3DEC，二維程式

FLAC、UDEC)評估隧道結構安全性的評估參數。  
參考國外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方式之規劃及相關研究，地下隧

道周遭岩石的強度與變形參數數值為其興建前所必須瞭解之要項，因

此，建立國內自主性之岩石強度及變形參數檢測與分析能力 (Hoek & 
Brown 1981)，有其必要性，故 102年主要在於利用台灣東部花崗岩

之岩心樣本，建立室溫時之岩石強度與變形相關參數之試驗與分析  
102年度成果摘述如下：  
(1) 物理性質及力學試驗：  

(a) 岩心取樣及試體製作  
進行試驗之試體為利用HCBH01鑽井取得之岩心，考量 ISRM
試驗所須之試體長度，涵蓋 3種不同岩性 (花崗岩、細粒花崗

岩、花崗片麻岩 )，選擇出 5組能夠進行相關強度試驗與參數

分析之岩心，岩心取樣資料如表  3-12所示。取得之岩心先

進行裁切，再利用岩石切割機及打磨機等設備，製作出達到

ISRM試驗要求標準之試體，提供相關力學試驗之用。  
(b) 試驗儀器連線及率定  

R1 



   

 
 

3-100 

試體試驗前之前置工作，包含試體組裝、試驗儀器連線及率

定。重要試驗儀器包括符合 ISRM規格之MTS高勁度伺服系統

控制壓縮機、自動擷取試驗數據、荷重與位移感應器之連線

建置，確定試驗儀器之連線及率定都正常後再進行試體之實

際測試。  
(c) 岩石一般物理性質試驗  

試驗依照 ISRM之建議方法進行，依 ISRM將試驗目的、試體

製作、試驗進行之相關說明彙整 (如表  3-13所示 )。  
(d) 相關強度試驗  

除了前述基本的物理性質檢測外，並進行相關強度及變形試

驗 ， 以 測 得 相 關 參 數 (Bieniawski 1967; Hoek & Brown 
1981)。102年度試驗項目，包含岩石之點荷重強度試驗、消

散耐久性試驗、單軸抗壓試驗、三軸抗壓試驗、巴西劈裂試

驗 (拉力強度試驗 )、靜彈性模數試驗、動彈性模數試驗、岩

石弱面直接剪力試驗等。試驗重點要求說明如下：  
(i) 岩石單軸抗壓試驗  

試驗依照 ISRM之建議方法進行，依 ISRM之目的、試體

製作、試驗進行彙整如表  3-14所示。本試驗利用符合

ISRM 高勁度要求之100噸MTS伺服控制壓縮機，進行試

體組裝確立，試樣連續加載，直到超過試樣破壞為止，

利用伺服控制不只可以得到尖峰強度，也可以得到尖峰

後之應力 -應變曲線 (Vutukuri et al. ,  1974)，圖  3-65顯
示試體壓壞後的樣貌。除了可以觀察到破壞面之發展過

程，更可繪出完整之應力應變曲線 (包含通過尖峰強度

後之應力應變曲線 )，此完整之應力應變曲線有助於瞭

解該岩性之工程力學行為 (第一類 class I及第二類 class  
II) (陳志南， 1994；王貽德， 1995；劉全偉， 1997；
Labuz and Biolzi ,  1991)。  

(ii) 岩心靜彈性模數試驗  



   

 
 

3-101 

試驗依造 ISRM之建議方法進行，其目的、試體製作、試

驗進行相關項目彙整如表  3-15所示。此試驗可量測岩

石試體的應力 -應變關係、彈性模數和柏松比等變形參

數，一般試驗室常利用應變計來進行位移量測，其作法

為於試體中央高度處分別貼上軸向與橫向之 2個應變

計，配合加壓進行量測加載過程中的軸向 (axial)與橫向

(laterial)應變。使用美國MTS公司發展之軸向與橫向伸

縮儀，能夠克服應變計被迫中斷試驗之缺失。由於是利

用橫向環繞的整個伸縮儀來量測，即使裂縫延伸穿過橫

向伸縮儀之位置，也可以持續進行加壓，不僅可以得到

單軸抗壓強度 (尖峰強度 )，更可以得到完整的軸向及徑

向應力應變曲線 (圖  3-66、圖  3-67) (Hudson et al. ,  
1971; Wawersik and Brace,  1971)。由軸向及橫向應力

應變曲線之直線段斜率，可以得到彈性模數和柏松比等

變形參數 (Brady and Brown, 1993; Goodman, 1989)。  
(iii) 岩心動彈性模數試驗  

試驗依造 ISRM之建議方法進行，其目的、試體製作、試

驗進行相關項目彙整如表  3-16所示。此試驗可量測岩

石試體的波速及彈性模數Ed，彈性波在介質中的傳播速

度與其緻密程度有關，一般情況下完整岩塊的縱波速度

大於存有各種構造面的岩體縱波速度。至於縱波在岩石

試樣中的傳播速度測定，為利用兩端面已磨平之圓柱形

試體，在探頭與試樣之間用黃油或凡士林塗抹耦合，然

後於其一端用發射探頭向岩石發射脈衝信號，同時在另

一端接收信號，由試體長度除上儀器顯示之經過時間，

便 可 得縱 波 速 度 V1 ， 再 利用 公 式 Ed=V1 2ρ估 得彈 性 模

數，其中 ρ為岩石密度。  
(2) 熱特性試驗  

岩石熱傳導係數採用暫態平面熱源法 (Transient Plane Source 
Method, TPS法 )，量測固體材料之熱傳導係數及熱擴散係數，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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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SKB報告亦用 TPS法於實驗室岩石樣品大量的熱傳導係數量測

(Back and Sunberg,  2007)。另外，岩石比熱採用熱示差掃描分

析法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DSC) (ASTM, 2011)進
行量測；而岩石熱膨脹係數則採用符合國際 ASTM規範的建議方

法 (ASTM, 2012)進行量測。102年已完成岩心取樣及試驗前置作

業，概述如下：  
(a) 岩心取樣  

岩石熱特性相關試驗之岩心取樣位置，選擇與其岩石一般物

性及力學特性等試驗相同之深度段，包括花崗片麻岩 3組、

細粒花崗岩 1組及花崗岩 1組。  
(b) 試驗前置作業與規劃  

熱傳導係數量測試驗、比熱量測試驗及熱膨脹係數量測試驗

之岩樣規格均不相同 (圖  3-68)，其中熱膨脹係數量測欲取

得垂直向與水平向之熱膨脹係數量測數據，每個岩樣規劃 1
個垂直向之熱膨脹係數，並考量水平向岩石之異向性，規劃

量測 2個相互垂直之水平向熱膨脹係數以求取其平均值。而

熱傳導係數量測試驗，需將 2塊直徑約 63 mm、厚度約20 mm
的岩塊皆切割成寬度約 54 mm、厚度約20 mm的岩塊，且各

岩塊中的1個平面需為拋光面；比熱量測試驗需0.03g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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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試驗項目及參數一覽表 

試驗項目試驗項目試驗項目試驗項目    參數參數參數參數    
岩石一般物理性質試驗 單位重、含水量、比重、吸水率、孔隙率(比) 

岩石熱特性量測試驗(包括熱傳導係數量測試

驗、比熱量測試驗、熱膨脹係數量測試驗) 
熱傳導係數 

比熱 
熱膨脹係數 

岩石單壓強度試驗 單軸壓縮強度 
巴西劈裂試驗 抗拉強度 
岩石三軸試驗 完整岩石的凝聚力(C)及內摩擦角(∅) 

岩石弱面直接剪力試驗 岩石弱面的凝聚力(C)及內摩擦角(∅) 
岩心靜彈性模數試驗 靜彈性模數(��)、靜態柏松比(��) 
岩心動彈性模數試驗 動彈性模數(��)、動剪力模數(��)及動態柏松

比(��) 
岩石點荷重強度試驗 點荷重強度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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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岩心取樣之箱號、深度、岩性紀錄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深度深度深度深度(m)(m)(m)(m)    岩性岩性岩性岩性    

1 

260.50-260.65 花崗片麻岩 
260.72-261.00 花崗片麻岩 
262.25-263.00 花崗片麻岩 
263.26-264.30 花崗片麻岩 
264.64-264.94 花崗片麻岩 
265.14-265.34 花崗片麻岩 
265.40-265.50 花崗片麻岩 
265.62-265.82 花崗片麻岩 
267.05-267.15 花崗片麻岩 
267.82-267.97 花崗片麻岩 
267.44-267.59 花崗片麻岩 

2 

300.00-300.90 細粒花崗岩 
303.00-303.40 細粒花崗岩 
305.20-305.40 細粒花崗岩 
305.85-306.30 細粒花崗岩 
308.12-308.30 細粒花崗岩 
309.00-309.45 細粒花崗岩 
309.53-310.00 細粒花崗岩 
311.10-311.30 細粒花崗岩 
311.70-312.00 細粒花崗岩 

3 

396.00-396.30 花崗片麻岩 
396.55-396.85 花崗片麻岩 
397.08-397.53 花崗片麻岩 
398.20-399.00 花崗片麻岩 
399.05-399.37 花崗片麻岩 
399.60-399.75 花崗片麻岩 
400.02-400.42 花崗片麻岩 
400.50-400.65 花崗片麻岩 
402.60-403.00 花崗片麻岩 
403.28-403.50 花崗片麻岩 
403.52-403.62 花崗片麻岩 

4 

472.00-473.00 花崗片麻岩 
474.00-474.60 花崗片麻岩 
475.00-475.75 花崗片麻岩 
476.05-476.55 花崗片麻岩 
476.65-476.80 花崗片麻岩 
477.00-477.40 花崗片麻岩 
478.70-478.85 花崗片麻岩 

5 

580.80-580.94 花崗岩 
581.00-582.90 花崗岩 
583.00-584.00 花崗岩 
584.00-584.32 花崗岩 
585.05-585.25 花崗岩 
585.50-585.70 花崗岩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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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ISRM建議之一般物理性質試驗 
試驗名稱試驗名稱試驗名稱試驗名稱    岩石單位重岩石單位重岩石單位重岩石單位重、、、、含水量試驗含水量試驗含水量試驗含水量試驗    

(Unit Weight(Unit Weight(Unit Weight(Unit Weight、、、、Water Content Test )Water Content Test )Water Content Test )Water Content Test )    
試驗目的 量測岩石之單位重及含水量。 

試體製作 
(1)規則試體：選用圓柱體、立方體或方柱形試體數組，其試體數量，每組取3個。 
(2)不規則試體：選用邊長4 cm至6 cm近似立方體的試體數組，其試體數量，每組

取3個。 

試驗進行 

1. 單位重試驗： 
量測體積:量取圓柱形試體之直徑與長度，計算體積。 
秤其重量後，除上體積即得到單位重。 
2. 含水量試驗： 
(1) 在自然狀態下製作試體，清除試體上的表面之塵土，秤其重量。 
(2) 將試體置於烘箱中，於105 °C至110 °C之溫度經24小時之烘乾後，將試體取出

放入乾燥容器內，待試體冷卻至室溫後，秤其重量。 
(3)由(1)(2)之重量差值，除上(2)之乾燥重，即得含水量。 

 
表 3-14：ISRM建議之岩石單軸抗壓試驗 
試驗名稱試驗名稱試驗名稱試驗名稱    岩石單軸抗壓強度試驗岩石單軸抗壓強度試驗岩石單軸抗壓強度試驗岩石單軸抗壓強度試驗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Test)(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Test)(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Test)(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Test)    
試驗目的 此試驗可量測岩石試體的單軸抗壓強度，並提供岩體分類及特性評估。 

試體製作 

(1)試體為圓柱狀，試體的長徑比為2.5~3.0之間，試體至少為最大粒徑的10倍，

且試體直徑不可小於NX岩心取樣器(約54 mm)。 
(2)兩端面的不平行度最大不超過0.02 mm，端面應垂直於試樣軸線且最大偏差不

超過0.001度。 
(3)試樣頂面、底面、中間高度等不同高度位置所量取之試體直徑，彼此間之差值

不得超過0.3 mm。 
試驗進行 可依每秒0.5至1MPa對試樣連續加載，直到試樣破壞為止(通常耗時5-10分鐘)，記

錄最大載荷(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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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ISRM建議之岩心靜彈性模數試驗 

試驗名稱試驗名稱試驗名稱試驗名稱    岩石靜彈性試驗岩石靜彈性試驗岩石靜彈性試驗岩石靜彈性試驗    
(Rock Deformability Test)(Rock Deformability Test)(Rock Deformability Test)(Rock Deformability Test)    

試驗目的 此試驗可量測岩石試體的應力-應變關係、彈性模數和柏松比等變形參

數。 

試體製作 

(1)試體為圓柱狀，試體的長徑比為2.5~3.0之間，試體至少為最大粒

徑的10倍，且試體直徑不可小於NX岩心取樣器(約54 mm)。 
 (2)圓柱形試體之頂面與底面之不平行度最大不得超過0.02 mm，頂面

與底面應垂直於試樣軸線，最大偏差不超過0.001度。 
(3)試樣頂面、底面、中間高度等不同高度位置所量取之試體直徑，彼

此間之差值不得超過0.3 mm。 

試驗進行 

軸向位移與橫向位移:可在試體中央處分別貼上軸向應變計與橫向應

變計，或利用伸縮儀量測。 
將試體放置於壓力試驗機台上進行單壓試驗，於試驗期間記錄各階段

之壓力及所對應之軸向應變與橫向應變。然後依據計測數據結果繪製

應力-應變曲線。 
 

表 3-16：ISRM建議之岩心動彈性模數試驗 
試驗名稱試驗名稱試驗名稱試驗名稱    岩石動彈性試驗岩石動彈性試驗岩石動彈性試驗岩石動彈性試驗    

((((Rock Rock Rock Rock Sound Velocity Test)Sound Velocity Test)Sound Velocity Test)Sound Velocity Test)    
試驗目的 此試驗可量測岩石試體的波速及彈性模數。 
試體製作 試體為圓柱狀，試體的長徑比為2.5~3.0之間，試體至少為最大粒徑的

10倍，且試體直徑不可小於NX岩心取樣器(約54 mm)。 

試驗進行 

彈性波在介質中的傳播速度與其緻密程度有關，一般情況下，完整岩

塊的縱波速度大於存有各種結構面的岩體縱波速度。測定縱波在岩石

試樣中的傳播速度，一般利用圓柱形試體，試體兩端面磨平，探頭與

試樣之間用黃油或凡士林塗抹耦合，於一端用發射探頭向岩石發射脈

衝信號，再另一端接收這個信號，以試體長度除上紀錄之經歷時間，

便得縱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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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5：經單軸抗壓試驗壓壞後之B-T-1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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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6：試體A-T-2軸向及徑向應力應變曲線 

 

 
圖 3-67：試體B-T-1軸向及徑向應力應變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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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約約約20mm

約約約約63mm

約約約約6mm

約約約約25mm
(不得大於不得大於不得大於不得大於)

約約約約6mm

約約約約25mm
(不得大於不得大於不得大於不得大於)

約約約約54mm 約約約約54mm

20mm

(a) 岩塊岩塊岩塊岩塊A

(b) 岩塊岩塊岩塊岩塊B (共共共共2塊塊塊塊)

在岩塊在岩塊在岩塊在岩塊A水平方向鑽鑿之岩樣水平方向鑽鑿之岩樣水平方向鑽鑿之岩樣水平方向鑽鑿之岩樣(在水平在水平在水平在水平
相互垂直的方向各鑽取相互垂直的方向各鑽取相互垂直的方向各鑽取相互垂直的方向各鑽取1個個個個，，，，共共共共2個個個個)

岩塊岩塊岩塊岩塊B加工後之岩樣加工後之岩樣加工後之岩樣加工後之岩樣 (共共共共2塊塊塊塊)

在岩塊在岩塊在岩塊在岩塊A垂直方向鑽鑿之岩樣垂直方向鑽鑿之岩樣垂直方向鑽鑿之岩樣垂直方向鑽鑿之岩樣

拋光面拋光面拋光面拋光面

約約約約30mm

約約約約63mm

約約約約6mm

 
圖 3-68：岩石熱特性相關試驗之岩樣試體製作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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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2.3.1.2.4.2.3.1.2.4.2.3.1.2.4.2. 膨潤土在花崗岩塊內之熱膨潤土在花崗岩塊內之熱膨潤土在花崗岩塊內之熱膨潤土在花崗岩塊內之熱----應力室內試驗應力室內試驗應力室內試驗應力室內試驗    

用過核子燃料深層地質處置的基本概念，是在安定的地質環境

下，即在岩體所形成的天然障壁 (natural  barrier)中，構築良好的工

程障壁系統 (Engineered Barrier System, EBS)，藉此形成多重障壁

(multiple barriers)構造，利用核種遲滯與稀釋概念，使放射性物質

在到達人類生活圈之前已衰變至可接受的活度，排除日後其對人類可

能造成的影響。國際上對安全處置核廢料的處置技術發展，均以深層

地質處置之多重障壁概念為主，強調工程或天然障壁任一保持其功能

性，處置場即可視為處於安全狀態。有鑑於此，如何確保多重障壁系

統能在設計年限內保有功能，是處置研究工作的關鍵課題。  
針對我國花崗岩進行熱傳導係數量測，熱傳導係數在母岩熱特性

中是非常重要的特性參數，因為這個參數是母岩能否順利將工程障壁

熱能移除，保持工程障壁溫度維持在設計溫度的重要指標之一。於 100
年 度 報 告 中 ， 量 測 結 果 證 實 我 國 花 崗 岩 之 熱 傳 導 係 數 值 ( 約 2.4 
W ∙ mxl ∙ Kxl至 3.0 W ∙ mxl ∙ Kxl)與各國量測之係數範圍相近，並與國

際知名功能安全評估 (Performance Assessment,  PA)所使用的熱傳導

係數 (約 2.80 W ∙ mxl ∙ Kxl至 3.48 W ∙ mxl ∙ Kxl)也相當接近。除了依循

標準方法量測花崗岩的熱傳導係數外，亦進一步利用實驗與數值模擬

方法，證實所量得熱傳導係數的合理性。  
101年度報告則進一步設計試驗，探討小比例之花崗岩塊與緩衝

材料複合系統在受熱效應作用下的溫度場變化情形，並且利用數值模

擬探討試驗成果與數值模擬的差異性。為瞭解膨潤土與岩塊之熱 -應
力交互影響關係，在既有岩塊熱場量測與模擬的基礎上，建置含加熱

器、壓實鑄型的膨潤土塊及花崗岩塊尺度的近場環境。  
102年度主要工作內容包含參考文獻資料的蒐集與研析、膨潤土

塊體製作，以及量測儀器發展、設計與配置等。此前置作業與技術建

立的過程中，也利用數值模擬方法，初步評估熱 -應力室內試驗預期

結果，作為試驗設計修正之參考依據。102年度成果摘述如下：  
(1) 文獻蒐集與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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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蒐集瑞典、芬蘭為主的核能先進國家多筆資料，主要蒐集

方向為採用數值模擬搭配試驗率定方法進行母岩與緩衝材料多

物理量作用相關期刊與研究報告 (Hudsona et  al. ,  2005; Idiart et 
al. ,  2012; Olin et  al. ,  2008,  2009; Pulkkanen et  al . ,  2010; 
Punkkinen et  al. ,  2010; Sil len and Marivoet,  2007; SKB, 1999; 
Vries et  al. ,  2012)。透過文獻中各國多年研究經驗逐漸發現，雖

然全尺度工程障壁試驗，為國際發展趨勢，但在各影響因子尚未

了解透徹前，大規模之全尺度現地驗證試驗常無法完全解釋其行

為。此外，由於目前大型數值模擬工具皆朝向多物理量耦合方向

發展，因此耦合數值模擬為未來趨勢，目前作法主要為搭配試驗

取得材料參數，再透過模擬協助各種複雜現象之解釋；同時可作

為驗證工具，與試驗結果交互比對。  
圖  3-69為瑞典 SKB近年進行之堆疊塊體熱 -水作用試驗與一維數

值模擬架構，稱之為LOT (long term test of buffer material)試驗

(Sena et  al. ,  2010)，其主要目的透過不同性質之膨潤土塊體堆

疊，於同樣之試驗條件下，各不同配比之塊體之熱 -水互制行為。

並透過一維數值模擬反推其材料參數及進行比對。該作法主要係

為透過數值以及簡化試驗，以完整了解其本土化參數，而後提供

給處置場尺度數值模擬之最適化參數。圖  3-70為 SKB於 SR97報
告 (SKB, 1999)中針對處置區域周遭地質圈之熱 -力作用模擬分

析，其研究結果顯示，數值模型品質全取決於各最適化參數之建

立，否則其模擬結果並無法反應現場情況。  
基於齊備之最適化參數，再以目前越臻成熟之數值模擬工具可逐

步 建 立 處 置 系 統 之 多 物 理 作 用 。 圖  3-71 為 芬 蘭 Valtion 
Teknillinen Tutkimuskeskus (VTT)建構之數值模擬架構，其中

COMSOL 是 研 究 熱 - 力 作 用 的 主 要 模 擬 工 具 ， 並 搭 配 EQ3/6,  
PetraSim與GoldSim輔助化學與核種傳輸分析 (Olin et al. ,  2008)。 

(2) 量測元件發展與設計  
本項工作主要為實驗設計前期階段，先行確認量測元件規格與資

料擷取系統規劃。依據規劃，本實驗主要量測元件為荷重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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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規劃之配置如圖  3-72所示，理論上所需極限量測壓力範圍越

廣，荷重計尺寸也會越大，將會破壞試體密合度；因此目前擬以

利用數值模擬，先行預測壓力範圍，可設計使用有效率之荷重計。 
(3) 室內試驗試體設計製作與改良  

初步之試驗設計如圖  3-73所示，採用薄平板試體以降低側向摩

擦阻力對於熱應力量測結果之影響，配合試體外型採用平面式熱

源，側向邊界採熱絕緣包覆以維持熱流為單向傳遞。荷重計佈

設，原則上置於材料介面中間位置，但荷重計會破壞界面平整，

施作時以試驗可行為首要考量。  
在試體部分，膨潤土塊體採圓盤式設計。為評估力學量測時摩擦

阻力的影響，膨潤土塊體需經由模擬分析評估其適當之高度，再

據以修正模具設計，以符合膨潤土塊成品高度，並據此加工設計

花崗岩塊。  
(4) 熱 -力學室內試驗數值模擬  

透過熱應力模擬確認試驗設計，如圖  3-74所示，目前已初步建

構數值模型，後續將透過不同高度的模擬分析，評估膨潤土塊體

的摩擦阻力影響程度，再據以回饋給實驗設計，以完成膨潤土塊

體與花崗岩塊體尺寸設計，提供下一年度進行膨潤土與岩塊系統

熱 -力學交互作用室內試驗，進一步探討以膨潤土為主之工程障

壁系統於受熱作用下與岩塊之間的應力變化情形，提供後續現地

熱 -力學試驗規劃及近場功能評估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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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69：瑞典SKB LOT(long term test of buffer material)試驗與數值模擬架構 
註：(a) 瑞典LOT堆疊塊體試驗；(b) SKB LOT試驗之一維模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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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pa)

 
圖 3-70：瑞典SKB SR97報告之熱-力分析 

(a) 應力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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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圖 3-70 (續)：瑞典SKB SR97報告之熱-力分析 

(b) 處置孔之應力變化；(c) 處置區域Z方向應力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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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1：芬蘭VTT建構之THMC數值模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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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2：量測系統佈設示意圖 

 
 

 
圖 3-73：膨潤土與岩塊系統試驗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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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4：膨潤土與岩塊系統熱-力學室內試驗數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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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3.3.1.2.4.3.3.1.2.4.3.3.1.2.4.3. 坑道面裂隙變形監測技術研究坑道面裂隙變形監測技術研究坑道面裂隙變形監測技術研究坑道面裂隙變形監測技術研究    

岩體在大地應力或其他的擾動作用下，若岩體無法負荷，則會產

生裂隙的生成、發展或沿著弱面移動。在上述的變形過程中，除了可

能造成弱面的相對位移之外，若有裂隙的生成、發展，此亦會產生震

動，此現象稱為聲射 (acoustic emission, AE)。裂隙變形監測技術用

於監測裂隙面兩側岩體的相對位移，由相對位移的歷時資料可評估岩

體的穩定性。另外，也可以監測岩體聲射事件 (AE event)的發展，探

討岩體受力之聲射特性 (Mogi,  1962；Bieniawski,  1967；Boyce et al. ,  
1981；  劉智超，1994)，定出裂隙發生的位置 (廖志信，1993；紀毓

中， 1994)，或藉由聲射監測技術推估材料的破壞時間 (陳慶忠，

1992)。聲射監測技術主要應用於點源裂隙的定位與特性研究，由點

源裂隙的聲射特性及其分布，可評估岩體的穩定狀態；但因聲射監測

技術設置與維護成本比裂隙變形監測成本高，且其監測與分析亦較裂

隙變形監測複雜，因此本分項工作採用坑道面裂隙變形監測技術。  
102年度規劃利用國內現有之坑道，建立裂隙變形監測技術，藉

由監測裂隙面兩側岩體相對位移的歷時資料，取得裂隙變形資訊。不

穩定岩體的相互移動，一般會沿著其弱面 (如裂隙 )進行，但其移動之

方向有多種可能性，視弱面的方位與作用力的方向而定。因此，若要

較為詳細地描述其變形特性，則可在坑道內出露裂隙的壁面上，分別

量測垂直及平行裂隙的相對位移，以及裂隙兩側岩體之相對垂直位

移，由上述 3個相互垂直的位移分量，可獲得裂隙兩側岩體的相對位

移量。  
102年度主要工作為代表性坑道裂隙現勘，以及裂隙監測設備之

組裝，完成設備設置後即可開始取得裂隙位移之監測資料，目前進展

簡述如下：  
(1) 裂隙監測地點之踏勘及評選  

已針對台灣東部各類型岩體既有之坑道進行初步踏勘，選擇 3個
可安裝裂隙監測設備的坑道，經現地調查裂隙特性，以規劃裂隙

監測設備的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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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裂隙監測設備之組裝  
監測設備包含位移計、資料擷取系統及遠端傳輸系統，採用位移

計及資料擷取系統為現地儲存式監測設備，利用遠端傳輸系統

(透過 3G modem)進行遠端資料之傳輸。規格概述如下：  
(a) 現地儲存式監測設備  

包含位移計及資料擷取系統。位移計採用應變型位移計，為

東京測器研究所所生產型號為 CDP-10B (TML)的產品，其規

格如表  3-17所示。搭配資料擷取系統為型號TDS-530 (TML)
的產品，其規格如表  3-18所示。為了量測 3個相互垂直方向

的相對位移量，可由 3個一維位移計組合成三軸位移計，如

圖  3-75所示。以每 30分鐘記錄 1次之頻率進行監測，以分析

裂隙兩側岩體的相對變形。  
(b) 無線傳輸式監測設備  

資料傳輸系統包含：應變模組、遠端資料收集器與近距離電

腦端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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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應變型位移計之規格 
TYPETYPETYPETYPE    CDPCDPCDPCDP----10B10B10B10B    

(TML)(TML)(TML)(TML)    
Capacity 10 mm 

Sensitivity 1000 × 10x� strain/mm 
Non-linearity 0.1%RO 

Temperature range -10 to 60 ℃ (no condensation) 
Input/output resistance 350 Ω 

Weight 130 g 
 
 

表 3-18：資料擷取系統之規格 
TYPETYPETYPETYPE    TDSTDSTDSTDS----530530530530    

(TML)(TML)(TML)(TML)    
頻道數 10 
應變計 可 

應變型感應器 可 
熱耦 可 
電壓 可 
電流 可 

 
  



   

 
 

3-122 

 
 

 
圖 3-75：三軸位移計組裝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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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1.3.3.1.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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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1.3.1.3.1.3.1.3.1.3.1.3.1. 台灣用過核子燃料地質處置之地質圈特性台灣用過核子燃料地質處置之地質圈特性台灣用過核子燃料地質處置之地質圈特性台灣用過核子燃料地質處置之地質圈特性    

各國因大地構造環境與地質條件特性的不同，進行研發處置場址

評選、處置設施功能安全評估所需技術時，所需特別考量的地質圈特

性會有所不同。例如，北歐國家會特別考量下次冰河時期 (萬年後 )對
處置安全性的影響，美國 Yucca Mountain計畫則將區域性的火山爆

發，列為一相當重要的評估因素 (JNC，2000)。  
台電公司於 SNFD2009報告彙整的研究成果 (台電公司， 2010)，

綜合比較我國各潛在處置母岩長期穩定性 (表  3-19)，以泥岩形成年

代最短、地質不穩定條件最多，因此未來調查技術的挑戰也最大；相

較之下，西部離島及本島東部花崗岩均有千萬年以上或至少百萬年的

長期穩定潛力，較具可調查性和可預測性，建議成為我國潛在處置母

岩的調查對象。  
對台灣地區而言，離島地區屬於數千萬年長期穩定的大地構造環

境，而本島地區因弧陸碰撞作用形成的造山運動僅數百萬年，具獨特

的大地構造與演化特性。台灣的地質環境大致上與同為歐亞大陸東緣

的日本類似，故未來進行處置場址評選、處置設施功能安全評估相關

技術研發時，均可借鏡日本經驗。在地質處置合適性的研究上，日本

H12報告針對大地構造演化、火山活動、斷層 (地震 )活動，以及抬升

與沉陷、氣候與海平面變遷等影響因子進行調查與研究，評估這些因

子對處置環境的影響。102年度起分別針對這些影響因子進行調查研

究工作之規劃與推動，迄 102年底進展之成果摘述於後面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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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我國潛在處置母岩長期穩定性比較表 
潛在處置母岩潛在處置母岩潛在處置母岩潛在處置母岩    花崗岩花崗岩花崗岩花崗岩    泥岩泥岩泥岩泥岩    中生代基盤岩中生代基盤岩中生代基盤岩中生代基盤岩    

西部離島西部離島西部離島西部離島    本島東部本島東部本島東部本島東部    西南部西南部西南部西南部    台灣海峽台灣海峽台灣海峽台灣海峽～～～～西西西西

部部部部    
岩性岩性岩性岩性    花崗岩/片麻

岩 
花崗岩/片麻

岩 
粉砂岩/泥岩 火山岩/變質

沉積岩 
形成年代形成年代形成年代形成年代    100～140  

百萬年 
80～90  
百萬年 

1～2百萬年 60百萬年 

    
    
地地地地    
    
質質質質    
    
史史史史    

千萬年前千萬年前千萬年前千萬年前    13百萬年 
(海岸) 

10百萬年 
深海 

淺海或陸地 10百萬年 
(海岸) 

百萬年穩百萬年穩百萬年穩百萬年穩

定性定性定性定性    
無沉陷(海岸) 6.5～3.5 

百萬年 
快速隆升造山 

6.5～3.5百萬

年快速沉陷 
無沉陷(澎湖

海岸)；快速沉

陷(台灣西部

中生代基盤岩

深度

>2000m) 

待調查 3.5~0.5百萬

年沉陷 
1.5百萬年張

裂沉陷 
0.5 Ma快速隆

升 
萬年穩定萬年穩定萬年穩定萬年穩定

性性性性    
待調查 待調查 活動斷層 5千年來不動 

    
大地構造環境大地構造環境大地構造環境大地構造環境    

板塊內部 板塊邊緣 板塊內部 板塊內部 
張裂 擠壓轉張裂 擠壓 張裂 
(遠離變形前

緣) 
(變形帶) (變形前緣) (遠離變形前

緣) 
地震地震地震地震    無震 待調查「無震

帶」 
地震帶 無震 

活動構造活動構造活動構造活動構造    待調查 待調查 密集區 無 
海平面升降海平面升降海平面升降海平面升降////
環境變遷環境變遷環境變遷環境變遷    

海平面上升/
島嶼； 
海平面下降/
陸地 

山地 海平面上升/
海濱； 
海平面下降/
陸地 

海平面上升/
島嶼； 
海平面下降/
陸地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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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3.1.3.2.3.1.3.2.3.1.3.2. 台灣的大地構造架構台灣的大地構造架構台灣的大地構造架構台灣的大地構造架構    

台灣位於歐亞大陸東緣，坐落於環太平洋構造活動帶上，因此，

台灣地區的火山活動和斷層 (地震 )活動，皆與台灣大地構造的演化息

息相關。考量 SNFD2017報告所需之大地構造架構特性資訊與評估分

析能力， 102年度規劃進行台灣大地構造架構與演化等相關文獻資料

(空間上涵蓋台灣及台灣海峽周邊海陸域資料，時間上涵蓋控制各岩

層形成之地質歷史 )的蒐集與回顧，藉此掌握台灣大地構造架構的更

新資訊與認知。  
SNFD2009報告已回顧台灣的大地構造架構的演化模式 (台電公

司， 2010)，根據鄧屬予 (2002)及Teng and Lin (2004)提出的大地構

造演化模式，顯示福建東南沿海的花崗岩與台灣東部花崗岩，均受到

太平洋海板塊隱沒到歐亞大陸板塊的隱沒作用影響，形成大陸邊緣的

「安地斯山型」岩漿活動 (圖  3-76之圖A至圖 C)。同樣地，根據岩漿

活動反映的大地構造演化過程，林蔚 (2001)提出福建沿海的花崗岩先

於 140~110 Ma 發 生 侵 入 與 變 質 作 用 ， 而 台 灣 東 部 花 崗 岩 後 於

90~80Ma發生侵入與變質作用，此一由內而外的岩漿活動遷移，反映

古太平洋海板塊向東退縮 (retreat)，向海一側發生拉張作用的過程，

此一過程持續發生到中新世，形成數千萬年的張裂型被動大陸邊緣張

裂活動 (圖  3-77)。  
台灣屬於世界最年輕的造山帶之一，其山脈隆起的成因，與呂宋

島弧與歐亞大陸邊緣在近數百萬年來的「弧陸碰撞」 (arc-continent 
collision)有關，此造山運動稱為蓬萊運動，使得台灣東部花崗岩與離

島花崗岩的地體構造環境，在數百萬年前即有明顯的差異。目前有兩

種大地構造演化論述： (1)大陸楔 (continental wedge)模式下的台灣

造山作用 (例如何春蓀， 1986；Fuller et al. ,  2006及其引用之相關文

獻等 )；(2)陸緣塊體組合成的台灣造山運動 (Lu and Hsu, 1992；Shyu 
et al. ,  2005)。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對介於中央山脈與雪山山脈

間的蘭陽平原，進行 101至 102年度的空中磁測調查，發現蘭陽平原

下方介於中央山脈及雪山山脈之間 (圖  3-2)，深部大範圍海洋地殼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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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形成的高磁基盤，證實弧陸碰撞作用的大地構造架構，符合Lu and 
Hsu(1992)及 Shyu et al.  (2005)的模式，是由陸緣塊體經海洋板塊分

