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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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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2006 年 7 月

核備 )規劃於 2017 年提報之階段成果報告，內容涵蓋：(1) 臺灣用過

核子燃料管理策略與處置計畫；(2) 處置系統與安全概念；(3) 地質

環境；(4) 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5) 安全評估；(6) 選址技術與安

全標準； (7) 結論與未來發展等七個章節。  

本報告係彙整歷年計畫至 2016 年的研究成果，作為 SNFD2017

報告第 3 章 (臺灣地質環境 )內容論述的支援報告；依據 SNFD2017 報

告第 3 章核備的章節架構，本報告包含： (1)區域環境地質； (2)地質

處置合適性研究； (3)深層地質特性等 3 個主要章節。  

本報告的撰寫目標有二： (1)臺灣能否找到合適的花崗岩進行地

質處置 ? (2)臺灣是否具備深層地質特性調查評估的技術可行性 ?因

此，本報告之撰寫係以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需求之目標為導向，

彙整並評估最新之相關地質環境資訊與技術。  

由於臺灣位處環太平洋火環帶，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之候選

場址篩選的天然因子包括：火山活動、斷層活動、地震影響性、泥貫

作用、抬升或沉陷、氣候及海水面變遷等，以及避免後代人類可能入

侵處置設施的礦產、油氣及地下水等天然資源。  

臺灣曾探討過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的潛在處置母岩包括：花崗

岩、泥岩及中生代基盤岩，其中花崗岩主要分布於臺灣西部離島及本

島，因其同時具備地質穩定性及工程可行性，故被列為優先調查評估

的潛在處置母岩。在僅考量地質條件情況下，除臺東大崙岩體外，其



 

 

餘花崗岩體至今均未發現法規禁止的天然因子，具備足夠的岩體尺寸

及地質特性，可供進行用過核子燃料的最終處置，這些岩體包括：  

(1) 西部離島，如金門、烏坵、馬祖等地的花崗岩體；其中，金門島

因現有法規限制，已被排除於可能處置地區。  

(2) 臺灣本島東部，如源頭山、飯包尖山、和平、開南岡等花崗岩體。 

 

本報告以金門地區的技術研究成果，包括概念模式建立、地質鑽

探、孔內試驗分析、離散裂隙網路建立等技術，特別針對地下岩體及

主要導水裂隙的分布，系統化地彙整編撰成 SNFD2017 參考案例之地

質概念模式及特性數據 (詳附件 A)，說明臺灣已具備深層地質特性調

查與資料解析能力。  

針對臺灣地質處置設施的場址篩選作業， SNFD2017Ch3 報告認

為「處置的安全性」、「民眾的接受度」，及「階段性的場址篩選及

回饋修正程序」，是篩選與確認場址過程中的 3 大基本原則，並依據

臺灣特性，提出排除 (exclusion)及評選 (assessment)等 2 類的場址篩

選因子。  

 

 

關鍵字： SNFD2017 報告、潛在處置母岩、地質環境、處置合適性、

深層地質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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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ical Feasibility Assessment Report on Spent Nuclear Fuel 

Final Disposal”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SNFD2017 report) is the 

scheduled 2017 stage report required in the “Spent Nuclear Fuel 

Final Disposal P lan”  of Taiwan (approved and put on record in July,  

2006).  The content of SNFD2017  report  includes 7 chapters: (1) 

High-Level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in Taiwan; (2) The 

Geological  Disposal System and Safety Concept; (3) Th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aiwan; ( 4) Repository Design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5) Safety Assessment; (6) Technical Basis for Site 

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afety Standards; and (7) Conclusions 

and Future R&D Requirements.  

This report is the compilation of all  R&D results up to 2016 as a 

supporting report for the Chapter 3 (Th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aiwan) of SNFD2017 report.  Based on the approved structure of the 

Chapter 3,  this report includes 3 main sections: (1) Introduction; (2) 

Feasibility of siting a repository in Taiwan ; and (3) Geosynthesis.  

The purposes of this report are to ascertain: (1) whether a 

scientifically suitable grani tic rock body for geological final disposal 

could be indentified in Taiwan or not; and (2) whether Taiwan’s 

techniques are feasible for deep ge 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Thus,  

this report presents the most recently availabl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o address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final disposal of high level radioactive waste  in 

Taiwan.  



 

 

Taiwan is located in the Pacific Ring of Fire; therefore,  the 

nature factors considered in the siting for the final disposal of high 

level radioactive waste  include: volcanism, faulting,  seismicity,  

diapirism, uplift/subsidence /denudation, and climate and sea level 

changes.  Moreover,  the site should avoid the area that  has potential 

for future mining exploration of nature resources,  such as natural 

gas and groundwater.  

The potential  host rocks for the spent nuclear fuel  final  disposal 

includes granite,  mudstone,  and Mesozoic basement ro cks.  The 

granite bodies,  mainly distributed at the western offshore islands  

and Taiwan Island, are geologically stable and technologically 

feasible.  Thus,  the granite is  the first  rock type to be evaluated as the 

potential host rock.  Exclusively considerin g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ll  granite bodies (except for the D alun Granite in 

Taitung) are suitable and large enough for the spent nuclear fuel  

final disposal.  The interested granite bodies include:  

(1) Granite bodies in western offshore islands including Kinmen,  

Wuchiu, and Matsu Islands; however,  Kinmen Island is protected 

by law and excluded from selection.  

(2) Granite bodies of Yuantoushan,  Fanpaochienshan, Heping, and 

Kanagan in the eastern Taiwan Island.  

 

The R&D works conducted in the Kinme n Island,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eological  conceptual models,  borehole drilling,  

downhole experiments,  discrete fracture network simulation, etc. ,  

had been developed to investigate and verify the underground 

distributions of rock bodies and the maj or water-conducting 

features.  The R&D results were compiled to construct the geological  

conceptual model and characteristic data of the SNFD2017 reference 

case (detailed in appendix A)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deep ge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techniques are  feasible in Taiwan.  

This report recognized that disposal safety,  public acceptance,  

and stepwise siting with feedback improvement mechanism are the 



 

 

three major principles,  and proposed exclusion factors and 

assessment factors for the sitting of geological  disposal facility in 

Taiwan.  

 

 

Keywords:  SNFD2017 report,  Potential  host rock,  G eological  

environment,  Feasibility,  Geosyn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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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清單 

 
Abbreviation 

/ Acronym 
Type Annotation 註解說明 

ABWR Reactor Advance Boiling Water Reactor 進步型沸水式反應器 

AECTW Organization Atomic Energy Council, Taiwan 原子能委員會，核能主管機關 

ALT Terminology Satellite Altimetry Data 衛星測高數據；測高衛星所測到海面的絕

對高程數據 

BOMTW Organization Bureau of Mines,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Taiwan 

經濟部礦務局 

BP Unit Before Present (1950 CE) 年代表示方式；相對於公元 1950 年以前

的年代，參考地質科學之 C14 定年的基準年

代用法 

BWR Reactor Boiling Water Reactor 沸水式反應器 

CE Unit Common Era 年代表示方式；公元 

CGS Organization 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CNFZ Location Changle-Nanao Deep Fault Zone, China (圖 

3-2) 

長樂-南澳深斷裂帶(圖 3-2)，舊稱

PDFZ。 

CPC Organization CPC Corporation, Taiwan  台灣中油公司 

CWB Organization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aiwan 中央氣象局 

DBD Terminology Deep Geological Disposal - Borehole type; 
radioactive waste is proposed to be 
disposal at 3,000 m to 5,000 m deep 
underground. 

深孔式深層地質處置，預期處置深度為

3,000 m 至 5,000 m。 

DFN Terminology Discrete Fracture Network 離散裂隙網路 

DTD Terminology Deep Geological Disposal – Tunnel type; 
radioactive waste is proposed to be 
disposal at 300 m to 1,000 m deep 
underground. 

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預期處置深度為

300 m 至 1,000 m。 

DTDPT Terminology Direct Time Domain Particle Tracking 
Method 

直接時間質點追蹤法 

EPATW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aiwan 

環保署 

EAP Location Eurasian Plate (圖 3-2) 歐亞板塊(圖 3-2) 

EBS Terminology Engineered Barrier System 工程障壁系統；由廢棄物罐、緩衝回填材

料、處置隧道及其封閉設計等工程設施及

材料所組成 

ECS Location East China Sea (圖 3-2) 東海(圖 3-2) 

EDZ Terminology Excavation Damage Zone 開挖擾動帶 

FCMA Organization Fuel Cycle and Mater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Atomic Energy Council, Taiwan 

原能會物管局；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

性物料管理局；核能管制及管理機關 

FTD-Ap Terminology Fission-track dating age (MaBP) of Apatite 磷灰石核飛跡定年數值；核飛跡定年法所

得之岩樣中磷灰石礦物的封存年代 

FTD-Zrn Terminology Fission-track dating age (MaBP) of Zircon 鋯石核飛跡定年數值；核飛跡定年法所得

之岩樣中鋯石礦物的封存年代 

GDF Terminology Geological disposal facility (GDF); a facility 
designed and constructed for the final 
disposal of high-level radioactive waste 
based on deep geological disposal concept 
(e.g., DTD or DBD). 

地質處置設施(Geological Disposal Facility, 

GDF)係指根據深層地質處置方式(例如

DTD 或 DBD)，針對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需求，所設計、規劃及建造之處置設

施。 

GPS Terminology Global Position System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HCBH01 Location Borehole’s ID #01 in the H area (圖 3-78)  地質探勘孔，編號 HCBH01，其位置請參

考圖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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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 Terminology Hydraulic Fracturing Method for Rock’s 
Stress Measurement 

現地應力量測之水力破裂法 

HLWR Terminology High-level Radioactive Waste from SNF’s 
Reprocessing  

SNF 之再處理萃取殘餘物 

HTPF Terminology Hydraulic Tests on Pre-existing Fractures 
Method for Rock’s Stress Measurement 

現地應力量測之既存裂隙水力法 

IAEA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國際原子能總署 

ISRM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Rock Mechanics 國際岩石力學學會 

kaBP Unit Thousands of Years Before Present 
(Present = 1950)  

時間單位；距今千年 

KMBH01 Location Borehole’s ID #01 in the K area (圖 

3-111) 

地質探勘孔，編號 KMBH01，其位置請參

考圖 3-111。 

KMBH02 Location Borehole’s ID #02 in the K area (圖 

3-111) 

地質探勘孔，編號 KMBH02，其位置請參

考圖 3-111。 

KMBH03 Location Borehole’s ID #03 in the K area (圖 

3-111) 

地質探勘孔，編號 KMBH03，其位置請參

考圖 3-111。 

KMBH04 Location Borehole’s ID #04 in the K area (圖 

3-111) 

地質探勘孔，編號 KMBH04，其位置請參

考圖 3-111。 

KMBH05 Location Borehole’s ID #05 in the K area (圖 

3-111) 

地質探勘孔，編號 KMBH05，其位置請參

考圖 3-111。 

KMBH06 Location Borehole’s ID #06 in the K area (圖 

3-111) 

地質探勘孔，編號 KMBH06，其位置請參

考圖 3-111。 

KST Location Kueishantao Island, Taiwan, a volcanic 
island (圖 3-3) 

龜山島(圖 3-3) 

KVG Location Keelung Volcano Group, Taiwan (圖 3-3) 基隆火山群(圖 3-3) 

KYH Location Kuanyin Gravity High (圖 3-3) 觀音重力高區(圖 3-3) 

LEAC Geology NLZA and EAP Arc-Continent collision 
driven by PSP northwestward movement 
since 5 MaBP 

臺灣地區約 5 MaBP 來，因菲律賓海板塊

的西北向持續運動，發生於北呂宋島弧與

歐亞板塊的弧陸碰撞造山運動，至今仍在

進行中；簡稱北呂宋島弧與歐亞板塊的弧

陸碰撞造山運動。 

LGM Geology Last Glacial Maximum (ca. 20 kaBP) 末次冰盛期，距今約 20 kaBP 

MaBP Unit Millions of Years Before Present (1950) 時間單位；距今百萬年 

MBS Terminology Multi-barrier System, MBS = EBS + NBS 多重障壁系統；由工程障壁系統及天然障

壁系統組成 

MLT Location Manila Trench 馬尼拉海溝 

MWCF Terminology Major Water-conducting Feature in rock. 
The major transport feature of nuclide in 
rock while EBS lose its containment 
function. 

岩體中的主要導水裂隙，是 EBS 喪失圍阻

核種功能後，核種在地層的主要傳輸通

道。 

NBS Terminology Natural Barrier System 天然障壁系統；由處置母岩及其地質環境

所組成 

NLZA Location North Luzon Arc (圖 3-2) 北呂宋島弧(圖 3-2) 

NLZA-E Location Eastern Volcanic Chain of NLZA (圖 3-20) 北呂宋島弧之東火山島鏈(圖 3-20) 

NLZA-W Location Western Volcanic Chain of NLZA (圖 3-20) 北呂宋島弧之西火山島鏈(圖 3-20) 

NTVZ Location Northern Taiwan Volcanic Zone (圖 3-2) 臺灣北部火山區(圖 3-2) 

OT Location Okinawa Trough (圖 3-2)  沖繩海槽(圖 3-2) 

PDFZ Location Pingtan-Dongshan Deep Fault Zone, China  平潭-東山深斷裂帶 

PDMB Location Pingtan-Dongshan Metamorphic Belt, 
China (圖 3-2)  

平潭-東山變質帶，舊稱 PDFZ。(圖 3-2) 

PKH Location Peikang Gravity High (圖 3-2) 北港重力高區(圖 3-2) 

PSP Location Philippine Sea Plate (圖 3-2) 菲律賓海板塊(圖 3-2) 

PWR Reactor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 壓水式反應器 

QRVF Location The Quaternary Ryukyu Volcanic Front (圖 

3-2)  

第四紀琉球火山前緣(圖 3-2) 

RKA Location Ryukyu Arc (圖 3-2) 琉球島弧(圖 3-2) 

RKT  Location Ryukyu Trench (圖  3- 2) 琉球海溝 (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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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R Terminology Rock Mass Rating 南非岩體分級評分系統 

SCP Location South China Sea Plate (圖 3-2) 南中國海板塊(圖 3-2) 

SCMB Location Southeastern Coast Magmatic Belt, China 
(圖 3-2 and 圖 3-15) 

華南濱海火成帶(圖 3-2 及圖 3-15) 

SCS Location South China Sea (圖 3-2) 南中國海(圖 3-2) 

SFDM Terminology Single Fracture Dispersion Model  單一裂隙延散模式 

SNF Terminology Spent Nuclear Fuel 用過核子燃料 

SNFD2009 Terminology Preliminary Technical Feasibility Study 
Report for Final Disposal of Spent Nuclear 
Fuel in Taiwan (referred to as the 
SNFD2009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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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FD2017 Terminology Technical Feasibility Report for the Final 
Disposal of Spent Nuclear Fuel in Taiwan 
(referred to as the SNFD2017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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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FDPlan Terminology The Spent Nuclear Fuel Final Disposal 
Plan, Taiwan 

臺灣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 

SNFDProject Terminology All R&D projects implemented in Taiwan 
for the final disposal of SNF 

臺灣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的相關研究

計畫，簡稱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研究計

畫。 

SpiderGram Geology The primitive mantle-normalized 
incompatible element diagram; see 
annotation of 圖 3-137. 

一種用以探討岩漿演化和分異情形的微量

元素分布圖；詳圖 3-137 之圖說。 

SPOT Location The Southernmost Part of Okinawa Trough 
(圖 3-2)  

沖繩海槽最南端(圖 3-2) 

TAS Geology Total Alkaline versus Silica diagram; see 
annotation of 圖 3-137. 

一種用以分類火成岩岩性的化學組成圖；

詳圖 3-137 之圖說。 

tHM Unit Tons of heavy metal 重量單位；噸 

TCMB Location Tananao Complex and Metamorphic Belt, 
Taiwan (圖 3-2)  

臺灣大南澳變質雜岩帶(圖 3-2) 

TG Terminology Tide Gauge Data (圖 3-41) 驗潮站所測到海面相對於陸地之相對高程

變化的數據(圖 3-41) 

TGC Terminology TG with vertical motion correction 經過垂直變動修正的 TG 數據 

TNB Location Tainan Basin (圖 3-3) 臺南盆地(圖 3-3) 

TPC Organization Taiwan Power Company  台灣電力公司 

TSB Location Taishi Basin (圖 3-3) 臺西盆地(圖 3-3) 

TVG Location Tatun Volcano Group, Taiwan (圖 3-3) 大屯火山群(圖 3-3) 

WEP Location The Western Edge of the northward 
subducting PSP in northern Taiwan (圖 

3-2) 

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至臺灣北部地區的

西部邊緣線(圖 3-2) 

WRATW Organization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經濟部水利署 

 

 



 

 1-1 

 

1.   前言 

 

1.1. 臺灣核電及用過核子燃料預期數量及現況 

臺灣自 1978 年開始利用核能發電，目前共有 3 個運轉中的核電

廠，核能總發電裝置容量為 5.14 GW，約佔臺灣總發電裝置容量的

10.56%(圖  1-1)：  

(1) 迄今運轉中的機組共有核一、二、三廠的 6 部核能機組，其中，

核一 (金山電廠 )、二廠 (國聖電廠 )之 4 座機組的反應器類型為沸

水式反應器 (Boiling Water Reactor ,  BWR)，核三廠 (馬鞍山電廠 )

的 2 座機組類型為壓水式反應器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  

PWR)。  

(2) 目前尚未運轉的核四廠 (龍門電廠 )，亦有 2 部機組，其反應器類

型 均 為 進 步 型沸 水 式 反 應 器 (Advance Boiling Water Reactor ,  

ABWR)；臺灣於 2014 年 4 月 28 日宣布核四廠經過安檢後，暫

時封存，核四廠於 2015 年 6 月完成封存程序。  

 

臺灣用過核子燃料 (Spent Nuclear Fuel ,  SNF)的預期產出數量及

現有數量，摘述如下：  

(1) 若核一、二、三及四廠的 8 部機組，依規劃運轉 40 年，則臺灣

預估將會產生約 7,714 tHM 的用過核子燃料 (圖  1-1)。  

(2) 若是核四廠不運轉，但核一、二、三廠的 6 部核能機組，依規劃

運轉 40 年，則將會產生約 5,048 tHM 的用過核子燃料 (TPC,  2011, 

c4p2)(台電公司 2017 年重新估算結果為 4,913 tHM)。  

(3) 臺灣已歷經數十年的核能發電運轉，至 2016 年 5 月已累計產出

超過 3,643 tHM 的用過核子燃料，目前均分別妥善貯存於各反應

爐旁的燃料池 (冷卻水池 )中，用以冷卻其餘熱，以利進行後續的

相關管理作業 (如中期貯存、再處理、最終處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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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臺灣放射性廢料管理策略及法令規範 

臺灣的管理策略，係依循「放射性廢料管理方針」的規範而進行，

策略主軸摘述如下：  

(1) 放射性廢料之處理、運送、貯存、最終處置及處理、貯存設施之

除役，應以目前可行技術為基礎，針對我國實際需要，繼續研究

發展，以確保安全 (方針第二條 )。  

(2) 放射性廢料之最終處置，採境內、境外並重原則，積極推動；不

論境外是否可行，仍應在境內覓妥處置場址備用 (方針第八條 )。 

 

臺灣法規明確定義備供最終處置的高放射性廢棄物 (High Level 

Waste,  HLW)包含備供最終處置之用過核子燃料及其經再處理產生之

萃取殘餘物 (High- level Radioactive Waste from SNF’s Reprocessing ,  

HLWR)，且其最終處置必須採深層地質處置的方式；臺灣現有的相關

法規規範，摘述如下：   

(1) 高放射性廢棄物，係指備供最終處置之用過核子燃料或其經再處

理產生之萃取殘餘物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行細則第 4 條 )。  

(2) 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應採深層地質處置之方式 (高放射性廢

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第 3 條 )。  

 

1.3. 用過核子燃料及再處理萃取殘餘物的特性差異及安全管理重點 

用過核子燃料及再處理萃取殘餘物的衰變熱、輻射強度及體積大

小，是安全管理的 3 大考量重點；兩者的差異特性，說明如下：  

(1) 用過核子燃料及再處理萃取殘餘物經 40 年後，兩者的衰變熱約

差 250 W/tHM (圖  1-2-(a)及圖  1-3-(a))。  

(2) 用過核子燃料的輻射劑量，約需 30 萬年，才會衰退至天然鈾礦

背景值 (NUMO, 2004, p10; IPFM, 2011, p8)  (圖  1-2-(b))。  

(3) 再處理萃取殘餘物的輻射劑量，僅需約 3 千年，即可回到天然鈾

礦背景值 (圖  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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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處理萃取殘餘物的體積，約僅為用過核子燃料的 39% (表  

1-1)；體積少且衰變熱小，故其最終處置所需的岩體開挖體積較

小。  

 

亦即，再處理萃取殘餘物的最終處置，相對比用過核子燃料容易

(放熱少、體積小 )，且更快衰退回歸天然鈾礦背景值，然而：  

(1) 再處理過程可能會涉及核武擴散危機問題 (EPRI,  2010,  c1p28)。

臺灣目前並未在國土境內進行用過核子燃料的再處理。  

(2) 臺灣已取得美國同意 (台美核能和平利用合作協定； 2013 年 12

月 20 日，p15–17)，可送往符合國際保防協定的國家進行再處

理。  

 

臺灣保留用過核子燃料再處理策略的彈性，但截至 2016 年 6 月，

尚未實際進行任何用過核子燃料的境外或境內再處理作業，因此，針

對臺灣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的相關研究，目前的主要研究對象仍

僅為用過核子燃料。  

 

1.4.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與地質處置設施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的基本要求是選擇適當的環境，進行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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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由於用過核子燃料中所含的部分放射性核種，其半衰期可能長達

數十萬年 (圖  1-2-(b))，且部分核種為阿伐 (α)發射體，對人體具

長期潛在的輻射危害，因此，審慎尋找共同認可且適用於各國天

然條件的最終處置方式，一直是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技術發展

的關鍵重點。  

(2) 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 (Deep Geological  Disposal –  Tunnel type,  

DTD)、深孔式深層地質處置 (Deep Geological  Disposal - Borehole 

type, DBD)、海床處置、隱沒帶處置、冰層處置、井注處置及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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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處置，是幾種曾被各國考慮的最終處置方案 (圖  1-4)(Nirex，

2005, p18-26)；上述這些方案，經過國際間多年的研究後：  

(a) 深層地質處置是較適用於各國不同天然條件的最終處置方

式，故成為國際間廣泛研究的最終處置方式 (NEA, 2010; 

Ketner,  2014, p2)。  

(b) 針對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方案，芬蘭已於 2015 年成功取得

最終處置設施的場址建照；瑞典亦正申請中。  

(c) 針對深孔式深層地質處置方案，近年來已逐漸成為美國及英

國等國家的研究重點 (Hippel and Hayes,  2010, p16; Ketner,  

2014, p2)。  

 

地質處置設施 (Geological  Disposal Facility ,  GDF)係指根據深層

地質處置方式，例如：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 (Deep Geological  Disposal 

–  Tunnel type, DTD) 或 深 孔 式 深 層 地 質 處 置 (Deep Geological  

Disposal - Borehole type,  DBD)，針對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需求，

所設計、規劃及建造之處置設施。  

 

1.5.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及階段性目標 

依照「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與「施行細則」之相關規定，台灣電

力公司 (Taiwan Power Company,  TPC)於 2004 年底提出「用過核子燃

料最終處置計畫書」 (The Spent Nuclear Fuel Final Disposal Plan, 

Taiwan, SNFDPlan) ， 經 奉 原 能 會 物 管 局 (Fuel Cycle and Mater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Atomic Energy  Council of Taiwan, FCMA)於

2006 年 7 月核定 (TPC, 2006)。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的內容，

依法每 4 年修訂，台灣電力公司已分別於 2011 年 1 月與 2015 年 3

月取得原能會物管局的核備修定 (TPC, 2011, 2015)。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係參考國際發展經驗，採用階段式的

計畫推動方式 (IAEA, 2011,  p31; NEA, 2013,  p53)，以期妥善進行計畫

的推動、提昇民眾的接受度，並保留決策的彈性。用過核子燃料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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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計畫全程工作之規劃時程長達數十年，包含 5 個具備明確目標的

任務階段 (圖  1-5)(TPC,  2006,  t6.1)：  

(1)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 (2005 年至 2017 年 ) 

(2) 「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階段」 (2018 年至 2028 年 ) 

(3) 「場址詳細調查與試驗階段」 (2029 年至 2038 年 ) 

(4) 「處置場設計與安全分析評估階段」 (2039 年至 2044 年 ) 

(5) 「處置場建造階段」 (2045 年至 2055 年 ) 

 

根據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的規劃 (圖  1-5)，現階段名稱為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此階段的核定目標 (TPC, 

2006, t6.1) 為：  

(1) 完成我國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並建議候選場址調查區

域。  

(2) 建立潛在處置母岩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  

 

為確保本階段的目標能順利達成，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設

定兩個重要里程碑 (TPC,  2006,  t6.1)，分別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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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簡稱 SNFD2009 報告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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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簡稱 SNFD2017 報告 )」。  

 

臺灣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的相關研究計畫，本報告以下簡稱用

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研究計畫。台灣電力公司彙整歷年來用過核子燃

料最終處置研究計畫的研究結果與國內外相關資訊，於 2009 年如期

提報 SNFD2009 報告至原能會物管局，歷經原能會物管局及各界學者

專家的審查，順利於 2010 年 7 月獲得原能會物管局同意核備並上網

公告 (TPC, 2010)：  

(1) SNFD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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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評估」等技術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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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電力公司依核備之 SNFD2009 報告內容，據以修訂用過核子

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於 2011 年 1 月獲得原能會物管局核定公告

(TPC,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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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SNFD2017報告架構及目標 

原能會物管局為督促台灣電力公司積極推動用過核子燃料最終

處置計畫，確保有效逹成階段目標，原能會物管局廣邀國內核能、地

質、水文、土木等領域之學者專家，針對 SNFD2017 報告的架構內容

及其研發要項進行討論，並逹成下列共識 (會議記錄編號 SNFD-FCMA-

MM2011-0222 & 1122)：  

(1) SNFD2017 報告應說明 3 項階段性目標的達成度，包括：  

(a) 臺灣能否找到合適的花崗岩進行地質處置 ? 

(b) 臺灣地質處置工程技術能力是否完備 ? 

(c) 臺灣地質處置設施長期安全性之評估。  

(2) SNFD2017 報告應參考國外做法，規劃執行國際同儕審查 (peer 

review)，使報告的品質可以達到國際水準，並藉以向國人展示我

國是否具備最終處置所需的技術能力。  

(3) 鑑於我國與日本的地質環境相近，日本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研究之

H12 報 告 ( 以 下 簡 稱 日 本 H12 報 告 )(JNC, 2000) ， 與 臺 灣

SNFD2017 報告階段相當，SNFD2017 報告參照日本 H12 報告章

節架構及研發要項，可讓 SNFD2017 報告順利與國際接軌，亦有

助於檢驗臺灣現階段處置技術發展情形，並釐清後續技術發展方

向。  

(4) SNFD2017 報告應採任務目標導向，詳細規劃工作計畫項目，並

依工作計畫需要，核實編列所需經費，以確保階段目標之逹成。 

(5)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研究計畫應廣納國內專家的參與，提昇計

畫的品質，藉由計畫的推動培養國內的專業能力。另亦應加強資

訊公開與公眾溝通事宜，以有效提升民眾對國內解決用過核子燃

料安全處置之信心。  

 

針對 SNFD2017 報告內容，簡言之：  

(1) SNFD2017 報告將參照國際發展經驗，系統化評估國內的處置潛

能，並依據研究成果評估處置技術可行性，以作為下一階段「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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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場址評選與核定階段」 (2018 年至 2028 年 )工作規劃之基礎，

並作為後續民眾溝通所需的基礎資料。  

(2) 參考日本 H12 報告內容，SNFD2017 報告將聚焦於技術可行性的

說明；至於，本階段「建議候選場址調查區域」之階段目標，將

另案研提送主管機關備查 (SNFD-FCMA-MM2014-0505)。  

(3) 參考日本 H12 報告內容架構，表  1-2 為原能會物管局公告之

SNFD2017 報告的章節架構。  

 

1.7.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研究計畫主題、功能及關聯性 

臺灣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的所有相關研究計畫，本報告簡稱用

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研究計畫。圖  1-6 是臺灣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

置研究計畫之研究主軸、功能及關聯圖，其設計乃參考日本 H12 報告

內容精神，以明確的目標導向方式規劃、執行；共包含 4 大研究主軸，

說明如下：  

(1) 地質處置合適性 (Feasibility of Siting)：  

就科學性而言，不是任何地點均可供考量作為地質處置設施場

址，地質環境的合適性與否，是首要關鍵：  

(a) 例如，以現今人類科技，要在火山活動地區，建置符合安全

要求的地質處置設施，有工程施作上的困難。  

(b) 臺灣位處於環太平洋火環帶，無法避免火山及板塊運動影

響，但用過核子燃料是臺灣既存的事實，臺灣無法逃避或豁

免其最終處置責任。  

(c) 地質環境合適性的研究重點，主要在搭配不同的處置概念，

排除明顯不適合地區，作為將來評估及決定地質處置設施場

址之科學性論證基礎。  

(d) 考量的天然因子，將因各國地質環境或處置概念的不同，而

有所不同；例如，若臺灣將來決定採用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

概念，則抬升或沉陷、海水面變遷等因子為必須考量的天然

因子。  

(2) 安全評估 (Safety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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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任何一個地區是否適合作為地質處置設施場址，除了關鍵性

的民眾接受度外：  

(a) 就科學技術是否可行的角度而言，必須透過所謂的安全評

估，針對所規劃的處置概念設計、工程技術與地質條件，量

化說明地質處置設施的整體安全性是否符合法規的規範標

準。  

(b) 安全評估工作，必須搭配處置設計及地質條件特性，方能完

成評估工作。  

(c) 本質上，地質條件的掌握、處置概念的設計及安全評估的代

表性，三者必須透過不斷的精修與回饋修正，方能逐步取得

具備科學說服力的工作成果。  

(d) 安全評估的量化結果，是評估候選場址的合適性及申請地質

處置設施建照的關鍵資訊。  

(3) 處 置 設 計 與 工 程 技 術 (Repository Design and E ngineering 

Technology)：  

(a) 針對地質處置設施的工程概念設計，臺灣目前考量坑道式深

層地質處置概念，並直接採用瑞典核燃料及廢料營運公司

(SKB)之工程障壁系統 (KBS-3)的處置設計。  

(b) 相關的設計工作，必須搭配地質條件特性，方能完成設計工

作。  

(4) 深層地質特性的地質合成 (Geosynthesis)：  

(a) 針對特定的處置概念設計需求，以及安全評估的考量重點，

透過對深層地質特性的了解，彙整並建構所需的地質概念模

式及特性參數，簡稱地質合成。  

(b) 地質合成的重點，是根據對深層地質特性與相關天然因子之

影響效應的認知，以圖形、文字、數據、數學關係式的方式，

描述相關特性在地下空間的分布特性，及未來的演化趨勢： 

(i) 地質合成的產出，是處置工程設計及安全評估的關鍵資

訊。  



 

 1-10 

(ii) 考量的深層地質特性，包含地下岩體、導水構造、化學

環境、現地應力的性質及分布。  

(c) 在尚無特定地質處置設施候選場址時，地質合成的產出，稱

之為參考案例的地質概念模式。  

(d) 針對特定的地質處置設施候選場址，地質合成的產出，稱之

為場址描述模式 (Site Descriptive Model,  SDM)。  

(e) 在沒有地質處置設施候選場址的現況下，臺灣參考日本 H12

報告架構 (JNC, 2000, c5.5)並參酌 KBS-3 處置概念，建構一

個僅供技術發展需求的模擬案例，稱為 SNFD2017 參考案

例，用以發展相關處置技術：  

(i) SNFD2017 參考案例採用表格化的條列方式，提供包含

相關概念模式、資料及假設條件的說明，供相關研究單

位，儘早共同建立、測試、分享與精修相關處置技術能

力。  

(ii) SNFD2017 參考案例共包含 3 個表格及其對應的輔助說

明文件，此 3 個表的名稱及內容分別為：  

  表一：法規要求及處置概念  

  表二：地質概念模式及特性數據  

  表三：安全評估模式及參數  

其中，表二內容及其詳細建構過程的說明文件，請參考

附件 A。  

 

1.8. 本報告目標及內容重點 

本報告係依據原能會物管局公告之 SNFD2017 報告第 3 章 (臺灣

地質環境 )的章節架構 (詳表  1-2)，彙整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研究

計畫歷年來至 2016 年以前之相關研究成果，作為 SNFD2017 報告相

關內容引用之依據；其內容主要包含：  

(1) 區域環境地質：  

說明臺灣的地質環境特徵、大地構造架構及地質演化特性。  

(2) 地質處置合適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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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位處於環太平洋火環帶的臺灣，針對地質處置設施場址的評

選，所必須考量的天然因子及其相關的研究成果，用以探討地質

處置合適性。  

(3) 深層地質特性：  

針對花崗岩質母岩，根據 SNFD2017 參考案例表二的建置經驗 (附

件 A)，彙整國內現有相關深層地質特性。  

 

本報告內容係特別為關切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的相關人士，如

決策者、科學及工程專業人員、環保團體等，針對地質處置設施

(Geological Disposal Facility,  GDF)的科學性需求，摘要論述臺灣地質

環境的相關特性，並強調跨領域研究成果及資訊的有效傳遞，盡可能

降低艱澀專業術語的使用，期能獲得各領域人士的意見回饋，凝聚社

會共識，尋求共同可接受的最終處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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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臺灣用過核子燃料預定產出數量 

 

NPP3 (馬鞍山)

(PWR -- 951 MWe × 2)

(1984/07;1985/04)

NPP1 (金山)

(BWR -- 636 MWe × 2)

(1978/12; 1979/07)

NPP2 (國聖)

(BWR – 985 MWe × 2)

(1981/12;1983/03)

NPP4 (龍門)

(ABWR – 1350 MWe x 2)
永不運轉! 
NPP4 在安檢後，已進入“封存” 
(2015/06)

SNF(40y) = 1,357 tHM =   7,600 BWR-FA

SNF(60y) = 1,914 tHM = 10,720 BWR-FA 

SNF(40y) = 2,058 tHM = 11,532 BWR-FA

SNF(60y) = 2,894 tHM = 16,212 BWR-FA 

SNF(40y) = 1,633 tHM = 3,912 PWR-FA

SNF(60y) = 2,422  tHM = 5,802 PWR-FA 

SNF(40y) = 2,666 tHM = 14,744 ABWR-FA

SNF(60y) = 3,841 tHM = 21,244 ABWR-FA

總計(NPP1~4)(7.844 GWe):

SNF(40y) =   7,714 tHM

SNF(60y) = 11,071  tHM

最終處置需要的岩體尺寸
      

總計(NPP1~3)(5.144 GWe):

SNF (40y) = 5,048 tHM

SNF(60y) = 7,230  tHM

Source: photos: http://wapp4.taipower.com.tw/nsis/option0-1.asp

Source: amount of expected SNF: TPC (2011, c4p2) [In Chinese:台電公司 (2011)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2010修正版。]

商轉
年份
(Year

-S)

預計
除役
年份
(Year

-D)

反應爐 用過核燃料水池 預計水
池滿載

年份
(Year

-F)
類型

容量
(MWe)

啟動燃
料束
(FA)

批次更換燃
料束
(FA)

容量
(FA)

已存

(FA) (tHM)

NPP1

Unit 1 1978 2018
BWR-4 

(GE)
635 408 ~110 3,083 3,074 528

450 

(剩餘運轉
天數)

Unit 2 1979 2019
BWR-4 

(GE)
635 408 ~110 3,083 3,076 529 2017/05*

NPP2

Unit 1 1981 2021
BWR-6 

(GE)
985 624 ~180 4,398 4,364 734 2016/11*

Unit 2 1983 2023
BWR-6 

(GE)
985 624 ~180 4,398 4,388 738 2017/05*

NPP3

Unit 1 1984 2024
PWR 

(WE)
951 157 ~70 2,160 1,379 551 2025

Unit 2 1985 2025
PWR 

(WE)
951 157 ~70 2,160 1,407 563 2026

總計 5,142 19,282 17,688 3,643

YearS = the year of commercial operation

YearD = the year of planned decommission

YearF = the expected year over the storage pool capacity 

Source: inventory of SNF: AECTW(2016)[In Chinese: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2016)，核能電廠用過核子燃料貯存表，retrieved 2016/06/07 from http://www.aec.gov.tw/核物料管制/管制動態/核電廠管制動態--6_48_169.html]

Source: reactor information: AECTW (2011, Table 3-2 & a1) [In Chinese: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2011)，國際核能安全公約2011年中華民國國家報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中華民國101年3月。]

(2016/06)BWR = 沸水式 (Boiling Water Reactor)

PWR = 壓水式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

GE = 奇異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WE = 西屋公司 (Westinghouse Electric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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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目前臺灣運轉中的 3 座核電廠共有 6 部核能機組，核能總發電裝置容量為 5.14 G We，約佔臺灣

發電裝置容量的 10.56% (B OE TW, 2016,  p81 & p82)。  

  臺灣自 1978 年開始利用核能發電，共建造 4 座核能發電廠，每座發電廠均含 2 部核能機組，但

核四廠至 2016 年 6 月從未運轉：  

  核一廠的 2 部核能機組，類型均為 B WR  (AEC TW,  2011,  t3.2  & a1;  Gira ldo  et  a l . ,  2012,  p23)，

裝置容量均為 636 M W e。  

  核二廠的 2 部核能機組，類型亦均為 BWR (A ECTW,  2011,  t3.2  & a 1;  G iraldo  et  a l . ,  2012,  

p23)，裝置容量均為 985 M We。  

  核三廠的 2 部核能機組，類型均為 PWR  (A EC TW,  2011,  t3.2  & a1;  Gira ldo  et  a l . ,  2012,  p22)，

裝置容量均為 951 M W e。  

  核四廠的 2 部核能機組，類型均為 AB WR  (AECTW,  2011,  t3 .2  & a1;  G iral do  et  a l . ,  2012,  

p27)，裝置容量均為 1,350  M We。臺灣政府於 2014 年 4 月 28 日宣佈核四廠經過安檢後暫

時封存，並於 2015 年 6 月完成核四廠封存程序。  

  臺灣用過核子燃料預估產出數量 (TPC,  2011,  c 4p2)：  

  若核一、二、三及四廠的 8 部機組，依原設計規格運轉 40 年後，臺灣預估將會產生約 7,714 

tHM 的用過核子燃料。  

  若核四廠不運轉，則核一、二、三廠的 6 部核能機組運轉 40 年後，將會產生約 5,048  tHM

的用過核子燃料 (TPC,  2011,  c4p2 )(台電公司 2017 年重新估算結果為 4,913  tHM )。  

  臺灣至 2016 年 5 月，已累計產出超過 3,643 tHM 的用過核子燃料  (AECTW,  2016)，目前均分別

妥善地貯存於各反應器旁的冷卻水池中，用以冷卻其餘熱，以待後續進行相關的處置 (如：中期

貯存、再處理、最終處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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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用過核子燃料之衰變熱及輻射強度隨時間的衰退特性 

 
 

IPFM (2011)[IPFM (2011), Managing Spent Fuel from Nuclear Power Reactors –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Panel on Fissile Materials.]

Werner (2012)[Werner, J.D. (2012), U.S. Spent Nuclear Fuel Storag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R42513.]

(a)

(b)
(IPFM, 2011, p6; Werner, 2012, p12)

(IPFM, 2011,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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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不同燃耗度之用過核子燃料離開反應器後，其衰變熱隨時間的衰退情形 (IPFM , 2011,  p6)：  

  用過核子燃料離開反應器 1 年，衰變放熱速率降低約 10 倍。  

  用過核子燃料離開反應器 10 年，衰變放熱速率降低約 50 倍。  

  用過核子燃料剛離開反應器時，溫度及放射性皆很高，故須進入燃料池 (冷卻水池 )冷卻，至

少 1 年至 5 年 (Werner ,  2012,  p12)；燃料池中的冷卻水扮演降溫及屏蔽輻射的角色。  

  用過核子燃料在燃料池中，需保持適當間隔，以利冷卻水循環，帶走用過核子燃料中的餘熱；

用過核子燃料的排列間隔都經過計算，燃料池一般保持在 50 ℃左右。  

  若用過核子燃料在燃料池內散熱不佳產生局部高溫，可能會導致鋯合金護套破損，高活度放

射物質外洩，污染冷卻水。  

  用過核子燃料經燃料池冷卻至少 5 年後，可利用自然對流冷卻的乾式貯存方式繼續冷卻，以

降低後續處理及最終處置操作的難度。  

(b)  用過核子燃料離開反應器後，其輻射強度隨時間的衰退情形 (IPFM , 2011,  p8)：  

  用過核子燃料離開反應器後 (貯存或最終處置 )，需經數十萬年至百萬年後，其放射性才會衰

變至天然鈾礦的放射強度。  

  雖然用過核子燃料本身的輻射強度，約 30 萬年即可衰退至天然鈾礦背景值，但因在生產核

燃料的過程中，會產生其他更長半衰期的核種，故以整個生命週期而言，必須約百萬年，方

可完全衰退至天然鈾礦背景值。  

  製造 1 噸的核燃料約需要 8 噸的天然鈾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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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再處理萃取殘餘物及用過核子燃料之衰變熱及輻射強度隨時間的衰退特性 

 
 

EPRI (2010)[EPRI (2010), Advanced Nuclear Fuel Cycles –Main Challenges and Strategic Choices,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EPRI (2010)[EPRI (2010), Advanced Nuclear Fuel Cycles –Main Challenges and Strategic Choices,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NUMO (2004)[NUMO (2004), Evaluating Site Suitability for a HLW Repository- Scientific Background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NUMO’s Siting Factors, Nuclear Wast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of Japan (NUMO), NUMO-TR-04-04.] 

核廢棄物衰變熱
(假設再處理前已經過5年冷卻) 

Time (years)

D
e
c
a
y
 h

e
a
t 

(W
/t

H
M

)

Time after vitrification (years)

(a)

(b)

(EPRI, 2010, c4p9)

(NUMO, 2004,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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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再處理萃取殘餘物及用過核子燃料的衰變熱隨時間的衰退特性 (E PRI ,  2010,  c 4p9)  

  圖中用以計算的用過核子燃料為放置於冷卻水池內 5 年的用過核子燃料。  

  圖中用以計算的再處理萃取殘餘物為經再處理過後的玻璃固化體 (E PR I,  2010,  c4p9)。  

(b)  再處理萃取殘餘物及用過核子燃料的輻射強度隨時間衰退情形 (NUMO, 2004,  p10)：  

  計算基礎如下：  

  日本 JNFL 的高放射性玻璃固化體；產生該玻璃固化體的用過核子燃料經放置於冷卻水

池內 4 年後，馬上再處理後所產生之再處理萃取殘餘物的玻璃固化體。  

  天然鈾礦背景值係考量可對應生產 0.8  M TU 之 4.5%濃縮鈾的天然鈾礦背景值。  

  計算結果顯示：  

  再處理萃取殘餘物的輻射強度，約 3 千年，即可衰退至天然鈾礦背景值。  

  用過核子燃料的輻射強度，約需 30 萬年，才能衰退至天然鈾礦背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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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高放射性廢棄物之最終處置可能方式 

 

多重障壁(MBS) = 天然障壁(NBS) + 工程障壁(EBS) 
(圍阻、遲滯及隔離放射性物質於深地層) 

針對高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置，DTD 及 DBD 是目前國際間主要聚焦的深層地質處置方式

謙卑向大自然學習的安全處置概念 !

(b) 深地層處置的天然類比
(天然的地下鈾礦)

450 m

雪茄胡(加拿大)

Bentonite 

backfill

HLW

(SNF or HLWR)

(C) 坑道式的深層地質處置
(Deep Geological Disposal
– Tunnel type, DTD) (d) 深孔式的深層地質處置

(Deep Geological Disposal
- Borehole type, DBD)

NBS

300~1000 m

NBS

EBS

EBS

EBS

* The deepest borehole of Taiwan = 5,863 m @1984; 

min. I.D.        (CPC, 2014, vol. 532, p8)

Ketner (2014)[Ketner, J. (2014), Deep Borehole Disposal of Radioactive Waste and Spent Nuclear Fuel, Waste and Waste Management, NOVA.]

Nirex (2005)[Nirex (2005), The viability of a phased geological repository concept for the long-term management of the UK’s radioactive waste, Nirex Report N/122, United Kingdom.]

Yang et al. (2002): SNFD-ERL-90-179/SNFD-ITRI-TR2002-0179

Yang et al. (2002, ch3) Yang et al. (2002, c3p3)

Ketner (2014, p2)

處置方案(a)
Nirex (2005, p18 to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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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8 種曾被討論過的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方式 (Nirex,  2005,  p18 to  p26)：  

  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 (deep geol ogical  d is posal  –Tunnel  type,  DTD)  

  深孔式深層地質處置 (deep geol ogical  d is posal  –  Borehol e  type,  DBD)  

  融岩處置 (dis posal  by  rock mel ting )  

  井注處置 (dis posal  by  direc t  injec t ion)  

  海拋處置 (dis posal  a t  s ea )  

  海床處置 (sub- s ea bed disposal )  

  隱沒帶處置 (dis posal  in  subduc tion zones )  

  冰層處置 (dis posal  in ic e  sheets )  

  太空處置 (dis posal  in outer spac e)  

(b)  多重障壁系統 (M ult i-Ba rrier  System,  M BS )概念的天然類比案例 (自然界存在的實例 )(Ya ng et  a l . ,  2002,  c 3p3)：  

  位於加拿大中部平原的雪茄湖，是世界上最大最豐富的鈾礦床之一，已存在了約 12 億年。  

  雪茄湖鈾礦床距地表 450 m，被一層厚約 5 m 至 30 m 的黏土層包圍，其上則為石英帽 (Qua rtz  Hut)和厚重的砂岩。  

  雪茄湖鈾礦床主要成分類似用過核子燃料的二氧化鈾 (UO2(s))，難溶於含氧量低的水中，因此，即便礦床自形成以來就位於地下水位之下，

由於水中含氧量極低，阻絕了放射性物質的溶解與遷移，在地面進行的許多調查工作都無法偵測到放射性的異常。  

  由礦區 5 k m 外所採水樣的化驗結果顯示，所含各種成分，尤其是鈾的含量，都合乎飲用水標準。  

  由雪茄湖的現象可以了解到，大量的二氧化鈾是可以藉著天然阻隔物，在放射性廢棄物安全處置期內受到妥善的隔絕保護。  

(c )  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的多重障壁系統概念示意圖 (Ya ng et  a l . ,  2002,  c3p3)。  

(d)  深孔式深層地質處置的多重障壁系統概念示意圖 (Ketner,  2014,  p2)。  

  臺灣目前最深的油氣探勘孔 (寶山 11 井 )位於新竹寶山，於 1984/ 07/20 完成建置，深度 5,863 m，井底直徑約 14.9  cm (C PC,  2014,  p8)。  

 
  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是國際間公認較具可行性的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方式 (NE A,  2010;  Ketner ,  2014,  p2)。  

  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及深孔式深層地質處置是科學家師法自然界自我封存核種的真實成功案例，提出具備多重障壁系統概念的深層地質處置方

式。  

  多重障壁系統係由工程障壁系統 (E ngineered B arrier  Sys tem,  EB S )及天然障壁系統 (Na tural  Barrier  Sys tem,  NB S)兩個次系統組成，具備 (POSIVA,  

2012,  p 201)：  

  圍阻 (c ontain)核種於地層特定空間；  

  遲滯 (reta rd)核種於地層的遷移速度；以及  

  隔離 (isola te)核種於人類生活圈外的 3 大功能。  

  工程障壁系統係由廢棄物罐、緩衝回填材料、處置隧道及其封閉設計等工程設施及材料所組成並建置於天然障壁系統中。  

  天然障壁系統由處置母岩及其地質環境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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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SNFDPlan 之階段式推動方式與階段目標 

 

•完成處置場之建造與運轉試驗
•完成運轉執照之申請與取得

處置場建造階段

處置場設計與安全分析評估階段

場址詳細調查與試驗階段

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階段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

處置場營運
2055

2005

2028

2017

2038

2044

•完成我國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並建議候選場址調查區域
•建立潛在處置母岩功能/安全評估技術

•完成申請建造許可所需的安全分析報告
•完成建築執照申請程序並取得建照

•完成場址可行性研究報告
•完成場址環境影響說明書

•完成候選場址的調查與評估並建議優先詳細調查之場址
•建立候選場址功能/安全評估技術

IAEA (2011)[IAEA (2011), IAEA Safety Standards for protecting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Geological Disposal Facilities for Radioactive Waste, Specific Safety Guide, No. SSG-14,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Vienna.]