離，再經弧陸碰撞作用拼貼回歐亞大陸邊緣。此一海洋板塊殘塊亦分

布於台灣東部大南澳片岩及花崗岩體下方 (圖  3-3)，可能形成東部花

崗岩體下方深部的地震安靜帶，值得後續以微震震波成像技術來了解

此高磁基盤的分布及地震活動的關係。  
過去雖然對此高磁基盤的存在資訊不足，但大地構造演化上，對

台灣造山運動之中央山脈形成模式，均主張山脈發生快速抬升與剝蝕

作用 (如Huang et al. ,  2006)，使中央山脈東翼屬於深層變質岩的岩層

剝蝕出露 (Lo et  al. ,  1995；  Pulver et  al. ,  2002)。近來發現山脈坍塌

的張裂性斷層遍佈於中央山脈 (Crespi et al. ,  1996；李元希， 1997)，
顯示近期構造活動即便仍受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斜碰撞的

影響，但山脈的抬升速率已因張裂性構造的發育而下降，剝蝕率也因

此推測會有逐漸降低的趨勢。就時空關係來宏觀台灣大地構造演化，

自台灣島形成以來 (即6百萬年前弧陸碰撞運動發生以來 )，約3百萬年

前形成高山 (鄧屬予， 2007)。區域地質研究顯示本島東北部 2百萬年

前屬於擠壓環境，過去 80萬年以來，已進入張裂沉陷的地體環境，台

北盆地與蘭陽平原均受此張裂作用使得基盤岩下降至海平面下數百

公尺深處，為沉陷作用長期影響的代表，地體構造體系迄今並未改

變，未來1百萬年之地體構造體系預期與過去 1百萬年相當。未來花蓮

至中壢以東之中央山脈將持續沉陷，甚至沈入海底 (鄧屬予，2007)。
相較之下，離島花崗岩距離板塊邊界較遠，過去千萬年來地殼並無顯

著變動，僅受氣候變遷與海平面升降影響。  
  



 

 
 

 

圖

資料來源：Teng and Lin, 2004
說明：CMR: Central mountain range; CO: Coastal Range; HT: Hsuehshan Trough; 
MP: Mindoro-Palawan block; NJ: Nanjihtao Basin; SCS:South China Sea Basin; 
SCSR: South China Sea r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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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6：台灣大地構造演化示意圖 
Teng and Lin, 2004 

Central mountain range; CO: Coastal Range; HT: Hsuehshan Trough; 
Palawan block; NJ: Nanjihtao Basin; SCS:South China Sea Basin; 

SCSR: South China Sea rift。 
 

 

 

Central mountain range; CO: Coastal Range; HT: Hsuehshan Trough; 
Palawan block; NJ: Nanjihtao Basin; SCS:South China Sea Basin; 

 



 

 
 

圖 3-77
資料來源：林蔚(2001) 
說明：(A)侏羅紀至早白堊紀

大陸邊緣，大陸內部廣泛發生板內型張裂環境的岩漿活動

百萬年左右)西太平洋發生洪流玄武岩噴發活動

山運動；(C)燕山運動後期

山型花崗岩(如福建、金門等

東部大南澳變質帶)；(D)
活動，造山帶邊緣則形成張裂環境之後造山型花崗岩

晚白堊紀至始新世隱沒作用停止

動，台灣東部大南澳變質帶無島弧岩漿活動發生

中國海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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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台海地區岩漿活動與大地構造演化圖 
 

侏羅紀至早白堊紀(約140 百萬年以前)古太平洋板塊向西隱沒至歐亞

大陸內部廣泛發生板內型張裂環境的岩漿活動；(B)早白堊紀

西太平洋發生洪流玄武岩噴發活動，歐亞大陸邊緣亦發生廣泛的燕

燕山運動後期(約110-100 百萬年)造山帶內部形成張裂環境的後造

金門等)，造山帶邊緣則發生高壓低溫相變質作用

(D)晚白堊紀(約90-80百萬年)造山帶內部形成張裂型火山

造山帶邊緣則形成張裂環境之後造山型花崗岩(如台灣東部花崗岩

晚白堊紀至始新世隱沒作用停止，大陸邊緣發生板內型張裂環境的玄武岩噴發活

台灣東部大南澳變質帶無島弧岩漿活動發生；(F)中新世大陸邊緣張裂與南

 

 

 

古太平洋板塊向西隱沒至歐亞

早白堊紀(約120 
歐亞大陸邊緣亦發生廣泛的燕

造山帶內部形成張裂環境的後造

造山帶邊緣則發生高壓低溫相變質作用(如台灣

造山帶內部形成張裂型火山

如台灣東部花崗岩)；(E)
大陸邊緣發生板內型張裂環境的玄武岩噴發活

中新世大陸邊緣張裂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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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1.3.1.3.2.1.3.1.3.2.1.3.1.3.2.1. 火山活動火山活動火山活動火山活動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 (JNC， 2000)，火山活動對放射性廢棄物「深

層地質處置」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為：  
(1) 岩漿入侵對處置設施的破壞性，及岩漿噴發活動將放射性物質快

速帶到地表人類生活圈的可能性。  
(2) 過高的地溫梯度會加速地下水的流動速率，進而增加核種遷移的

速率。  
(3) 地下水化學性質的改變 (因過高的地溫或與岩漿、火山氣體的混

合 )，降低多重障壁遲滯核種遷移的功能。  
 

針對台灣的火山活動與特性，進行相關文獻資料的蒐集與回顧，

作為後續火山活動及其影響性研究工作規劃的基礎，以及未來候選調

查區域建議之依據，102年度研究重點摘述如下：  
(1) 台灣的火成活動概述  

臺灣的火成岩大部份為新生代火山活動所形成，僅少部份屬於較

早的晚中生代的產物，這些火成岩的形成主要受控於晚中生代以

來，歐亞板塊東南側大陸邊緣的地體構造的演化 (圖  3-76)。臺

灣附近最早的岩漿活動紀錄始於中生代，白堊紀火成岩主要散佈

在中國東南福建沿海的金門、烈嶼 (小金門 )和馬祖群島 (陳培

源，1974； Jahn et  al. ,  1976；Yui et al. ,  1996)，臺灣北部外海觀

音隆起下方的大陸棚 (Chen et al. ,  1997)以及臺灣東部位在南

澳 、 和 平 與 太 魯 閣 等 地 區 的 大 南 澳 變 質 雜 岩 中 (Yui et al. ,  
1996)。主要岩性為：  
(a) 花崗岩與花崗閃長岩：出露在大陸沿海的金門島、烈嶼以及

馬祖群島，臺灣東部的源頭山、飯包尖山、開南岡、奇瑤谷、

大濁水、溪畔，以及南橫的大崙溪等 7個主要花崗岩體。  
(b) 片麻岩：出露在金門與烈嶼有同構造侵入作用形成的片麻

岩，以及上述臺灣東部的部份的岩體的邊緣，受後期構造作

用影響形成的片麻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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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玄武質安山岩：在臺灣北部外海觀音隆起的鑽井中所發現的

玄武質安山岩。  
 
藉由礦物的鍶同位素等時線定年、氬氬同位素定年與鋯石鈾鉛定

年等方法，上述白堊紀岩漿活動發生於約 140-70百萬年前，例如

金門片麻岩的原岩形成年代為 139百萬年前，稍年輕的花崗岩則

形成於約100百萬年前 (Jahn et  al. ,  1976；Yui et al. ,  1993； Lo et  
al. ,  2003；林蔚等， 2011)；馬祖群島花崗岩體的年代為 95百萬

年 (陳培源，1974)；臺灣東部花崗岩體中的源頭山為 87百萬年，

飯包尖山為 90百萬年，大濁水為 87百萬年，開南岡為 90百萬年

(Jahn et al. ,  1986；Yui et al. ,  1996)；觀音隆起地下鑽井中的玄

武質安山岩則形成於71.5百萬年前 (Chen et al. ,  1997)。此外，在

大南澳變質片岩帶南段，Yui et  al.  (2009)最近發現了早侏儸紀

(191±10百萬年 )的大崙溪花崗岩。  
上述白堊紀火成岩皆具有鈣－鹼性 (calc-alkalin)岩漿的岩石地

球化學特性，與島弧岩漿相似，其中花崗岩類又多屬產於聚合板

塊邊緣的 I型花崗岩，故岩石成因一般都認為與古太平洋海洋板

塊向歐亞板塊東南部的隱沒作用有關 (Yui et al. ,  1996)。然而，

此一隱沒作用的過程細節，及其對華南地體構造演化自中生代以

來的影響，眾說紛紜，極多爭議 (Li and Li,  2007；Li et  al. ,  2012；
及其中引用的文獻 )。簡而言之，臺灣及附近地區的基盤屬於華

夏陸塊 (Cathaysia Block)，約在早元古宙形成，而上述白堊紀中

酸性岩漿岩則代表該時期在華夏陸塊東南邊緣，因古太平洋海洋

板塊隱沒所造成的聚合板塊邊界環境的活動紀錄 (圖  3-77)。  
而台灣地區新生代的火成活動是歐亞大陸邊緣自新生代以來之

張力運動，承受鄰近之海洋板塊俯衝隱沒，以及與菲律賓海板塊

相互碰撞所導致，順次可以劃分成西部、東部、及北部 3大火成

岩區 (Yen, 1958; Juan, 1985; 陳正宏，1990)(圖  3-78)。北部屬

於大陸邊緣形式的火山區；東部則屬於島弧形態的火山區；而西

部之澎湖列島則屬於半洪流式的玄武岩區。火山活動年代以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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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發生，約在中新世早期；東部則發生於中新世至上新世之

間；北部最晚，活動年代由上新世晚期延伸至第四紀 (莊文星，

1988)。 Chung et al .  (1995)根據Teng (1990)的台灣弧陸碰撞演

化模型，基本描述了台灣整個的岩漿活動演化歷程：早第三紀開

始的南中國海的擴張運動，導致了中國東南被動大陸邊緣的板塊

張裂，以及板塊內的玄武岩質岩漿活動。由於南中國海板塊隱沒

入菲律賓海板塊而形成的呂宋島弧，在 12百萬年前碰觸到歐亞大

陸板塊邊緣，弧陸碰撞將此區域構造環境應力由拉張應力改變成

壓縮應力，因而停止了板塊內玄武岩質的岩漿活動，並開始了台

灣造山運動，島弧部分島嶼貼附上台灣成了海岸山脈。隨著呂宋

島弧持續的西北方向延伸，並且在 3百萬年前與琉球弧溝系統接

近及交會，兩弧溝系統的交會改變了台灣北部的應力結構進入後

造山階段，導致了沖繩海槽再次擴張，並引起一連串台灣北部的

火山活動 (圖  3-79)。  
(2) 板塊內張裂的台灣西部火山活動  

古新世－漸新世的岩漿活動主要發生在西部火成岩區，分布在澎

湖群島的花嶼、臺灣海峽以及臺灣中西部沿岸，除了花嶼為火山

岩出露地表外，其他在臺灣中國石油公司的鑽井下採自一系列東

北－西南走向的半地塹盆地中，包括產於海峽北部東引島隆起的

C-1井、南彭佳嶼盆地東北緣的D-1井、彭佳嶼陸台的E-1井 (Chen 
et al. ,  1997)，以及海峽中部臺中－臺西盆地南緣的A-2井、臺灣

中部沿岸雲彰地區的王功一號井 (G-1)與褒忠一號井 (C-1)等鑽井

中發現的古新世－漸新世火成岩 (Wang et al. ,  2012)。這些火成

岩主要為基性的玄武岩與玄武質安山岩，以及少量安山岩、英安

岩、流紋岩和花崗岩等；其中英安岩發現在王功一號井與褒忠一

號井與花嶼 (岩脈 )，而安山岩、流紋岩與花崗岩 (岩脈 )則僅產在

花嶼。此外，在中央山脈和雪山山脈地層中，同時期的火成岩以

變質基性岩 (metabasite)或變質安山岩出露 (Yui et al. ,  1995)。  
全岩氬氬定年與鋯石鈾鉛定年結果，顯示本期火山活動的年代介

於65-38百萬年前。其中，花嶼安山岩的年代為65-63百萬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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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質岩脈為 62百萬年，流紋岩為 58-38百萬年，而花崗質岩脈為

61-56 百萬年 (楊小青等， 2008； Jahn et al. ,  1976；Chen et al. ,  
2010；Wang et  al. ,  2012)。此外，臺灣海峽北部東引島隆起的C-1
井中玄武岩的噴發年代為 55百萬年，南彭佳嶼盆地的D-1井中玄

武岩為 41百萬年，彭佳嶼陸台的E-1井中玄武岩為52百萬年 (Chen 
et al. ,  1997)；而海峽中部臺中－臺西盆地南緣的A-2井中玄武岩

為 49-42百萬年，陸上的王功一號井中玄武岩與玄武安山岩為

50-46百萬年，褒忠一號井中玄武岩為 49-44百萬年，英安岩則為

49百萬年 (駱宜民， 2003；Wang et al. ,  2012)。  
由地球化學性質而言，花嶼的安山岩、英安岩、流紋岩和花崗岩

皆屬於中鉀質鈣－鹼系列岩石，其鈮、鉭與鈦等元素的含量相對

虧損，具有島弧岩漿性質，顯示其岩漿源區受過隱沒帶作用的影

響 (Chen et  al. ,  2010)。另一方面，井下火山岩則以基性的玄武岩

為主，伴隨少量的英安岩，呈現雙模式化學組成。其中的玄武岩

可 分 為 矽 質 玄 武 岩 (tholleiite) 與 鹼 性 玄 武 岩 (alkali  basalt) 兩
種，都呈現大離子岩石圈元素與輕稀土元素的相對富集，以及

鈮、鉭與鈦含量相對虧損的現象；並具有富集的鍶釹同位素成

分，表示其母岩漿主要源自受到過隱沒帶富集作用的岩石圈地函

(駱宜民，2003；Wang et al. ,  2012)。一般認為，本時期岩漿活

動與晚白堊紀至新生代以來整個歐亞板塊東部的拉張構造環境

有關。此拉張環境不僅造成在歐亞板塊東部邊緣廣泛地造成第三

紀沈積盆地的發育，更是古新世以來在這些盆地內外形成大量基

性岩漿活動的肇因 (Chung et  al. ,  1997；Li et al. ,  2012；Wang et  
al. ,  2012)。  
台灣西部火成活動可以區分為 4期噴發，依序為早期中新世之公

館期、中期中新世之上坪期、晚期中新世之角板山期、以及同樣

為中新世之澎湖期，故台灣西部第三紀板塊內玄武岩類火山活動

在中新世期間活動最為頻繁 (Zhou and Chen,  1981; 陳正宏，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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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新 生 代 火 山 岩 類 ， 按 岩 性 可 區 分 為 鹼 性 玄 武 岩 (alkaline 
basalts)與矽質玄武岩 (tholeiites)2大類 (Yen, 1956; Juan et al. ,  
1981; Wang, 1987; 李寄嵎， 1985)。鍾孫霖 (1990)提出澎湖岩

石圈模型，認為張裂過程中岩石圈與軟流圈參與了岩漿的形成，

並且約制了玄武岩的地化特性，其中鹼性玄武岩為地函較深處、

熔融比例較低之岩漿噴發形成；矽質玄武岩則為地函較淺處、熔

融比例較高之岩漿噴發生成。  
澎湖地區玄武岩噴發年代分布於 17百萬年至 8百萬年之間，望安

島可能出露了本區最老的玄武岩，其年代介於 17百萬年至 15百萬

年；而最年輕的玄武岩層皆為鹼性玄武岩質，最後的噴發年代為

8百萬年，分布於群島南北兩端的東嶼坪嶼和白沙島煙燉山。造

成此一結果的機制應是菲律賓海板塊逐漸靠近歐亞大陸，隨著擠

壓作用的增強，關閉了岩漿上升管道而結束了台灣海峽的張裂活

動 (莊文星， 1988；李寄嵎，1994； Chung et al. ,  1995)。  
(3) 島弧隱沒系統的台灣東部火山活動  

北呂宋島弧南起菲律賓呂宋島，北至台灣海岸山脈，地理位置介

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之間 (林朝檗，1967)。這些火山

島是由於南中國海板塊於 35百萬年至 17百萬年之間，向東隱沒入

菲律賓海板塊所形成的 (Taylor and Hayes,  1983)。北呂宋島弧可

以分為較年輕生成年代的東火山島鏈與較年老的西火山島鏈，此

兩島鏈在南端相隔約50 km，而在北端則已合併在一起 (Yang et  
al. ,  1996)。  
北呂宋島弧的地球化學性質，過去被認為具有南北方向的時空關

係，海岸山脈部分呈現由北而南鉀含量逐漸增加、輕稀土元素富

化、以及銣同位素質逐漸降低的趨勢 (Song and Lo, 1990)。不過

根據許多資料顯示海岸山脈年代與地化特性不一定南北空間分

布，外海島嶼的地化特性也不是單純的南北方向變化 (Chen et al. ,  
1990)。因此Yang et al.  (1996)提出了按東西兩火山島鏈的區分

新概念，發現東西兩島鏈在地形、噴發時間、地化性質、和空間

分布上都可以有效區隔開來，該研究認為火山西鏈形成於 6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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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前，此時地化特性是虧損地函加上少量沈積物的源區混染而

成。而後因洋脊改變了隱沒角度，因而在 2百萬年前左右形成了

火山東鏈，並造成岩漿地化特性的改變。  
海岸山脈為呂宋島弧北端的延伸，因菲律賓海板塊向西北移動

時，呂宋島弧北端在台灣這個位置上與歐亞大陸板塊邊緣發生弧

陸碰撞而附著於台灣的東側 (Biq,  1972; Bowin et al. ,  1978)。上

述弧陸碰撞系統主導了台灣的造山運動 (張麗旭，1955；林朝檗，

1963; Chai,  1972; Ho, 1986; Teng,  1990)，碰撞模式也給予台灣

大地構造一個合理演化機制 (Suppe, 1981)。  
Teng (1990)與Huang et al.  (1997)的研究顯示台灣東部在 6百萬

年前開始了弧陸碰撞，並導致北呂宋島弧的岩漿活動的逐漸停

歇。運用鉀 -氬、氬 -氬以及核飛跡等定年結果顯示海岸山脈的火

山活動自 16百萬年持續到 2.2百萬年止，並且隨著碰撞點的南移

因此往南越是年輕的趨勢 (莊文星，1988; Juang and Chen,  1990; 
Lo et al. ,  1994; Yang et  al. ,  1995)。上述定年結果基本支持弧陸

碰 撞 後 1 百 萬 年 至 2 百 萬 年 期 間 ， 火 山 就 會 停 止 活 動 的 模 式

(Dorsey,  1992; Song and Lo, 2002)。但是Yang et al.  (2003)運用

鋯石核飛跡定年與溫泉溶解氣 3He/4He比值分析結果，發現海岸

山脈中段在 0.5百萬年前仍有火山活動的證據，表示在弧陸碰撞

後，岩漿仍可持續活動 4百萬年之久 (圖  3-80)。  
海岸山脈是由數個火山島以及各火山間的盆地所組成，至少存在

月眉、奇美與成廣燠等 3座火山島；水璉、樂合及泰源 3個弧前盆

地；以及靜浦與成功2個弧間盆地 (Huang et al. ,  1995)。此區域

相關的火山層序在上世紀 80年代末期漸次有較完整的建立 (Song 
and Lo, 1988; Chen, 1997)，主要為以安山岩為主的奇美火成岩

體，以及以火山碎屑岩為主的都巒山層 (Hsu,  1956)。  
根據GPS數據分析，現今海岸山脈南段部分持續向西北移動，但

是北段部分已經轉變成向北移動，而外海的綠島蘭嶼與台灣的距

離也逐漸縮短，將來都會成為海岸山脈的一部分 (Liew et al. ,  
1990; Yu et  al. ,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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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仍有爭議的台灣北部火山活動  
台灣北部大屯火山群、基隆火山群、觀音山及外海小島 (如彭佳

嶼、棉花嶼與花瓶嶼 )一系列晚上新世 -第四紀的火山活動，構成

所 謂 台 灣 北 部 火 山 活 動 帶 (Northern Taiwan Volcanic Zone,  
NTVZ)(陳正宏， 1990)。  
台灣位於歐亞板塊和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處，歐亞大陸板塊自中

生代晚期以來，大致並無運動 (Enkin et al. ,  1992)，而菲律賓海

板塊在始新世晚期形成 (Hilde and Lee,  1984)，並且往西北方向

移動擠壓、沒入歐亞大陸板塊 (Hall et al. ,  1995)。因此在台灣東

北方有菲律賓海板塊朝西北方向的隱沒系統，形成了琉球島弧；

在台灣南方，有歐亞板塊朝東南方向的隱沒系統，形成了呂宋島

弧。台灣島剛好在兩島弧系統的轉接點上， 2個島弧系統的邊界

大抵沿中壢、花蓮一線上，中南部屬於呂宋島弧系統、東北部則

劃歸為琉球島弧系統，邊界以西仍處於擠壓應力的造山成長過程

中；邊界以東則是處於拉張應力的造山崩毀階段  (Teng, 1996;  
鄧屬予，2007)(圖  3-81)。  
台灣北部的火山活動傳統上被認為是琉球島弧向西延伸的一部

分，岩漿的活動是隨著菲律賓海板塊隱沒作用向西延伸而開始，

後 續隨 著 沖 繩海 槽 不 斷向 西 擴 張， 岩 漿 活動 也 向 西逐 漸 停止

(Teng,  1990)。彙整台灣北部火山帶的定年資料，此區域的岩漿

噴發最早發生於晚上新世，並且在十幾萬年前仍有活動紀錄，

Juang and Bellon (1984)以鉀 -氬法將大屯火山群的活動時間分

為 2.5百萬年、 0.75百萬年和 0.25百萬年 3期； Liu (1987)和王文

祥 (1989)利用核飛跡定年法得到大屯火山群年代在 2.6百萬年至

1.4百萬年間、基隆火山群在 1.3百萬年至 1百萬年間；曹恕中

(1994)利用鉀 -氬法重新測定大屯火山群年代為 0.73百萬年至

0.23百萬年；莊文星與陳汝勤 (1989)利用鉀 -氬法得到基隆嶼年

代為 1.02百萬年、彭佳嶼為 2.1百萬年至 0.29百萬年間、觀音山為

0.53百萬年至 0.20百萬年間、草嶺山為 0.25百萬年至 0.17百萬年

間；王國龍 (2000)利用氬 -氬法測得棉花嶼年代為 2.6百萬年。上



   

 
 

3-136 

述各火山活動定年資料的時空關係上呈隨機的分佈，並無一定的

規律可循，此結論與島弧西延模式不吻合，北部火山帶的成因不

是單純的琉球島弧西延模式 (Wang et al. ,  2004)。  
依據岩石地球化學研究所得資料，此區域大部分的火山岩多具有

鈣鹼性安山岩質的島弧火山典型地化特性 (陳正宏，1990)；整體

不相容元素中 Ta-Nb-Ti虧損特性與島弧岩漿的特徵相符合  (葉
斌， 2008)；現今的大屯火山噴氣口氣體硫同位素值 (δ 3 4S)介於

-4.4至 10.3‰之間，明顯重於其他張裂型板塊的火山噴氣 (鄒惠

雯， 2011)，這些地球化學分析結果指出台灣北部火山帶的島弧

特性。  
另一方面，此區域玄武岩的同位素及微量元素分析結果則指出具

有板塊洋島性玄武岩的特質 (Chen et  al . ,  1999)；草嶺山熔岩的樣

本分析結果顯示具有高鎂高鉀的岩石特性，表示岩漿來自已被富

化的深部地函 (Chung et  al. ,  2001)，上述結果顯示此類火成岩可

能是板塊內張裂環境的產物。Wang et  al.  (2004) 則進一步認為

台灣北部火山活動乃肇因於北台灣造山帶的拉張崩毀而非琉球

島弧的西延，並指出台灣造山帶演化和琉球弧溝系統、沖繩海槽

發育的關係應是一極為獨特的先碰撞、後拉張、而後隱沒的時空

演化架構。  
比較上述各學說爭論重點在於：台灣北部火山群若為琉球島弧西

延，則火山之岩漿活動因形成機制消失而逐漸趨近結束；若是由

於張裂環境所引起，則未來只要在該區域地表下有足夠的裂隙產

生，地底岩漿得以藉此上湧，則台灣北部仍存在著火山再次活動

的可能性。  
近年來運用陸上GPS的觀測結果顯示：台灣北部受到歐亞板塊與

菲律賓海板塊斜向聚合的影響，是以擠壓、橫移、旋轉及伸張變

形之組合為特徵。在台北地區以金山 -山腳斷層系統為分界，斷

層西側區域速度向量皆往西北移動；而斷層東側區域則依順時針

方向往東南方移動 (徐閔儀，2006)。台灣北部外海海床的震測資

料同樣顯示了此區域構造環境由壓縮應力轉變為拉張應力的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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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在金山斷層及山腳斷層的延伸線上原本是一系列擠壓 -碰撞

所造成的逆斷層系統，後來由於大地應力環境由壓縮應力轉變為

拉張應力，進而使得逆斷層再轉化為正斷層，產生一系列的崩塌

堆積的海床沈積紀錄 (蕭力元，1997)。黃雯苓 (2007)的研究也發

現在金山斷層往海外延伸線附近有海底火成岩體以及安山岩島

嶼的存在，與陸上的大屯火山群有線性排列的趨勢；在東邊的蚊

仔坑斷層海外延伸線也發現海底火成岩體的存在，同樣地與陸上

的基隆火山有線性相關。這樣的海陸延續性，說明陸上與海上的

火成岩體有可能是經由同一個拉張構造應力作用所造成的結果  
(圖  3-82)。  
因此台灣北部火山活動特性既有張裂的構造環境，同時也有島弧

的地球化學特徵。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龜山島 -台灣現生的活火

山，龜山島周圍處於沖繩海槽的張裂環境， Chung et  al.  (2000)
對此區域進行研究指出：雖然龜山島地理位置在沖繩海槽擴張中

心線上，但是區域海床僅有第四紀沈積物，迴異於海槽中北段的

沈積環境；海底火山岩石分析為鈣鹼性質的安山岩或流紋岩質，

與早期琉球島弧火山一致，不同於弧後盆地化學成分；沖繩海槽

最南端 (SPOT,  Southernmost Part  of Okinawa Trough)開始活動

時間約略與火山活動同一時期，若是弧後盆地張裂活動則是會晚

於島弧的岩漿活動；而且龜山島剛好在島弧前緣 (Volcanic front)
的位置上，因此推論出龜山島周圍是早期的島弧構造，並非屬於

弧後張裂系統 (圖  3-83)。  
(5) 台灣未來的火山活動威脅：沖繩海槽張裂系統  

沖繩海槽是屬於琉球弧溝系統所產生的弧後張裂盆地，研究顯示

沖繩海槽經歷了三期的張裂活動，時間分別為 9百萬年 -6百萬年

之間的第一期、 2百萬年 -0.1百萬年間的第二期、以及 0.1百萬年

持續至今的第三期張裂 (Sibuet et  al. ,  1998)。龜山島是唯一出露

於沖繩海槽最南端 (SPOT)的火山島，地質主要由安山岩質之熔岩

流 與 火 山 碎 屑 岩 互 層 所 構 成 的 一 座 典 型 複 式 火 山 島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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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定年研究顯示過去 7,000年來至少有 4次的噴發紀錄，按

定義是一座活火山 (陳于高等， 1998)。  
龜山島周圍經歷了沖繩海槽的張裂活動， SPOT區域內也因為這

些張裂的作用，產生了大量的正斷層系統以及火成岩體的入侵活

動 (Huang et al. ,  1992)。李昭興 (2001)的研究發現自龜山島以東

沿海槽張裂中心約有六、七十座與海槽張裂有關的海底火山，火

山的分佈與東西走向的正斷層有著正相關的關係。此結果意味著

南沖繩海槽第 3期擴張 (0.1百萬年至今 )所產生的一系列正斷層

構造，可能提供底下岩漿循著這些正斷層的裂隙上升至海底，形

成 現 今 所 觀 察 到 的 海 底 火 山 或 露 出 海 面 的 火 山 島 ( 羅 正 平 ，

2001)。  
Yang et  al.  (2005)採集龜山島附近海底熱液區域氣泡進行氦同

位素分析，結果顯示樣本中氦同位素比值 (3He/4He)高達 7.3-8.4 
RA；另外在宜蘭平原採集的水樣同樣地具有偏高的 3He成分，表

示成分主要來自地函，可能的原因是沖繩海槽的擴張西進，地殼

減薄及張裂系統的作用提供地函物質上升的管道 (圖  3-84)；同

樣地在大屯火山群的氣體地球化學研究分析結果：在氦同位素比

值 (Yang et  al. ,  1999)、土壤CO2逸氣通量 (Lan et al. ,  2007)、以及

火山噴氣中 SO2/H2S比值與HCl濃度 (Lee et al. ,  2008)等火山活動

程度指標中，分析數據都指向大屯火山的岩漿活動並未完全停

止。  
地溫梯度研究項目中，江協堂等 (2005)在龜山島及附近海域測量

地 熱 ， 結 果 顯 示 龜 山 島 周 圍 的 熱 流 質 非 常 高 ， 最 高 可 達 700 
mW/m2，因此推測龜山島及其附近的火成活動仍很旺盛；另外

江協堂等 (2007)觀測宜蘭平原 26口井的溫度，發現平原南部地溫

梯度最高可達 7.6  o C/100 m，研判可能跟火成岩入侵有關。   
Lin et al.  (2005)運用台灣北部微震觀測網進行研究，在馬槽附近

觀測到長週期的地震活動訊號，此種長週期的地震訊號通常發生

在火山活躍地區，與岩漿熱液活動所引發的微震有關，意謂著該

區域下有流體活動或岩漿庫存在 (圖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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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and Lin (2002)於台北盆地鑽井岩心的松山層沉積物中發

現原生的火山灰，並由松山層的地層控制推論出大屯火山的最近

一次噴發應該少於 20,000年。Belousov et al.  (2010)最新的發現

在大屯火山群內鑽井中發現火山碎屑沉積，利用碳化木定年的結

果顯示岩漿噴發的時期為 13,000年前至23,000年前，七星山地區

更有可能在距今6000年前有噴發的跡象。  
Song et al.  (2000)依據近年來大屯火山群地區的微震分析、地形

變化、熱流量測、火山氣體和氦同位素的研究成果，歸納出大屯

火山群底下可能存在一岩漿庫，因此大屯火山群的火山可能為一

活火山 (圖  3-86)。  
沖繩海槽的張裂系統是否有向台灣島前進擴展 (黃奇瑜， 2005；  
鄧屬予， 2007)，這一系列沿海槽中心噴發的海底火山活動範圍

是否會往宜蘭陸上延伸，關係著是否牽引大屯火山群的再度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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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8：台灣的火成岩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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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9：晚新生代台灣火山活動演化圖 

註：★=活火山; CBS=大陸棚坡折; BOS=坡底; ECR=大陸邊緣隆起; MT=馬尼拉

海溝; OT=沖繩海槽 (Chung et al., 1995, 修改自Teng, 1990)。 
 

  



   

 
 

3-142 

 
 

圖 3-80：海岸山脈鋯石核飛跡定年及溫泉與泥火山氦同位素比值 
註：奇美岩脈定年結果是0.5Ma；安通的氦同位素比值(RA)為2.5 (Yang et al., 
2003)。  



 

 
 

 
 
 
 

圖 3-81：
註：中南部屬於呂宋島弧系統

邊界大抵沿中壢、花蓮一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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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大地構造框架與板塊交互作用 

中南部屬於呂宋島弧系統，東北部則劃歸為琉球島弧系統，2
花蓮一線上 (鄧屬予，2007)。 

 

 

 

 
2個島弧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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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2：台灣北部外海海床震測資料與陸上斷層延伸線 
註：金山斷層海外延伸線附近有海底火成岩體的存在; 蚊仔坑斷層海外延伸線也

有海底火成岩體的存在 (黃雯苓，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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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3：琉球弧溝 -弧後盆地架構圖  
註：圖中標示出島弧前緣(volcanic front)位置，星號表示第四紀火山；(a)為菲律

賓海周邊地質構造; 插圖；(b)標示出龜山島及一系列海底火山的位置 (Chung et 
al.,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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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4：龜山島及宜蘭平原水樣氦同位素比值分布圖  
註：WY=武淵; SA=蘇澳; JS=礁溪; YS=員山; CS=清水; FF=梵梵; RZ=仁澤 (Yang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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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5：大屯火山群所觀測到的地震訊號  
註：(a)火山構造(volcano- tectonic)地震; (b)多頻火山地震; (c)單頻火山地震 
(Lin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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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6：大屯火山群火山活動定年結果統計  
資料來源：莊文星與陳汝勤(1989)；曹恕中(1994)；李淑芬(1996)；Wang and 
Chen (1990)；Juang, (1993)；Song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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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2.3.1.3.2.2.3.1.3.2.2.3.1.3.2.2. 斷層活動斷層活動斷層活動斷層活動    

除非大地構造架構的改變，否則斷層構造通常會沿著過去的活動

斷層而活動，並由地下至地表逐漸擴大其活動影響範圍，形成所謂的

斷層帶 (JNC， 2000)，處置場址的篩選及建造，必須儘可能遠離已知

的活動斷層帶。在處置環境穩定性評估考量的時間尺度達數十萬至百

萬年之久，活動斷層再活動的可能性高。因此，活動斷層是放射性廢

棄物「深層地質處置」最關切的斷層種類，在 SNFD2009年報告中，

已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所公布的台灣活動斷層分布圖為基礎，彙整台

灣已知活動斷層的相關研究資訊 (台電公司， 2010)。  
1999年台灣 921地震與2011年日本 311大地震，已清楚說明地震

與斷層活動的高關連性，因此，地震前兆的相關研究與斷層活動，其

重要關係不言可喻。另外，斷層活動所產生的震波訊號，可供探討斷

層構造在地表下錯動位置的可能空間分佈。因此，掌握斷層活動位置

的空間分佈，尤其在地表下錯動位置的可能空間分佈，是處置場址篩

選或處置工程設計所需的關鍵資訊。  
 

3.1.3.2.2.1. 構造活動性微震監測與分析技術建立 
在瑞典Åspö地下實驗室曾進行過微震監測，對裂隙衍生發生於既

有存在的裂隙帶，可藉以規劃更詳盡的研究方法，直接針對該裂隙帶

進行特性調查，以掌握該既有裂隙帶是否再活動，或是何種機制導致

裂隙延伸，或新裂隙形成 (SKB, 2004: R-04-62)。有鑑於此，微震監

測技術發展無論是岩體內裂隙演育的監測技術，或工程所需地震響應

(seismic response)特性的模擬 (JNC, 2000; NUMO, 2011)，將對本土

花崗岩處置環境技術發展有重要貢獻。  
本計畫過去已於本島花崗岩體分布區域建置 3處地震觀測站，並

搭配國內研究單位的地震觀測站，組成一個涵蓋此區之近場觀測網，

利用寬頻及靈敏之地震儀進行連續觀測，以完整記錄岩體及附近地區

之微震與強震活動訊號。 102年度除進行現有地震觀測站的地震資料

蒐集與處理外 (圖  3-4)，亦將根據既有地震研究結果、中央氣象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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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4個月期間ML0-6地震的震央分佈情形，重新調整地震觀測網分布

及密度，新建置 4個地震觀測站，以利後續進行地震叢集線型及斷層

破裂機制分析，藉此瞭解周圍岩體因地震或開挖行為對斷層構造活動

的影響性。 102年工作成果摘述如下：  
(1) 區域地震與構造活動關係研究  

區域地震與構造活動關係，目前已完成 2013/01/01-2013/06/30
各監測站 (HP01-HP11)微震連續觀測紀錄之地震事件擷取，以提

供後續定位及地震機制解析使用。另蒐集了氣象局提供最新地震

目錄 (累積至 2013/06/30)，未來將結合本地震網觀測成果，以進

行區域地震活動性分析。  
初步完成以「台灣寬頻地震網 (Broadband Array in Taiwan for 
Seismology, BATS)」資料進行的初步成像分析，利用地震震源與

地震波速Vp/Vs對應關係，研究深層地殼構造與地震活動分布。

Vp/Vs與柏松比 (Poisson’s ratio)有關，被視為研究地殼岩石特性

的一個重要關鍵參數，其反應岩層之孔隙率、破碎程度、孔隙液

壓等，並受很多因素影響，如岩石成分、孔隙壓力、溫度和裂隙

排列方向液體飽和度等 (Zhang et  al. ,  2003)，不同研究尺度進行

評估時，均須根據研究地區地質條件加以考慮。圖  3-87利用

(Vp/Vs)速度成像與震源相關位置進行對比，可發現本區域地震

多發生在差異岩性邊界，特別是集中在H區東側屬於海域的中、

下部地殼 (約 40 km以上 )，受到菲律賓海板塊 (約40 km以下 )隱沒

作用的影響。由Vp/Vs的等值圖來看，初步研判地震事件似有沿

Vp/Vs變化較大之處發生的趨勢。由圖  3-87 A-A’剖面可觀察

到，H區花崗岩體所在地區，位於該剖面正中間處， 10-20 km深

處具緻密性的深層地殼，呈現Vp/Vs低區，也是地震較為安靜的

地區，可能為花崗岩體下方由空中磁測所解析得的高磁基盤之延

伸 (圖  3-3)，值得後續蒐集更多調查資料來了解地殼結構與地震

分布的關係。  
(2) 地震觀測網建置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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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地震網 (HPSN,  Ho-Pin Seismic Network)建置工作於 100年
完成儀器整備及地震站建置相關工作，即開始蒐集微震記錄 (包
含規模小至 3~1的地震 )。由於H區花崗岩體內與該地區與附近板

塊邊界地震密集區相較而言，H區花崗岩體內地震發生規模及頻

率，均遠低於鄰近地震密集區。根據H區岩體前期微震網觀測成

果發現，花崗岩體鄰近微震密集區可分 3區，而花崗岩體所在位

置為微震較為安靜區 (圖  3-4)。為增加對研究區地震安靜帶的微

震定位精度，102年度建置 4個新地震連續觀測站，增強對和平花

崗片麻岩體西側及西南側山區地震觀測能力。未來結合國內學術

單位組成共 15處地震觀測站之地震網，觀測區域將涵蓋梨山斷層

構造線以東至和平地區板塊交界區，可解析區域內之微小地震與

構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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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7：和平地區Vp/Vs速度成像剖面 
註：圖中圓點標記為震源位置，紅色部分震源為花崗岩體西邊界較深之群震。地

震叢集集中發生於岩體物性差異邊界。剖面黑三角形標記為梨山斷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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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2.2. 地下水氡氣行為受地震影響研究 

在距離池上斷層東南方約 3 km的安通溫泉地區 (圖  3-88)，自

2003年7月開始，國內學界開始長期監測地下水水氡濃度。歷經大地

震分別為2003/12/10 Mw  6.8成功地震、2006/4/1 Mw  6.1台東地震及

2008/2/17 Mw  5.4安通地震，震央分別距離安通溫泉吉祥站 24 km、

52 km及13 km。地下水水氡濃度在此 3次地震前，分別從背景值 (787 
±  42)、(762 ±  57)及 (700 ±  57) pCi/L降至最低值 (326 ±  9)、(371 
±  9)及 (480 ±  43) pCi/L (Kuo et al. ,  2010a)。  

有鑑於日本H12報告強調地震為自然影響因子之一，並於日本東

濃地區觀測深層地下水受地震影響之氡氣變化，顯示出地下水氡氣監

測與地震關連性研究為探討地震影響的靈敏指標。故 102年度亦規劃

進行地震與氡氣徵兆關聯性研究工作，探討在破裂含水層中，地下水

水氡現地揮發逸散的物理化學機制，並規劃於下年度進行地下水水氡

濃度觀測作業，有助於本計畫於 SNFD2017報告中探討長期觀測氡氣

敏感指標與活動斷層的關聯性。 102年研究成果概述如下：  
(1) 安通溫泉地下水水氡及溶解氣體分析數據之整合  

圖  3-89為安通溫泉區水氡監測井位於海岸山脈附近之地質構造

圖及剖面圖。安通溫泉區地質構造是由含破碎裂縫凝灰角礫岩及

砂岩所組成，外部包圍佔優勢的八里灣層泥岩 (陳文山與王源，

1996)。安通溫泉吉祥站及安通站靠近永豐斷層距離只約數十公

尺遠，湧出之地熱水是來自斷層帶沿著微裂縫擴散進入岩塊。在

安通溫泉地質條件下 (脆性含水層被延展性地層包圍 )，假設地震

來臨前，岩體膨脹產生破裂的速度較孔隙水補注到孔隙體積的速

度為快，岩體產生氣體飽和度及氣液兩相 (Brace et  al. ,  1966；
Nur, 1972； Scholz et al. ,  1973)。在 2008年Mw  5.4安通地震前，

地下水水氡及甲烷濃度同時異常下降之前兆也驗證地下水水氡

現地揮發機制 (Kuo et al. ,  2010b)。  
圖  3-90為2011年M w  5.0奇美地震發生前，監測到安通溫泉吉祥

站地下水水氡、甲烷及乙烷濃度同時異常下降之 3階段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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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下水水氡、甲烷及乙烷濃度誤差由三重複採樣分析結果的±

1個標準偏差來表示。在2011年  Mw  5.0奇美地震發生前，安通溫

泉吉祥站地下水水氡、甲烷及乙烷濃度分別從背景值 (752 ±  24) 
pCi/L、(8.24 ±  0.48) mg/L及 (0.217 ±  0.010) mg/L下降至最低

值 (447 ±  18) pCi/L、 (5.81 ±  0.30) mg/L及 (0.161 ±  0.008) 
mg/L。安通溫泉吉祥站地下水水氡、甲烷及乙烷 3者濃度在2011
年Mw  5.0 奇美地震前皆明顯異常下降，此現象符合地下水溶解

氣體現地揮發機制 (Kuo et al. ,  2006)。  
在安通溫泉的地質條件下 (脆性低孔隙率裂隙含水層被延展性之

泥質岩層包圍 )，地震前地下水水氡濃度異常下降 (圖  3-90)可用

3階段序列發展表示 (Kuo et al. ,  2006)。在階段 1，地殼應變及區

域應力緩慢平穩的累積及增加，此階段地下水水氡、甲烷及乙烷

濃度平穩。在階段 2，區域應力超過岩石強度，脆性岩體膨脹破

碎。當產生微裂隙的速度超過地下流體補注至新產生的岩體微裂

隙的速度時，岩體微裂隙中會產生氣體飽和度，氣液兩相形成，

此階段地下水水氡、甲烷及乙烷揮發逸散至氣相中，因此濃度下

降。在階段 3 ，開始於地下水水氡、甲烷及乙烷濃度最低值，裂

隙中水相飽和度開始再次上升，此階段，地下水水氡、甲烷及乙

烷濃度增加，可能在主震前逐漸回復到先前的背景值。表  3-20
為地下水水氡異常下降前兆 3階段各階段之天數整理，分別整理

(1) 2003年  Mw  6.8成功地震，(2) 2006年  Mw  6.1台東地震，(3) 
2008年  Mw  5.4安通地震，(4) 2011年  Mw  5.0奇美地震。前兆時

間 (precursor time)定義為地下水水氡濃度開始下降至地震發生

時之天數。由表  3-20可知，地下水水氡濃度異常之前兆時間與

地震規模成正比。圖  3-91為安通溫泉吉祥站地下水水氡濃度與

各項環境因子 (雨量、大氣溫度及大氣壓力 )之比較圖。地下水水

氡 從 背 景 值 (752 ±  24) pCi/L 下 降 至 最 低 值 (447 ±  18) 
pCi/L，下降 41 %，而 2010/12/1至 2012/3/1平均大氣壓力為

(997 ±  18) hpa，偏差率為0.6 %，顯示地下水水氡濃度異常下

降與環境因子無關聯，異常發生期間也無豪大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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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2為長期觀測安通溫泉吉祥站地下水水氡、甲烷及乙烷濃

度的歷線圖，水氡、甲烷及乙烷濃度誤差由三重複採樣分析結果

的±1個標準偏差來表示。圖  3-92中黃色標示為2011年Mw  5.0奇
美地震發生前，監測所得安通溫泉吉祥站地下水水氡、甲烷及乙

烷濃度同時異常下降之前兆。由圖可看出地下水溶解氣體 (水
氡、甲烷及乙烷 )中，水氡背景濃度變化是最小的。比較地下水

水氡、甲烷及乙烷於2011年  Mw  5.0奇美地震異常下降之前兆，

甲烷及乙烷濃度最低值很容易被背景濃度變化所覆蓋，地下水水

氡濃度最低值可清楚地從背景濃度中區分。在上述的 3個監測項

目中，地下水水氡是最適合監測地殼應力變化及地震前兆之地下

水溶解氣體。在圖  3-92中地下水水氡、甲烷及乙烷的濃度變化

也支持地下水溶解氣體現地揮發機制 (Kuo et al. ,  2006)。安通溫

泉地底載流氣體的主要組成為甲烷及氮氣。載流氣體 (甲烷及氮

氣 )上升時，可能造成甲烷及乙烷背景濃度變化。  
(2) 震時地殼體積應變的計算與地震斷層的形式分析  

同震地殼體積應變會依據不同的地震規模與斷層錯動方式產生

不同的應變量 (Okada, 1992)。為計算地震發生時在觀測井位 (安
通 )所產生的體積應變量大小，以瞭解體積應變量與水氡前兆異

常值降幅是否有明顯的相關性，在研究中經由個別地震的物理參

數研究，再利用庫侖應力程式計算後所提供的輸出選項，可得到

在地震發生時所造成的地殼體積應變量。庫侖應力程式主要為依

據 Okada (1992)所提出的數學公式，計算在地殼受到斷層移位

時 ， 斷 層 附 近 區 域 所 產 生 相 對 應 的 位 移 量 與 應 變 量 (Lin and 
Stein,  2004；Toda et al. ,  2005)。  
102年度先針對在地震前水氡含量發生異常的 2003/12/10 Mw  
6.8成功地震與2006/4/1 Mw  6.1台東地震進行計算。此2個地震

主要為板塊邊界的地震，從近期的歷史地震 (1991-2002)分佈  
(Kuochen et  al. ,  2004)，此區域屬於相當活躍的地震群，從地震

分佈與震源機制解之結果，其斷層位態與破裂形態十分得清楚。

此2個地震的體積應變計算結果與斷層形式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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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03/12/10 Mw  6.8成功地震震時地殼體積應變量  
從圖  3-93震源機制解編號 2顯示，成功地震為一向東傾的逆

衝 斷 層 面 ， 根 據 餘 震 分 佈 與 地 表 錯 動 分 析 (Wu et al. ,  
2006a)，其斷層面可以分為2個子斷層，上下 2個斷層面，上

面的斷層面傾角為 60°，淨滑移量約為25 cm，而下面的斷層

面則為 45°傾角，具有淨滑移量 61 cm (圖  3-94)。在經由體

積應變 計算 後 (圖  3-95)，呈 現東 北 -西南向 拉張 應變 (圖  
3-95中藍色區域 )，而西北 -東南向則為壓應變量 (圖  3-95中
紅色區域 )。從圖  3-95中可知，在安通觀測站所受到的應變

量約為 -0.3×10 - 6。  
(b) 2006/4/1 Mw  6.1台東地震震時地殼體積應變量  

圖  3-96為台東地震的主震與餘震分布圖。從震源機制解編

號 1可以瞭解主要為高角度走向滑移斷層，其後則為逆衝為

主帶滑移分量的餘震。根據餘震分佈與地表錯動分析 (Wu et 
al. ,  2006b)，其斷層面也可以分為 2個子斷層，南北 2個斷層

面，這 2個子斷層的傾角皆為 77°向東，淨滑移量則略有不

同，北邊的斷層約為20 cm，而南邊的斷層面則約 15 cm (圖  
3-97)。在經由體積應變計算後 (圖  3-98)，其形態與成功地

震略為相似，也呈現東北 -西南向拉張應變 (圖  3-98中藍色

區域 )，而西北 -東南向則為壓縮應變量 (圖  3-98中紅色區

域 )。從圖  3-98中可知，在安通觀測站所受到的應變量較

2003/12/10成功地震小，約為 -0.3×10 - 7，其主要原因為地震

距離測站較遠且地震規模略小。  
 
在計算體積應變時，斷層的位態與滑動方式為最主要的輸入參

數，根據Kuochen et al.  (2007)與Wu et al.  (2006a； 2006b)的研

究中，可從餘震分佈、震源機制解與地表位移量取得這些參數 (表  
3-21)。對於所計算之體積應變量，可作為後續綜合研究分析的

重要參考數據，並有助於瞭解地震與地下水水氡異常值間是否有

明確的相互關聯性，例如，距離、規模與應變量等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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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地震發生前地下水水氡濃度異常下降3階段各階段之天數 
EarthquakeEarthquakeEarthquakeEarthquake    MwMwMwMw    Duration (day)Duration (day)Duration (day)Duration (day)    PrecursoryPrecursoryPrecursoryPrecursory    Time (day)Time (day)Time (day)Time (day)    Stage 1Stage 1Stage 1Stage 1    Stage 2Stage 2Stage 2Stage 2    Stage 3Stage 3Stage 3Stage 3    

2003 Chengkung 成功地震 6.8 85 45 20 65 
2006 Taitung 台東地震 6.1 44 47 14 61 
2008 Antung 安通地震 5.4 26 31 25 56 
2011 Chimei 奇美地震 5.0 39 18 36 54 

 
 
 
 

表 3-21：地震斷層參數 
EEEEventventventvent    Fault segmentFault segmentFault segmentFault segment    Left Bottom PointLeft Bottom PointLeft Bottom PointLeft Bottom Point    StrikeStrikeStrikeStrike    DipDipDipDip    Length Length Length Length ((((kmkmkmkm))))    Width Width Width Width ((((kmkmkmkm))))    Strike slip Strike slip Strike slip Strike slip ((((cmcmcmcm))))    Dip slip Dip slip Dip slip Dip slip ((((cmcmcmcm))))    Long.Long.Long.Long.    ((((EEEE))))    Lat. Lat. Lat. Lat. ((((NNNN))))    Dep.Dep.Dep.Dep.    ((((kmkmkmkm))))    
2003 

Mw 6.8 
1 121.216 22.820 18.000 20.000 45.000 33.000 25.000 8.900 61.000 
2 121.147 22.843 5.000 20.000 60.000 33.000 15.000 17.600 19.100 

2006 
Mw 6.1 

1 121.030 22.785 20.000 18.000 -77.000 11.000 18.000 -18.389 -6.770 
2 121.063 22.879 20.000 18.000 -77.000 6.000 18.000 -15.289 1.000 

註：資料來源為Wu et al., (2006a, 20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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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8：安通溫泉鄰近地震震央圖 
註1：(a)台灣地理位置圖；(b)安通(Antung)溫泉研究區域。 
註2：實心星星為主震；實心三角形為安通溫泉吉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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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9：安通溫泉水氡濃度監測井附近之地質構造圖及剖面圖 

註： ：池上斷層或縱谷斷層； ：永豐斷層。▲：吉祥站；▓：安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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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0：奇美地震前地下水溶解氣體濃度同時異常下降圖 
註1：(a)水氡；(b)甲烷；(c)乙烷。 
註2：奇美地震2011年 Mw 5.0。階段1為彈性應變；階段2為裂隙發展；階段3為
地下水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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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1：安通溫泉吉祥站地下水水氡濃度與各項環境因子之比較圖 
註：箭頭標示主震，箭頭旁為地震規模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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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2：安通溫泉吉祥站地下水水氡、甲烷及乙烷濃度變化關係圖 
註：箭頭標示主震，箭頭旁為地震規模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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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3：2003年成功地震、餘震分佈與震源機制解 
註：本圖摘自Kuochen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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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4：2003年成功地震二維與三維斷層面位態與滑移量 

註：左圖綠線代表地表斷層位置；紅色長方格代表斷層面在地表的投影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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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5：2003年成功地震地表體積應變量 
註1：黑色方塊為安通溫泉位置。 
註2：綠線代表地表斷層位置；紅色長方格代表斷層面在地表的投影位置。 
註3：藍色為伸張體積應變，紅色為壓縮體積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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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6：2006年台東地震餘震分佈與震源機制解 
註1：本圖摘自Wu et al., (2006b)。 
註2：右上圖(B)淺藍色帶代表池上斷層位置。 
 
 
 

 
圖 3-97：2006年台東地震二維與三維斷層面位態與滑移量 

註：左圖綠線代表地表斷層位置；紅色長方格代表斷層面在地表的投影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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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8：2006年台東地震地表體積應變量 
註1：黑色方塊為安通溫泉位置。 
註2：綠線代表地表斷層位置；紅色長方格代表斷層面在地表的投影位置。 
註3：藍色為伸張體積應變，紅色為壓縮體積應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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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3.1.3.3.3.1.3.3.3.1.3.3. 抬升抬升抬升抬升與與與與沉陷沉陷沉陷沉陷作用作用作用作用    

岩體的抬升或沉陷主要係取決於大地架構及其演化特性。對於放

射性廢棄物「深層地質處置」而言，岩體的抬升將縮短處置深度與人

類生活圈的安全距離，進而降低岩層對核種遷移的隔離功能，相反

地，岩體的沉陷將使放射性廢棄物逐漸遠離人類生活圈。而在評估岩

體抬升或沉降的方法中，GPS測量是衛星量距的一種方法，雖然相較

其他調查方法，是觀測期距最短 (只能觀測近數十年的變化趨勢 )，但

對於觀測大範圍地殼變動 (特別是水平向變動 )之大地測量中，較具高

準確度及快速的方法，故廣範被用於抬升與沉陷作用的相關研究中。

考量 SNFD2017報告所需之本島花崗岩體的抬升 /沉陷資訊與評估分

析能力，在前期計畫中，已針對本島花崗岩體與其鄰近構造接觸帶分

布區域，完成 3處 GPS連續觀測站 (含副樁 )與 3組 GPS定期觀測樁的建

置，以期後續計畫逐年增加觀測數據，累積長期監測本島花崗岩體與

其鄰近構造接觸帶的實際位移觀測數據，提供後續岩體穩定性評估之

用。此外，有鑑於日本 H12報告對於抬升 /沉陷作用，以及氣候與海

平面變遷等議題，均大量仰賴日本諸多河階 (river terraces)研究成

果，以期藉由地質、地形、河階定年 (geochronology on river terrace)
及地體抬升作用的制約，來預測未來河階演育、河流下切在陸域長時

間對處置環境的影響與評估 (JNC, 2000)。  
 

3.1.3.3.1.3.1.3.3.1.3.1.3.3.1.3.1.3.3.1. 台灣抬升台灣抬升台灣抬升台灣抬升////沉陷特性沉陷特性沉陷特性沉陷特性    

3.1.3.3.1.1. 地表變形監測與時序分析技術建立 
依據國內相關地體構造與板塊活動之相關研究 (鄧屬予， 2007；

Hsu,  et  al. ,  2009；余水倍等， 2008)，顯示H區花崗岩岩體分布的鄰

近區域，宜蘭平原及中央山脈呈西北—東南向至東北—西南向之伸張

變形，意謂H區花崗岩體可能處於張裂沉陷狀況的地質環境。  
101年度本計畫於東部花崗岩體建置的 3個GPS連續觀測站，所完

成監測為期 1年的紀錄資料呈現向南方向的水平位移速度場，垂直位

移約 1-2 cm/year的沉陷趨勢。由 2000-2008年間台灣地區的 199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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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連續觀測站 (以澎湖白沙站 S01R為參考站 )，及 1843個精密水準點

檢核資料的研究成果中 (Ching,  et  al. ,  2011)，呈現出中央山脈南段和

海岸山脈北部所發生的沉陷作用與其模式不一致，這可能反映了斷層

震間應變累積影響效應。在台 9線的宜蘭至花蓮段，都呈現沉陷的觀

測結果，也與目前在101年度建置的 3個GPS連續觀測站紀錄 (以TWTF
為參考站 )解算成果一致。  

102年度除規劃持續現有的連續與定期觀測作業外，亦進行 GPS
連續觀測站與定期觀測樁的增建 (GPS連續觀測站 1處， GPS定期觀測

樁 4組，石質水準樁 2組 )，組成更完善的 GPS觀測網，以期累積長期

位移觀測數據。102年度工作成果簡要說明如下：  
(1) GPS定期觀測樁測量作業  

(a) GPS定期觀測樁測量  
由於GPS測量可獲得高精度之平面坐標，而本計畫每半年觀

測一次 GPS定期觀測樁，利用近期觀測之成果與過去之成果

進行相互比較，藉以了解 GPS定期觀測樁於水平方向之差異

與變化趨勢。目前共進行 4次的GPS定期觀測樁測量，GPS定
期觀測樁的水平變化量如表  3-22所示。  

(b) 水準測量  
一般而言GPS具有穩定的水平位移監測精度之優點，但受限

於GPS衛星幾何分布的關係，垂直位移監測精度相對會受到

影響。因此為有效監測垂直位移變化，以期能在和平地區設

置高精度垂直位移監測的水準網；並結合GPS與水準測量對

於花崗岩岩體進行監測與資料相互比對，以瞭解花崗岩岩體

的穩定性。本計畫結合省道台9線上的一等水準點與GPS定期

觀測樁，並以內政部一等水準點 (編號9075)為參考點進行連

測，使得整體的監測網與民國98年 (2009年 )內政部公告之正

高系統完成鏈接，建立本計畫的高程系統初始值；後續分別

於 2012年 9月與 2013年 3月進行水準網檢測，以獲得各定期

觀測樁的高程變化，表  3-23為 3次GPS定期觀測樁的水準高

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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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岩體穩定性資料解析  
(a) GPS定期觀測樁分析  

(i) 水平位移分析  
由表  3-24可知 P1觀測樁的水平位移先西南、後東北、

再東南，水平淨位移量 (以監測時間 2013年3月最後觀測

值與 2011年 9月觀測初始值的變化量 )為 0.8 cm，呈現南

南東之變化趨勢； P2觀測樁的水平位移先東南、後西

北、再東南，水平淨位移量為 1.5 cm，呈現南南東之變

化趨勢；P3觀測樁的水平位移先西北、後東北、再西南，

水平淨位移量為0.6 cm，呈現西南西之變化趨勢。上述

結果看出P1、P2、P3每次的水平位移方向都不一致，未

呈現出顯著位移方向的變化趨勢。因為上述樁點都設置

於花崗岩岩體分布的鄰近區域，也都可能位於不同的地

質塊體上，因此還需要進一步探討是否有構造活動發

生。就空間分布的位移變化來看，第一次 (2011年 9月

-2012年 3月 )的變化有順時針旋轉的趨勢，第二次 (2012
年 3月 -2012 年 9 月 ) 的 變 化 約 為 逆 時 針 方 向 ， 第 三 次

(2012年 9月 -2013年 3月 )的變化又轉成順時針方向，也

未具顯著的位移旋轉變化趨勢。考量有限的觀測數據，

希望能由增加定期觀測樁點與觀測次數，來釐清相關的

岩體或構造位移變動機制。  
(ii) 垂直位移分析  

應用水準測量方法可獲得 P1、 P2、 P3此 3組 GPS定期觀

測樁之高程值，但是水準量測數據是以台 9線上編號

9075的一等水準點為參考基準，並引用 2009年內政部公

告之成果計算而得（如表  3-23和表  3-25所示），該基

準點實際上有可能存在變動，因此有需要考慮使用動態

基準來修正。就連續觀測站以基樁連接岩體所觀察到的

變化情形，在中尺度的空間範圍來看，存在一些差異沉

陷，尚需更長時間與更多的觀測資料予以輔證岩體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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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沉陷的狀況。同時為解決與釐清此差異變動量，目前

已於澳花新設 1個GPS連續觀測站與GPS定期觀測樁，未

來將可整合 GPS觀測與水準測量成果，有效監測整體大

地變形量。  
(b) GPS連續觀測站  

應用 Bernese 5.0學術軟體解算 HGC1、 HGC2與 HGC3此 3個

GPS連續觀測站之三維坐標成果，其中HGC1連續觀測站，自

2011年 8月至 2013年 4月期間，水平位移方向為東南方，而

HGC2與HGC3連續觀測站 (建置於開南岡片麻岩體上 )水平位

移則往西南方向，該 2站水平位移方向一致但與 HGC1(建置

於和平花崗片麻岩體上 )不同，顯示觀測此 2種花崗岩體之水

平位移是有差異的，縱、橫方向之年變化速率都介於 0.4至
0.7 cm/year間（如表  3-26所示）。圖  3-99至圖  3-101為
HGC1、HGC2與HGC3連續觀測站垂直方向變化趨勢，由圖可

知 HGC1之高程自 2011年 8月至 2013年 4月呈現上下震盪約

在  ±1 cm之間，整體呈現下陷趨勢，由迴歸線推估其年沉陷

量 約 0.7 cm/year；  HGC2與 HGC3之 高 程 自 2011年 8月 至

2013年 4月呈現顯著沉陷之趨勢，而 2012年 3月至 2012年 10
月高程則略微回升 ，由迴歸線推估其 年沉陷量分別約 1.7 
cm/year與 1.1 cm/year。各GPS連續觀測站之水平與垂直位

移年變化速率整理如表  3-26。這些資料將提供後續進行GPS
時間序列資料分析，獲取影響地表形態變化的綜合指標資

訊，作為評估岩體地質穩定性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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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GPS定期觀測樁水平變化量 

前前前前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    
後後後後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    2013201320132013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    

點號點號點號點號    △△△△

N(cm) 
△△△△

E(cm) 
位移量位移量位移量位移量 
(cm)    

△△△△

N(cm) 
△△△△

E(cm) 
位移量位移量位移量位移量 
(cm)    

△△△△

N(cm) 
△△△△

E(cm) 
位移量位移量位移量位移量 
(cm)    

P1 -0.5  -1.6  1.7  0.9  0.4  1.0  -1.2  1.4 1.8  
P2 -1.5  0.6  1.6  1.1  -0.6  1.3  -0.9  0.6 1.1  
P3 0.4  -0.2  0.4  0.4  0.2  0.4  -1.0  -0.6 1.2  

註1：△N(cm)、△E(cm)為後一次測量減扣前次測量的縱、橫坐標差異量。 
註2：位移量則是將坐標差異量化算成水平的變化量。 

 
表 3-23：GPS定期觀測樁水準高程成果 
點號點號點號點號    2009~2009~2009~2009~2012/32012/32012/32012/3月月月月    

正高正高正高正高++++ΔΔΔΔHHHHiiii(m)(m)(m)(m)    
2009~2009~2009~2009~2012/92012/92012/92012/9月月月月    

正高正高正高正高++++ΔΔΔΔHHHHjjjj正高正高正高正高(m)(m)(m)(m)    
2009~2009~2009~2009~2013/32013/32013/32013/3月月月月    
正高正高正高正高++++ΔΔΔΔHHHHkkkk    (m)(m)(m)(m)    

2009~2009~2009~2009~2013/92013/92013/92013/9月月月月    
正高正高正高正高++++ΔΔΔΔHHHHllll    (m)(m)(m)(m)    

P1 84.895  84.900  84.902 84.909  
P2 75.376  75.380  75.383 75.390  
P3 134.723  134.729  134.733 134.738  

註：以民國98年(2009年)內政部公告之正高系統為基準；ΔHi為2009年至2012
年3月之正高基準變動量，ΔHj為2009年至2012年9月之正高基準變動量，ΔHk
為2009年至2013年3月之正高基準變動量，ΔHl為2009年至2013年9月之正高基

準變動量。 
 

表 3-24：2011年09月至2013年3月GPS定期觀測樁水平淨位移量 
點號點號點號點號    NNNN方向分量方向分量方向分量方向分量(cm)(cm)(cm)(cm)    EEEE方向分量方向分量方向分量方向分量(cm)(cm)(cm)(cm)    淨位移量淨位移量淨位移量淨位移量(cm)(cm)(cm)(cm)    
P1 -0.8 0.2 0.8 
P2 -1.3 0.6 1.5 
P3 -0.2 -0.5 0.6 

 
表 3-25：GPS定期觀測樁高程變化量 

點號點號點號點號    2012/32012/32012/32012/3月月月月~2012/9~2012/9~2012/9~2012/9月月月月    
正高正高正高正高++++ΔΔΔΔHa(cm)Ha(cm)Ha(cm)Ha(cm)    

2012/2012/2012/2012/9999月月月月~2013/~2013/~2013/~2013/3333月月月月    
正高正高正高正高++++ΔΔΔΔHb(cm)Hb(cm)Hb(cm)Hb(cm)    

2013/32013/32013/32013/3月月月月~2013/9~2013/9~2013/9~2013/9月月月月    
正高正高正高正高++++ΔΔΔΔHc(cm)Hc(cm)Hc(cm)Hc(cm)    

P1 0.5 0.2 0.7 
P2 0.4 0.3 0.7 
P3 0.6  0.4 0.5 

註：由表 3-23化算而得；ΔHa為2012年3月至2012年9月之正高基準變動量(Δ
Hj-ΔHi)；ΔHb為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之正高基準變動量(ΔHk-ΔHj)；ΔHc
為2013年3月至2013年9月之正高基準變動量(ΔHl-ΔHk)。 

 
表 3-26：GPS連續觀測站年變化速率一覽表 

站名站名站名站名    N(cm/year)N(cm/year)N(cm/year)N(cm/year)    E(cm/year)E(cm/year)E(cm/year)E(cm/year)    h(cm/year)h(cm/year)h(cm/year)h(cm/year)    
HGC1 -0.4 0.4 -0.7 
HGC2 -0.7 -0.4 -1.7 
HGC3 -0.7 -0.7 -1.1 

註：資料分析期距為2011年 8月7日至 2013年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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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9：HGC1連續觀測站垂直方向變化趨勢圖 

 

 
 

圖 3-100：HGC2連續觀測站垂直方向變化趨勢圖 
 

 
 

圖 3-101：HGC3連續觀測站垂直方向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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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1.2. 台灣河階研究回顧與彙整 

參考日本H12報告的河階研究架構， 102年度開始進行本土河階

研究相關資料的蒐集與回顧，以利後續資料之研析並彙整成區域性抬

升與沉陷作用的本土河階案例，提供地殼變動抬升 /沉陷作用與河流

演育等研析所需的估算資訊。  
河階在定義上，是指現生河床的兩側，受到河流的侵蝕或是堆積

作用所形成的階地 (Thornbury,  1978; Bloom, 1991)。根據其成因的

不同可以區分成2種形態：堆積型河階 (alluvial  terraces)與侵蝕型河

階 (strath terraces)。堆積型河階 (Bull,  1990; Bull and Knuepfer,  
1987)的形成為沈積作用大於下切作用，也就是當河床坡度小於侵蝕

基準面坡度時，河流會開始堆積沉積物以達到侵蝕基準面坡度，此種

的階地特徵通常具有數十公尺甚至數百公尺厚的河流沉積物覆蓋在

底岩面之上；反之侵蝕型河階形成於河流的侵蝕作用，當河床坡度大

於侵蝕基準面的坡度時，河流型態以下切為主，此時形成的階地為侵

蝕型河階 (Schumm, 1993)，大多數情況下僅僅具有數公尺厚的河流沉

積物覆蓋在底岩面之上。河流的地形形態受底岩性質、河水流量、河

床坡度、構造活動、沉積速率等因素所控制。一般來說，侵蝕型河階

代表構造作用形成的地殼抬升，而堆積型河階則往往與突發的堆積性

事件，例如山崩、土石流事件有關 (Costa and Schuster,  1988)。  
台灣具有許多的堆積型河階，同時這些堆積型河階具有厚達數十

公尺以上的河流沉積物，代表著過去河流的水力特性曾經出現很大的

變化，這些說明過去曾經發生大規模的古土石流事件。若能得到良好

的定年結果，或許可以對比百年尺度的氣候變遷所導致的水力特性改

變，並藉以推測土石流的可能發生週期。  
大多數河階的研究，主要以侵蝕型的河階為主，此類階地於底岩

岩床上方覆有數公尺厚的河流沉積物。侵蝕型河階形成於河流的侵蝕

作用，其侵蝕作用主要原因大多與構造抬升有關，尤其是在台灣如此

構造活躍的地區，受到菲律賓板塊與歐亞板塊的碰撞造山影響，許多

河系上的河階發育相當普遍，當河流流經一地殼隆升區域時，受到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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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作用的影響，河流會為了重新達到河床坡度與侵蝕基準面坡度的平

衡而發生下切，長時間下切岩盤的結果，會形成大量的河階地形。因

而提供國內外學者研究台灣地區地形與新構造豐富的資料，更進一步

的瞭解台灣地區的地殼變動機制與構造活躍性。  
 

3.1.3.3.1.2.1. 河川地形研究 
侵蝕型的河階形成於河流的下切侵蝕作用。在過去對河川形貌的

研 究 中 ， 可 以 得 知 底 岩 河 道 的 形 成 與 活 動 構 造 有 相 當 的 關 聯 性

(Snyder et al. ,  2003; Duvall et al. ,  2004; Wobus et  al. ,  2006)。因此同

樣也可以藉由研究河川的形貌來得到區域的構造活動速率。  
從水力公式 (3-3)中 (Lavé and Avouac,  2000)：  
 

I(x, t) = U(x, t) − D(x, t) − P(x, t) (3-3) 
 