TPC (2006)[In Chinese: 台電公司(2006)，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台灣電力公司核能後端營運處；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2006年7月核備。]

TPC (2011)[In Chinese: 台電公司(2011)，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201年修訂版，台灣電力公司核能後端營運處；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2011年1月核備修定。]

(a)

(b)

TPC (2006&2011, c6p5)

產出

概念成形
及

規劃階段

區域性調查
階段

場址調查
階段

詳細場址
特性調查

階段

場址搜尋及詳細特性調查

場址環境監測

自多個區域篩選
到1或多個場址

評選1或多個場址
進行詳細特性調查

場址確認以建
造處置設施

IAEA (2011,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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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上圖為國際間處置計畫之階段式推動期程示意圖 (IAEA,  2011,  p31)。  

  概念規劃階段  

  區域調查階段  

  候選場址調查階段  

  詳細場址調查階段  

  處置場建造 /營運 /封閉階段  

(b)  下圖為臺灣處置計畫之階段式推動期程圖 (TPC ,  2006&2011,  c6p5 )。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 (2005 年至 2017 年 )  

  「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階段」 (2018 年至 2028 年 )  

  「場址詳細調查與試驗階段」 (2029 年至 2038 年 )  

  「處置場設計與安全分析評估階段」 (2039 年至 2044 年 )  

  「處置場建造階段」 (2045 年至 2055 年 )  

  臺灣目前處於「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為確保本階段的目標能兼顧時程及品質順利達成，臺灣原子能委員會設定兩個重要里程

碑 (TPC,  2006,  2011,  c6p7)，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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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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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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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SNFDProject 之研究主題及關聯圖 

 

PSP

EAP

“虛擬/候選/最終處置” 場址之技術發展主題

處置設施設計規格

岩石特性
(熱/力學)

• 地下水流場特性
• 水文地球化學特性
• 核種傳輸特性
• 長期穩定性

地質合成
(Table-2)(SNFD2017Ch3.3)

摘自JNC (2000)

參考案例

安全評估
(Table-3)(SNFD2017Ch5)

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
(Table-1)(SNFD2017Ch4)

 岩石與地下水特性的現地量測與觀側
 影響地質處置安全的天然現象(火山活動、斷層活動、

抬升/沉陷作用、氣候與海平面變遷等)

台灣地質環境研究
(合適性篩選)(SNFD2017Ch3.2)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技術發展主題

JNC (2000)[JNC, (2000), H12 Project to Establish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Basis for HLW Disposal in
Japan, Project Overview Report, 2nd Progress
Report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Geological Disposal of HLW in Japan, JNC
Technical Report TN1410 2000-001, Japan
Nuclear Cycle Development Institute, Tokai-
mura Japan.]

區域篩選
(利害關係人)

科學合適區域

區域篩選
(天然因子)

場址評選
(安全評估)

最終處置場址

區域篩選
(法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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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修改自日本 H12 報告之 R&D 主題關聯圖 (JN C,  2000,  s01Fig1.3 -1)。  

  包含地球科學研究、地質合成、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功能評估等 4 項 R&D 主題。  

  地球科學研究主要在探討影響地質處置設施安全性的相關天然條件，作為場址篩選的科學性基礎。  

  在尚無地質處置設施候選場址之前，主要是以地質合成 (geosynthes is )的參考案例，一個模擬案例，進行相關的技術發展。  

  針對特定地質處置設施候選場址，主要是以真實的安全案例 (sa fety  ca se)，來聚焦整合地質特性、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及功能評估三項主題的

研究成果。  

  日本與臺灣至今均尚未決定地質處置設施的候選場址：  

  參考日本 H12 的報告內容可知，日本從 H3 報告 (PNC,  1992)即開始進行東濃 (Tono)及釜石 (Kama ishi)研究場址的相關技術發展，並整合相

關研究成果及假設條件，架構成 H12 技術發展所需參考案例的概念模式與代表性地質參數；東濃 (Tono)及釜石 (Kamais hi)均為技術研究發

展性質的地點，並均已被日本排除於地質處置設施場址考量範圍。  

  臺灣參考日本 H12 做法，將已被排除在臺灣地質處置設施場址之金門地區 (K 區 )的相關研究成果，結合相關假設條件，架構參考案例所需

的概念模式及代表性地質參數，作為 SNFD2017 報告第 3 章 (臺灣地質環境 )、第 4 章 (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 )，及第 5 章 (安全評估 )，技術

整合發展測試的參考依據 (附件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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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再處理前後之高放射性廢棄物的體積差異 

[𝐦𝟑/tHM] 
單程(Once-through) 再處理(Reprocessing) 

SNF IWL-LL HLWR Total 
Primary Waste 0.41 0.19 0.16 0.35 

Sourc e:  EPR I  (2010,  c1p26)  
 
註解：  

  用過核子燃料 (SNF )之再處理萃取殘餘物 (HL WR )體積 (0.16 m3/tHM )，約僅為未再處理前之用過

核子燃料體積 (0 .41 m3/tHM )的 39%。  

  再處 理作 業除 了會 殘 餘高 放射 性萃 取殘 餘 物 (HL WR )外 ，亦 會殘 餘 ILW- LL，其 體積 約 為 (0.19 

m3/tHM)；但整體而言，其放射性廢棄物的總體積 (0 .35 m3/tHM )亦有所下降。  

  縮寫說明：  

  HLWR:  High  Level  Waste  from SNF’s  Reprocessin g (用過核子燃料經再處理產生之萃取殘餘

物 )  

  IL W-LL:  Long-l ived Intermediate  L evel  Was tes (中階放射性廢棄物 )  

  SNF:  Spent N ucl ear  F uel  (用過核子燃料 )  

  Primary Waste：假設燃耗度為 45 G Wd/tHM 之 PWR 的用過核子燃料  

  PWR:  Pres surized Water R eactor  (壓水式反應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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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SNFD2017 報告預定章節與日本 H12 報告章節對照表 

SNFD2017 報告架構 H12 報告架構 (JNC, 2000) 
1 臺灣用過核子燃料管理策略與處置計畫 I High-Level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in Japan 

2 處置系統與安全概念 II The Geological Disposal System and the Safety Concept 

3 臺灣地質環境 III Th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of Japan 

3.1 區域環境地質 3.1 Introduction 

3.1.1 地質圈對用過核子燃料地質處置的重要性 3.1.1 The role of the geosphere in HLWR disposal 

3.1.2 臺灣地質環境特徵 3.1.2 Geological setting of Japan 

3.2 深層地質特性 3.2 Geosynthesis 

3.2.1 地質圈特性對多重障壁概念的重要性 3.2.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osphere of importance to the 
multibarrier concept 

3.2.2 水文地質 3.2.2 Hydrogeology 

3.2.3 水文地球化學 3.2.3 Hydrogeochemistry 

3.2.4 核種傳輸路徑 3.2.4 Transport pathways 

3.2.4.1 流通路徑的定義 3.2.4.1 Definition of flow pathways 

3.2.4.2 流通路徑參數的定義 3.2.4.2 Definition of flow pathway parameters 

3.2.4.3 基質的擴散效應 3.2.4.3 Matrix diffusion 

3.2.5 岩石特性 3.2.5 Lithological properties 

3.3 地質處置合適性研究 3.3 Feasibility of siting a HLWR repository in Japan 

3.3.1 臺灣用過核子燃料地質處置之地質圈特性 3.3.1 Features of the geosphere of specific relevance to 
HLWR disposal in Japan 

3.3.2 臺灣的大地構造架構 3.3.2 Tectonic setting of Japan 

3.3.2.1 火山活動 3.3.2.1 Volcanism 

3.3.2.2 斷層活動 3.3.2.2 Faulting 

3.3.3 抬升與沉陷作用 3.3.3 Uplift and subsidence 

3.3.3.1 臺灣抬升/沉陷特性 3.3.3.1 Features of uplift/subsidence in Japan 

3.3.3.2 剝蝕作用 3.3.3.2 Denudation 

3.3.4 氣候與海平面變遷 3.3.4 Climatic and sea level changes 

4 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 IV Repository Design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5 安全評估 V Safety Assessment 

6 選址技術與安全標準 6 Technical Basis for Site 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afety Standards 

7 結論與未來發展 7 Conclusions and Future R&D Requirements 

 
  SNFD2017 報告章節架構，係依「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架構內容及其

對應研發要項規劃」第二次審查會議 (2011 年 2 月 22 日 )紀錄辦理 (SNFD-FCMA- MM2011-0222)。 

 
 



 

 2-1 

 

2.   處置概念與地質特性需求 

 

地質處置設施的工程設計及安全概念，並非人類天馬行空的幻

想，而是科學家師法天然鈾礦成功自我封存的實際案例及原理 (圖  

1-4-(b))，並透過系統化的研究，找出關鍵的安全機制—多重障壁系

統 (Multi-barrier System, MBS)。  

多重障壁系統 係由工程障壁系統 (Engineered Barrier System, 

EBS)及天然障壁系統 (Natural Barrier System, NBS)兩個次系統組成，

具備 3 種安全功能 (POSIVA, 2012, p 201)：  

(1) 圍阻 (contain)核種於地層特定空間；  

(2) 遲滯 (retard)核種於地層的遷移速度；  

(3) 隔離 (isolate)核種於人類生活圈外。  

 

工程障壁系統係由廢棄物罐、緩衝回填材料、處置隧道及其封閉

設計等工程設施及材料所組成，並建置於天然障壁系統中；天然障壁

系統由處置母岩及其地質環境所組成。  

在地質處置設施概念設計中，放射性廢棄物將被包封在特定的工

程障壁系統中，並埋存於地下岩層；針對處置深度而言，坑道式深層

地質處置埋存放射性廢棄物在深約 300 m 至 1,000 m，而深孔式深層

地質處置則埋存放射性廢棄物在 3,000 m 至 5,000 m 的地下岩層中。

臺灣目前尚未確定處置深度， 300 m 至 1000 m 深度乃根據其他國家

的經驗進行規劃：  

(1) 藉由多重障壁系統達到有效圍阻、遲滯核種的外釋、遷移速度，

換取足夠的時間，讓核種的輻射強度，在影響人類生活環境之前，

已衰減至可忽略的程度。  

(2) 透過巨厚的天然障壁系統，長期及有效地隔離核種於人類生活圈

之外。  

 

針對工程障壁系統的功能需求及內容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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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良好的工程障壁系統應能在特定時間內，有效地圍阻核種於地層

的特定空間內，以避免遷移到人類生活圈。  

(2) 臺 灣 目 前 參 考 瑞 典 KBS-3 處 置 概 念 (Andersson et al . ,  2000,  

p25)，建立本階段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概念。此種處置方式

是將高放射性廢棄物埋在深約 300 m 至 1,000 m 的穩定地質環

境中，再配合廢棄物罐 (由銅外殼及鑄鐵內襯所組成 )、緩衝材料

(純膨潤土 )與回填材料 (純膨潤土 )等工程設施，藉由工程障壁及

天然障壁所組成的多重障壁，可有效圍阻或遲滯放射性核種的釋

出與遷移，以換取足夠的時間使放射性核種在到達生物圈之前，

放射性活度已衰減至無害於人體的程度。處置概念則依據不同功

能與位置，可分為地表設施、地下設施及其間之連通設施 (豎井

或斜坡道 )。  

 

針對天然障壁系統的功能需求及特性研究：  

(1) 良好的天然障壁系統應具有穩定的力學及化學等特性，用以維持

工程障壁系統的功能性、遲滯核種在地層遷移的能力，以及長期

隔離核種於人類生活圈外的功能：  

(a) 地下水流速、化學性質、裂隙特性及現地應力等特性，是控

制工程障壁系統功能性的主要因子。  

(b) 地下水流速、核種在地下水中的溶解度、地層對核種的吸附

能力，是控制核種在地層遷移的主要因子。  

(2) 臺灣目前以花崗岩質母岩及其地質環境為研究對象之一。  

 

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的優點包括 (JNC, 2000, c1.2.2)：  

(1) 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的處置安全性，不需要長期監管與主動維

護。  

(2) 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所需的地質環境，在多數國家均可找到適當

的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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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所需的主要技術，均為既有可行的技術；多

數國家，如瑞典、瑞士、德國、比利時、美國與芬蘭等均已建立

且驗證可行。  

(4) 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原則上不將已被處置的放射性廢棄物回收，

但目前設計可保留再取出的可能性。  

 

深孔式深層地質處置具有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的相關特性，因深

孔式深層地質處置的預期處置深度很深，故其最大的優勢，包含：  

(1) 極長的核種傳輸路徑 (Ketner,  2014, p186)。  

(2) 極慢的核種傳輸速度 (Ketner,  2014, p186)，因為：  

(a) 極慢的地下水流動速度，且地下水缺乏上湧至人類生活圈的

驅動力。  

(b) 極還原的化學環境，核種溶解度很低。  

(3) 長期性的氣候變遷及海水面變化影響程度較低。  

 

深孔式深層地質處置相對於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的劣勢，包

含：  

(1) 再取出相對困難 (Hippel and Hayes,  2010, p13)。  

(2) 油氣探勘業雖已具備豐富的鑽孔能力及經驗，但尚缺乏針對處置

需求規格之鑽探作業，進行實地測試，尤其是深層孔壁的穩定性

(Hippel and Hayes,  2010, p34)。  

 

由以上的說明可知，多重障壁系統是深層地質處置的安全核心機

制，但不同的處置概念，需要考量不同的地質特性，然而，整體而言，

地質特性的需求重點類似：  

(1) 所需地質特性的考量重點，注重於評估工程障壁系統的穩定性，

以及核種在地層的可能遷移特性，與相關天然影響因子的未來演

化趨勢。  

(2) 基本上，針對任意物質 (包含核種 )在地層遷移特性的描述，其質

量守恆的數學關係式早已被合理 地推導出 (Bear and Verruij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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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ch6)(圖  2-1)，而在極度簡化的不同起始及邊界條件下，

相關數學解析解，亦大多已被解出 (Šimůnek et  al. ,  1999)，但實

務上：  

(a) 深層地質特性具有其異質性，很難取得完整的地質特性資

訊，用以描述核種在地層遷移特性。  

(b) 地球是活的，地質環境特性因地、因時而異，無法直接套用

其他地區的地質資料及特性來使用。在實務上，必須透過對

地質環境及深層地質特性的了解，並清楚掌握階段性的需

求，進行適度的假設、簡化，並儘量取得現地的相關數據，

彙整並建構所需的地質概念模式及特性參數。  

(c) 針對任一特定的評估地點，地質條件的掌握、處置概念的設

計，及安全評估的代表性，三者必須透過不斷的精修與回饋

修正，方能逐步取得具備科學說服力的工作成果。  

(3) 針對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概念的工程設計及安全評估，臺灣已建

構供技術發展需求之模擬案例的地質概念模式及特性參數，稱為

SNFD2017 參考案例表二 (附件 A)，共包含 11 段不同段落的資訊

內容，各資訊段落名稱如下：  

(a) Section01: 版次號碼  

(b) Section02: 概念模式  

(c) Section03: 起始條件及邊界條件  

(d) Section04: 地形及構造  

(e) Section05: 地質特徵 (岩體及構造 )單元  

(f) Section06: 水力傳導特性  

(g) Section07: 離散裂隙網路參數集  

(h) Section08: 熱及力學特性  

(i)  Section09: 礦物組成  

(j)  Section10: 地下水組成  

(k) Section11: 天然系統的重要化學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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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對於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深孔式深層地質處置所需的地質特

性參數類似，但因深孔式深層地質處置的預期處置深度很深，因

此：  

(a) 邊界條件如地表地形、氣候變遷與海水面變化的影響低，可

被忽略或大幅簡化。  

(b) 地下水流動性低，其相關對應內容，如離散裂隙網路，可被

忽略或大幅簡化。  

 

簡言之，深層地質處置的具體做法，主要包括地質特性調查、處

置工程設計、安全評估的反覆回饋機制，以確保地質處置設施之安全

性及其科學論證基礎。  

最後，為了方便論述一個地質處置設施的功能保全範圍時，通常

可將地質處置設施的設施環境，分成 3 部分：  

(1) 近場環境 (Near-field)：  

近場主要包含工程障壁系統和其四周受開挖影響的周圍母岩，受

開 挖 影 響 的 周 圍 母 岩 又 稱 為 開 挖 擾 動 帶 (Excavation Damage 

Zone, EDZ)。  

(2) 遠場環境 (Far-field)：  

遠場指近場外圍的地質母岩，即地質圈 (geosphere)。  

(3) 生物圈 (Biosphere)：  

生物圈係指位在遠場之外，生物活動時會直接接觸到的環境區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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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地質處置設施之科學安全性的評估流程及理論背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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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地質環境 

 

用過核子燃料 (Spent Nuclear Fuel,  SNF )的存在，是臺灣既存的

事實。技術可行性的論述是本報告的主要重點。 SNFD2009 報告建議

本報告的研究工作，應聚焦於花崗岩的特性調查與評估，而原能會針

對本報告內容，明確要求其階段性目標，必須清楚論述「能否找到合

適的花崗岩進行地質處置？」，因此，針對本報告第 3 章 (臺灣地質

環境 )的論述重點及目標有 2 項：  

(1) 能否找到合適的花崗岩進行地質處置？   

(2) 是否具備深層地質特性調查評估的技術可行性？  

 

本章主要目的在針對地質處置設施的科學性需求，論述臺灣地質

環境的相關特性。相關論述說明，必須涉及時間尺度很長的地質演化

特性，或涉及諸多臺灣及其周圍地區的地理及地質名詞，因此，為方

便論述說明及參照：  

(1) 表  3-1 彙整地質科學的時間尺度名詞，以利論述說明及參照。  

(2) 圖  3-1、圖  3-2 與圖  3-3 歸納本報告所涉及臺灣及其周圍地區

的地理及地質名詞之地點分布位置，以利論述說明及參照。  

 

臺灣花崗岩出露地區主要分布在臺灣本島東部，及西部離島：  

(1) 臺灣本島東部的花崗岩體，由北至南，包括源頭山、奇瑤谷、和

平、飯包尖山、溪畔、開南岡、大崙等 7 個出露面積較大的岩體；

其中前 6 個花崗岩體所涵蓋的區域，簡稱 H 區 (圖  3-4)。  

(2) 西部離島的花崗岩體主要位於中國大陸東南沿海一帶，由北至

南，包含馬祖、烏坵、金門等島嶼；其中，馬祖地區簡稱 M 區、

烏坵地區簡稱 W 區、金門本島東部簡稱 K 區 (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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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原能會物管局公告之 SNFD2017 報告的章節架構 (表  1-2)，「臺

灣地質環境」的相關研究工作成果，必須分為「區域環境地質」、「地

質處置合適性研究」及「深層地質特性」研究等 3 大節分別論述：  

(1) 「區域環境地質」：  

本節彙整台灣電力公司 (Taiwan Power Company, TPC)及國內外

學術單位，長期以來與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相關之臺灣區

域環境地質的研究成果，重點摘述臺灣的地質環境特徵及地體構

造。  

(2) 「地質處置合適性研究」：  

本節參考日本的發展經驗，針對環太平洋火環帶國家規劃建構地

質處置設施時，所必須考量的相關地質影響因子，如火山活動、

斷層活動、地震活動、泥貫作用、抬升或沉陷作用、氣候與海平

面變遷等因子，彙整國內外研究成果，據以說明相關因子在臺灣

的基本特性，以及建構地質處置設施的科學可能性。  

(3) 「深層地質特性」：  

本節彙整國內外學術單位及台灣電力公司，長期以來針對地質處

置設施所需之「深層地質特性」調查評估技術的研究發展成果，

用以確認 SNFD2017 報告所需的「處置技術可行性」。深層地質

特性調查技術的發展與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的推展一樣，

均具有階段性的需求特性 (圖  1-5)(IAEA，2011，p31; NEA，2013，

p53)。本節在技術可行性方面，將以下述重點，說明臺灣「深層

地質特性」之調查評估技術的可行性與實證能力：  

(a) 區域尺度 (大範圍 )調查技術：  

以空中磁測、大地電磁、微震觀測及岩體抬升與沉陷等調查

與解析成果，用以說明臺灣在大範圍地質調查的相關能力，

並據以論述備受關切的重要地質議題。  

(b) 場址尺度 (小範圍 )調查技術：  

以 K 區 (金門本島東部 )所建立的地下岩體及岩體中的主要導

水裂隙 (Major Water-conducting Feature,  MWCF)的調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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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成果，用以說明臺灣在場址尺度地質調查的相關能力；其

中：  

(i) K 區的研究成果，結合相關假設條件，已被系統化整理

成 SNFD2017 參考案例之地質概念模式及特性數據 (附

件 A)，用以發展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 (SNFD2017 報告

第 4 章 )、安全評估 (SNFD2017 報告第 5 章 )數值模擬能

力。依臺灣現有法令規範，K 區已被排除在地質處置設

施候選場址的考量範圍。  

(ii)  除了深層地質的相關現地測試結果 (例如：水力傳導係

數、水質、現地應力等 )，本島及離島花崗岩的實驗室分

析結果，包含岩礦組成、岩石力學、熱傳、吸附特性等，

亦被系統化整理，作為後續相關工作規劃的參考依據。 

 

3.1. 區域環境地質 

臺灣地質資訊在中央地質調查所公開出版的地質圖幅及研究報

告中，已有豐富的公開資訊。本報告彙整區域地質既有資訊時，特別

進一步參考國內外學術文獻，探討過去數百萬年來之地質長期演化紀

錄及趨勢，用以評估未來長期地質作用對地質處置設施安全性的影

響。  

 

3.1.1. 地質圈對用過核子燃料地質處置的重要性 

在地質處置設施的安全設計概念中，穩定及適合的天然障壁系統

(Natural Barrier System, NBS) 可 以 有 效 維 持 工 程 障 壁 系 統

(Engineered Barrier System, EBS)的安全功能 (如圍阻功能 )。而天然

障壁系統的天然特性條件，除了會直接影響核種在地質圈的傳輸特性

外，亦會影響工程障壁系統圍阻、遲滯核種遷移的功能。例如：  

(1) 地下水的流動特性與化學條件，除了會影響核種在地層的遷移速

率與分布情形外，亦是影響廢棄物罐之腐蝕速率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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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然障壁系統的熱與力學特性，除了與處置隧道的穩定性有關

外，也會直接影響工程障壁系統的功能；若天然障壁系統性質不

佳，將會縮短工程障壁系統的使用年限，處置安全也會受到影響。 

 

日本 H12 報告特別歸納出天然障壁系統對地質處置設施的 3 點

重要性 (JNC, 2000, c3.1.1)：  

(1) 首先，在一段足夠長的時間裡，天然障壁系統的天然特性及其未

來的演化趨勢，必須能使放射性廢棄物受到隔離，讓放射性廢棄

物與人類生活圈之間維持足夠的距離。為了達此目的，處置設施

必須選擇適當的地點，並具有足夠的深度，以確保自然現象或人

類侵入活動 (例如資源礦產開挖 )，不會嚴重損壞天然障壁系統的

功能。  

(2) 其次，在一段足夠長的時間裡，天然障壁系統的天然特性及其未

來的演化趨勢，必須能維持工程障壁系統的障壁功能。例如，地

下水及母岩化學特性，以及地下水的流動特性，都會影響工程障

壁系統的障壁功能。  

(3) 工程障壁系統係為人工建構系統，其圍阻核種之障壁功能的維

持時間有限，當核種自工程障壁系統外釋至天然障壁系統時，

天然障壁系統必須具備遲滯核種在地層中遷移的能力。例如，

還原態的化學環境、緩慢的地下水流，以及對核種具高吸附能

力的岩層等特性，均有助於遲滯核種在地層中的遷移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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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臺灣的地質環境特徵 

臺灣 (中華民國 )現行有效管轄的土地範圍，主要包括臺灣本島及

其附屬島嶼、澎湖群島、金門群島、馬祖列島、東沙群島、中沙群島、

南沙群島等地 (圖  3-1)，有效管轄土地面積約 36,193 km2  (EYTW, 

2015)；其中：  

(1) 臺灣本島位於亞洲大陸的東南沿海 (約 200 km)、日本琉球群島

的西南方 (約 600 km)，及菲律賓呂宋群島的北方 (約 250 km)，

屬於太平洋西岸的海島。  

(2) 臺灣本島呈紡錘形，南北縱長約 394 km，東西最大寬度約 144 

km，跨越經緯度 119E 至 123E、21N 至 26N 之間，面積約

35,767 km2。  

(3) 臺灣本島東側海域為太平洋、南側為巴士海峽、西南側為南中國

海 (South China Sea,  SCS)、西側為臺灣海峽、北側為東海 (East 

China Sea,  ECS)。  

(4) 澎湖群島位於臺灣本島西南側，東距臺灣本島約 40 km、西距大

陸約 140 km，由 64 個大小島嶼組成，總面積約為 127 km2。  

(5) 金門群島位於臺灣本島西側、福建省九龍江口外，東距臺灣本島

約 227 km，西距大陸約 5 km。金門群島總面積約為 150 km2，

除金門本島之外，尚包括烈嶼、大膽、二膽等 12 個島嶼。另外，

烏坵鄉的大坵嶼及小坵嶼總面積約 1.2 km2，大致位於金門及馬

祖列島中間，屬金門縣代管的離島。  

(6) 馬祖列島位於臺灣本島西北側、福建省閩江口外，距臺灣本島約

211 km。總面積約為 29 km2，包括南竿、北竿、高登及其附屬

小島，共計 35 個島嶼。  

 

臺灣本島的地形陡峭：  

(1) 山地、丘陵、平原面積之比約為 3:4:3，超過海拔 3,000 m 的高

山達 200 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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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島 1,000 m、2,000 m 及 3,000 m 以下的累計土地面積，分別

約佔 69.1%、 90%及 99.1%。  

(3) 全島平均高度約為 660 m，平均坡度約 14.5°，平均每平方公里

的起伏 (相對高度 )約為 310 m (TPC, 2010, c2p6)。  

(4) 在臺灣本島的東面，海床坡度急降到太平洋中，離岸約 100 km

處的太 平洋 底， 海 床深度 己經 深 逾 4 km (Font et al. ,  2001, 

p153)；位於臺灣本島西部之臺灣海峽，其深度則絕大部份淺於

100 m。  

 

從板塊地體架構來看，臺灣位於歐亞板塊 (Eurasian Plate ,  EAP)、

南 中 國 海 板 塊 (South China Sea Plate,  SCP) 與 菲 律 賓 海 板 塊

(Philippine Sea Plate,  PSP)的交界處 (圖  3-2)，坐落在環太平洋火環

帶上 (圖  3-6)，因此，臺灣的地質環境特徵、火山活動、斷層及地震

活動等特性，皆與臺灣的地體架構息息相關。  

臺灣的地質環境特徵說明如下：  

(1) 臺灣島的西側及北側為歐亞板塊、西南側為南中國海板塊、東側

為菲律賓海板塊。  

(a) 此區歐亞板塊自中生代晚期以來，大致已維持現有地體架構

形貌，無重大地殼運動 (Enkin et  al. ,  1992,  p13957–13968)。 

(b) 南中國海板塊約於始新世晚期開始形成，由西南往東北方向

張裂，並使兩側陸塊因擴張作用而分離，約於 15.5 MaBP 時

結束張裂活動 (Briais et al. ,  1993, p6299; Wang et al. ,  2012b,  

p658; Shao et al. ,  2015, p3)。  

(c) 菲律賓海板塊約在始新世晚期形成，年齡約 53 MaBP 至 30 

MaBP (Deschamps et al. ,  2001, p1)，目前以約 8 cm/yr 的速

度，朝西北方向，向臺灣東南部擠壓 (Yu et al. ,  1997, p41;  

Hsu et al. ,  2009,  p11; Lallemand et al. ,  2013, p62)。  

(2) 臺灣島現今位於兩個島弧系統的轉接點 (圖  3-2)：  

(a) 臺灣島南部為北呂宋島弧 (North Luzon Arc,  NLZA)系統：  



 

 3-7 

在臺灣島的南端，南中國海板塊向東隱沒至菲律賓海板塊之

下，形成馬尼拉海溝 (Manila Trench,  MLT)及北呂宋島弧的

弧溝系統；菲律賓海板塊之西北方向的持續性移動，使得北

呂宋島弧逐漸北移，北呂宋島弧北延至東臺灣約 23N 消失，

其北端嵌入中央山脈中 (Ho, 1986b, p147; Lallemand, 2014,  

p6)。  

(b) 臺灣島東北部為琉球島弧 (Ryukyu Arc,  RKA)系統：  

在臺灣島東北部約 24N 外海，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至歐

亞板塊之下，形成琉球海溝 (Ryukyu Trench, RKT)、琉球島弧

及沖繩海槽 (Okinawa Trough, OT)的弧溝系統。  

(3) 臺灣島北段、中段及南段地區，處於 3 種不同的造山運動階段

(Suppe, 1981,  p71; Suppe, 1984, p21 )；受到南北兩個島弧系統

(北呂宋島弧及琉球島弧 )、菲律賓海板塊之西北向的持續性移

動，及其移動所產生的北呂宋島弧與歐亞板塊的弧陸碰撞造山運

動 (north Luzon arc and Eurasian continent Arc -Continent 

collision, LEAC Orogeny)所影響：  

(a) 臺灣島的南段目前處於年輕的造山運動環境。在臺灣南部的

北呂宋島弧系統，隨著菲律賓海板塊持續以西北向往臺灣移

動，而產生 LEAC 弧陸碰撞運動，造成地殼持續抬升。  

(b) 根據時空等效方式 (time-space equivalence) (Suppe, 1981, 

p72&p79)、地體構造壓縮與剝蝕達平衡 (Davis et al. ,  1983,  

p1163)，以及相對穩定的河川流域地形與橫向剖面地形起伏

(Stolar et  al. ,  2007,  p421)等相關研究結論，臺灣島的中段目

前處於穩定狀態的造山運動環境；穩定狀態係指造山的速度

約等於山的剝蝕速度，亦即山的高度大約保持一致。臺灣地

區的山根 (地殼 )厚度有限，預期臺灣造山運動所能推擠的山

脈高度，不會超過 4,000 m (Suppe,  1981, p79)；臺灣島現今

最高山為玉山，位於臺灣島中段，高度約為 3,951 m。  

(c) 臺灣島的北段則處於垮山塌陷環境。在臺灣北部，菲律賓海

板塊的西側隱沒邊界 (the Western Edge of the north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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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ducting PSP in the northern Taiwan,  WEP) (圖  3-2)，現

今大致位於花蓮至中壢連線上 (Suppe, 1984, p31, f5;  Teng,  

1996, p950–952; Teng, 2007, p7; Chen et al. ,  2016b, p5)：  

(i) WEP 以西地區，處於擠壓的造山環境。  

(ii) WEP 以東地區，則處於拉張的山脈垮塌環境。  

(iii) 隨著菲律賓海板塊持續向北隱沒，WEP 的位置將往西南

遷移 (圖  3-7-(c))。  

 

關於 WEP 位置的推論依據，基本上可分為 2 大類：構造地

質學者主要依據地質構造及地表地質的影響，研判 WEP 在

地表的位置 (例如：Suppe (1984,  p31,  f5)、Teng et  al.  (1996, 

p950-952))；而地球物理學者主要依據深度達數十公里的震

源機制與速度構造研判 WEP 投影至地表的位置，或深部可

能三維結構 (例如：Wu et al.  (2009,  f1))；然而，現今 WEP

二維或三維的詳細位置，因各學者推衍立論所引用與考量的

資料 (地震、構造、岩石地化等 )各有不同，所描繪出的邊界

形態及深度也隨之不同。就處置計畫的應用需求而言 (地表

下 1,000 公尺範圍內的岩體特性 )，目前所彙整的資料應可

供區域尺度長期地質演化與影響範圍評估所需。  

(4) 臺灣島的岩層分布及地質構造走向與 LEAC 弧陸碰撞運動過程息

息相關：  

數百萬年來，受到 LEAC 弧陸碰撞運動的擠壓影響，現今臺灣島

的地層變形與構造斷層走向，大多為北北東方向；在主要構造斷

層之間，由西至東形成幾個地質分區 (圖  3-3-(b)及圖  3-8)(Ho, 

1986b, p18)：  

(a) 海岸平原地質區；位於變形前緣 (圖  3-3-(b)-)的西側。  

(b) 西部麓山帶地質區；位於變形前緣及屈尺斷層 (圖  3-3-(b)-

)之間。  

(c) 雪山山脈地質區；位於屈尺斷層及梨山斷層 (圖  3-3-(b)-)

之間。  



 

 3-9 

(d) 脊樑山脈地質區；位於梨山斷層及中央山脈斷層 (圖  3-3-

(b)-)之間。脊樑山脈與雪山山脈在地理位置上，因位於臺

灣本島中央，故亦常統稱為中央山脈。  

(e) 花東縱谷地質區；位於中央山脈斷層及海岸山脈斷層 (圖  

3-3-(b)-)之間。  

(f) 海岸山脈地質區；位於海岸山脈斷層 (圖  3-3-(b)-)東側。   

(g) 另外，WEP 以東地區受到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作用、沖繩

海槽擴張作用及後造山運動的拉張作用所影響，形成許多正

斷層系統及晚第四紀火山活動，可獨立為一地質區，稱為北

部張裂帶地質區 (Chen et al. ,  2016b, p5&p143)。  

(5) 大 南 澳 變 質 雜 岩 帶 (Tananao Complex and Metamorphic Belt,  

TCMB)，位於脊樑山脈的東側 (圖  3-3-(a) & (b))，主要岩性包含

片岩、大理岩及花崗岩等，其中，花崗岩體形成於白堊紀晚期 (約

90 MaBP 至 80 MaBP)。最新研究認為因始新世晚期至中新世中

期 (約 38 MaBP 至 15 MaBP 期間 )的南中國海擴張，導致該花崗

岩體自華南陸塊向東南漂離，甚至因南中國海板塊向東隱沒作用

而沒入北呂宋島弧之下，其後於約 5 MaBP 開始的 LEAC 弧陸碰

撞運動，使其拼貼至現今位置 (Chen et  al. ,  2016a, p521; Shao, et  

al. ,  2015, p1)。  

(6) 臺灣島西側海域至海岸平原的前陸盆地由西往東加深：  

數百萬年來的 LEAC 弧陸碰撞運動及其造山作用，導致臺灣島的

西側海域至平原下方，形成前陸盆地，該沉積盆地的厚度由西往

東加深 (例如圖  3-9 之 BB ’剖面的 FL)(Lin et al. ,  2003a, p455)；

沉積盆地的下方為中生代基盤岩。  

(a) 從澎湖至臺灣海岸平原北港附近，存在一東西延伸的基盤高

區 (Angelier et al. ,  1990, p173 -175; Mouthereau et al. ,  2002,  

p42-43)，稱為北港重力高區 (Peikang Gravity High, PKH)(圖  

3-3-(b))，其明顯影響著臺灣西側構造變形作用及沉積層厚

度 ； 以 北 港 重 力 高 區 為 界 ， 北 為 臺 西 盆 地 (Taish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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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B)(圖  3-3-(b))，南為臺南盆地 (Tainan Basin,  TNB) (圖  

3-3-(b))。  

(b) LEAC 弧陸碰撞運動導致臺西盆地與臺南盆地的東側發生變

形並快速隆起 (Huang, 2005b, p68)：  

(i) 變形前緣 (圖  3-3-(b)-)在北港重力高區北側，形成向

西北突出之弧形。  

(ii) 變形前緣 (圖  3-3-(b)-)在北港重力高區南側，則形成

S 狀轉折。  

(c) 西部海域的離島地區 (如澎湖群島 )，位處前陸盆地之撓曲前

緣 (圖  3-3-(b)之紅線 )外，已遠離臺灣造山變形帶 (Lin et al. ,  

2003a, p455)。  

(7) 臺灣西南側澎湖群島的主要岩性為玄武岩，已遠離構造活動區： 

中新世時由於南中國海的擴張，引發大規模區域性張裂，而形成

臺灣西南側的澎湖群島。澎湖群島主要岩性為玄武岩，另有早新

生代岩石出露形成花嶼 (圖  3-3-(a))。花嶼岩性以中性安山岩為

主體，間夾中性 (英安岩 (dacite)/花崗閃長岩 )與酸性 (流紋岩 /花

崗岩 )岩脈，顯示澎湖群島已遠離 LEAC 弧陸碰撞運動的構造活動

區。  

(8) 馬祖、烏坵、金門等西部離島的主要岩性為花崗岩，位於穩定華

南陸塊邊緣，均已遠離構造活動區：  

(a) 馬祖、烏坵、金門等西部離島均為丘陵地形的小島；高程均

小於 300 m，面積最大為金門本島約 134 km2。  

(b) 馬祖、烏坵、金門等西部離島約形成於中生代末期 (約 140 

MaBP 至 100 MaBP 期間 )，金門、烏坵位於中國大陸東南的

平 潭 - 東 山 變 質 帶 (Pingtan-Dongshan Metamorphic Belt ,  

PDMB) (圖  3-3-(a))上，馬祖位於平潭 -東山變質帶北側，具

有類似的地質環境，均已遠離 LEAC 弧陸碰撞運動的構造活

動區。  

(9) 火山活動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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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臺灣北部，受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至歐亞板塊之下的影

響 ， 火 山 活 動 主 要 集 中 在 臺 灣 北 部 及 東 北 外 海 地 區 ( 圖  

3-2)。  

(b) 在臺灣東南部，因南中國海板塊向東隱沒至菲律賓海板塊之

下 ， 引 發 的 火 山 活 動 形 成 北 呂 宋 島 弧 (Deschamps et al. ,  

2000, p503)；但隨著 LEAC 弧陸碰撞運動作用的南移，臺灣

東部火山活動逐漸停止 (圖  3-10)(Chung et al. ,  1995, p79; 

Chen et al . ,  2016b, p176)。  

(10) 斷層及地震活動特性：  

(a) 臺灣本島已知的活動斷層分布位置 (圖  3-11-(c))，主要分布

於 3 個新期構造區域：臺灣西側的西部麓山帶變形前緣 (圖  

3-3-(b)-)、東側的花東縱谷 (圖  3-3-(b)-及之間 )，及臺

灣北部張裂帶。中央山脈地區的活動斷層，因缺乏調查資料，

故無法指出晚更新世以來的活動構造 (Chen et  al. ,  2016b, 

p133)。  

(b) 臺灣地區地震的主要發生原因，與板塊的聚合運動有明顯的

相關性，主要集中在兩個島弧系統 (北呂宋島弧及琉球島弧 )

的隱沒板塊交界上 (圖  3-11-(b))，以及前述的活動斷層帶

(Chen et al. ,  2016b, p159)。  

(c) 臺灣地震雖然頻繁，但仍存在有地震頻率較少的區域 (Kuo-

Chen et  al. ,  2012,  p18; Wu et al. ,  2014, p197)；地震震源在

不同深度的分布特性，明顯顯示在特定空間範圍內，具有地

震頻率較低的現象 (圖  3-12)。  

(11) 應力架構及相對位移速度特性：  

(a) 菲律賓海板塊目前仍以約 8 cm/yr 的速度，朝西北方向，往

臺灣東南部擠壓 (Yu et al. ,  1997, p41; Hsu et  al. ,  2009, p11; 

Lallemand et al. ,  2013,  p62) (圖  3-13-(b))。  

(b) 臺灣東北部已脫離 LEAC 弧陸碰撞運動的碰撞影響 (Suppe, 

1984, p21; Lee and Wang, 1988, p166; Teng, 2002, p69; 

Chen et al. ,  2016b, p178) ， 轉 為 張 裂 地 體 構 造 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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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sional tectonics) (圖  3-13-(a))，並發展出兩個陷落

盆地 (臺 北盆地和宜蘭平原 )(Teng,  2007,  p4; Chen et al. ,  

2016b,  p143)；位於東北外海的沖繩海槽南段，在過去 2 Ma

間的平均擴張速度為約 4 cm/yr，但近期可能達到  7 cm/yr

的 南 向 擴 張 速 度 ( 圖  3-13-(b))(Lallemand et al. ,  2013,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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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臺灣的大地構造架構及地質演化 

從板塊運動的角度來看臺灣地區的地質演化，自中生代以來，主

要與 3 個階段之弧溝系統的形成與轉變有關 (Ho, 1986b, p12; Chen et  

al. ,  2016b, p173)，簡述如下：  

(1) 中生代侏羅紀早期至白堊紀晚期 (約 191 MaBP 至 80 MaBP 期

間 )：  

(a) 臺灣東南部出露的大崙花崗岩體，為目前研究指出臺灣出露

年代最早的島弧型火成岩體，形成年代約 191 MaBP (Yui et  

al. ,  2009, p322)，顯示在 191 MaBP (侏羅紀早期 )時，臺灣

週遭地區曾發生古太平洋海板塊 (Paleo-Pacific Plate,  PPP)

向西 隱沒 至歐 亞板 塊之 下的 板塊 運動 及其 火成 活動 (Lin,  

2001, p213)。此隱沒作用可能也導致大陸邊緣的二疊紀石

灰岩，變質成九曲大理岩，其上不整合堆積了陸源或火山碎

屑沉積物，稱為太魯閣運動 (Chen et  al. ,  2016b, p173)。然

而，根據 Shao et al .  (2015, f4)與 Chen et al.  (2016, p521,  

f1)的研究，皆推論大南澳變質雜岩帶是經地體運動而漂移

拼貼至目前位置，故大崙岩體可能非原地岩漿侵入形成，且

其確切岩漿侵入年齡也尚待更新的定年研究確認。  

(b) 此一隱沒系統，到了白堊紀早期，活動達到高峰 (Jahn et  al. ,  

1976, p773)，在臺灣稱之為南澳運動 (約 86 MaBP)(Yen,  

1967, p8; Ho,  1986b, p143; Jahn et  al. ,  1986, p107; Chen et 

al. ,  2016b,  p173)。同一時期，發生於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的火

成活動，稱之為燕山運動 (Yanshanian Orogeny)  (Jahn et al . ,  

1976, p773; Ho, 1986b, p36; Lin,  2001, p7)。  

(c) 南澳運動 /燕山運動期間，在古太平洋海板塊向西隱沒至歐

亞板塊的過程中，原先存在於大陸邊緣的沉積物及部分的海

洋地殼，受到板塊擠壓、變質及抬升，進而形成白堊紀晚期

礁岩組成為主的古臺灣島 (Yen, 1967,  p2; Ho, 1986b,  p12; 

Chen,  2006,  p31; Chen et al. ,  2016b,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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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南澳運動 /燕山運動期間，古太平洋海板塊持續向西隱沒至

歐亞板塊之下，產生一系列的火成活動 (圖  3-14-(b)至 (d))；

華南至臺灣地區的火成岩 (如花崗岩 )，主要形成於此一時期

(圖  3-15)(Chen et al. ,  2016a, p521; 2016b,  p125)。  

(2) 白堊紀晚期至新近紀中新世晚期 (約 80 MaBP 至 6 MaBP 期間 )： 

(a) 白堊紀晚期至古近紀始新世 (約 80 MaBP 至 50 MaBP 期間 )： 

(i) 南澳運動停止後 (約 80 MaBP)，華南陸塊東南緣至臺灣

地區處於張裂環境 (圖  3-14-(e))(Lin,  2001,  p213)，地

殼逐漸減薄，山脈逐漸降低，甚或發生陸塊漂離；圖  

3-16-(a)為根據岩石化學特性所重建的晚白堊紀華南海

岸地區之陸塊分布及漂 移過程圖 (Chen et al. ,  2016a,  

p521)。  

(ii)  在長期張裂作用影響下，至始新世時 (約 50 Ma BP)，於

南 澳 運 動 期 間 形 成 的 古 臺 灣 島 已 沉 降 至 淺 海 環 境

(Huang et  al. ,  2001, p630)，臺灣海峽開始有海相沉積

盆地形成 (Lin and Watts,  2002,  p4)，沉陷最深的地區約

在現今雪山山脈的位置 (圖  3-17-(c)-CB 之 HT)(Huang 

et al. ,  2001, p630; Teng and Lin,  2004, p323)。  

(iii) 比較臺灣現今西部與東部地區，兩地區在白堊紀晚期至

古 近 紀 始 新 世 之 岩 漿 活 動 特 性 的 差 異 (Lin,  2001,  

p215)，顯示大陸東南岩石圈最東側 (即臺灣現今東部 )

的岩石圈最薄，因此，岩石圈的減薄作用是由東往西遷

移 (圖  3-14-(e)至 (f))。  

(b) 古近紀始新世晚期至中新世中期 (約 38 MaBP 至 15 MaBP 期

間 )：  

在長期張裂作用影響下，於歐亞板塊東南邊緣形成南中國

海；南中國海約於 37.8 MaBP 至 32 MaBP 期間開始張裂 (圖  

3-17-(c)-CC 之 SCSR)，由西南往東北方向張裂並使南中國海

兩側陸塊分離，約於 15.5 MaBP 時結束張裂活動 (Briais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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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  1993, p6299; Wang et al. ,  2012b, p658; Shao et al. ,  2015,  

p3)。  

(i) 在形成南中國海的中洋脊張裂活動初期，從台灣中油公

司 (CPC Corporation, Taiwan, CPC)探勘資料顯示，臺灣

西部及東部地層均存在一區域性地層缺失的不整合面

(發生在約 37 MaBP 至 30 MaBP)(Lin and Watts,  2002,  

p3)，代表臺灣在約 37 MaBP 至 30 MaBP 期間，可能已

再度形成陸地 (Huang et al. ,  2001, p630; Teng and Lin,  

2004, p323)。  

(ii) 在形成南中國海的中洋脊張裂活動中，部份原本位於華

南陸塊東南最靠近古太平洋海板塊一側的花崗岩體及

變質雜岩，隨南中國海的擴張，使其向南方向漂離 (Lu 

and Hsu, 1992, p35; Lin,  2001,  p213)；後來因 LEAC 弧

陸碰撞運動，使其拼貼回臺灣現今的大南澳變質雜岩帶

地區 (圖  3-16-(c) & (d))(Chen et al. ,  2016a, p521; Shao 

et al. ,  2015, p1)。  

(iii)  在南中國海張裂活動往北延伸的過程中，因此區岩石圈

逐漸減薄 (圖  3-14-(e)至 (f))，在臺灣至福建一帶，產生

多次玄武岩的噴出，形成今日遍布金門 (約 14 MaBP)、

澎湖群島 (約 16 MaBP 至 8 MaBP)、臺灣關西至竹東 (約

13 MaBP 至 9 MaBP)與石碇至鶯歌 (23 MaBP 至 20 MaBP

和 12 MaBP 至 9 MaBP)的玄武岩 (Chung et  al. ,  1995,  

p74; Chen et al. ,  2001a, p19; Ho et al. ,  2003, p313)；台

灣電力公司空中磁測的數據解析結果亦顯示澎湖群島

的磁力特徵異質性高，可能歷經多次的噴發 (Tong et  al. ,  

2010, c6p8)。  

(c) 約自中新世中期 (約 14 MaBP)開始至今，南中國海板塊開始

向東隱沒至菲律賓海板塊之下，產生島弧岩漿活動，形成近

南北向的北呂宋島弧  (Yang et al. ,  1996, p85; Shao et al . ,  

2015,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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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北呂宋島弧北段由北向南，依序形成海岸山脈 (14 MaBP

至 4 MaBP)、綠島 (1.3 MaBP)、蘭嶼 (2.6 MaBP)(Shao et  

al. ,  2014, p183–p185)，顯示南中國海板塊向菲律賓海

板 塊 的 隱 沒 運 動 ， 約 開 始 於 中 新 世 中 期 ( 約 14 

MaBP)(Shao et al. ,  2015, p3)。  

(ii) 隨著南中國海板塊長期向東的隱沒，可能使得部分歐亞

板 塊 邊 緣 也 被 下 拉 至 菲 律 賓 海 板 塊 之 下 (Ho, 1986b,  

p17; Lallemand et al . ,  2001,  p243; Lallemand, 2014,  p6; 

Chen et al. ,  2016b, p178)。  

(iii)  現今位於臺灣東側大南澳變質雜岩帶地區的岩石，在南

中國海板塊向東隱沒過程中，可能曾被深埋於菲律賓海

板塊 (或古太平洋海板塊 )之下，因此大南澳變質雜岩帶

的玉里帶岩石呈現中新世中期的高壓變質現象，以及北

呂宋島弧捕獲到古老大陸地殼物質的原因，均可能與此

隱沒過程及作用有關 (Shao et  al. ,  2015, p2-4; Chen et  

al. ,  2016b, p26, p178)。  

(d) 此 時 琉 球 島 弧 仍 位 在 遠 方 的 日 本 地 區 ， 尚 未 靠 近 臺 灣

(Lallemand et al. ,  2013, p5)，約於 8 MaBP 至 5 MaBP 時才

開始往臺灣方向發展 (Lallemand et al. ,  2013, p2)；但向北隱

沒的板塊西側邊界 (圖  3-2 之 WEP)仍距離臺灣東北很遠。  

(3) 弧陸碰撞運動開始 (約 5 MaBP)至今：  

隨著菲律賓海板塊持續往北隱沒至歐亞板塊之下，其西北向的移

動，擠壓著南中國海板塊北側的歐亞板塊地殼；同時，產生在菲

律賓海板塊之上南北向的北呂宋島弧，也隨著菲律賓海板塊持續

往北移動，終於碰撞到歐亞板塊，因歐亞板塊的板塊密度相對較

菲律賓海板塊輕、不易隱沒至菲律賓海板塊下方，兩者發生斜向

碰撞的 LEAC 弧陸碰撞運動，展開了臺灣近期的造山運動，逐漸

形成小島 (圖  3-7-(a)-(ii))(Chai,  1972, p395; Suppe,  1981, p71; 

Ho, 1986b, p17; Teng, 2007, p8; Chen et  al. ,  2016b, 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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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AC 弧陸碰撞運動是臺灣近期最重要的造山運動 (Chai ,  

1972, p389; Ho, 1986a, p11–14; Teng, 1990, p63–64; Teng, 

2007, p8; Chen et  al. ,  2016b, p175 )，約開始於上新世 (約 5 

MaBP)(圖  3-7-(a)-(ii))(Teng,  2007, p8)，至今仍在進行中，

其碰撞模式也給予臺灣大地構造一個合理演化機制 (Suppe, 

1981, p77–81)。  

(b) 在 LEAC 弧陸碰撞運動中，北呂宋島弧最先撞上歐亞板塊的

地點，約在現今琉球的西表島附近，與臺灣間的海底岩層均

有早期擠壓碰撞的構造特徵 (Lallemand et al. ,  2013, p64)；

此時 (碰撞初期，約 5 MaBP)，WEP(圖  3-7-(c))仍位於現今

臺灣東北外海數百公里之外，隨著北呂宋島弧的持續向北移

動 (圖  3-7-(c))：  

(i) 北呂宋島弧與歐亞板塊的碰撞點向西北移動、臺灣島逐

漸擴大，北呂宋島弧北段逐漸靠近臺灣東側。  

(ii)  WEP 逐步向西南遷移、向臺灣靠近 (圖  3-7-(c))。  

(c) LEAC 弧陸碰撞運動在更新世 (約 3 MaBP 至 0.8 MaBP)達到

高峰 (圖  3-7-(a)-(ii i))，至更新世晚期構造變動趨於和緩，

但區域性地殼的持續變動，顯示 LEAC 弧陸碰撞運動至今仍

在進行中 (Chang, 1966, t22; Ho, 1986b, p142; Chen et al . ,  

2016b,  175)。在此期間，臺灣因 LEAC 弧陸碰撞運動，導致： 

(i) 臺灣本島山脈的快速隆升與臺灣西南海域的沉陷，形成

前陸盆地 (例如，圖  3-9 之 B-B ’剖面的 FL)，盆地的下

方 為 中 生 代 時 期 所 形 成 的 基 盤 岩 ( 稱 為 中 生 代 基 盤

岩 )(Mesozoic basement or Pre-Tertiary basement)(圖  

3-9 之 C-C ’及 D-D ’剖面 )。  

(ii)  臺灣本島的泥岩主要形成於此時期：  

  主要分布在臺灣西南部平原區、西部麓山帶，及海

岸山脈等地 (圖  3-3-(b))，屬於未變質的泥岩層

(Ho, 1986b,  p116&p122; Chen, 2009b, 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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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西南部泥岩地下延展頗為廣泛，泥岩層厚度有