可以得知下切量 I會等於抬升量U扣去侵蝕基準面改變的量D及造

成河道彎延的 P，其中的下切量 I更可以再進一步推導成下切速率

(Snyder et al. ,  2003)：  
 

E = kτ (τ� − τ�) (3-4) 
 
公式 (3-4)中的E為下切速率，kτ為侵蝕常數，τ b為剪應力，τ

c為臨界剪應力，也就是當剪應力τ b超過臨界剪應力τ c時，才會開始

發生下切。Yanites et al. ,(2010)將τ b展開為：  
 

τ� = ρg n� �⁄ × Q� �⁄ × Wx� �⁄ × S� l�⁄   (3-5) 
 
公式 (3-5)中的 ρ為水的密度， g是指重力， n為粗糙度常數，Q為

集水區因素，W為河道的寬度，S為河川的坡度。將公式 (3-5)中的 ρg 

n 視為常數K，則其餘的Q、W、S3項視為 τ* ，其數值可藉由測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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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因此再回推後可以得到下切速率E。在一達到動態平衡的河川

地形中，下切速率所反應的即是區域構造的抬升速率。  

 
3.1.3.3.1.2.2. 定年方法 

為能分析形成河階的構造活動速率，需要有定年的方法來進行分

析。目前已知可以使用在河階研究中的定年技術有碳十四定年法、螢

光定年法與宇宙射線定年法。碳十四定年法所需要的定年材料為含有

碳的物質，如碳屑、碳化木或是鈣質生物殼體。碳十四定年法發展至

今已相當完善，可以提供準確性相當高的定年結果，但由於技術問題

其定年的上限約略為5萬年。  
對於超過 5萬年的河階而言，可採用螢光定年法與宇宙射線定年

法。前者所需要的定年材料為石英或是長石，這 2種礦物皆容易在河

階沉積物中找到，加上螢光定年法定年上限為 3百萬年，對於需求超

過 5萬年的河階年代提供了一種解決的方案，但其最大問題是不完全

曬退。由於其年代計算原理係根據礦物中所累積躍遷電子數量來回推

年代，假設礦物在搬運的過程中會接受到日照而使電子回到價帶並釋

放出光子，當礦物在被掩埋之後，受到掩埋環境中放射性元素U、Th、
K的照射而造成礦物中的電子在價 -導帶上產生躍遷，並被捕捉於晶格

中，倘若在搬運過程中，未能充分接受到日照，則先前所累積在晶格

上的電子無法完全回到價帶，因此在測量年代時，所得到的結果會超

過最後一次堆積時的年代。而宇宙射線定年法所需要的定年材料同樣

也為河階沉積物，特別是礫石，這是最容易被取得的定年材料，且其

定年上限可達數百萬年。但由於定年材料必須要出露於近地表才能接

受到宇宙射線，考量到台灣的高侵蝕速率，近地表的礫石材料很快就

會被再度搬運掩埋，所以能否得到真實的定年結果仍有待確認。  
這些第四紀定年法的應用，需要合適的材料與可靠的採樣技術，

因此國內多年研究顯示碳十四定年法仍然是現今較為可靠的定年

法，然而在一般情況，河階崖其上大多被邊坡工程所鞏固。在少數能

觀察到階地剖面的露頭中，可供碳十四定年之材料，大部份均因為長

時間的降雨或是河流沖蝕而不容易保存下來，這對找尋可供階地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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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而言是一大困擾。Shyu et al.  (2006)直接在階地面上開挖槽溝

後，可以或藉由在階地面上的槽溝，進一步在階地堆積物中找尋到可

供碳十四定年的樣本，並且還可以分析階地沉積物的組成型態。  
 

3.1.3.3.1.2.3. 台灣河流地形研究範例：龜重溪流域 
受到弧陸碰撞的影響，在台灣的西部麓山帶則發育了許多構造。

台灣西南部泥岩岩層分布區域，在八八風災之後，國內許多地質構造

與河流地形相關的研究正在進行，以龜重溪流域為範例說明如下：  
流經台南市柳營區、東山區及白河區的龜重溪，其上游三大支流

分別為鹿寮溪、茄苳溪及北寮溪，而在本研究中，選擇鹿寮溪為主流

河流 (圖  3-102)。而龜重溪橫切穿過 3條構造線，由東至西，分別為

前大埔向斜、牛山背斜與六甲斷層。在山前緣的六甲斷層，沒有任何

歷史文獻記載著該斷層活動過的證據，難以評判其是否具有潛在的地

震災害 (林啟文等，2000)。因此，如何瞭解該地區的構造活躍性是很

重要的。藉由 GPS即時動態測量（ The real  time kinematic-GPS，
RTK-GPS）進行河道坡度的測量，搭配雷射測距儀所得到河道寬度之

後，可以回推得到下切速率，在當河川的堆積與侵蝕達到動態平衡

時，則下切速率即等於抬升速率。  
在初步的野外測量調查結果中 (圖  3-103)，可以知道河川上游興

建過多的攔沙壩，使得河川的坡度發生的些許的改變。因此為了得到

原始的河流坡度，於是利用上游與下游之間的坡度變化關係，重新擬

合一條河川坡度曲線，並與現有的資料進行對比，可以發現相當的符

合。因此可以推測龜重溪上並未存在著遷急點 (knickpoint)。進一步

說明了這一條河川的侵蝕作用與堆積作用已經達到平衡了。而在古河

道的分析結果中得知河川的彎蜒度過去到現在並未有發生太大的改

變 (圖  3-104)。根據前面兩點的結果，所以可以得知公式 (3-3)中的D
與 P可以忽略不計，因此抬升量就等於下切量。在前面所提到的公式

(3-4)與公式 (3-5)中，可以知道抬升量與抬升速率成正比，而抬升速

率與τ b、τ *也成正比，所以計算出τ *之後，就可以顯示此地區抬

升速率的趨勢。為了方便與斷層線做對比，於是採用垂直於六甲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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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0°E走向 (圖  3-102)，即沿N60°W往東南方向，將所有測量出的τ

*投影在圖  3-105上 (以六甲斷層為距離 0)，可以發現τ *的變化與其

下的構造活動呈現著正相關，在牛山背斜處有較高的τ *值及前大埔

向斜有較低的τ *值，因此可以見得τ *值是確實可以用於判別區域構

造活動的一項指標。  
在台南地區以泥岩地層為主的龜重溪流域，根據詳細野外的實地

測量結果，重建高精度河川地形，並在整體的河川地形分析中，瞭解

到區域構造的活動性，並可以得知河川下切速率是可以用於對比區域

構造活動速率。但此種方法的缺點是無法定量，所以仍需其他的河階

定年的結果去進行對比。利用河階定年的結果以得到區域長期的構造

活動速率，在對比於該地區河流中τ *值，以得知τ *值所對應的構造

抬升速率為何，並且更進一步的瞭解整條河的構造抬升速率。  
由此經典案例說明，西南部泥岩區現有第四紀定年及構造活動分

析資料較多，透過河階與構造地形演化的研究，在母岩合適性上深具

意義，可以用以證實西南部泥岩的活動構造的活躍性，地殼隆升與剝

蝕作用強烈下，此調查方法可獲得評估長期穩定性之重要參數，對未

來評估潛在處置母岩合適性之研究相當重要。藉此經典案例，將可提

供後續於東部花崗岩區，進行河階演育研究現地調查之規劃參考。  
  



 

 

 

圖 3-102
說明：圖中紅色線為六甲斷層所在的位置

頭指示的為鹿寮溪，也就是本研究所判定的主流河道

圖

說明：圖中的紅點指示為攔沙壩所在的位置

的坡度發生改變，因此不將其納入考慮

河川坡度即為黑實線所示

的存在，因此河川的侵蝕下切與堆積已經達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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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台南市東山區的Google Earth影像 
圖中紅色線為六甲斷層所在的位置，藍色線則為龜重溪及其支流

也就是本研究所判定的主流河道。 
 

圖 3-103：RTK - GPS野外測量結果 
圖中的紅點指示為攔沙壩所在的位置，同時也因為攔沙壩的興建使得河道

因此不將其納入考慮。以上下游之間的坡度變化重新擬合一條

河川坡度即為黑實線所示。由圖表可以得知，此一河流並未有遷急點

因此河川的侵蝕下切與堆積已經達到平衡。 

 

 

藍色線則為龜重溪及其支流，黃色箭

 

同時也因為攔沙壩的興建使得河道

以上下游之間的坡度變化重新擬合一條

此一河流並未有遷急點(knickpoint)
 



 

 

圖 3-104
說明：綠色階地為最低位階面

置，以紅色線表示。在計算過彎蜒度之後

今河道的彎蜒度為1.42，
生改變。 

 

說明：由先前的資料可以知道

當做抬升速率的趨勢。有

牛山背斜及前大埔向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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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利用階地分佈去回推古河道之分佈 
綠色階地為最低位階面，利用這些階地面的分佈推測過去河道的可能位

在計算過彎蜒度之後，發現過去的河道彎蜒度為

，其值相差不大，因此可以視為此河川的彎蜒度並未有發

圖 3-105：投影線上的τ*值 
由先前的資料可以知道τ*與抬升速率呈現正相關，所以τ*

有3條構造線分佈在這塊地區，由左而右分別為六甲斷層

，而圖上所示的τ*值的趨勢與地表的構造線十分的吻合

 

 

利用這些階地面的分佈推測過去河道的可能位

發現過去的河道彎蜒度為1.33，而現

因此可以視為此河川的彎蜒度並未有發

 

*可以直接拿來

由左而右分別為六甲斷層、

值的趨勢與地表的構造線十分的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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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2.3.1.3.3.2.3.1.3.3.2.3.1.3.3.2. 剝蝕作用剝蝕作用剝蝕作用剝蝕作用    

有鑒於剝蝕作用對地質環境的影響，包括因減少處置環境覆蓋層

的厚度，或改變地形地貌，而導致地下水流場改變。因此，102年度

亦規劃蒐集台灣剝蝕作用的相關研究資料，並進行其定年學與剝蝕率

資料的彙整，以利後續利用不同的分析方式 (如地形 /氣候變遷分析、

河 /海階剝蝕率分析、岩體剝蝕分析等 )，來探討台灣的剝蝕作用與剝

蝕率，作為後續評估地質處置合適性之參考資訊。  
低溫熱定年為分析長期的剝蝕速率的重要方法，常見的方法如黑

雲母的 Ar-Ar定年法、鋯石與磷灰石的核飛跡定年法、鋯石與磷灰石

的 U-Th/He定年法，其封存溫度由高到低，依序是黑雲母的 Ar-Ar定
年法約 300 ℃，鋯石核飛跡為 235±50 ℃，鋯石的 U-Th/He約 180 
℃ ， 磷 灰 石 核 飛 跡 約 130 ℃ ， 磷 灰 石 的 U-Th/He約 70-80 ℃ 之 間

(Dodson, 1973; Farley,  2002)。利用不同封存溫度的定年系統，或者

利用高度與年代剖面分析區域的剝蝕歷史。這些年代的直接意義為冷

卻至低於封存溫度以來的年代，但封存溫度並非定值，在抬升速率較

快的地區封存溫度亦高 (Reiners and Brandon, 2006)，以台灣為例鋯

石封存溫度約在270-280℃之間，此外礦物成份亦影響封存溫度，以

磷灰石核飛跡定年而言，礦物所含的氟、氯等含量會影響封存溫度，

礦物顆粒大小亦然，顆粒愈小，封存溫度愈低。若用此資料討論地層

的抬升須小心。最簡單做法常假設固定地溫梯度，扣除地表溫度，得

到剝蝕速率。利用低溫熱定年資料，以磷灰石定年而言，圖  3-106(a)
為抬升至現今之前的標本狀態，由上而下分為未癒合區，部份癒合區

及癒合區。圖  3-106(b)為目前狀態，岩石抬升及侵蝕才會剝露出地

表 ， 抬 升 量 扣 除 剝 蝕 量 等 於 現 今 地 表 面 。 地 表 的 抬 升 量 (surface 
uplift)等於過去的地表面與抬升剝蝕後的地表面的差。有一重要概念

是，抬升後岩層需要侵蝕才會冷卻，因此侵蝕速率及何時開始劇烈侵

蝕皆會對熱定年年代產生影響。而岩石的抬升並不盡然皆是構造抬

升，氣候所造成的侵蝕作用會導致地殼均衡作用，因此岩石亦會抬

升，此抬升並非構造作用，對岩層受構造抬升及氣候導致抬升或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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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多少比例，此議題到至今日仍有諸多討論 (Willett and Brandon, 
2002)。  

和平溪多深谷、陡坡，卻常見平緩的稜脊。這些稜脊形成時，侵

蝕作用應相對地緩慢，爾後河流快速的下切則反映了地殼加速的隆

升。根據這些緩稜脊高度的分布，此間地殼隆升應西快東慢，但最顯

著的邊界仍位於蘇花海岸地帶：以西隆升，以東沉降。和平溪主要由

北溪、南溪組成，流域面積較大的北溪縱剖面反而較陡，顯示著近萬

年來北溪有較大的輸砂量。南、北兩溪都以窄谷為主，北溪中游卻出

現寬闊的埋積谷，並發育堆性階地──顯示河流曾大規模堆積。野外

調查也發現北溪中游多樣的地形：短距離內由峽谷轉變為堆積寬谷。

這些地形特徵無法用岩性或地殼隆升速率的差異來解釋，其真正意涵

仍待後續結合學界研發能量進行深入研究。  
和平地區過去已有許多低溫熱定年資料 (Liu et al. ,  1982, 2004；

吳承穎， 2008)，如表  3-27所示，其中鋯石的核飛跡年代約 1.2~2.0
百萬年之間（圖  3-107），而磷灰石年代約 0.4~0.9百萬年之間。若

僅和平地區 (大濁水片麻岩岩體 )的鋯石與磷灰石兩種不同封存溫度

的定年資料，歷年來根據鋯石及磷灰石核飛跡定年結果推估大濁水片

麻 岩 體 的 剝 蝕 速 率 約 在 1.3~2.6 mm/yr， 似 乎 可 分 成 2階 段 ： (1) 
2.1~0.4百萬年之間剝蝕速率約 1.3~2.6mm/yr； (2) 0.6-0.3百萬年之

間剝蝕速率約 4-9 mm/yr (吳承穎，2008)(圖  3-108)。針對和平地區

片麻狀構造相關的韌性剪切帶，Wang et al.  (1998)採糜嶺岩帶的黑雲

母，進行Ar-Ar定年法分析，得到達到 350℃高溫冷卻史的年代紀錄，

約在 4.0-3.1 Ma年代範圍，僅反映構造活動的時間與封存溫度紀錄，

無法反映區域性的構造抬升剝蝕歷史。此外，吳承穎 (2008)利用鋯石

在中橫地區的高度 -年代剖面可得在 1.6~0.7百萬年之間剝蝕速率約

2.7mm/yr (圖  3-109)，與利用磷灰石在和平地區花崗岩體建構高度 -
年代剖面明顯不同。  

本研究亦初步利用核飛跡定年法，分析和平地區HCBH01鑽井下

深度 50 m花崗片麻岩標本的鋯石礦物，得到鋯石年代為 1.7±0.1百萬

年 (表  3-27)。若考慮高度 -年代剖面分析剝蝕速率，則吳承穎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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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地區大濁水片麻岩體的磷灰石核飛跡年代，記錄了 0.3~0.6百
萬年之間剝蝕速率 2.2mm/yr。井下 50m標本顯示較地表及山區露頭

標本更高的冷卻速率，一方面說明河谷地形效應的影響，另一方面則

證實靠近大理岩邊界深層地下水循環的冷卻效應，會影響冷卻率應用

在抬升與剝蝕率的估算。後續值得利用HCBH01鑽井岩心進行不同深

度之磷灰石核飛跡年代的分析，驗證此一高度 -年代剖面的剝蝕速率。 
由過去文獻回顧，特別是核飛跡定年結果，顯示台灣東部花崗岩

體 (以大濁水片麻岩體為例 )的長期平均滑移速率而言，均以快速冷卻

反映為快速抬升剝蝕區來解釋。但由現今大濁水片麻岩體河谷鑽得的

深 井 (HCBH01)於 600 m深量 得 的 溫 度 僅 34 ℃ ， 地 溫 梯 度 僅 2 ℃

/km，幾乎跟離島花崗岩深井的溫度相似。顯示利用核飛跡定年解釋

快速冷卻時，此地區對考慮水文循環與岩體冷卻的問題，提供一絕佳

研究機會，有助於理解快速冷卻是否反映快速抬升，或需要對地形效

應及深循環地下水的冷卻效應進行修正，後續需繼續結合學界研發能

量，利用井下標本進行深度與溫度的定年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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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7：和平地區大濁水片麻岩體的鋯石與磷灰石定年資料 
    FTD zircon FTD zircon FTD zircon FTD zircon 

((((℃℃℃℃))))    
FTD Apatite FTD Apatite FTD Apatite FTD Apatite 
((((℃℃℃℃))))    

Zircon Age Zircon Age Zircon Age Zircon Age     
((((百萬年百萬年百萬年百萬年))))    

Apatite Age Apatite Age Apatite Age Apatite Age 
((((百萬年百萬年百萬年百萬年))))    

Exhumation Exhumation Exhumation Exhumation 
Rates Rates Rates Rates 
(mm/y(mm/y(mm/y(mm/yrrrr))))    

A (Liu, 1982) 235±50 135±20 1.31±0.14  0.47±0.05 2.5±1.4 
B (Liu, 2004) 235±50 135±20 1.2±0.1  0.41±0.03 2.6±1.5 
C (Liu, 2004) 235±50 135±20 2.0±0.2  0.89±0.05 1.9±1.1 
D (Liu, 2004) 235±50 135±20 1.9±0.2  0.85±0.05 2.0±1.1 
E (Liu, 2004) 235±50 135±20 2.1±0.2  0.46±0.03 1.3±0.7 
本研究 235±50 ─ 1.7±0.14 ─ 約5.2～3.2* 
註：井下50  m溫度約20 °C，核飛跡鋯石封存溫度上限約285  °C、下限約185  
°C，地溫梯度設為30  °C/km。 
  



 

 

 

圖 3-106：
說明：(a)為岩石抬升剝蝕前的狀態

(Partial Annealing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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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抬升、剝蝕冷卻與地表抬升的關係圖

為岩石抬升剝蝕前的狀態；(b)為抬升剝蝕後狀態。PAZ
(Partial Annealing Zone)。資料來源：Lisker et al. (2009) 

 

 

 
剝蝕冷卻與地表抬升的關係圖 

PAZ為半癒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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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7：鋯石核飛跡定年之年代分布圖 

(資料來源：摘自吳承穎，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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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8：鋯石與磷灰石核飛跡定年之溫度-時間路徑圖 

 

 
圖 3-109：磷灰石(方形)與鋯石(三角形)核飛跡定年之高度-年代剖面圖 

說明：磷灰石為大濁水片麻岩體標本，鋯石為中橫標本。摘自吳承穎(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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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4.3.1.3.4.3.1.3.4.3.1.3.4. 氣候與海平面變遷氣候與海平面變遷氣候與海平面變遷氣候與海平面變遷    

根據 SNFD2009報告指出，氣候變遷與海平面變化是影響與威脅

處置場址地質環境長期穩定性之 4項自然活動之一 (其他 3項為：斷層

活動、火山活動、地殼垂直活動和剝蝕 )。由於全球氣候變遷為海水

面長期演變之驅動力，海水面之變遷則對處置系統造成之衝擊包括：

改變地下水流和地下水化性、地下水位變動、海 /淡水介面遷移、侵

蝕 /淤積作用等， 以致干擾處置系統的穩定地質環境，進而影響處置

場之功能。  
氣候與海平面變遷對地質處置系統的潛在影響，根據日本H12報

告指出：包括水文地質與水文地球化學 (JNC, 2000)。此外，在高緯度

及高山地區，冰期形成的冰川和永凍土，以及海岸地區海 /淡水介面

的遷移，在過去數十萬年內不斷反覆出現，結果，全球海水面可能在

上次冰盛期下降，較今日海水面低約 120 m (陳文山等，2005)，也可

能在間冰期時因兩極冰帽融化而使海水面較今日更高 (自末次冰期快

速升高至約 6,000年前，當時最高海水面約較今日高約0 m至10 m)。
甚至這種階段性循環的變化，有「快暖慢冷」的趨勢。目前全球氣候

處於地質史上較暖的間冰期，未來可能依照氣候循環規律而變冷 (相
應海水面也會下降 )，逐漸邁入下個冰期階段 (JNC, 2000)。  

當海水面下降低於今日達 100 m時，現今海岸線在海水面之上，

導致河流有強的下切作用，侵蝕出較深的河谷，且海 /淡介面會隨海

岸線移動而變遷。根據日本H12報告指出，花粉研究及冰川地形分析

的數據顯示，日本平均氣溫變化在冰期與間冰期的差異達 10°C；而冰

期降雨會比現今要降低 50-70%；現今北海道及本州高山地區尚存留

冰川遺跡的證據 (JNC, 2000)。  
相較之下，台灣地區古氣候與古水文環境研究結果，末次冰期自

27,000年前至距今約10,000年前，當時全球海水面較現今低約 120 m 
(陳文山等，2005)，此區海岸線約在澎湖以南，亦即當時澎湖以北的

台灣海峽是陸地而非現今的海峽。全球氣候於冰期時，雪線南移且往

較低的海拔遷移，及至今日台灣海拔超過 3,300 m高山上，仍有冰川



   

 3-189 
 

遺跡被報導 (台電公司， 2010)。最盛期的乾冷氣候一直持續到約

17,000年前 (溫度要比今日低超過 6℃以上，年雨量也可能要遠低於今

日1,000 mm以上 )，而後開始有減緩趨勢。  
 

3.1.3.4.1.3.1.3.4.1.3.1.3.4.1.3.1.3.4.1. 河域受海平面變遷影響之數值地形研究河域受海平面變遷影響之數值地形研究河域受海平面變遷影響之數值地形研究河域受海平面變遷影響之數值地形研究    
考量 SNFD2017報告所需之氣候與海平面變遷資訊與評估分析能

力，本計畫將針對本島花崗岩區域之代表性河域出海口沖積扇，製作

近海至河道之數值地形模式 (DEM)，用以辨識 1萬年以來，末次冰期

結束至今，海平面上升、河口堆積與海階變化的地形紀錄，以獲取此

河域因氣候變遷導致海平面上升與沖積扇堆積的地形演變證據。而

102年度的工作重點，則是先取得其出海口往中央山脈，約50 km2面

積之歷史衛星影像立體對資料，並選擇數點地面控制點，以 Ashtech 
Zmax RTK-GPS進行測量，以提高後續製作其數值地形模式之精度，

以利後續進行河域受海平面變遷影響之研究。以下摘述102年度成果： 
(1) 和平溪河域概述  

和平溪又名大濁水溪，位於臺灣東北部，屬中央管河川，是花蓮

縣和宜蘭縣的界河，地理位置為 24°15’ N至24°31’ N， 121°25’ E
至121°46’ E之間，東鄰太平洋，西接大甲溪，南臨立霧溪，北與

南澳溪及蘭陽溪接壤；主流發源於中央山脈南湖大山 (標高3,742 
m)的東向坡，全長 50.73 km，流域面積約561.60 km2。其上游主

要支流有和平南溪 (大濁水南溪 )與和平北溪 (大濁水北溪 )，匯流

後為和平溪主流，由河口至合流點坡度約為 1/75，匯流點以上則

平均坡降約為 1/14，流經宜蘭縣南澳鄉與花蓮縣秀林鄉兩地，並

於北迴鐵路大濁水橋後，向東注入太平洋。轄境內之行政區劃分

是以和平溪為界，以北屬於宜蘭縣南澳鄉澳花村，以南則為花蓮

縣秀林鄉和平村所轄。  
和平溪於北溪與南溪匯流後，地形上呈現一個寬廣的沈積型谷。

雖然現生的河道頗為寬廣，而兩側山稜依舊十分陡峭，河谷兩側

並未有許多階地的出現，僅在台電公司碧海水力發電廠附近出現

有一岩床階地，而在更下游距大濁水橋約4 km處有一以崩積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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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堆積型階地。整體而言，此河段的地形特徵較為單調，再加

上周圍山區受到礦場開發影響，許多原始地形面已經受到破壞，

因此比較難以地形變化來分析區域的構造歷史。不過由目前和平

溪主流的沈積型溪谷特性，可推測本區域在最近可能較少受到抬

升作用影響，位於構造作用相對穩定的地區。河流的下切作用並

不發達，因此未見大規模的階地發育，反之本河段甚至可能已經

開始受到沈降作用，形成了一個寬廣的沈積型河谷 (圖  3-110)。 
和平溪口南北兩岸雖為大理岩層出露，依據前期空中磁測三維逆

推解析成果，已知大理岩體下 2 km深處仍為花崗岩體，連接靠海

岸的開南岡片麻岩體，及和平溪南北溪匯流處附近的和平花崗岩

體。因此，和平溪寬廣的沉積型河谷，以及平緩的沖積扇地形 (有
和平港建設其上，如圖  3-111所示 )，均可能反映此一花崗岩體

長期沉陷的地形，因此作為本計畫選擇進行高精度數值地形模型

建置的標的，以利後續進行河域受海平面變遷影響之研究。  
(2) 數值地形模型製作  

數值地形製作使用 2004年 2月 21日 10:44 -10:45拍攝之 IKONOS-2 
1m 同 軌 立 體 對 影 像 一 對 ( 圖  3-112) ， 掃 描 端 點 坐 標

(121.7312951739,  24.3693865786) 、 (121.7946120189, 
24.3699033483) 、 (121.7954725334, 24.2788910091) 及

(121.7322008609, 24.2783764135)，東西方向寬 6424 m、南北

方 向 寬 10800 m， 雲 層 覆 蓋 3-4% ， 面 積 約 65 km2 。 利 用 PCI 
Geomatica V10.32之Orthoengine模組進行數值地形製作，地面控

制點以Ashtech Zmax RTK-GPS進行測量，誤差小於 2 cm。28個控

制點 (紅點 )與 70個相同點 (藍點 )分布如圖  3-113所示，水平誤差

分別為 (0.24 m,  0.21 m)與 (0.46 m, 0.1 m)，地真資料（Ground 

truth data） 40點高程誤差為1.3 m (1σ)。完成和平溪出海口往中

央山脈約50 km2  面積的數值地形模型如圖  3-114所示，高解析

精度甚至可表現出和平港及水泥廠區建物形貌。  
垂直河道切A-A'、B-B'、C-C'、D-D'等剖面 (如圖  3-115所示；位

置如圖  3-114所示 )，初步進行地形特徵的分析，可顯示超過 2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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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的河段地形相當平坦，而和平溪口兩側為陡峭地形，符合U型

谷特徵。最西側A-A’剖面至東側D-D’剖面，高程逐漸下降 (平行河

道的E3剖面數值地形模型有類似階梯狀地形 )，顯示可能為古海

水面造成此類地形。至於平行河道的 E1與 E2剖面，切過基盤岩

層，可以看到GPS高程100 m-400 m有4-5個地形變化區域，亦可

能是古海水面侵蝕性海階面。此外，垂直河道切和平溪口沖積扇

的D-D’剖面來看 (GPS高程約 70 m左右 )，沖積扇為平坦之區域，

可能反映抬升與侵蝕作用長期達到平衡；針對此河段與大清水斷

崖相交處所呈現的平坦地形，顯示並無大清水斷崖的構造線在此

沖積扇上形成的構造地形；後續計畫將蒐集震測剖面以了解大清

水斷崖是否通過此沖積扇，以及萬年以來海水上升的震層紀錄。

此地形面是否已維持長地質時間的穩定條件，後續再結合更多調

查資料來解析。  
(3) 長期地質演化之爭議  

和平地區恰位於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至歐亞大陸板塊的邊界

東側，因此地體構造環境已由碰撞轉為隱沒區域，這反映在水準

資料顯示現今為下沈區； GPS資料亦顯示水平位移方向轉為東

南；而就地形上顯示，在此一結束碰撞區域的地形，則較為低緩。

就不同時間尺度現有資料研判，對此區的抬升與沉陷趨勢均有不

同的解讀，是否由於地體構造環境的改變為近期，以致長期平均

速率仍顯示快速抬升，或短期的下沈只是震間的行為，仍待增加

各種調查資料後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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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0：和平溪下游發育為沉積型的寬廣河谷 
 

 
 

圖 3-111：大濁水溪口堆積的巨大沖積扇 
  



 

 

 

Image ID: 2004022102445010000011623945

圖 3-112
註：使用2004年2月21日

圖 3-113：製作數值地形之衛星影像立體對控制點與相同點位置

註：紅點為28個控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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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D: 2004022102445010000011623945 Image ID: 2004022102454090000011623944

112：數值地形製作使用之歷史衛星影像 
日10:44 -10:45拍攝之IKONOS-2 1m同軌立體對影像

 
 

製作數值地形之衛星影像立體對控制點與相同點位置

；藍點為70相同點。 

 

 

Image ID: 2004022102454090000011623944

 

同軌立體對影像。 

 
製作數值地形之衛星影像立體對控制點與相同點位置 



 

 

 
 

圖

註：面積50 km2，2 m解析度

地形剖面解析位置。自河口往西

較水準量測值的變化趨勢

水泥廠區)及Hoping 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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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4：和平溪口數值地形模式 
解析度，剖面A-A’、B-B’、C-C’、D-D’及E1、

自河口往西6 km水準測量位置以紅點標示，逐年量測並比

較水準量測值的變化趨勢。圈繪標示兩大顯著人工建物Hoping Cement Co.(
Hoping Port (和平港)。 

 

 

、E2、E3標示

逐年量測並比

Hoping Cement Co.(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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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5：和平溪出海口處地形剖面圖 

說明：黑色與藍色線為30 m Aster gdem第1版與第2版；地形剖面位置如圖 3-1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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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3.2.3.2. 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    
3.2.1.3.2.1.3.2.1.3.2.1.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處置設計概念及工程技術能力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處置設計概念及工程技術能力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處置設計概念及工程技術能力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處置設計概念及工程技術能力    

台灣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有嚴謹的法規加以規範，主要法規為

2005年8月 30日發布之「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

規則」，依據上述法規之要求，我國用過核子燃料將採多重障壁

(multiple barriers)之深層地質處置方式進行最終處置。深層地質處

置為國際公認適於處置高放射性廢棄物之方式，所謂深層地質處置，

是將高放射性廢棄物埋在深約 300至 1000 m的穩定地質環境中，再配

合 廢 棄 物 罐 (canister) 、 緩 衝 與 回 填 材 料 (buffer and backfi lled 
material)等工程設施，藉由人工 (廢棄物罐、緩衝與回填材料及廢棄

物本身 )與包含處置母岩 (host rock)及地質圈 (geosphere)障壁所組成

的多重障壁，可以有效阻絕或遲滯核種的外釋與遷移 (migration)，以

換 取 足 夠 的 時 間 使 高 放 射 性 廢 棄 物 的 輻 射 強 度 在 到 達 生 物 圈

(biosphere)之前已衰減至可忽略的程度。  
 
 
3.2.2.3.2.2.3.2.2.3.2.2. 工程障壁系統與地質處置母岩的功能工程障壁系統與地質處置母岩的功能工程障壁系統與地質處置母岩的功能工程障壁系統與地質處置母岩的功能    

花崗岩為各核能先進國家，例如加拿大、英國、芬蘭、日本、西

班牙、瑞典與瑞士等國，進行最終處置高放射性廢棄物技術發展相關

計畫所選擇的處置母岩。台灣及福建東南地處環太平洋中生代花崗岩

帶 (Mesozoic Circum-Pacific  Granitic Belt)的西緣，出露的中生代基

盤岩中夾有許多花崗岩，考量到國際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技術發展至

今，以花崗岩為處置母岩的技術最為成熟 (如芬蘭與瑞典 )，因此花崗

岩為「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 (2006年 7月核定版 )」中列為調

查對象之一的潛在處置母岩。  
花 崗 岩 因 變 質 與 變 形 作 用 形 成 的 優 向 構 造 (Preferred 

Orientation)，有可能會影響用過核子燃料處置功能；另一方面，其

裂隙填充物及葉理的次生礦物，亦有可能對核種吸附與遲滯效應扮演

重要角色。根據瑞典研究報告指出，雖然吸附作用的實驗數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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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明顯支持優向構造對地下水核種傳輸的遲滯作用有顯著貢獻 (SKB,  
2009)。  

處置場場址之處置母岩預期功能如下：  
(1) 具備長期穩定性，如：斷層帶少與低地層抬升率。  
(2) 具備良好的物理環境，如：低地下水流通率與熱力 -力學穩定性

等。  
(3) 提供良好的化學環境，如：還原環境。  
(4) 具備核種遲滯與吸附之天然障壁功能。  

工程障壁與處置母岩是深層地質處置中多重障壁概念的主要組

成單元，當考量以結晶岩質之岩體 (如花崗岩 )作為處置母岩時，工程

障壁在吸附核種以及遲滯核種傳輸的安全功能上扮演的角色，便愈形

重要。工程障壁就功能上可分為 3個部分： (1)廢棄物體本身， (2)廢
棄物罐 (本文廢棄物罐即指用過核子燃料的包封容器 )，包括容器內之

所有結構及穩定物等，及 (3)緩衝回填材料，此 3個部分再加上岩壁內

側因開挖而受到影響的擾動帶，即組成一般習稱的「近場」環境

(near-field)。  
 
 
3.2.3.3.2.3.3.2.3.3.2.3. 整體處置概念整體處置概念整體處置概念整體處置概念    

整體處置概念研究項目包含工程障壁系統及處置設施，工程障壁

系統概念界定之目的在提供功能評估所需，其結果可提供修正處置場

設計與母岩篩選條件等。目前我國所採用多重障壁系統包含廢棄物罐

（由銅外殼及鑄鐵內裡所組成）、緩衝材料（純膨潤土）及回填材料

（由膨潤土與岩屑混合）等所構成之工程障壁系統，及花崗岩質母岩

之天然障壁系統。處置場設計與功能評估均須配合場址調查資料之取

得，以進行反覆評估。處置場基本設施可概略分為下列 3個部分：即

地表設施、地下設施以及其間之連通設施 (豎井或斜坡道 )，其中並包

含多種不同的結構 (structure)、系統 (system)與組件 (component)，
而連通設施有時也併於地下設施規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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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1.3.2.3.1.3.2.3.1.3.2.3.1. 工程障壁系統工程障壁系統工程障壁系統工程障壁系統    
工程障壁系統概念界定之目的在提供功能評估所需，結果可提供

修正處置場設計與母岩篩選條件等。處置場設計與功能評估均須配合

場址調查資料之取得，以進行反覆評估。工程障壁系統一般包括用過

核子燃料、廢棄物體本身、廢棄物罐、緩衝材料與回填材料等，其功

能需求如下所述：  
(1)  用過核子燃料：用過核子燃料處置功能需求主要為：  

(a)  短半衰期核種宜經適當衰變且衰變熱 (decay heat)應經適當

降溫至便於進行處置操作。  
(b)  釋出熱能不宜對處置場工程障壁的長期效能造成不利之影

響。  
(c)  用過核子燃料宜耐地下水溶解作用之影響等。  

(2) 廢棄物罐：在進入最終處置場前我國中期貯存採用不鏽鋼製容

器，而目前我國參考處置概念採用瑞典KBS-3銅質外殼鑄鐵為內

裡的廢棄物罐參考設計。廢棄物罐有幾項基本功能需求，以提供

處置場必要的廢棄物隔離性：  
(a) 能長時間保持完整性。  
(b) 具初始的完整性。  
(c) 具對處置環境的化學抵抗力。  
(d) 在處置環境下具長期的力學強度。  
(e) 對處置場中其他障壁不致產生不良影響。  
(f) 廢棄物罐材料不得對緩衝材料功能產生不良影響。  
(g) 能限制近場之熱與輻射劑量。  
(h) 即使地下水進入廢棄物罐中，用過核子燃料物質組態仍在次

臨界狀態。  
(i) 能限制廢棄物罐向下施於膨潤土之壓力。  

(3) 緩衝材料：緩衝材料使用目的在環繞廢棄物罐周圍，以防止地下

水流入罐內，維持廢棄物罐之定位並遲滯核種遷移。緩衝材料的

功能需求包括：  
(a) 能長期完整包圍及保護廢棄物罐抵抗外部岩層之應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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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能防止地下水流經廢棄物罐，防止腐蝕物質與廢棄物罐接

觸。  
(c) 具適當導熱性使廢棄物罐表面溫度低於100 ℃。  
(d) 具適當密度與強度能承受廢棄物罐之荷重。  
(e) 回脹性不得對岩石及廢棄物罐產生過高之壓力。  
(f) 具適當的柔軟度能容納岩石潛變位移。  
(g) 能允許廢棄物罐腐蝕可能產生的氣體遷移離去。  
(h) 對核種有吸附與遲滯效能。  
(i) 對微生物與膠體有過濾功能。  
(j) 具化學緩衝能力。  
(k) 對其他工程障壁材料無不利影響。  
此外，基於經濟性考慮，緩衝材料須為易於取得且施工者。  

(4) 回填材料：參考處置概念之回填材料為膨潤土與花崗岩岩屑混合

物，在處置作業結束後，以回填材料將地下開挖之處置隧道、洞

穴、坡道及豎井等依設計確實回填，以抑制地下水流通與處置場

障壁之化學變化。回填材料的功能需求為必須維持隧道穩定，並

保持緩衝材料於處置孔中。此外亦須限制地下水的流動，不能使

地下水水質劣化，須具有長期的化學穩定性等。  
 
3.2.3.2.3.2.3.2.3.2.3.2.3.2.3.2. 處置設施處置設施處置設施處置設施    

處置場基本設施可概略分為下列 3個部分：即地表設施、地下設

施以及其間之連通設施 (豎井或斜坡道 )，其中並包含多種不同的結構

(structure)、系統 (system)與組件 (component)，而連通設施有時也

併於地下設施規劃之中。  
地表設施若以功能性及使用性作為區分，可以分為 6大系統：  

(1)  地上管理與行政系統、  
(2)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系統、  
(3)  環境監測與輻射管制系統、  
(4)  岩石處理系統、  
(5)  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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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輔助系統。  
在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地表設施中，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系統

是處置場中最重要的運作系統，包括用過核子燃料接收、包裝、暫貯

等功能。處置場須有對外聯絡的運輸系統，以便於用過核燃料及緩衝

材料的運輸；且往往處置場地處偏僻，因此各設施最好能自給自足，

再加上為了維護處置場的安全運作，監控輻射外洩之危害，並避免其

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處置場必須設立許多的輔助系統及環境監測與

輻射管制系統，諸如電力供應及給水系統、消防及警衛系統與緊急避

難系統等。此 6大系統內包含若干子設施，可使整體處置場地表設施

更趨完備。  
地下設施若以功能性作為區分，可概分為兩大部分：運轉設施及

工程障壁系統。運轉設施主要與運轉期間之安全性有關，包括運轉中

心、運轉隧道與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區等，係因應處置場運轉所需而開

闢之通道或工作區。工程障壁系統則以長期處置安全為設計目標，包

括廢棄物本身、廢棄物罐、緩衝材料與回填材料等。  
目前用過核子燃料深層地質處置場概念設計階段之地下設施 (含

連通設施 )系統功能與需求：  
(1) 豎井系統：聯絡地表設施與地下設施間之通道可為豎井或斜坑設

計，現階段初步以豎井為參考設計，但視未來場址特性不排除部

分改採或併採斜坑設計之可能。廢棄物罐運送應有專用之豎井，

與一般工作人員所使用者應有所區隔。此外豎井亦作為機具與施

工材料運輸、地下設施通風與緊急逃生等之通道。  
(2) 地下控管系統：為地下作業的運轉中心，主要儀控設備均設於本

區。本區需與廢棄物管理區保持適當距離，避免輻射或溫度對作

業人員或儀器設備產生不良影響。  
(3)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系統：為處置場的核心系統之一，攸關輻射作

業安全，提供正常與異常情況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所需之設備。 
(4) 處置坑道系統：負責處置場之聯絡隧道、運轉隧道、處置隧道、

及處置孔之施工與維護。作業內容包括坑道開挖、岩盤穩定、湧

水控制與岩塊清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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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障壁系統：進行處置隧道之緩衝材料置放、回填與封阻 (seal)
作業。  

(6) 環境監測與輻射管制系統：進行地下設施輻射與非輻射的環境監

測作業，以及正常作業下的污染區管制，與異常情況下的輻射污

染除污與管制。  
(7) 功能驗證系統：於處置場地下設施設置一處先導處置區，以便進

行相關之地下試驗與處置技術驗證。  
(8) 設施封閉系統：用過核子燃料處置作業全部完成，經過評估並取

得法規主管機關核可後，進行地下設施拆除以及地下空間封填所

需之作業程序與設備。  
(9) 輔助系統：處置場在正常運作下應獨立成自主體系，避免作業意

外發生時輻射污染之擴散。  
 
 
3.2.4.3.2.4.3.2.4.3.2.4. 設計流程設計流程設計流程設計流程    

我國深層地質處置場之設計流程必須是有系統的 (systematic)、
有 結 構 的 (structured) 、 反 覆 計 算 (iterated) 、 以 及 循 序 漸 進 的

(stepwised)。設計的過程是一個逐步定量化以及合理化的過程。最

終目的在於依據法規且配合既定時程，建造完成一個安全而經濟有效

的深層地質處置場。  
處置場設計工作架構包括設施設計、功能評估與場址特性調查，

為處置場發展的重要 3項領域，彼此間必須緊密配合。設計工作本身

由設計目標的建立，到設計功能與設計需求，及更詳盡的設計參數。

亦即欲達成設計目標的理念，必須由廣泛的設計參數資料加以配合。

設計工作亦須配合設計準則、設計要求、設計假設的外部條件，在品

質保證與品質管制下進行設計驗證，以落實設計成果。  
概念設計階段工作擬定之設計基本步驟如下：  

(1) 確認設計目標與設計需求。  
(2) 擬定工作時程。  
(3) 釐清法規與適用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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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確認設計背景資料。  
(5) 蒐整設計相關資料。  
(6) 規劃主要 /次要系統。  
(7) 釐清系統介面關係。  
(8) 決定設計參數。  
(9) 進行設計分析。  
(10) 建立設計規格。  
(11) 概估經費需求。  
(12) 審查與資料增補。  
(13) 編寫設計說明。  

前述步驟為概念設計階段的基本工作流程，後續處置工作於進行

初步設計與細部設計時，流程應包括設計變更與修正、設計驗證、發

包施工與設計維護等相關步驟。  
 
 
3.2.5.3.2.5.3.2.5.3.2.5. 影響處置概念的因子影響處置概念的因子影響處置概念的因子影響處置概念的因子    
3.2.5.1.3.2.5.1.3.2.5.1.3.2.5.1. 熱與輻射熱與輻射熱與輻射熱與輻射    

用過核子燃料中的放射性核種會因衰變而釋放熱能，此一熱能的

釋放，影響最終處置場相關設施之配置與設計。熱能可藉由熱傳導與

對流等機制由廢棄物罐經工程障壁而傳入地層，因而影響處置場近場

的溫度分佈與地下水流動狀況。當處置場受熱且溫度高於 150 ℃

時，將會增加地下水對流效應及廢棄物罐材料的腐蝕速率；而當緩衝

層溫度高於 100 ℃時，膨潤土將轉變成伊利石 (il lite)，此將增加透水

性及降低吸附核種的功能。這些溫度的不利效應都可能增加核種由廢

棄物罐外釋及隨地下水沿著地層裂隙移動至生物環境的機率。我國深

層地質處置概念中，處置場設施運轉的基本假設為核電廠用過核子燃

料先經過中期貯存 40~50年後再移至最終處置場。處置地層環境所考

慮的熱能來源有三，分別為地溫梯度、地下水水流溫度及用過核子燃

料衰變熱；其中若考慮的地下水流速很緩慢的話，則處置場的初始溫

度分佈就相當於當地的地溫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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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過核子燃料短半衰期的分裂產物及長半衰期的超鈾元素為處

置場主要之輻射來源。這些輻射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處置場各組成要

素的性能，間接效應如地下水的輻射分解 (簡稱輻射水解 )而改變所造

成之影響。輻射對處置場之效應可分為 2個階段討論，即廢棄物罐失

效前及失效後。廢棄物罐失效前，處置場之輻射主要為加馬輻射，至

於阿伐及貝他等微粒輻射大部分被廢棄物罐阻擋；在廢棄物罐失效

後，主要輻射來自於超鈾元素的阿伐衰變。由於阿伐粒子穿透力很

弱，其對處置場組成元素直接效應並不顯著，因此廢棄物罐失效後這

段時間以阿伐輻射水解的間接效應為主，尤其是用過核子燃料的釋出

及核種遷移。  
針對輻射對處置場址之影響，輻射及輻射水解對用過核子燃料的

瀝濾及溶解、廢棄物罐的腐蝕，以及對回填物和母岩的可能影響說明

如下：  
(1) 用過核子燃料：用過核子燃料在處置期間所受到的輻射損害比起

反應器中運作是微不足道的，輻射對用過核燃料的影響主要源於

輻射水解改變地下水氧化狀態，進而影響用過核子燃料之瀝濾性

質。在還原態地下水中，用過核子燃料表面 30μm處確有因輻射

水解而變為氧化態之情況，但稍遠處又立即恢復為還原態。此為

用過核子燃料表面產生一些輻射水解氧化產物，而於稍遠處又再

度結合反應所致。輻射水解產物以H2、O2及H2O2最為穩定，其中

氫分子對二氧化鈾（UO2）的氧化作用不大且有可能散逸，而二

氧化鈾被過氧化氫氧化之速率為溶氧的 200倍，因此過氧化氫

（H2O2）是造成用過核子燃料在氧化條件下溶解最可能之原因。 
(2) 廢棄物罐：游離輻射對廢棄物罐之影響可分為 3個部分，即金屬

本身、金屬表面的氧化層及腐蝕介質。前 2種反應以粒子輻射最

為重要，後者主要考慮加馬輻射影響。輻射水解會產生一些強氧

化劑，如H2O2、OH、及HO2等。OH、及HO2的壽命很短，除非很

接近金屬表面才可能產生明顯效應，因此穩定分子產物才是主要

之氧化劑。這些輻射水解產物不但直接參與腐蝕反應，且可能改

變腐蝕介質的氧化電位，間接影響腐蝕反應。由於輻射水解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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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累積劑量而增加，因此若廢棄物罐受到輻射威脅時，應增加

廢棄物罐厚度。  
(3) 緩衝 /回填材料：輻射可能直接破壞緩衝 /回填材料的結晶構造，

或經由輻射水解改變緩衝 /回填材料內水之氧化電位。前者將間

接影響緩衝 /回填材料之導水度、導熱度及吸附性質，後者將改

變放射性核種之化學狀態而影響核種吸附與遷移。由於阿伐粒子

的射程很短，除非有大量的鈽、鋂等阿伐發射體穿過回填物，否

則不會造成輻射直接損害。且因這些核種之溶解度極低，所以這

種情況機率極小。  
 
3.2.5.2.3.2.5.2.3.2.5.2.3.2.5.2. 地質與地形條件地質與地形條件地質與地形條件地質與地形條件    

處置母岩的空間範圍、體積、裂隙與斷層分布，為決定處置場設

計之關鍵，故進行整體處置設施設計前，詳細地形調查為相當重要的

工作之一。地形條件同時影響初始岩體應力及區域地下水流，為確定

地表設施及聯絡通道或豎井設置位置之重要因子。  
影響處置概念的地質與地形條件因子，在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發

展上有 2項重點： (1)處置設施場址 (site)的地質環境長期穩定性評

估； (2)處置母岩的特性研究。在第一部份，應針對影響調查區域地

質環境長期穩定性的自然現象，包括地震、活動斷層、火山活動、抬

升、沉陷、氣候變化與地質演化等，進行觀測、調查與分析，並界定

其影響範圍及程度，經由綜合分析與判釋，說明處置母岩岩體及所處

地質環境的演化歷程、可能發生事件的影響，及長期穩定性的評估。

在母岩特性研究方面，主要在發展綜合評估地質、水文、地下水化學、

岩體應力及溶質傳輸等試驗或量測結果之分析技術，建立具代表性的

母岩特性參數，以正確描述處置岩體及其地質環境的特徵與行為，並

架構各種概念模式，提供功能 /安全評估的基礎資訊。  
 
3.2.5.3.3.2.5.3.3.2.5.3.3.2.5.3. 處置母岩特性處置母岩特性處置母岩特性處置母岩特性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基本要求是選擇適當的環境，將高放射性

廢棄物永久安置，使其與人類生活圈隔離，以確保民眾安全及環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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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海床處置、深井處置、冰層處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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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咸認「深層地質處置」是較為可行的一種處置方式。  
所謂「深層地質處置」是利用深部岩層的隔離阻絕特性，採用「多

重障壁」的概念，將高放射性廢棄物埋在深約300至1000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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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阻絕或遲滯核種的外釋與遷移，以

換取足夠時間使高放射性廢棄物的輻射強度在影響生物圈之前已衰

減至可忽略的程度。  
由於高放射性廢棄物的放射性強度強且半衰期長，因此「深層地

質處置」設施必須具備長期阻絕或遲滯核種遷移的能力，而阻絕時間

的尺度可能需高達數萬年，已遠超過所有已知人工設施的使用期限或

經驗。然而，地球已經歷過數十億年的地質演化，到處均可發現形成

年齡超過百萬年而至今仍穩定存在的地層，雖然相關的地質演化仍持

續在進行，但變化的速度相當緩慢，尤其是越深的地層。因此，在「深

層地質處置」的所謂「多重障壁」概念中，母岩的優劣，便成為確保

萬年阻絕時間尺度的關鍵因子。  
除了必須具備足夠的空間容納地下處置設施外，處置母岩特性考

量其力學性質、熱性質、水力特性與化學特性等，理想的處置母岩環

境必須具備下面的特性：  
(1) 良好的核種阻絕與工程特性：  

(a) 低導水特性、低核種溶解度、對核種具高吸附性，以遲滯核

種在地下水中的遷移速度；  
(b) 高導熱性，以防核種衰變放熱導致溫度過高所引發不利的物

理及化學變化；  
(c) 高可塑性，避免因應力變化所造成的岩體破裂，進而增加核

種的遷移速度；  
(d) 岩石強度大，能維持地下開挖的穩定性，減少施工期間的工

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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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化學穩定性，避免因放射性物質的介入而破壞「多重障壁」

的功能。  
實際上絕無一種岩石能完全滿足上述所有條件，例如，可塑性高

的岩石，其強度必然較低。以「多重障壁」的觀點，如岩層欠缺

的條件能以工程障壁克服及補足，即可被考慮為處置母岩。  
(2) 較低的地下資源開採可能性：  

「深層地質處置」所需的阻絕時間尺度高達數萬年，已遠超過人

類文明的發展史。相信原始人類一定無法想像，今日對煤、油氣

等地下資源的興趣及依賴；在數十年前，我們亦無法想像為獲取

溫泉資源台灣會進行地溫梯度井的開鑿；在可預期的將來，台灣

亦有可能利用西部深層鹽水層或廢棄油氣構造進行 CO2的地質封

存作業。凡此種種，雖然讓我們了解無法明確預知後代子孫對地

下資源種類的興趣，但在處置母岩的現階段研究上，至少仍應盡

量避開目前已知人類有興趣的地下資源地區，例如油氣、礦產與

地下水資源的潛在地區。  
(3) 地質環境長期穩定性：  

處置母岩環境除了須具備良好的核種阻絕與工程特性，用以評估

處置設施短期功能外，更必須對地質環境長期穩定性有所了解，

用以預測萬年尺度的處置設施功能；地震、斷層、地殼抬升與剝

蝕作用、火成活動、氣候變遷與海平面變化等均為必須了解的重

點。  
整體而言，深地層處置設施的安全評估必須考量所有因子的綜合

效應，根據 OECD的建議，國際間經過數十年調查經驗累積，認為高

放處置設施之處置環境條件，其最終處置的安全條件應具備下列幾

點：  
(1) 長期的地質穩定性 (例如，低的抬升與侵蝕率，以及對於地質及

氣候變化反映不靈敏的地球化學及水文地質環境 )；  
(2) 合適的物理、化學及構造特性 (例如，巨厚的母岩、緩慢的地下

水流速、地球化學環境有利核種遷移的遲滯及工程障壁系統功能

的維持與岩石力學特性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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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利或擾動的條件越少越好 (包括，氣候及天然地質事件、處置

場內伴生的氣體或化學反應變化等，以及人類未來的入侵行為 )； 
(4) 調查技術的可行性 (進行技術驗證，提供足夠的證據，以利決策

審定是否進行下一階段處置計畫 )；  
(5) 可預測性 (在相當的時間尺度內，例如百萬年內，地質環境可能

發生的變化均能被考量於功能安全評估的情境分析中 )。  
 

3.2.5.4.3.2.5.4.3.2.5.4.3.2.5.4. 處置深度處置深度處置深度處置深度    
台灣用過核子燃料之最終處置有嚴謹的法規加以規範，主要法規

為2005年 8月30日發布之「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

理規則」。其要點包括：  
第三條：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應採深層地質處置之方式。  
第四條：高放處置設施場址，不得位於下列地區：  

(1) 活動斷層或地質條件足以影響處置設施安全之地區。  
(2) 地球化學條件不利於有效抑制放射性核種污染擴散，並足以影響

處置設施安全之地區。  
(3) 地表或地下水文條件足以影響處置設施安全之地區。  
(4) 高人口密度之地區。  
(5) 其他依法不得開發之地區。  

第八條：高放處置設施應採多重障壁之設計。  
第九條：高放處置設施之設計，應確保其輻射影響對設施外一般

人所造成之個人年有效劑量不得超過○．二五毫西弗。  
第十條：高放處置設施之設計，應確保其輻射影響對設施外關鍵

群體中個人所造成之個人年風險，不得超過一百萬分之一。  
第十一條：高放處置設施之設計，應確保高放射性廢棄物放置後

五十年內可安全取出。  
依據上述法規之要求，我國用過核子燃料將採多重障壁 (multiple  

barriers)之深層地質處置方式進行最終處置。深層地質處置為國際公

認適於處置高放射性廢棄物之方式，所謂深層地質處置，是將高放射

性廢棄物埋在深約 300至 1000 m的穩定地質環境中，再配合廢棄物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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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ister)、緩衝與回填材料 (buffer and backfil led material)等工程

設施，藉由人工 (廢棄物罐、緩衝與回填材料及廢棄物本身 )與包含處

置母岩 (host rock)及地質圈 (geosphere)障壁所組成的多重障壁，可

以有效阻絕或遲滯核種的外釋與遷移 (migration)，以換取足夠的時間

使高放射性廢棄物的輻射強度在到達生物圈 (biosphere)之前已衰減

至可忽略的程度。  
 
3.2.6.3.2.6.3.2.6.3.2.6. 工程障壁系統及處置設施的設計需求工程障壁系統及處置設施的設計需求工程障壁系統及處置設施的設計需求工程障壁系統及處置設施的設計需求    

工程障壁系統概念界定之目的在提供功能評估所需，結果可提供

修正處置場設計與母岩篩選條件等。處置場設計與功能評估均須配合

場址調查資料之取得，進行反覆評估。工程障壁系統一般包括用過核

子燃料、廢棄物體本身、廢棄物罐、緩衝材料與回填材料等 (紀立民，

2002)。我國參考處置概念之設施則區分為地表設施、連通設施與地

下設施 3大部分。  
102年度依據 SNFD2009發展之處置概念，進行工程障壁系統設計

需求之初步規畫，做為後續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發展之基礎。  
 
3.2.6.1.3.2.6.1.3.2.6.1.3.2.6.1. 廢棄物罐廢棄物罐廢棄物罐廢棄物罐    
處置設計數量概念說明：  
   依據 2002年「我國用過核燃料深層地質處置概念之初期研究」(紀
立民， 2002)，我國運轉中之反應器共 6部， 4部為沸水式 (BWR)， 2
部 為 壓 水 式 (PWR)， 正 在 興 建 中 的 核 四 廠 為 進 步 型 沸 水 式 反 應 器

(ABWR)。BWR組件含8×8或 9×9，10×10燃料棒，PWR為 17×17燃料棒

(圖  3-116為核燃料之結構示意圖 )。我國用過核子燃料處置數量，目

前暫以核一廠、核二廠、核三廠與核四廠運轉40年為參考處置概念基

準 (紀立民， 2002)。  
在進入最終處置場前我國中期貯存採用不鏽鋼製容器，而目前我

國參考處置概念採用瑞典KBS3銅質外殼鑄鐵為內裡的廢棄物罐 (SKB, 
1999)參考設計。  
(1) 廢棄物罐功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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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罐有幾項基本功能需求，以提供處置場必要的廢棄物隔離

性 (SKB, 1999)：  
(a) 能長時間保持完整性。  
(b) 具初始的完整性。  
(c) 具對處置環境的化學抵抗力。  
(d) 在處置環境下具長期的力學強度。  
(e) 對處置場中其他障壁不致產生不良影響。  
(f) 廢棄物罐材料不得對緩衝材料功能產生不良影響。  
(g) 能限制近場之熱與輻射劑量。  
(h) 即使地下水進入廢棄物罐中，用過核子燃料物質組態仍在次

臨界狀態。  
(i) 能限制廢棄物罐向下施於膨潤土之壓力。  

(2) 廢棄物罐規格概念說明  
將我國用過核子燃料組件規格與瑞典比較，除我國BWR之燃料高

度稍高外，其餘燃料組件尺寸規格與瑞典近似。因此單就廢棄物

罐尺寸規格而言，暫不考慮廢棄物罐熱傳、腐蝕與應力等問題，

將廢棄物罐之尺寸定為高 491 cm，外徑105 cm，銅殼厚度 5 cm，

內裡為具有容納燃料組件空間之鑄鐵模。每個廢棄物罐放入 12
個 BWR燃料組件或 4個 PWR燃料組件，廢棄物罐剖面型態如圖  
3-117，組件結構如圖  3-1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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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6：核燃料之結構示意圖 

(NRC, 2009) 
 
 

 
 

圖 3-117：KBS-3型廢棄物罐剖面 
(單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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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8：廢棄物罐組件結構圖 
註：(a) BWR形式廢棄物罐；(b) PWR形式廢棄物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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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2.3.2.6.2.3.2.6.2.3.2.6.2. 緩衝材料緩衝材料緩衝材料緩衝材料    
緩衝材料使用目的在環繞廢棄物罐周圍，以防止地下水流入罐

內，維持廢棄物罐之定位並遲滯核種遷移。  
(1) 功能需求  

緩衝材料的功能需求包括 (SKB, 1999)：  
(a) 能長期完整包圍及保護廢棄物罐抵抗外部岩層之應力作用。 
(b) 能防止地下水流經廢棄物罐，防止腐蝕物質與廢棄物罐接

觸。  
(c) 具適當導熱性使廢棄物罐表面溫度低於100 ℃。  
(d) 具適當密度與強度能承受廢棄物罐之荷重。  
(e) 回脹性不得對岩石及廢棄物罐產生過高之壓力。  
(f) 具適當的柔軟度能容納岩石潛變位移。  
(g) 能允許受腐蝕廢棄物罐可能產生的氣體遷移離去。  
(h) 對核種有吸附與遲滯效能。  
(i) 對微生物與膠體有過濾功能。  
(j) 具化學緩衝能力。  
(k) 對其他工程障壁材料無不利影響。  
此外，基於經濟性考慮，緩衝材料須為易於取得且施工者。  

(2) 概念說明  
我國參考處置概念係使用純膨潤土做為緩衝材料，膨潤土之厚度

取決於力學、化學、水文、熱力與氣體傳輸等性質與功能需求。

例如膨潤土與廢棄物罐之交互影響、膨潤土承載力、膨潤土回脹

力、膨潤土水力傳導係數、膨潤土遲滯核種傳輸能力與膨潤土導

熱性等因素。參考瑞典 SR97 (SKB, 1999)提出概念，如圖  3-119
所示，為使廢棄物罐位於開挖擾動帶外，廢棄物罐頂部到處置隧

道底部為 2.5 m，考慮低水力傳導係數 (hydraulic conductivity)
及作業屏蔽，則廢棄物罐上方膨潤土為厚 1.5 m。考慮膨潤土對

廢棄物可能核種吸附、阻滯的屏障功能與膨潤土支承廢棄物罐荷

重功能，設定底部膨潤土厚度為 0.5 m。由於緩衝材料導熱性較

圍岩差，較厚的緩衝材料將減少放入廢棄物罐中之用過核子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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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基於此因素及整個處置時程考慮維持廢棄物罐周圍的擴散

障壁，設定廢棄物罐側向緩衝材料厚度為 0.35 m，整個處置孔置

放直徑為1.75 m，為廢棄物罐直徑與原始膨潤土厚度之和，並需

考慮置放所需膨潤土與廢棄物罐間隙，膨潤土與岩壁間隙。  
 
3.2.6.3.3.2.6.3.3.2.6.3.3.2.6.3. 工程障壁系統工程障壁系統工程障壁系統工程障壁系統    

依據前述對廢棄物罐及緩衝材料之設計需求，進行工程障壁系統

之規格設計與設置規劃，圖  3-119為我國目前處置概念下之工程障壁

系統設計剖面。目前我國所採用之多重障壁系統，包含 (1)廢棄物罐

（由銅外殼與鑄鐵內裡所組成），其尺寸為直徑105 cm、高 491 cm；

(2)純膨潤土之緩衝材料，依據處置坑之尺寸 (直徑 175 cm、扣除回填

材料部份100 cm，高691 cm)，壓製成塊體型式，填充於處置坑中；

(3)回填材料則由膨潤土、岩屑混合填充於處置隧道中，構成工程障

壁系統，另還有花崗岩質母岩所構成之天然障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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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9：處置隧道與處置孔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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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4.3.2.6.4.3.2.6.4.3.2.6.4. 地下設施地下設施地下設施地下設施    
處置場地下設施必須提供工程障壁系統安裝之功能。地下設施設

計應基於場址所在地質特徵來滿足設計的先決條件，如場址環境 (地
形特徵、形狀和面積 )及廢棄物罐之數量。另外亦需考慮施工之經濟

因素及可操作性，在建造、運轉及封閉階段時，盡可能消除地下設施

設計對工程障壁系統的影響。  
 

3.2.6.5.3.2.6.5.3.2.6.5.3.2.6.5. 回填材料回填材料回填材料回填材料    
參考處置概念之回填材料為膨潤土與花崗岩岩屑混合物，在處置

作業結束後，以回填材料將地下開挖之處置隧道、洞穴、坡道及豎井

等依設計確實回填，以抑制地下水流通與處置場障壁之化學變化。  
(1) 功能需求  

回填材料的功能需求必須維持隧道穩定並保持緩衝材料於處置

孔中。此外亦須限制地下水的流動，避免地下水水質劣化，並需

具有長期的化學穩定性等。  
(2) 概念說明  

參考處置概念之回填材料係以適當比例膨潤土與岩屑混合。從環

境與經濟的觀點，使用現地花崗岩岩屑可以對處置場大量挖方產

生之岩屑加以利用，以減少回填材料需求成本，與適當比例之膨

潤土混合後，可以填塞岩石顆粒間隙，強化阻止地下水流通之功

能需求，且其回脹壓力能促使隧道壁穩定化。膨潤土與岩屑的級

配 關係 與 場 址地 下 水 流與 地 下 水化 學 組 成有 密 切 關係 。 瑞典

SR97(SKB,  1999)選擇的回填材料是 10%～ 30%膨潤土與岩屑的

混 合 物 ， 經 現 地 夯 實 後 預 估 其 水 力 傳 導 係 數 不 超 過 1.00E-10 
m/s，與難透水圍岩之水力傳導係數近似。  

 
3.2.6.6.3.2.6.6.3.2.6.6.3.2.6.6. 處置場設計處置場設計處置場設計處置場設計    

依 據 國 外 相 關 研 究 (BfS,  1994 ； Simmons et al. ,  1994 ；

Baumgartner et al. ,  1996； SKB, 1996)指出，參考處置概念之主要地

表設施包括：交通設施、廢棄物接收處理廠、包封工廠、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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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井設施、緩衝 /回填材料工廠、材料暫貯場、環境監測設施、公用

設施與其他設施等。  
處置場之地下設施位於地下300至1000 m深度，與地表設施間需

以豎井或斜坡道聯絡。地表與地下之間交通隧道型式選擇需考慮地

質、安全、運輸量、封閉措施、成本、地下設施形貌與開挖方式等。

豎井使得深層處置場的位置必須位於地表設施的正下方；而斜坡道則

使處置場位置有較大的彈性範圍，可調整中心位置以適應廢棄物罐的

運輸條件，且運送護箱亦可考慮於斜坡道內卸除。本研究之參考處置

概念暫以4條豎井作為地表與地下之聯繫。4條豎井區分不同用途，包

括人員進出、物料與設備運輸、廢棄物運輸、通風、水電供應與緊急

逃生等用途。 4個豎井直徑均暫定為5 m。  
主要地下設施包括處置孔、處置隧道與處置區，其處置孔及處置

隧道配置方式主要依據處置孔設計、工程障壁允許溫度及熱傳導特

性、地下水流特性、地下工程開挖穩定性、長期安全性與地質構造等

影響而定。處置區的配置考慮施工與處置作業效能分區進行，可加強

施工管理、保持適應地質環境調整之彈性及增加運轉安全性，並回饋

施工經驗以改善後續之工程。  
 
 

3.2.7.3.2.7.3.2.7.3.2.7. 工程障壁的穩定性工程障壁的穩定性工程障壁的穩定性工程障壁的穩定性    
為檢驗工程障壁設置後之效能，需針對處置設施及工程障壁之規

格進行各項分析與評估，如工程障壁再飽和後之性能、長期力學穩定

性、受震穩定性、氣體通過工程障壁之遷移行為、及緩衝材料因再飽

和後膨脹而入侵母岩裂隙等變化。  
 

3.2.7.1.3.2.7.1.3.2.7.1.3.2.7.1. 再飽和特性再飽和特性再飽和特性再飽和特性    
為評估工程障壁設置完成後，廢棄物罐及緩衝材料性能受地下水

滲透侵蝕後之變化，其再飽和時間 (工程障壁設置後，緩衝材料由初

始狀態達完全飽和之時間 )為重要影響因子。然而再飽和過程同時亦

包含廢棄物放射性衰變產生的熱影響及緩衝材料遇水造成之膨脹作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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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交互影響。評估工程障壁之熱 -水 -力耦合現象為瞭解工程障壁在

設置後之初始行為，以瞭解其受熱 -水 -力耦合作用下對工程障壁可能

造成的影響。  
 

3.2.7.2.3.2.7.2.3.2.7.2.3.2.7.2. 力學穩定性力學穩定性力學穩定性力學穩定性    
地下處置場周圍岩體會受處置隧道及處置坑開挖時產生應力重

新分佈，而在工程障壁安置完成且廢棄物罐安置後，處置場近場在一

段長時間後將會發生緩衝材料膨脹、因廢棄物罐自重使緩衝材料產生

沉陷、因廢棄物罐腐蝕物質產生膨脹造成的變形及岩體重量產生的潛

移。從安全評估的角度來看，評估工程障壁及處置母岩應力狀態之影

響進程為一重要的議題。  
 

3.2.7.3.3.2.7.3.3.2.7.3.3.2.7.3. 受震穩定性受震穩定性受震穩定性受震穩定性    
為保持工程障壁系統安置後之完整性，需考慮其受地震擾動時之

穩定性，尤其是廢棄物罐在慣性力作用下不可有明顯的位移，緩衝材

料受地震應力下不致達到剪力破壞條件。  
 

3.2.7.4.3.2.7.4.3.2.7.4.3.2.7.4. 氣體遷移氣體遷移氣體遷移氣體遷移    
深地層處置場之廢棄物罐受地下還原環境影響，所造成的腐蝕作

用會產生氫氣，氫氣假設一開始溶解於緩衝材料之孔隙水中，然後經

擴散或遷移作用通過緩衝材料。若由擴散排出的氫氣量小於其氫氣產

生量，則氫氣將可能累積在緩衝材料和廢棄物罐之間，隨著越來越多

氣體積聚，其壓力可能會影響周圍的緩衝材料及處置母岩之穩定性。

因此有必要評估可能之氫氣生成量及遷移量。  
 

3.2.7.5.3.2.7.5.3.2.7.5.3.2.7.5. 膨潤土特性膨潤土特性膨潤土特性膨潤土特性    
為評估緩衝材料在局限空間的處置孔內，膨潤土遇水回脹擠壓至

周圍岩體裂隙中之行為，或因水流流動造成緩衝材料流失侵蝕之影

響，102年度研究成果針對膨潤土膨脹擠壓特性進行相關研究。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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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一及棚井憲治 (Matsumoto and Tanai ,  2004)設計了探討緩衝材料