由北向南及由東向西增厚之趨勢，在西南海域之泥

岩厚度可達 7,000 m 以上 (Lin et al. ,  1991b, c3p24; 

Chen et al. ,  2001b, p1268; Lin et al. ,  2003a, p461 ; 

Chen et al. ,  2016b, p89)。  

  在雪山山脈及脊樑山脈亦有厚層古近紀至新近紀泥

岩層，因山脈快速隆升與剝蝕作用而出露，約佔了

中央山脈一半的地區，屬於輕度變質的泥岩 (包括硬

頁岩、板岩等 )(Ho, 1986b, p40; Chen et  al. ,  2016b,  

p51)。  

(iii) 在臺灣東南區域，屬於北呂宋島弧的海岸山脈、綠島、

蘭嶼，逐漸靠近臺灣。  

(d) 約 0.8 MaBP 時，臺灣島東北地區之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板

塊間的板塊隱沒關係，發生反轉 (Teng, 2007, p7)：  

(i) 板塊隱沒關係的反轉 (Flipping, Suppe,  1984, p21)，係

指在此之前，此地區的菲律賓海板塊上覆於歐亞板塊之

上 (圖  3-7-(a)-(iii))，但在此之後，菲律賓海板塊隱沒

於歐亞板塊之下 (圖  3-7-(a)-(iv))。  

(ii) 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至歐亞板塊之下的過程，形成琉

球島弧系統，琉球島弧的弧後擴張作用生成沖繩海槽，

自日本西南海域往西遷移至臺灣北部。隨著菲律賓海板

塊持續向北隱沒，WEP 逐漸向西南遷移 (圖  3-7-(c))，

影 響 到 臺 灣 北 部 構 造 活 動 特 性 (Suppe, 1984, p31; 

Chung et al. ,  1995, p73; Teng et al. ,  2000, p156; Teng, 

2007, p7)。  

(iii)  琉球島弧系統向西的延伸，廣泛影響到臺灣北部火山活

動區域，從原本 2.6 Ma 非島弧岩漿特性，轉變為形成 1 

Ma 廣泛的島弧岩漿活動，岩漿順張裂構造噴發 (Wang 

et al. ,  2004, p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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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琉球島弧的弧後擴張作用，使得臺灣東北部構造線方

向，均順既有東北 -西南向逆衝斷層構造，反轉成東北 -

西南向正斷層構造，而發育了臺北盆地和宜蘭平原兩個

山中盆地 (圖  3-8)；原本山脈的岩層已沉陷，均堆積海

相沉積物 (Teng, 2007, p15; Chen et  al. ,  2016b, p5 )。  

(v) 隨著菲律賓海板塊的持續北向移動，北呂宋島弧北段逐

漸拼貼至臺灣東側，北呂宋島弧與歐亞板塊的碰撞點及

WEP，將持續往西南遷移 (圖  3-7-(c))；現今，WEP 約

位於花蓮至中壢的連線 (圖  3-2) (Teng, 2007, p7)。  

(vi)  根據宜蘭平原空中磁測的三維磁力逆推模型 (圖  3-18-

(c))顯示，介於雪山山脈與中央山脈地層間向東南傾斜

的高磁基盤，呈現覆瓦狀構造特徵，此高磁基盤推測可

能是南中國海板塊的殘塊，在受到板塊擠壓運動下，而

造成上述之覆瓦狀構造 (Tong and Lin,  2013, p7-8 及

p130)。根據相關研究，臺灣島東北地區 (WEP 東側 )，

已因板塊隱沒方向之反轉，而停止造山運動，並開始張

裂、坍塌、沉陷成盆地 (Teng ,  2007)。   

(vii) 由 斷 層 擦 痕 及 地 震 機 制 解 之 大 地 應 力 分 析 結 果 ( 圖  

3-13-(a))顯示：臺灣北部自更新世中期 (約 0.8 MaBP)以

來，已轉為伸張型應力架構，顯示臺灣東北部已不再屬

於 LEAC 弧陸碰撞動的碰撞帶 (Suppe,  1984, p21;  Lee 

and Wang, 1988, p166; Teng, 2002, p69; Chen et al. ,  

2016b, p178)。  

 

簡言之，臺灣的大地構造架構及地質演化特性為：  

(1) 自 LEAC 弧陸碰撞運動開始 (約 5 MaBP)至今，臺灣島約於 3 MaBP

時形成高山 (圖  3-7-(a)-(iii))；針對北部張裂地質區的研究顯

示，臺灣本島東北部在 2 Ma 前尚屬於擠壓環境，約自 0.8 MaBP

以來，已進入張裂沉陷的地體環境。相較之下，離島 (如馬祖、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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坵與金門島等 )花崗岩距離 EAP 與 PSP 板塊邊界 100 km 以上 (詳

見圖  3-1)，過去千萬年來地殼並無顯著變動。  

(2) 現今臺灣地層的變形與構造走向，受到 LEAC 弧陸碰撞運動的擠

壓影響，大多為北北東方向 (Ho, 1986b, p139; Teng, 2007, p8; 

Chen et al. ,  2016b, p5)：  

(a) 由西向東包括最新形成的變形前緣斷層、屈尺斷層、梨山斷

層、中央山脈斷層及海岸山脈斷層等 5 個構造地質區的分界

斷層 (圖  3-3-(b))，分別界定出西部海岸平原、西部麓山帶、

雪山山脈、脊樑山脈、花東縱谷、海岸山脈等地質區 (圖  3-3-

(b))。其中，雪山山脈與脊樑山脈在地理位置上，因位於臺

灣本島中央，故亦常統稱為中央山脈。  

(b) 臺灣東北部由花蓮至中壢一線以東區域，受 WEP 西移影響，

形成許多正斷層及琉球島弧系統相關的火山活動，屬於北部

張裂帶地質區 (Chen et al. ,  2016b, p5&p143)。  

(3) 臺灣已知的活動斷層主要位於西部海岸平原區、西部麓山帶及海

岸山脈地質區 (圖  3-3-(b))，均位於古老基盤的邊緣 (Lacombe et 

al. ,  2001,  p338; Shyu et al. ,  2005a, p168 )，順著既有斷層帶，重

複發生斷層活動 (Lacombe et al. ,  2001,  p343; Lin et  al. ,  2007a,  

p21)。  

(4) 在板塊運動的地質時間尺度中，可以合理地預期臺灣未來百萬年

之地體構造體系，仍會受東北部的琉球島弧系統、南部的北呂宋

島弧系統、菲律賓海板塊之西北向的持續性移動，及其移動所產

生的 LEAC 弧陸碰撞運動所影響；亦即：  

(a) 在臺灣南段， LEAC 弧陸碰撞運動仍將持續進行，山脈逐漸

升高，在臺灣東南區域的海岸山脈、綠島、蘭嶼，將逐漸靠

近臺灣 (Chen et al. ,  2016b, p175)。  

(b) 在臺灣中段，因南段之 LEAC 弧陸碰撞運動，與北段之菲律

賓海板塊向北隱沒的琉球島弧系統，互相制衡，造山運動接

近穩定狀態 (Suppe, 1984,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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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臺灣北段，隨著隱沒方向反轉與菲律賓海板塊的持續向西

北隱沒，大約從 0.8 MaBP 開始，山脈逐漸坍塌、沉陷 (Teng,  

2007, p1; Chen et al . ,  2016b, p143)：  

(i) 現今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的西側邊界 (圖  3-2 及圖  

3-7-(b)之 WEP)，約位於花蓮至中壢的連線上；WEP 以

東地區的山脈正持續緩慢地垮塌下陷。  

(ii) 隨著菲律賓海板塊持續向北隱沒，WEP 的位置將逐漸往

西南遷移 (圖  3-7-(c))，亦即現今臺灣北部的高山未來

將下降成丘陵，最終沉於海底，埋藏在琉球島弧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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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質處置合適性研究 

根據由詹姆斯哈頓 (James Hutton)(Hutton, 1785, p4)提出之均變

論 (uniformitarianism)所衍伸的概念「現在是通往過去的一把鑰匙

(The present is  the key to the past)」，表示過去發生的地質作用和

現在正在進行的作用方式相同，所以研究現在正在進行的地質作用，

就可以明瞭過去的地質史；同樣地，未來自然地質現象的演化，亦可

以從過去到現在的活動紀錄中進行評估，亦即「過去是通往未來的一

把鑰匙 (The past is the key to the future)」。  

整體而言，針對地質處置設施的安全性評估，必須考量所有影響

因子的綜合效應，國際間經過數十年研究經驗的累積，認為地質處置

設施場址所需之地質環境條件應具備下列幾點 (NEA,  2003, p18)：  

(1) 長期的地質穩定性：  

理想的地質處置設施場址，其深層地質處置環境需具備對地質及

氣候變化反應不靈敏的地球化學及水文地質環境，以及低的抬升

剝蝕率。國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核能署 (OECD/NEA)特別指出：

所謂長期的地質「穩定性 (stability)」，並非指地質狀態一直不

變，而是強調在地質圈的自然演變過程裡，均能維持符合處置安

全性需求的地質條件 (NEA,  2009a, p3 & p9)。  

(2) 合適的物理、化學及構造特性：  

理想的地質處置設施場址需具有巨厚的母岩，其深層地質處置環

境之地下水流速及化學環境有利遲滯核種遷移，及工程障壁系統

功能的維持。  

(3) 足夠的側向延伸性，以便容納處置設施。  

(4) 不利或擾動的條件越少越好：  

例如，天然的地質事件 (如火成活動、泥貫作用等 )、處置設施內

伴生的氣體或化學反應變化，以及人類未來的可能入侵行為等不

利或擾動的條件，越少越好。  

(5) 調查的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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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可供現地調查及技術驗證，提供足夠的現地證據，以利決策

審定是否進行下一階段處置計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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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變化，均能被合理推估並考量於地質處置設施之安全評估的情境

分析中。  

 

針對地質處置設施選址所必須考量的場址調查因子及所需資訊，

國際原子能總署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曾提出

原則性建議，但特別強調各國可能因國情及地質條件的不同而有不同

的考量重點 (IAEA,  1994,  c4; IAEA,  2011,  aI.16 to aI.52)。因此，在進

行地質處置設施場址評選、工程設計及安全評估時，各國因大地構造

環境與地質特性的不同，所需特別考量的地質圈特性會有所不同；例

如：  

(1) 瑞典、芬蘭等位於高緯度的北歐國家，特別考量下次冰期及間冰

期期間 (10 萬年左右 )，地質處置設施上方可能因氣候變遷，形成

厚 達 數 公 里 的 冰 層 及 其 融 冰 過 程 對 處 置 安 全 性 的 影 響 (SKI,  

1995, p3–4)。例如，處置深度之現地應力的調整、地下水流向的

改變、氧化還原電位的改變。  

(2) 美國雅卡山計畫曾對區域性的火山爆發，列為一相當重要的評估

因素 (NRC, 1995, p94)。  

(3) 日本位於板塊交界帶，特別考量地體構造演化、火山活動、斷層

(地震 )活動、抬升與沉陷、氣候與海平面變遷等環境因子對處置

安全性的影響 (JNC, 2000, c3.3.1)。  

 

臺灣位處於環太平洋火環帶 (圖  3-6)，亦在板塊的聚合邊界，是

一個造山作用活躍的構造區 (詳第 3.1.2 節及第 3.1.3 節說明 )。由於

臺灣的區域地質環境大致上與日本類似，故未來在進行地質處置設施

場址評選、工程設計及安全評估時，臺灣與日本所需面臨及考量的地

質圈特性極其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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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綜合國際原子能總署建議的場址調查因子及所需資訊，歸納

出用以判斷場址合適性的相關地質條件，在天然因子中提到氣候變

遷、新構造運動、火山活動、地震活動、泥貫作用等未來可能的變動，

不能損及地質處置設施的安全功能 (NUMO, 2004,  p5)。故考量臺灣的

大地構造環境與演化特性，並參考日本經驗 (NUMO, 2004, p5)，影響

臺灣地質處置設施安全功能的重要自然影響因子，應包括：  

(1) 火山活動 (Volcanism)：  

火山活動所伴生的岩漿若侵入地質處置設施，將破壞地質處置設

施的多重障壁系統功能，造成難以估計的不利影響，另外，火山

灰可能影響地質處置設施之地表設施的功能；這些對地質處置設

施的可能不利影響，至今人類的工程技術尚無法克服。因此，地

質處置設施地點應遠離火山活動的影響範圍。火山活動對地質處

置設施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JNC, 2000,  c3p24)，包含：  

(a) 岩漿入侵對地質處置設施的破壞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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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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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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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多重障壁系統遲滯核種遷移的功能。  

(2) 斷層及地震活動 (Faulting and Seismicity)：  

斷層是大地應力在尋求平衡過程中，因地層錯動而造成的地質構

造，發生在地層特定的錯動面上。地震是斷層活動、火山活動等

地質作用的能量震波，由震源向外擴散所產生的震動；不考慮地

形、地層效應時，震動通常會隨距離的增加而降低。當斷層的錯

動面直接切過地質處置設施時，可能會破壞工程障壁系統對核種

的圍阻功能；當地震的能量震波過大時，也可能會觸動臨近地質

處置設施之斷層、裂隙的錯動，或瞬間改變地下水流、化學環境

的特性，而影響工程障壁系統對核種的圍阻功能。  

(3) 泥貫作用 (Diapi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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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貫作用是泥質沉積物混合大量流體，從地下深處慢慢地往上竄

貫，侵入上部地層的貫入過程 (Kopf,  2002,  p5)。由於泥貫作用與

厚層泥岩體、地層下方高壓氣體與地層破裂帶有直接相關，因此

緩慢的泥貫作用會造成地殼變形，影響天然障壁系統的地質穩定

性，甚或破壞工程障壁系統的圍阻功能。  

(4) 抬升與沉陷 (Uplift/subsidence)：  

隔離是天然障壁系統的重要功能之一。當處置母岩具明顯抬升與

剝蝕特性時，隨著處置時間的推進，原本被深埋地底的放射性廢

棄物，會越來越接近人類生活圈，反之，若處置母岩具沉陷趨勢，

則原本被深埋地底的放射性廢棄物，將越來越遠離人類生活圈

(JNC, 2000, c3p33; NDA, 2016, A2.39,  p30)。  

(5) 氣候與海平面變遷 (Climate and Sea level changes)：  

在數萬年時間尺度的氣候與海平面變遷過程中，因兩極冰帽的擴

大或融化，臺灣周圍的海平面最高可能比現今高約 10 m (IPCC,  

2013, p1146)、最低可能比現今低約 120 m (Rohling et al. ,  1998,  

p162)。當海平面下降時，可能會改變處置深度的地下水流及化

學特性，影響處置環境的長期穩定性，降低多重障壁系統對放射

性廢棄物的圍阻、遲滯功能，對處置系統帶來負面影響。  

 

上述的自然影響因子中，火山活動、斷層及地震活動、泥貫作用

屬於突發性的自然影響因子 (sudden natural phenomena)，這些自然

影響因子具有地理上分布的侷限性，因此可經由過去的空間分布、活

動紀錄等研究，來劃分可能影響的範圍；而抬升與沉陷、氣候與海平

面變遷則屬於逐漸性的自然影響因子 (gradual natural phenomena)，

可透過短期、中期、長期之地形與地質紀錄，來評估對地質處置設施

可能造成的影響。另外，天然資源是導致人類入侵地質處置設施的可

能主因，一旦發生人類入侵，將對地質處置設施產生不利的影響。因

此，地質處置設施地點應遠離已知具開採價值的天然資源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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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章節將會針對臺灣各項自然影響因子，及已知的天然資源分

布，引用過去已發表的文獻研究與新調查的數據資料，進行詳細的說

明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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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火山活動 

兩個板塊間的相對運動可分為 3 種型態：聚合性 (convergent)、

轉形性 (transform)與分離性 (divergent)。其中，聚合性板塊在發生隱

沒或上覆運動過程中：  

(1) 因板塊間的推擠，原本處於板塊間的沉積物，會被推擠抬升或拖

拉隱沒。在隱沒板塊邊界，會形成增積岩體，甚或抬出海面形成

陸地；而在隱沒板塊交接處，則會形成海溝。  

(2) 持續向下隱沒之板塊，隨隱沒深度增加，受到的壓力與溫度會越

來越高，當隱沒至夠深時 (約 150 km 深 )，板塊重疊區域就會發

生火成活動，熔融岩漿以侵入或噴出方式，冷卻形成火成岩體，

甚或形成火山島弧。  

(3) 當板塊隱沒過深時，會因重力下垂、板塊拆解 (break-off)，使原

本處於擠壓環境的板塊重疊區域，轉變為張裂環境，上覆地殼會

逐漸減薄；減薄過薄時，若底下有夠強的地函熱對流時，則會撕

裂地殼、冒出岩漿 (即中洋脊張裂活動 )，形成分離板塊邊界，並

產生新的海洋地殼。  

 

火山活動是一種火成活動；火成活動是指來自地函或下部地殼的

岩漿上升入侵地殼，冷卻形成火成岩的過程，可分為深部侵入與地表

噴出兩種類型：  

(1) 深部侵入活動所形成的火成岩，稱為深成岩 (或稱侵入岩 )，包含

花崗岩、閃長岩、輝長岩等岩類；深成岩形成的位置在地下，歷

經相關地質作用後，才可能出露至地表。  

(2) 地表噴出活動所形成的火成岩，稱為火山岩 (或稱噴出岩 )，包含

流紋岩、安山岩、玄武岩等岩類；火山岩形成的位置在地表或近

地表，歷經相關地質作用後，可能被深埋於地底。  

 

地表噴出活動在地表形成火山，稱為火山作用。單次火山作用的

時間相對於岩漿侵入作用短，且地表噴出的物質 (岩漿、高溫蒸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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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碎屑、火山灰等 )，會直接影響人類生活圈，對於地質處置設施的穩

定性，極具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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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臺灣的火成活動概述 

臺灣的火成岩大部份為新生代火山作用所形成的火山岩 (噴出

岩 )，僅少部份屬於較早的晚中生代火成岩。   

臺灣地區晚中生代之火成岩的形成，主要受控於中國大陸東南側

邊緣的地體構造演化 (圖  3-14)，最早的火成活動紀錄始於晚中生代

白堊紀 (約 140 MaBP 至 70 MaBP 期間 )：  

(1) 晚中生代白堊紀至早新生代的火成岩分布地區 (圖  3-15)(Chen 

et al. ,  2016b, p125)，包含：  

(a) 中國大陸東南福建沿海的平潭 -東山變質帶區域 (圖  3-3-(a)

之 PDMB)，包含金門群島 (金門、烈嶼 )、烏坵 (大坵嶼、小坵

嶼 )和馬祖群島 (Chen, 1974, p92–93; Jahn et  al. ,  1976,  p763; 

Lan et al. ,  1996, p11)。  

(b) 臺灣北部外海觀音重力高區 (Kuanyin High, KYH) (圖  3-3-

(b))下方的大陸棚 (Chen et al. ,  1997, p61)。  

(c) 臺灣東部南澳、和平、太魯閣與南橫等地的大南澳變質雜岩

帶區域 (圖  3-3 之 TCMB) (Yui et al. ,  1996,  p11)。  

(d) 臺灣西部離島澎湖群島最西側的花嶼 (圖  3-3-(a)) (Chen et  

al. ,  2010a, p17)。  

(2) 晚中生代白堊紀至早新生代火成岩的主要岩性與發生時代 (鍶同

位素等時線年代、氬氬同位素年代與鋯石鈾鉛年代 )為：  

(a) 花崗岩與花崗閃長岩：  

出露在大陸沿海平潭 -東山變質帶區域中的金門群島 (金門、

烈嶼 )、烏坵 (大坵嶼、小坵嶼 )和馬祖群島等離島，以及臺灣

東部大南澳變質雜岩帶區域中的源頭山、飯包尖山、開南岡、

奇瑤谷、和平、溪畔、大崙等主要岩體：  

(i) 金門片麻岩體之原岩的形成年代約為 139 MaBP，稍年

輕的花崗岩體則形成於約 100 MaBP (Jahn et al. ,  1976,  

p768; Yui et  al. ,  1996, p61; Lo et al. ,  1993,  p40–42; Lin 

et al. ,  2011b, p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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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馬祖群島花崗岩體的形成年代最老為 137 MaBP、次為

116 MaBP (Lee et  al. ,  2015, p21)、最年輕為 95 MaBP 

(Chen, 1974, p92–93)。  

(iii)  臺 灣 東 部 花 崗 岩 體 中 之 源 頭 山 的 形 成 年 代 約 為 87 

MaBP，飯包尖山約為 90 MaBP，和平約為 87 MaBP，開

南岡約為 90 MaBP (Jahn et al. ,  1990, p145；Lan et al. ,  

1990, p130)，在大南澳變質雜岩帶南段的大崙花崗岩體

約為 191 MaBP (Yui et al. ,  2009, p308)。  

(b) 片麻岩：  

片麻岩主要包含出露在金門島與烈嶼由同構造侵入作用形

成的片麻岩，以及臺灣東部的花崗岩體邊緣，受後期構造作

用影響形成的片麻岩。  

(c) 玄武質安山岩：  

玄武質安山岩並未出露於地表，但在臺灣北部外海觀音重力

高區 (KYH)的鑽井中有發現玄武質安山岩，形成於約 71.5 

MaBP (Chen et al. ,  1997, p61)。  

(d) 安山岩與流紋岩：  

花嶼位於澎湖群島的最西側，是澎湖群島中唯一非玄武岩質

之島嶼。花嶼安山岩的年代約為 65 MaBP 至 63 MaBP，英安

岩質岩脈為 62 MaBP，流紋岩為 58 MaBP 至 38 MaBP，而花

崗質岩脈為 61 MaBP 至 56 MaBP (Chen et  al. ,  2010a,  p17; 

Yang et al. ,  2008, p151–152)。  

 

臺灣地區新生代的火成活動，受控於中國大陸東南邊緣自新生代

以來之張裂活動，形成的邊緣海 (南中國海 )及其對鄰近菲律賓海板塊

間的隱沒作用，以及晚中新世後，菲律賓海板塊對歐亞板塊進行的隱

沒作用。圖  3-19 為臺灣地區新生代時期之火成活動分區及火山岩分

布圖，可以劃分成西部、東部及北部 3 個火成岩區 (Juan,  1985, p1–2; 

Chen,  1990,  p2)，以火山作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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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西部的火山活動，最早發生在約新生代早期 (65 MaBP 至  

38 MaBP)，在中新世期間活動最為頻繁 (23 MaBP 至 8 MaBP) 

(Chen,  1990, p35–37)，在約 8 MaBP 已無明顯活動跡象；屬於板

塊內裂谷型的火成活動 (Chung et  al. ,  1994, p15–16; Chung et al. ,  

1995, p78–79; Chen et al. ,  2016b, p128)。  

(2) 臺灣東部的火山活動，主要發生於中新世至上新世之間 (16 MaBP

至 2.2 MaBP)；屬於北呂宋島弧隱沒系統的火成活動 (Chen, 1990,  

p20–31; Chen et  al. ,  2016b, p130)。  

(3) 臺灣北部的火山活動，活動時間最晚，由上新世晚期延伸至第四

紀 (Juang, 1988, pI)，現今尚有活動跡象；屬於造山後期張裂崩

解 及 琉 球 島 弧 隱 沒 系 統 西 移 的 火 成 活 動 (Wang et al . ,  2004,  

p1006–1008; Lallemand et al. ,  2013, p 62; Chen et  al. ,  2016b,  

p130)。  

 

圖  3-10 描述新生代晚期至今，臺灣及周圍地區之火山活動演化

過程 (Chung et  al. ,  1995, p78–79)：  

(1) 古近紀開始的南中國海擴張運動 (圖  3-10-(a))，導致了歐亞板塊

東側被動邊緣的張裂，以及板塊內的玄武岩質岩漿活動。  

(2) 由於南中國海板塊向東隱沒至菲律賓海板塊之下，形成了馬尼拉

海溝及北呂宋島弧的弧溝系統。北呂宋島弧在約 12 MaBP 前碰

觸到歐亞板塊邊緣 (圖  3-10-(a)至 (b))，其後的 LEAC 弧陸碰撞

運動，將此區域的區域應力 (regional str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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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開始了臺

灣近期的造山運動，而北呂宋島弧的部分島嶼也因此拼貼上臺灣

成了海岸山脈 (圖  3-10-(b)至 (d))。  

(3) 隨著北呂宋島弧向北方向的持續移動，在約 2 MaBP，北呂宋島

弧與琉球島弧的弧溝系統接近及交會 (圖  3-10-(c))。這兩個弧溝

系統的交會，改變了臺灣北部的應力結構，臺灣北部進入後造山

階段，並引起一連串臺灣北部的火山活動 (圖  3-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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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臺灣的火山活動概述 

新生代以來，臺灣地區的火成活動以火山作用為主，形成一系列

的火山岩 (噴出岩 )；以空間分區，可以劃分成西部、東部及北部 3 個

火成岩區 (圖  3-19)。  

 

3.2.1.2.1. 臺灣西部火山活動 

新生代以來，臺灣西部的火山活動 (圖  3-19)，最早發生在約古

新世早期，在中新世期間活動最為頻繁，現今已無明顯活動跡象；屬

於板塊內裂谷型的火成活動。  

(1) 臺灣西部新生代板塊內部的火山活動：  

本時期火山活動，與晚白堊紀至新生代以來歐亞板塊東側邊緣的

拉張構造環境有關，此拉張環境不僅在歐亞板塊東側邊緣，廣泛

地造成古近紀沉積盆地的發育，更是古新世以來，在這些盆地內

外形成大量板塊內部玄武岩 (intraplate basalt)岩漿活動的肇因

(Chung et al. ,  1997,  p189– 190; Li  et  al. ,  2012,  p288; Wang et 

al. ,  2012a, p426-428)：  

(a) 最早發生於 65 MaBP 至 38 MaBP 期間，除了花嶼 (圖  3-3-

(a))火山岩出露地表外，臺灣海峽及臺灣中西部均自鑽井中

發現，屬於一系列東北走向半地塹中的火山岩 (Chen et  al. ,  

2016b, p127)。  

(b) 經過約 15 Ma 的靜止期，在中新世期間 (約 23 MaBP 至 8 

MaBP 期間 )，在臺灣西部、臺灣海峽澎湖群島及金門島均有

玄武岩出露，鑽井中也普遍可見此期的玄武岩 (Chen, 1990,  

p35–37; Lin et al. ,  2011b, p17;  Chen et al. ,  2016b, p128)。  

(c) 約 8 MaBP，此區火山活動終止，可能與晚中新世的 LEAC 弧

陸碰撞運動作用有關，使得原本板塊內張裂環境結束 (Chen 

et al. ,  2016b, p128)。  

(2) 臺灣西部新生代板塊內部玄武岩特性：  

(a) 古新世至漸新世 (約 65 MaBP 至 38 MaBP 期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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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此時期形成的火山岩岩性，主要為玄武岩、玄武質安山

岩及安山岩，酸性流紋岩脈僅在花嶼 (圖  3-3-(a))出現。 

(ii) 岩漿活動廣泛分布在臺灣海峽與臺灣中西部半地塹盆

地中；此外，脊樑山脈與雪山山脈 (圖  3-3-(b))也出露

了同時期與同岩性的變質火山岩。此岩漿活動與歐亞板

塊 東 側 邊 緣 的 拉 張 環 境 有 關 (Chen et al. ,  2016b,  

p127&p175)。  

(b) 中新世 (約 23 MaBP 至 8 MaBP 期間 )：  

(i) 此時期形成的火山岩岩性，主要以鹼性玄武岩及相關噴

出岩類為主。  

(ii) 岩漿活動位置包括：澎湖群島、臺灣海峽、臺灣中北部

(關西 –竹東、角板山與公館附近地區 )，與中南部地區 (阿

里山、楠梓仙溪、荖濃溪、木柵和尖石等地之零星分

布 )(Chen, 1990, p32)。  

 

臺灣西部火成岩區的相關特性，分別摘述如下：  

(1) 澎湖群島：  

澎湖群島位於臺灣海峽之中，由大小 64 個島嶼所組成，除了最

西側的花嶼外，皆為玄武岩質島嶼。  

(a) 澎湖群島各島嶼常由每層厚約數公尺之玄武岩流疊置而成，

其間夾有沉積岩層，有些岩流具有十分發達的柱狀解理；岩

性 可 區 分 為 鹼 性 玄 武 岩 (alkaline basalts) 與 矽 質 玄 武 岩

(tholeiites)2 大類。澎湖玄武岩的噴發是南中國海張裂的產

物；在南中國海張裂過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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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菲律賓海板塊逐漸靠近歐亞大陸的過程中，隨著擠壓作用

的增強，關閉了澎湖地區的岩漿上升管道 (圖  3-10-(a)至

(b))，並結束其張裂性的火成活動 (Chung et  al. ,  1995,  p78–

79; Juang, 1988, pI; Lee,  1994,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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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澎湖群島之玄武岩噴發年代，主要分布於 16 MaBP 至 8 MaBP 

(Chung et al. ,  1994, p10)，其中：  

(i)  望安島可能出露了本區最老的玄武岩，其年代介於 17 

MaBP 至 15 MaBP。  

(ii) 東嶼坪嶼和白沙島煙燉山，分別位於澎湖群島南北兩

端，可能出露了本區年輕的玄武岩，最後的噴發年代約

為 8 MaBP，岩層皆為鹼性玄武岩質。  

(c) 澎湖群島最西側的花嶼，屬於早新生代噴發的安山岩島嶼，

其特性詳見第 3.2.1.1 節之說明。  

(2) 臺灣海峽：  

台灣中油公司曾在一系列的東北 -西南走向之地塹盆地中進行鑽

探，並於鑽探岩心中發現火山岩類，經過分析後該火山岩應屬張

裂型式之噴發岩，並歷經相關地質作用後，至今被埋於地底：  

(a) 發現火山岩的鑽井地區及鑽井代號，包含：  

(i) 海峽北部之東引島隆起 (C-1 井 )、南彭佳嶼盆地東北緣

(D-1 井 )、彭佳嶼陸台 (E-1 井 )(Chen et al. ,  1997,  p61)。 

(ii) 海峽中部之臺中 –臺西盆地南緣 (A-2 井 )、臺灣中部沿岸

雲彰地區 (王功 1 號井 G-1 與褒忠 1 號井 C-1) (Wang et  

al. ,  2012a, p426–428; Lo, 2003, p53)。  

(b) 井下發現的火山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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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岩可分為鹼性玄武岩

與矽質玄武岩兩種。  

(c) 本區玄武岩年齡分為兩群：形成於 56 MaBP 至 38 MaBP 期

間，以及 11 MaBP 至 8 MaBP 期間 (Wang et al. ,  2012a,  p426)。 

(d) 本區玄武岩呈現大離子岩石圈元素、輕稀土元素的相對富

集，以及鈮、鉭與鈦元素含量相對虧損的現象，並具有富集

的鍶釹同位素成分，表示產生岩漿的岩石圈地函曾經歷過隱

沒富集作用。本區存在有白堊紀時受到過隱沒作用影響的岩

石圈地函，歷經新生代長期發育的大陸裂谷型張裂作用，至

中新世時岩石圈已相當減薄，當再產生大範圍玄武岩噴發活



 

 3-35 

動，玄武岩岩漿均源自上湧的軟流圈，反映本區已無隱沒作

用影響 (Wang et al. ,  2012a, p426 -428; Lo, 2003,  p53)。  

(3) 關西 –竹東、角板山地區：  

本地區位於臺灣西部麓山帶，分布地區涵蓋桃園 –新竹，包括熊

空山附近、復興鄉 (角板山 )附近與關西–竹東之間的玄武岩類，

多以帶狀分布，夾於中新世晚期地層中。  

(a) 本區玄武岩以火山碎屑岩 (集塊岩和凝灰岩 )為主，較少熔岩

流；熔岩流常以薄層夾於火山碎屑岩之間，多為鹼性玄武岩。 

(b) 本區玄武岩噴發年代約為 9.1 MaBP 至 10.3 MaBP 期間  

(Chen, 1990, p37)。  

(c) 復興鄉 (角板山 )亦出露有半深成岩，包括：苦橄岩、橄欖石

玄武岩、輝綠岩及粗面岩，此類半深成岩的侵入年代約 9.2 

MaBP 至 10.8 MaBP，與上述關西 –竹東玄武岩年齡相近，且

原始岩漿來源亦同，是受到交代變質作用後的地函，經高程

度的部分熔融而成 (Li,  1992)。  

(4) 公館附近地區：  

本區泛指基隆–臺北之間地區。   

(a) 本區過去的岩漿活動，產生了許多凝灰岩伴生在一起的火山

岩類和小規模的岩床及岩脈；也有出現鹼性玄武岩與矽質玄

武岩。  

(b) 本區玄武岩噴發年代約為 20 MaBP 至 23 MaBP 期間 (Chen, 

1990,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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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2. 臺灣東部火山活動 

新生代以來，臺灣東部的火山活動，發生於中新世至上新世之間，

現今可能尚有活動跡象。北呂宋島弧北起臺灣海岸山脈，南至菲律賓

的明多洛島 (Mindoro)，長約 1,200 km，地理位置介於歐亞板塊與菲

律賓海板塊之間：  

(1) 北呂宋島弧系統位於菲律賓海板塊西緣，其形成機制，是因南中

國海於約 32 MaBP 至 15.5 MaBP 期間的張裂活動，導致南中國

海 板 塊 向 東 隱 沒 至 菲 律 賓 海 板 塊 所 形 成 的 島 弧 (Briais et  al. ,  

1993, p6299)。  

(2) 北呂宋島弧最北側之海岸山脈火山弧，自上新世開始脫離隱沒帶

而停止火山活動；更新世之後，綠島、蘭嶼火山活動也相繼停止。

長期而言，隨著 LEAC 弧陸碰撞運動的南移，臺灣東部火山活動

亦將逐漸停止 (圖  3-10)(Chung et  al. ,  1995, p79; Chen et al. ,  

2016b, p176)。  

 

若以菲律賓斷層為界，呂宋島弧 (Luzon Arc,  LZA)可以分為北呂

宋 島 弧 (North Luzon Arc,  NLZA) 及 南 呂 宋 島 弧 (South Luzon Arc,  

SLZA)(Yang, 1992, p1)：  

(1) 北呂宋島弧在菲律賓部分，包括巴丹 (Batanes)群島、巴布煙

(Babuyanes)群島和呂宋 (Luzon)島北部，可以分為：  

(a) 較年老的 (中新世到上新世 )西火山島鏈 (Western Volcanic 

Chain of NLZA,  NLZA-W)。  

(b) 較年輕的 (第四紀 )東火山島鏈 (Eastern Volcanic Chain of 

NLZA, NLZA-E)。  

此兩島鏈在南端 (約 18N)相隔約 50 km，而在約 20N 以北的北

端，則已合併在一起 (圖  3-20)(Yang et al. ,  1996, p85; Yang, 

1992, p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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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呂宋島弧之西火山島鏈形成於中新世到上新世之間，年代都

老於 2 MaBP，且大約在 4 MaBP 至 2 MaBP 期間停止活動，之

後火山活動突發移至東側的北呂宋島弧之東火山島鏈。  

(3) 北呂宋島弧之東火山島鏈形成較晚，火山活動時間集中於第四

紀，大致上小於 2 MaBP，甚至有些火山活動一直持續至現今，

形成現今火山活動的島弧位置 (圖  3-20；Yang et al. ,  1996, p87–

88)。  

 

臺灣的綠島、蘭嶼、小蘭嶼是北呂宋島弧北端的延伸，其中綠島

與小蘭嶼被歸類於北呂宋島弧之東火山島鏈的一部分 (Yang et  al. ,  

1996, p87)。針對綠島、蘭嶼與小蘭嶼火山活動的定年研究，所得到

時間範圍顯示：  

(1) 綠島可分為 5 期火山活動，核飛跡定年 (Fission-Track Dating,  

FTD)數據顯示活動時間在 2 MaBP 至 0.54 MaBP 期間 (Yang et al. ,  

1995, p88; Yang et al. ,  1996, p88; Chen et al. ,  1994a, p28–29)。

另外，高溫的鋯石鈾鉛定年數據顯示，綠島的主要火山活動年齡，

約集中於 1.3 MaBP (Shao et al. ,  2014,  p183–p185)。  

(2) 蘭嶼也可分為 5 期火山活動， FTD 定年數據顯示活動期間在 3.5 

MaBP 至 1.4 MaBP。另外，高溫的鋯石鈾鉛定年數據顯示，蘭嶼

的主要火山活動年齡，約集中於 2.6 MaBP (Shao et al. ,  2014, 

p183–p185)。  

(3) 小蘭嶼最後一期的火山活動約在 0.04 MaBP 至 0.02 MaBP 期間，

是北呂宋島弧在臺灣部分最年輕的火山活動 (Yang et al. ,  1995,  

p88; Yang et al. ,  1996,  p88; Chen et al. ,  1994b, p26–28)。  

 

海岸山脈是北呂宋島弧的最北端延伸，開始於晚中新世至今的

LEAC 弧陸碰撞運動，將北呂宋島弧北端逐漸拼貼於臺灣的東側 (圖  

3-10-(c)至 (d))(Biq,  1972, p65; Bowin et al. ,  1978, p1645; Chung et 

al. ,  1995, p79)，並導致北呂宋島弧岩漿活動的逐漸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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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 System,  GPS)數據分析，

現今海岸山脈南段部分持續向西北移動，但是其北段部分已經轉

變成向北移動，而外海的綠島、蘭嶼與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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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21; Yu et  

al. ,  1997, p41)。  

(2) 海岸山脈的火山活動，主要發生於 16 MaBP 至 2.2 MaBP 期間，

並且隨著 LEAC 弧陸碰撞運動碰撞點的南移，火山活動年齡有往

南越是年輕的趨勢 (Juang, 1988, pI; Juang and Chen, 1990, p98; 

Lo et al. ,  1994, p171; Yang et al. ,  1995,  p86)。  

(3) 通常弧陸碰撞後 1 Ma 至 2 Ma 期間，大部份火山就會停止活動

(Dorsey, 1992, p189– 190; Song and Lo, 2002, p36)，然而，海

岸山脈中段在 0.5 MaBP 仍有火山活動的證據 (圖  3-21 之 Chimei 

dike)(Yang et al. ,  2003b, p343–344)，表示在弧陸碰撞後，岩漿

仍可持續活動 4 Ma 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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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3. 臺灣北部火山活動 

新生代以來，臺灣北部的火山活動，活動時間最晚，由上新世晚

期延伸至第四紀 (Juang, 1988,  pI)，現今尚有活動跡象，屬於大陸邊

緣形式的火成活動。  

在臺灣東北部，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至歐亞板塊之下，形成琉

球島弧隱沒系統，菲律賓海板塊的西側隱沒邊界 (圖  3-2 及圖  3-22-

(a)之 WEP)，現今大致位於花蓮至中壢連線上 (Suppe, 1984,  p31, f5;  

Teng, 1996, p950–952; Teng, 2007, p7)：  

(1) WEP 以西處於擠壓的造山環境。  

(2) WEP 以東則處於拉張的山脈垮塌環境。  

(3) 隨著菲律賓海板塊持續向北隱沒，WEP 的位置將往西南遷移 (圖  

3-7-(c))。  

 

控制臺灣北部地體構造演化的琉球隱沒系統 (Ryukyu subduction 

system)包括琉球海溝、琉球島弧及沖繩海槽，從日本九州西南一直

延伸到臺灣東北，全長約 1,200 km (圖  3-2 及圖  3-22-(a))：  

(1) 在臺灣東北方，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至歐亞板塊之下，形成琉

球島弧及琉球海溝之弧溝系統，並在琉球島弧後方形成沖繩海

槽 ， 沖 繩 海 槽 被 認 為 是 琉 球 島 弧 後 方 的 弧 後 張 裂 盆 地

(extensional back arc basin)。  

(2) 在臺灣東北附近，沖繩海槽向西南延伸進宜蘭平原後 (圖  3-13-

(b)及圖  3-22-(a))，其南緣以順時針方向，1.3 μrad/yr的角速度

擴張，約 126 mm/yr的速率向西南延伸 (Liu,  1995, p229)。  

 

臺灣北部的火山活動地區 (圖  3-22-(a))，主要包含沖繩海槽後方

的 北 臺 灣 火 山 岩 帶 (the Northern Taiwan Volcanic Zone, NTVZ) 

(Chen,  1990, p6) ， 以 及 在 宜 蘭 外 海 之 沖 繩 海 槽 西 南 最 尾 端 (the 

Southernmost Part of the Okinawa Trough,  SPOT)(圖  3-2 及圖  3-22-

(a))的龜山島 (Kueishantao Island, KST)地區：  



 

 3-40 

(1) 臺灣北部火山區在臺灣北部陸地上的火山活動地區包含：大屯火

山 群 (Tatun Volcano Group, TVG)( 含 觀 音 山 ) 、 基 隆 火 山 群

(Keelung Volcano Group, KVG)及草嶺山，為上新世晚期至第四

紀所造成的火山岩體。  

(2) 臺灣北部火山區在臺灣北部外海小島的火山活動地區，由北至南

包含：彭佳嶼、棉花嶼與花瓶嶼 (簡稱北方三島 )，以及赤尾嶼、

黃尾嶼、基隆嶼。  

(3) 臺灣北部火山區約從晚上新世 (約 2.8 MaBP 至 2.5 MaBP)開始活

動，並持續到第四紀 (表  3-2 及圖  3-22-(b))：   

(a) 已 知 陸 上 火 山 活 動 的 年 代 分 析 數 據 範 圍 為 2.6 MaBP 至

0.00137 MaBP(即 1,370 years BP)，紗帽山為已知最年輕的

噴發地點。  

(b) 已知臺灣北部海上小島火山活動的年代分析數據範圍為 2.6 

MaBP 至 0.28 MaBP，基隆嶼為本區已知最年經的噴發地點。 

(4) 臺灣北部火山區之地體構造演化機制，學界仍存在有不同模式： 

(a) 臺灣北部火山區若為琉球島弧的西延，則火山活動之岩漿活

動將因形成機制的逐漸消失，而逐漸趨近結束 (Teng, 1990,  

p63–64; Teng et  al. ,  2000, p156)。  

(b) 臺灣北部火山區若是由於張裂環境所引起的話，則未來只要

在該區域地表下有足夠的裂隙產生，地底岩漿將得以藉此上

湧，則臺灣北部仍存在著火山再次活動的可能性 (Chung et 

al. ,  2001, p158–163; Wang et  al. ,  2004, p1007–1008)。  

(c) 諸多研究結果均顯示 (圖  3-23 及圖  3-24)，臺灣北部火山區

區域現今仍有火山或熱液活動跡象。  

(5) 龜山島是出露於沖繩海槽最南端 (SPOT)的火山島，面積約為 2.7 

km2：  

(a) 龜山島的基盤可能是臺灣東北部地層之延伸 (Chen, 1990, 

p17)。  

(b) 龜山島周圍可能是早期的琉球島弧構造，並非屬於琉球島弧

的弧後張裂系統 (Chung et al. ,  2000, p22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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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龜山島自 7 kaBP 至今，最少發生 4 次的火山活動 (Chen et al. ,  

2001d, p871-872)，符合定義上一萬年內有噴發紀錄的活火山

(活火山定義見圖  3-27 註解 )。  

(7) 除了火山岩，龜山島還可見明顯的岩石熱水換質現象、旺盛的硫

氣孔和噴氣孔，以及大量由海底冒出的湧泉：  

(a) 龜山 島 附 近 的海 底 溫泉 氣泡 ， 具有 一 致的 氦同 位 素高 值

(7.8– 8.2 RA)，此值與全球平均中洋脊玄武岩的比值 (~8 

RA)相似，表示龜山島附近的海底溫泉氣泡含有大量源自地

函的物質。  

(b) 研究結果均顯示，龜山島有明顯的火山活動跡象 (圖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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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 臺灣未來的火山活動威脅及機率 

沖繩海槽是屬於琉球島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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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期的張裂活動 (Sibuet et  al. ,  1998,  p30260)，

時間分別為：  

(1) 第 1 期張裂： 9 MaBP 至 6 MaBP 期間。  

(2) 第 2 期張裂： 2 MaBP 至 0.1 MaBP 期間。  

(3) 第 3 期張裂： 0.1 MaBP 持續至今。  

 

龜山島是出露於沖繩海槽最南端的火山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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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 p29)，定年研究顯示 7 kaBP 至今，至少有 4 次的噴發紀錄，

按定義是一座活火山 (Chen et  al. ,  2001d, p871-872)。龜山島周圍經

歷了沖繩海槽的張裂活動，沖繩海槽最南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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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3–68)：  

(1) 龜山島以東沿沖繩海槽張裂中心，約有 60 座至 70 座與沖繩海

槽張裂有關的海底火山，火山的分布與東西走向的正斷層有著正

相關的關係 (Lee, 2001, p40; Lin et  al. ,  2011a; 圖  3-26)；此結

果意味著沖繩海槽第 3 期擴張 (0.1 MaBP 至今 )所產生的一系列

正斷層構造，可能是底下岩漿上升至海底的通路，形成現今所觀

察到的海底火山或露出海面的火山島 (Luo, 2001, p44–53)。  

(2) 龜山島海底熱液的氦同位素比值 (3He/ 4He)高達 7.3 R A 至 8.4 RA，

另外，其西側宜蘭平原的地下水亦具有偏高的 3He 成分；兩者均

顯示來自地函的訊號，可能的原因是沖繩海槽的擴張西進，造成

地殼減薄及張裂系統的作用，提供地函物質上升管道的機制

(Yang et al. ,  2005, p473–475)(圖  3-25-(b))。  

(3) 龜山島周圍的熱通量非常高，最高可達 700 mW/m2，其火成活

動應仍很旺盛 (Chiang et al. ,  2005, p175–182)；另外，其西側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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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平原南部的地溫梯度最高可達 7.6  ℃/100 m，研判可能跟火成

岩入侵有關 (Chiang et al. ,  2007, p60)。   

 

沖繩海槽的張裂系統若向臺灣島擴展，這一系列沿沖繩海槽中心

噴發的海底火山活動範圍可能會往宜蘭陸上延伸 (Teng,  2007,  p7)，

將影響大屯火山群的再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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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大屯火山群底下可能存在一岩漿

庫，因此，大屯火山群可能為一活火山 (Song et  al. ,  2000,  p522–524)： 

(1) 大 屯 火 山 群 的 氦 同 位 素 比 值 ( 圖  3-23-(d))(Lee et al. ,  2008, 

p628)、土壤 CO2 逸氣通量 (Lan et  al. ,  2007,  p36–43)、以及火山

氣的 SO2/H2S 比值與 HCl 濃度 (Lee et  al. ,  2008, p624)等火山活

動程度指標數據，都顯示大屯火山群的岩漿活動並未完全停止。 

(2) 大屯火山群馬槽地區的長週期微震訊號特性，顯示微震訊號可能

與岩漿熱液活動有關，意謂著該區域下有流體活動或岩漿庫存在

(Lin et al. ,  2005a, p2–3)。  

(3) 大屯火山群南側臺北盆地之鑽井岩心的松山層沉積物中發現原

生的火山灰，由松山層的地層控制可推估大屯火山群的最近一次

噴發應該在 20 kaBP 以內 (Chen and Lin,  2002,  p191)。另外，大

屯火山群的火山碎屑沉積物，透過有機炭質物定年的分析結果，

顯示岩漿噴發的時期約為 23 kaBP 至 13 kaBP 期間，七星山地區

更有可能在約 6 kaBP 時有噴發的跡象 (Belousov et al. ,  2010,  

p214–218)。  

 

另外， Chen and Shen (2005)重新檢視過去 150 年在臺灣周圍海

域的海底火山歷史噴發紀錄，有 5 個自 1850 年至 1925 年的歷史海

底噴發曾被記錄下來，並納入世界的火山 (Volcanoes of the World)一

文中 (Simkin and Siebert,  1994)。其中 3 個位於臺灣北部海域， 2 個

位於東南海域 (圖  3-27)；這 5 次海底噴發的紀錄 (Chen and Shen, 

2005, p332–335)，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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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號 0801-04 與 0801-05 的噴發，估計分別位在臺灣北部外海

約 51 km 與約 154 km 處，僅 0801-05 有紀錄屬於小規模、短期

的蒸汽噴發 (steam eruption)，並無固體物質噴出的紀錄。  

(2) 編號 0802-01 的噴發位於臺灣東北宜蘭外海約 248 km 處，1924

年噴發時，先出現水穹隆 (water dome)與火山礫 (lapilli)噴發，後

噴發大量浮石 (pumice)，蓋在西表島東方及與那國島附近海面，

並隨著黑潮漂到日本本島。此次噴發描述相當清楚，極具可信度，

噴發的時間估計至少 50 天，是一個相當大規模的噴發。  

(3) 編號 0801-03 的噴發位於臺灣東部 (約在花蓮新城 )外海約 26 km

處，美軍航海日誌記載著大約距離臺灣海岸 18 km 處，有長達數

天的黑煙囪 (smoke column)與火山灰 (ash)噴發，但沒有熔岩流

(lava)出現。  

(4) 編號 0801-02 的噴發位於臺灣最南端外海約 43 km 處，關於此

噴發的位置存在有許多矛盾之處，且都缺少噴發描述紀錄。  

 