侵入 /流出裂隙行為之試驗，  
圖  3-120分別為靜水試驗設備及流水試驗設備，利用上下2塊透

明壓克力板，間隔不鏽鋼夾鐵製造間隙，模擬處置孔周圍岩體裂隙，

中間設置一直徑50 mm、高 50 mm圓孔放置壓實膨潤土試體，模擬處

置孔中的緩衝材料，試體底部設有一荷重元，以量測試體之回脹壓

力。靜水試驗由上方 2個入水孔注水使裂隙中充滿水，流水試驗設備

則分別設置進水口與出水口。膨潤土侵入裂隙距離量測方式如圖  
3-121所示，靜水試驗結果得知 (圖  3-122)膨潤土均勻地向周圍的間

隙開口入侵，圖  3-123可看出入侵距離與時間的關係，膨潤土之含量

愈高 (密度愈高 )，入侵距離越長；圖  3-124為入侵距離與乾燥密度的

關係，隨著進水的時間越長，試體之密度隨著膨潤土回脹流失至裂隙

中，試體本身的密度亦隨之損失。在流水試驗中，注入裂隙中的水流

體積流率為固定流率，故其線性流速會隨著裂隙開口增大而變小，且

進水端靠近膨潤土側之裂隙通道處水流流速較快，出水端外側的水流

流速較慢，靠近膨潤土試體的流速約為平均流速的 3倍，表  3-28為流

水試驗之結果，當裂隙寬度為 0.3 mm時，出水端裂隙之膨潤土流出

距離為進水端的 2倍，有明顯的侵蝕現象，即進水端遇水膨脹之膠體

隨著水流流向出水端，其它裂隙寬度試驗無明顯侵蝕現象。  
 



   

 3-219 
 

表 3-28：流水試驗結果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裂隙寬度裂隙寬度裂隙寬度裂隙寬度    (mm)(mm)(mm)(mm)    平均流速平均流速平均流速平均流速    (m/s)(m/s)(m/s)(m/s)    侵蝕現象侵蝕現象侵蝕現象侵蝕現象    

1 0.3 2.77E-5 有 
2 0.5 1.66E-5 無 
3 1.0 8.31E-6 無 
4 1.5 5.54E-6 無 

(重繪自Matsumoto and Tanai, 2004) 
 
 

 
圖 3-120：緩衝材料侵入/流出裂隙試驗設備 

(重繪自Matsumoto and Tanai,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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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膨潤土侵入裂隙距離量測方向及位置 

(重繪自Matsumoto and Tanai, 2004) 
 
 

 
圖 3-122：靜水試驗試體 

(Matsumoto and Tanai,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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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3：時間與侵入距離之關係 

(Matsumoto and Tanai, 2004) 
 
 

 
圖 3-124：入侵距離與乾燥密度分布之關係 

(Matsumoto and Tanai,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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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3.2.8.3.2.8.3.2.8. 建造建造建造建造////運轉運轉運轉運轉////封閉技術封閉技術封閉技術封閉技術    
3.2.8.1.3.2.8.1.3.2.8.1.3.2.8.1. 建造階段建造階段建造階段建造階段    

處置場初期建造時程通常約在 5年左右，隨後配合每年處置用過

核子燃料之速度，逐年進行地下處置隧道之擴挖工程。國際上如瑞典

(Stripa礦場、 Äspö硬岩實驗室 )、芬蘭 (Olkiluoto)、日本 (TONO試驗

場址 )及瑞士 (Mont Terri、Girmsel岩石實驗室 )等國家所採用之施工

方法主要為鑽炸工法 (drilling and blasting method)與隧道鑽掘機工

法 (tunnel boring machine method, TBM)。鑽炸工法與隧道鑽掘機工

法二者在工程方面之差異性比較，擇要列舉如下：  
(1)  開挖速率：隧道鑽掘機工法最明顯的效益就是高開挖速率，與傳

統鑽炸工法相比約快 4~6倍。主要因其為機械開挖，且開挖期間

可同時進行支撐工程。另外，作業皆可各自分工互相配合，工作

內容單純化且訓練容易。  
(2)  超挖量：一般而言，雖然良好的開炸控制可以降低超挖量，甚至

有所謂的「平滑開炸法」。但是在傳統鑽炸工作中超挖量很少低

於10%。若控制不良，隧道超挖量可能會高達25％。隧道中超挖

的部分，最後還是要以混凝土回填，因此工程成本自然隨超挖量

而增加。隧道鑽掘機工法的優點之一即可減少超挖量。  
(3)  支撐數量：由過去經驗得知，在類似的地質狀況下施工，隧道鑽

掘機工法所需鋼支保 (supports)數量平均為鑽炸工法的 1/12，鋼

支保數量較傳統工法約節省 90%~95%，可降低整體工程相當之

經費。而對其他型式的支撐而言 (如岩栓與噴凝土 )，也是以採用

隧道鑽掘機工法較經濟。  
(4)  勞力需求：施工效率也必須考慮勞力需求。雖然在隧道鑽掘機工

法中，每個作業班組成較為龐大，但是其工作效率通常可達傳統

鑽炸工法 4倍以上。同時因為分工細、工人訓練較容易且技術養

成較快。另外，在妥善作業流程規劃下，隧道鑽掘機工法的作業

班組成尚可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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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具設備與耗材：鑽炸工法中設備成本主要為鑽堡、出碴機械及

必要的維生系統 (如通風機與抽水機等 )。在長隧道施工中還要加

上工作橫坑與豎井使成本增高；同時亦需加上耗材成本如鑽頭鑽

桿及炸藥等。相對隧道鑽掘機工法主要設備成本為隧道鑽掘機本

身的折舊或租金。對於多數隧道工程計畫，隧道鑽掘機在工程結

束後尚有相當的剩餘價值，經整修後可考慮於其他計畫中使用。

另外，還需考量電力輸送條件，由於施工所需電量甚鉅，對於電

力的調度應有妥善的計畫與安排。隧道鑽掘機的訂製交貨時間較

長，對於工程進度的安排須非常謹慎且其成本相當高，重覆使用

性又較鑽炸法為低，故須詳細評估地質狀況、施工期限、相關經

驗、隧道長度及斷面大小等各相關因素。  
(6)  臨時性構造：隧道鑽掘機工法的開挖速率平均較鑽炸工法快 4

倍，在施工中往往可以避免採用施工期臨時性構造物如橫坑與豎

井等，因此而可以節省工程成本。  
(7)  隧道斷面：全斷面隧道鑽掘機並非完全優於傳統鑽炸工法。由於

隧道鑽掘機的鑽掘機頭為圓盤，故所挖掘之隧道斷面必為圓形。

若需要挖掘其他形狀，則必須配合其他方式開挖修正，此乃隧道

鑽掘機之限制之一。且所挖掘之斷面尺寸僅可作數公分之調整，

無法像傳統鑽炸工法具有較大之彈性。隧道鑽掘機一般使用於地

質變化不大且岩石強度較高之長隧道較為普遍。  
(8)  地質環境：決定使用隧道鑽掘機工法前，應先詳細評估地質條

件，並依地質條件訂製或租用合適的隧道鑽掘機。甚至若地質條

件不佳可考慮以傳統鑽炸工法進行隧道開挖工程。否則非但不能

獲得機械開挖的高效率，反而會因機械損毀及工程停頓，造成意

外工程延誤及工程費用的大幅增加。  
參考處置概念係以鑽炸法作為豎井、運轉隧道與處置隧道之施工

方法，處置孔則以機械鑽掘方式以減少開挖擾動。瑞典經驗顯示處置

孔以機械式垂直鑽掘 1.75 m的直孔，在岩壁所產生新裂隙不超過 10 
cm距離，但此距離須加上彈塑性應力重新分布之影響。而鑽炸法所

造成之開挖擾動帶，在處置隧道頂部及側面產生約 30 cm，在底部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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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約 0.8~1.5 m之開挖擾動帶。開挖擾動帶將使隧道軸向水力傳導

係數增加約 100~1000倍，而其外應力重新分布帶則增加約 10倍。建

造及運轉期間必須維護隧道的穩定及控制地下水滲流，可能採行支

保、噴凝土與岩釘等支撐措施，並對含水裂隙進行灌漿處理。此外，

通風與排水亦為施工與運轉期間必備之重要措施。  
 

3.2.8.2.3.2.8.2.3.2.8.2.3.2.8.2. 運轉階段運轉階段運轉階段運轉階段    
處置場估計每年約有處置 100個廢棄物罐之效能，考慮核一、二、

三、四廠用過核子燃料數量，及最後一批用過核子燃料經過中期貯存

所需時間，初步假定運轉時間約 40~50年。處置場地下設施在運轉期

間之處置作業概念假定如下：  
(1) 廢棄物罐經由豎井電梯運抵500 m深的地下設施，由地下控管中

心以遙控作業方式對廢棄物罐進行登錄與檢視。  
(2) 廢棄物罐視情況以軌道方式移轉到暫貯區域；或直接移轉到輪形

運輸車輛上，直接送往處置區電腦指定的處置孔進行處置。  
(3) 處置孔預先完成底部與側壁緩衝材料之置放作業。  
(4) 運輸車輛將廢棄物罐運抵處置孔上方，定位後將廢棄物罐安置處

置孔中。  
(5) 封填置入廢棄物罐之處置孔，並加蓋板防止膨潤土脹溢。  
(6) 處置坑道暫不回填，保留可回收機制。  
 
3.2.8.3.3.2.8.3.3.2.8.3.3.2.8.3. 封閉階段封閉階段封閉階段封閉階段    

處置場完成全部用過核子燃料處置後，依法規要求進行必要監管

與除役措施，取得許可後以進行封閉作業。封閉作業主要為回填地下

開挖運轉隧道與作業區，並另對天然或隧道開炸所造成岩石力學與水

文性質改變的重要地點加以補強，包括使用混凝土塊體阻隔等。這些

措施有助於限制水流傳輸途徑並阻止人類侵入。  
處置場之回填與封閉措施假定如下：  

(1) 逐次拆除運輸軌道與管線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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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處置隧道以膨潤土及岩屑適當配比所組合成之回填材料分層

夯實回填。  
(3) 回填時破碎帶以灌漿方式封阻或以混凝土封阻。  
(4) 處置隧道口以混凝土封阻。  
(5) 運轉隧道與連通設施 (豎井 )，以適當設計之回填措施與材料加以

回填。  
處置場完成封閉後，對處置場須進行觀察、監測並執行必要之維

修作業，並對處置用途之地表設施「免於監管」。監管期結束後監管

設施亦應清除，環境進行復育並於處置區範圍設立永久標示。處置有

關資訊亦應提報主管機關、地方政府等相關單位參考保存。  
 

3.2.9.3.2.9.3.2.9.3.2.9. 處置場營運管理技術處置場營運管理技術處置場營運管理技術處置場營運管理技術    
參考日本H12報告 (JNC, 2000)，針對處置場營運管理程序的主要

項目有：  
(1) 工程障壁及處置場設施的設計、製造、裝設及建造之品質控制； 
(2) 工程障壁及處置設施建造前、建造期間及處置場建造後之地質條

件監測。  
除此之外，安全管理雖然與地質處置長期安全性無直接關係，但

也是處置場管理程序的一部份。  
品質控管將應用於所有處置設施在建造、運轉及封閉後的每個階

段，以確認處置設施設計的適宜性，及確保工程障壁及處置設施的製

造、裝設及建造符合設計準則。  
對工程障壁及處置設施周圍進行一定程度的監測活動，可確保處

置場在建造階段或廢棄物裝設階段的擾動狀況，是否在可接受的安全

範圍內，相關監測設備需設計成不影響工程障壁及地質圈之長期隔離

性能。監測內容包含可評估水文地質、地下水化學及處置場岩石力學

等相關必要的參數與資料，用來判定建造和運轉期間對處置場之影

響，及其它自然環境狀況 (如地震 )，並運用敏感度分析來確定這些參

數對處置場及工程障壁設計與功能評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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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3.3.3.3. 安全評估安全評估安全評估安全評估    
依照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的定義，「功能評估」為：對廢棄物

處置系統或分系統功能進行預估，並將分析所得結果與適當之標準或

準則進行比較。而「安全評估」則是以輻射劑量 (radiation dose)或是

輻射危險度 (radiation risk)作為主要指標，評估整體處置系統之安全

性。功能 /安全評估的最終目的，在於整合放射性廢棄物特性、工程

障壁功能以及場址特性，就整個處置系統的功能進行整體性的量化分

析與模擬，以評估處置系統的適當性與安全性。  
有關我國用過核子燃料處置的功能 /安全評估，歷年來依據技術

發展所得的現地調查資料、解析結果與處置設施概念，先後建立虛擬

處置場與基本飲用水情節下核種外釋概念模式，並分別就近場及遠場

之核種外釋率與生物圈之人體劑量率，建立評估分析模組，及處置場

全系統安全分析模組 (含不確定性與參數敏感度分析 )，已具備用過核

子燃料深層地質處置之處置設施功能 /安全整合性評估所需的相關基

礎技術。並於民國 98年完成「 SNFD2009報告」之重要里程碑。本分

項安全評估屬於現階段「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建立」主軸之範疇，亦

為「 SNFD2017報告」中章節之一，為達成前述既定目標，始依期程

進行安全評估相關工作， 102年度成果為進行變異情節相關研究。  
 
3.3.1.3.3.1.3.3.1.3.3.1.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安全評估的範疇及目標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安全評估的範疇及目標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安全評估的範疇及目標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安全評估的範疇及目標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的安全與否，係與場址的選擇、處置場

系統的設計、工程障壁的功能與品質以及處置母岩的地質構造條件等

息息相關。而功能 /安全評估的目的乃是將處置場的功能與安全性予

以量化模擬，以佐證其能符合法規的安全要求與標準。  
除了發展功能 /安全評估所需的量化模擬技術外，功能 /安全評估

工作首需建立影響處置場核種外釋的情節分析技術，以做為評估比較

的基準。情節分析主要在檢視可能影響處置場功能與安全的特徵、事

件及作用 (FEPs,  Feature,  Events,  and Process)，經由各種FEPs的分析

組合，架構在處置場安全年限期間極為可能發生的各種情節，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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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模擬技術評估這些情節發生時，可能對處置場功能與安全所產生

的影響。  
為充分發揮近場阻絕功能以及遠場遲滯功能，俾有效延緩核種進

入人類生活圈，進而降低其輻射危害，故 2010~2017年間有關處置場

之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的研發工作將依照 SNFD2009報告審查委員建

議強化本土化調查數據的應用，發展本土裂隙網路之核種傳輸分析

（圖  3-125），以及地震等變動情節下的功能安全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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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5：地下水在裂隙介質中流動之水平平行平板模式概念 



   

 3-229 
 

 
3.3.2.3.3.2.3.3.2.3.3.2. 安全評估方法安全評估方法安全評估方法安全評估方法    

深層地質處置場之多重障壁可概分為天然障壁與人為的工程障

壁 2種，前者為利用穩定且質佳的深層地質母岩做為天然障壁，而後

者則包含了廢棄物本體安定化、廢棄物罐、廢棄物罐周圍之緩衝材

料、處置隧道之回填材料、隧道封塞及裂隙缺口之灌漿等人為工程障

壁。這些障壁的實際功能表現通常都是很難以實驗方式事先進行測

量，絕大部分都必須在適當的假設條件下，以理論方式進行預測及評

估，並將應用理論預估所得數值植入處置場封閉後的安全分析中。  
 
3.3.2.1.3.3.2.1.3.3.2.1.3.3.2.1. 相關法規相關法規相關法規相關法規    

國際上對於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概念，大都採用多重障壁之

深層地質處置方式，我國「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

理規則」第三條規定：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應採深層地質處置之

方式；而第八條亦規定：高放處置設施應採多重障壁之設計。目前我

國的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概念完全依據國際之共識，採用多重障壁

之深層地質處置方式來進行設計，符合我國相關法規的要求。  
多重障壁概念基本訴求之一為：處置場對放射性核種之圍阻功

能，不能因某單一障壁的失能而失效；也就是只要其中部分的障壁組

件符合原設計的表現，則該處置場對放射性核種之圍阻能力仍能達到

相關法規對輻射防護的要求。上述法規第九條規定：高放處置設施之

設計，應確保其輻射影響對設施外一般人所造成之個人年有效劑量不

得超過  0.25 毫西弗 (mSv/yr)；而第十條亦規定：高放處置設施之設

計，應確保其輻射影響對設施外關鍵群體中個人所造成之個人年風

險，不得超過一百萬分之一。  
 
3.3.2.2.3.3.2.2.3.3.2.2.3.3.2.2. 安全評估案例的建置方法安全評估案例的建置方法安全評估案例的建置方法安全評估案例的建置方法    

在進行深層地質之多重障壁處置場全系統安全分析時，一般都根

據傳輸途徑及傳輸機制之特性，將放射性核種從廢棄物本體內遷移至

人體整個過程的分析，劃分為近場、遠場及生物圈等 3類不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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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分別建立不同分析技術與電腦程式。近場核種外釋率分析是負責評

估放射性核種從廢棄物本體內遷移至處置坑周圍母岩的外釋速率。遠

場核種傳輸速率分析則是負責評估放射性核種從處置坑周圍母岩遷

移至地表含水層之外釋速率，而生物圈人體劑量率分析則負責評估放

射性核種透過人類、動、植物各種活動及食物鏈所造成的人體劑量率。 
 
3.3.2.3.3.3.2.3.3.3.2.3.3.3.2.3. 模式建構模式建構模式建構模式建構    

欲對處置場全系統之安全評估進行有系統分析，乃針對近場、遠

場及生物圈等 3個子系統程式建立一套全系統評估程式架構，可以有

系統的依序連結 3個子系統程式，並處理評估程式之輸出與輸入介面

問題。此外，也在全系統評估程式架構中建立參數取樣子系統程式及

不確定性與參數敏感度分析子系統程式，使得此全系統評估程式可以

對處置場全系統安全分析進行機率式之評估，以瞭解處置場全系統安

全分析結果之不確定範圍及各參數對安全分析結果之敏感程度，並將

分析結果回饋給處置場設計人員及場址、參數之調查人員，做為調整

未來工作方向之參考，國內相關法規亦規定處置場安全分析必須進行

不確定性與參數敏感度分析。  
本計畫依據 SNFD2009報告中測試區研究現況建立虛擬處置場與

核種外釋概念模式，分別就近場、遠場核種外釋率與生物圈人體劑量

率建立評估程式與分析模組，及處置場全系統安全分析能力。已為我

國用過核子燃料深層地質處置之安全評估建立相關分析方法與技

術，並能進行最終處置初步評估及處置設施功能整合性評估所需的相

關基礎技術。  
 
3.3.2.4.3.3.2.4.3.3.2.4.3.3.2.4. 安全評估可信度安全評估可信度安全評估可信度安全評估可信度    

依情節、模式、模組及資料庫的建置，天然類比研究，評估報告

比較等內容，綜合說明建立 SNFD2017報告安全評估結果信心的具體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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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3.3.3.3.3.3.3.3. 處置系統與功能處置系統與功能處置系統與功能處置系統與功能    
3.3.3.1.3.3.3.1.3.3.3.1.3.3.3.1. 處置系統特性處置系統特性處置系統特性處置系統特性    

用過核 子燃 料深 層 地質處 置的 安全 策 略是利 用多 重障 壁 隔離

(isolate)與遲滯 (retard)放射性核種遷移進入人類活動的生物圈，其

方式是將用過核子燃料放入高性能的金屬製廢棄物罐，廢棄物罐再放

置於地下適當深度的穩定岩體中，並在廢棄物罐與圍岩之間以緩衝材

料填充，處置橫坑、隧道、豎井及各類鑽井則以回填材料與堵塞材料

封塞。這些人工的圍阻措施稱為工程障壁，加上經適當選擇的岩體所

構成之天然障壁，形成層層阻絕核種外釋的多重障壁系統 (multiple 
barrier system； SKBF/KBS, 1983， SKB, 1999)，其確保用過核子燃

料處置安全的策略是：若障壁的隔離功能失效，則利用其遲滯功能也

能減緩放射性核種的外釋速度，使此等核種在到達人類生活環境之

前，其輻射性已衰變至無害的程度。  
 

3.3.3.2.3.3.3.2.3.3.3.2.3.3.3.2. 處置系統功能處置系統功能處置系統功能處置系統功能    
深層地質多重障壁處置概念主要是藉由下列機制來降低放射性

廢棄物對人類之傷害：  
(1) 延緩放射性核種進入人類生活圈之時間，讓自然物理衰變作用力

使其衰竭；  
(2) 阻斷放射性核種遷移之通道，降低放射性核種之傳輸速率；  
(3) 藉著固體物質對放射性核種之自然物理化學吸附作用力，降低放

射性核種之傳輸速率；  
(4) 延長放射性核種進入人類生活圈之距離，讓廣大的地底空間來稀

釋放射性核種之濃度。  
延緩放射性核種進入人類生活圈之時間可以靠著長壽命之廢棄

物罐來達成，阻斷放射性核種遷移之通道可以靠著慎選場址、緩衝層

及隧道回填來達成，而自然物理化學吸附作用力則可靠著慎選緩衝及

回填材料來達成；另外，藉著廢棄物本體之安定化工程處理動作，也

可以有效地降低放射性核種之外釋速率。在深層地質之多重障壁處置

場中，由於重重障壁阻礙，放射性核種必須花很長時間才能從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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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到達人類生活圈，在自然之衰變、吸附及稀釋作用下，當放射性

核種到達人類生活圈時，其濃度已經非常的低，輻射能力已不足以對

人類造成傷害。  
 

3.3.4.3.3.4.3.3.4.3.3.4. 情節發展情節發展情節發展情節發展    
情節發展的基本目的是要確保處置場未來可能的相關演變都已

經過適當地考量，並協助確認影響處置場功能的關鍵課題。雖然情節

發展不太可能建構出一個十全十美的情節，但評估者仍必須盡可能讓

它完整，其中一個有效的方式是將執行過程所有內容予以文件化，並

且公諸於各界，透過文件透明化及廣泛的討論，可促使資料不斷地修

訂及更新，此方式除了可以確保情節的合理性與完整性外，亦可建立

大眾對處置場安全此關鍵課題一致的看法。此外，情節發展和功能 /
安全評估一樣，必須隨著整個處置計畫的進展程度反覆地持續進行精

進。  
 

3.3.4.1.3.3.4.1.3.3.4.1.3.3.4.1. 特徵特徵特徵特徵////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作用作用作用作用(FEPs)(FEPs)(FEPs)(FEPs)之建置之建置之建置之建置    
情節發展首項步驟是確認所有可能改變處置場的行為，以及影響

處置系統功能與安全的所有因素，也就是必須建立完整的特徵、事件

及作用報表，簡稱FEPs報表。本計畫先前成果已彙整各國 FEPs報表，

成 為 特 徵 、 事 件 及 作 用 原 始 報 表 (FEPs source lists)(莊 文 壽 等 ，

2001；吳禮浩等， 2002)。  
 

3.3.4.2.3.3.4.2.3.3.4.2.3.3.4.2. 特徵特徵特徵特徵////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作用作用作用作用(FEPs)(FEPs)(FEPs)(FEPs)之篩選之篩選之篩選之篩選    
經過確認後的FEPs因素可以合併組成情節，不過，由於所表列的

因素太多，用來建構情節有實際上的困難，因此必須篩選以減少數

目。經過列表與分類後，所有的因素對處置系統功能上的影響都必須

再一次詳細的評析，不具影響或其影響可忽略的因素可以刪除，保留

對處置系統功能影響較大的重要因素，目的是要確認那些具有重大影

響且需要詳細分析。本計畫先前成果已將FEPs原始報表經過重新的分

類、合併與篩選後，重新整合成適合我國處置計畫的特徵、事件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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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初始報表 (FEPs initial lists)(莊文壽等，2001；吳禮浩等，2002)。
(莊文壽等， 2001；吳禮浩等， 2002)。  
 
3.3.4.3.3.3.4.3.3.3.4.3.3.3.4.3. 情節分析之定義情節分析之定義情節分析之定義情節分析之定義    

情節是處置場設置後隨時間演化過程的描述，評估情節的建構需

要先瞭解工程障壁系統、地質圈及生物圈之水文情況、地質環境與地

化條件，並考慮工程障壁系統的組成與功能設計、穩定岩體的地質特

徵及生物圈環境與關鍵群體等，以建立核種傳輸途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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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分析的第一步是基本情節 (base scenario)的選擇，基本情

節必須是高度合理的且是建構其它情節的參考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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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障壁系統是否能如預期發揮隔離或遲滯核種遷移的功能，必

須經過嚴謹評估予以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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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相互關係也必須清楚瞭解。  
 

 
3.3.5.3.3.5.3.3.5.3.3.5. 基本情節基本情節基本情節基本情節    
3.3.5.1.3.3.5.1.3.3.5.1.3.3.5.1. 基本情節定義基本情節定義基本情節定義基本情節定義    

本 計 畫 在 SNFD2009 報 告 已 發 展 建 構 基 本 情 節 ( 台 電 公 司 ，

2010)，本質上，基本情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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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禮浩，2005)： 
(1) 處置場關閉時，所有的工程障壁都能按照設計規格發揮其應有的

功能。  
(2) 在處置場關閉後的 1萬年內，場址區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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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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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統演變考量時間限制在某時段內。  
 

3.3.5.2.3.3.5.2.3.3.5.2.3.3.5.2. 基本情節的工程障壁系統基本情節的工程障壁系統基本情節的工程障壁系統基本情節的工程障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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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一段時間後重新飽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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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遇到地下水時立即溶解 (受到該環境下化

學元素溶解限度的控制 )並外釋到近場環境，而用過核子燃料基

質 (matrix)部分則因逐漸變質退化 (alteration)而溶解，其所含放

射性核種隨基質溶解向外釋出。  
(4) 外釋的放射性核種傳輸經過廢棄物罐周圍緩衝材料到達近場母

岩，每個核種濃度受到該環境之化學元素溶解限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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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3.3.3.5.3.3.3.5.3.3.3.5.3. 基本情節的地質環境基本情節的地質環境基本情節的地質環境基本情節的地質環境    
(1) 放 射 性 核 種 通 過 緩 衝 材 料 層 後 ， 以 平 流 (adve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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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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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4.3.3.5.4.3.3.5.4.3.3.5.4. 基本情節的生物圈基本情節的生物圈基本情節的生物圈基本情節的生物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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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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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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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3.3.6.3.3.6.3.3.6. 變異情節變異情節變異情節變異情節    
3.3.6.1.3.3.6.1.3.3.6.1.3.3.6.1. 變異情節定義變異情節定義變異情節定義變異情節定義    

情節發展的步驟中，FEPs的分析工作必須確認那些因素發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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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類。 (吳禮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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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隕石撞擊與溫室效應；  
(b) 地質演化：地殼運動、陸地抬升 /沉陷、地震活動 (斷層再次

活動或產生新斷層 )與岩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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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意的人類侵入與戰

爭等。  
如前述基本情節是建構其它變異情節 (Variant Scenarios)的基

礎，在 SNFD2009報告已發展建構基本情節，故變異情節為現階段情

節分析的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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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與系統功能進行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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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別就各自過去氣候變遷進行研究，根據研究成果探討

冰河的前進／後退，所造成地殼的隆起／沉陷等定量的預測。  
日本 H12報告已發展地下水情節 (Groundwater Scenarios)之基

本情節 (Base Scenario)，及考慮自然現象對於處置系統影響因素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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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情節 (Perturbation Scenarios)。 SNFD2009報告已初步提出本土花

崗岩虛擬處置概念之基本情節，在此基礎上，將比照H12報告就台灣

的特性因素進行變異情節分析，以符合 SNFD2017報告之目標。  
 

3.3.6.2.3.3.6.2.3.3.6.2.3.3.6.2. 洪水情節定義洪水情節定義洪水情節定義洪水情節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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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從板塊聚合而成的特殊山嶺地形研究中可以反映造山運動、剝蝕率

以及氣候變遷等相互之間特殊關係。因此需考慮最終處置場址受到地

體抬升率與地表剝蝕率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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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

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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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容

易外釋到生物圈海洋環境中之情節。所以 102年度計畫將延續 101年
度環境影響因素綜合分析與洪水變異情節分析結果，配合處置地質環

境特性，研擬海洋外釋評估概念模式。其次針對環境影響因素各種變

遷組合，探討地質環境條件變化，分析評估概念模式參數變化，以做

為應用於2017年階段成果變異情節案例分析所需之輸入條件。  
 

3.3.6.3.3.3.6.3.3.3.6.3.3.3.6.3. 地震情節定義地震情節定義地震情節定義地震情節定義    
地震對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系統具長期安全性影響，為重要研

究議題之一，強震可能造成周圍母岩破壞或透過母岩震動與變形，導

致地下設施發生不同程度之損害。台灣位處地震頻繁之地震帶上，自

有地震紀錄以來，已累積相當多地震資料，因此，延續 101年度研究

發展，以參考國際間地震對地下設施危害案例分析及相關地震研究發

展，瞭解地震活動對地下設施之重要影響因子為基礎， 102年度分析

台灣地區地震特性資料與相關地震破壞案例，瞭解我國地震活動特性

與對地下設施及母岩環境之影響，做為地震危害分析及情節分析研究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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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4.3.3.6.4.3.3.6.4.3.3.6.4. 變異情節分析變異情節分析變異情節分析變異情節分析    
3.3.6.4.1.3.3.6.4.1.3.3.6.4.1.3.3.6.4.1. 洪洪洪洪水水水水情節發展情節發展情節發展情節發展    

3.3.6.4.1.1. 評估概念模式建構 
最終處置母岩區域受到抬升 /剝蝕與沉陷 /沉積等因素影響，其由

地表至處置深度附近的地質環境條件變化，實際上與其所處地表區域

與處置母岩條件等而有不同。考量未來數萬年或數十萬年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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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針對相關環境因素進行廣泛的調查與研究。  
(1) 基本條件分析探討 (101年度成果 )  

若就抬升 /剝蝕、沉陷 /沉積與相關之地質環境條件變化關聯性等

因素一併分析探討時，則會因納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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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沉陷 /沉積造成地表與處置母岩區域間相對位置關係變化，及

隨時間變遷產生的變化進行探討，同時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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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所探討的模型與實際狀況有多接近，即該模型反映多少現

況，此舉對於掌握概念模型的現實程度十分重要。因此，探討抬

升 /剝蝕與沉降 /沉積相關概念模型之際，應先就接近實際狀況的

現象進行整理如下：  
(a) 抬升 /剝蝕與沉陷 /沉積之速度；  
(b) 剝蝕樣式 (例如：線性剝蝕與面剝蝕等 ) ；   
(c) 地區性地表變動樣式 (例如：褶曲與斷層等 ) ；  
(d) 虛擬場址 (例如：內陸、平原與沿岸等 ) ；  
(e) 地質 (例如：岩性與岩體強度等 ) ；  
(f) 抬升 /剝蝕與沉陷 /沉積以外的自然現象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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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a)到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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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定之參數亦需增加，故難以進行分析探

討。因此就 (a)至 (f)等各個項目先作以下假設：  
(a) 抬 升 速 度 ＝ 剝 蝕 速 度 或 沉 陷 速 度 ＝ 沉 積 速 度 處 於 平 衡 狀

態，亦即假定地表標高不變。  
(b) 面剝蝕（河川造成之線性剝蝕暫不考量）。  
(c) 地下水流向大幅變化之地殻變動 (例如：斷層傾動、褶曲與

新生斷層形成 )暫不考量。  
(d) 處置母岩區域正上方地表的變化不予考慮 (例如：海進或海

退等海平面變動 )。  
(e) 地質相當均一（極端的岩相變化暫不考量）。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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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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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以上述為前提條件下，抬升 /剝蝕依然持續的情況，如圖  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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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依據現有知識對於

相關的條件進行分類與資訊整理，近年來日本對於此類似之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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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為我國參

考。依據 JAEA(2009)的研究，地質環境條件變化因素可分為熱

(Thermal)、水 (Hydrological)、力 (Mechanical)、化 (Chemical)
等4類，簡稱為THMC。由於前述 (c)、(d)、(e)項的設定條件使得

地形不變，如圖  3-126所示，若能獲得處置母岩區域自地表至地

下深層連續性 THMC的相關資料，則可對抬升 /剝蝕與沉陷 /沉積

作用所造成處置母岩周圍地質環境條件的變化進行部份預測。  
(2) 變遷概念模型  



   

 3-239 
 

關於處置母岩區域正上方之地形或地表環境，除因抬升 /剝蝕與

沉降 /沉積外，再將海進或海退等海平面變動納入探討範圍，並

假定虛擬場址未來將往相對應之地質環境方向轉變，則將依據深

度與水平等 2個方向所構成的空間，進行相對性移動的探討，其

隨著時間演變所伴隨之地質環境條件變化狀況，亦以 THMC資訊

進行說明。  
首先假設一地質環境斷面，根據一般觀點探討地質環境條件的設

定，該假設斷面包含山地、丘陵之內陸地形以至淺海海域，中間

並包含平原及沿岸部分，以直線予以劃分區隔 (圖  3-127)，時間

設為現代。地質設為塊狀均質岩，且不論其為火成岩或沉積岩。

岩盤設為地表附近、非風化 /氧化帶、未經變質、無斷層或裂隙

等地下水流動影響可及之構造。海域正下方有海水型地下水，沿

岸區地下有可能因海水侵入之鹽水分布，其他則有降水型淡水分

布，但無造成地下水水質明顯變化之溫泉水或礦泉水。探討目標

的深度雖未明示，但可假定由鄰近地表處至深度數百公尺，但不

超過 1,000 m。  
考量場址變遷之虛擬場址，由於海進或海退等海平面變動，其相

對位置變動後，探討地點的地表環境可能產生變化。因此，對前

小節基本條件分析探討中 (a)~(f)等觀點，就虛擬場址變遷的條件

設定重新進行假設如下：  
(a) 抬 升 速 度 ＝ 剝 蝕 速 度 或 沉 陷 速 度 ＝ 沉 積 速 度 處 於 平 衡 狀

態，亦即假定地表標高不變。  
(b) 面剝蝕 (河川造成之線性剝蝕暫不考量 )。  
(c) 地下水流向大幅變化之地殻變動 (斷層傾動、褶曲與新生斷

層形成 )暫不考量。  
(d) 地形變化或海進或海退之海平面變動造成探討目標地點正

上方地表的變化應予考慮。  
(e) 地質相當均一 (極端的岩相變化排除於本概念模型之外 )。  
(f) 鄰近探討目標地點的氣候變遷、地震、斷層活動、火山與熱

液活動暫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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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假設條件與前小節相異處為 (d)項，故於「變遷概念模型」

中，對內陸、平原、沿岸等各「虛擬場址」整理垂直方向的地質

環境條件，如同前小節的探討。如圖  3-127所示，將其以水平方

向綜整配置，設定「深度軸」與「水平軸」，表現出相對性的位

置關係。在此設定下，如原為沿岸之地表，因剝蝕或海進等因素

變遷為海域等類似現象得以進行分析探討，如圖  3-127中黃色箭

頭所示。此外，對於預測未來變化趨勢的不確定性，就預測之地

質環境條件深度與場址的關係，以「預測圓」進行展示。  
由前述考量場址變遷之概念模型，再由地質環境條件 (THMC)資
訊獲得的觀點，進行探討區域 THMC的樣式化分析，在作法上為

探討區域沿「深度軸」與「水平軸」分割為矩陣，並對個別矩陣

由既有的研究成果分析設定 THMC (圖  3-128)。在圖  3-128中
「水平軸」方向分為「內陸」、「平原」、「沿岸」、「海域」

等4個部份，「深度軸」方向則根據風化 /氧化帶、硬岩部份、地

下水流動狀況與地下水水質等觀點分為若干部分，該假設剖面即

可劃分為若干矩陣。個別矩陣依THMC形式說明地質環境條件，

探討目標地點周圍的地質環境條件變遷。若獲得實際的地質環境

條件時，矩陣的分割數量應依據THMC所獲得之瞭解、資料精密

度或蒐集狀況詳細與否加以考慮並決定。  
關於THMC資訊的蒐集，是將圖  3-128矩陣上的個別要素相關之

詳細資訊，根據地球科學有關之具體性調查或研究成果，同時考

量對於安全評估的影響，網羅性的進行整理。  
進行上述資訊研析時需檢討是否已對相關領域的資訊進行完整

性的分析。此外，整理資訊時對於資訊的有無、品質 (例如：是

直接測量所得的數值，還是來自其他資料的推測值 )亦應留意。  
經過上述對地質環境條件影響相關見解與資料，以THMC形式統

一蒐集及整理之下，可將地球科學領域中已獲致的資料或見解等

資訊，就反應安全評估觀點進行整理，應可明確指出安全評估相

關之地球科學領域資訊的錯誤與不足。此外，以本探討結果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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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進行調査或評估與分析等步驟，可避免過度偏於保守性，建立

可能發生之合理性評估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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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陷陷陷

 
圖 3-126：當今地表至地下深層的地質環境條件 

 
 

 
圖 3-127：場址變遷之概念模型 



   

 3-243 
 

 
 
 

深
度
軸

向
變

化

 
圖 3-128：場址變遷概念之矩陣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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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4.1.2. 地質環境參數探討 
本小節以前小節圖  3-127之假設條件，以一般觀點設定熱 (T)、

水 (H)、力 (M)、化 (C)，但因地質環境並非特定，難以提出定量的THMC
資訊，故本研究僅作定性探討。  

由於國內相關地質環境參數之研究，有待更多現地調查與試驗資

料以進行分析與歸納，而國際上的研究，以日本 JAEA(2009與 2010)
研究報告中有提出較為完整的說明，JAEA根據其國內外有關參數之分

析與相關專家之探討，依日本現況歸納提出THMC個別所包含的參數

項目，及其隨地質環境變化可能之定性說明。如以溫度 (T)而言，就

可能為岩盤溫度 (℃或K等 )或地溫梯度 (℃ /100 m或 deg/m等 )，本節

將就T、H、M、C分別建議可能的參數。  
溫度 (T)：地溫梯度與岩盤溫度  
水文 (H)：水力傳導係數、流速、流動方向與水力梯度  
力學 (M)：岩石密度、有效孔隙率與岩盤強度  
化學 (C)：地下水酸鹼值pH、氧化還原電位Eh與地下水水質  

(1) 溫度 (T) 
(a) 地溫梯度：假定地區內應顯示為一定值，一般性地溫梯度約

為3 ℃ /100 m左右。  
(b) 岩盤溫度：根據地溫梯度而變化，地表平均溫度如假設為 15 

℃，則深度 500 m時為30 ℃， 1,000 m時為 45 ℃。  
(2) 水文 (H) 

(a) 水力傳導度：假設地區內除風化及氧化帶外，其餘地區應顯

示為一定值。風化及氧化帶的水力傳導度雖然較高，但剝蝕

較他處嚴重之内陸亦將比平原、沿岸與海域的水力傳導度為

高。  
(b) 流速：深度越淺流速應越快，由水力梯度得知，內陸斜面部

分的流速最快，地表起伏平穩的平原與沿岸則逐漸減緩，海

域部分尚無法獲致資訊，故為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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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流動方向：內陸部分為地下水補注區域故為下降流，平原部

分幾為水平或微幅上升，沿岸部分則為沿鹽淡交界的上升

流。海域部份尚無法獲致資訊，故為不明。  
(d) 水力梯度：由地形起伏得知，內陸斜面部分最大，地表起伏

平穩的平原與沿岸則逐漸減緩。海域部份尚無法獲致資訊，

故為不明。  
(3) 力學 (M) 

(a) 岩石密度：應呈現與水文 (H)中的水力傳導度幾乎相反地趨

勢；假設地區內除風化及氧化帶外，其餘地區應顯示為一定

值，風化及氧化帶相對偏低，但剝蝕較他處嚴重之内陸亦將

比平原、沿岸與海域的密度降低程度嚴重。  
(b) 有效孔隙率：應呈現與水文 (H)中的水力傳導度幾乎相同地

趨勢；除風化及氧化帶外，其餘地區應顯示為一定值，風化

及氧化帶的有效孔隙率雖然較高，但剝蝕較他處嚴重之内陸

亦將比平原、沿岸與海域的有效孔隙率為高。  
(c) 岩盤強度：應呈現與水文 (H)中的水力傳導度幾乎相反，亦

即與岩石密度相同地趨勢。假設地區內除風化及氧化帶外，

其餘地區應顯示為一定值，風化及氧化帶相對偏低，但剝蝕

較他處嚴重之内陸亦將比平原、沿岸、海域的強度降低程度

嚴重。  
(4) 化學 (C) 

(a) 地下水  pH：與水力傳導度或有效孔隙率呈現相同的趨勢，

風化及氧化帶為pH=7左右的中性或是 pH=6.4左右的弱酸性

(視地點不同而異 )，更深處則顯示為pH=7～ 8的中性～弱鹼

性。此趨勢在內陸到海域之間雖無太大差異，但剝蝕較他處

嚴重之内陸地表，將比平原、沿岸與海域的pH值降低程度嚴

重。  
(b) 地下水  Eh：與水力傳導度、有效孔隙率以及地下水pH呈現

相同的趨勢，於上述地下水pH條件中，風化及氧化帶呈現0 
mV～正値，更深層則應顯示為負値。此趨勢在內陸到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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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雖無太大差異，但剝蝕較他處嚴重之内陸地表，將比平

原、沿岸與海域的Eh值上升程度較大。  
(c) 地下水水質：海域部份由表層至深層應均為海水型地下水分

佈，沿岸部份則是深層為鹽水分布，淺層因為降雨影響而被

淡水化。平原及內陸地區為降水型地下水，但淺層分布為

Na-Ca-HCO3類型地下水，深層則為Na-HCO3類型。  
由前述探討中，可知除了鄰近表層的風化及氧化帶之外，地下水

水質最具有多樣性，其次為地下水流速與流動方向，以此為基準進行

的區域矩陣化探討，如圖  3-129所示。  
本小節將前小節圖  3-128水平軸方向同樣分為 4個部份，深度軸

方向則個別分為 3個部分，合計為12格的矩陣，並分別賦予編號。此

處將根據先前舉出之文獻，對個別矩陣的THMC進行記述，其結果如

表  3-29所示。此外並根據文獻，將 I-3、P-3、C-3、 S-3， I-2、P-2、
C-2、 S-2，以及 I-1、P-1、C-1、 S-1的分界深度各設為20 m與 100 m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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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9：個別矩陣熱、水、力、化條件說明 
    內陸內陸內陸內陸    平原平原平原平原    沿岸沿岸沿岸沿岸    海域海域海域海域    

3 
地表地表地表地表~~~~
深度深度深度深度20 20 20 20 
m(m(m(m(風化風化風化風化

////氧化氧化氧化氧化

帶帶帶帶))))    

IIII----3333    PPPP----3333    CCCC----3333    SSSS----3333    
熱 溫度：與地表年平均溫度相當 

地溫梯度：依地表狀況而定 
熱 溫度：與地表年平均溫度相當 

地溫梯度：依地表狀況而定 
熱 溫度：與地表年平均溫度相當 

地溫梯度：依地表狀況而定 
熱 溫度：與海水年平均溫度相當 

地溫梯度：依海水狀況而定 
水 透水性：相對較高 

地下水流速：相對較快 
地下水流向：地表高程高處往

低處的方向 
水力梯度：依地形起伏而定 

水 透水性：相對較高 
地下水流速：相對較快(較I-3小) 
地下水流向：地表高程高處往低

處的方向 
水力梯度：依地形起伏而定(較I-3
小) 

水 透水性：相對較高 
地下水流速：相對較快(較I-3小) 
地下水流向：地表高程高處往低

處的方向，至淡水、海水交界處

呈向上流動 
水力梯度：依地形起伏(較I-3小)
與淡水、海水交界面而定 

水 透水性：相對較高 
地下水流速：不明 
地下水流向：不明 
水力梯度：不明 

力 岩石密度：相對較低 
有效孔隙率：相對較高 
岩石強度：相對較低 

力 岩石密度：相對較低 
有效孔隙率：相對較高 
岩石強度：相對較低 

力 岩石密度：相對較低 
有效孔隙率：相對較高 
岩石強度：相對較低 

力 岩石密度：相對較低 
有效孔隙率：相對較高 
岩石強度：相對較低 

化 地下水pH：6.4~7 
地下水Eh：0~正值 
地下水質：Na-Ca-HCO3型 

化 地下水pH：6.4~7 
地下水Eh：0~正值 
地下水質：Na-Ca-HCO3型 

化 地下水pH：6.4~7 
地下水Eh：0~正值 
地下水質：Na-Ca-HCO3型 

化 地下水pH：7 
地下水Eh：0~正值 
地下水質：Na-Cl型 

 
2 

深度深度深度深度 
0~100 m 
(新鮮母新鮮母新鮮母新鮮母

岩岩岩岩 /還還還還
原淺部原淺部原淺部原淺部) 
    

IIII----2222    PPPP----2222    CCCC----2222    SSSS----2222    
熱 溫度：15 ℃~18 ℃(平均地溫

梯度3 ℃/100 m的情況下) 
地溫梯度：幾乎不變 

熱 溫度：15 ℃~18 ℃(平均地溫梯

度3 ℃/100 m的情況下)地溫梯

度：幾乎不變 

熱 溫度：15 ℃~18 ℃(平均地溫梯

度3 ℃/100 m的情況下) 
地溫梯度：幾乎不變 

熱 溫度：15 ℃~18 ℃(平均地溫梯

度3 ℃/100 m的情況下) 
地溫梯度：幾乎不變 

水 
 
 
 
 
 
 

透水性：相對較低 
地下水流速：相對較慢 
地下水流向：地表高程高處往

低處的方向 
水力梯度：依地形起伏而定(較
I-3小) 
 

水 
 
 
 
 
 
 
 

透水性：相對較低 
地下水流速：相對較慢(較I-2小) 
地下水流向：地表高程高處往低

處的方向 
水力梯度：依地形起伏而定(較I-3
小) 

水 透水性：相對較低 
地下水流速：相對較慢(較I-2小) 
地下水流向：地表高程高處往低

處的方向，至淡水、海水交界處

呈向上流動 
水力梯度：依地形起伏與淡水、

海水交界面而定(較C-3小) 

水 透水性：相對較低 
地下水流速：不明 
地下水流向：不明 
水力梯度：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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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個別矩陣熱、水、力、化條件說明（續） 
 內陸內陸內陸內陸    平原平原平原平原    沿岸沿岸沿岸沿岸    海域海域海域海域    
 力 岩石密度：相對較高 

有效孔隙率：相對較低 
岩石強度：相對較高 

力 岩石密度：相對較高 
有效孔隙率：相對較低 
岩石強度：相對較高 

力 岩石密度：相對較高 
有效孔隙率：相對較低 
岩石強度：相對較高 

力 岩石密度：相對較高 
有效孔隙率：相對較低 

岩石強度：相對較高 
化 地下水pH：7~8 

地下水Eh：-250 ~ -100 mV 
地下水質：Na-Ca-HCO3型 

化 地下水pH：7~8 
地下水Eh：-250 ~ -100 mV 
地下水質：Na-Ca-HCO3型 

化 地下水pH：7~8 
地下水Eh：-250 ~ -100 mV 
地下水質：Na-Ca-HCO3型 

化 地下水pH：7~8 
地下水Eh：-250 ~ -100 mV 
地下水質：Na-Cl型 

 IIII----1111    PPPP----1111    CCCC----1111    SSSS----1111    

1 
深度深度深度深度100 
m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新鮮母新鮮母新鮮母新鮮母

岩岩岩岩/還原還原還原還原

帶深部帶深部帶深部帶深部)    
 
 
 
 
 
 
 

熱 溫度：18 ℃~45 ℃(平均地

溫梯度3 ℃/100 m的情況

下，假設深度至1000 m) 
地溫梯度：幾乎不變 

熱 溫度：18 ℃~45 ℃(平均地溫

梯度3 ℃/100 m的情況下，假

設深度至1000 m) 
地溫梯度：幾乎不變 

熱 溫度：18 ℃~45 ℃(平均地溫

梯度3 ℃/100 m的情況下，假

設深度至1000 m) 
地溫梯度：幾乎不變 

熱 溫度：18 ℃~45 ℃(平均地溫

梯度3 ℃/100 m的情況下，假

設深度至1000 m) 
地溫梯度：幾乎不變 

水 透水性：低 
地下水流速：緩慢或停滯 
地下水流向：地表高程高處往

低處的方向 
水力梯度：依地形起伏而定

(較I-3、I2小) 

水 透水性：低 
地下水流速：緩慢或停滯(較I-1
小) 
地下水流向：地表高程高處往低

處的方向 
水力梯度：依地形起伏而定(較
P-3、P2小) 

水 透水性：低 
地下水流速：緩慢或停滯(較I-1
小) 
地下水流向：地表高程高處往

低處的方向，至淡水、海水交

界處呈向上流動 
水力梯度：依地形起伏與淡

水、海水交界面而定(較C-3、C-2
小) 

水 透水性：低 
地下水流速：不明 
地下水流向：不明 
水力梯度：不明 

力 岩石密度：高 
有效孔隙率：低 
岩石強度：高 
(但與I-2無太大差別) 

力 岩石密度：高 
有效孔隙率：低 
岩石強度：高 
(但與P-2無太大差別) 

力 岩石密度：高 
有效孔隙率：低 
岩石強度：高 
(但與C-2無太大差別) 

力 岩石密度：高 
有效孔隙率：低 
岩石強度：高 
(但與S-2無太大差別) 

化 地下水pH：7~8 
地下水Eh：-350 ~ -250 mV 
地下水質：Na-HCO3型 

化 地下水pH：7~8 
地下水Eh：-350 ~ -250 mV 
地下水質：Na-HCO3型 

化 地下水pH：7~8 
地下水Eh：-350 ~ -250 mV 
地下水質：Na-HCO3型+Na-Cl
型 

化 地下水pH：7~8 
地下水Eh：-350 ~ -250 mV 
地下水質：Na-Cl型 

(JAEA，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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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29：地質環境假定之矩陣區分 

(改繪自JAEA，2010）



   

 3-250 
 

3.3.6.4.2.3.3.6.4.2.3.3.6.4.2.3.3.6.4.2. 地震情節發展地震情節發展地震情節發展地震情節發展    
台灣位處地震頻繁之地震帶上，自有地震紀錄以來已累積相當多

地震資料，本研究蒐集台灣地區地震背景資料，包括地震資料、地質

構造與活動斷層等資料，作為後續了解處置場及地下設施受強震可能

的影響。經由歷年地震災害資料，瞭解地震對地下設施 (隧道、礦坑

或地下室 )與地表結構物 (房屋設施 )等影響，探討地震活動對放射性

廢棄物深地層處置設施與地表設施可能之影響，以作為地震危害分析

及情節分析研究之依據。  
 

3.3.6.4.2.1. 台灣地震特性資料分析 
(1) 全區概述  

台 灣的 地 震 活躍 帶 主 要係 發 生 在板 塊 接 觸地 帶 及 隱沒 板 塊之

內，大致可分為西部、東部及東北部 3個地震帶。西部地震帶位

於歐亞大陸板塊，區域範圍自台北南方經台中、嘉義至台南，寬

度約 80 km。此區發生的地震大多與西部麓山帶的活動斷層有

關，其特色為震源深度淺 (約 10餘 km)、地震個數較少但餘震較

頻繁，而地質上因屬沈積環境較為鬆軟，地震常導致較為嚴重之

災情。東部地震帶範圍北起宜蘭東北海底向南南西延伸，經過花

蓮、成功到台東，遙指呂宋島，寬度約 130 km。本區域地震為歐

亞大陸板塊和菲律賓海板塊上的呂宋島弧碰撞所造成，地震主要

是逆斷層型態，以地震之數量及規模而言，不但地震個數多，震

源亦較西部地震帶為多且深。東北部地震帶由琉球群島向西南延

伸，經宜蘭、蘭陽溪上游至花蓮附近，震源深度從淺層延伸到300 
km深，此地震帶與琉球海溝隱沒系統及沖繩海槽系統有關。  

(2) 全區地震活動時空分布與特性  
台灣地區震源深度的範圍相當廣，在台灣東北和南部的區域隱沒

帶震源最深可達 300 km深，且由震央分布可發現線性延伸之特

性，此線性延伸和斷層系統有所關聯，尤其是在靠近花蓮及花東

縱谷區。於台灣本島中，靠近西部中央山脈可觀測到地震震央集

中之情況，在中央山脈以東的花蓮區域和花東縱谷縫合帶亦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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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地震震央集中之現象。以地震之數量及規模而言，台灣東部碰

撞帶及東北部和南部隱沒帶所發生之地震皆較西部褶皺逆衝帶

之地震多且大。  
百 年 來 的 地 震 累 積 能 量 與 累 積 地 震 規 模 分 布 結 果 顯 示 ( 圖  
3-130)，台灣地區的地震活動一直都非常頻繁，地震規模大於 7
以上的地震有 31個，每年的累積地震平均規模約為 7。在 1905至
1925年間有多次大規模的地震活動，造成累積地震規模高於平均

值，累積能量斜率變化量亦大。在 1925至 1950年間只有少數幾

次大規模的地震活動，因此其累積地震規模小於平均值，累積能

量斜率變化量亦不明顯。至於 1950至 1972年間大規模的地震活

動又變得較為活躍，此階段雖然累積地震規模高於平均值，但累

積能量斜率變化已達穩定狀態。1973年以後地震活動再度略顯平

靜，直到1999年 921地震才又有較大規模的地震活動。  
根據短期觀測資料所求得的 b值等值圖分析結果 (圖  3-131)，可

發現空間差異變化明顯。台灣東部地區 b值分布約略平行海岸線

呈 NE-SW走 向 ， 其 與 歐 亞 大 陸 板 塊 和 菲 律 賓 海 板 塊 碰 撞 有 關

(Wang,  1988)；整體而言東部外海之b值皆較陸地為低，且有向

東遞減之趨勢。本島部份南投縣中心區域有相當明顯的 b值低

區，主要原因為集集地震活動觸發較多中大規模地震所導致 (中
央氣象局，2009)。由於b值大之地區可視為以小規模地震為主，

b值小之地區發生大地震之比例偏高，嘉南與花東地區有較多的

大規模地震，北台灣則鮮少發生中大規模地震。  
(2)  分區地震活動時空分布與特性  

考慮地震活動度、地形與地體構造以及行政區域等因素，中央氣

象局將全台灣劃分為台北、台中、嘉南、高屏、台東、花蓮及宜

蘭等 7個分區。配合本計畫之東北部岩體區及西南部泥岩區之研

究範圍，研究選取嘉南、高屏與花蓮 3個分區進行探討。  
(a) 嘉南分區  

本區地理位置上隸屬於台灣西南部泥岩區的上半部，範圍包

含雲林、嘉義與台南等地區，地體構造上隨著歐亞大陸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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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菲律賓海板塊碰撞強度增加，導致大陸地殼增厚及厚層歐

亞大陸陸源沈積物出現 (黃旭燦，2003)。受到歐亞大陸板塊

及菲律賓海板塊的碰撞擠壓作用，西部麓山帶構造由一連串

緊密不對稱的褶皺和逆衝斷層所組成，泥貫入體等不同地質

構造單元之間的發育關聯性皆顯示弧陸碰撞過程中地質構

造演化初期的階段 (Huang et  al. ,  1997)。  
本區共計有 4條第一類活動斷層，包括東西走向的梅山斷層

與新化斷層，以及南北走向的大尖山斷層與觸口斷層；另有

多條第二類活動斷層，例如九芎坑斷層、木屐寮斷層、六甲

斷層、左鎮斷層和後甲里斷層等，這些斷層多半皆為南北走

向之形態 (中央氣象局， 2009)。  
本區震源深度大多集中分布於 40 km內，且地震活動多以陸

地為主，外海地震數量明顯較少。根據中央氣象局 (2009)
對於本區 a值與b值分布 (圖  3-132)結果可歸納得知：(i) A子

區較高之 a值與b值為梅山斷層所導致，顯示此斷層應力作用

較強烈且易釋放能量，因此地震活動量密集但多為小地震

(中央氣象局，2009)； (ii) B子區及 C子區之斷層分布分別為

觸口斷層與新化斷層，2個子區皆具有較低 a值及b值，顯示2
個子區內之斷層屬於應力作用較強烈但不易釋放能量之型

態，其地震活動量少但多為規模較大地震 (中央氣象局，

2009)。  
(b) 高屏分區  

本區地體構造上處於碰撞和馬尼拉隱沒帶之間，造成高屏地

區的板塊持續縮短，加上西邊的北港高區阻擋，以及高屏地

區上多條橫移斷層之影響，導致本區地體構造有向西南逃脫

的現象 (Yu et al. ,  1997; Hu et al. ,  2001, 2007)。本區共計有 1
條第一類活動斷層，即 NE-SW走向之旗山斷層，為逆移斷

層，呈 NE走向，另有數條尚待考證的斷層，包括 NS走向的

潮州斷層，以及小崗山與恆春斷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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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央氣象局自 1900年以來的觀測資料，本區規模大於 6
的地震個數僅有 7個，其中 4個發生於屏東外海， 2個發生於

潮州斷層北段，另 1個則發生於阿里山東南方 (中央氣象局，

2009)。可發現本區相較於其他各分區為地震活動比較平靜

的區域。  
(c) 花蓮分區  

本區為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之碰撞交界處，其中菲

律賓海板塊沿著琉球海溝隱沒到歐亞大陸板塊底下形成琉

球島弧；然而菲律賓海板塊亦沿著馬尼拉海溝俯衝到歐亞大

陸板塊之上並形成呂宋島弧 (中央氣象局，2009)。根據地震

震央分布及震源深度資料，顯示花蓮分區發生較大規模的地

震頻率相當頻繁，有多次規模 7以上的災害性地震，亦曾於

花蓮東方近海發生過規模 8之地震。  
本 區 範 圍 廣 大 且 位 於 2 個 不 同 之 發 震 構 造 間 (Wu et al. ,  
2008)，整體性的統計分析將無法釐清構造特性的地震活

動。有鑑於此，中央氣象局 (2009)將花蓮分區細區分為A、

B2個子區 (圖  3-133)，根據中央氣象局 (2009)諸多案例之研

究成果指出花蓮 A區地震活動常以群震方式出現，尤其秀林

至吉安一帶之群震可視為花蓮地區地震前兆之重要參考；花

蓮B區地震活動則有由外海到陸地、再由陸地至外海遷移之

特性 (中央氣象局，2009)。考慮對地下設施之影響程度，近

陸區中大型地震之威脅性將遠高於外海構造區，後續地震危

害分析及情節分析應以近陸區地震為考慮對象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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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0：台灣地區1900至2011年地震資料之年累積規模及累積能量 

 
 

 
圖 3-131：台灣地區1994至2011年之b值等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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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2：1994年至2008年嘉南分區a值與b值分布 

(改繪自中央氣象局，2009) 
 
 

 
圖 3-133：花蓮A區及B區規模5.5以上地震之空間分布圖。 

註：左圖為深度小於30 km之地震，右圖為深度大於30 km之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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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4.2.2. 台灣地震活動對地下設施影響案例研究 
1999年9月 21日集集大地震發生後，台灣中部地區 50餘座隧道發

生邊坡坍滑、襯砌混凝土龜裂或掉落、側壁內擠、路面龜裂與隆起等

程度不一的受損現象，顯見隧道之耐震安全性值得工程界更加關注，

而隧道受震之影響仍須進一步研究 (盧志杰，2009)。透過國內外震後

隧道破壞案例之蒐集與整理，並以 921集集大地震為主要案例，針對

隧道受震受損之特性、行為以及型態，探討隧道受震破壞模式與機制。 
(1) 台灣地區受震破壞案例  

台灣受震破壞之隧道案例以 1935年台中 -新竹地震之舊三義隧道

案例為最早，此地質於新竹至台中一帶造成嚴重的損害。根據臺

灣總督府所編輯之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此地震規模為 7.1，震

源深度約於地表下 10 km處，震後調查發現隧道須進行修復、補

強的共計 12座，包括三義至后里的舊三義 1-8號隧道、后里至台

中的舊三義 9號隧道、三義以北的銅鑼灣隧道、苗栗隧道等 (臺灣

總督府，1999)。1995年台灣蘇花公路舊清水隧道檢查時即發現

隧道頂拱襯砌有數道與行車方向平行之裂縫，1996年發生幾次之

地震則使隧道崩塌嚴重。 1998年嘉義阿里山地區發生規模 6.2之
地震，造成阿里山森林鐵路第四號隧道東口內側、距離東口起 50 
m位置 2處崩塌，及第七號隧道洞口坍方 (黃燦輝等人，1999；徐

力平、翁世樑，2000；盧志杰， 2009)。  
1999年集集地震案例紀錄最為詳實。王文禮等人 (2000)與Wang 
et al.(2001)彙整集集地震引致中部地區多處隧道損害情況，各隧

道之分部如圖  3-134，震動強度以車籠埔斷層為界，可劃分成斷

層錯動區、上盤、下盤及其他地區等3大震區 (圖  3-135)，其中，

斷層錯動區計有 1座隧道嚴重受損，即石岡壩引水隧道；上盤區

域 (斷層東側 )計有 50餘座隧道受損，包括44座公路、4座鐵路與 2
座水力隧道；下盤及其他地區 (斷層西側 )計有 3座鐵路隧道受

損，其中受損輕微者2座，受損嚴重者 1座。隧道損害以襯砌龜裂

為最多，其次為洞口邊坡坍滑及襯砌剝落 (圖  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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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集地震後之三義隧道檢查結果，隧道整體之損害百分比約達

51.4%，其中縱向之損害區段約佔 33.7%，環向之損害區段約佔

17.7%。曾大仁等人 (2007)評估於集集地震時南二高中寮隧道覆

版段之仰拱伸縮縫受震張開，導致路面下至排水管與其他截水管

鬆脫，使隧道下方泥岩泡水弱化及隧道的結構受損。  
(2) 隧道受震反應之影響因素  

針對地震時所造成之隧道損壞，Dowding and Rozan(1978)收集

加州、阿拉斯加和日本 71個直徑 3~6 m之隧道案例，包含 13個地

震事件 (地震規模 5.8~8.3)，統計震後共有 42個隧道發生破壞，

得到發生損害之地震加速度門檻值為 0.19 g，並指出因地震造成

隧道破壞大部分是由下列 3種機制引致： (a)地震引致的地盤破

壞； (b)斷層錯動； (c)地盤震動等 3類。  
Sharma and Judd(1991)蒐集世界各國 85個地震共 192個地下土

木設施 (隧道、儲槽與電力機械室 )受震損壞之案例，於其分析指

出地下土木設施因地震所損壞之範圍與程度的影響因素有： (a)
覆土深度； (b)主要岩石種類； (c)支撐型式； (d)地理位置； (e)
地震規模等。  
Zhao et al.(1999)指出地下結構物受震反應之影響因素包括：(a)
震源型式；(b)震波型式與特性；(c)岩體特性；(d)地下結構型式

等。  
日本學者吉川惠也 (1979)及清水滿等人 (2005)針對歷年來日本

鐵路隧道受震損壞之事件進行調查，收集 1923年關東大地震至

1978年伊豆大島近海地震等規模 7以上之鐵路隧道受震破壞案

例，指出隧道雖然為耐震性較佳的結構物，但隧道如果在地震規

模大、近地震斷層及特殊條件等情況時，較容易遭受地震損壞，

其中的特殊條件包括洞口邊坡不穩定、隧道周邊地盤塌陷或者隧

道橫跨斷層帶等現象。  
王文禮等人 (2000)蒐集集集地震後隧道破壞代表性案例，指出可

能引致隧道受損之因素主要包括襯砌龜裂、洞口邊坡坍滑、襯砌

剝落、滲漏水、鋼筋裸漏拉脫與襯砌錯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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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王文禮等人 (2000)、Wang et  al.(2001)、黃燦輝 (2004)、陳

正勳、黃燦輝 (2006)、陳正勳等人 (2008)與陳正勳等人 (2011)
提出之分類，整理較具代表性之受損形態有以下 8種：(a)襯砌遭

斷層剪切破壞；(b)隧道因邊坡坍滑破壞；(c)襯砌縱向龜裂；(d)
襯砌橫向龜裂； (e)襯砌單側斜向龜裂； (f)襯砌環狀斜向龜裂；

(g)底板 (路面 )龜裂或隆起； (h)側壁向內擠壓變形。  
根據黃燦輝 (2004)、陳正勳、黃燦輝 (2006)與陳正勳等人 (2008)
提出探討隧道受震穩定性之影響因素則可分為： (a)隧道所承受

地震大小、 (b)周圍地層特性與 (c)結構抗震能力3方面。  



 

 

 
 
 
 
 
 
 
 
 
 
 
 
 
 

圖 3-134：集集大地震台灣中部地區震度與受損隧道位置分佈

(王文禮等人，2000) 

圖 3
(改繪自Wang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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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集大地震台灣中部地區震度與受損隧道位置分佈

 
 

3-135：車籠埔逆衝斷層剖面示意圖 
Wang et al., 2001)

 

集集大地震台灣中部地區震度與受損隧道位置分佈 

 



   

 3-260 
 

 

 
圖 3-136：隧道受損情形統計 

(改繪自Wang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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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3.3.7.3.3.7.3.3.7. 安全案例分析安全案例分析安全案例分析安全案例分析    
3.3.7.1.3.3.7.1.3.3.7.1.3.3.7.1.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在進行深層地質多重障壁處置場的全系統安全分析時，一般都根

據傳輸途徑及傳輸機制特性，將放射性核種從廢棄物本體內遷移至人

體整個過程的分析，劃分為近場、遠場及生物圈等 3類不同分析，並

分別建立不同的分析技術與電腦程式。近場核種外釋率分析負責評估

放射性核種從廢棄物本體內遷移至處置坑周圍母岩的外釋速率，遠場

核種傳輸速率分析負責評估放射性核種從處置坑周圍母岩遷移至地

表含水層之外釋速率，而生物圈人體劑量率分析則負責評估放射性核

種透過人類、動、植物各種活動及食物鏈而造成之人體劑量率。  
 
3.3.7.2.3.3.7.2.3.3.7.2.3.3.7.2. 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案例分析    

本計畫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期將於 2017年完成建

立潛在處置母岩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案例分析擬假設花崗岩為適用

母岩，純粹就安全評估技術之評估能力提出說明，為便於進行計算、

分析與說明，將建構虛擬處置場核種外釋之水文地質概念模型。依據

虛擬處置場場址安全評估概念模型與情節，整合近場與遠場安全評估

及生物圈人體輻射劑量率評估等，進行用過核子燃料深層地質處置場

之全系統評估。評估所需數據依序採用測試區調查所得之現地資料、

實驗研究資料與國外文獻適用數據或合理假設之參考值等。  
 
3.3.7.2.1.3.3.7.2.1.3.3.7.2.1.3.3.7.2.1. 基本情節案例分析基本情節案例分析基本情節案例分析基本情節案例分析    

本計畫在 SNFD2009報告中已依據測試區研究現況建立虛擬處置

場、基本情節與核種外釋概念模式，分別就近場與遠場核種外釋率與

生物圈人體劑量率建立評估程式與分析模組，及處置場全系統安全分

析能力。  
3.3.7.2.1.3.3.7.2.1.3.3.7.2.1.3.3.7.2.1. 變異情節案例分析變異情節案例分析變異情節案例分析變異情節案例分析    

本階段將於 2017年前依據虛擬處置場場址安全評估概念模型與

變異情節，整合近場與遠場安全評估及生物圈人體輻射劑量率評估

等，進行用過核子燃料深層地質處置場之全系統評估。評估所需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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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採用測試區調查所得之現地資料、實驗研究資料與國外文獻適用

數據或合理假設之參考值等。  
 

3.3.7.3.3.3.7.3.3.3.7.3.3.3.7.3. 不確定性分析不確定性分析不確定性分析不確定性分析    
本計畫在 SNFD2009報告之全系統評估程式架構中，已建立參數

取樣子系統程式及不確定性與參數敏感度分析子系統程式，使得此全

系統評估程式可以對處置場全系統之安全分析進行機率式評估，以瞭

解處置場全系統安全分析結果之不確定範圍及各參數對安全分析結

果之敏感程度，並將分析結果回饋給處置場設計人員及場址、參數之

調查人員，做為調整未來工作方向參考，國內的相關法規亦規定處置

場之安全分析必須進行不確定性與參數敏感度分析。  
 

3.3.7.4.3.3.7.4.3.3.7.4.3.3.7.4. 比較各國安全標準比較各國安全標準比較各國安全標準比較各國安全標準    
由本計畫各種案例計算結果之劑量與各國安全標準進行比較與

分析。  
 
 

3.3.8.3.3.8.3.3.8.3.3.8. 安全評估的可信度安全評估的可信度安全評估的可信度安全評估的可信度    
本節主要說明建立 SNFD2017報告安全評估結果信心的具體措

施。  
102年度成果主要就我國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後續發展整體檢討

與建議如下：  
(1) 技術發展歷程  

整合各階段成果，可以將我國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發展的成長過

程示意如圖  3-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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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8說明技術發展的時間與過程。  
(2) 計畫延續性及穩定的人力與經費  