從臺灣地體構造角度、歷史海底噴發紀錄 (Chen and Shen, 2005,  

p335–338)，並結合現今已知的火山活動來解析：  

(1) 臺灣北部外海的 2 次噴發紀錄 (0801-04、0801-05，位於臺灣北

部火山區範圍內 )，顯示現今仍有火山活動的可能性：  

(a) 臺灣北部外海的 3 個小島 (彭佳嶼、棉花嶼及花瓶嶼 )的噴發

年齡約介於 2.6 MaBP 至 0.3 MaBP 間 (Juang,  1993,  p154; 

Wang et al. ,  2000,  p257)。上層晚期的噴發都相當年輕 (小於

1 MaBP)。  

(b) 棉花嶼最後期的火山熔岩，仍保存著非常清晰完整的繩狀結

構與表面彩虹光澤，並沒有遭到風化作用，推測可能僅數千

年至百餘年之火山噴發的產物 (Chen et al. ,  2014d,  p109)，

甚至在外海海床仍有海底火山沿著正斷層湧升 (Wang,  2007,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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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宜蘭外海的噴發 (0802-01)距離臺灣雖遠，但位於第四紀琉球火

山前緣 (The Quaternary Ryukyu Vol canic Front,  QRVF)中，現今

仍有活動的可能。  

(3) 東南外海的兩個歷史噴發 (0801-02、0801-03)，應與北呂宋島弧

系統有關：  

(a) 北呂宋島弧系統可分為東西兩個火山島鏈，西火山島鏈及東

火山島鏈  (圖  3-20)；東火山島鏈較年輕，西火山島鏈較老

且已因 LEAC 弧陸碰撞運動而停止火山活動 (圖  3-10-(c)至

(d))；海岸山脈屬西火山島鏈系統，已停止火山活動。  

(b) 雖然臺灣南端的噴發紀錄 (0801-02)不明確，但位置相當接

近北呂宋島弧之東火山島鏈的噴發 (小蘭嶼噴發年齡約 0.02 

MaBP)(圖  3-20)。  

(c) 倘若將花蓮外海的噴發 (0801-03)視為仍在活動之北呂宋島

弧之東火山島鏈的最北端，則就會與海岸山脈不同，須獨立

看待。  

 

如何利用過去噴發紀錄來評估火山活動的機率，是一項重要但困

難 的 議 題 。 圖  3-27 列 出 計 算 臺 灣 6 個 火 山 得 到 的 災 害 機 率

(Konstantinou, 2014, p2659–2660)。從全新世以來仍有的火山岩噴

發紀錄、過去 165 年來航海日誌記載的歷史海底噴發，以及現在持續

的熱液與地震作用的證據，認為：  

(1) 大屯火山群與龜山島是未來臺灣周圍地區可能噴發最主要的兩

個火山中心。  

(2) 主要面臨到的火山活動災害形式將為火山沉降灰 (ash fall)、火山

泥 流 (lahar) 或 山 崩 / 碎 屑 崩 瀉 (landslide/debris avalanche) 

(Konstantinou, 2014, p2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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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4. 臺灣火山活動分析與監測 

臺灣北部大屯火山群及龜山島等火山地區的噴發活動，已經沉寂

了很長的時間，但是從火山氣體及微震的特性看，此兩區域與其他國

家之活火山具有極類似的特性，地殼深處可能仍具有持續活動的岩漿

庫，提供熱源及釋放深部地函氣體，並引發火山活動特有的微震等徵

兆 (Song et  al. ,  2000, p522–524)。  

 

3.2.1.4.1. 火山活動分析方法 

根據日本、美國、紐西蘭和菲律賓等國家分析及監測火山活動的

經驗，火山噴發前，可能會產生以下現象 (Tilling,  1989,  p245–248)： 

(1) 改變地下水 (溫泉 )及逸氣的化學特性。  

(2) 產生火山型地震。  

(3) 改變地溫梯度、地形、重力、地磁等物理參數。  

 

這些地質現象的變化，都和地殼岩漿庫的活動有直接關係；因為

火山噴發前，岩漿庫會先逐步增長或向上遷移，因而引起頻繁的微地

震、地表抬升、地溫增高、噴氣之 SO2、CO2等氣體成分量增加等，因

此上述物理化學特性是分析及監測火山活動的主要參數 (Tsao et  al. ,  

2007,  p42; Husen et al. ,  2004, p407–409; Hill and Prejean, 2005,  

p263–275)。  

(1) 火山噴氣之氣體成分的變化，常被用來作為探討岩漿性質、活動

性、與監測火山活動性的最有效方法。  

火山爆發前，噴氣中的某些氣體成分會突然增加或是減少，或是

同位素值會有所改變，因此分析火山的氣體成分及同位素變化，

可以監測火山運動，並可以進一步預測即將到來的爆發。例如： 

(a) 氦同位素比值 ( He 
3 / He 

4 )的長時間的監測、分析，可用以評估

火山地底下之岩漿庫活動情形 (Yang et  al. ,  1999,  p284–285;  

Yang et al. ,  2005, p473–475)，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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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e 
3 / He 

4 比值在空氣、地殼和岩漿中的數值差異很大，通

常岩漿的 He 
3 / He 

4 比值是空氣中的 8 倍至數十倍，而地殼

中的 He 
3 / He 

4 比值卻低於空氣值的十分之一以下。  

(ii)  氦氣在空氣中的濃度低、溶解度極低且不易與其他物質

產生化學反應，最能直接反映出源自於地函的岩漿源組

成訊號 (Yang et  al. ,  1999,  p284–285; Yang et  al. ,  2005,  

p473–475)。  

(b) CO2通量的變化也常用來監控火山的活動，因為：  

(i) 在岩漿活動過程中，大量的氣體會被釋放到大氣中，而

火山氣體中 CO2含量僅次於水蒸氣。  

(ii)  在岩漿上升過程中， CO2是最早脫離岩漿被釋放出來的

主要氣體，因此 CO2排放通量的變化，可作為火山活動的

預警機制 (Wen, 2010,  p26)。  

(2) 火山地區之微震的觀察及分析，是另一種火山活動調查的常用工

具，因為：  

(a) 火山活動所引發的火山型地震訊號，諸如群震、長週期振動、

長時間微振動等特性，其在紀錄儀上所表現的波形和頻率訊

號特徵，和ㄧ般斷層作用引起之構造地震的訊號特徵，有很

大的差異。  

(b) 火山地區微震的發生機制，與液態岩漿上升遷移，或是高溫

地下水在裂隙中的循環有關。  

(c) 火山地區微震的觀測與分析，可以獲得震源的空間分布與速

度構造特性，配合其他相關證據解釋，可以幫助了解火山區

域淺部地殼的地熱分布、地下火成岩體的範圍、破裂岩層與

熔融物質等火山活動相關的現象 (Lin,  2006, p6; Lin et  al. ,  

2005a, p2–3)。  

(3) 長期性的地溫量測也是監控火山活動的主要工作之一：  

(a) 當火山地區地底下存在炙熱高溫岩漿庫時，地表上的溫度、

井下量測的地溫梯度及熱流通量都會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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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於地底下一個入侵的火成岩體，其溫度訊號傳導至地表的

速度快慢，與火成岩體的溫度、周圍岩石的導熱性質等參數

有關，量測地表溫度、井下地溫梯度、熱流值等，可以估算

火成岩體的規模及入侵年齡 (Chiang, 2010, p83)。  

(4) 定期性地表變形水準測量、利用 GPS 數據進行火山地區高程變化

演算、空載光達數值地形模型、大地電磁量測等方法，都是普查

及監控火山地區潛在岩漿庫分布範圍常用的手段。  

(5) 空中磁力探測及資料解析，是探討大範圍火成活動的有效方法，

因為：  

(a) 火成岩中含鐵鎂元素的磁性礦物含量，較一般沉積岩高，兩

者的磁力特徵訊號有明顯差異性。  

(b) 空中磁力探測法因不受地形、地物的限制，故能獲得均勻的

測點分布，提高資料解析的可靠度，很適合運用於地貌複雜、

高低起伏的火山活動區域 (Tong and Lin,  2012,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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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4.2. 火山活動監測 

臺灣於 2000 年前後，開始對於大屯火山群的火山活動徵兆，進

行 長 時 間 的 監 控 工 作 ； 國 科 會 的 大 屯 火 山 觀 測 站 (Tatun Volcano 

Observatory,  TVO)於 2011 年成立後，進一步整合了火山氣體、溫度、

地殼變形、微震觀測等研究工作成果。  

(1) 微震觀測及資料解析：  

(a) 大屯火山群的微震規模多在 2 以下，微震分布以大油坑及七

星山兩區域底部為主，且微震深度密集於 2 km 至 5 km 之

間 (Lin,  2012, pp113–114)。  

(b) 大屯火山群的微震機制，除了有構造引起的高頻地震外，亦

具有火山活動特有的水滴形及螺絲釘形的低頻地震訊號，以

及間歇式爆炸型群震 (spasmodic bursts)訊號，表示部分的

微 震 成 因 是 流 體 流 動 所 造 成 (Konstantinou et  al. ,  2009, 

pp268–271; Rontogianni et  al. ,  2012, pp2260–2264)。  

(2) 火山氣體監測及資料解析：  

(a) 大屯火山群的噴氣具有地函訊號的稀有氣體，其中以大油坑

噴氣口的地函訊號最高 (Yang et al. ,  2003c, p147)，其噴氣來

源 可 能 是 隱 沒 型 島 弧 岩 漿 系 統 與 空 氣 的 混 合 (Lee et al. ,  

2008, pp628–633)。  

(b) 大屯火山群地區的溫泉及噴氣冷凝水的碳、氫、氧同位素比

值等綜合資訊，同樣得到地函岩漿來源的訊號特徵 (Ohba et  

al. ,  2010, pp517–519)。上述不同學者運用氣體地球化學分

析結果，指示出大屯火山群地表的後火山活動現象，有可能

是源於地底深部的岩漿活動。  

(c) 代表火山活動度的 SO2/H2S比值，大屯火山群地區在 2006 年

開 始 有 增 高 的 現 象 ， 但 是 已 逐 漸 回 復 至 平 常 低 值 (Song,  

2013, pp181–182)。  

(3) 地殼變形及溫度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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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屯火山群地區近十年來的 GPS 觀測數據顯示，大屯火山群

地區以 2 cm/yr 至 3 cm/yr 的移動量，向東南方向運動，此

結果與臺灣北部區域性應力結構一致，但 GPS 數據的抬升或

沉降趨勢則不明顯 (Lin,  2011a,  pp34–36)。  

(b) 大 屯 火 山 群 地 區 的 永 久 散 射 電 達 干 涉 技 術 (persistent 

scatter 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PSInSAR )

觀測數據顯示，大屯火山群地區在 2003 至 2007 年間的地

殼變動，是呈現抬升現象。  

(c) 大屯火山群地區的精密水準測量數據顯示，在 2006 年至

2011 年間，擎天崗區域有明顯抬升現象，但同時間七星山

則是呈現沉降趨勢 (Murase et  al. ,  2014, pp31–33)：  

(i)  比對微震資料的時空分布，可能代表大屯火山群地區具

有一消一長的兩組熱液系統同時作用，導致上述現象發

生。  

(ii) 對應同時段擎天崗區域之氣體化學分析結果的數據偏

高、近幾年來幾次規模 3 以上的地震都發生在擎天崗地

區、地溫井長期觀測結果也顯示井底溫度呈現上升趨勢

(Song,  2013, pp181–182)，顯示擎天崗區域之地底熱液

活動相較大屯火山群其他區域明顯許多。  

(4) 大屯火山群地區之七星山、大油坑區域的地電阻特性呈背斜、分

層構造，約 6 km 深處則呈近球形、似岩漿庫構造，且其電阻值

偏高的區域可能是冷卻過程的火成岩結構 (Chen, 2009a, p6–8)。 

(5) 大屯火山群地區之地底構造震波模擬模型顯示，大屯火山群地底

具有一個高縱波速度 (Vp)的管狀構造，其走向約略平行金山斷層

面，並且向下、向南延伸至地底約 20 km (Wen et al. ,  2012, 

p182)：  

(a) 此構造可能是之前火山活動時的岩漿侵入管道，其偏高的縱

波速度 (Vp)值也隱示現今的低溫、冷卻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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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但近地表地層區域所顯示的低縱波 /橫波速度比 (Vp/Vs)及

低縱波衰減值 (Qp)值特徵，則可能代表現今熱液活動區域及

破碎帶。  

 

綜合上述大屯火山群地區之地物及地化的監測及解析結果，顯

示：  

(1) 地表溫泉及噴氣口氣樣分析結果顯示強烈地函來源流體，表示大

屯火山群地區可能存在地底深部的岩漿庫，且其岩漿的上升管道

仍然保持暢通。  

(2) 微震分析結果顯示火山型地震集中發生於地底 2 km 至 5 km 處，

此結果與震波模擬地底構造結果的低 Vp/Vs 及低 Qp 值區域一

致，表示大屯火山群區域的熱液活動仍然盛行。  

(3) 大地電磁量測與震波波速分析結果，都指向大屯火山群的岩漿活

動趨於冷卻，但 InSAR 與精密水準測量結果則顯示大屯火山群部

分區域為抬升的趨勢 (Chou, 2009,  p74)，尤其是擎天崗區域在

2007 年至 2009 年間曾有每年 5 cm 的抬升量，其驅動力量的來

源及機制，值得持續探討及監控。  

 

龜山島是位處宜蘭外海的火山小島。龜山島最近的一次火山活

動，發生在約 7 kaBP，因此歸類為活火山，現在龜山島海域仍有強烈

的海底熱液活動，附近岩石受到硫氣作用而變質，鄰近海水成乳白至

黃濁色。依據莊文星等 (Juang et al. ,  2011, p156)近 40 多年來的觀察

與研究，龜山島水蒸汽與硫氣等地熱現象大致已呈現衰退之趨勢，其

中尤以龜首最為明顯：  

(1) 龜山島海底熱液區域之氣泡的氦同位素比值 ( He 
3 / He 

4 )高達 7.8 

RA至 8.2 RA，表示軟流圈地函成分可能已經可以直接逸散至地

表，其西側宜蘭平原的地下水同樣地具有偏高的 3He 成分，可能

原因是沖繩海槽的擴張西進，造成地殼減薄及張裂作用，提供地

函物質上升的管道 (Yang et al. ,  2005, pp47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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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龜山島的井下溫度觀測結果顯示，2007 年至 2011 年間的溫度變

化很小，年溫度變化約 0.015 ℃至 0.215 ℃，而且井溫有緩慢下

降的趨勢，年均降溫約 0.048 ℃至 0.116 ℃，表示龜山島本身的

地溫有逐漸冷卻的趨勢 (Chiang,  2010, p83)。  

(3) 龜山島的微震觀測數據顯示，2007 年至 2012 年期間的微震深度

分布於 10 km 以內的淺部地殼，震源則集中於龜山島與其西側

宜蘭平原南部兩區域 (Lin,  2012, pp66–67)。  

(4) 空中磁測解析結果顯示宜蘭平原南部有一高磁區分布 (Tong and 

Lin,  2013, p107)，對應該區也有微震密集現象 (Lin,  2012,  pp66–

67)，及較高的氦同位素比值 (Yang et  al . ,  2005,  pp473–475)，因

此未來應持續關注龜首東南方的海底火山活動，以及宜蘭平原南

部地底岩漿入侵跡象等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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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5. 小結 

(1) 臺灣位於環太平洋火環帶，但火山活動區域僅侷限在某些特定區

域。  

(2) 用過核子燃料的輻射劑量需要約 300 ka，才會衰退至天然鈾礦背

景值 (圖  1-2) (NUMO, 2004, p10; IPFM, 2011,  p8)。因此，除非

有證據顯示在未來 300 ka 內 (針對用過核子燃料的最終處置 )不

會有火山噴發活動，或不會被涵蓋於火山活動的影響範圍內，否

則下述地區不宜作為地質處置設施的考量地點：  

(a) 大屯火山群 (Tatun Volcano Group,TVG)及北部外海周圍地

區：因為大屯火山群及北部外海尚有活動徵兆。  

(b) 宜蘭平原擴張軸線靠海地區：因為沖繩海槽的持續擴張逼

近，使得火山活動 (如龜山島 )似有逐漸接近宜蘭平原的趨

勢。  

(c) 臺 灣 本 島 東 南 屬 於 北 呂 宋 島 弧 之 東 火 山 島 鏈 (Eastern 

Volcanic Chain of NLZA,  NLZA-E)的地區：雖然長期而言，隨

著 LEAC 弧陸碰撞運動作用的南移，臺灣東部火山活動將逐

漸停止，但位於北呂宋島弧之東火山島鏈的小蘭嶼 (圖  3-3-

(a))最後一期的火山活動約在 0.04 MaBP 至 0.02 MaBP 期

間，尚無法完全排除其再活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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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斷層及地震活動 

斷層是大地應力在尋求平衡過程中，因地層錯動而造成的地質構

造，發生在地層特定的錯動面上；而地震則是斷層活動、火山活動等

地質作用產生的能量震波，由震源向外擴散所產生的震動，當不考量

地形、地層效應時，通常隨距離的增加而降低：  

(1) 當斷層的錯動面直接切過地質處置設施時，可能會破壞工程障壁

系統對核種的圍阻功能。  

(2) 當地震的震波能量過大時，可能會觸動臨近地質處置設施之斷

層、裂隙的錯動，或瞬間改變地下水流、化學環境的特性，影響

工程障壁系統對核種的圍阻功能。  

 

除非大地構造改變，否則斷層活動通常會沿著既有的斷層構造而

活動，並由地下至地表逐漸擴大其活動影響範圍，形成斷層帶，因此，

地質處置設施場址的篩選及建造，必須儘可能遠離已知的活動斷層

帶。  

近期內活動過的斷層，稱為活動斷層；所謂近期，通常追溯至過

去萬年的時間尺度，但各國或各機構的定義有所不同。針對地質處置

設施之穩定性評估的考量時間尺度，需達數十萬至百萬年之久，活動

斷層是最關切的斷層種類。  

1999 年臺灣 921 集集地震 (ML  7.3 或 Mw 7.7)與 2011 年日本 311

福島大地震 (Mw 9.0)，均反映出斷層活動與地震的高度關連性。因此，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的技術發展非常重視地質處置設施工程

設計所需的斷層及地震相關資訊，相關關鍵資訊及其應用關聯性的順

序如下：  

(1) 活動斷層的空間分布、活動性、錯動規模及再現頻率等特性。  

(2) 震波能量隨距離、深度衰減的特性。  

(3) 地質處置設施之處置孔周圍裂隙受地震誘發錯動的可能規模及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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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第 (1)項及第 (2)項資訊，在不同區域、不同深度都有不同特

性，統稱為場址效應；至於前述第 (3)項資訊，不同場址、不同工程設

計會有不同影響效應，統稱為場址設計效應：  

(1) 臺灣尚無地質處置設施的候選場址，因此，本章節目前尚無法論

述場址效應，僅能以全國性的角度，說明相關議題的研究發展成

果。  

(2) 場址設計效應，係屬工程設計範疇，不在本報告論述範圍；但

SNFD2017 參考案例相關所需地質處置設施場址之處置孔周圍裂

隙模擬 (離散裂隙網路 (Discrete Fracture Network,  DFN)模擬 )，

包括詳細之現地裂隙量測數據、重 /磁力線形資訊統計，到離散

裂隙網路模擬建構過程及成果範例，請見附件 A 之第 3.9 節及第

3.10 節的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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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 臺灣的活動斷層 

因各國之地質環境條件存在相當大之差異性，各國均依其國內之

地質特性定義其活動斷層，惟各國之定義都包含近期活動之時間基

準，並強調未來再活動之可能性。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CGS)採用斷層活動之時代作為分類之基礎 (Chang 

et al. ,  1998, p17–18)，將臺灣地區的活動斷層分為 2 類 (Lin et al. ,  

2012b, p7–8)：  

(1) 第一類活動斷層 (全新世活動斷層 )：  

(a) 全新世 (距今 10,000 年內 )以來曾經活動過的斷層。  

(b) 錯移 (或潛移 )現代結構物之斷層。  

(c) 與地震相伴發生之斷層 (地震斷層 )。  

(d) 錯移現代沖積層之斷層。  

(e) 地形觀測證實具潛移活動性之斷層。  

(2) 第二類活動斷層 (更新世晚期活動斷層 )：  

(a) 更新世晚期 (距今約 100,000 年內 )曾經活動過的斷層。  

(b) 錯移階地堆積物或台地堆積層之斷層。  

 

圖  3-28 是臺灣活動斷層分布圖 (2012 年版 )(CGS, 2012)，涵蓋第

一類及第二類活動斷層，共 33 條，但未包含尚待確認的存疑性斷層；

存疑性斷層係指有可能是活動斷層的斷層，但對斷層的存在、活動時

代及再活動性存疑者：  

(1) 在中央地質調查所所發佈的臺灣活動斷層分布圖 (2012 年版 )中，

列出地表斷層長度超過 5 km 的活動斷層共 33 條，其中，屬於第

一類活動斷層有 20 條，第二類活動斷層有 13 條，包括：臺灣北

部的 4 條斷層，中部的 8 條斷層，西南部的 9 條，南部的 4 條斷

層，以及東部的 8 條斷層 (Lin et al. ,  2012b, p1 & p11–19)。  

(2) 臺灣本島已知的活動斷層分布位置 (圖  3-28)，分布主要在 3 個

新期構造區域 (圖  3-29)，包括臺灣西側的西部褶皺逆衝斷層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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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b)-)、臺灣東側的花東縱谷板塊縫合帶 (圖  3-3-(b)-

及之間 )，以及臺灣北部張裂帶 (Chen et al. ,  2016b, p133)。  

(a) 臺灣西側之歐亞板塊邊緣，在中新世以前為半地塹盆地，發

育許多正斷層，更新世蓬萊運動的擠壓作用使既存的正斷層

轉變為逆衝斷層，形成一系列由東向西發育，越西側逆衝斷

層越年輕的褶皺逆衝斷層帶 (Chen et al . ,  2016b, p137)。  

(b) 臺灣東側花東縱谷屬於歐亞板塊及菲律賓海板塊的縫合帶，

因海岸山脈與中央山脈的碰撞作用，長期處於橫移擠壓的大

地應力環境，因此活動斷層大多呈現向西北逆衝兼具左移活

動的特性 (Chen et al . ,  2016b, p133)。  

(c) 臺灣北部張裂帶因受到後造山運動的拉張作用，及琉球島弧

西移帶來之沖繩海槽擴張作用的影響，WEP 以東新發育的正

斷層系統，多沿著原本蓬萊運動的逆衝斷層轉化產生。目前

陸域發現的正斷層僅山腳斷層，但陸域的逆衝斷層大多可連

接海域的正斷層 (Chen et al. ,  2016b, p137)。  

(3) 前述 3 大新期構造區域有許多斷層並未列在 33 條活動斷層中 (圖  

3-28)，近年來諸多研究顯示：  

(a) 在晚更新世或全新世以來有活動跡象，特別是西部麓山帶靠

東側較早形成的逆衝斷層帶，可能不僅上述之 33 條活動斷

層；或許是因為近期活動度較低，但仍屬於第四紀以來活動

過的斷層，統計共有 49 條活動斷層 (Chen et  al. ,  2016b, 

p134)。  

(b) 此外，臺灣北部張裂帶受拉張作用產生的斷層系統，有些在

張裂盆地中被厚層沖積層覆蓋，增加調查的困難度。Chen et  

al.  (2016b, p144)彙整了北部張裂帶陸域及鄰近海域，因拉

張作用或碰撞作用產生的斷層。圖  3-29 是臺灣已知構造線

分布圖，包含活動斷層 (圖  3-28)、構造斷層等重要構造線，

可作為後續相關計畫進行調查研究的重要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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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臺灣的災害性地震及921集集地震 

臺灣地區的地震紀錄，可分為史料記載，以及地震儀的觀測紀

錄兩類：  

(1) 臺灣地震的史料記載，最早可追溯至明朝 (西元 1604 年泉州地

震 )，係根據古書中對地震災害的記載及描述，推估這些災害性

地震的地震規模、最大震度及震央位置，由於取決的標準不同，

因此不同學者所推估出之震央位置、震度及地震規模皆有些許的

差異性 存在 (Hsu, 1980, p4; Tsai ,  1986, p18; Wang and Shin,  

1998, p591; Lee et al. ,  2002, p49; Cheng et  al. ,  2012, p428 )。  

(2) 臺灣於 1891 年裝置了第一部地震儀，其後，臺灣各地陸續裝設

地震儀 (圖  3-30)，地震相關觀測資料才較為詳細。  

 

臺 灣 本 島 近 百 年 曾 經 發 生 多 次 災 害 性 的 地 震 ( 圖  3-31 及 表  

3-3)；如果將記載的時間再往前追溯至 1604 年 (史料記載 )，則涵蓋

臺灣海峽及臺灣地區 (Lee et al. ,  2002, p49; Cheng and Yeh,  2004,  p71; 

Cheng et al. ,  2012, p429; Guo et  al. ,  2015,  p248)：  

(1) 造成超過 10 人以上死亡的重大災害地震至少有 30 次。  

(2) 造成百人以上的死亡的重大災害地震至有 15 次。   

(3) 造成千人以上死亡的毀滅性重大災害地震有 4 次；分別是：  

(a) 1848 年彰化地震 (1,030 人死亡 ) 

(b) 1906 年梅山地震 (1,258 人死亡 ) 

(c) 1935 年新竹–臺中地震 (3,276 人死亡 ) 

(d) 1999 年集集地震 (2,415 人死亡 )。  

 

若以地震發生的地點將 30 次重大災害地震分群，可分為 4 區

(Leu,  2005, p12)：  

(1) 臺灣本島西部地區 19 次。  

(2) 臺灣本島東部地區 9 次。  

(3) 臺灣本島北部基隆地區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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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灣本島南部屏東地區 1 次。  

 

其中，開發最早的西部地區所發生的重大災害地震達 19 次數最

多，約佔 2/3，所造成的災害亦較嚴重，共造成 10,819 人死亡，約佔

98%。臺灣西部地區重大災害地震發生頻率較高且災害較嚴重，主要

原因是 (Leu,  2005, p12)：  

(1) 臺灣本島西部地區開發較早、經濟建設發達、人口集中。  

(2) 臺灣本島西部地區地震的震源普遍較淺。  

 

因此，雖然臺灣本島東部地區所發生的地震頻率較高、地震規模

較大 (1811 年花蓮地震規模 M=7.5、 1815 年花蓮地震規模 M=7.7、

1882 年臺東地震規模 M=7.5、 1920 年花蓮外海地震規模 M=8.0、

1922 年蘇澳外海地震規模 M=7.6)，但所造成的災害遠較地震發生頻

率低、地震規模較小的西部地區為少。  

此外，發生在北部地區的 1867 年基隆地震，據推斷應是臺灣地

區唯一引發海嘯造成海嘯災害的地震；而 1959 年發生於南部的恆春

地震 (地震規模 ML=7.1)，震源位於外海且有疑似海嘯的現象，但未

有海嘯災害報導，雖然此次地震震源位於海上，但仍對一向少有地震

侵襲的屏東縣釀成不小災害 (Lee et  al. ,  2002, p50)。  

1999/09/21 凌晨 1 時 47 分，臺灣發生了 20 世紀以來規模最大

的陸上地震，也是臺灣近半世紀以來唯一地震規模大於 7 的地震

(ML=7.3)。這是百年以來第二慘重的地震災害 (表  3-3)，根據統計有

2,415 人死亡與 29 人失蹤，受傷人數達 11,305 人，房屋全毀或半倒

105,548 戶 (NFA, 2014,  p87)。因 921 集集地震為目前國內具有最完

整紀錄之強震，故以 921 為例說明臺灣可能的地震災害及作為後續地

震危害度之分析案例，以有效銜接後續內容。  

921 集集地震造成臺中豐原至南投竹山之間，長約 76 km 的地表

破裂，以及在卓蘭–石岡地區形成寬約 16 km 的地表褶皺變形帶

(Chen et al. ,  2000, p143 -144; Chen et al. ,  2016, 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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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照地表破裂的形態與地質特性，集集地震時主要由車籠埔斷層

(圖  3-28 編號第 11 號斷層 )及大尖山斷層 (圖  3-28 編號第 15

號斷層 )發生地表錯移；除主斷層外，還有許多分支斷層 (Chen et  

al. ,  2000, p139)。  

(2) 地表變形造成的崖，由南往北升高，可分成 3 個區段 (Chen et  al. ,  

2000, p143; Chen et  al. ,  2001b, p25; Chen et al. ,  2016, p140)：  

(a) 竹山段為大尖山斷層部分分支，以逆斷層兼具右滑作用，使

錦水頁岩逆衝到頭嵙山層上，構成寬廣的斷層帶。  

(b) 草屯段大致為南北走向的車籠埔斷層，以逆斷層作用在錦水

頁岩或錦水頁岩與卓蘭層的介面中滑動。  

(c) 石岡段大致為東西走向的車籠埔斷層，沿錦水頁岩形成逆斷

層並切過卓蘭層。有許多分支斷層統稱石岡斷層。延伸至卓

蘭，地表變形以褶皺為主。  

(3) 集集地震發生時，從地震斷層的構造特性分析 (Chen et  al . ,  2000,  

p143; Chen et  al. ,  2001b, p28-29; Chen et al. ,  2016, p140)：  

(a) 在竹山段，大尖山斷層移動方向大致為北偏西 80°至 90°，

傾角約 40°向東。  

(b) 在草屯段，車籠埔斷層移動方向為北偏西 70°至 90°，傾角

約 30°至 40°向東。  

(c) 在石岡段，車籠埔斷層移動方向為北偏西 35°至 40°，傾角

約 30°向東，屬於左向斜移逆斷層。卓蘭以褶皺變形為主，

由背斜軸向判斷主應力方向約為北偏西 40°。  

 

臺灣西部離島地區因為遠離板塊邊界，地震較少，歷史上記載鄰

近地區較嚴重的地震災害紀錄，有 3 次規模大於 7 的地震，均與閩粵

濱海斷裂帶有關 (Guo et al. ,  2015, p248)，此 3 次地震分別是：  

(1) 1600 年廣東南澳外海 (M7.0)地震。  

(2) 1604 年福建泉州外海約 60 km (M7.5)地震。  

(3) 1918 年廣東南澳 (M7.3)地震 (Cheng et al. ,  2012, p432;  Guo et al. ,  

2015, p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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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604 年泉州地震為臺灣海峽歷史上最大的地震，鄰近 10

個省 124 個縣的歷史文獻均有記載，可能發生地裂及海嘯 (Cheng et  

al. ,  2012, p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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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 斷層的活動頻率及調查研究 

921 集集地震發生後，臺灣的地質學者全力投入斷層相關研究。 

(1) 斷層的活動頻率：  

(a) 透過斷層帶的槽溝挖掘研究及過去的地震歷史紀錄，探討斷

層活動的時間與位移量，判斷長期以來斷層活動是否有時間

規律性，若具有規律性，便可據此估算下一次發生斷層活動

及大地震的時間。雖然古地震的研究結果，至今尚無法準確

預測斷層活動及地震發生的時間、地點與規模，但仍是目前

較具科學性的估算基礎 (Chen et  al. ,  2005b,  p132)。  

(b) 依 最 新 的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表  3-4 及 表  3-5)(Chen et al. ,  

2003a, p15; Chen et al. ,  2003b,  p126-127; Chen et al. ,  

2004b,  p111)：若以規模 7 以上的大地震而言，臺灣西側的

西部麓山帶變形前緣 (圖  3-3-(b)-)的活動斷層，似乎較東

側花東縱谷 (圖  3-3-(b)-及之間 )的活動週期長；西側的

活動週期約數百年，東側花東縱谷斷層的活動週期可能僅約

百年 (Chen et  al. ,  2005b,  p134)。  

(2) 斷層的活動調查：  

針對地質處置設施場址的評估，確認場址內是否有未知斷層及其

位置是相當重要的工作，土壤氣體調查是探測未知斷層的有效方

法之一 (Fu et al. ,  2005,  p434)：  

(a) 地殼錯動形成斷層或破碎帶時，因地層破碎所產生的微小裂

隙會形成一個滲透性較高的通道，使得來自深部地殼或地函

的氣體，沿著通道快速地向上遷移與地表土壤裡的氣體混

合，造成地表土壤氣體濃度的異常變化。  

(b) 依最新的研究結果顯示 (圖  3-32)，土壤氣體中的氦氣、氡

氣、二氧化碳與氮氣是較靈敏的氣體指標，能指示出斷層帶

的分布範圍 (Fu et  al . ,  2005, p434)；另外：  

(i) 斷層帶的區域網格點調查方法，比舊有的橫切斷層測線

調查法，更能如實反應出斷層可能經過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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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若能輔以對比其他斷層調查法 (例如：地球物理、鑽井、

槽溝挖掘 )結果，做進一步的確認，即可有效提升調查未

知斷層的效率與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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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4. 臺灣的地震活動特性 

地震的成因可能源自斷層錯動、火山爆發、地面塌陷、山崩以及

隕石撞擊地面，但整體而言，由斷層錯動所引發的地震仍佔多數，全

世界幾乎有 90%以上的地震屬於斷層錯動引起。  

臺灣位於地震頻繁的環太平洋火環帶上 (圖  3-6)，全球超過 70%

的地震發生在此地震帶內。臺灣地區位於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板塊的

接觸帶 (圖  3-11-(a))，是典型板塊碰撞下產生之大陸邊緣島嶼；菲律

賓海板塊向歐亞板塊擠壓，臺灣島遂得以誕生並成長，此造陸運動迄

今仍在持續進行，也引發了臺灣旺盛的地震活動 (圖  3-11-(b))：  

(1) 在臺灣東北部，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傾斜至歐亞板塊之下，造

成臺灣東北部的地震發生頻率及位置，有集中於板塊隱沒帶之現

象。  

(2) 在臺灣西南部，南中國海板塊向東隱沒至菲律賓海板塊之下，也

可觀察到向東隱沒之傾斜地震帶。  

 

臺灣的地震活躍帶大致可分為西部、東北部，及東部 3 個地帶 (圖  

3-33-(a))：  

(1) 西部地震帶 (圖  3-33-(a)-I)：  

西部地震帶自臺北南方經臺中、嘉義而至臺南，寬約 80 km，大

致與島軸平行；地震發生頻率較低，主要為集中於斷層構造區附

近之淺層地震 (深度約 10 km)，往往造成地面劇烈錯動，因此地

震災害較大 (詳第 3.2.2.2 節說明 )，而且餘震次數也較多。  

(2) 東北部地震帶 (圖  3-33-(a)-II)：  

東北部地震帶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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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區的地震集中在

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至歐亞板塊的板塊隱沒帶。  

(3) 東部地震帶 (圖  3-33-(a)-III)：  

東部地震帶沿菲律賓海板塊邊界分布，北起花蓮東部，沿菲律賓

海板塊與歐亞板塊交界的琉球海溝，向西延伸至菲律賓海板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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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板塊的弧陸碰撞帶，由花蓮向南至台東，並可一直延伸到呂

宋島，南端幾與菲律賓地震帶相接，整體呈現近似弧形並面朝太

平洋，亦和臺灣島相平行，寬約 130 km，此區的地震集中在菲

律賓海板塊與歐亞板塊的碰撞帶。  

 

臺灣自 1900 年起有地震觀測紀錄資料，地震觀測歷史已逾百年，

自 1900 年至 2008 年間共收錄超過 40 萬筆規模大於 2 的地震；地震

觀測資料顯示，臺灣的地震主要發生在東部海域、花東縱谷 (圖  3-3-

(b)-及之間 )，以及西部麓山帶變形前緣 (圖  3-3-(b)-)。  

(1) 震源的空間分布：  

臺灣地區百年來規模大於 4 以上的地震有 10,710 個，震源深度

最深可達約 300 km，由震源在空間上的分布特性可以發現 (圖  

3-12)：  

(a) 臺灣地區震源深度較深的地震，大部分都在臺灣東北部 (圖  

3-33-(a)-II)。在約 24°N 附近，震源分布明顯呈現向北隱

沒的傾斜地震帶 (圖  3-11-(b))。  

(b) 在臺灣西南部 121°E 附近，隱約呈現向東隱沒之傾斜地震帶

(圖  3-11-(b))，但此地區所發生的地震較少，所呈現的隱沒

作用也比較模糊。  

(c) 臺灣西部地震的震源深度較淺，主要分佈於斷層構造附近

(圖  3-11-(c)及圖  3-33-(b))。  

(d) 除 了 臺 灣 西 部 的 北 港 重 力 高 區 與 觀 音 重 力 高 區 地 區 ( 圖  

3-3-(b))，以及在臺灣東部花東縱谷中段西側地區的地震較

少以外 (圖  3-34)，整體而言，整個臺灣地區之地震活動非常

頻繁 (圖  3-12-(a))。  

(2) 地震的觀測數量：  

(a) 在 1900 年至 1972 年間的初期地震觀測，因為地震儀器較

為簡陋、地震站的設置數量稀少、以及相關硬體設備不夠精

良，所以只能記錄到地震規模大於 4 以上的地震資料，平均

每年的觀測資料只有 42 個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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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1973 年至 1993 年間的地震觀測，由於地震觀測網的陸

續建立與改善，平均每年的地震觀測資料已增加到 5,080 個

地震。  

(c) 在 1994 年至 1998 年間的地震觀測，因觀測系統升級為連

續的數位紀錄，使得所蒐錄的地震個數大幅增加，平均每年

的觀測資料有 16,077 個地震，大約增為系統更新前的 3 倍。 

(d) 1999 年之後，因為 921 集集地震、嘉義地震與成功地震等

多次大規模地震序列 (圖  3-34)，使得觀測資料大增，除了每

年固定觀測到的一萬多次的地震個數以外，單就集集大地震

的餘震個數統計便已超過一萬多次。921 集集地震是近百年

來在臺灣陸地上所發生的最大地震 (詳第 3.2.2.2 節說明 )，

1999 年亦是臺灣自有地震觀測以來，地震觀測資料最為龐

大的一年，為地震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強震觀測資料。  

(3) 地震的規模：  

臺灣地區的地震活動一直都非常頻繁，百年來，地震規模大於 7

以上的地震有 38 個，平均每年的地震規模為 7.16 (Leu, 2005,  

p18)：  

(a) 在 1905 年至 1925 年間有多次大規模的地震活動，其中包

括 1906 年規模 7.1 的嘉義梅山地震，其累積地震規模略大

於平均值。  

(b) 在 1925 年至 1950 年間只有少數幾次大規模的地震活動，  

其中包括 1935 年規模 7.1 的新竹–臺中地震，與 1941 年

規模 7.2 的嘉義中埔地震，其累積地震規模略小於平均值。  

(c) 在 1950 年至 1972 年間，大規模的地震活動又變得較為活

躍， 1973 年以後地震活動再度略顯平靜，直到 1999 年的

921 地震開始數年才又有較大規模的地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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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5. 地震對地質處置設施的影響性 

當地震發生時，地震波由斷層破裂處向外傳播擴散，隨著距離增

加，震波能量因幾何擴散效應和吸收效應而衰減，一般而言其振幅會

逐漸減小。然而，當地震波由緻密岩層進入破裂帶、風化層、地表等

鬆軟地層時，由於地層密度減小，震波速度減小，常會造成地震波的

振幅顯著放大與振動歷時延長等現象，統稱為場址效應。  

針對地表人工建物的耐震設計，最大地表加速度 (Peak Ground 

Acceleration, PGA)是一常用的耐震設計參數；針對同一地點，地表

PGA 與特定深度 PGA 間之比值，稱為 PGA 場址深度效應 (PGA Site 

Depth Effect ,  PGA_SDE)；又可區分為水平方向及垂直方向的 PGA 場

址深度效應，分別簡稱為 PGAH_SDE 及 PGAV_SDE。  

圖  3-35 為近年來，臺灣中央氣象局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aiwan, CWB)建置的井下地震觀測站分布圖，及 PGA 場址深度效應

之觀測結果範例；最新的觀測數據顯示：  

(1) 不論是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 PGA 的場址深度效應 (圖  3-35 之

PGAH_SDE 及 PGAV_SDE)，均大於 1，亦即當地震來臨時，同一

地點的地表 PGA 會比地底的 PGA 大，有些地點甚至高達 20 倍

以上 (圖  3-35-(c)至 (e))。反言之，地底深處受地震的搖晃程度

將遠低於地表的搖晃程度。  

(2) 水平方向 PGA 的場址深度效應 (圖  3-35 之 PGAH_SDE)，大都比

垂直方向 PGA 的場址深度效應 (圖  3-35 之 PGAV_SDE)大；可能

是因為地表水平向的 PGA 有較大的自由移動空間，但垂直向的

PGA 則受制於岩層的質量制約。  

 

除了井下地震儀所觀測的數據外，一般地震儀大多安裝於地表

(圖  3-30)，用以觀測地表自由面的地震訊號；地表地震訊號特性，可

作為地表人工建物耐震設計的所需資訊。  

地質處置設施的關鍵保全對象—用過核子燃料及其工程障壁系

統，主要深埋在地底深處約 300 m 至 1,000 m 深度，雖然在地質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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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運轉期滿後，所有連通設施及處置孔均將填滿，不像地表建物有

搖晃的自由空間，但地質處置設施在運轉期間 (約數十年時間尺度 )，

仍然會因運轉需要，而必須保持連通設施及處置孔的穩定性：  

(1) 在運轉期間內，仍須考量地震對處置隧道穩定性的影響。由相關

研 究 結 果 ( 圖  3-35) 可 知 ： PGA 場 址 深 度 效 應 ( 圖  3-35 之

PGAH_SDE 及 PGAV_SDE)會大於 1，亦即地震效應對地下人工建

物 (如坑道 )的影響性，會比地表人工建物 (如大樓 )的影響，降低

很多。  

(2) 在地質處置設施封閉後，雖然所有連通設施及處置孔均將被填

滿，但仍需考量：在特定工程障壁系統設計條件下 (如處置孔大

小、緩衝材料材質、厚度等 )、在特定震源路徑 /規模大小 /距離條

件，以及在特定地質環境特性等條件 (如母岩、構造分布及裂隙

特性 )下，工程障壁系統周圍的天然裂隙受地震誘發錯動的規模

大小，並評估該錯動的規模是否損及工程障壁系統對核種的圍阻

功 能 。 地 震 相 關 的 工 程 障 壁 系 統 設 計 及 評 估 研 究 ， 請 參 考

SNFD2017 報告第 4 章 (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 )之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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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6. 臺灣北部斷層活動時空演變 

臺灣北部斷層 (圖  3-36)之活動特性的時空演變，受制於臺灣地

區的地質演化 (詳第 3.1.3 節說明 )，歷經以下的轉變 (Teng, 2007,  p8)： 

(1) 在中生代侏羅紀早期至白堊紀晚期 (約 191 MaBP 至 80 MaBP 期

間 )，臺灣地區處於擠壓環境，故臺灣北部的斷層構造，呈逆衝斷

層特徵。  

(2) 在白堊紀晚期至新近紀中新世晚期 (約 80 MaBP 至 5 MaBP 期

間 )，臺灣地區處於張裂環境，故臺灣北部的斷層構造，呈正斷層

特徵。  

(3) 自晚中新世的 LEAC 弧陸碰撞運動開始，臺灣北部地區初期處於

造山的擠壓環境，故斷層構造呈逆衝斷層特徵。但自 2 MaBP 開

始，臺灣北部地區已逐漸轉變為張裂環境，斷層構造亦逐漸轉為

正斷層特徵，約 0.8 MaBP 時，均已轉變為正斷層特徵。  

 

臺 灣 北 部 陸 海 域 已 發 現 年 代 約 2 MaBP 的 板 塊 內 部 玄 武 岩

(intraplate basalt)證據 (例如棉花嶼；Wang et al. ,  2004,  p1007)，代

表在約 2MaBP 時，臺灣北部陸海域已開始發生後造山張裂活動，且

伴隨著張裂型的火山活動 (Wang et  al. ,  2004, p1007; Teng, 2007, p1; 

Chen et  al. ,  2008b,  p95)，而後隨著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作用的西

移 ， 引 來琉 球 島 弧 系 統 及 沖繩 海 槽 張 裂 活 動 (Wang et al . ,  2004,  

p1007)，使得臺灣北部在變形前緣 (圖  3-3-(b)-)以東地區，在前陸

盆地期初期的逆衝斷層構造，逐漸反轉為正斷層的活動特徵 (Lin et 

al. ,  2011a, p4)。  

臺灣北部在約 0.8 MaBP 至今，大屯火山群的火山活動與山腳斷

層的正斷層活動關係密切 (Chen et  al. ,  2008b, p96)；相關陸海域調查

資料均顯示，琉球島弧以北的陸海域，現今有活躍的正斷層作用及火

成活動 (Lin et al. ,  2011a, p5)；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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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火山岩及斷層構造具有明顯的磁力異常帶 (圖  3-23-(f)  & (g))，

沿著東北 -西南向的變形前緣 (即金山斷層及山腳斷層帶 )分布在

陸海域。  

(2) 金山斷層以東的地表，可常見斷層構造帶與褶皺構造 (Huang, 

2005a, p19; Chen et al. ,  2008b, p63 )；海域震測剖面 (圖  3-24-

(b))，也可以見到明顯高角度的斷層構造，應是金山斷層與崁腳

斷層往海域的延伸，兩者在後期已反轉成正斷層構造 (Lo and Lin,  

2007, pI-19)。  

 

簡言之，臺灣現今的北部陸海域 (圖  3-2)，因數百萬年來的造山、

毀山及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的演化歷史，在地體構造上可分成 3 類

的地體構造環境 (Lin et al. ,  2011a, p3)：  

(1) 位於桃園台地至大屯火山群以西的臺灣海峽，為位於山脈前緣的

前陸盆地，是相當穩定的地體環境。  

(2) 基隆外海往南至琉球島弧北側，目前屬於張裂與毀山的琉球島弧

弧後擴張系統。  

(3) 花蓮外海的琉球海溝地區，目前屬於以壓縮構造為主的弧前盆地

及增積岩體系統；隨著菲律賓海板塊的持續向北隱沒，琉球島弧

隱沒系統 (琉球海溝、琉球島弧及沖繩海槽 )的西側邊界 (圖  3-2

之 WEP)將持續往西南遷移 (圖  3-7-(c))，直至隱沒的菲律賓海板

塊發生斷裂，進入截然不同的板塊構造環境；以地質構造演化來

看，菲律賓海板塊隱沒板塊的斷裂，至少是數百萬年或數千萬年

以後，才可能發生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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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7. 小結 

(1) 臺灣的活動斷層分布位置，明顯與地質構造息息相關 (圖  3-11-

(c))，主要分布於臺灣西側的西部麓山帶變形前緣 (圖  3-3-(b)-

)，及東側的花東縱谷 (圖  3-3-(b)-及之間 )。  

(2) 雖然東部地區所發生的地震頻率較高、地震規模較大，但臺灣西

部地區之災害地震發生頻率較高且災害較嚴重，主要原因是：  

(a) 臺灣西部地區開發較早、經濟建設發達、人口集中。  

(b) 西部地區地震的震源較淺。  

(3) 臺灣雖位處地震帶，但因地震造成的海嘯災害紀錄相當有限；僅

1867 年基隆地震及 1959 年發生於南部的恆春地震，曾有引發海

嘯的文獻記載。  

(4) 若以規模 7 以上的大地震而言，臺灣西側的西部麓山帶變形前緣

的活動斷層，似乎較東側花東縱谷的活動週期長；西側的活動週

期約數百年 (約 300 年至 400 年 )，東側花東縱谷斷層的活動週

期可能僅約 1 百年。  

(5) 土壤氣體調查是探測未知斷層的有效方法之一，且區域網格點布

設調查法，比舊有的橫切測線調查法，更能如實反應出斷層可能

經過的位置。  

(6) 地震大多發生在板塊接觸地帶：  

(a) 在臺灣東北部，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傾斜至歐亞板塊之

下，造成臺灣東北部地震發生頻率有集中於板塊隱沒帶之現

象。  

(b) 在臺灣西南部，南中國海板塊向東隱沒至菲律賓海板塊之

下，也可觀察到向東隱沒之傾斜地震帶。  

(c) 臺灣西部之震源分布，主要為集中於斷層構造區附近之淺層

地震。  

(7) 除了在臺灣西部的北港重力高區與觀音重力高區地區，以及在臺

灣東部花東縱谷中段西側地區的地震較少以外，整體而言，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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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之地震活動都非常頻繁；百年來，地震規模大於 7 以上

的地震有 38 個，平均每年的累計地震規模為 7.16。  

(8) 地震效應對地質處置設施的影響特性及評估重點為：  

(a) 地震效應隨深度越深，對地質處置設施的影響越小。  

(b) 地震誘發工程障壁系統周圍天然裂隙之錯動規模大小，及其

對工程障壁系統圍阻核種功能的影響性，是地震效應的評估

重點；相關評估結果取決於工程障壁系統的設計、震源規模、

距離及路徑，與地震的場址效應。  

(c) 不同地點有不同的地震場址效應，在未確定地質處置設施場

址地點及其詳細地質環境特性前，無法建構合理的地震場址

效應，但相關技術建立及資料蒐集需要時間，故宜盡早建立

及進行。  

(9) 相同規模的地震，其對不同地點、環境、深度、工程設計的地質

處置設施，會有不同的影響性，因此，不應以震源位置及規模來

作為地質處置設施場址的篩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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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泥貫作用 