歷經 25年的研究期間，共執行了 12期的計畫。計畫如遭中斷常導

致人力移撥其他計畫或離退而流失。不可諱言的對於用過核子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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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處置 技 術 長期 研 發 的延 續 性 與經 驗 傳 承具 有 相 當致 命 的影

響，故本計畫之執行需考慮延續性及穩定的人力與經費。  
(3) 前端技術發展 -設施設計的改良  

功能與安全評估技術發展勢必要由初期的概念性 (conceptual)與
一般性 (generic)計算朝向實務化努力。其具體的作法即配合場址

調查與設施設計進行驗證評估。我國現階段處置概念係以瑞典的

KBS-3概念為基礎，再參考國情作部份的調整 (如  
圖  3-139)。功能與安全評估技術發展迄今亦顯示具有配合設計

概念的差異 (如廢棄物罐的垂直或水平置放或近場的徑向與軸向

二維傳輸 )做調整評估計算的能力。考量國際上設施設計的技術

發展 (紀立民，2011)，目前處置容器垂直或水平置放何者為佳尚

無 定 論 ， 而 比 利 時 、 法 國 、 芬 蘭 與 日 本 等 均 將 超 級 容 器

(supercontainer)概念納入處置計畫的研究中，儼然成為國際研

發的一種趨勢。超級容器的優點在於提升工程障壁製造的可靠性

與長期效能，缺點在於容器體積龐大增加搬運與置放作業的困

難。後續宜持續相關關注國際技術的發展。  
(4) 未來技術發展方向 -安全評估健全性與合理性的強化  

用過核子燃料安全評估的時間可能長達 106年，安全的可靠性需

仰賴安全評估的模擬與分析來佐證。因此方法與論證的健全性

(robust)、完整性 (comprehensive)與合理性 (reasonable)是建立

信心的基本要求。我國目前處置計畫尚處於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

評估階段，但對於國際上的重要安全技術性議題宜廣泛納入安全

評估考慮，例如氣體傳輸、 THMC耦合作用行為與處置坑道封阻

效能等。此外隨著芬蘭與瑞典等已確定處置場址的國家，其安全

評估技術發展亦由理論研究落實到安全事證 (safety case)研究。

所謂的安全事證指進行一系列的論證與分析，以結論證實特定的

處置系統能確保長期安全。包括討論各種可能的影響、提出現場

真實的數據與分析佐證、模擬分析處置場的演變、說明可能的不

確定因素與評估結果符合非規要求等 (Nagra， 2002)。 IAEA於

2012 年 9 月 發 布 「 放 射 性 廢 棄 安 全 評 估 安 全 事 證 」 導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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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EA-SSG-23)(IAEA， 2012)。顯示相關作法已經是國際共識。

完 整 的 安 全 事 證 構 成 要 件 如

圖  3-140所示，除了安全評估程序以外，應包含各種假設的考慮

以及論證 (arguments)的澄清。  
(5) 安全評估技術發展的後續課題  

處 置安 全 評 估的 科 學 計算 過 程 中採 取 的 雖然 是 保 守簡 化 的策

略，但處置系統中的不確定性例如處置系統的複雜性和不同機制

與 作用 的 共 同效 應 如 何釐 清 一 直是 個 爭 議性 的 問 題。 以 芬蘭

Posiva Safety Case 2009報告結論中所指出的後續發展應克服的

問題可窺其貌 (Posiva， 2010)：  
(a) 如何計算多個處置容器損壞的可能性。  
(b) 如何計算多個事件或作用共同發生時的效應。  
(c) 如何確保所有相關的不確定性均已辨識並能評估其影響。  
(d) 如何確保模式與資料選取乃至於各計算階段分析結果的品

質。  
(6) 國際合作與國際同儕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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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過核子燃料處置是一個國際性的議題，國際原子能總署特別對

此提出「用過核子燃料及放射性廢棄物安全管理聯合公約」要求

各會員國重視此一問題。而國際合作與同儕審查 (peer review)
亦成為各國推動處置計畫的必要措施。國際合作的效益除了技術

交流以外，最主要的目的在於藉由國際群體力量提升本國公眾對

於處置安全的信心。以日本、瑞典與芬蘭等國為例其專責機構之

計畫與成果均透過國際合作與同儕專業審查以促進公眾對於安

全的信心，而我國安全評估技術亦將朝此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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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7：功能/安全評估技術發展成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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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8：功能/安全評估技術發展過程圖 

 
 

安全系統概念安全系統概念安全系統概念安全系統概念

 
圖 3-139：現階段處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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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0：安全事證組成架構 
(IAEA，2012)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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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1.3.3.8.1.3.3.8.1.3.3.8.1. 情節情節情節情節、、、、模式模式模式模式、、、、模組及資料庫的建置模組及資料庫的建置模組及資料庫的建置模組及資料庫的建置    
說明本計畫情節發展、評估程式與分析模組及相關評估數據及資

料庫等建置的具體措施，以建立 SNFD2017報告安全評估結果的信心。 
情節發展的基本目的是要確保處置場未來可能的相關演變都已

經過適當地考量，並協助確認影響處置場功能的關鍵課題。情節發展

最主要是提供下列 2個主要功用：  
(1) 將可能會影響處置系統功能的因素列表顯示：作法是評估者依據

現有的知識和對所構想之場址及處置系統的瞭解，確認所有具潛

在影響的因素，並且以列表方式顯示。  
(2) 將影響因素的重要性以邏輯結構方式列出，以利於評估：作法就

是將將影響因素組合形成各種情節，並確認這些情節對處置系統

安全性的潛在衝擊。  
為了達到上述的第一個目標，必須充分考慮所有可能的因素，並

列表顯示，並進一步深入探究其影響；而為了符合第 2個目標，則必

須很周詳地確定出一些包含所有重要影響因素的情節，以供後果分析

之用。  

依據技術發展所得的現地調查資料與解析結果、處置設施概念，

建立虛擬處置場與核種外釋概念模式，分別就近場、遠場之核種外釋

率與生物圈之人體劑量率，建立評估分析模組，及處置場全系統安全

分析模組 (含不確定性與參數敏感度分析 )。  

依據虛擬處置場場址安全評估概念模型與情節，整合近場與遠場

安全評估及生物圈人體輻射劑量率評估等，進行用過核子燃料深層地

質處置場之全系統評估。評估所需數據依序採用測試區調查所得之現

地資料、實驗研究資料與國外文獻適用數據或合理假設之參考值等。 

 

3.3.8.2.3.3.8.2.3.3.8.2.3.3.8.2. 天然類比研究天然類比研究天然類比研究天然類比研究    
天然類比研究在深地層處置場安全評估中，為一重要的驗證方

法，可彌補實驗室試驗及現地試驗在時間與空間尺度上的不足，並提

高深層地質處置概念技術評估之信賴度。102年度初步探討國際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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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膨潤土自然類比資訊，分析以膨潤土做為緩衝材料時，受處置場周

圍環境影響下之長期穩定特性。  
處置場設計中，考慮緩衝材料能否在長時間且受周圍的環境作用

下，仍能維持原本設計之功能性，除一般試驗室試驗或大尺寸模擬試

驗外，利用膨潤土的天然類比研究探討處置場潛在可能發生的行為，

可提供相對長時間尺度下 (如百萬年 )之資訊，亦可瞭解類比膨潤土材

質之緩衝材料在處置場環境交互影響下對於複雜情況長期穩定性能

評估與相關探討，以做為未來緩衝材料設計與特性試驗研究之參考。 
關於膨潤土的變質率，部份的天然類比研究是採用美國墨西哥灣

(Eberl and Hower, 1976; Roberson and Lahann, 1981)及其他地區

(Pusch and Karnland, 1988)的成岩作用，以其所產生的伊利石化現象

做為類比資訊。但因為成岩作用的熱影響期間與能量遠大於高放射性

廢棄物或用過核子燃料處置場的衰變熱期間與衰變熱能量，故這些天

然類比研究無法真正代表處置場環境。而在這些成岩作用的影響研究

中，溫度是影響膨潤土伊利石化的重要因子。  
Pusch等人 (1987)針對 7種第四紀之前的黏土 (蒙脫石含量大於

25%以上 )進行黏土隔離性能變化的詳細研究，這些黏土的歷史有幾

億年以上，在近地表環境區域的黏土有經歷過緩慢的礦物變質作用，

大部份的黏土經歷過回脹作用與流變作用，可做為緩衝材料穩定性能

之參考。因此，緩衝材料品質在處置場近場環境中具備相對穩定性與

低傳導度的條件，也能與天然類比條件的黏土在類似時間內保持一定

的屏障功能。  
因熱作用影響下，發生在高放射性廢棄物或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

置場的膠結狀況與可能性，目前尚未有相關且適合的研究。如果膨潤

土質的緩衝材料發生膠結情況，膨潤土則會產生裂隙形成地下水流通

之途徑，使得膨潤土緩衝材料之屏蔽功能降低，且核種吸附能力可能

也會降低。然而不太可能所有的膨潤土都會膠結，故緩衝材料仍保有

一定的自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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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3.3.3.8.3.3.3.8.3.3.3.8.3. 評估報告比較評估報告比較評估報告比較評估報告比較    
本計畫已開發之評估程式目前持續維護與管理，安全評估模式為

SNFD2009 報 告 中 所 採 用 之 全 系 統 功 能 安 全 評 估 模 式 TSPA(Total 
System Performance Assessment)，其模式已進行程式驗證與國際案

例比較 (SNFD2009報告第 4.4.2.4節 )，由比較顯示均有頗為相近的評

估結果，可初步驗證評估程式的適用性與合理性，為達成 SNFD2017
年報告，將持續進行評估及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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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4.3.4.3.4. 國際同儕審查規劃國際同儕審查規劃國際同儕審查規劃國際同儕審查規劃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研究時程長遠且相關研究所涵蓋之

專業廣泛，至目前為止，國際上尚未有最終處置場啟用之案例，大部

分核能先進國家皆以國際合作及同儕審查方式，確保研究技術及成果

與國際同步。   
台電公司自民國 95年行政院原能會核定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

計畫書後，皆依處置計畫書執行相關研究工作，現階段首要目的即於

106 年 提 出 「 我 國 用 過 核 子 燃 料 最 終 處 置 技 術 可 行 性 報 告 ( 簡 稱

SNFD2017報告 )」，前述報告章節架構係依據主管機關要求，參考日

本H12報告章節架構編擬；為確保階段性報告品質，台電公司依主管

機關指示進行同儕審查規劃，初步就預定邀請同儕機構、準備作業、

審查作業與經費等 4項進行規劃及執行。  
(1)  預定邀請同儕機構：  

台電公司規劃將先請國內專家學者先行審閱後，洽請國外高放射

性廢棄物 (用過核子燃料 )最終處置專責機構，如瑞典 SKB、芬蘭

POSIVA或日本NUMO等專家組成同儕審查之專家團隊。  
依本計畫目前之專業領域，初步規劃需有地質、地球物理、地球

化學、地下水、岩石力學、核種遷移及功能安全評估等領域之專

家參與審查，並將視實際情形調整。  

(2)  準備作業：  
蒐集國內外進行同儕審查之資料、工作規範及採購相關規定，以

進行後續委辦作業。  
(3)  審查作業：  

俟完成 SNFD2017報告 (英文版 )，交付同儕審查專家團隊進行審

查；台電公司將依同儕審查專家團隊之意見進行 SNFD2017報告

之修訂以提報主管機關。  
(4)  經費：  

參考國際同儕審查之相關案例，經費需包含報告審查費、可能之

出席費及其他行政費用等，將依相關費用規定編列。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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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5.3.5.3.5. 技術整合應用技術整合應用技術整合應用技術整合應用    
SNFD2017報告的主要目標在說明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的

技術可行性，其章節預定架構的三大項工作項目分別為：「地質環

境」、「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及「安全評估」；相關工作分別由國

內眾多專業研究團隊協力進行，由於此三大工作項目間存在彼此的需

求關聯性，例如，「安全評估」必須要有「處置設計」初步概念及「地

質環境」的部份研究成果，方能進行相關評估技術的發展。因此，強

化相關技術的整合及管理措施有其必要性。  
技術整合必須有共同認知的實體產出物，以避免流於空轉。在尚

無實際場址的狀況下，各國為發展及說明處置技術能力，均透過所謂

的參考案例 (reference case)及其變異情節 (perturbation scenarios)
的建立，來進行「地質環境」、「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及「安全評

估」技術的整合與精進。因此，本計畫參酌國際發展經驗，以參考案

例及變異情節的產出，做為技術整合的實際成果及考核標的。  
透過各工作團隊的密切交流，不斷修訂與融合各項技術需求及工

作方向，定期召開協調會議，並參考諮詢委員之專業建議，以加強計

畫整合；另外，為了妥善保留技術整合過程中產出的會議紀錄，建立

統一的會議紀錄檔案管理系統及其電子檔，供工作團隊更新備份，除

立下計畫長期發展的背景基礎，亦達異地備份功效。具體之技術整合

工作如下：  
(1)  針對參考案例 (reference case)之建立與精進需求，每季定期召

開「參考案例工作小組會議」，目前已於 102年 9月17日及12月
18日分別召開第一、二次會議；各工作團隊負責人於會議中進

行參考案例及變異情節等相關討論，並彙整各工作項目之成

果，以強化成果與計畫需求之關聯性，藉此達成本計畫目標。  
(2)  辦理「聯合工作技術整合會議」，將以往由各工作團隊自行辦

理的工作說明會議，整合擴大統一辦理，以加強各工作團隊對

彼此工作成果及需求的認知，並邀請諮詢委員與主管機關蒞會

指導，確保目標的正確性；目前已於 102年 12月 20日召開第一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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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檢視眾多子項計畫與最終處置主計畫之結合度，整合自99年度

開始進行的工作項目與 SNFD2017報告之關聯性如表  3-31所示。本計

畫將持續盤整子計畫之研究成果並與日本H12報告進行比對，據以執

行及檢視子項計畫成果，並且可為往後規劃工作項目之依據。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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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工作項目與SNFD2017報告章節對應 
SNFD2017SNFD2017SNFD2017SNFD2017報告報告報告報告((((預定章節預定章節預定章節預定章節))))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工作項目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工作項目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工作項目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工作項目    
1 台灣用過核子燃料管理策略與處

置計畫  
1.1 緣起  
1.2 管理  
1.3 執行策略  
2 處置系統與安全概念  
2.1 各國處置系統概念概述  
2.2 我國處置系統概念概述  
2.3 安全案例概述  
3 地質環境  
3.1 區域環境地質 99-101年計畫 -- 

K區調查成果1999~2010彙編 
3.1.1 地質圈對用過核子燃料地質

處置的重要性  

3.1.2 台灣地質環境特徵 99-101年計畫 -- 
H區岩體特性調查分析 

3.2 深層地質特性 
99-101年計畫 -- 
(1) K區調查成果1999~2010彙編 
(2) H區岩體特性調查分析 

3.2.1 地質圈特性對多重障壁概念

的重要性 
101-103年計畫 -- 
磁力與地電探測技術驗證 

3.2.2 水文地質 

(1) 99-101年計畫 -- 
(a) K區岩體區域性裂隙壓力監測 
(b) H區HCBH01地質鑽探及岩心井錄分

析 
(2) 101-103年計畫 -- 

(a) KMBH03-04-05-06裂隙水壓長期監  
     測 

(b)水文地質2D數值模型建構技術研究 
(c)沉積岩水文地質特性調查技術研究 

3.2.3 水文地球化學 

(1) 99-101年計畫 -- 
(a) K區花崗岩岩心礦物組成特性分析 
(b) K區深層地化條件物種穩定性研究 
(c) H區HCBH01地質鑽探及岩心井錄分

析 
(2) 101-103年計畫 -- 

(a) 花崗岩地化反應模擬技術研究 
(b) 花崗岩岩礦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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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工作項目與SNFD2017報告章節對應（續） 
3.2.4 核種傳輸路徑  

3.2.4.1 流通路徑的定義 

(1) 99-101年計畫 -- 
(a) K區岩體區域性裂隙壓力監測 
(b)坑道裂隙量測及展示技術 
(c)離散裂隙網路數值模擬模組建構及

驗證 
(2) 101-103年計畫 -- 

2D離散裂隙網路地下水流場數值模式

發展 
3.2.4.2 流通路徑參數的定義 101-103年計畫 -- 

HCBH01裂隙特性研究 

3.2.4.3 基質的擴散效應 
(1) 99-101年計畫 -- 
實驗室岩體核種遷移與傳流試驗 

(2) 101-103年計畫 -- 
實驗室核種遷移與傳流試驗 

3.2.5 岩石特性 

(1) 99-101年計畫 -- 
(a) K區花崗岩岩心礦物組成特性分析 
(b) H區HCBH01地質鑽探及岩心井錄分

析 
(c) H區地震危害度評估及地震監測解析 
(d) 岩塊熱傳試驗 

(2) 101-103年計畫 -- 
(a) 隧道週遭岩石強度與變形相關參數

之試驗系統建立與檢測分析研究 
(b) 花崗岩物性、熱及力學特性分析 
(c) 膨潤土在花崗岩塊內之熱-應力室內

試驗 
(d) 坑道裂隙變形監測技術研究 

3.3 地質處置合適性研究 
99-101年計畫 -- 
(1) K區調查成果1999~2010彙編 
(2) H區岩體特性調查分析 

3.3.1 台灣用過核子燃料地質處置

之地質圈特性  
3.3.2 台灣的大地構造架構  
3.3.2.1 火山活動 101-103年計畫 -- 

火山活動、河階與剝蝕作用回顧研究 

3.3.2.2 斷層活動 

(1) 99-101年計畫 -- 
H區地震危害度評估及地震監測解析 

(2) 101-103年計畫 -- 
(a) 緩衝材料靜力與動態性質動力參數

試驗研究規劃 
(b) 地下水氡氣行為受地震影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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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工作項目與SNFD2017報告章節對應（續） 

3.3.2.2 斷層活動(續) 
(c) 構造活動性微震監測與分析技術建

立 
(d) 井下地震資料蒐集研析與緩衝材料

力學性質研究規劃 
3.3.3 抬升與沉陷作用 99-101年計畫 -- 

H區花崗岩體GPS建站與監測 

3.3.3.1 台灣抬升/沉陷特性 
101-103年計畫 -- 
(1) 地表變形監測與時序分析技術建立 
(2) 台灣河階研究回顧與彙整 

3.3.3.2 剝蝕作用 101-103年計畫 -- 
台灣剝蝕作用研究的回顧與彙整 

3.3.4 氣候與海平面變遷 

(1) 99-101年計畫 -- 
H區花崗岩體GPS建站與監測 

(2) 101-103年計畫 -- 
河域受海平面變遷影響之數值地形研

究 
3.4 結論  
4 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  
4.1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

階段處置設計概念及工程技術能力  
4.2 工程障壁系統與地質處置母岩

的功能  
4.3 整體處置概念  
4.3.1 工程障壁系統 102-104年計畫 -- 

工程障壁系統概念與設計需求 
4.3.2 處置設施  
4.4 設計流程  
4.5 影響處置概念的因子  
4.5.1 熱與輻射 

102-104年計畫 -- 
處置場影響因子研究 

4.5.2 地質與地形條件 
4.5.3 處置母岩特性 
4.5.4 處置深度 
4.6 工程障壁系統及處置設施的設

計需求  

4.6.1 廢棄物罐 
102-104年計畫 -- 
地震變異情節對廢棄物罐破壞特性之系統

分析 

4.6.2 緩衝材料 
(1) 99-101年計畫 --  

近場緩衝回填材料特性之研究 
(2) 102-104年計畫 -- 

工程障壁系統概念與設計需求 
4.6.3 工程障壁系統  



   

 3-278 
 

表 3-31：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工作項目與SNFD2017報告章節對應（續） 
4.6.4 地下設施  
4.6.5 回填材料  
4.6.6 處置場設計  
4.7 工程障壁的穩定性  
4.7.1 再飽和特性 102-104年計畫 -- 

處置場熱水化作用之不確定性分析 

4.7.2 力學穩定特性 
102-104年計畫 -- 
(1) 處置場開挖擾動帶之力學特性研究 
(2) 工程障壁熱力-力學穩定性研究 

4.7.3 受震穩定性 102-104年計畫 -- 
深層地下設施受震穩定性之研究 

4.7.4 氣體遷移 102-104年計畫 -- 
氣體產生與遷移行為 

4.7.5 膨潤土特性 102-104年計畫 -- 
膨潤土特性研究 

4.8 建造/運轉/封閉技術  
4.8.1 建造階段  
4.8.2 運轉階段  
4.8.3 封閉階段  
4.9 處置場營運管理技術  
5 安全評估  
5.1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

階段安全評估的範疇及目標  
5.2 安全評估方法  
5.2.1 相關法規  
5.2.2 安全評估案例的建置方法  
5.2.3 模式建構  
5.2.4 安全評估可信度  
5.3 處置系統與功能 99-101年計畫 --  

近場核種遷移行為模擬研究 

5.3.1 處置系統特性 
102-104年計畫 -- 
功能安全評估遠場裂隙岩體流場及傳輸參

數升尺度技術與熱水化力學耦合模式發展 
5.3.2 處置系統功能  
5.4情節發展  
5.4.1 特徵/事件/作用(FEPs)之建

置  
5.4.2 特徵/事件/作用(FEPs)之篩

選  
5.4.3 情節分析之定義  
5.5 基本情節  
5.5.1 基本情節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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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工作項目與SNFD2017報告章節對應（續） 
5.5.2 基本情節的工程障壁系統  
5.5.3 基本情節的地質環境  
5.5.4 基本情節的生物圈  
5.6 變異情節  
5.6.1 變異情節定義  

5.6.1.1 洪水情節定義 
99-101年計畫 --  
洪水變異情節與海洋外釋評估概念模式之

研究 
5.6.1.2 地震情節定義 99-101年計畫 -- 

功能與安全評估地震變異情節之研究 
5.6.2 變異情節分析  

5.6.2.1 洪水情節發展 

(1) 99-101年計畫 --  
洪水變異情節與海洋外釋評估概念模式

之研究 
(2) 102-104年計畫 -- 

(a) 地表淹水因素分析及影響作用之研

究 
(b) 颱風豪雨引發土石災害對地表環境

及設施影響之研究 
(c) 地質演化作用與地震循環概念模型

之研究 

5.6.2.2 地震情節發展 

(1) 99-101年計畫 -- 
功能與安全評估地震變異情節之研究 

(2) 102-104年計畫 -- 
(a)地質演化作用與地震循環概念模型

之研究 
(b)地震對廢棄物罐破壞特性之系統分析 

5.7 安全案例分析  
5.7.1 定義  
5.7.2 案例分析  

5.7.2.1 基本情節案例分析 

102-104年計畫 -- 
(1) 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功能/安全

評估所需核種特性相關參數之評估研

究(源項及生物圈) 
(2) 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功能/安全

評估所需核種特性相關參數之評估研

究(近場及遠場) 
5.7.2.2 變異情節案例分析  
5.7.3 不確定性分析  
5.7.3.1 參數不確定性之分布  
5.7.3.2 參數不確定性分析 102-104年計畫 -- 

不確定性與參數敏感度分析技術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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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工作項目與SNFD2017報告章節對應（續） 
5.7.4 比較各國安全標準  
5.8 安全評估的可信度  
5.8.1 情節、模式、模組及資料庫的

建置 
99-101年計畫 -- 
功能與安全評估研究成果彙編 

5.8.2 天然類比研究 102-104年計畫 -- 
處置場天然類比資訊分析 

5.8.3 評估報告比較  
5.9 結論  
6 選址技術與安全標準  
7 結論與未來發展  
7.1 結論  
7.2 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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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為達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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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目標，本計畫依據日本 H12報告規劃

SNFD2017報告之預定章節架構，分成三大工作主軸「地質環境」、

「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安全評估」等技術發展，逐年規劃並完

成相關的研究 /調查工作，就102年度執行成果摘要說明如下：  

 
4.1.4.1.4.1.4.1. 地質環境地質環境地質環境地質環境    
在「地質環境」方面，主要成果為：  
(1) 針對區域環境地質之研究：  

(a) 由宜蘭平原最新空中磁測資料顯示，於蘭陽溪下方存在一帶

狀巨大的高磁基盤，可能為古老南中國海板塊之殘塊。龜山

島火山活動之岩漿，侵入此高磁基盤，形成環狀構造與岩漿

庫。  
(b) 針對本島東部花崗岩進行的空中磁測的三維逆推解析，顯示

開南岡與和平 2個花崗岩體於深處相連，為直徑 14 km且厚度

約5~6 km的巨大岩體，其中心地震相對較顯安靜。  
(2) 針對深層地質特性之成果：  

(a) 102年度雖持續累積離島花崗岩深井裂隙水壓長期監測資

料，以KMBH06井下各封塞段壓力讀值最高，且各井封塞區

段壓力值，均與降水量變化有明顯關係；但目前台電公司已

配合地方政府的要求，將離島 6口鑽井提供學界進行後續地

下水資源研究與教學之用。  
(b) 利用過去現地調查資料，建立二維水文地質數值模型，選擇

離島測試區東部的 C-C’剖面，跨陸域 (約 12 km)及部分海域範

圍，共延伸達 14 km，所建的模型中包含太武山斷層與輝綠

岩脈群 2個主要影響地下水流的構造。利用TOUGH2模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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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已完成此模型邊界條件與初始條件，提供後續模擬

地下水流場之用。  
(c) 針對離島花崗岩採集54個不同深度岩心，持續進行核種吸附

實驗，顯示好氧環境的 Cs吸附結果，與岩樣中TiO2，Fe 2 O3，

MgO，P2O5的化學組成有正相關性，後續繼續進行三重複實

驗與厭氧環境實驗。  
(d) 針對本島東部花崗岩體鑽井岩心，進行新鮮圍岩 (花崗片麻

岩、花崗岩與細粒花崗岩 )與裂隙帶岩礦分析。新鮮圍岩岩

心之化學組成，主要為中酸性到酸性的花崗閃長岩與花崗

岩；相較之下，離島花崗岩類岩性變化範圍較大，而本島東

部花崗岩類的全岩組成變異不大。受裂隙地下水影響，本島

東部花崗岩的導水裂隙中，多夾有黏土、斷層角礫、方解石、

綠泥石或石英充填物。  

(e) 根據岩心井錄、孔內攝影及地球物理井測資料，顯示井下裂

隙分布的位態相當一致，多沿既有裂隙或是葉理面發育，因

地下水沈澱或熱液充填作用，而在裂隙中形成之石英、方解

石以及綠泥石脈。  

(f) 針對本島東部花崗岩進行的離散裂隙網路結構模擬研究，選

擇在一既有隧道內的南側與北側規劃採樣視窗，以人工方式

量測裂隙，進行裂隙特性分析，顯示裂隙來自於均質岩體，

兩視窗中均可找到 2組高角度裂隙，且位態相當接近，但裂

隙密度有差異。  

(g) 針對岩石特性研究，以本島東部花崗岩之岩心進行物性、熱

及力學試驗，已完成花崗岩、細粒花崗岩、花崗片麻岩等 3

種岩性的試體製作， 3種試驗溫度範圍涵蓋室溫至最高 80℃

範圍，持續進行試驗獲致參數。此外， 102年度建置完成含

加熱器、壓實鑄型的膨潤土塊及花崗岩塊尺度的近場環境，

已完成熱應力模擬確認試驗設計，繼續進行熱 -力學岩塊試

驗。  

(3) 針對地質處置合適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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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除既有建置的地震網觀測站累積監測資料外，並針對相對地

震安靜區新建 4座地震連續觀測站，增強長期監測微震的觀

測能力。利用震波成像技術，發現本區域地震多發生在岩性

差異之邊界，特別是外海大陸地殼約40 km深處；而陸域花

崗岩體下方 10-20 km深處的緻密性深層地殼，呈現Vp/Vs低

區，也是此區深層地震相對安靜地區。  

(b) 地震與氡氣徵兆關聯性之研究，目前針對花東縱谷的活動斷

層區，於地震前多次記錄安通溫泉地下水氡、甲烷及乙烷等

氣體濃度同時下降，與地震發生時安通觀測井所在地區體積

應變量有關，震時地殼呈現東北 -西南向拉張應變，西北 -東

南向則為壓應變量。  

(c) 針對本島東部花崗岩體設置的 3座GPS連續監測站，已累積

近2年地殼變動監測資料，仍明顯呈現整體區域性沉陷趨勢。 

(d) 以和平溪沖積扇之歷史衛星影像立體對，完成代表性河海域

的數值地形模式，針對此河段與大清水斷崖相交處所呈現的

平坦地形，顯示並無大清水斷崖的構造線在此沖積扇上形成

的構造地形；此外河口剖面呈現階狀地形，可能反映長期受

古海水面侵蝕的影響。後續計畫將蒐集震測剖面以了解大清

水斷崖是否通過此沖積扇，以及萬年以來海水上升的震層記

錄。  

 

4.2.4.2.4.2.4.2. 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    
102年度研究成果主要展現我國目前處置概念下之工程障壁系統

設計需求，做為後續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發展之基礎，研究成果針對

工程障壁系統如：廢棄物罐（由銅外殼及鑄鐵內裡所組成）、緩衝材

料（純膨潤土）及回填材料（由膨潤土與岩屑混合）等，進行功能需

求及設計概念說明。另初步探討國際間有關膨潤土自然類比資訊，分

析以膨潤土做為緩衝材料時，受處置場周圍環境影響下之長期穩定特

性，由初步研究成果得知，利用自然界中的成岩作用類比資訊探討膨

潤土伊利石化現象，溫度為影響膨潤土伊利石化的重要因子，而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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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熱作用影響下，發生在高放射性廢棄物或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

的膠結狀況與可能性，目前尚未有相關且適合的研究。緩衝材料於處

置孔中，遇水回脹擠壓至周圍岩體裂隙中之行為，由靜水試驗分析結

果得知，試體膨潤土之含量越高 (密度越高 )，入侵至裂隙中的距離越

長，在流水試驗分析結果得知，較小的開口裂隙 (0.3 mm)因水流造成

膨潤土試體之侵蝕行為，較大之裂隙 (0.5~1.5 mm)則無侵蝕現象，研

究成果如3.2.7.5節所述，此項研究成果可做為未來進行我國工程障壁

試驗設計之參考。其餘章節依據過去研究成果，以 SNFD2017章節標

題進行編排，以做為未來 SNFD2017報告內容之基礎。  
 

4.3.4.3.4.3.4.3. 安全評估安全評估安全評估安全評估    
4.3.1.4.3.1.4.3.1.4.3.1. 變異情節變異情節變異情節變異情節    
4.3.1.1.4.3.1.1.4.3.1.1.4.3.1.1. 洪水情節發展洪水情節發展洪水情節發展洪水情節發展    

102年度依據 101年度綜合分析台灣地區抬升 /沉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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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洪水變異情節之成果。本年度研究假設一合理之地質

環境斷面，並劃分出若干矩陣區塊，列舉洪水變異情節分析因素適當

的組合，探討虛擬場址可能變遷之方向與相對應之地質環境，建構虛

擬場址變遷之概念模型，並以一般觀點分析有關地質環境之條件予以

歸納為 4類，有關參數 12項，定性論述個別矩陣區塊地質環境條件，

完成海洋外釋評估概念模式。  
 

4.3.1.2.4.3.1.2.4.3.1.2.4.3.1.2. 地震情節發展地震情節發展地震情節發展地震情節發展    
此外，在台灣地區地震特性分析方面，綜合臺灣地區地震活動特

性之研究成果，臺灣的地震活躍帶大致可分為西部、東部及東北部 3
個地震帶。西部之震源分布主要為集中於斷層構造區附近，雖然大規

模的地震活動鮮少發生，但震源深度較淺將不利於地下設施建置及維

護。東部及東北部地區地震個數多且大規模地震活動發生頻繁，近陸

區中大型地震對地下設施之威脅性將遠高於外海構造區，惟本計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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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地震網觀測站初步觀測結果，東部花崗岩體具有深層地震相對安靜

區，此現象仍需持續觀測。由於東部及東北部岩體屬火成岩類，西部

則為沈積岩類，淺層地震對 2種岩類影響程度尚須進一步研究。整體

而言，臺灣西部的北港與觀音重力高區以及在臺灣東部花東縱谷中段

西側的地震偏少，臺灣地區每年累積地震平均規模約為 7。  
本研究透過國內外震後岩石隧道破壞案例之蒐集與整理，並以集

集大地震為主要案例，針對隧道受損之特性以及型態，探討岩石隧道

受震破壞模式與機制，統整之結論與建議如下：  
(1) 隧道損害以襯砌龜裂為最多，其次為洞口邊坡坍滑及襯砌剝落。

但整體而言，隧道受損情況仍較地表結構物輕微。  
(2) 岩石隧道受震破壞機制主要包括地盤震動、斷層錯動及地盤破

壞。  
(3) 岩石隧道破壞型態大致可分為以下 8種： (a)襯砌遭斷層剪切破

壞；(b)隧道因邊坡坍滑破壞；(c)襯砌縱向龜裂；(d)襯砌橫向龜

裂； (e)襯砌單側斜向龜裂； (f)襯砌環狀斜向龜裂； (g)底板 (路
面 )龜裂或隆起； (h)側壁向內擠壓變形。  

(4) 岩石隧道受震穩定性之影響因素主要包括： (a)隧道承受地震之

大小、 (b)隧道周圍地層特性與 (c)隧道結構抗震能力等3方面。  
 
4.3.2.4.3.2.4.3.2.4.3.2. 安全評估的可信度安全評估的可信度安全評估的可信度安全評估的可信度    

由功能與安全評估發展歷年研究成果彙編結果，關於用過核子燃

料處置計畫功能與安全評估技術發展建議後續宜考慮以下事項：  
(1) 配合場址調查技術成果與設施設計的改良，落實評估技術的應用

與驗證。  
(2) 安全評估未來技術發展方向應致力於健全性與合理性的強化，亦

即做整體性的考量，廣泛納入各種可能的論證，釐清可能的疑

慮，確保長期的處置安全。  
(3) 安全評估技術發展的後續課題，在技術細節層面應朝效率與精確

努力，亦即計算得更快速更準確。而作業上要加強前端參數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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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計算過程的品保以及輸出結果不確定性說明，以增進公眾對

於安全評估技術的信心。  
4.3.2.1.4.3.2.1.4.3.2.1.4.3.2.1. 天然類比研究天然類比研究天然類比研究天然類比研究    

 關於天然類比研究，則初步探討國際間有關膨潤土自然類比之

資料，瞭解以膨潤土做為緩衝材料時受環境影響下其長期穩定性能之

特性，應持續探討國際間之緩衝材料之天然類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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