泥貫作用是泥質沉積物混合大量流體，從地底深處慢慢的往上竄

貫，侵入上部地層的非爆發式貫入過程 (Kopf,  2002,  p5)。由於泥貫作

用與厚層泥岩體、地層下方高壓氣體與地層破裂帶有直接相關，因此

緩慢的泥貫作用會造成地殼變形，影響地質處置設施所處地質環境的

穩定狀態。  

泥貫作用可能會產生：  

(1) 泥貫入體 (mud diapir)，屬於泥侵入體 (mud intrusion)。  

(a) 泥貫入體的形成主要有 3 項機制：  

(i) 地層過壓來源：因快速沉積速率，沉積層中的水分來不

及排出所造成。  

(ii) 側向構造擠壓應力。  

(iii) 地層中含有氣體：最常見是甲烷氣，由於浮力而上升。 

(b) 地層底部的高壓泥流渠道，在碰遇地層弱帶時即向上貫出，

形成類似香菇狀之泥貫入體 (圖  3-37-(a))，僅局部貫入上部

地層中，貫出處之泥貫入體排列呈線狀 (圖  3-37-(c))。  

(c) 當泥貫入體上貫速率快於沉積速率時，則會出露海床 (圖  

3-37-(e))，甚至抬升出露海平面成陸地；如果是緩慢抬升的

泥貫入體，則常見被深埋在厚層沉積物之下 (圖  3-37-(c))。 

(2) 泥火山 (mud volcano)，屬於泥噴出體 (mud extrusion)。  

(a) 泥火山經常發育在泥貫入體的上部，是泥貫入體在地表的地

形特徵 (圖  3-37-(c))。  

(b) 泥火山常具有圓錐狀外形，以及頂部凹陷之泥火山口，並在

斜坡上留有泥流痕跡 (圖  3-37-(b))。  

(c) 圖  3-38 為 已 知 全 球 陸 上 與 海 底 的 泥 火 山 位 置 圖 (Kopf,  

2002, p2)，圖中顯現泥火山出現的地體環境：  

(i) 主 要 沿 著 聚 合 板 塊 邊 緣 發 育 ， 分 布 在 增 積 岩 體

(accretionary wedge)之碰撞擠壓環境的泥火山。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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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ados 海脊 (圖  3-38-11)、琉球海溝及日本海溝 (圖  

3-38-38)。  

(ii) 少部分發育在張裂環境的泥火山。例如：黑海地區 (圖  

3-38-25)、臺灣 (圖  3-38-37 及圖  3-37-(d))。  

 

泥貫入體與泥火山的形成，需具有以下地質條件：  

(1) 泥質沉積物。  

(2) 充分的流體；有充分的流體才可讓沉積物產生塑性流動，流體可

能來自沉積物的孔隙水、側向地層或斷層之流體、深部流體，或

礦物深埋後脫水的流體等 (圖  3-37-(a))(Kopf,  2002, p5)。  

(3) 地表弱帶；泥貫入體貫出處即為地層的弱帶。  

 

臺灣的泥貫入體與泥火山主要發育在臺灣西南海域及南部陸上

(圖  3-37-(d))；另有少數泥火山分布在臺灣東部海岸山脈南段 (例如：

羅山、電光泥火山，圖  3-39)(Hsieh,  2000,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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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1. 臺灣西南海域的泥貫作用 

針對臺灣西南部海域的泥貫作用 (圖  3-37-(d))：  

(1) 臺灣西南海域之沉積速率高達 0.7 mm/yr 至 4.5 mm/yr (Lin et  

al. ,  2014, Table 1)，大量沉積物沿高屏溪及高屏峽谷，從陸上搬

運到海域沉積；又位於歐亞板塊 /南中國海板塊向東隱沒至菲律

賓海板塊之增積岩體區，有大量甲烷氣逸散，符合泥貫體的發育

機制 (Chen et  al. ,  2011,  p76; Chen et al. ,  2014b, p35)。  

(2) 在高屏及枋寮峽谷間之高屏上部斜坡：  

(a) 利用震測剖面，可清楚辨識出 10 處泥貫入體 (圖  3-37-(d) 

& (e) 之 MD1 至 MD10)(Chen et  al. ,  2014b,  p36; Chen et al. ,  

2014c,  p204-205)，這些泥貫體：  

(i) 大約成北北東 -南南西至南 -北走向分布。  

(ii) 體脊大約 0.3 km 至 0.55 km 長，寬度約 1.6 km 至 8.3 

km；外觀大致對稱，上部及兩翼覆蓋年輕之沉積物。  

(iii) 大多泥貫入體的兩翼上覆地層，受抬升作用而造成傾

斜，甚至貫穿沉積物出露在海床上，最高可超出海床約

300 m 至 800 m 高。  

(iv)  南部外海小島 –小琉球本身即為泥貫入體 (MD2)，已經抬

升超越海平面成為陸地，顯示這些泥貫入體仍相當活

躍。  

(b) 利用高精密水深資料，可辨識出 13 座海底泥火山 (圖  3-37-

(f) 之 MV1 至 MV10)：  

(i) 高度約 65 m 至 345 m，底部直徑約 680 m 至 4,100 m，

坡度約 5.3至 13.6，外型大致為典型的圓錐狀 (Chen et  

al. ,  2014b, p43)。  

(ii)  泥火山均位於泥貫入體上方，流體來自底下之泥貫入

體，沿上覆地層裂隙噴出海床而形成。  

(iii)  利 用 水 下 無 人 載 具 (remotely operated underwater 

vehicle,  ROV)、多音束測深聲納、或測掃聲納影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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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觀察到持續且大量之爆炸式噴發、泥流噴發與氣體噴

出 (圖  3-37-(g))(Chen et al. ,  2014c,  p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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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 泥貫作用與構造的關聯性 

臺灣南部陸上約有 60 多座泥火山，分布在 17 處泥火山區 (圖  

3-39)，後經人為破壞，僅存 13 區，主要分布在旗山斷層、觸口斷層、

古亭坑背斜沿線，以及高屏海岸平原區，泥火山活動相當活躍 (圖  

3-40)：  

(1) 除了位在深切構造上之陸上泥火山，其流體來自於深部地層，其

他未位於深切構造上的泥火山流體，可能來自於地下之海陸連通

通道 (Chen et  al. ,  2014b,  p35)。  

(2) 最新調查資料發現臺灣西南陸上的鳳山背斜係泥貫入體形成的

構造，泥貫入體自陸域延伸至海域 (Chen and Shih,  2013, p65)。 

 

臺灣南部陸上之泥貫入體與泥火山氣體所含的甲烷氣特性，是熱

成熟氣體來源，以及生物氣來源的混合物 (Yang et  al. ,  2011,  p16-19)，

代表：  

(1) 甲烷氣來自於地層深部。  

(2) 泥貫入體是主要的流體通道。  

 

另外，臺灣西南海域平均熱流值約 50  mW/m2至 70 mW/m2，在

泥貫入體分布區有數處高熱流區 (大於 75 mW/m2)，顯示伴有高熱流

入侵 (Chen et  al. ,  2014b,  p47)。台灣中油公司在高雄陸上鳳山背斜的

泥貫入體也鑽遇大量油氣，顯示泥貫入體具油氣潛能，不容忽視；在

適當溫壓條件下，亦可形成天然氣水合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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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 小結 

臺灣西南部泥岩地區，因普遍具有泥貫入體與泥火山，且其氣體

組成具有天然氣資源的開發潛能，但其精確的發生地點、範圍及規模

尚難以明確預測，因此，不宜作為地質處置設施的考量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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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抬升、沉陷與剝蝕作用 

岩體的抬升、沉陷及剝蝕作用，主要取決於地體架構及其地質演

化特性，此長期性的地質作用過程，可能會改變地質處置設施原本的

深層地質處置環境及安全性。若以海平面作為相對基準面而言：  

(1) 岩體的抬升與剝蝕，將縮短放射性廢棄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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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體的沉陷及其可能伴隨的沉積，將使放射性廢棄物逐漸遠離人

類生活圈。  

(2) 岩體的抬升與剝蝕，可能會改變地質處置設施處置深度的地下水

流場、化學特性，進而改變處置環境的穩定性。  

 

在評估岩體抬升、沉陷或剝蝕方法中，由時間尺度區分，可分為： 

(1) 大地測量法 (geodesic method)：  

數十年時間尺度的 GPS 及水準測量；其中，GPS 測量是衛星量距

的一種方法 (圖  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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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較具高準確度及快速的方

法，故廣泛被用於抬升或沉陷作用的相關研究中。  

(2) 地形法及化石年代法 (topographic and fossil  dating method )：  

河階 /海階的地形研究 (圖  3-42)，及化石年代研究 (圖  3-43)，是

千年至萬年時間尺度之抬升或沉陷作用的研究方法。  

(3) 地 體 構 造 演 化 及 熱 定 年 法 (tectonic evolution and 

thermochronology method)：  

透過地體構造演化的趨勢研究，並搭配岩體的熱定年，是百萬年

時間尺度之抬升或剝蝕作用的研究方法。  

(a) 熱定年法假設在岩體抬升過程中，地表地形及高程保持穩定

不變的狀態，則岩體的抬升速率，即等於岩體的剝蝕速率；

但事實上，上述的假設不一定成立，因此必須搭配岩體的熱

歷史及地體構造演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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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當低溫定年礦物的年齡很年輕時，因岩體已很接近地表，易

受地表效應影響，相關假設條件可能已不成立。  

(c) 因臺灣造山碰撞作用可能不屬於一種穩定剝蝕的作用，因此

用以探討特定岩體或區域之長時間剝蝕率時，應更為審慎。 

 

以下將分別說明，臺灣應用大地測量法、地形法，及地體構造演

化與熱定年法等 3 種方法，在抬升、沉陷與剝蝕作用的相關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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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1. 數十年尺度的大地測量特性 

圖  3-44 為臺灣本島水準測量及 GPS 高程連續觀測結果分布圖，

由圖  3-44 可知：臺灣除了東南沿海地區外，大部分臨海岸地區是處

於沉陷趨勢，其中：  

(1) 水準測量數據 (圖  3-44-(a))，涵蓋期間自 2000 年至 2008 年的

高程變動資料，包含 1843 個精密水準點檢核資料 (Ching et al. ,  

2011, p7)。  

(2) GPS 連 續 觀 測 站 數 據 ( 圖  3-44-(b)) ， 共 約 464 站 (GPSLab,  

Sinica)，觀測期間自 1994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  

 

另外，依據國內地體構造與板塊活動之相關研究，顯示 H 區花崗

岩體分布地區：  

(i) 位於 WEP 以東地區 (圖  3-2)，因菲律賓海板塊持續向北隱沒的

特性，長期具有沉陷趨勢 (Chang et al. ,  2012,  p104; Lallemand et 

al. ,  2013, p72)。  

(ii) 鄰近區域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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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e, 1984, p24; Teng, 2007, p5; Hsu et al. ,  2009, p17; 

Yu et al. ,  2008,  p10)。  

(iii) 根據地體架構及 GPS 模擬顯示，即使數百萬年前中央山脈東部

曾經有明顯的構造活動，現今構造活動並不明顯，甚至有長期沉

陷趨勢 (Johnson et  al. ,  2005,  p11)。  

 

圖  3-45 為臺灣本島花崗岩體主要出露區 (H 區 )的水準測量及

GPS 高程連續觀測結果分布圖。由圖  3-45 可知：  

(1) 花崗岩體本身具有沉陷趨勢 ( 0.3 cm/yr 至 1.0 cm/yr；負值代

表沉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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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PS 觀測點的水平位移方向，依序 HGC1、HGC4、HGC2 及 HGC3

呈順時針方向，呼應臺灣東北部應力場的分布特性 (圖  3-13-

(b))。  

 

另外，結合衛星測高 (Satellite Altimetry,  ALT)所測得的絕對海水

面變化量，及驗潮站 (Tide Gauge, TG)測得的海水面相對變化量等兩

種資料，推估出臺灣海岸地區之絕對高程在過去 10 年至 20 年間的

變化量 (圖  3-46-(a))，亦得出臺灣大部分臨海岸地區是處於沉陷狀態

的結論，並推論臺灣東北部的沉陷趨勢，主要受控於菲律賓海板塊向

北隱沒的構造運動 (圖  3-46-(b))(Chang et  al. ,  2012, p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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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2. 千年尺度的河階地形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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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其成因的不同，可以區分成 2 種形態：  

(1) 堆積型河階 (alluvial  terraces)：  

(a) 堆積型河階的形成為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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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ll  and Knuepfer,  1987,  p15; Bull,  1990,  

p351)。  

(b) 堆積型河階的階地特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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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侵蝕型河階 (strath terrac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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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279–280)。  

(b)  侵蝕型河階的階地特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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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活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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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054)。當河川的堆積與侵蝕達到動態平衡時，

河川的下切速率即等於抬升速率 (圖  3-42)。  

臺灣許多河系的河階發育非常普遍，提供豐富的現地資料，供地

形構造學者研究地殼變動與氣候變遷的影響性。河階的形成，反映出

一個河流流經地殼抬升區域時，因每年河流下切岩盤，幾千年下來就

會形成數個河階地形。  

(1) 由河階地定年得知之大區域河流下切岩盤的速率，為半定性研究

構造運動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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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較千、萬年的時距下，同一構造抬升區域之不同河流下切岩盤

速率的差異時，往往可以鑒別出，在此構造抬升區域內相對較穩

定的地區；同時，亦可依據河流的下切速率，來推算構造間的相

對抬升速率。  

(3) 在鄰近斷層的河段上，如有較詳細的河階定年資料，可供判別斷

層上、下盤河流之下切速率的差異值，獲致代表該斷層垂直方向

運動的速率 (Hsieh, 2005,  pp47–58)。  

 

以河川陡峭度指標 (normalized steepness index,  ksn)(圖  3-47-

(b) & (d))，及河流遷急點的分布與特性 (圖  3-47-(a) & (c))，探討臺

灣中央山脈構造的相對抬升與沉陷作用，是一宏觀分析的有效方法。

河川遷急點的產生，是受到相對侵蝕基準面變化、岩性，以及構造活

動影響而形成：  

(1) 受到構造活動或是因為侵蝕基準面的變化而產生的河流遷急點，

可由其河流剖面及其對應的比降面積 (Slope-Area,  SA)圖形型態

來判別：  

(a) 剖面若呈垂直階型，代表受到相對侵蝕基準面變化的影響，

其 SA 圖會在遷急點處呈針形 (圖  3-47-(a) & (b))。  

(b) 剖面若為坡度改變型，代表受到抬升速率改變所影響，其對

應的 SA 圖則會有明顯落差 (圖  3-47-(c) & (d))。  

(2) 受到構造活動或是因為岩性差異而產生的遷急點，可由遷急點在

空間中的分布特徵，加以判別：  

(a) 受構造擾動所產生的遷急點，會隨時間往上游移動，因此在

空間中無特定方向排列 (圖  3-47-(e))。  

(b) 受岩性影響的遷急點，排列方向則會和岩性邊界平行 (圖  

3-47-(f))。  

 

圖  3-48 為中央山脈東翼 20 條河川之 ksn(Chen,  2013, pp107–

108)，與大地構造分區解釋圖 (Shyu et  al. ,  2005a, p172)，用以說明

ksn與侵蝕速率及抬升速率的相關性 (Chen et al.  (2015c)。整體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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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 ksn及遷急點的特性分析，發現中央山脈東翼南北兩端隨高程分

布的河道剖面隨時間的變動較小 (意即抬升或沉陷速率較慢 )，較接近

均夷 (gradation)剖面；而越靠近中央山脈東翼中心變動較大 (意即抬

升或沉陷速率 越快 )。此結果與大地 構造分區的解 釋 (Shyu et  al. ,  

2005a, p172)可互相呼應，其構造分區由北往南為 (圖  3-48)：  

(1) 碰撞後期區域 (post collision zone)：  

涵蓋南澳北溪、南澳南溪及和平溪等流域，各河段之 ksn數值相近

且指標值低，遷急點特性為岩性控制和河流堰塞產生。  

(2) 碰撞減緩期區域 (waning collision zone)：  

涵蓋立霧溪、木瓜溪等流域，可能為穩定抬升，各河段之 ksn數值

相近且指標值中等，高程在 1,300 m 至 1,400 m 處，有受構造擾

動的遷急點。  

(3) 碰撞劇烈期區域 (mature collision zone)：  

涵蓋豐坪溪、樂樂溪、清水溪等流域，ksn數值皆高且向下游增加，

各河段之 ksn數值差異較大，具有多個受構造擾動的遷急點，顯示

受中央山脈斷層活動影響。  

(4) 碰撞完全期區域 (full collision zone)：  

涵蓋新武呂溪、大崙溪等流域，ksn數值高，且各河段差異較大，

高程 2,000 m 處有一受構造擾動的遷急點。  

(5) 碰撞初始期區域 (early collision zone)：  

涵蓋太麻里溪、金崙溪、大竹溪、大武溪、安朔溪等流域，ksn數

值低，各河段之 ksn數值相近，河流剖面呈現均夷 (gradation)特徵

及岩性控制的遷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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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3. 千年尺度的海階地形特性 

海岸地帶提供了許多研究千年、萬年尺度地塊垂直運動的地質證

據，包括因地殼抬升導致的海階地形，或由鑽井取得埋在海岸平原下

的濱海沉積物。估算某地塊自某一「古」年代至今，平均的上升或沉

陷速率，需從地質證據 (如化石 )中取得下列資訊 (圖  3-42-(b))(Hsieh,  

2005,  pp47–58)：  

(1) 地質證據的生成年代。  

(2) 在地質證據生成時，該地質證據相對於當時「古」海水面的位置

資訊。  

(3) 在地質證據生成時，當時「古」海水面相對「現今」海水面的差

異值。  

(4) 地質證據的「現今」海拔高度。  

 

相關研究結果顯示：  

(1) 臺灣地區有發育海階或出露全新世海相化石或沉積物的海岸，過

去千年是處於上升狀態，目前臺灣本島出露這些化石或沉積物的

地區包括北海岸、竹苗海岸、花東海岸、恆春半島的西側、南側

海岸，及西南部丘陵與平原交界處。這些地區的地形與沉積層大

都已有資料，其中不乏化石的 C14 定年 (Hsieh, 2005, pp51–52)。  

(2) 由於東部變質帶的海岸，許多均為侵蝕海岸，留下可供定年分析

的生物化石與海水侵蝕遺跡不多，因此過去相關海平面升降與地

殼變動之研究，多在東南部及西部進行，東部變質帶海岸並無文

獻報導 (Hsieh, 2005, pp51–52)。  

(3) 海岸山脈東岸有臺灣數千年至萬年尺度上，最高的抬升率，最高

甚至超過 10 mm/yr (Hsieh,  2005,  p52)，整體而言，如圖  3-49-

(a)所示呈現南段快速抬升，而北段呈現較小的抬升速度，但受到

弧陸碰撞作用影響下，區域性海階演變的構造作用與剝蝕作用，

需要更深入探討。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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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花蓮新社以南大部分的海岸區段，都擁有 4 mm/yr 至 5 

mm/yr 的抬升速率，但抬升的海岸呈現出 2 個北緩南陡、不

對稱的大型背斜 (Hsieh and Liew, 2010, p165)：  

(i)  位於北方的背斜構造，長濱、膽曼之間，抬升速率達 8 

mm/yr，包含幾個雁行排列的火山岩山脊。  

(ii)  位於南方的背斜構造，杉原、富山一帶，抬升速率高於

10 mm/yr，對應泰源盆地及其東緣的弧形火山岩山脊。 

(b) 海岸山脈東岸之新期構造運動，相當程度受到原本島弧系統

岩性分布的影響 (圖  3-49-(b))：  

(i)  較 硬 的 火 山 岩 侵 蝕 率 較 低 ， 較 軟 的 泥 岩 侵 蝕 率 較 高

(Hsieh and Rau, 2009, p606)。  

(ii)  幾處抬升速率出現局部轉折的地點，都發生在不同種類

基盤岩石的交界地帶 (圖  3-49-(a))，且泥岩區 (包括利

吉混同層 )的上升速率均大於火山岩區。  

(c) 關於海岸山脈東岸之新社以南至富岡以北地區，由海階研究

結果顯示具有高抬升速率特性 (圖  3-49-(a))，此外，由大地

測量 (圖  3-44-(a) & (b))、河川陡峭度指標數值，均具有相

同趨勢 (圖  3-48)，並對應至大地構造分區之完全 (full)至成

熟 (mature)碰撞區 (圖  3-48 之底圖 )：  

(i)  顯示不同時間尺度研究方法結果的一致性及可靠性。  

(ii)  顯顯示該區屬於 LEAC 弧陸碰撞運動碰撞最激烈地區，

具有最高的抬升速率，往北則抬升速率趨緩 (圖  3-44-

(a)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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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4. 數十年至萬年尺度的剝蝕速率 

一個特定地區 (或流域 )的平均剝蝕速率，通常可由不同方法 (如

河砂運輸量 )，並根據地表地形高程保持穩定不變狀態的假設而求得。

然而，在剝蝕速率資訊的應用上，必須特別注意剝蝕速率數值的計算

基礎及時間尺度，因為：  

(1) 在評估時間尺度內，地表地形高程保持穩定不變狀態的假設不一

定成立，尤其像地處造山運動帶的臺灣。  

(2) 同一流域可能包含許多不同的岩性，流域侵蝕量主要來自於相對

較易風化 (侵蝕 )的岩體，故其是否可代表特定岩體的剝蝕或抬升

速率，必須仔細求證。  

 

地表侵蝕速率的調查估算方法繁多，且各方法有其不同的理論假

設，及不同的適用時間尺度範圍。常使用的方法包括：  

(1) 流域輸砂量計算 (數年到數十年尺度的流域平均侵蝕速率 ) 

(2) 多期數值地形比較 (數年到數十年尺度的地表侵蝕速率 ) 

(3) 河階 C14 定年 (百年到萬年尺度的河流下切速率 ) 

(4) 宇宙源核素 ( Be10 )定年 (千年到萬年尺度的地表侵蝕速率及流域

平均侵蝕速率 ) 

(5) 熱定年 (百萬年尺度的山脈整體侵蝕速率 ) 

 

剝蝕率隨各地而異，並與抬升作用、降雨量、地形高差等因素都

有關係。除了構造抬升與颱風事件之外，尚有許多其他因素可能影響

區域的剝蝕作用，例如岩石本身的破碎程度、地震造成土石鬆動等。

因此，同樣的區域在不同的時間尺度上，亦有可能由於氣候或構造條

件的改變，而有不同的剝蝕速率。  

臺灣的剝蝕作用，由於伴隨著山坡流水與河流的沖刷、懸浮與移

運，加上常有風災、豪雨、地震造成的山崩，導致河流快速移運，所

以增加了估算特定岩體長期剝蝕率的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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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rieux et al.  (2014, p231)回顧過去在臺灣發展應用過的各種

推估剝蝕率的方法，主要包括 4 類：  

(1) 以河流懸浮物運送量數據估算剝蝕率 (圖  3-50-(a))：  

分析數十年主要河流懸浮物之移運量紀錄，顯示：  

(a) 全臺灣剝蝕率平均值約為 5 mm/yr。  

(b) 中央山脈剝蝕率的估計範圍為 2 mm/yr 至 8 mm/yr。  

(c) 部份地區的剝蝕率範圍，甚至可高達 30 mm/yr。  

此方法受到颱風和地震導致的土石流與山崩作用影響甚鉅。另

外，此方法所得數據代表特定流域中各種不同岩性、岩層的平均

侵蝕率，並非特定岩體的剝蝕率。  

(2) 以河砂沉積物的宇宙核素分析數據估算剝蝕率 (圖  3-50-(d) & 

(e))：  

利用宇宙核素所獲得的臺灣山區流域之剝蝕率範圍，發現臺灣中

央山脈東西兩側的剝蝕率有明顯差異：  

(a) 西側剝蝕率較低 (約 1 mm/yr 至 3 mm/yr)；因山勢較低緩，

故有較低剝蝕率。  

(b) 東側剝蝕率較高 (約 4 mm/yr 至 5 mm/yr)；因山勢陡峭、河

流下切較深，故反映出較高剝蝕率 (Derrieux et al. ,  2014, 

p242)。  

(c) 由上述數據顯示，應用宇宙核素方法獲得流域的剝蝕率，遠

低於由水準測量山區之高抬升率的範圍 (10 mm/yr 至 15 

mm/yr, Ching et al. ,  2011, p7)(圖  3-44-(a))，也遠低於河流

懸浮物估算的剝蝕率範圍 (最高達 30 mm/yr, Dadson et  al. ,  

2003, p 649,  f2a)  (圖  3-50-(a))。  

(3) 以碎屑磁黃鐵礦數據估算剝蝕率：  

Horng et al.  (2012, p 11)利用碎屑磁黃鐵礦作為剝蝕程序的追蹤

劑，提出造山帶剝蝕速率自晚上新世以來有加速的現象，從原本

低於 1 mm/yr 提升到高於 2 mm/yr，符合臺灣弧陸碰撞作用發

生的時間。  

(4) 以低溫熱定年數據及地體構造演化估算剝蝕率 (圖  3-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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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百萬年尺度的低溫熱定年法，主要靠 FTD 的年代值，加上熱

歷史與地體構造演化，估計出中央山脈的剝蝕率範圍約 3 mm/yr

至 6 mm/yr，但近年來重新再以二維熱 -力學演化模型，加上熱

流校正後，顯示整個造山帶呈現較低的剝蝕率，約 2 mm/yr 至 4 

mm/yr (Fuller et  al. ,  2006, p 1; Derrieux et al. ,  2014, p 231 )。此

法若應用於特定岩體，可估算該特定岩體的剝蝕率，但需該岩體

正確的熱歷史及構造演化歷史。  

 

Derrieux et al.  (2014, p231)指出：  

(1) 以臺灣整個造山帶來看剝蝕速率，不同的估計方式都涵蓋了 3 

mm/yr 至 5 mm/yr 這個範圍，對局部地區或大區域而言，似乎

都沒辦法更精確了。  

(2) 從河流沉積物來估算剝蝕速率時，顯然受到颱風和地震導致的土

石流與山崩作用影響甚鉅。當經此方法得到臺灣部分造山帶的剝

蝕率大於 30 mm/yr 時，此數據已無法代表長期地質時間的剝蝕

率。  

(3) 以低溫熱定年數據來估算剝蝕速率時，因臺灣碰撞作用可能不屬

於一種穩定剝蝕的作用，因此用以探討特定岩體或區域之長時間

剝蝕率時，應更為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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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5. 萬年尺度的古山崩與剝蝕作用 

臺灣山脈的侵蝕 (或沉積物的供應 )在數百年至萬年的時距下，與

地殼運動和氣候變遷息息相關 (Hsieh, 2007, p209)：  

(1) 臺灣山脈的主要侵蝕機制，可能起因於暴雨、颱風、地震引發的

地質災害 (如山崩、土石流 )，且其頻率、規模與時機，可隨時間

及區域而有所不同。  

(2) 在山脈快速隆升的地區，大量的岩屑曾因暴雨 (或大地震 )在短時

間內進入河流系統，或造成河流大規模加積，或幫助河谷加寬，

形成地形面；重複這地形面的生成，並疊加在河流長期的下切之

上，便形成一系列所見到的階地。  

(3) 臺灣河川之侵蝕基準面，其變動影響的範圍及幅度有限，而臺灣

上千公尺的山脈，河流行為主要仍受控於廣大山脈的水文、水力

(流量 )與沉積物供應量的影響。  

(4) 臺灣部份高山平夷面，目前尚無相關研究發現有山麓面及紅土緩

起伏面，而部分的高位階地未發育紅土，且定年結果還比許多低

位階地年輕，故有可能是山岳冰河侵蝕所造成。  

 

古山崩、土石流常在山區的坡地或階地上留下雜亂、層理不良的

堆積物 (混合礫石、砂、泥、生物遺骸等 )(圖  3-51-(a))。藉由植物化

石之 C14 定年資料的時、空分布特性，可推論古山崩、土石流堆積的年

代，探討山區構造、氣候變遷及地形演育的關係。根據最新研究結果

顯示 (圖  3-51-(b) & (c))(Hsieh and Chyi,  2010, p1399; Hsieh and 

Capart,  2013, p83)：  

(1) 臺灣北部山區古山崩、土石流的活動性，明顯低於其它山區，雖

然定年較數據較少，但從既有的資料顯示，北部山區的古山崩、

土石流年代較老，規模較小。  

(2) 臺灣中、南部與東部山區不乏超大規模的古山崩、土石流事件。

這些事件所帶來極大量的岩屑，曾在支流匯口堆積成大型沖積

扇，並將河床堆高 100 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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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山區古山崩、土石流事件經歷的時間 (由流域開始不穩定到重回

穩定狀態 )，因地而異，可短於幾百年 ( C14 定年誤差範圍內 )，或

甚至千年之久。  

(4) 即使彼此相鄰並擁有相似的地質、地形背景，各流域的古山崩、

土石流規模、頻率，與發生的時間點並不相同，也因此形成不同

大小與序列的階地。  

(5) 已知的古山崩、土石流，似乎有集中於某些特定時段發生的現象

(圖  3-51-(c))，而這些時段與已知的古氣候變遷有明顯的關聯─

大都發生在較冷、較乾的冰期 (即年代約 11.5 kaBP 前 )。  

(6) 臺灣山崩、土石流災害頻繁，因山崩、土石流所形成的河階階地，

具有瞬間很高之下切速率特徵 (圖  3-52-(c)-(ii))，因此，在臺灣

利用河階階地年代計算出來的下切速率，可能無法代表整條河流

的下切速率，更無法代表該地區的地殼抬升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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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6. 百萬年尺度的地體構造演化及熱定年 

根據臺灣的地體架構及演化特性 (詳第 3.1.3 節說明 )，在板塊運

動的地質時間尺度下，可知：  

(1) 西部離島 (如澎湖、馬祖、烏坵、金門 )地區，因距離歐亞板塊與

菲律賓海板塊邊界 100 公里以上，遠離構造變形區，地殼相對穩

定，抬升或沉陷作用不明顯。  

(2) 臺灣本島未來百萬年之地體構造體系，仍會受東北部的琉球島弧

系統、南部的北呂宋島弧系統、菲律賓海板塊之西北向的持續性

移動，及其移動所產生的 LEAC 弧陸碰撞運動所影響；亦即：   

(a) 在臺灣南段， LEAC 弧陸碰撞運動仍將持續進行，山脈逐漸

升高，在臺灣東南區域的綠島、蘭嶼，將逐漸靠近臺灣。  

(b) 在臺灣中段，受到南段之 LEAC 弧陸碰撞運動作用，與北段

之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作用，互相制衡，使得臺灣中段的

地形高程趨近穩定狀態。  

(c) 在臺灣北段，則將隨著菲律賓海板塊的持續向北隱沒，山脈

逐漸坍塌、沉陷：  

(i) 現今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的西側邊界 (圖  3-2 及圖  

3-7-(b)之 WEP)，約位於中壢–花蓮一線；WEP 以東地

區的山脈正不斷地垮塌下陷 (Teng, 2007, p1)。  

(ii) 隨著菲律賓海板塊持續向北隱沒，WEP 的位置將逐漸往

西南遷移 (圖  3-7-(c))，亦即現今臺灣北部的高山未來

將下降成丘陵，最終沉於海底。  

 

地體構造演化的趨勢研究，搭配岩體的熱定年，是百萬年時間尺

度之抬升或剝蝕作用的研究方法。  

(1) 所謂岩體的年齡，基本上是指岩體樣品中，特定礦物冷卻至其封

存溫度時，距今的年代。假設岩體處於穩定抬升、剝蝕、冷卻狀

態，且在上述冷卻過程中，岩體的地溫梯度及地表溫度均保持一

定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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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可由礦物的封存溫度，估算該岩體冷卻至該礦物封存溫度的

封存深度。  

(b) 可由礦物的封存深度，與岩體樣品現今的高程差異，及礦物

達封存溫度的年代，估算岩體的抬升或剝蝕速率。  

(c) 假設在岩體抬升過程中，地表地形及高程保持穩定不變的狀

態，則岩體的抬升速率，即等於岩體的剝蝕速率。  

(2) 當上述的假設條件均成立時，可合理推測：當地表岩樣的年齡越

年輕時，代表抬升速率越快 (假設等於剝蝕速率 )；在地表高程相

對較高處，岩體應該較老。但事實上，上述的假設不一定成立

(Ehlers,  2005, p318; Spotila,  2005,  p449 )。例如：  

(a) 岩體不一定穩定抬升，可能是瞬間發生 (如火山爆發 )，也可

能歷經抬升、沉陷不斷交錯的歷程。  

(b) 以溫度定年學探討剝蝕速率，需假設相同高程 (或深度 )通過

的礦物封存溫度需一致。然而在變動的地體中，地溫梯度不

一定是定值，冷卻速度也可能因地而異，尤其在接近構造或

主要導水裂隙附近。  

(c) 地表地形及高程可能在改變，如抬升或沉陷，而不是保持穩

定不變的狀態。  

(3) 嚴格來說，礦物的定年資料，主要是用來說明岩體的冷卻史或熱

歷史。在研究上，礦物的定年數據，亦常被用來說明岩體的抬升

速率 (假設等於剝蝕速率 )，但必須注意前述的假設條件是否能成

立，尤其是當低溫熱定年礦物的年齡很年輕時，相關假設條件可

能已不成立。例如：  

(a) 當岩體可能已很接近地表，易受地表效應影響，相關假設條

件可能已不成立。  

(b) 當岩體過去並非歷經穩定的抬升、剝蝕、冷卻的熱歷史，而

是可能曾歷經瞬間的大幅抬升至近地表的快速冷卻環境後，

靜置或沉陷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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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6.1. 本島花崗岩區抬升剝蝕速率 

本島 H 區花崗岩體雖已有許多低溫熱定年資料 (Wu, 2008; Lin et  

al. ,  2015a)，但其年齡都很年輕，如前節說明，應用時必須特別注意；

其中：  

(1) 磷 灰 石 核 飛 跡 定 年 數 值 (Fission-track dating age (Ma) of 

Apatite,  FTD-Ap)年代約 0.3 MaBP 至 0.89 MaBP 之間 (圖  3-53-

(a))。  

(2) 鋯石核飛跡定年數值 (Fission-track dating age of Zircon,  FTD-

Zrn)年代約 1.2 MaBP 至 2.1 MaBP 之間 (圖  3-53-(b))。  

(3) 經井下測量，現今 HCBH01 鑽井深度 603 m (約海平面下 500 m)

的溫度為 34.5 ℃，地溫梯度估計約僅 20 ℃ /km，顯示地溫梯

度自 2 Ma 以來已從高地溫梯度環境 (例如：Wu (2008, p27)以現

今地熱井分布內插估算為 48 ℃ /km)，轉變成低地溫梯度環境。 

 

根據地表岩樣之 FTD-Ap 及 FTD-Zrn 定年結果，推估 H 區花崗岩

體的剝蝕速率，似乎可分成 2 個階段 (圖  3-53-(c)及附表 )：  

(1) 0.3 MaBP 至 0.6 MaBP 之間的可能剝蝕速率約 4.3 mm/yr 至 8.5 

mm/yr。  

(2) 0.41 MaBP 至 2.1 MaBP 之間的可能剝蝕速率約 1.3 mm/yr 至 2.6 

mm/yr。  

 

另外，HCBH01 鑽井下深度 50 m 花崗片麻岩標本的 FTD-Zrn 年

代為 1.7 MaBP (Yang et  al. ,  2015, p5-24)：  

(1) 若考慮鋯石 (zircon)的封存溫度為 235 ℃，地表平均溫度 20 

℃，地溫梯度 20 ℃ /km，則 1.7 MaBP 以來的可能抬升速率約

4.8 mm/yr (圖  3-53-(c)及附表 )。  

(2) 假設岩體處於穩定抬升、剝蝕、冷卻狀態時，照理說，高程越低

的岩石，年齡應該越年輕 (如 BB ’剖面 (圖  3-53-(e))所示 )，但更

完整數據的 AA ’剖面 (圖  3-53-(d))，卻表現年齡與標本位置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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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明顯的相關性，且 HCBH01 井下 50 m 標本的年齡，比部份

地表及山區露頭標本更老 (圖  3-53-(c) ,  (d)及附表 )，代表可能有

其他原因，造成年齡的錯置，影響冷卻率應用在抬升與剝蝕率的

估算。例如：  

(a) 河谷地形效應的影響。  

(b) 深層地下水循環的冷卻效應。  

 

因此，針對 H 區花崗岩體，必須尋找有其他合理的機制來解釋

FTD 與高度的關係，方能辦斷根據 FTD 與高程關係所推估之抬升 /剝

蝕率的合理性：  

(1) 根據低溫定年數據 (如 FTD-Ap)，過去大都假設穩定的抬升、剝

蝕、冷卻的熱歷史，且假設特定之地溫梯度 (圖  3-50-(a),  (b) & 

(c))(Dadson et al. ,  2003, p649)，H 區估算結果均呈現較高的抬

升或剝蝕率值 (Dadson et  al. ,  2003,  p649 ; Willett et  al. ,  2003,  

p947)，但無法解釋 H 區低溫定年數據為何與高程錯置的現象 (圖  

3-53-(d))。  

(2) H 區的低溫熱年代數據均很年輕 (FTD-Ap 年代約 0.3 MaBP 至 0.6 

MaBP；FTD-Zrn 年代約 1.2 MaBP 至 2.1 MaBP)，可能代表岩體

過去並非歷經穩定的抬升、剝蝕、冷卻的熱歷史。  

(3) 最近的研究認為，約 4 MaBP 至 2 MaBP 期間，因 LEAC 弧陸碰

撞運動造成中央山脈東翼快速抬升，可能改變地溫梯度並造成

FTD-Zrn 年代重置 (圖  3-54-(b))，歷經快速的抬升 /剝蝕 /冷卻，

而 使 FTD-Zrn 年 代 重 置 過 的 基 盤 出 露 (Kirstein et  al. ,  2010, 

p270)。該研究支持在 0.8 MaBP 之前，有可能曾歷經瞬間的快速

抬升至近地表的快速冷卻環境，但仍無法解釋 H 區低溫定年數

據為何與高程錯置的現象 (圖  3-53-(d))。  

(4) 臺灣東北部在約 0.8 MaBP 時發生板塊反轉 (圖  3-7-(a)-(iv))，因

此，東北部的山脈 (岩體 )有可能：  

(a) 在 0.8 MaBP 之前，曾歷經瞬間的快速抬升至近地表的快速

冷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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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0.8 MaBP 之後，靜置或沉陷至今。  

 

若上述可能性存在時，此小於 0.8 MaBP 的定年數據，應與高程

沒有特定關係 (圖  3-53-(d))，而可能受地表效應所影響 (如天水

(meteroric water)入滲 )。  

(a) 越破碎的岩體區域，冷卻越快，低溫熱定年礦物的定年數據

應越老。  

(b) 越完整的岩體區域，冷卻越慢，低溫熱定年礦物的定年數據

應越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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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6.2. 離島花崗岩區抬升剝蝕速率 

離島花崗岩區與本島花崗岩區的地質演化環境截然不同。本島花

崗岩區數百萬年來曾歷經造山循環的熱事件過程，而離島花崗岩區遠

離板塊邊界，屬於千萬年尺度長期穩定的地塊。  

以離島 K 區花崗岩區為例：  

(1) 約自 76 MaBP 至今 (圖  3-55-(b))未曾經歷過特殊的熱事件，且

已進入非造山期 (anorogenic stage)(圖  3-55-(c))，地質環境相

當穩定。  

(2) K 區至澎湖群島，均保有千萬年前噴發玄武岩的地形地貌。  

(3) K 區千萬年前的海岸，與今日海岸相當。千萬年前的古九龍江曾

流經此區，此流域一直到數十萬年前仍有類似的河流堆積礫石，

而現在仍保有當年河道形貌及堆積地層 (金門層 )。  

(4) 以百萬年尺度來看，K 區在冰期屬於內陸，有古九龍江河道流經

地形低區，在間冰期海水上升到類似今日海平面高度，則四面環

海。因此，K 區在古地形條件長期穩定下，剝蝕速率非常低。  

 

K 區地表岩樣之 FTD-Ap 的年代數值範圍約介於 87 MaBP 至 58 

MaBP (平均約 73 MaBP)(圖  3-55-(a))；另外，KMBH01 鑽井的 500 

m 井底溫度為 32 ℃，地溫梯度低於 20 ℃/km，在 495 m 深度岩樣

(KMBH01)的 FTD-Ap 年代數值約為 26 MaBP(圖  3-55-(a))，表示自

76 MaBP 以來 (圖  3-55-(b))，K 區的抬升速率非常慢，可能介於 0.01 

mm/yr 至 0.1 mm/yr。  

(1) 假設 73 MaBP 至今，岩體的抬升速率為定值，則抬升速率約為

0.04 mm /yr (= (3 km –  0 km) / 73 Ma)；其中，3 km 代表 apatite

達封存溫度時，岩體所可能對應的深度 (=(110 ℃ -  20 ℃) / (30 

℃/km))。  

(2) 假設 26 MaBP 至今，岩體的抬升速率為定值，則抬升速率約為

0.1 mm /yr (= (3 km –  0.495 km) / 26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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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假設 73 MaBP 至 26 MaBP 期間，岩體的抬升速率為定值，則抬

升速率約為 0.01 mm /yr (= 0.495 km/(73 Ma –  26 Ma))。  

 

由於 K 區約自 76 MaBP 至今 (圖  3-55-(b))，未曾經歷過特殊的

熱事件，且已進入非造山期 (圖  3-55-(c))，故可合理假設地表地形及

高程達穩定條件，因此，上述的抬升速率約等於 K 區的剝蝕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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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7. 小結 

針對地質處置合適性之抬升、沉陷及剝蝕作用的相關研究結果，

摘述如下：  

(1) 數十年時間尺度：  

(a) 根據數十年時間尺度的大地測量數據 (圖  3-44 及圖  3-45)，

觀察到在此時間尺度下，WEP 以東地區可能具有沉陷趨勢；

而部份臺灣本島東部 (H 區 )花崗岩體，目前處於 WEP 東側，

亦可能具有沉陷的趨勢 (Ching et  al. ,  2011,  p7)。根據 H 區布

設位於花崗岩體上之 GPS 監測站的監測結果顯示 (圖  3-45-

(a))，目前仍呈現持續沉陷趨勢。  

(b) 數十年尺度的剝蝕率研究結果顯示，臺灣整島的剝蝕率均很

高 ( 圖  3-50)(Dadson et al. ,  2003, p649 ; Derrieux et  al. ,  

2014, p243, f7)，然而臺灣的剝蝕作用，基本上伴隨著山坡

的流水、河流的沖刷、懸浮與移運，加上常有風災、豪雨、

地震造成的山崩，導致河流快速移運，造成估算特定岩體之

長期剝蝕率的困難度，更無法直接使用數十年的瞬間剝蝕

率，估算岩體未來百萬年的抬升率。  

(2) 千年、萬年時間尺度：  

(a) 千年尺度的河階研究結果 (圖  3-48)顯示，臺灣中央山脈東

翼北段河流 (南澳北溪、南澳南溪與和平溪 )具有最低的河川

陡峭度指標 (Normalized Steepness Index of River Channel,  

ksn)，且推測因為抬升速率減緩，已達成均夷 (gradation 

balance)。因此，臺灣東部地區越接近 WEP 的河川，河川越

接近均夷 (gradation)，亦即抬升構造運動越不明顯。  

(b) 千年尺度的海階研究結果 (圖  3-49)顯示，在 WEP 以南的臺

灣東部地區，越接近 WEP 的海階，抬升速率越低。而在 WEP

東側地區，現今已找不到海階可供進行研究，亦即在 WEP 東

側，抬升構造運動很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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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萬年尺度的古山崩、土石流的定年研究結果 (圖  3-52-

(c)-(ii))顯示，在臺灣利用河階階地年代計算出來的下切速

率，可能無法代表整條河流的下切速率，更無法代表該地區

的地殼抬升速率。  

(3) 百萬年時間尺度：  

(a) 根據臺灣的地體架構及演化特性 (詳第 3.1.3 節說明 )可知，

在板塊運動的地質時間尺度中，可以合理地預期未來百萬

年：  

(i) 臺灣本島未來百萬年之地體構造體系，仍會受東北部的

琉球島弧系統、南部的北呂宋島弧系統、菲律賓海板塊

之西北向的持續性移動，及其移動所產生的 LEAC 弧陸

碰撞運動所影響。菲律賓海板塊向西北隱沒至歐亞板塊

的西側邊界 (圖  3-2 之 WEP)，現今約位於花蓮與中壢

連線；  

  WEP 的東側地區將隨著板塊運動的持續進行，而持

續隱沒，且 WEP 位置將逐漸往西南移動 (圖  3-7-

(c))。  

  現今 WEP 東側的臺灣東北部高山，未來將緩慢下降

成丘陵，最終沉於海底。  

(ii) 西部離島 (如澎湖、馬祖、烏坵、金門 )地區，因距離板

塊邊界較遠，遠離構造變形區，地殼相對穩定，抬升或

沉陷作用不明顯。  

(b) 臺灣本島 H 區花崗岩體雖已有許多低溫熱定年資料，但其年

齡都很年輕 (FTD-Ap 年代約 0.3 MaBP 至 0.6 MaBP；FTD-Zrn

年代約 1.2 MaBP 至 2.1 MaBP)：  

(i)  相關討論認為 H 區岩體過去並非歷經穩定的抬升、剝

蝕、冷卻的熱歷史 (Derrieux et al. ,  2014, p231)。  

(ii) 臺灣東北部在約 0.8 MaBP 時發生板塊活動反轉 (圖  

3-7-(a)-(iv))，因此，東北部的山脈 (岩體 )有可能由之前

的 LEAC 弧陸碰撞運動的擠壓作用，快速抬升至近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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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影響顯著的環境，而後轉為張裂作用且快速冷卻沉

陷至今，類似宜蘭平原的地質演化歷史，未來還會持續

緩慢沉陷沒入海中。  

(c) 離島花崗岩體的低溫熱定年資料顯示，低溫熱定年的年齡都

很老，可合理假設岩體剝蝕率等於岩體抬升率；以 K 區為

例，自 76 MaBP 以來，K 區的抬升速率非常慢，可能介於

0.01 mm/yr 至 0.1 mm/yr (SNFD-ITRI-2015-0001-c3.4.2)。 

(4) 處置母岩抬升或沉陷與否，是地質處置設施場址考量的重點之

一，尤其是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類型的地質處置設施。當抬升或

沉陷速率差異 1 mm/yr 時， 3 ka 的時距僅差異 3 m，但每百萬

年的時距即差異 1,000 m。然而，針對抬升、沉陷、剝蝕速率的

估算 (Derrieux et  al. ,  2014, p231)：  

(a) 方法眾多，且計算基礎、假設及時間尺度，差異可能很大。 

(b) 現今科技的準確度尚難以小於 1 mm/yr。  

因此，若考量將抬升剝蝕速率數值做為地質處置設施場址評選條

件時，則應有較大的數值緩衝空間外，更應明確界定其計算基礎、

假設及時間尺度，避免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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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氣候與海平面變遷 

氣候變遷對地質處置設施的影響性，說明如下：  

(1) 長期性的氣候變遷：  

(a) 隨著行星軌道的運轉，長期性的氣候變遷 (數萬年尺度 )具有

週期性的變化，造成溫度及海水面的週期性變化；其中，海

水面的變化幅度可能高達百公尺。  

(b) 海水面變化可能對地質處置設施系統造成的衝擊有：地下水

流場和化學環境改變、海 /淡水介面遷移、侵蝕 /沉積作用等，

這些衝擊會干擾地質處置設施之處置深度的地質環境穩定

性，進而影響地質處置設施之功能。  

(c) 深孔式深層地質處置類型的地質處置設施，因處置深度很

深，預期 3,000 m 至 5,000 m，因此，長期氣候變遷的效應

可忽略 (Arnold et  al. ,  2012,  p27; Beswick et  al. ,  2015, p48)。 

(2) 短期性的氣候變遷：  

(a) 氣候變遷造成區域之異常性氣候變化加劇，諸如：氣溫之劇

升 /劇降、降雨量 /降雨日數之增加或減少、颱風 /暴雨增加，

造成區域性乾旱 /水澇、山崩 /土石流等災變現象之發生。  

(b) 短期性的氣候變遷，會改變地質處置設施之地表設施周圍的

地表水文、植被、山坡穩定性等，是地質處置設施封閉前應

該考量的影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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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1. 氣候變遷的週期性循環 

冰河時期 (ice age)是指地球歷史上，地球表面溫度長期且巨觀地

呈現持續降低的趨勢，且有冰層覆蓋陸地的時間區間：  

(1) 在過去約 24 億年間，地球至少歷經 5 個冰河時期。  

(2) 最近 一 次冰 河 時期 (第四 紀冰 河 時期 ) ，始 於 約 2.6 MaBP( 圖  

3-56-(a))，並持續至今。  

 

冰河時期往往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數千萬年 )，在一次冰河時期

中又可細分為數個區段，分別為：  

(1) 冰期 (glacial  period)：在此時間區段中，溫度逐漸降低，冰川覆

蓋陸地面積逐漸加大、海水面逐漸降低。  

(2) 間冰期 (interglacial  period)：兩個冰期間的時間區段 (圖  3-56-

(b))。  

 

地球目前正處於間冰期 (圖  3-56-(b))，因為過去數千年來，地表

冰川覆蓋面積並未逐漸加大；大致上來說：  

(1) 進入冰期後，冰川和永凍土會增長形成，海水面逐漸下降，海岸

線及海水 /淡水介面向海側移動，雪線往低緯度與低海拔地區遷

移；因海水面逐漸下降，導致河流有強烈的下切作用，侵蝕出較

深的河谷。  

(2) 進入間冰期後，因兩極冰帽融化使得海水面升高，海岸線及海水

/淡水介面向陸側移動，雪線往高緯度與高海拔地區遷移；氣候

溫暖，冰川與凍土層向兩極收縮，恢復的地方逐漸變成森林。  

 

地球表面溫度是受到日照量的變化所影響，而日照量變化又受到

地球運行軌道的週期性改變而影響，米蘭科維奇 (Milutin Milanković)

推演出地球運行軌道的週期，有 22 ka、41 ka 與 100 ka 的變化週期

(Chen et al. ,  2005a, p42)：  

(1) 2.5 MaBP，氣候變化週期主要為 22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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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5 MaBP 至 0.9 MaBP 期間，氣候變化週期主要為 41 ka。  

(3) 0.9 MaBP 至今，氣候變化週期則以 100 ka 週期為主 (Naish and 

Kamp, 1997, p978; Naish et al. ,  1998, p695; Chen et al. ,  2001b,  

p1249)。  

 

在 100 ka 週期性循環事件中，會因全球溫度變化造成融冰量的

改變，而造成大幅度的海水面變動，變動幅度可達百公尺：  

(1) 這樣的氣候變化週期性循環事件，自 0.9 MaBP 以來，不斷反覆

出現，且有「快暖慢冷」的趨勢。  

(2) 現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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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應的海水面也會下降 )，逐漸邁入下個冰期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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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2. 臺灣古氣候及海平面變遷 

古氣候變遷可藉由以下資訊，來瞭解其變化：  

(1) 湖泊淤泥沉積物中花粉、矽藻等化石的定年資訊。  

(2) 陸地上黃土堆積層的沉積剖面。  

(3) 冰心中的微量氣體含量。  

(4) 海洋沉積物有孔蟲殼的碳酸鈣氧同位素種類比例。  

(5) 樹木年輪與珊瑚年生長輪計算等方法。  

 

臺灣古氣候變遷的相關研究結果，摘述如下。  

(1) 臺灣自 2 MaBP 以來之氣候變遷特徵：  

臺灣地區第四紀以來的氣候變化特徵，與世界平均變化頗為一致

(Liew, 1982; Liew, 1984)，冷暖變化不斷地反覆發生，具下列之

特徵：  

(a) 依據臺灣西部及北部各地之花粉研究結果顯示，臺灣自 2 

MaBP 以來的氣候從未停止變遷，且至少經歷 5 次明顯的冷

暖循環。  

(b) 更新世最早期 (約 1.95 MaBP 至 1.75 MaBP 期間 )，臺灣地區

可 能 存 有 變 冷 且 為 乾 冷 的 氣 候 趨 勢 (Liew,  1982; Liew, 

1984)。  

(c) 而更新世早期與中晚期的氣候變遷頻率及幅度不同：  

(i)  更新世早期的氣候狀況比中晚期穩定，雖仍有冷暖變

化，但幅度可能較小。  

(ii) 更新世中晚期以來的冷暖變遷，較為突然且幅度較大。 

(d) 更新世晚期 (約 0.9 MaBP 至 0.7 MaBP 期間 )，臺灣地區發生

過一次明顯的轉冷事件，至少存有一次冷–暖循環 (Liew, 

1986; 1988)。  

(2) 臺灣自 150 kaBP 以來之氣候變遷特徵：  

(a) 全球自 150 kaBP 以來之氣候變遷特徵，涵蓋一個完整之「暖

–冷–暖」古氣候變遷模式 (圖  3-57-(a))，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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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上次間冰期 (約 125 kaBP)(Kopp et al. ,  2009, p863)。  

(ii) 上次冰期 (約 120 kaBP 至 10 kaBP 期間 )；在約 21.0 

kaBP 的末次冰盛期 (Last Glacial Maximum,  LGM)時，全

球溫度達最低，約比現今低 9 ℃。  

(iii) 現今之全新世間冰期；約在 10 kaBP 時，脫離上次冰期

進入暖期，夏季季風增強，溫度已升到與現今相似之程

度。  

(b) 地球在此 150 ka 中，溫暖時期僅持續了短暫時間；多數時

候的溫度處於緩慢震盪下降狀態，且有明顯「快暖慢冷」的

特徵：  

(i) 臺灣地區於上次間冰期的氣候相當溫暖，溫暖程度甚至

可能在全新世之上，而最溫暖時期可能比現今高出約 3 

℃。  

(ii)  臺灣地區於上次冰期涵蓋了氧同位素階的 4、3、2 階 (圖  

3-57-(b))，氣候以乾冷為主；約 18 kaBP 時，溫度較現

今低約 5 ℃，古雪線約在 3,500 m，雖然寒冷現象有趨

緩現象，但乾燥程度反而加強，降雨量可能只有今日的

一半。  

(c) 全球海水面在此 150 ka 期間的變化趨勢，與氣溫變化十分

相似 (圖  3-57-(b))：  

(i) 分別在約 140 kaBP 與末次冰盛期時之海水面，達最低

海水面，比現今低約 120 m 左右 (Rohling et al. ,  1998,  

p162)，之後氣候變暖，海水面開始快速上升。  

(ii)  分別在約 125 kaBP 及 6 kaBP 時，全球達最高海水面，

比現在高約 2 m 至 10 m (IPCC, 2013,  p1146; Kopp et  

al. ,  2009, p863;  Chen, 1993, p144)，爾後緩慢下降到達

現今的位置。  

(3) 臺灣自末次冰盛期以來之氣候變遷：  

(a) 自末次冰盛期後，全球氣溫便開始急速上升，而於約 10 kaBP

時，正式脫離冰期，進入溫暖的全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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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臺灣地區的乾冷氣候，自末次冰盛期一直持續到約 17 

kaBP，之後開始有減緩趨勢，其植物分布較今日垂直下

降至少 850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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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臺灣地區全新世大暖期，發生於約 9.5 kaBP 至 4 kaBP

期間；其中，又以 9.5 kaBP 至 8.5 kaBP 期間，及 7 kaBP

至 5 kaBP 期間最為鼎盛，當時氣候甚至比現今更暖和。 

(iii) 在約 5.5 kaBP 後，溫度略有下降，直到約 2 kaBP 左右，

溫度再次稍微升高 1 ℃至 2 ℃。  

(b) 在 末 次 冰 盛 期 時 ， 當 時 全 球 海 水 面 較 現 今 低 約 120 m 

(Rohling et al. ,  1998, p162)，之後氣候變暖，海水面一直持

續的上升至約 6 kaBP；臺灣地區在此期間的海水面變化特

徵，大致如下：  

(i)  在 20 kaBP 至 15 kaBP 期間，海水面回升的速度較緩

慢，平均每千年約 6 m (Chen et al. ,  2005a, p42)。  

(ii)  在 15 kaBP 至 6 kaBP 期間，海水面上升的速度約每千

年 10 m (Chen et  al. ,  2005a, p42)：  

  在 11 kaBP 至 10 kaBP 期間，海水面上升速度約 13 

mm/yr (Hsieh et al. ,  2006, p356)。  

  在 10 kaBP 至 6.6 kaBP 期間，海水面上升速度約 8 

mm/yr 至 9 mm/yr (Hsieh et al. ,  2006,  p356)。  

(iii)  自 6.5 kaBP 以來，海水面變動甚微；海水面的最高峰位

置，較現今高出約 2.3 m (Chen,  1993, p144) (圖  3-57-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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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3. 臺灣近代氣候及海水面概況 

臺灣位於歐亞大陸東南方之太平洋上。歐亞大陸是全球最大陸

塊，太平洋又是全球最大海洋，陸塊與海洋的物理性質 (如比熱、熱容

量、熱傳導 )不同，因而在歐亞大陸和太平洋交界地區，形成全球最顯

著的季風氣候：  

(1) 夏季季風由太平洋與南海吹向亞洲大陸，冬季季風則由亞洲大陸

吹向太平洋與南海。  

(a) 夏季影響臺灣地區的主要氣壓系統為亞熱帶太平洋高壓系

統，氣壓南高北低。  

(b) 冬季則由西伯利亞高壓系統強盛之東北季風控制全境，除東

北部因有地形雨比較冷濕外，中南部大致晴朗乾燥。  

(2) 臺灣大部分地區：  

(a) 夏季多雨，盛行西南風，尤其是在中南部雷雨頻仍，颱風來

襲時，常造成強風豪雨。  

(b) 冬季則全境盛行東北風，除東北部沿海地區外，普遍少雨。 

 

由於臺灣地區緯度較低，屬於亞熱帶氣候，特徵是終年溫暖、雨

量豐沛。惟氣溫與雨量的季節變化及區域差異非常明顯，主要係因臺

灣本島多山地，而氣溫隨著海拔高度的增高而遞減，因此雖在同一緯

度上，高山與平地的氣溫就有明顯的差別，從平地到高山可包括熱、

溫、寒 3 帶不同變化 (圖  3-58)：  

(1) 臺灣本島之平原地區的年平均氣溫在 22 ℃至 25 ℃之間，但在

海拔高度達 3,845 m 的玉山觀測站，其年平均氣溫僅有 3.9 ℃。 

(2) 臺灣本島之年平均雨量約 2,500 mm，約有 78%的雨量集中於雨

季 (5 月至 10 月 )，乾季則是 11 月至翌年 2 月。  

 

臺灣地區過去百年來：  

(1) 就溫度變化方面，臺灣暖化趨勢較全球明顯，且夏季增溫的幅度

較冬季明顯，平地較山區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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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百年來，全球平均地表氣溫約上升了 0.6 ℃，以北半球而言，

增溫程度可能是過去一千年來最大的。  

(b) 百年來，臺灣地區溫度上升了約 1.0 ℃至 1.4 ℃，高於全球

平均地表氣溫上升速率 (0.6  ℃/100yr)。  

(2) 就雨量變化方面，臺灣北部地區之平均年降雨量逐年增加，但年

降雨日數逐年減少，亦即降雨強度有逐漸增大的趨勢。依臺灣各

氣象站百年來之降雨資料統計分析，以基隆和臺北氣象站為例

(Huang,  2001, p142)：  

(a) 近百年來之平均降雨量，分別增加了 12.1 mm/yr 和 2.6 

mm/yr。  

(b) 近百年來之年降雨日數，分 別減少 0.15 day/yr 和 0.27 

day/yr，依此計算，每暴雨日之降雨量分別增加約 50%及

30%。  

(3) 至於海水面變化方面，雖然就長時間尺度的氣候變遷循環 (冰期

及間冰期 )而言，地球應逐步進入下一個冰期，溫度及海水面應

緩慢下降 (圖  3-57)，但因人類行為所產生的全球暖化，卻使得

近期的全球溫度及海水面逐漸上升：  

(a) 海水面上升速率有區域上的差異：  

(i)  西太平洋絕對海水面的上升速率，約為全球平均海水面

的 3 倍 (Nicholls and Cazenave, 2010, p1518)。  

(ii) 臺灣周圍海域 (110E 至 130E 與 10N 至 30N 之間 ) ，

在 1993 年至 2012 年期間的絕對海水面變化速率為 4 

mm/yr 至 5 mm/yr，上升速率大於全球海水面的上升速

率 (Kuo et  al. ,  2015,  p4-15)。  

(b) 海水面上升速率有越來越快的趨勢：  

2013 年 政 府 間 氣 候 變 化 專 門 委 員 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提出的第 5 次報告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AR5)中，明確指出在最嚴重之情境下，

本世紀末海水面可能將上升約 53 cm 至 97 cm (IPCC, 2013,  

p18)。該報告並指出，因受到氣候變遷及區域環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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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區域海水面的上升速率，有可能大於全球平均值 100%

以上，且本世紀末約有 95%區域的海水面上升速率將會是正

值。從諸多研究結果顯示：  

(i) 20 世紀全球絕對海水面上升速率約為 1.0 mm/yr 至 2.4 

mm/yr (Douglas,  2001,  p39; Church et al. ,  2004,  p2620; 

Church and White,  2011, p597; Ray and Douglas,  2011,  

p510; Shum and Kuo, 2011,  p90)。  

(ii)  近 20 年 (自 1993 年以來 )之衛星測高數據資料 (Satellite 

Altimetry Data,  ALT)顯示，全球絕對海水面的上升速率

為 3.2±0.5 mm/yr (Willis et  al. ,  2010, p30; Church and 

White,  2011, p595; Cazenave and Cozannet,  2014,  

p17)，全球海水面正逐漸上升。  

(c) 臺灣周圍海域在 1993 年至 2007 年間之衛星測高數據資料

顯示 (Zhan et al. ,  2009,  p1732)：  

(i) 黃海 (圖  3-2 之 YS)的絕對海水面上升速率約為 3.91 

mm/yr。  

(ii) 東海 (圖  3-2 之 ECS)的絕對海水面上升速率約為 4.28 

mm/yr。  

(iii) 南海 (圖  3-2 之 SCS)絕對海水面上升速率約為 3.49 

mm/yr。  

(d) 南海之絕對海水面於 1950 年至 2010 年期間的上升速率，

明顯呈現上升情形，且有越來越快的趨勢：  

(i)  1950 年至 2009 年間，南海之絕對海水面的平均上升速

率約為 1.7 mm/yr (ALT & TG; Peng et al . ,  2013, p171)。 

(ii) 1993 年至 2007 年間，南海之平均絕對的平均上升速率

約為 3.49 mm/yr (ALT only; Zhan et  al. ,  2009, p1732)。 

(iii) 1993 年至 2009 年間，南海之絕對海水面的平均上升速

率約為 3.9 mm/yr (ALT & TG; Peng et al . ,  2013, 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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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1993 年至 2012 年間，南海之絕對海水面的平均上升速

率 約 為 5.1 mm/yr (ALT only; Cheng et al. ,  2014,  

p4335)。  

(g) 臺灣不同海岸地區，有不同的海水面上升速率，但均呈現上

升情形 (最高可高達約 5 mm/yr)，且海水面上升速率，有由

北往南加快的趨勢 (表  3-6 及圖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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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4. 氣候變遷與地形演化研究案例–臺灣西南部 

氣候與海水面的變遷會影響地形演化，進而影響地質處置設施的

處置環境。例如：海水面的下降，將增加河川的下切能力，影響流域

的地表地形、改變地表水文環境，進而影響地質處置設施之處置深度

水文地質條件。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在 西 南 部 平 原 豐 富 的 岩 心 資 料 (Hsieh et  al. ,  

2006, f1 & t1)，提供臺灣氣候變遷演化研究的重要素材，包含：  

(1) 用以建立臺灣 11 kaBP 至 5 kaBP 期間的絕對海水面曲線 (圖  

3-57-(e))。  

(2) 提供估算西南部沉陷速率的重要資訊：  

根據岩心紀錄及定年資料研究結果顯示，嘉義、台南、高雄地區

長期受到構造作用影響 (Chen and Liu,  2000, p926)，形成一系列

的向斜與背斜構造，向斜地區的構造沉降速率可達 3 mm/yr 至 4 

mm/yr (Hsieh, 2005, p52)(圖  3-60)。  

(3) 提供研判長期性氣候變遷，對西南部平原之水文地質特性演化的

重要資訊，相關研究結果顯示：  

(a) 水文地質特性受到活躍的新期構造運動控制影響 (使深海沉

積 層 快 速 抬 升 )(Chen et al. ,  2001b, p1250; Chen et al. ,  

2004c,  p62)，形成數個海相泥岩組成的基盤高區，以及其間

不同型態的沉積谷地，除最上部地層含砂量較高屬於含水層

外，其他多為半固結的緻密泥質基盤。  

(b) 嘉南平原之含水層由北向南逐漸減薄，而泥層比例則升高

(Lai et  al. ,  2003, p14)，就沉積環境及速率而言，以鹽水溪

為界：  

(i)  嘉南平原北區  

  嘉南平原北區的沉積環境，主要受晚第四紀海水面

變化控制 (Chen and Liu,  2000, p923)，地下水層的

連通性較佳 (Lu and Lee, 2011,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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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南平原北區自 10 kaBP 以來的沉積厚度約 60 m，

愈往南則沉積厚度愈厚 (Lai  et al. ,  2003, p14)，至曾

文溪流域時，沉積厚度約 90 m 至 100 m。  

(ii)  嘉南平原南區  

  嘉南平原南區之含水層，主要受新期構造活動控制，

地下水層的連通性較差，且其東西向縱深僅十數公

里，故其含水層的侷限性大。  

  嘉南平原南區因受構造影響，沉積速率相差極大，

許多鑽探井於深度數十公尺處便已鑽至基盤。  

(c) 約 15 kaBP 時，嘉南平原的曾文溪流域因海水面上升與盆地

的沉降作用，形成了海水淹沒的潟湖環境 (Chen et  al. ,  2004c, 

p62)，因潟湖環境的高蒸發率造成高的氯離子濃度，同時潟

湖環境下沉積的土壤具有極低的水力傳導係數 (Lu and Lee,  

2011, p2-3)。  

(d) 約 7 kaBP 開始，源自曾文溪搬運的大量沉積物，使海岸線

向西、向海側遷移，直到約 300 年前，才發育成現在曾文溪

流域的形貌；露出海面僅數千年的時間，地表天水仍無法將

土壤孔隙中的海水完全排出，因而造成現在曾文溪流域至高

雄一帶的地下水層，含水層中具有高鹽度的地下水 (Lu and 

Lee, 2011, p2-4；Lu et  al. ,  2008b, p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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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5. 氣候變遷與地形演化研究案例–臺灣東北部 

地形形貌變化與地表升降、侵蝕堆積有密切關係，而構造作用與

第四紀氣候變遷，亦是地形演育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假如沉

積物的沉積速率快於盆地的沉降速率時，沉積物除了向海側堆積，形

成海退層序之外，在山麓前緣沖積扇的的沉積物也會朝向上游的山麓

河谷堆積，使得山麓河谷由侵蝕型的 V 型谷轉為堆積型的 U 型谷

(Chen et al. ,  2004e, p81)，此一模式可以解釋東部結晶岩區各河系沉

積型河谷、獨立山及河口沖積扇下海退層序 (圖  3-61)的特徵。  

以宜蘭平原 (圖  3-43-(b))為例，宜蘭平原是位於脊樑山脈與雪山

山脈之間 (圖  3-3-(b))，呈向東開展的三角形盆地，位於沖繩海槽西

側尖端，隨著沖繩海槽向西擴張，自更新世以來至今還是持續張裂。

從沖積層層序分析結果得知 (圖  3-61)，末次冰期以來 (18 kaBP 以

來 )，宜蘭平原的沉降速率約 5 mm/yr 至 10 mm/yr。  

在 18 kaBP 至 5 kaBP 期間，海水面急速上升 (圖  3-57-(f))，侵

蝕基準面 (海水面 )以下的堆積空間急速增大，沉積物堆積方式為向上

加積 (aggradation)；而 5 kaBP 以來，海水面穩定，沉積空間僅受到

盆地構造沉降作用影響而不再急速增加，所以沉積物能快速將盆地填

滿，並開始向海側 (向東 )側向堆積 (progradation)，造成海岸線快速向

東遷移 (圖  3-61)。  

宜蘭平原 (圖  3-43-(b))兩側是由一系列平行的正斷層所構成，雪

山山脈與脊樑山脈 (圖  3-3-(b))的山麓前緣同屬於沉降環境，山麓地

區的下陷速率小於盆地中央區域：  

(1) 三角點測量結果顯示，宜蘭平原以及周圍山麓帶都處於沉降環境

(Chen, 1981)。  

(2) 從沉降盆地的地形分析，顯示構造活動速率與沉積速率是影響沉

降盆地鄰近地形的重要因素。當沉積物的堆積速率大於宜蘭平原

的構造沉降速率時，即使斷層仍繼續產生沉降作用，沉積物仍然

朝向上游河谷堆積，構成宜蘭平原的盆地邊界呈現大彎曲度的邊

界，山麓河谷呈堆積型態的 U 型谷 (Chen et al. ,  2004e, 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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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6. 離島花崗岩區之氣候與海平面變遷 

離島花崗岩區 (金門、烏坵、馬祖 )，具有相似的地質演化環境 (圖  

3-2)。  

(1) 在約 125 kaBP 至 20 kaBP 期間，地球處於冰期，海水面逐漸下

降 (圖  3-57-(b))；至末次冰盛期時，海水面可能比現今低約 120 

m，海岸線退卻至澎湖以南地區 (圖  3-56-(c))，大陸東南沿海 (金

門、烏坵、馬祖 )處於乾旱環境下，以沙漠化風成沉積環境為主： 

(a) 福建沿海形成廣泛的「老紅砂」與膏鹽地層 (Chang et al . ,  

2000, c4)，屬於氧化、沙漠化的沉積環境。  

(b) 離島花崗岩區的地下水循環，受區域地形影響，自西北方福

建山區往東南方臺灣海峽流動，地下水自福建流入離島花崗

岩區前，會經過厚層沉積岩層，然後才順著破碎帶流入離島

結晶基盤岩中，約至澎湖南方才出海。  

(c) 此期間，地下水位較今日為低，古地理環境較今日偏向沙漠

乾燥氣候，故地下水質也會受到沙漠化形成的富含膏鹽類蒸

發岩 (evaporite)所影響。  

(2) 約 10 kaBP 至 6 kaBP 期間，因兩極冰帽融化使得海水面快速上

升，當時全球最高海水面，可能高於今日海水面約 2 m 至 10 m，

離島花崗岩區變成四面環海，自此之後至今，其地表河系與福建

地區河系隔絕。  

(3) 6 kaBP 至今，海水面變動不大，澎湖地區之海水面在 4,000 年

前，比現在海水面高出約 2.3 m，而後逐漸降低 (Chen, 1993, 

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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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7. 小結 

(1) 臺灣地區自 2 萬年前末次冰盛期 (Last Glacial  Maximum, LGM)至

今的海水面及環境變化，說明如下：  

(a) 在末次冰盛期時，全球海面較今日低約 120 m (Rohling et  

al. ,  1998, p162)，現今臺灣海峽的淺海陸棚成為連接亞洲大

陸的陸橋，臺灣附近海岸線可能南移至澎湖以南 (圖  3-56-

(c))。在這寒冷的冰期，地處亞熱帶的臺灣島，海拔 3,000 m

以上的高山也被冰川覆蓋，此時的乾冷氣候造成南中國海的

表層海水溫度估計要比今日低 3.5 ℃至 6 ℃ (Hsieh et al. ,  

1996, p1)，在臺灣的溫度會比今日低 8 ℃至 9 ℃，而年雨

量也僅有今日的一半，然後開始趨於減緩 (Liew, 2003,  p23)。 

(b) 自末次冰盛期後，全球氣溫逐漸升高，海面也逐漸上升，海

岸線朝陸地前進，原本連接亞洲大陸的陸橋，逐漸被海水淹

沒。  

(i)  20 kaBP 至 15 kaBP 期間，海水面上升速度較緩慢，平

均每千年約 6 m。  

(ii)  15 kaBP 至 10 kaBP 期間，海水面上升速度較快，平均

每千年約 10 m。  

(c) 約 10 kaBP 時，回復現今的海峽地形，此時臺灣本島高山上

的冰河也已消失，只遺留下冰川的遺跡 (Siame et al. ,  2007,  

p2185)。  

(d) 約至 6 kaBP 時，氣候才逐漸穩定，全球海面達到最高點，

較今日高約 10 m (IPCC,  2013,  p1146)，現今臺灣島周圍海

岸平原都已被海水淹沒，海岸線位在現今山麓與丘陵地的前

緣；約 6 kaBP 之後，海面不再上升，河流搬運大量沉積物

堆積在海岸，並逐漸地擴大成為西部海岸平原 (圖  3-3-(b)之

CP)。  

(2) 就長時間尺度的氣候變化而言，氣候變遷具有週期性的循環特

性：針對評估未來百萬年之氣候變遷對地質處置設施處置安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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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性所需的週期性變化，根據地球運行軌道所估算的 100 ka 週

期應是合理的假設 (Naish and Kamp, 1997, p978; Naish et al. ,  

1998, p695; Chen et  al. ,  2001b,  p1249)。圖  3-57-(g)為臺灣古氣

候變遷特徵及根據相關簡化假設所建構之週期性海水面及鹽度

變化特徵曲線圖。  

(3) 臺灣周圍近代的氣候及海水面變化特性如下：  

(a) 臺灣本島平原地區的年平均氣溫在 22 ℃至 25 ℃之間；過

去百年來，溫度上升速率在 0.01 ℃/yr 至 0.014 ℃/yr 之

間，高於全球平均地表氣溫的上升速率 0.006 ℃/yr。  

(b) 臺灣年平均雨量約 2,500 mm，約有 78%的雨量集中於雨季

(5 月至 10 月 )，乾季則是 11 月至翌年 2 月；過去百年來，

平均年降雨量逐年增加，但年降雨日數逐年減少，亦即降雨

強度有逐漸增大的趨勢，以臺北為例：降雨量增加速率為 2.6 

mm/yr、年降雨日數減少率為 0.27 day/yr，依此計算，每降

雨日之降雨量增加約 30%。  

(c) 根據 1993 年至 2007 年間之 ALT 資料估計顯示 (Zhan et  al . ,  

2009, p1732)：  

(i) 黃海 (圖  3-2 之 YS)的絕對海水面上升速率約為 3.91 

mm/yr。  

(ii) 東海 (圖  3-2 之 ECS)的絕對海水面上升速率約為 4.28 

mm/yr。  

(iii) 南海 (圖  3-2 之 SCS)的絕對海水面上升速率約為 3.49 

mm/yr。  

其中，南海之絕對海水面上升速率，有越來越快的趨勢；1993

年至 2012 年間，南海之絕對海水面上升速率約為 5.1 mm/yr 

(ALT only,  Cheng et  al. ,  2014, p4335)。  

(d) 臺灣不同海岸地區有不同的海水面上升速率，但均呈現上升

情形 (最高可高達 5 mm/yr)(圖  3-59)，且海水面的上升速

率，有由北往南加快的趨勢；後續針對特定地質處置設施候

選場址，若臨近海岸地區，則必須有地區性的絕對海水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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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解析資料，方能較精準評估近期海水面變化對地質處置設

施的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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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臺灣的天然資源 

根據國際原子能總署建議的地質處置設施選址考量因子 (IAEA, 

1994, c4; IAEA, 2011, aI.21 to aI.52)，選址必須考量未來人類的可能

活動，且盡可能降低相關活動對地質處置設施隔離功能的不利影響。

天然資源的開發，是人類對地質處置設施安全功能造成不利影響的可

能活動之一。關於臺灣天然資源的相關彙整與論述，可作為未來評估

地質處置設施候選場址適合性的參考。  

臺灣天然資源主要包含金屬礦物、非金屬礦物、能源礦產及地下

水資源；已知相關天然資源分布資訊的彙整圖表內容，如下所述：  

(1) 圖  3-62 是臺灣已知或曾開採過的金屬礦物資源分布圖。  

(2) 圖  3-63 是臺灣已知或曾開採過的非金屬礦物資源分布圖。  

(3) 圖  3-64 是臺灣已知或曾開採過的能源礦產及地下水資源分布

圖。  

(4) 圖  3-65、 圖  3-66 與圖  3-67 是臺灣環保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aiwan ,  EPATW)地下水水質監測結

果分布圖；可代表臺灣各地區淺層 (小於 30 m)地下水水質。  

(5) 圖  3-68 是經濟部水利署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WRATW)地下水資源分區及監測網位置分布

圖。圖  3-69 是經濟部水利署平原地區地下水的水質監測結果

圖；可代表臺灣各平原地區中層 (小於 300 m)地下水水質。  

(6) 圖  3-70 是臺灣中央地質調查所山區地下水的水質監測結果圖；

可代表臺灣山區中層 (小於 300 m)地下水水質。  

 

相關說明，摘述如下：  

(1) 臺灣最值得開發的金屬礦產資源 (圖  3-62)，首推金瓜石地區的

含銅金礦，至 1977 年累計產金約 94 噸、銅約 12 萬噸 (Tan and 

Wei,  1997,  p14)，高居遠東第一，剩餘礦量的開發潛力仍非常高，

但 1980 年代後，因投資報酬率考量已停採；而其他地區的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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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產，由於礦石品位低、礦量少，不具經濟價值，1980 年代後已

無生產紀錄。  

(2) 臺灣的非金屬礦產 (圖  3-63)主要包括大理岩、石灰岩、白雲岩、

蛇紋岩、矽砂、水晶、瓷土、雲母、石膏、長石、滑石、石棉、

硫磺、石墨等。根據 2017 年經濟部礦務局 (Bureau of Mines,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Taiwan , BOMTW)的統計， 2016 年

的產量依序如下：大理岩 (約 1,592 萬噸 )、矽砂 (約 17.6 萬噸 )、

蛇紋岩 (約 10.2 萬噸 )、白雲岩 (約 2.2 萬噸 )、瓷土 (4,035 噸 )、

石灰岩 (約 3,122 噸 )、雲母 (1,879 噸 )、滑石 (250 噸 )、水晶 (186

噸 )、寶石 (794 kg)，其他則已無生產紀錄。  

(3) 臺灣的天然能源資源 (圖  3-64)主要包括石油、天然氣、煤、放射

性礦物及地熱溫泉等。  

(a) 臺灣過去曾開採之油氣田及可能產油氣較大之構造，多分布

於臺灣西部古近紀至新近紀沉積盆地內，尤以苗栗為最，並

延展至臺灣海峽中。依據 2017 年經濟部礦務局的統計資料，

2016 年原油產量為 8,446 m3，天然氣產量為 321,891 km3。 

(b) 煤礦曾經是臺灣重要的天然能源資源之一，按地理位置可分

為北部及中部 2 大煤田區 (圖  3-64)。所有已開發之煤田幾

乎全部集中於北部煤田區內，中部煤田所含之煤層既薄且

劣，難做大規模開採，而在臺灣南部及東部，則缺乏已知的

煤礦資源。由於臺灣煤層薄，開採條件差，已全面停採。  

(c) 臺灣西南海岸之重砂富含獨居石及鋯石，獨居石含有釷及稀

土元素，稀土元素礦資源為重要工業原料之一，但由於海岸

變遷，地形、礦床大幅變化，臺灣西南海岸之重砂已無開採。

重砂在 1988 年生產量約 4,297 噸，至 1993 年約為 180 噸，

其後無生產紀錄 (Wei,  2000, p136)。  

(d) 臺灣位處環太平洋火環帶，全臺灣地區有近百處顯示具溫泉

地熱徵兆 (圖  3-64)：  

(i)  較具開發地熱潛能者，包括大屯火山群、宜蘭清水、廬

山、金崙、知本等處；其中，大屯火山群因係屬火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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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熱泉，其酸性成分高，成為發電利用之瓶頸，而宜蘭

清水及土場地區則因蒸氣含量少，影響發電價值。  

(ii)  臺灣溫泉主要分布於北部、中央山脈及其兩側山地，有

少部分分布於周圍海上小島，主要作為觀光休閒利用。 

(4) 地下水為臺灣的重要水資源：  

(a) 臺灣位於亞熱帶氣候區，全年降雨量豐沛，約達 2,500 mm 

(圖  3-58)，但臺灣河川受降雨季節支配，豐枯期流量相差懸

殊。臺灣各河川受地形影響，大多是陡坡、流短，攔蓄不易；

颱洪期間流量大增，然多瞬即入海，而枯水期則流量銳減，

除東部區域之河川尚有餘水供引用外，西部各河流量幾已全

部引用殆盡，久已不敷分配，故對地下水源相當依賴。  

(b) 在 1989 年至 1998 年期間，臺灣地區 (不含澎湖、金門、馬

祖 )之年平均總降雨量約為 8.92 × 1010  m3，平均總用水量推

估 值 為 1.81 × 1010  m3 ， 其 中 地 下 水 抽 用 量 為 6.3 × 109  m3  

(BOWTW, 2000)；地下水使用量約佔 35%的使用量。  

 

整體而言，臺灣地區的地下資源，除淺層地下水 (含溫泉 )外，尚

有生產者為大理岩、石灰岩、白雲岩、蛇紋岩、雲母、矽砂、黏土、

石油與天然氣，但規模均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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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臺灣潛在處置母岩 

3.2.7.1. 概述 

針對地質處置設施處置母岩的研究，花崗岩、泥岩及中生代基盤

岩，是臺灣曾經探討過的 3 種潛在處置母岩；其分布圖如圖  3-71 所

示，特性比較結果如表  3-7 所示。  

(1) 臺灣西南部泥岩斷層構造多，作為潛在處置母岩之條件比不上花

崗岩與中生代基盤岩。  

(2) 臺灣西部陸地及海域地區之中生代基盤岩深度過深，故坑道式深

層地質處置類型之坑道開挖工程可行性較低 (如地溫過高，人機

難以承受 )。在臺灣本島西部陸地之中生代基盤深度超過 2,000 m

深，即使在臺灣海峽下，除澎湖地區外，其他地區的基盤深度大

多超過 1,000 m 深。  

(3) 臺灣西部離島及本島東部花崗岩均有至少百萬年的長期穩定潛

力，較具可調查性和可預測性。  

 

對臺灣花崗岩質潛在處置母岩地區而言：  

(1) 西部離島花崗岩屬於數千萬年長期穩定的大地構造環境，其地質

環境大致與日本海西側的韓國類似；而本島東部花崗岩地區位處

於琉球島弧及北呂宋島弧 2 個弧溝系統的交界區 (圖  3-2 之 RKA

及 NLZA)，其地質環境大致與同為歐亞大陸東緣的日本類似。  

(2) 離島花崗岩區之地質圈特性相較於本島東部，現今已無火山活

動、斷層活動及地震活動，亦無顯著的抬升與沉陷作用，但地表

地形及環境明顯受到氣候與海平面變遷影響。離島地區在末次冰

盛期 (Last Glacial  Maximum, LGM)時，海水面最多可較現今海水

面降低約 120 m (Rohling et al. ,  1998, p162)，海岸線往南移約

200 km (圖  3-56-(c))，在這種狀況下：  

(a) 預期處置深度的地下水流場及化學環境會有較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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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會有更多的地表面積可供人類生活；由浙閩古文明紀錄來

看，萬年前此區為人類主要活動地區，極可能為古越民族的

棲地。  

(3) 臺灣本島東部花崗岩區之地質圈，地處山地與深海交界，地下水

流場變動程度較不易受冰期海水面下降 (最多達約 120 m)的影

響。另外，根據本島東部花崗岩區之地表水及地下水質相關文獻

報導 (CGS,  2013a, c3p44–p48)，大範圍區域的 pH 值都在 8 附近，

無明顯變異，可能反映花崗岩體周圍巨量的大理岩圍岩，其對地

下水化學特性具有相當影響性 (詳第 3.3.4.1 節說明 )。本島東部

花崗岩區，雖然距離火山活動區較遠 (大於 15 km，圖  3-27)，無

侵入活動之慮，但是：  

(a) 根據微震觀測結果發現，部分臺灣本島東部花崗岩體在 3D

空間中具有地震相對安靜的特性 (詳第 3.3.2.1 節說明 )，仍

需要更長時間的觀測數據來加強證據，其機制亦須更多的研

究，並且需評估鄰近地震帶震波對地質處置設施處置深度環

境的影響性。  

(b) 部分本島東部花崗岩體所發現的沉陷趨勢 (詳見圖  3-45 H

區水準測量及 GPS 高程連續觀測成果圖 )，對地質處置設施

處置深度環境的演變及影響性，應以合宜的技術進行工程設

計及安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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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2. 泥岩 

3.2.7.2.1. 泥岩分布 

泥質岩類在臺灣本島分布廣泛 (圖  3-71)，除中央山脈外，主要

分布在西南部平原區、西部麓山帶、南部恆春半島，以及東部海岸山

脈等地。為簡化論述，本報告所敘述之「泥岩」泛指沉積物顆粒小於

1/256 公厘的沉積岩，主要為泥岩、頁岩以及硬頁岩等 3 種 (Chen, 

2002b, p2-1)，以及輕度變質的板岩。臺灣泥岩分布地區多與油氣與

煤等地下資源有關，分布於臺灣西南部之泥岩厚度可數千公尺，曾被

列為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對象 (Lin et al. ,  1991a, c5p1 & c5p3)；主

要分布範圍北起自嘉義，南至高雄，西由臺南六甲、官田、新化至高

雄岡山，東到臺南關子嶺、北寮、玉井、南化、高雄內門至旗山，涵

蓋面積約  1,400 km2 (Lee et al. ,  2003, p128)，主要的地層包括：六

雙層、古亭坑層、二重溪層、崁下寮層、六重溪層、北寮頁岩、茅埔

頁岩、鹽水坑頁岩及墾丁層。主要的地層包括：  

(1) 新化、關廟的六雙層。  

(2) 左鎮、南化、古亭及田寮等地區的古亭坑層。  

(3) 烏山頭水庫附近的二重溪層、崁下寮層、六重溪層。  

(4) 高雄、臺南兩縣的北寮頁岩、茅埔頁岩、鹽水坑頁岩。  

(5) 恆春半島西半部的墾丁層。  

 

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水文地質資料庫之鑽井資料可知，臺灣

西南部更新世泥岩質地層包括：六雙層、二重溪層及古亭坑層。彙整

台灣中油公司鑽井資料後，結果顯示 (TPC,  2010,  c2p312)：  

(1) 六雙層大部份為泥岩，夾砂頁岩互層或粉砂岩頁岩互層，最厚可

達 1040 m。  

(2) 二重溪層岩性以泥質砂岩主，間夾泥岩，厚約 830 m。  

(3) 古亭坑層岩性以泥岩為主，偶夾薄層泥質砂岩，以中洲三號井為

例，深度 635 m 至 4421 m 均為古亭坑層，厚度超過 37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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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部泥岩地層並非全由泥岩所組成，其夾有若干厚薄不一的砂

岩夾層，此些砂岩層的所在層位不定，多為古河道沉積砂層。泥岩在

臺灣西南部地表出露的地區，呈現遭受強烈侵蝕的惡地地形景觀，主

要分布於臺南左鎮、玉井、南化、龍崎及高雄田寮等地區之古亭坑層

(圖  3-72)。  

依據台灣中油公司油氣探勘的震測剖面及鑽井資料 (圖  3-72-

(b))，顯示臺灣西南部泥岩之地下延展頗為廣泛，遍及西南部平原區，

越往西南海域方向越深厚 (Lin et al. ,  1991a, c5p4)。臺南 1 號井位於

成功大學附近，井深 5,151 m，除地表以下 375 m 為砂頁岩互層為主

之二重溪層以外，其餘總鑽進深度 4,776 m 均為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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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2.2. 地質構造特性 

臺灣西南部泥岩區的主要地質構造線，略呈北北東或東北走向

(Lin et  al. ,  1991b,  c3p11–p13；Ho et al . ,  2005,  p7)；主要斷層有烏山

頭斷層、新化斷層、左鎮斷層、後甲里斷層、木柵斷層、龍船斷層、

古亭坑斷層、內英斷層、旗山斷層及小崗山斷層 (表  3-8 及圖  3-72-

(a))：  

(1) 烏山頭斷層：又稱崙後斷層，為逆滑斷層，其北端在關子嶺附近

與觸口斷層連接，由嘉義觸口向西南延伸至臺南市左鎮區，呈東

北走向，長約 48 km；該斷層並未發現截切更新世晚期地層的證

據 (Lin et  al. ,  2007b,  p94)。  

(2) 新化斷層：為右滑斷層，由臺南市新化區之那拔里向西延伸至北

勢里，呈東北東走向，長約 12 km。新化斷層有多次古地震事件，

除最近的 1946 年地震之外，前一次約發生於 700 年前至 1,200

年前之間，而在 2,000 年前至 7,000 年前至少有一次古地震事

件，估計 7,000 年內至少有 3 次地震事件 (Chen et  al. ,  2004, 

p113)，屬於第一類活動斷層。  

(3) 左鎮斷層：為左滑斷層，由臺南市山上區新庄附近至南化區心仔

寮附近，約呈西北走向，長約 13 km；沿著斷層跡有小型斷層泥

帶，經常群聚併合成寬約數米至十數米之斷層帶。左鎮斷層在六

雙 層 沉 積 後 ( 約 更 新 世 晚 期 ) 仍 有 活 動 跡 象 (Lin et al. ,  2012b,  

p16)，屬於第二類活動斷層。  

(4) 後甲里斷層：為逆滑斷層，由臺南市永康區向南延伸至仁德區虎

山，約呈南北走向，長約 12 km (Lin et al. ,  2012b,  p16)；該斷層

截切更新世晚期地層 (Wu et al. ,  2011,  p46)，屬於第二類活動斷

層。  

(5) 木柵斷層：或稱平溪斷層，為逆滑斷層兼具左滑分量，由臺南市

南化區之東和里向南延伸至高雄市內門區東南方再轉向東南，在

旗山附近為旗山斷層所截 (Lin,  2013,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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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龍船斷層：為西南部泥岩區主要之斷層，可以分為兩段。北段為

一高角度逆滑斷層，由臺南市南化區向南延伸至高雄市內門區山

南宮附近，約呈北北東走向。南段為左滑斷層兼具逆滑分量，約

呈西北走向，由高雄市內門區向東南延伸至高雄市田寮區之大廍

亭山，為呈東北走向之車瓜林斷層所截切 (Lin,  2013,  p41)。  

(7) 古亭坑斷層：為一高角度逆滑斷層，由高雄市內門區山南宮附近

向南延伸至燕巢區瓊林里，約呈東北走向 (Lin,  2013,  p42)。  

(8) 內英斷層：為逆滑斷層，由高雄市三民區向南延伸至旗山區，呈

東北走向，與旗山斷層以木柵斷層為界 (Lin,  2013, p46)。  

(9) 旗山斷層：為逆滑斷層，呈東北走向，從高雄市旗山區向南延伸

至鳥松區澄清湖附近，長約 26 km (Lin et  al. ,  2012b,  p17)。旗山

斷層係由一個主斷層及多個分支斷層所組成之斷層變形帶，寬度

在 40 m 至 400 m 之間，主斷層之變形帶寬度為 9 m 至 30 m。

主斷層面擦痕及斷層帶破裂面之擦痕，均反應斷層之運動形式為

逆滑兼具左滑性質 (Lin et  al. ,  2009,  p128)，最近一次活動距今

7,189 年前 (Lin et al . ,  2012, p23)，屬於第一類活動斷層。  

(10) 小崗山斷層：為逆滑斷層，呈北北東走向，從高雄市阿蓮區向南

延伸至燕巢區，長約 8 km；依據岩層截切年代分析結果，該斷層

可能截切晚期更新世地層，仍具有活動之潛勢，屬於第二類活動

斷層 (Lin et al. ,  2009, 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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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2.3. 水文地質特性 

西南部平原區地下至約 700 m 深度的地層，多為更新世以來沉

積含薄層砂岩的泥岩層，地下至 200 m 至 300 m 深度的泥岩層所夾

的砂岩層約有 2 至 3 層，為主要含水層 (圖  3-73-(a))，但因泥岩層阻

隔使地下水垂向流通不易 (圖  3-73-(b))。  

在鹽水溪以南的平原地區，為活躍的新期構造運動控制區，包含

數個海相泥岩組成的基盤高區，與其間不同型態的沉積谷地。根據鑽

井資料，各鑽井間的岩性變化極大，除最上部地層含砂量較高屬於含

水層外，其他多為半固結的緻密泥質基盤，不具良好的地下水資源。 

根據地下水觀測井之水質及氫氧同位素分析結果，西南部泥岩區

之地下水含有高度蒸發的海水，代表在沿海地區最上部地下水層，可

能受海水影響或潟湖蒸發作用，使得淺層地下水有鹽化情形 (Lu et  al. ,  

2008b,  p141)；另外，民眾為取用淡水飲用或養殖用，大量抽取深層

地下水不僅可能造成地下水鹽化，亦可能導致地下水流速加快；由地

下水質、氫氧同位素及 C14 定年等分析數據，經數值模擬推估求得西南

部泥岩區之部分含水層的水力傳導係數很高，大約在 10−5 m/s 至 10−3 

m/s 的範圍內 (Lu et  al. ,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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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2.4. 西南部泥岩其他特性 

針對臺灣本島西南部泥岩之物理特性、化學與礦物組成、消散、

回脹與透水特性，以及力學特性，分別說明如下：  

(1) 物理特性：  

臺灣西南部泥岩物理特性如表  3-9：  

(a) 土粒比重 (particle density)介於 2.63 與 2.75 間。  

(b) 孔隙比介於 0.14 與 0.47 間。  

(c) 乾土單位重 (bulk density)介於 1.86  t/m3與 2.44 t/m3間。  

(d) 含水量介於 1.63% 至 17.8%；另外，李德河等認為泥岩之

含水量約 17% (Lee et al. ,  2007,  p84)，林朝宗等則認為較深

層處之含水量約 4%(Lin et al. ,  1991b, c7p3)。  

(e) 泥岩顆粒主要由粉土所組成，其次是黏土顆粒，砂土顆粒含

量較少。泥岩材料在重模後之塑性並不高，屬於低塑性土壤，

在美國統一土壤分類中屬於 CL-ML 或 CL (Lee et  al. ,  2007, 

p84)。  

(2) 化學特性及礦物組成：  

(a) 西南部泥岩之化學組成如表  3-10 所示：  

(i) 主要化學成分為 SiO2，其次為Al2O3、Fe2O3，另外還有部

分 CaO、MgO、K2O及Na2O等。  

(ii)  陽離子交換能力 (cation exchange capacity,  CEC)約在

1.0 至 14.09 meq/100g 之間，比利時 Mol-Dessel 黏土

層之 CEC 則介於 13 至 27 meq/100g (Miroslav,  2010,  

p24)。  

(iii)  pH 值介於 7.96 至 8.93 之間，屬弱鹼性之地質材料。  

(b) 西南部泥岩之礦物組成如表  3-11 所示：  

(i) 主要以石英為主，富集於粉土顆粒 (Lin et  al. ,  1991b, 

c4p1; Chen and Ray,  2009, p125)。  

(ii)  黏土礦物則以伊利石最多，高嶺石、綠泥石次之，膨脹

性黏土含量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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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除了表  3-11 所列之礦物外，西南部泥岩尚包含少量的鋁酸

鈣膠 體 (Calcium Aluminate Hydrates,  CAH) 和矽 酸 鈣膠 體

(Calcium Silicate Hydrates,  CSH)，此兩種膠體將砂、沉泥及

粘土顆粒膠結成岩，在岩化過程中產生類似水泥的水化作

用 ， 因 此 泥 岩 在 乾 燥 狀 態 時 相 當 堅 硬 (Sheu et al. ,  1999,  

p1135)。  

(3) 消散、回脹及透水特性：  

(a) 由消散耐久性試驗結果 (表  3-12)得知：  

(i) 第一循環消散耐久性指數 (Id1)約在 40%至 78%。  

(ii) 第二循環消散耐久性指數 (Id2)在 25%至 55%。  

兩者在 Gamble (1971,  p159)之耐久性分類均屬低耐久性，

表示泥岩很難抵抗遇水崩解的破壞。西南部泥岩之膨脹性黏

土礦物含量少，並非遇水產生膨脹及崩解現象的主要原因，

而是當泥岩吸水後，CAH 與 CAH 膠體溶解膨脹，使得泥岩顆

粒分離所致 (Lee et al. ,  2007,p86)。  

(b) 由回脹試驗結果 (表  3-12)得知：  

(i)  在未加載正向應力之情況，自由回脹之最大應變量在

5.04%至 20.7%之間。  

(ii)  在加載正向應力之情況，荷重由 0.05 MPa 增至 0.4MPa

時，泥岩的回脹率亦隨之降低，表示在較大的荷重狀況

下，泥岩的回脹應變也愈早達到平衡。這是由於高荷重

下回脹應變有限，致使孔隙比無法增大，並由於垂直應

力的作用，泥岩顆粒回脹以填充內部孔隙為主，而無法

如自由回脹增大其總體積 (Lee et al. ,  2007,  p86)。  

(c) 由透水試驗結果 (表  3-12)得知：泥岩之透水係數約在 0.16×

10−8 m/s 至 4.4× 10−8 m/s。  

(4) 力學特性：  

西南部泥岩之力學特性如表  3-13 及表  3-14 所示：  

(a) 單軸壓縮強度約介於 0.81 MPa 至 40.0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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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張力強度約介於 0.13 MPa 至 5.92 MPa，且其強度均隨含水

量增加而明顯降低。  

(c) 剪力尖峰 (Peak)及殘餘 (Residual)強度範圍：  

(i)  Cp為 0.72 MPa 至 15.5 MPa，ϕp為 15.1°至 35.5°。  

(ii)  Cr為 0.31 MPa 至 4.7 MPa，ϕr為 15.7°至 39.1°。  

(iii) 尖峰強度與殘餘強度之 C 值與𝜙值均隨含水量增加而降

低，在相同含水量條件下，殘餘強度之 C 值較尖峰強度

之 C 值為低，但殘餘強度之𝜙值較尖峰強度之𝜙值為高。 

(d) 割線彈性模數 (E50)約介於 0.02 GPa 至 4.78 GPa，有隨含水

量增加而降低之情形；  

(e) 柏松比約介於 0.03 至 0.42。  

(f) 動態剪力模數約介於 0.80 GPa 至 3.22 GPa。  

(g) 動態彈性模數約介於 2.14 GPa 至 7.75 GPa。  

(h) 動態柏松比約介於 0.20 至 0.29。  

 



 

3-133 

 

3.2.7.3. 中生代基盤岩 

中生代基盤岩係指，在中生代時期形成的岩體。現今出露於本島

及離島的花崗岩體，雖亦形成於中生代時期，但不像其它形成於中生

代的沉積岩、火成岩體，現今大多深埋於地底 (圖  3-71)。本節主要說

明花崗岩以外的中生代基盤岩，至於花崗岩則於下節說明。  

 

3.2.7.3.1. 中生代基盤岩分布 

臺灣地區形成於中生代的岩體，屬於華南中生代地層的延伸，分

布在：  

(1) 離島花崗岩區 (金、馬及烏坵地區 )(圖  3-3-(a))。  

(2) 澎湖地台 (即澎湖群島地區 )(圖  3-3-(b)-PHP)。  

(3) 北港重力高區 (臺灣西南部平原區及海域 )(圖  3-3-(b)-PKH)。  

(4) 觀音重力高區 (臺灣西北區海域 )(圖  3-3-(b)-KYH)。  

(5) 中央山脈東側之大南澳變質雜岩帶地區 (圖  3-3-(b)-TCMB)。  

 

本節所討論之中生代基盤岩，以澎湖群島、臺灣海岸平原區及海

域下方的中生代基盤岩為主 (圖  3-74-(c))，其為地震較少及地殼較穩

定的區域，由變質沉積岩或火山岩地層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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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3.2. 中生代基盤岩地質構造特性 

過去數十年在臺灣海峽及海岸平原區，進行地球物理測勘及地層

鑽探，發現：  

(1) 澎湖至臺灣海岸平原北港附近，存在一東西延伸的中生代基盤岩

重 力 高 區 ， 稱 為 北 港 重 力 高 區 ( 圖  3-74-(c))(Angelier et  al. ,  

1990, p173–p175; Mouthereau et al. ,  2002, p42–p43)：  

(a) 北港重力高區明顯影響著臺灣西側之構造變形作用及地層

沉積的厚度 (圖  3-74-(b))。  

(b) 以北港重力高區為界，北為臺西盆地 (Taishi  Basin,  TSB)，南

為臺南盆地 (Tainan Basin,  TNB) (圖  3-74-(c))。  

(2) 臺灣因 LEAC 弧陸碰撞運動，導致臺西盆地與臺南盆地的東側發

生變形並快速隆起 (Huang, 2005b, p68)：  

(a) 變形前緣 (圖  3-74-(c)-)在北港重力高區北側，形成向西

北突出之弧形。  

(b) 變形前緣在北港重力高區南側，則形成 S 狀轉折 (圖  3-74-

(c))。  

(c) 變形前緣往南延伸，可連接至呂宋島西側的馬尼拉海溝 (圖  

3-2)。  

(d) 西部海域的離島地區 (如澎湖群島 )，位處前陸盆地之撓曲前

緣外 (圖  3-74-(c)之紅線 )，已遠離臺灣造山變形帶 (Lin et  

al. ,  2003a, p455)。  

(3) 臺灣海峽為少震、少構造的穩定地塊 (圖  3-75-(b))。除了北港重

力高區地區外，穩定地塊還包括位於臺灣中部平原區延伸到澎湖

地區的磁力基盤高區 (圖  3-75-(a)-LMH)(Hsu et al. ,  2008,  p2; Li ,  

2009, p93)。從以東北向為主的區域地質、構造與磁力特性，顯

示此一東北向分布的磁力基盤高區，可能是源自福建沿海華南濱

海火成帶 (Southeastern Coast Magmatic Belt,  SCMB)南段的延

伸，因白堊紀晚期至新近紀的台海張裂活動而移到現在位置 (圖  

3-16-(a)之 BB ’)(Chen et al. ,  2010a, p29; Chen et al. ,  2016a,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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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因 LEAC 弧陸碰撞運動形成的前陸盆地，使臺灣西側

基盤岩向東沉陷與傾斜，澎湖地區最淺，但往臺灣則沉陷越深 (圖  

3-76)，大部分基盤岩所在深度均大於 2,000 m：  

(1) 自晚白堊紀以來，華南大陸邊緣火成岩基盤，因大地構造張裂活

動，形成許多北東向的正斷層系統，類似北美西部的盆嶺構造，

形成地塹 (盆地 )與地壘 (丘陵 )的地貌 (Lin,  2001, p191; Teng and 

Lin,  2004,  p317; Yang et al. ,  2008,  p5)：  

(a) 在澎湖群島西側沉陷形成澎湖盆地 (Penghu Basin,  PHB)，與

澎湖群島的中生代基盤岩高區 (例如花嶼下方基盤 )，以及其

東北側的臺西盆地 (圖  3-74-(c))。  

(b) 在始新世至中新世期間，此區受到張裂大地構造環境所控

制，而形成典型盆嶺構造形貌。  

(2) 自新生代以來，臺灣西側沉積層的厚度，受控於中生代基盤岩的

正斷層構造 (Mouthereau et al. ,  2002, p41)，在盆地間沉積巨厚

的始新世張陷盆地，或中新世巨厚的弧前盆地，且正斷層密度越

往東越高，地層層面呈現向東傾斜，因此在臺灣海岸平原下：  

(a) 臺西盆地底部的中生代基盤岩深度，已沉陷超過 2,000 m (圖  

3-76-(c)之臺西盆地 )。  

(b) 臺南盆地底部的中生代基盤岩或古生代基盤岩，有較高的正

斷層密度，基盤岩沉陷深度甚至超過 4,000 m 以下 (圖  3-76-

(d)之臺南盆地 )。  

(c) 相較之下，在中生代基盤高區 (如圖  3-74-(c)之北港重力高

區 )，其斷層密度較低、新生代沉積層相當薄，且地震密度較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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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3.3. 中生代基盤岩特性 

澎湖群島地層出露於地表者有花嶼火山雜岩、澎湖層、小門嶼層、

湖西層和現代海濱堆積物。  

台灣中油公司於 1966 年在澎湖縣白沙島進行通梁 1 號井鑽探工

作，該井曾鑽遇中生代地層：  

(1) 於深度 503.5 m 以下之中生代岩石，以熱水變質之長石砂岩、次

長石砂岩、砂岩、粉砂岩、及玢岩或玄武岩為主。  

(2) 於深度 592 m 至 695 m 間，熱水變質程度，隨深度增強。  

(3) 因未發現任何化石，故其地質年代不詳，但其岩性類似臺灣西部

嘉義平原褒忠 1 號井內所鑽遇基盤高區之中生代岩石 (Tsao et  

al. ,  1999, p20)。  

 

而澎湖群島的花嶼，是海峽中唯一出露早新生代的島嶼，並推測

出露島嶼之下岩體應屬中生代基盤岩。花嶼岩層以安山岩熔岩流為主

(圖  3-77-(a))，含有許多流紋岩質、英安岩質及玄武岩質岩脈，以及

少部份變質的沉積岩 (Yang, 1989, p15)：  

(1) 部分岩樣明顯受到熱液蝕變作用影響，呈現富鉀趨勢 (圖  3-77-

(b)) (Chen et al. ,  2010a, p26)。  

(2) 花嶼火山岩形成的年代稍晚於中生代，為早新生代：  

(i)  根據安山岩 FTD-Zrn 定年結果為 65 MaBP 至 61 MaBP 之間

(Yang, 1989,  p76)。  

(ii) 根據安山岩及流紋岩的鋯石鈾鉛定年結果，其年代在 63 

MaBP 至 59 MaBP 之間 (Chen et  al. ,  2010a, p22)。  

(3) 花嶼安山岩與福建、浙江一帶分布的中生代火山岩產狀類似，年

代與岩性均有地質時空演化上的關連性 (圖  3-15 及圖  3-16-

(a)-8) (Chen et  al. ,  2010a, p29; Chen et  al. ,  2016a, f1)。  

 

台灣中油公司自 1956 年至 1961 年間，在臺灣西部嘉義平原北

港附近設置的褒忠 1 號井、北港 2 號井、水林 1 號井、北港 3 號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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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頭 1 號井，均鑽遇中生代或古新世地層，主要為長石砂岩、頁岩及

石灰岩。特別是北港 2 號井 (深度 1,691 m)，鑽取的中生代地層岩心，

含 有 白 堊 紀 菊 石 化 石 (Holcophylloceras aff.  Mediterraneum 

(Newmayr))，證實確有中生代地層的存在 (Lee,  1962; Lin and Chou, 

1984, p35; Stach, 1957; Yuan et al. ,  2005)。  

台灣中油公司進行大範圍中生代基盤岩震測調查時，發現中新世

地層底部有一強烈的反射面，其反映有一普遍存在的不整合面：  

(1) 此一不整合面，發生於漸新世，其下的地層 (包括北港重力高區

及觀音重力高區等基盤 )，可能為形成於始新世乃至中生代的砂

岩或輕度變質砂岩 (Mouthereau et al. ,  2002, p43)。  

(2) 此一不整合面下的先中新世基盤岩明顯較為緻密，孔隙率 (小於

0.1) 遠 低 於 上 覆 的 中 新 世 地 層 (0.3 至 0.4)(Lin et al. ,  2003a,  

p471)。  

(3) 中生代基盤岩主要分布在臺灣海峽，始新世地層剝蝕厚度最厚的

區域，也就是反映出其地層下方之中生代基盤岩抬升最高，導致

深處高結晶度的基盤抬升至地表淺層處 (圖  3-76-(c))，而成為此

區長期穩定的地塊  (Lin et  al. ,  2003a,  p472)；類似像這樣的基盤

岩地塊，西為平潭 -東山變質帶 (包括金門、烏坵的花崗岩及片

岩 )，東為大南澳變質雜岩帶 (包括中央山脈東翼花崗岩、大理岩

及片岩 ) (圖  3-74-(c)之 TCMB)，均在漸新世出露地表，並有一

普遍的沉積間斷與不整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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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4. 花崗岩 

3.2.7.4.1. 花崗岩分布 

臺灣地區的花崗岩出露地區主要分布在歐亞大陸最東緣的 2 大

變質帶 (圖  3-15)：  

(1) 臺灣本島中央山脈東側之大南澳變質雜岩帶地區，其中夾有部分

花崗岩體以侵入方式、部分岩體以構造接觸方式與圍岩接觸，分

布靠近板塊交界帶。本區花崗岩，簡稱為臺灣本島東部花崗岩。  

(2) 大陸東南沿海的平潭 -東山變質帶地區；多以侵入體的形式分布，

現今已遠離板塊交界帶。本區花崗岩，簡稱為臺灣西部離島花崗

岩。  

 

臺灣地區各地分布花崗岩的規模、年代及大地構造環境，如表  

3-15 所示：  

(1) 本島花崗岩體：  

在臺灣東部大南澳變質雜岩帶中的花崗岩 (圖  3-15)，由北至南，

包括源頭山、奇瑤谷、和平、飯包尖山、溪畔及開南岡等地區 6

個出露面積較大的岩體 (圖  3-78)。  

(2) 離島花崗岩體：  

離島地區花崗岩位於中國大陸東南沿海一帶之平潭 -東山變質帶

地區 (圖  3-15 之 PDMB)，由北至南，包含馬祖、烏坵、金門等島

嶼 (圖  3-3)：  

(a) 屬於歐亞板塊內部的岩體，位於中生代環太平洋火環帶西緣

的華南花崗岩帶之東南隅 (圖  3-15)。  

(b) 自早白堊紀燕山運動形成以來 (約 140 MaBP 至 90 MaBP 期

間 )，即未再次受到造山運動影響，在華南地塊中屬於較穩定

的地區，新生代以來的地層紀錄顯示，此區僅隨台海長期張

裂活動與海水面升降作用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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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4.2. 花崗岩地質構造特性 

位於大南澳變質雜岩帶地區的臺灣東部花崗岩體，自白堊紀形成

後，歷經大陸邊緣張裂活動，與南中國海板塊對菲律賓海板塊隱沒作

用 (圖  3-16)，以及近期 LEAC 弧陸碰撞運動 (圖  3-7)等地質作用的影

響，因此構造特性相當複雜。相較之下，位於平潭 -東山變質帶的西部

離島花崗岩體，僅受到燕山運動影響，而後大陸邊緣張裂僅有局部正

斷層系統的發育，構造特性保留了岩體形成的構造序列與形貌。  

 

3.2.7.4.2.1. 本島花崗岩體構造特性 

大南澳變質雜岩帶的岩層均有發達的葉理、褶皺及斷層，在目前

的調查資料中，顯示有些地區明顯受到構造區塊影響 (Pulver et al. ,  

2002,  p117)，或有構造期次的變化 (Lee, 1997,  p19)，或有巨視構造

(例如：褶皺 )的變化 (Lo et  al. ,  2009, p26; Yui  and Lo,  2002,  p176)。

整體而言，大南澳變質雜岩帶地區的花崗岩體，其常見的構造種類與

特性分述如下：  

(1) 韌性剪切帶：  

(a) 發育在溪畔岩體西界與大理岩交界處，為大型的韌性剪切帶

(Crespi et  al. ,  1996,  p247)，在此韌性剪切帶中：  

(i)  長石及石英礦物已變形如條帶，特別是接觸帶上，複合

了走向滑移剪切作用及正斷層作用。  

(ii)  礦物由原本散點狀分布的火成岩特徵，轉變為排列緊密

的片麻狀條帶特徵 (如溪畔岩體白沙橋附近 )。  

(b) 變形溫度高於 500 ℃的韌性剪切帶，發育超塑性的變形作

用，形成片麻狀構造，及部份岩漿流動的混合岩構造 (如南澳

北溪中下游的源頭山岩體 )(Chen et al. ,  2016b, p18)。  

(2) 褶皺：  

巨觀構造尺度常見等斜的緊密褶皺及層間褶皺，這類褶皺常重複

出現在巨型褶皺或複式向斜 /背斜中，例如：  



 

 3-140 

(a) 「和仁複式背斜」位於「錐麓複式背斜」的東側，開南岡岩

體出現在「和仁複式背斜」的軸部，溪畔岩體出現在「錐麓

複式背斜」的軸部。  

(b) 和仁到清水斷崖地區，以開南岡岩體為核心，與大理岩褶皺

構成「和仁複式背斜」，為一自蘇花公路向西南延伸的巨視

構造 (Lo et  al. ,  2009, p27)。  

(3) 葉理：  

葉理是變質礦物具有方向性的排列特徵：  

(a) 臺灣東部花崗岩的葉理發育，往往跟剪切帶活動有關，大型

剪切帶上甚至使岩體均勻分布片麻狀葉理 (如開南岡岩體 )。 

(b) 臺灣東部花崗岩的葉理大多為次生構造，屬於岩體形成後，

受構造作用發育的類型。  

(c) 變質度達角閃岩相的源頭山岩體，甚至發育許多混合岩化的

流動狀葉理，大部分發育在花崗岩質岩漿侵入角閃岩帶附

近。  

(4) 斷層：  

臺灣東部的斷層種類很多，早期以剪切擠壓形成的走滑斷層，常

伴生在剪切帶或褶皺軸附近，後期往往是正斷層發育的重力坍塌

構造 (Crespi et al. ,  1996,  p248; Lee,  1997,  p29; Pulver et al. ,  

2002,  p117)：  

(a) 斷層帶規模大者可形成河谷，例如，立霧溪在燕子口兩岸岩

層錯移關係，即反映了河谷乃順橫移斷層進行下切侵蝕。  

(b) 溪畔岩體附近的圍岩如大理岩和片岩，斷層發育很多，密度

高；但岩體本身斷層數量銳減，多為正斷層或橫移斷層。  

(5) 節理或裂隙：  

(a) 從溪畔隧道所見，早期節理多伴生斷層發育，晚期節理則為

張性垂直節理，最後期節理則為平行地形或河谷的解壓節

理。  

(b) 臺灣東部花崗岩的節理，多以方解石為充填物，甚至形成石

灰華或鐘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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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於臺灣東部花崗岩山勢較為陡峭，又有河谷發育，剝蝕節

理多順陡峭的地形面發育，形成較高角度的剝蝕節理。岩體

附近又多與大理岩接觸，地下水溶解的碳酸鈣成分，易在此

類節理中充填、沉澱及結晶出方解石。  

(6) 輝綠岩脈：  

在岩體中，不連續面是影響地下水特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臺灣

東部花崗岩常見的不連續面，除了前述剪切帶、斷層、節理或裂

隙外，還有一些變質輝綠岩脈。源頭山岩體是輝綠岩脈數量出現

最多的地方，這些輝綠岩脈，依地球化學特性可知：  

(a) 這些輝綠岩脈並非形成於島弧地區或隱沒帶，而是在大陸內

部張裂環境發育到極致下的產物，其岩性與澎湖玄武岩近似

(Lin,  2001,  p200)。  

(b) 這些輝綠岩脈的形成年代應為白堊紀晚期，跟偉晶岩脈侵入

時間相當 (Lin,  1998,  p92; Lin,  2001, p144)。  

 

大南澳變質雜岩帶中之臺灣東部花崗岩的構造演化分期，由老至

新，可分為 5 期 (Lee,  1997,  p19)：  

(1) 韌性剪切及伴生緊密褶皺。  

(2) 具伸張線理的韌性走向滑移剪切。  

(3) 偃臥褶皺及伴生夾皺劈理。  

(4) 韌性正斷層及伴生葉理。  

(5) 脆性正斷層及伴生重力褶皺、走向滑移斷層及節理。  

 

這五期構造演化顯示，大南澳變質雜岩帶中的花崗岩體在造山帶

形成的過程中，從早期深層岩層的構造發育，經過抬升剝蝕作用到發

育淺層的構造。大地應力對山脈岩層的影響，有明顯由擠壓往拉張的

轉變，特別是後期已進入山脈塌陷的階段，此階段以脆性變形的重力

坍塌構造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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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裂構造的伸張方向約在東北或東西方向，特別是最後期的脆性

正斷層發育時，最大主應力方向接近鉛直方向，顯示以重力坍塌

方式控制了山脈的變形 (Lee,  1997,  p35)。  

(2) 走向滑移斷層作用，以及後期正斷層作用的坍塌構造，均形成岩

體中之導水構造。此地區的裂隙中富含方解石礦物之充填物，可

能源自於地下水溶解圍岩大理岩後，經遷移、沉澱於裂隙中而成。 

 

3.2.7.4.2.2. 離島花崗岩體構造特性 

位於平潭 -東山變質帶的西部離島花崗岩體，多以侵入體的形式

分布，其構造特性簡述如下：  

(1) 依岩體侵位深度的差異，可明顯分為深位侵入型 (以花崗片麻岩

及角閃石黑雲母片麻岩為主 )，及淺位侵入型 (以花崗岩、偉晶岩

為主 )兩類；在侵入作用同時伴生了橫移斷層的韌性剪切作用。  

(2) 在花崗岩侵入後，大地構造環境以張裂構造為主，各岩體廣泛出

現張裂節理及大小規模不等的正斷層帶，約與臺灣海峽張裂及沉

陷的時期相當。  

(3) 最後，因岩體抬升與剝蝕至接近地表，在結晶基盤岩上，廣泛發

生因解壓作用形成的大型洋蔥狀剝蝕節理。  

 

離島花崗岩體的構造演化分期，由老至新，以金門地區為例，可

分為 8 期 (Lin et al. ,  2003b, c4p44–p46)：  

(1) 侵入構造：  

斗門岩體之流動構造發育最為明顯，但太武山岩體因受到後期變

質與變形作用影響，無明顯侵入構造特徵。斗門岩體侵入太武山

岩體之深度甚深，與白堊紀早期燕山運動之左移剪切帶活動有

關，並導致太武山岩體發生混合岩化作用。  

(2) 混合岩構造：  

混合岩構造往往與角閃岩脈共生，是燕山運動同構造侵入作用之

產物。  

(3) 韌性剪切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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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剪切構造以燕山運動期的左移剪切活動為主，後期疊加燕山

期張裂環境的右移剪切構造。  

(4) 細粒花崗岩脈及偉晶岩脈：  

細粒花崗岩脈及偉晶岩脈多順被動張性節理侵入並快速冷卻成

岩脈，顯示侵入當時的侵位深度相當淺，且已屬於張裂型大地構

造環境。  

(5) 冷卻節理：  

冷卻節理多伴生在細粒花崗岩脈或偉晶岩脈附近，為岩體快速冷

卻收縮的結果。  

(6) 輝綠岩脈：  

輝綠岩脈群往往順東北向張性節理侵入，此類節理亦多與基盤岩

的冷卻節理相伴而生，此外岩脈內又發育許多岩脈自身形成的冷

卻節理。  

(7) 正斷層構造：  

正斷層構造以東北向為主，太武山斷層及金龜山斷層為金門島的

主要正斷層。  

(8) 剝蝕節理：  

剝蝕節理是岩體剝蝕近地表時，因風化及解壓作用形成的節理，

多為最後期之低角度構造，並平行地表發育。  

 

3.2.7.4.3. 花崗岩特性 

3.2.7.4.3.1. 本島花崗岩體特性 

(1) 岩石種類及圍岩：  

除了位於臺灣東南部地熱區的大崙花崗岩體外，臺灣東部花崗岩

可分成 6 大岩體，各岩體所具之片麻理，常見於岩體邊緣，而岩

體內部可見原侵入岩 (花崗岩、石英二長岩及花崗閃長岩 )之火成

結構與岩石特性。野外調查各岩體時，多依野外產狀而描述為花

崗岩、片麻岩及混合岩；後續將上述臺灣東部花崗岩體統一稱為

臺灣東部花崗岩。此 6 大花崗岩體，由北而南分別是源頭山、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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瑤谷、飯包尖山、和平、開南岡、溪畔岩體 (圖  3-78)，該區域簡

稱 H 區。  

現地勘查發現源頭山、飯包尖山及溪畔岩體均有花崗岩露頭，確

實存有典型的花崗岩；而開南岡岩體，則以花崗片麻岩為主。除

源頭山岩體含有許多角閃岩包體，呈現岩性的不均質外，其他岩

體均相當均質。  

(a) 花崗岩：  

花崗岩主要可在溪畔隧道旁的溪畔岩體、南澳南溪中游的飯

包尖山，及南澳北溪中下游的源頭山岩體等地觀察到；礦物

顆粒呈散點狀分布，粒度中至細粒，顏色呈灰色至灰白色，

局部伴生偉晶岩脈，岩體邊界多發育因剪切帶活動形成的片

麻岩。  

(i) 源 頭 山 岩 體 、 和 平 岩 體 及 溪 畔 岩 體 有 角 閃 岩 包 體

(xenolith)，後二岩體亦夾大理岩包體 (Wang and Lan, 

1995, p28)。  

(ii) 野外勘查發現源頭山岩體所含角閃岩包體數量，是所有

岩體中最高的，顯示源頭山岩體是最不均質的花崗岩。 

(b) 片麻岩：  

片麻岩為變形花崗岩，位於花崗岩邊緣或內部的剪切帶上，

粒度中至細粒，長石及石英呈長條狀分布，顯示變形溫度大

於 500 ℃。  

(i) 片麻岩與片岩或大理岩圍岩的接觸帶多為剪切帶，且片

麻岩葉理均與剪切帶及圍岩的葉理平行，顯示為同期構

造所致，亦即片麻理的發育可能是在構造活動並接觸圍

岩時所形成。  

(ii) 根據和平岩體剪切帶的定年結果顯示，剪切作用應發生

於 3 MaBP 至 4 MaBP 期間 (Wang,  1998,  p140)，即 LEAC

弧陸碰撞運動所致。  

(c) 混合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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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岩為變質岩，因高度變質作用產生部份熔融的岩漿，因

而形成具有岩漿流動狀構造的片麻岩。臺灣東部花崗岩體

中，以源頭山岩體最具混合岩代表性，除了花崗岩、片麻岩

及混合構造紛呈以外，還夾有角閃岩或混合岩包體，岩體組

成相當不均質。  

(d) 圍岩：  

臺灣東部花崗岩體的圍岩，主要為大南澳變質雜岩帶中常見

的片岩、大理岩、角閃岩及變質砂岩等：  

(i) 源頭山岩體北側與大理岩及角閃岩相接；南側與片岩及

變質砂岩相接。  

(ii) 飯包尖山岩體侵入到片岩及變質砂岩中。  

(iii) 開南岡岩體及和平岩體與大理岩、片岩或變質砂岩相

接。  

(iv)  溪畔岩體則包在大理岩中。  

根據穩定同位素研究顯示，臺灣東部花崗岩是自地殼下方向

上頂入大理岩中 (Yui and Chu,  2002, p110)；由大南澳變質

雜岩帶之熱力演化的時空分布來看，岩體在 LEAC 弧陸碰撞

運動時，向上抬升頂入中央山脈的岩層中，並以岩體為中心

向外產生變質作用 (Beyssac et  al. ,  2007,  p30)。  

(2) 礦物組成 (Wang and Lan, 1995, p 32; Hsieh, 2015,  c2p10)：  

(a) 主要組成礦物為石英、長石、黑雲母及白雲母。  

(b) 次要礦物有角閃石類、綠簾石類、綠泥石類、石榴子石類、

矽線石礦物。  

(c) 附屬礦物有鋯石、榍石、磷灰石、金紅石、磁鐵礦、鈦鐵礦、

針鐵礦、磁黃鐵礦、黃鐵礦、方解石等。  

(d) 由於臺灣東部花崗岩複合了白堊紀燕山運動，及上新世至今

的 LEAC 弧陸碰撞運動等至少 2 次變質作用的影響，許多礦

物均非原生的岩體組成，而是根據變質條件而形成。  

(i) 最常見的變質作用包括綠泥石化作用 (在綠色片岩相變

質度下，使黑雲母轉變為綠泥石 )，及鈉長石化作用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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鈣長石轉變為絹雲母及鈉長石等礦物 )。因此，此一變質

作用的影響，使臺灣東部花崗岩與大陸東南區常見的花

崗岩，在岩性特徵上呈現明顯的不同。  

(ii) 此外，以臺灣東部花崗岩所含黑雲母中常見的鈦鐵礦及

金紅石包裹體為例，這些包裹體的形成，是由於 Ca 與

Ti 成分在綠色片岩相的溫壓條件下，順黑雲母受剪切作

用產生的解理面擴散，而形成鈦鐵礦針狀包裹體 (Yui et  

al. ,  2001, p168)。  

(3) 岩石化學組成及岩石分類：  

(a) 臺 灣 東 部 花 崗 岩 與 福 建 地 區 後 造 山 期 花 崗 岩 類 ( 約 100 

MaBP 形成 )之全岩地球化學組成，呈現極高的相似性。  

(b) 若將華南最後一期花崗岩漿活動中，年代相近的福建漳州岩

體花崗岩 (100 MaBP)、金門細粒花崗岩 (101 MaBP)與臺灣

東部花崗岩 (90 MaBP 至 80 MaBP)相比較，在主要化學成分

上，無論 (K2O+Na 2O) vs.  SiO2 圖，或包含微量元素可以指示

岩漿特性的蛛網圖，均顯示這三區岩漿活動來自相同性質的

源區、相同地體環境及具備相同岩漿演化特性，均可歸為「後

造山型」花崗岩類 (Lin,  2001,  p112)。  

(4) 變質度：  

岩體的變質度影響岩石的礦物組成、均質性及岩石強度，因此是

岩性分析重要的研究議題。變質度的研究可根據構造變形程度、

接觸的圍岩，或岩體本身的地質溫度計、地質壓力計，再佐以溫

度定年學的變質演化史，來制約變質條件：  

(a) 臺灣東部花崗岩體形成 (約 90 MaBP 至 80 MaBP 期間 )後，

至少歷經了 2 期變質作用：  

(i)  第 1 期為高角閃岩相變質作用，變質礦物之年代落於白

堊紀範圍。  

(ii) 第 2 期為綠色片岩相變質作用，相關變質礦物年代落於

中新世至上新世範圍，主要是在 LEAC 弧陸碰撞運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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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第 1 期岩體再次受到變質作用所形成 (Ernst and 

Jahn, 1987,  p152)。  

(b) 從大南澳變質雜岩帶岩石的岩相學微構造來看：  

(i) 現存於大南澳變質雜岩帶內的片麻岩和混合岩內包含

了第 1 期的角閃岩相礦物群，其礦物組合顯示變質溫度

達 550 ℃至 700 ℃，變質壓力達 3 kbar 至 5 kbar；還

有第 2 期綠色片岩相礦物群，指示了 350 ℃至 510 ℃

的變質溫度，及 3 kbar 的變質壓力 (Yui and Lo, 2002,  

p179)。  

(ii) 大南澳變質雜岩帶變質帶的變形程度可以達到 300 ℃

至 400 ℃之溫度範圍的變形特徵 (Pulver et  al. ,  2002,  

p110)。另外，位於花崗岩邊緣，或內部剪切帶上的片麻

岩，其長石及石英呈長條狀分布，顯示剪切帶的變形溫

度應大於 500 ℃；以和平地區剪切帶發生的年代為例，

該變質溫度的發生環境，最晚可形成於 3 MaBP 至 4 

MaBP 之 LEAC 弧陸碰撞運動期間 (Wang, 1998,  p140)。 

(c) 由於構造與變質作用的共同影響，臺灣東部花崗岩顯現出了

幾種特性，包括：  

(i) 葉理大部分由黑雲母、白雲母及長石組成，及發育糜嶺

岩帶的特徵 (Pulver et al. ,  2002,  p109)。  

(ii)  原本火成岩礦物經綠泥石化作用 (黑雲母變成綠泥石礦

物 )及鈉長石化作用 (鈣長石變成鈉長石、絹雲母等礦

物 )，形成綠色片岩相礦物 (Ernst and Jahn, 1987, p152; 

Yui et al. ,  2001,  p167)。  

(d) 壓力 -溫度 -時間路徑 (P-T-t  path)研究結果顯示，在 LEAC 弧

陸碰撞運動之前，可以發現台灣東部花崗岩曾在始新世至漸

新世出露地表 (並有南蘇澳層沉積 )，而後再於中新世晚期沉

陷於海面下，並開始另一循環的變質作用。直至後來的 LEAC

弧陸 碰撞 運 動 ， 使 得臺 灣 東 部 花崗 岩 體再 次出 露 於地 表

(Chen et al. ,  2016b,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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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4.3.2. 金門的花崗岩特性 

(1) 岩石種類及圍岩：  

位於廈門灣外的金門島及烈嶼，屬於福建東南之平潭 -東山變質帶

所影響的地質區 (圖  3-3 之 PDMB)，由中生代的片麻岩及花崗岩構

成基盤，上覆新近紀地層及玄武岩流。  

金門島出露的岩層由老至新可劃分為：金龜山片岩、太武山花崗片

麻岩、斗門花崗岩、成功片麻岩、田埔花崗岩、金門層、雙乳山玄

武岩及紅土礫石層。烈嶼則劃分為羅厝片岩、青岐片麻岩、將軍堡

混合岩、后頭雜岩、九宮花崗岩、金門層、烈嶼玄武岩及紅土礫石

層；其中，規模較大的花崗岩僅太武山岩體及斗門岩體。  

(a) 太武山花崗片麻岩體：  

(i)  太武山花崗片麻岩體出露於天摩山、寒舍花、后扁、田

埔、復國墩、峰上、料羅等地海岸，涵蓋太武山區，西

至尚義至中蘭等地。  

(ii)  太武山花崗片麻岩體呈現出斑狀變晶組構、眼球狀組

構、層狀組構，以及弱片理至強片理狀組構。通常層狀

組構及強片理組構可見到塑性變形拉長的長英質礦物，

顯示受到塑性剪切作用，形成具有糜嶺岩帶特徵的組

構，顯示太武山花崗片麻岩為變形花崗岩。  

(b) 斗門花崗岩體：  

(i)  斗門花崗岩體位於象山金剛寺、高坑至斗門之間，跨擎

天水庫兩側，西及西北界位於高坑至斗門附近。  

(ii)  斗門花崗岩體中有許多小型塑性剪切帶，並含有多量的

鐵鎂礦物包體。  

(iii)  斗門花崗岩體邊界處未見明顯侵入構造，與太武山花崗

片麻岩的接觸帶，多為漸變的接觸關係。  

(iv)  斗門花崗岩體內部流動構造或片麻狀構造發達，顯示侵

入體可能順剪切帶侵入，且發生半固態變形作用形成的

塑性剪切變形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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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圍岩：  

(i) 太武山花崗片麻岩體的圍岩是變質沉積岩和火山岩 (如

金龜山片岩 )。  

(ii) 斗門花崗岩體則侵入太武山花崗片麻岩體中，並在圍岩

產生接觸圈型混合岩化作用，使靠近斗門岩體的花崗片

麻岩部分熔融出混合岩。  

(2) 礦物組成：  

(a) 太武山花崗片麻岩體通常呈現灰色、褐黃至淺粉紅的顏色，

主要礦物為石英、斜長石、鉀長石、及黑雲母，或含少量白

雲母、角閃石、磷灰石、鋯石、石榴子石、磁鐵礦、鈦鐵礦

等附屬礦物。偶有綠泥石、綠簾石、絹雲母等退變質作用形

成的次生礦物。  

(b) 斗門花崗岩體主要呈灰色至深灰色，中至粗粒，以石英、斜

長石、鉀長石、黑雲母及角閃石為主要礦物。  

(3) 岩石化學組成及岩石分類：  

雖然太武山花崗片麻岩體受到構造與變質的影響，但岩石化學特

徵均顯示，絕大部份太武山花崗片麻岩及斗門花崗岩，均落於花

崗岩的範疇，且與臺灣本島東部花崗岩的特性類似。  

(a) 太武山岩體屬於高鉀鈣鹼性花崗岩，應生成於大陸內部張裂

環境 (Lin,  1994,  p79, Lin,  2001,  p189)。  

(b) 斗門岩體的英雲閃長岩類呈現出低鉀鈣鹼性花崗岩的地球

化學特徵，與平潭 -東山變質帶的英雲閃長岩質變形侵入體

一致 (Chen et  al. ,  2004a, p243)。  

(c) 出露在田埔具未變形細粒花崗岩產狀的田埔花崗岩，則落於

花崗閃長岩類及花崗岩類的範疇，與福建東部廣泛出露的花

崗岩及臺灣東部花崗岩在岩石化學上具一致性。  

(4) 變質度：   

金門地區基盤岩出露的主要組成岩類，包括了花崗片麻岩、斑狀

片麻岩、角閃岩、花崗岩及輝綠岩：  

(a) 太武山花崗片麻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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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太武山花崗片麻岩體由花崗片麻岩、斑狀片麻岩及角閃

岩脈等岩類構成，均屬於高度變質岩類。  

(ii) 在太武山花崗片麻岩中，常見混合岩產狀及構造，因花

崗片麻岩受熱使含水鐵鎂礦物 (例如：角閃石及黑雲母 )

脫水，導致花崗片麻岩的部份熔融，而形成混合岩的構

造現象。  

(iii)  由於太武山花崗片麻岩約在 100 MaBP 前，抬升到了淺

部地殼 (約 10 km 深 )的位置 (Lin,  1994,  p80)，後來侵入

的細粒花崗岩株、岩脈及輝綠岩脈群，順張性的節理侵

入。太武山花崗片麻岩體與這些侵入體的接觸帶，均未

呈現出接觸變質的現象，也無反應邊緣產生。  

(iv)  根據北太武山的花崗片麻岩角閃石地質壓力計分析結

果，估計變質壓力曾高達 7.85 kbar 至 8.44 kbar，約 28 

km 至 30 km 深，屬於角閃岩相變質作用 (Lo et  al. ,  1993,  

p35)；南太武山花崗片麻岩的分析值也類似，顯示太武

山花崗片麻岩體的變質度，具有區域上的一致性 (Lan et  

al. ,  1997,  p542)。  

(b) 斗門岩體：  

(i) 斗門花崗岩為具有片理狀之流動構造，及基性包體特徵

的深位侵入型花崗岩類。  

(ii)  斗門花崗岩的礦物組成以角閃石、黑雲母、斜長石及石

英為主，顯示此一深位侵入體固結後，仍處於角閃岩相

變質作用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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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5. 母岩長期穩定性 

3.2.7.5.1. 泥岩 

臺灣西南部泥岩因沉積厚度巨厚，延伸範圍廣，曾被考量為地質

處置設施的潛在處置母岩 (Lin et  al. ,  1991a, c5p15)，根據最新的研究

結果顯示，西南部泥岩作為處置母岩之條件，比不上花崗岩或中生代

基盤岩，因為：  

(1) 泥岩雖然因其所含豐富黏土礦物，而具有吸附核種的特性，但由

於臺灣西南部泥岩區的民用水井多，大量抽取地下水，不僅可能

造成地下水鹽化，亦導致地下水流速加快，倘若核種釋出，抽水

行為可能加速核種於地層的遷移速率。  

(2) 臺灣西南部泥岩區斷層構造多、泥貫作用明顯，且具油氣開採潛

能。  

(3) 臺灣西南部地區活動構造多、地層隆升速率快且剝蝕率高，山地

多形成泥岩惡地地形。  

(4) 臺灣西南部地區地震深度淺、災害性地震頻率高、泥岩層中夾有

富甲烷及二氧化碳的天然氣儲存層、主要構造帶沿線有泥火山噴

發作用。  

(5) 隨著 LEAC 弧陸碰撞運動的持續進行，臺灣本島的變形前緣將逐

漸往西、往南發展，逆衝斷層構造亦將持續往西發展，不利西南

部泥岩的長期穩定性。  

 

上述人為因素及天然事件特性，造成臺灣西南部泥岩的長期穩定

性不佳。  

另外，中央山脈 (圖  3-3-(b)之 HR 及 BR)的泥質岩層，因複雜的

構造作用形成許多剪切帶與破碎帶，地形險峻，且受高雨量及風化作

用影響，具有較高的剝蝕率；地震過後，每每颱風豪雨即導致山崩地

滑及土石流，並不適合作為地質處置設施的潛在處置母岩。至於海岸

山脈 (圖  3-3-(b)之 CR)泥岩，因為延伸性有限，多為惡地地形，又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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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LEAC 弧陸碰撞運動之碰撞帶的斷層活動帶上，亦較不適合作為地

質處置設施潛在處置母岩。  

 

3.2.7.5.2. 中生代基盤 

藉由海水面升降，與澎湖地區研究過去海水進退沉積的遺跡，可

以說明全新世以來，此區處於構造穩定、地殼無抬升或沉陷運動的狀

態：  

(1) 澎湖群島地形平緩，多為 20 m 以下的平原，許多地形面仍與地

下 玄 武 岩 熔 岩 流 平 行 ， 顯 示 其 仍 保 有 中 新 世 原 始 地 貌 (Chen,   

1993, p48–p49)。  

(2) 由玄武岩鉀氬年代資料得知，澎湖地區於中新世中期 (約 16 

MaBP 至 8 MaBP 期間 )發生岩漿活動，但多為陸相噴發，形成具

柱狀節理的玄武岩流；在此期間，澎湖群島受海水侵蝕和發育最

頂部之紅壤層，直到更新世才有小門嶼層覆蓋，以及全新世的湖

西層堆積 (Tsao et al . ,  1999, p27)。  

(3) 就千萬年尺度來看：  

(a) 中新世於澎湖群島海水面附近噴發的玄武岩流，至今仍位於

海水面附近，與金門地區相類似，顯示千萬年來，地殼垂直

抬升率非常低。  

(b) 花嶼的火山熔岩流產狀顯示，花嶼在白堊紀末至新生代早期

已出露地表，並發生安山岩及流紋岩岩漿的噴發活動，但其

後數千萬年來，地表均未受造山運動深埋、變形或變質的影

響，具備長期穩定的地殼條件。  

(4) 就百萬年尺度來看：  

澎湖周圍海域震測資料顯示，自上新世以來，沉積層已不受張裂

型斷層活動的擾動，近期地震資料也顯示澎湖地區相當安定而少

震，因此屬於長期構造穩定的地區 (Chen, 1993,  p48–p49)。  

(5) 就萬年尺度來看：  

(a) 澎湖群島因為沒有隆起珊瑚礁，表示全新世以來沒有地殼抬

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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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澎湖群島標高低於 5 m 的平原，有許多全新世高水位堆積

層 (含有濱海生物遺跡之堆積層 )，顯示沒有區域的沉陷作

用，只受海水面升降變化的影響。  

(c) 以 C14 定年法分析海濱堆積物之貝殼與珊瑚碎片，得到澎湖地

區之海水面在 4 kaBP 時，比現在高出約 2.3 m，而後逐漸降

低 (Chen, 1993, p49)。  

 

基於上述證據，長期以來澎湖地區一直視為地殼最穩定的地區。

現今利用 GPS 訊號研究臺灣地殼運動速度場，多以澎湖白沙為穩定

的參考點，來評估臺灣地區地殼相對運動情形。但近期研究顯示：利

用數十年尺度的 GPS 連續觀測及驗潮站潮位變化，分析地殼變動與

絕對海水面的變化差異，反映出位於板塊內部的澎湖群島，以數十年

尺 度 來 看 仍 有 輕 微 的 沉 陷 作 用 ， 沉 陷 速 率 約 為  3.6 ± 1.8  mm/yr 

(Chang et al. ,  2012, p103)。  

根據前述研析結果顯示：  

(1) 臺灣西部海域及陸地平原區新生代沉積岩層下方的中生代基盤

岩 (圖  3-3-(b))，屬於相當穩定的地層，但其深度大多位於海下

1,000 m 深度以下，越往本島延伸越深 (西部平原下超過 2,000 m

深 )。  

(2) 除臺灣海峽部分區域外，大部份中生代基盤岩深度過深，已超出

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概念設計的處置深度 (300 m 至 1,000 m)，

故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類型之坑道開挖工程可行性較低 (如地溫

過高，人機難以承受 )，但具有其他處置概念 (如深孔式地質處置 )

的可能性，應作為後續積極研究的對象。  

(3) 近期世界上因石油、天然氣及地熱產業於鑽探技術的精進，深達

5,000 m 尺度的地質鑽探技術已有突破性的進展 (Beswick et  al. ,  

2014, p52)，相關調查技術門檻及成本，應會逐漸降低，對應於

地質處置設施的處置設計概念亦可能隨之變動，例如深孔式深層

地質處置 (Ketner,  2014,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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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5.3. 花崗岩 

臺灣本島東部花崗岩體，位於歐亞板塊最東緣接合菲律賓海板塊

的板塊邊界附近，處於地震帶上，但是中央山脈東翼的地震活動空間

分布，並非均勻的分布在花崗岩體附近，反而是侷限在板塊活動的深

部構造上，由於震源隨板塊深度而分布，此類地震發生的深度較深，

即便震度規模大者也會因距離而降低危害。  

(1) 部分本島東部花崗岩體分布於「地震相對安靜帶」：  

針對本島東部花崗岩體的地震活動研究指出，規模大於 4 且深度

小於 35 km 的地震分布，幾乎不出現在本島花崗岩體分布的範圍

(Chou et al. ,  2006,  p8)：  

(a) 中央山脈東翼深部地殼存在「地震相對安靜帶 (relatively 

aseismic zone)」，可能與強度高的大陸地殼塊體有關 (Lin,  

2000a, p191, f2)。  

(b) 為何在中央山脈東翼下方地殼中有「地震相對安靜帶」的存

在？  

中央山脈東翼下方之低地震震源分布，及 P 波或 S 波地殼波

速降低等特徵，長久以來引發許多地球物理的爭論：  

(i) 許多論點認為可能與此區存在熱的、具塑性變形的物質

(Wu et al. ,  1997,  p217; Lin,  2000a, p191; Wu et al. ,  

2014, p196)、甚或受到隱沒至菲律賓海板塊下之歐亞板

塊的滑脫分離作用影響 (Lallemand et al. ,  2001,  p244)。 

(ii) 也有論點認為，可能是因為隱沒的含水礦物發生脫水作

用，產生流體並降低了該深度的有效應力使然 (Kuo-

Chen et al . ,  2012, p16)。  

(2) 本島花崗岩體之抬升與剝蝕演化史：  

(a) 利用 FTD-Zrn 及 FTD-Ap 定年結果推算出，本島花崗岩約在

1 MaBP 時，有極高的冷卻率或剝蝕率，可能是岩體因 LEAC

弧陸碰撞運動作用而快速抬升的證據 (Liu et al. ,  2001,  p8; 

Huang et  al. ,  2006,  p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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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除了 FTD-Zrn 及 FTD-Ap 定年資料外，抬升模式推算結果發

現：本島花崗岩體有長期逐漸降低剝蝕率的趨勢，而且可能

在約 2 MaBP 時，即已達到剝蝕的穩定狀態，並無加速抬升

剝蝕的條件 (Fuller et al. ,  2006,  f14)；但同一時期，臺灣西

部的構造活動劇烈且岩層剝蝕厚度也高了許多 (Beyssac et  

al. ,  2007,  p31)。  

(c) 就數十年來 GPS 及驗潮站海水面觀測資料，發現中央山脈與

臺灣東部，至少已顯現數十年以上的沉陷趨勢 (Chang et al. ,  

2012, p104)。另外，自全新世以來，中央山脈東部河流演育

並無快速抬升特徵，數值模擬結果也顯示即使數百萬年前中

央山脈東部曾經有顯著地質構造活動，但現今構造活動並不

明顯，甚至有長期沉陷趨勢 (Johnson et al. ,  2005, p11)。  

 

離島花崗岩體位於大陸東南沿海的平潭 -東山變質帶地區，具有

相同的地質演化環境 (詳見第 3.3.2.2 節說明 )。  

(1) 西部離島花崗岩體之侵入活動與地殼變動：  

西部離島花崗岩體地區基盤岩的形成，受到燕山運動的影響甚

鉅：  

(a) 約 140 MaBP 時，此區受到大陸裂谷型岩漿活動影響，形成

花崗岩體，侵入到古生代地層。  

(b) 而後因古太平洋海板塊向西隱沒作用加劇，而發生燕山運動

(約 140 MaBP 至 90 MaBP 期間 )。同造山期侵入活動 (約 140 

MaBP 至 110 MaBP)順長樂 -南澳深斷裂帶 (Changle-Nanao 

Deep Fault Zone, CNFZ；圖  3-3-(a))左移剪切帶侵入，伴生

混合岩化作用及角閃岩相變質作用等影響，使部分花崗岩體

變成具片麻狀構造的岩脈，或具混合岩特徵的基盤岩。  

(c) 燕山運動後期，山脈坍塌並發生張裂作用 (約 110 MaBP 至

100 MaBP 期間 )。受到後造山期侵入活動、右移剪切活動及

張裂構造活動所影響，以細粒花崗岩脈及基性岩脈的侵入作

用為主，並發育許多偉晶花崗岩脈及張性半塑性剪切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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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花崗岩漿活動停止，僅有順張裂節理侵入之基性岩脈群的

發育。  

(d) 此區現今已屬於非造山期的大地構造張裂環境。  

(2) 離島花崗岩體之張裂活動與塊體差異抬升：  

新生代大地構造環境，以張裂環境演育為主，斷層活動導致的地

殼不穩定，僅發生於新生代早期。  

(a) 約 30 MaBP 時，基盤岩出露地表，屬於陸相環境。  

(b) 約 15 MaBP 時，因全球海進作用達到高峰，使得離島花崗岩

體地區四面環海 (類似今日 )，隔絕與鄰近大陸地區河系的連

繫，停止沉積。  

(c) 約 15 MaBP 至 10 MaBP 期間，發生海退作用，原本四周環

海的離島花崗岩體地區，再度成為陸相環境。  

(d) 約 10 MaBP 時，大陸內部張裂型玄武岩流在西部離島花崗

岩體地區噴發。此時期記錄海水面變動的古海蝕平台，至今

仍處於濱海，顯示 10 MaBP 至今，此區地殼相對無明顯抬升

或沉陷。換言之，離島花崗岩地區與澎湖地區一樣，均為較

穩定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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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6. 小結 

SNFD2009 至 SNFD2017 期間，台灣電力公司針對臺灣花崗岩、

泥岩及中生代基盤岩基本特性，持續蒐集文獻研究成果，其評估結果

稍有修正，但趨勢相同 (表  3-7)：  

(1) 臺灣西南部泥岩斷層構造多、泥貫作用明顯，且具油氣開採潛能，

不適合作為地質處置設施的考量地區。  

(2) 雖然臺灣中生代基盤岩處於相對穩定的地質環境，但根據臺灣本

島歷年的地質鑽探資料顯示，在本島西部地區，中生代基盤深度

普遍在 2,000 m 以上，以目前坑道式地質處置概念而言，該深度

之工程困難性較高，故可行性較低；在臺灣海峽部分區域，中生

代基盤岩的深度少於 1,000 m，且其側向延伸範圍及厚度均具有

相當規模，具有作為處置設施之可能性，惟目前現場調查資料有

限，需進行進一步之調查，以評估其作為處置設施之合適性。  

(3) 臺灣西部離島及本島東部花崗岩，經蒐集與分析過去百萬年的地

質歷史，顯示兩地區均符合地質處置設施安全條件；另一方面，

依照目前地體演化模式，未來百萬年的地體架構將與現在相同，

代表西部離島及本島東部花崗岩，均有至少百萬年的長期穩定潛

力。兩地區針對地質處置設施之安全評估要求均具備可調查性和

可預測性。針對火山活動、斷層活動、抬升、天然資源等自然因

子，除了位於臺灣東南部地熱區的大崙花崗岩體外，其餘花崗岩

體至今均未發現法規禁止的天然因子 (圖  3-62、圖  3-63、圖  

3-64 及圖  3-79)，均可考量做為地質處置設施的後續調查區域，

建議列為臺灣處置母岩的優先調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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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深層地質特性 

深層地質處置是當前國際間廣泛認同適合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 的 方式 ， 亦是 臺灣 法 令已 明 確指 定的 最 終處 置 方式 (AECTW, 

2013, Article 3)。基於此國際趨勢及國內法令基礎，本報告強調：  

(1) 地質處置設施係指根據深層地質處置方式，針對高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所規劃、設計、建造之處置設施。  

(2) SNFD2009 至 SNFD2017 報告期間，臺灣主要以坑道式深層地質

處置類型之瑞典 KBS-3 的設計概念 (Andersson  et al. ,  2000,  p25)，

及花崗岩質母岩為主要研究對象，用以論述說明 SNFD2017 報告

的重點目標—技術可行性。  

 

NEA 推動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最終處置之共同聲明中指出：

「地質處置提供人類及環境一個獨特的期程與一定程度的保護水平，

而且並不需要我們持續的監測、維護與制度上的監管。地質處置在技

術上可行且能廣泛調整以適合不同的地質組成。目前它被全世界採用

推進，增加利害關係者的參與以保證將社會的要求被納入考量。從安

全與道德的角度看，地質處置計畫現在就值得推動。目前擁有的資訊

已足夠支持踏出地質處置的第一歩，現在就請著手建置一套與這一代

人們責任相稱的規劃案吧 !」 (NEA,  2010, p7–p10)。  

一個地點是否適合作為地質處置設施場址，除了必須需考量民眾

的接受度外，亦需透過對處置母岩特性的完整調查，經妥善工程設計

及安全評估的數值模擬，量化分析地表生物圈的輻射劑量，以評估地

質處置設施的功能是否符合法規的安全規範。  

如同蓋大樓所必須進行的結構安全評估，大樓建造工程的設計及

材料的選擇，與其所在地的地質條件息息相關：  

(1) 當地質條件不佳時，就必須以更好的設計及工程材料，來達成安

全性的要求標準。  

(2) 當地質條件較佳時，其設計及工程材料成本就會相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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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樓建造前，必須透過專業人士搭配結構安全評估軟體，同時

考量地質條件下，評估大樓建造所選用的工程設計及材料，是否符合

相關結構安全性的要求標準；前述的結構安全評估流程，可對比於地

質處置設施的工程設計及安全評估流程，其差異性在於：  

(1) 大樓的建造是往上蓋，而地質處置設施的建造是往下、往地層中

開挖。  

(2) 大樓建造前的安全性評估，考量的是其結構的安全性，而地質處

置設施建造前的安全性評估，則聚焦於評估其圍阻核種外釋遷移

至人類生活圈，所需的時間及殘餘的輻射劑量。  

 

當然，地質處置設施必須盡量遠離不利於最終處置的地質環境，

例如：火山活動、斷層活動、泥貫作用、抬升及具高度剝蝕作用等區

域，以提高安全性，並降低操作困難度與成本。根據用過核子燃料最

終處置計畫的規劃 (圖  1-5)，臺灣預計於 2038 年才會確定地質處置

設施的場址地點，而 2005 年至 2017 年期間之「潛在處置母岩特性

調查與評估階段」的工作重點，則在於評估臺灣是否具備適合最終處

置的深層地質特性，及相關地質調查與資料解析能力。  

本章節主要在論述說明，臺灣是否已具備深層地質特性的調查評

估技術。深層地質特性調查的研究結果，通常以概念模式 (conceptual 

model)的方式呈現，以利接續進行處置工程設計與安全評估。因此，

本節彙整臺灣本島及離島花崗岩地區之深層地質特性相關研究成果，

用以說明調查技術的可行性，及提供參考案例所需的概念模式及代表

性地質參數 (附件 A)。  

概念模式的特性及功能，說明如下：  

(1) 概念模式係以文字說明或圖形表達方式，簡化說明所欲探討之系

統內的相關重要特徵及程序。例如，地下岩體及構造的空間分布、

地下水流特性等 (圖  2-1)。  

(2) 概念模式是串聯 SNFD2017 報告第 3 章 (臺灣地質調查 )、第 4 章

(處置工程設計 )、第 5 章 (安全評估 )的重要橋樑 (圖  1-6 及圖  

2-1)，是計畫整合的重要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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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概念模式的建立與精進是一持續不斷的回饋過程 (圖  3-80)，隨

著相關調查研究的重要發現與成果的累積，概念模式亦需隨之更

新，同時藉由處置工程概念設計與安全評估結果，釐清相關的不

確定因子，用以回饋後續的調查工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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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地質圈特性對多重障壁概念的重要性 

依據原子能委員會 (簡稱原能會 )訂定的「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第 3 條及第 8 條，明訂高放射性廢棄物必

須採取 「深層地質處置」方式並結合 多重障壁系統 (Multi-barrier 

System, MBS)設計，進行最終處置 (AECTW, 2013, Article 3,  Article 

8)。  

多重障壁系統 係由工程障壁系統 (Engineered Barrier System, 

EBS)及天然障壁系統 (Natural Barrier System NBS)兩個次系統組成

(詳第 2 章說明 )，具備 3 大功能 (POSIVA,  2012,  p 201)：  

(1) 圍阻 (contain)核種於地層特定空間；  

(2) 遲滯 (retard)核種於地層的遷移速度；  

(3) 隔離 (isolate)核種於人類生活圈外。  

 

工程障壁系統的功能可維持一定的年限 (NEA,  2009b,  p34)，穩定

的深層地質環境所形成的天然障壁系統，由諸多已知的地質證據 (圖  

3-81-(a) & (b))，顯示其功能性可維持達百萬年以上的時間尺度。例

如：  

(1) 加彭共和國的歐克陸 (Oklo)鈾礦區 (圖  3-81-(c))：  

(a) 在約 20 億年前，曾持續進行了幾十萬年的天然核分裂反應，

估計約消耗了 5 噸的鈾 -235，並產生了 5.4 噸的分裂產物以

及 1.5 噸的鈽 (Pu)和其它超鈾元素。  

(b) 在核分裂反應過程中釋放出的熱量，形成了一層厚度小於

0.5 m、寬度大於 30 m 的富鈾反應堆核心，以及上覆一層厚

約 0.5 m 至 1 m、富含葉狀矽酸鹽類礦物的熱水蝕變反應邊。

反應堆核心主要是由方鈾礦鑲嵌在以伊萊石為主、綠泥石為

輔的基質中，因反應堆的高溫 (約達 1000℃ )使沉積岩圍岩

發生熱水蝕變 (Chen, 2005)。  

(c) 在過去的 35 萬年間，整體礦床大都已經處在風化帶裡 (最深

達 320 m)，提供了一個自然的實驗室來追蹤高放射性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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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自深位的還原環境到地表氧化狀態的對比 (Chen,  2005)。

研究結果發現在 20 億年期間，現場遺留的核分裂產物和錒

系元素，只在岩層中移動了幾公分 (Kuroda,  1956)。  

(d) Oklo 鈾礦的天然類比事證，充份顯示在適當的天然條件下，

天然障壁系統遲滯核種傳輸的能力，可以維持達百萬年，甚

至億年以上的時間尺度。  

(2) 臺南出土的猛瑪象化石，經定年分析已知存活於約 0.4 MaBP 至

0.9 MaBP 期間 (Wei,  2007, p265)，顯示只要地層的環境適當，即

便是生物骨骸仍能保持數十萬年之久。  

(3) 台灣電力公司於 2001 年在臺北萬隆地區開挖管線時，在地底約

21 m 深處，挖得一棵已被掩埋約 2,000 年但形貌完整的牛樟木

(長約 9 m、直徑約 2 m)，在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門口展出期間，

它的香氣依舊濃郁動人；這個天然類比事證，印證了即使掩埋在

深度不深的臺北盆地中，只要地層環境適當，雖歷經 2,000 年，

依然保存樹木的形貌及特殊香氣。  

 

類似案例很多，均可供說明在適當條件下，天然障壁系統遲滯及

圍阻核種的 2 大功能，可以比工程障壁系統持續更久。此外，天然障

壁系統的地質環境特性，亦會影響工程障壁系統圍阻核種外釋的性能

(JNC, 2000,  c2.2,  c3.2.5)，例如，地下水的離子濃度會影響廢棄物罐

的腐蝕速率，故天然障壁系統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然而，天然障壁系統的地質環境特性係自然生成、無法強求，而

地質特性資訊，因地而異且不確定性高，因此各國均將天然障壁系統

的調查與評估，列為關鍵的研究課題之一。  

根據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的規劃 (圖  1-5)，在 2005 年至

2017 年期間，定位為「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  

(1) 本階段任務不涉及特定場址的評估 (TPC, 2006, 2011,  c6p6)。  

(2) 本階段相關調查研究成果，將作為下階段「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

階段」(2018 年至 2028 年 )的參考基礎，供政府權責機關決定地

質處置設施的「建議候選場址」，作為接續「場址詳細調查與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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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階段」 (2029 年至 2038 年 )之調查評估工作，以利於 2038 年

確定地質處置設施地點。  

 

深層地質特性調查技術的發展，與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的

推展，均具有階段性 (stepwise)的需求 (圖  1-5 及圖  3-82)，地質特

性的調查與掌握，亦隨階段的精進而降低其不確定性 (圖  3-80)。關

於深層地質特性調查技術的發展，臺灣現階段主要分為區域尺度 (大

範圍 )與場址尺度 (小範圍 )調查技術 2 大類：  

(1) 區域尺度 (大範圍 )調查技術：  

主要透過大範圍的空中地球物理、地表地球物理，及地表地質調

查等非破壞性探測 (non-destructive  surveys)技術 (圖  3-83)，「合

理地初步推測」地下岩體及構造的可能分布情形。臺灣本島山區

地形陡峭，造成調查人力與設備不易到達，而重要地質構造常因

植被披覆而不易發覺，因此，大範圍的空中調查技術為臺灣現階

段的技術發展重點。  

(2) 場址尺度 (小範圍 )調查技術：  

主要根據區域尺度 (大範圍 )調查結果，規劃並鑽鑿地質探勘孔，

取得岩心以進行岩礦、物理、化學及力學等各項試驗，並於孔內

進行各類孔內地球物理探測、大地應力量測、水力試驗、地下水

觀測及水文化學分析等工作 (圖  3-84)，用以探討地下岩體及主

要導水裂隙 (Major Water-conducting Feature,  MWCF)等標的之

重要特性資訊。  

 

各項深層地質特性的調查需求，其對處置系統功能的相關性及必

要性，摘述如下；本章後續各節，將分節論述臺灣目前在深層地質特

性的相關調查解析能力：  

(1) 地質演化及概念模式：  

多重障壁系統是深層地質處置的安全核心機制，包含圍阻、遲滯

及隔離等 3 種安全功能 (詳第 2 章 )。多重障壁系統係由工程障壁

系統及天然障壁系統兩個次系統組成；工程障壁系統係由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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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緩衝回填材料、處置隧道及其封閉設計等工程設施及材料所

組成，並建置於天然障壁系統中；天然障壁系統由處置母岩及其

地質環境所組成。因此，了解處置母岩及其地質環境特性，是處

置工程設計及其安全評估的必要資訊，其中，處置母岩的地質概

念模式 (如岩體大小、岩體性質、構造分布 )，及其未來可能的演

化趨勢，更是必要的關鍵資訊。  

(2) 水文地質：  

在地質處置設施的設計與評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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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不同地區、不同深度

的深層地下水流動特性均有其獨特性，因此建構深層地質處置母

岩與構造空間分布的特性與其概念模式，是了解深層水文地質特

性的首要任務。  

(3) 水文地球化學：  

在地質處置設施的安全設計概念中，處置母岩的評估，除了需考

慮岩層之地質構造、水文地質特性等條件外，其預期處置深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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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的水文地球化學環境，係指具備低的氧化還原電位 (Eh)、

適中的酸鹼度、高的核種遲滯能力、高的化學緩衝能力，以及可

長期維持工程障壁系統圍阻核種功能的化學環境 (Metz et al. ,  

2003, p266)。研析處置環境的水文地球化學特性，及可能的演化

機制，用以研判其合適性及長期穩定性，是地質處置設施安全評

估一項重要工作 (JNC, 2000, c3p9)。  

(4) 核種傳輸路徑：  

一旦工程障壁系統喪失其圍阻核種的功能時，核種將外釋至地質

圈所形成的天然障壁系統中，此時核種在地層的傳輸路徑，主要

取決於地層的異質性 (不同地質單元的分布及特性 )，及核種傳輸

的驅動力 (壓力梯度、溫度梯度及濃度梯度 )。  

(5) 岩石特性：  

岩體的力學及熱特性，是處置隧道設計及開挖工程的重要參數。

岩體的力學特性及其所處的現地應力環境資訊，主要用以預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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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隧道設計與規劃開挖或地質改良工法；岩體的熱傳特性，及其

所處環境的熱流特性，是影響處置環境溫度的主要因子，而處置

環境溫度會影響工程障壁系統的穩定性，且需納入開挖環境的可

行性評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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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地質演化及概念模式 

臺灣本島已知花崗岩體出露地區，主要分布於臺灣東部 (宜蘭、

花蓮及臺東 )(圖  3-4)；離島花崗岩體主要分布於馬祖、烏坵及金門

(圖  3-5)。其中：  

(1) 臺東大崙花崗岩體，因位於地熱區，無法作為地質處置設施場址

的考量對象。  

(2) 金門地區因人口密度高，且其地下水資源受到法令保護，也已被

排除於地質處置設施場址的考量對象。  

 

若臺灣的核一、二、三廠的 6 部核能機組，依規劃運轉 40 年，

則預期將會產生約 5,048 tHM 的用過核子燃料 (TPC, 2011, c4p2)(台

電公司 2017 年重新估算結果為 4,913 tHM)；在此狀況下， 1 km2的

岩體面積，即可供最終處置這些用過核子燃料 (TPC, 2010, 圖  3-6)。

排除大崙及金門花崗岩體後，臺灣地區花崗岩地表出露總面積仍有約

150 km2以上，可供評估是否具備建構地質處置設施的地質條件。本

章節分別就臺灣本島及離島花崗岩體，論述其地質、水文、水文地球

化學、核種傳輸路徑、岩石特性等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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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 本島花崗岩體 

臺灣本島已知花崗岩體分布於臺灣東部 (圖  3-78)，除了臺東大

崙花崗岩體外，主要包含 6 大花崗岩體，由北而南分別是源頭山、奇

瑤谷、飯包尖山、和平、開南岡、溪畔岩體，該區域簡稱 H 區：  

(1) 圖  3-78 為 H 區地理位置、衛星影像及花崗岩體地表出露面積。 

(2) 圖  3-4 為 H 區之地形圖、地質圖與河系圖。  

 

H 區在區域地質上，位於大南澳變質雜岩帶範圍內 (圖  3-3-(a)之

TCMB)，其地質演化過程屬於臺灣本島地質演化的一部份 (詳第 3.1.2

節及第 3.1.3 節說明 )。臺灣本島地區的地質演化，至少歷經 2 次較大

的造山運動，分別是中生代的南澳運動 (約 140 MaBP 至 80 MaBP 期

間，對應於中國大陸的燕山運動 )，及晚新生代的 LEAC 弧陸碰撞運動

(約 5 MaBP 開始至今 )(Teng, 1990,  p57)。H 區的相關地質特性，說

明如下：  

(1) 地質演化：  

(a) 中國大陸東南至臺灣東部地區的花崗岩，主要形成於燕山 /

南澳運動時期 (約 140 MaBP 至 80 MaBP 期間 )；因古太平洋

海板塊 (Paleo-Pacific Plate,  PPP)向西隱沒至歐亞板塊之下

( 圖  3-14-(b) 至 (d)) ， 發 生 火 成 活 動 所 形 成 的 花 崗 岩 ( 圖  

3-15)。  

(b) 現今位於臺灣東部的花崗岩體，可能源自於中國大陸東南的

華南濱海火成帶南段 (圖  3-16-(a)之 SCMB)：  

(i)  南澳運動停止後，因南中國海的張裂 (約 38 MaBP 至 15 

MaBP 期間 )，而使得華南濱海火成帶南段的部份花崗岩

體向東漂離。  

(ii)  南中國海停止張裂後，隨著後來菲律賓海板塊之西北向

運動，使得原本向東漂離的花崗岩體，逐漸拼貼至臺灣

現今位置 (圖  3-16-(c) & (d))。  

(c) 隨著菲律賓海板塊的持續向西北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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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現今臺灣島之東南側遠方，菲律賓海板塊上覆於南中

國海板塊之上，形成北呂宋島弧系統 (圖  3-7-(a)-(i))。 

(ii) 在現今臺灣島之東北側遠方，靠近琉球群島，菲律賓海

板塊隱沒至歐亞板塊之下，形成琉球島弧系統；菲律賓

海板塊在琉球島弧系統的西側邊界 (WEP)，此時仍距離

臺灣很遠。  

(d) 由於菲律賓海板塊持續向西北運動，北呂宋島弧終於碰撞到

歐亞板塊邊緣 (約 5 MaBP)(Teng,  1990,  p57)，碰撞點約在現

今日本西表島附近，展開臺灣近期最重要的 LEAC 弧陸碰撞

運動 (圖  3-7)。自此之後，北呂宋島弧及琉球島弧兩個弧溝

系統，在臺灣東北遠方接觸，WEP 成為兩個弧溝系統的接觸

線，隨著菲律賓海板塊之持續西北向運動，WEP 持續往西南

遷移 (圖  3-7-(c))，逐漸進入現今臺灣島地區。  

(e) 一般而言，大陸地殼密度 (2.7 g/cm 3)較海洋地殼 (3.0 g/cm3)

低，故在 LEAC 弧陸碰撞運動過程中，因歐亞板塊的大陸地

殼密度較低，在南中國海板塊持續隱沒作用下，導致歐亞板

塊受到浮力作用，與持續隱沒向下的地函部分分離，並停留

於地殼淺部 (Lin,  2000a, p190)。因此歐亞板塊及菲律賓海板

塊間的物質被推擠、抬升成高山；隨著菲律賓海板塊之持續

西北向運動，臺灣逐漸長大，並向西南遷移，形成現今的臺

灣島 (圖  3-7-(c))。  

(f) 歷經 LEAC 弧陸碰撞運動，花崗岩體再度出露於現今中央山

脈東翼的大南澳變質雜岩帶地區中，且部分岩體有明顯的變

形與變質作用；除花崗岩體外，大南澳變質雜岩帶主要包含

片岩及大理岩 (圖  3-4-(b))。其中，由北而南的花崗岩體中： 

(i) 源頭山及飯包尖山花崗岩體，形成年代約 90 MaBP 至

85 MaBP (Jahn et al. ,  1990, p145； Lan et al. ,  1990,  

p130)，其主要圍岩為武塔片岩 (沉積年代約 95 MaBP 之

前 )。在花崗岩體侵入片岩過程中，於接觸圈產生熱變質

作用，但自此熱變質作用之後，未因其他構造事件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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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至今仍可看見侵入原貌；顯示 LEAC 弧陸碰撞運動並

未對其造成明顯的變質作用，至今仍保持侵入原貌。  

(ii) 和平、開南岡及溪畔岩體，形成年代約 90 MaBP 至 85 

MaBP 期間 (Jahn et  al. ,  1990,  p145；Lan et  al. ,  1990,  

p130)，其主要圍岩為漢本大理岩及九曲大理岩；該大

理岩的生物年齡約 250 MaBP (Yen, 1953, p23)，銣鍶同

位素年齡約 235 MaBP 至 245 MaBP (Jahn et al. ,  1984,  

p295)。  

(g) 約 0.8 MaBP 時，WEP 接觸到現今臺灣島陸地的東北緣，隨

著菲律賓海板塊之持續西北向運動，WEP 持續向西南遷移；

現今， WEP 約位於花蓮至中壢連線 (Suppe, 1984, p31,  f5; 

Teng, 1996, p950–p952; Teng, 2007, p7)。亦即：  

(i)  約 0.8 MaBP 至今，臺灣島東北部陸地，因已位於 WEP

東側，其板塊隱沒作用已經反轉 (圖  3-7-(a)-(iv))，原本

碰撞所抬升的山脈正在垮塌，進入後造山的拉張環境

(Chen et al. ,  2016b, p5, f1 & p178 )。  

(ii) 在板塊運動的地質時間尺度中，可以合理地預期未來百

萬年之地體構造體系與過去百萬年相當，不會有重大的

改變；隨著菲律賓海板塊持續向北隱沒，WEP 的位置將

持續往西南遷移，同時，WEP(圖  3-2)以東的高山未來

將下降成丘陵，最終沉於海底 (圖  3-7-(c))(Teng,  2007,  

p1)。  

(h) H 區的花崗岩體，大多已位於 WEP 東側或臨近 WEP(圖  

3-3)，亦即，在未來百萬來的時間尺度，應具有持續沉陷的

趨勢。  

(2) 地下岩體及構造分布：  

臺灣自 2007 年開始在陸域及海域進行空中磁力探測，並透過最

新 的 磁 化 向 量 逆 推 法 (Magnetization Vector Inversion,  

MVI)(Ellis  et al. ,  2012,  p1–p2; MacLeod and Ellis,  2013,  p2 ; Tong 

et al. ,  2015,  c5)，大幅提升對地下岩體及構造分布的解析能力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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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由 2007 年在 H 區所收集空中磁測資料的三維逆推結果

(Tong et  al. ,  2015,  abstract)顯示：  

(a) 在 H 區範圍內，地下有 3 條顯著的帶狀高磁基盤 (圖  3-86

之HA、HB及HC)，深度自地下數公里延伸至約 10 km，有向東

南傾斜且具覆瓦狀構造的特徵：  

(i) 源頭山岩體、飯包尖山岩體，及和平岩體等花崗岩體，

均位在高磁基盤的北側或上方 (圖  3-86-(c))。  

(ii)  另外，H 區北鄰地區的宜蘭平原，其地下亦有覆瓦狀構

造 的 磁 力 特 徵 ( 圖  3-87-(b))(Tong and Lin,  2013,  

p130–p131)。  

(b) 依據高磁基盤覆瓦狀的空間分布特性 (圖  3-86 之HA、HB及

HC)，與地表岩石露頭磁力特性量測，並參考前人定年及同位

素研究成果，可以合理推論：  

(i)  現今位於大南澳變質雜岩帶中的 H 區花崗岩體，推測源

自於中國大陸東南的華南濱海火成帶南段 (圖  3-16-(a)

之 SCMB)(Shao et al . ,  2015; Chen et al. ,  2016)，而高磁

基盤推測對應於南中國海板塊的殘塊。  

(ii)  隨著北呂宋島弧向歐亞板塊持續推擠，將大南澳變質雜

岩帶擠向歐亞板塊邊緣 (圖  3-16-(c))，形成覆瓦狀結

構，故 H 區花崗岩體與南中國海板塊的殘塊 (高磁基盤 )

夾雜出現。  

(c) 源頭山岩體 (圖  3-88)，厚度約介於 2 km 至 3 km 間。  

(d) 飯包尖山岩體 (圖  3-89)分成南北兩條帶狀岩體，磁化向量

亦具有顯著指向上及向南的現象。  

(i) 北側岩體規模較大，厚度約介於 2 km 至 3 km 間。  

(ii) 南側岩體規模較小，估計厚度小於 1 km。  

(iii) 南北兩岩體在西側逐漸合併。  

(e) 奇瑤谷岩體可能規模小或者厚度不大，故無法由磁力資料上

獲得清晰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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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和平岩體與其東南側臨海的開南岡岩體 (圖  3-90-(a)之 H 及

K 岩體 )，有可能深部相連 (淺部間夾大理岩體 )，其直徑約 14 

km，且有向東南傾斜的現象，最大厚度估計約達 4 km 至 6 

km(圖  3-91-(b))：  

(i)  岩體中心呈現高電阻與高磁感率特徵，推測仍保有完整

花崗岩體 (圖  3-90)。  

(ii)  岩體間夾的大理岩呈局部分布，厚度約 2 km 至 4 km 間

(圖  3-91-(b))。  

(iii)  岩體西側邊界概略呈北北東–南南西走向，向南延伸達

砂卡礑溪上游，但向北越過和平溪後有急遽轉向東北的

情形，可能受北側 HA高磁基盤的阻擋有關 (圖  3-90-

(a))。  

(g) 溪畔岩體的厚度約介於 1 km 至 2 km 間，其東側的開南岡

岩體規模較小，厚度估計約介於 0.5 km 至 1 km 間 (圖  

3-92)。  

(3) 沉陷特性：  

前述關於 H 區長期地質演化的論述，已說明 H 區的花崗岩體因

大多位於 WEP 東側或臨近 WEP (圖  3-3)，亦即，在未來百萬年

時間尺度內，應具有持續沉陷的趨勢。另外，  

(a) H 區及其北鄰地區 (宜蘭平原 )的空中磁測三維逆推結果 (圖  

3-86、圖  3-87 及圖  3-93)，顯示兩區均有高磁基盤的覆瓦

狀構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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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對應臺灣北部 12 MaBP 至今的地體演化模式 (圖  3-7-

(a))，宜蘭平原今日底下的覆瓦狀構造，推測是本區域

過去百萬年來因造山運動形成的高山，已因隱沒作用反

轉而造成山脈垮塌，沉陷於宜蘭平原之下所形成。  

(ii)  同樣地，在 H 區的山脈將來亦會隨著相同的演化驅動

力，未來隨著 WEP 的西南向遷移 (圖  3-7-(c))，將逐

漸的沉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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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千年時間尺度河階地形研究結果 (圖  3-48)顯示，臺灣東

部河川的抬升構造作用，呈現由南向北，逐漸減小的現象，

在 H 區內的河川已無明顯的抬升構造作用。至於，臺灣東部

的海階地形研究結果 (圖  3-49)顯示，南側海岸的海階地形

顯著，但在 H 區北部海岸，則無適合的海階地形可供研究，

可延伸推論 H 區的北側海岸，已處於沉陷環境。  

(c) 由臺灣全島定期水準測量及 GPS 連續觀測網資料顯示 (圖  

3-44)，H 區臨海地區在過去數十年間，具有明顯沉陷的趨

勢；另外，根據 H 區定期水準測量及 GPS 連續觀測結果亦

顯示，H 區花崗岩體有沉陷的趨勢 (圖  3-45)。  

(4) 地震特性：  

由 2011 年至 2015 年期間在 H 區的地震觀測資料 (共 15 站，地

震規模ML介於 0 至 6 間 )，獲得以下發現：   

(a) H 區的震央分布圖，具有以下特徵：  

(i)  震央分布概略以花崗岩體為界，分為東西兩個群集 (圖  

3-94)。  

(ii)  震源集中地分布於花崗岩體與其圍岩 (包括片岩、大理

岩等 )的接觸帶，及其圍岩內部 (圖  3-95)   

(iii)  花崗岩體內的震源分布較少且地震規模多低於 3，且部

分震源似乎集中於特定構造面 (圖  3-95)，該構造面左

側岩體投影至地表為和平岩體，右側為開南岡岩體 (圖  

3-94)。  

(b) 由不同高程的地震密度分布圖 (圖  3-96)，與 H 區花崗岩體

出露範圍 (圖  3-4)套疊，可獲得以下發現：   

(i) 源頭山及飯包尖山等花崗岩體的震源密度相對較低。  

(ii) 在和平岩體區域內，地下 5 km (高程 -5 km)以上的震源

密度相對較低，與前述空中磁測逆推岩體深度一致 (圖  

3-9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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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和平岩體區域內，震源主要密集地集中於地下 6 km 

(高程 -6 km)至地下 17 km (高程 -17 km)間，研判受應

力集中或轉折帶影響所致。  

(c) 圖  3-97、圖  3-98 與圖  3-99 分別為經逆推處理後，獲得的

地層VP及VP/VS分布圖，具有以下特徵：  

(i) 圖  3-97 之VP具有顯著隨深度增加而增高的趨勢，推測

與岩體緻密程度隨深度增加而升高有關。  

(ii) 圖  3-98 之地表 (高程 0 km)至地下 5 km(高程 -5 km)

間，H 區西側的大理岩地區之VP/VS為顯著的低區。   

(iii) 由圖  3-99 顯示 H 區地震特徵，似有沿VP/VS變化較大處

發生的趨勢；該處推測為岩性邊界，受到菲律賓海板塊

向北隱沒作用的影響，H 區的微震特別集中在東側海域

深度約 40 km 以上的地殼內。  

(iv)  觀察圖  3-99 之 A-A ’剖面，H 區花崗岩體約位於該剖面

中間處，其下方深度約 10 km 至 20 km 間為VP/VS低區，

推測對應緻密的地殼。  

(d) 圖  3-100 為採用所有ML大於 2.5之地震事件解算獲得的震源

機制解，顯示：  

(i) 震源密集地分布於花崗岩體與其圍岩 (包括片岩、大理

岩等 )的接觸帶，及其圍岩內部。  

(ii) 花崗岩體屬於地震頻率較低的區域，且震源機制解顯示

深度小於 10 km 的地震，大多為張裂型式的正斷層所引

起的地震，代表花崗岩體處於張裂沉陷的環境。  

(e) 地 震 危 害 度 機 率 分 析 (Probabilistic Seismic Hazard 

Analysis,  PSHA)的過程及目的，乃針對特定評估地點：  

(i) 首先，建立特定地震參數 (如 PGA)的年超越機率曲線，

即危害度曲線 (hazard curve)。  

(ii) 其次，在該危害度曲線中，根據法規要求，選定某一特

定年超越機率 (例如 0.21%)，即可求出該評估地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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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度曲線所對應之地震參數 (例如 PGA)的數值，作為

耐震設計參數。  

圖  3-101 為 H 區特定地點之地震危害度曲線的建構範例，

該範例考慮不同參數及權重組合，產生 36 條可能地震危害

度曲線 (Li,  2012, f4.33)。  

(5) 主要導水裂隙的分布：  

當工程障壁系統喪失圍阻核種的功能時，主要導水裂隙是核種在

地層遷移的主要通道，其在地表下的分布特性調查，是用過核子

燃料最終處置研究計畫的技術發展重點。蘇花改南段隧道工程的

中仁隧道，是 H 區進行中的公共交通工程，恰能作為探測主要導

水裂隙的研究場所 (圖  3-102)：  

(a) 2015 年初，針對中仁隧道規劃路線周圍區域，進行大地電

磁與空中磁力資料的三維逆推，獲得岩體磁感率與電阻率模

型 (圖  3-103、圖  3-104)，並據以研判岩體界面與主要導水

裂隙分布 (圖  3-105)。  

(b) 中仁隧道開挖工程於 2015 年底 (2015 年 11 月 )遭遇花崗岩

與大理岩界面及含水破碎帶 (圖  3-106)，與前述事前推估的

位置，誤差僅約數十公尺；顯示結合磁力及地電阻三維逆推，

可有效推估地下岩體及主要導水裂隙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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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離島花崗岩體 

離島花崗岩體由北而南，主要分布於馬祖、烏坵及金門 (圖  3-3

及圖  3-5)，均位於中國大陸東南地區的平潭 -東山變質帶範圍內 (圖  

3-5-(a)之 PDMB)，具有類似的地質演化環境 (圖  3-5-(c))，及常見的

基性岩脈群特徵 (圖  3-5-(b))，例如輝綠岩脈群。  

(1) 平 潭 - 東 山 變 質 帶 屬 晚 中 生 代 歐 亞 大 陸 東 緣 「 安 地 斯 山 型 」

(Andean-type) 造 山 帶 的 變 質 核 心 雜 岩 (metamorphic core 

complex)；平潭 -東山變質帶出露地表的岩性，屬於中下部地殼的

白堊紀混合岩、同構造侵入岩及花崗岩 (Lin et  al. ,  2011b,  p3)。  

(2) 平潭 -東山變質帶寬度約 40 km，其西界以長樂 -南澳深斷裂帶為

界，東界臨臺灣海峽 (圖  3-3 及圖  3-5 之 PDMB 及 CNFZ)。  

(3) 長樂 -南澳深斷裂帶的活動時間 (約 122 MaBP)，與同構造岩漿侵

入體形成的年代約略相同 (約 130 MaBP 至 120 MaBP 期間 )，所

以在火成岩侵入與變質作用下，形成了平潭 -東山變質帶。  

(4) 長樂 -南澳深斷裂帶的西側屬於白堊紀岩漿岩帶，出露侏羅紀晚

期至白堊紀的火山岩及花崗岩；此一白堊紀岩漿岩帶，分布向北

可延伸到韓國、日本等地，向南至越南一帶，均屬於白堊紀環太

平洋火環的西緣，為燕山運動從造山期 (約 140 MaBP 至 110 

MaBP 期間 )，至後造山期 (約 110 MaBP 至 100 MaBP 期間 )之岩

漿活動的產物 (Lin,  2001, p176)。  

 

3.3.2.2.1. 馬祖地區地質環境概述 

馬祖地區位於臺灣本島之西北，鄰近福建省 (圖  3-3)：  

(1) 馬祖地區距臺灣西北部海岸最近約 210 km，與南側之烏坵距離

約 140 km，距金門約 280 km，與中國大陸閩江口僅約 15 km。 

(2) 馬祖群島 (圖  3-107)的行政區域隸屬福建省連江縣，包含南竿

鄉、北竿鄉、莒光鄉 (包括東莒島、西莒島 )，以及東引鄉 (包括東

引西引島 )等 4 鄉 5 大島，另外還有高登島、大坵嶼、亮島、小

坵嶼及其他附屬島嶼，共計 36 個島嶼和礁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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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馬祖群島總面積約 29.61 km2，面積最大的 5 大島為南竿島 (10.4 

km2)、北竿島 (9.9 km2)、東莒島 (2.64 km2)、西莒島 (2.37 km2)，

以及東引西引島 (2.64 km2)。北竿島與南竿島建有機場，聯絡臺

北與臺中，另有台馬輪來往基隆港、東引島、南竿島等地，而各

島 之 間 則 以 遊 艇 接 駁 ( 行 政 院 網 站 ：

https://www.ey.gov.tw/state/News_Content3.aspx?n=690B370

D978A0943&s=C26FDDD8B7870584。 104 年 2 月 11 日資料 )。 

(4) 馬祖地區在地形上的特徵 (Lee et al. ,  2015, p2)，說明如下：  

(a) 受地質條件主導，主要以高聳直立的花崗岩體構成各島主

體，地勢起伏大：  

(i) 最高峰為北竿島的壁山 (298 m)。  

(ii)  第二高峰為南竿島的雲臺山 (250 m)。  

(iii)  由於地勢陡峭且山體臨海，不利溪流發育，但相對低凹

的谷地易有水流匯集，島上居民利用谷地修築水壩蓄

水，以取得水源使用。  

(b) 海岸遍布海崖、海岬與海灣地形：  

(i) 臨海的花崗岩體長期受到風化侵蝕，原有的節理逐漸加

大加深，進而形成海蝕溝。  

(ii)  突出的海岬是波浪能量最集中的地區，侵蝕作用也最

強，故產生海蝕門、海蝕柱等海蝕地形。  

(c) 海灘往往是山間凹谷往海岸的延伸：  

相對於海岬，海灣內的波浪侵蝕搬運能力差，沙、泥等沉積

物易堆積而形成沙灘，而海灘往往是山間凹谷往海岸的延

伸。  

 

圖  3-107 為馬祖地區地質圖，馬祖地區在區域地質上，緊鄰平潭

-東山變質帶北側 (圖  3-5-(a)之 PDMB)，具有平潭 -東山變質帶的地質

環境及演化特性 (圖  3-5-(c))。馬祖地區的相關地質特性 (Lee et  al. ,  

2015, p8-21)，說明如下：   

(1) 地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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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白堊紀的燕山運動造成了大規模深部岩漿侵入，同時地表的

火山噴發活動也十分劇烈，華南沿海早白堊紀 (約 140 MaBP

至 120 MaBP 期間 )的火成活動及其火山岩，由浙江往福建

延伸分布，以英安岩質 –流紋岩質的火山岩為主；西莒凝灰

岩與英安岩、東莒火山角礫岩、高登島凝灰岩與流紋岩，都

是此時期的產物。  

(b) 早白堊紀中期 (約 120 MaBP 至 110 MaBP 期間 )的岩漿活動

趨緩，在東引島、西引島形成中性的閃長岩。  

(c) 之後，華南沿海分布廣泛的晚白堊紀花崗岩，與燕山運動的

後造山期張烈環境有關，岩漿事件集中在約 100 MaBP 至 90 

MaBP 期間；馬祖北竿島橋仔花崗岩與塘岐輝綠岩，形成於

此時期。  

(d) 雙模式的岩漿組合 (酸性、基性岩漿共存 )，是後造山環境的

典型特徵；在板塊張裂環境下，來自深度的基性岩漿上湧，

以岩脈形式侵入先前形成的岩體。馬祖到金門等地的岩脈，

皆呈現北東走向、高角度的侵入位態，反應燕山運動之後造

山期的大地構造伸張方向。  

(2) 在地層分布分面：  

馬祖地區之火成岩由老至新，可區分為白沙花崗岩、西莒凝灰岩、

東莒火山角礫岩、東引閃長岩、僑仔花崗岩和塘岐輝綠岩，以及

最後侵入的基性岩脈。  

(a) 白沙花崗岩：  

(i) 白沙花崗岩是馬祖地區出露最老的地層，野外產狀為一

套具明顯黑雲母斑晶的中粒花崗岩，岩體含有暗色閃長

岩質包體 (dioritic enclave)。  

(ii)  白沙花崗岩體的形成時代，約為早白堊紀 (鋯石鈾鉛年

齡為 137 MaBP)。  

(b) 西莒凝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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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西莒凝灰岩覆蓋於白沙花崗岩之上，以凝灰岩為主體，

含少部分英安岩與流紋岩，部分凝灰岩含有花崗岩角

礫。  

(ii)  新鮮的西莒凝灰岩呈暗色，含淺色長英質礦物斑晶，風

化後轉為淺白色岩體，長英質礦物呈半透明；石英、長

石占整體的 70%至 90%。  

(iii) 西莒凝灰岩最大出露厚度約 180 m，其岩體形成時代約

為早白堊紀 (鋯石鈾鉛年齡為 134 MaBP 至 122 MaBP)。 

(c) 東莒火山角礫岩：  

(i)  東莒火山角礫岩覆蓋於西莒凝灰岩之上，本層由火山活

動噴發產生的碎屑物質所組成，包含岩屑、晶屑、玻屑、

火山角礫、集塊岩等。  

(ii)  東莒火山角礫岩的最大出露厚度約 60 m，其岩體形成

時代約為早白堊紀 (鋯石鈾鉛年齡為 131 MaBP)。  

(d) 東引閃長岩：  

(i) 東引閃長岩是構成東引島、西引島的主體。  

(ii) 東引閃長岩，依其斜長石斑晶大小，可分成粗粒與細粒

二類，基質具微晶質結構，顯示為岩漿淺侵入結晶而成。 

(iii) 東引閃長岩的最大出露厚度約 100 m 至 150 m，其岩體

形成時代略晚於早白堊紀 (鋯石鈾鉛年齡為 116 MaBP)。 

(e) 僑仔花崗岩：  

(i)  僑仔花崗岩以淺色細粒花崗岩為主體，包括花崗閃長岩

和英雲閃長岩，岩體偏灰白少有暗色礦物，但具有明顯

晶洞出現，亦有文象與長石環帶結構，顯示岩漿快速冷

卻，為淺侵入的花崗岩。  

(ii) 僑仔花崗岩是一套礦物粒度小，且具有晶洞構造的淺侵

入花崗岩。  

(iii) 僑仔花崗岩的最大出露厚度約 300 m，其岩體形成時代

約為晚白堊紀早期 (鋯石鈾鉛年齡為 96.3 MaBP)。  

(f) 塘岐輝綠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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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塘岐輝綠岩為深綠色基性岩體，岩相具輝綠結構。  

(ii) 塘岐輝綠岩的最大出露厚度約 100 m，其岩體形成時代

約為晚白堊紀早期 (鋯石鈾鉛年齡為 95.6 MaBP)。  

(iii) 塘岐輝綠岩與僑仔花崗岩，同屬馬祖地區最年輕的岩

體，也是燕山期浙閩沿海地區之後造山雙模式岩漿組

合。  

(3) 基性岩脈：  

馬祖地區大量分布北偏東 50 度至 70 度、高角度侵入的基性岩

脈，分為閃長岩質與玄武岩質兩類；基性岩脈侵入本區所有地層，

是最後 1 期的岩漿活動事件。  

(a) 閃長岩質岩脈：  

(i) 岩 脈 主 要 呈 墨 綠 色 ， 與 圍 岩 的 接 觸 面 具 有 反 應 邊 緣

(reaction rim)或是過渡帶，顯示侵入時溫度較高，二者

在半塑性狀態下發生反應。  

(ii) 岩脈寬度多為 3 m 至 5 m，少部分可達 10 m。  

(iii) 岩 脈 侵 入 時 代 約 為 晚 白 堊 紀 ( 鋯 石 鈾 鉛 年 齡 為 94.6 

MaBP)，常被玄武岩質岩脈截切。  

(b) 玄武岩質岩脈：  

(i) 岩脈主要呈深黑色或深黑綠色，與圍岩接觸處不具反應

邊緣，指示岩漿於近地表或地表噴發環境，快速冷卻形

成岩脈。  

(ii) 岩脈寬度多小於 3 m。  

(iii) 岩 脈 侵 入 時 代 約 為 晚 白 堊 紀 ( 全 岩 氬 氬 年 齡 為 90.4 

MaBP; Chen et al. ,  2008a,  p486)，為最年輕的入侵岩脈。 

(4) 地質構造：  

(a) 官帽山剪切帶位於南竿島南端，其寬度至少 10 m 以上，受

剪切作用變形的岩石，以官帽山南側的變形程度最高。  

(b) 官帽山剪切帶是一條北偏東 40 度至 90 度走向、南傾 20 度

至 60 度的條帶狀剪切帶，截切白沙花崗岩、西莒凝灰岩與

東莒火山角礫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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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官帽山剪切帶經過的岩體，具有韌性變形特徵 (礦物顆粒拉

長變形、順向排列 )，部分糜嶺岩化 (mylonitization)現象。  

(5) 礦物相：  

(a) 白沙花崗岩是一套具明顯黑雲母斑晶的中粒花崗岩，黑雲母

和角閃石為主的暗色礦物含量超過 20%，受風化後岩體多呈

褐黃色，表面可見明顯殘餘長石斑晶。  

(b) 僑仔花崗岩以淺色細粒花崗岩為主體，組成礦物以石英、斜

長石和鹼性長石為主，占了 80%以上，暗色礦物黑雲母占了

約 5%。  

(c) 東引閃長岩依斜長石斑晶大小可分成粗粒與細粒二類；主要

礦物為石英和斜長石，少量角閃石、黑雲母和鹼性長石，基

質具微晶質結構。  

(d) 塘岐輝綠岩為深綠色基性岩體，主要礦物為斜長石、鹼性長

石、輝石和角閃石，含有少量黑雲母，岩相具輝綠結構。  

(e) 閃長岩質岩脈顏色為墨綠色，可見角閃石斑晶，礦物粒度由

岩脈中央往邊緣變細，主要礦物為斜長石和角閃石，少量石

英、綠泥石、絹雲母等。  

(f) 玄武岩質岩脈多為深黑色或深黑綠色，岩象成斑狀結構及火

山玻璃交織，基質為隱晶質。  

 

3.3.2.2.2. 烏坵地區地質環境概述 

烏坵地區位於臺灣本島之西，鄰近福建省 (圖  3-3)：  

(1) 烏坵地區距臺灣西北部海岸最近約 120 km，與北側之馬祖距離

約 140 km，距南側之金門約 120 km。烏坵地區北有南日群島，

其西有湄洲島，相距均約 20 km。  

(2) 烏坵地區的行政區域隸屬福建省金門縣代管。  

(3) 烏坵地區 (圖  3-108)包含大坵嶼、小坵嶼，及周緣無人島與礁石；

大坵嶼位於小坵嶼西北方約 0.8 km，兩小島僅隔一小海溝。  

(4) 大坵嶼又稱大龜嶼，是烏坵鄉最大島嶼 (Hsia,  1998,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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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坵嶼面積約 0.8 km2，形狀略呈橢圓形，長軸約 1.5 km、

短軸約 500 m 至 650 m。  

(b) 大坵嶼中央地區之主稜線起伏較緩，其高程約在 55 m 至 70 

m 左右，全島最高點海拔約 75 m。  

(5) 小坵嶼包含本島、西側無人島，及南側礁石群，總面積共約 0.36 

km2 (Hu and Lin,  2000,  c2)：  

(a) 小坵嶼本島面積約為 0.27 km2，形狀略呈三角形，東西方向

長約 960 m，南北方向長約 500 m。  

(b) 小坵嶼本島地形特徵以丘陵緩起伏地貌為主，大部份地區之

海拔高度在 5 m 至 15 m 之間，多處出露侵蝕殘餘之獨立小

山，以東南側之圓丘型高地為最高，海拔高度約 28.78 m。  

(c) 南側之礁石群，由高低起伏之巨塊岩石及砂礫灘所構成，漲

潮時僅餘塊岩露出海面。  

(d) 西側之無人島為一獨立小丘，向四面地勢漸低，其脊部略呈

西北–東南向延伸。  

 

圖  3-108 為烏坵地區地質圖，烏坵地區在區域地質上，位於平潭

-東山變質帶範圍內 (圖  3-5-(a)之 PDMB)，具有平潭 -東山變質帶的地

質環境及演化特性 (圖  3-5-(c))；烏坵地區相關地質特性，說明如下： 

(1) 地質史 (Lin,  2000e, p12)：  

(a) 在中生代晚期，白堊紀燕山運動在福建東南部造成許多之侵

入岩體 (圖  3-15)，包括大坵嶼及小坵嶼。  

(b) 大坵嶼之火成岩由老至新，可區分為基性及酸性火成岩，與

酸性、中性和基性之侵入岩脈。  

(i)  大坵嶼的基性火成岩 (以輝長岩為主 )，為烏坵地區最老

的火成岩，多為小岩基型態，並構成烏坵地區基盤，岩

體生成時代約在 125 MaBP 至 115 MaBP 期間。  

(ii)  大坵嶼的酸性火成岩 (以花崗岩為主 )，火成岩侵入體呈

岩株型態或脈狀，岩體生成時代約在 110 MaBP 至 97 

MaBP 之間，為大坵嶼第二老的火成岩，與小坵嶼最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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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酸性火成岩 (呈岩株型態，構成小坵嶼基盤 )，兩者生

成時代相當，可歸類為同一時期岩漿活動的產物。  

(iii)  大坵嶼的中性和基性侵入岩之侵入體呈脈狀，岩體生成

時代約在 94 MaBP 至 76 MaBP 之間，與小坵嶼的中性

(以閃長岩為主 )和基性侵入岩脈，兩者生成時代相當，

亦可歸類為同一時期岩漿活動的產物，為烏坵地區最年

輕的岩石。  

(c) 小坵嶼地區，在大坵嶼之基性輝長岩體侵入 (約 125 MaBP 至

115 MaBP 期間 )後，其可能的地質演化過程，依序說明如下： 

(i) 岩漿活動逐漸演化成為酸性的花崗岩岩漿。  

(ii)  地下之花崗岩體形成後，因地殼之抬升作用，使得此酸

性岩體逐漸由塑性環境，進入半塑性至脆性環境。  

(iii)  在緩慢抬升的過程中，可能受到部分區域性深斷裂活動

的影響，花崗岩體受剪切作用，產生塑性流動構造及再

結晶現象。  

(iv)  此後，地下中性岩漿之岩株部分，開始往上侵入此酸性

岩體，局部使圍岩產生部分熔融作用。  

(v) 此中性岩株循應力造成的裂隙，在不同的環境下，先後

形成不同構造型態的閃長岩脈 (圖  3-5-(b))。  

(vi)  之後，地下岩漿活動似乎又演化成基性的岩漿，又或是

因構造作用使地殼深部之基性岩漿往上流動，造成此花

崗岩體再次受到岩脈的侵入，形成基性的粗粒玄武岩脈

(輝綠岩 )。  

(vii)  此區岩體持續穩定的抬升，伴隨著侵蝕作用，小坵嶼逐

漸上升至地表，解壓性的節理不斷在岩體中形成，而外

營力的風化侵蝕及搬運作用，使地貌成型，並造成峽灣

及沉積物的堆積，逐漸形成現今的小坵嶼。  

(2) 烏坵地區基盤以花崗岩類岩體為主，其間出露多道中性及基性之

侵入岩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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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烏坵地區的花崗岩類岩體，因岩漿分異作用的程度差異，以

其礦物組成及含量不同，又可細分為花崗岩、鹼長花崗岩、

石英岩，及富石英花崗岩等 (Lin,  2000e, abstract)。  

(b) 中性岩脈以閃長岩類為主，礦物顆粒較小且多有斑晶，依其

礦物組成及含量，可再細分為閃長岩、英雲岩，及石英閃長

岩等 (Lin,  2000e, abstract)。  

(c) 基性岩脈以淺層侵入之粗粒玄武岩 (輝綠岩 )為主，礦物顆粒

亦較小，大都具有斑狀及似粗面組織 (Lin,  2000e, abstract)。 

(d) 烏坵地區出露之岩脈，由現地岩脈之接觸關係，可以明確指

示中性岩脈 (閃長岩 )先侵入於花崗岩岩體中，而後基性岩脈

(輝綠岩 )再侵入於花崗岩岩體中，或者循花崗岩與閃長岩脈

之界面侵入，甚至侵入於中性岩脈中 (Lin,  2000e,  p10)。  

(e) 大坵嶼岩脈之位態，以西北向為主，東北向次之。  

(f) 小坵嶼共出露三十餘條且呈高角度之輝綠岩脈，岩脈走向以

西北向為主、東北向次之；西北走向之岩脈連續性極佳、小

坵 嶼 主 島 及 各 小 島 幾 乎 可 見 此 走 向 岩 脈 貫 穿 其 間 (Lin,  

2000e, p10; Hsia,  1998, abstract )。  

(3) 烏坵地區地表出露甚多延伸性不佳之節理，主要分為高傾角與近

水平兩類之節理組，大部分均屬解壓造成的節理，整體而言，地

表出露之節理組並無明顯之位態趨勢 (Lin,  2000e,  p11)。  

(4) 烏坵地區之大地應力場演化，至少有 4 期，期間或其後並伴隨著

燕山運動晚期之火成岩的侵入活動 (Hsia,  1998,  abstract)：  

(a) 最早的應力場其主應力方位大致呈北北東向，屬壓性斷裂，

造成第 1 次基性火成岩的侵入活動。  

(b) 第 2 期的主應力方位大致呈西北向或東西向，屬張性斷裂，

造成酸性火成岩的侵入活動；在大坵嶼與輝長岩體接觸或呈

脈狀侵入，而在小坵嶼僅呈岩株型態。  

(c) 第 3 期的主應力方位大致呈西北向，屬張性斷裂，造成火成

岩的侵入活動；其產物為中性及基性岩脈，相對於後期的岩

漿活動，多沿著原有的斷裂帶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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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第 4 期的主應力方位大致呈東北向或東北東向，屬張剪性斷

裂，造成右移斷層與後火成活動之石英脈充填。  

(5) 礦物相：  

(a) 大坵嶼輝長岩類所含之長石礦物，普遍呈角閃石化，係受岩

漿後期作用影響 (Hsia,  1998,  abstract)。  

(b) 小坵嶼花崗岩類所含長石和石英等礦物，均具有不同程度的

次晶粒化和再結晶現象，顯示曾受應力作用產生應變，其後

也曾進行不同程度之再結晶作用。  

 

3.3.2.2.3. 金門地區地質環境概述 

金門地區位於臺灣本島之西，鄰近福建省 (圖  3-3)：  

(1) 金門地區位於福建東南的九龍江口外，距廈門約 10 km，距離臺

灣約 210 km。  

(2) 金門地區 (圖  3-109)的行政區域隸屬福建省金門縣，有大小 12

個島嶼，主要由金門島、烈嶼與鄰近數個小島所組成，涵蓋面積

約 153 km2；烈嶼島位於金門島西邊，兩島相距僅約 3 km。  

(3) 金門島面積約 134 km2，狀如啞鈴，東西長約 20 km，南北最長

處位於東部約 15 km、最短處在中央約 4 km；金門島地勢最高

的太武山，位於金門島東側，是花崗片麻岩類構成的丘陵，主峰

稱為北太武山，標高約 262 m。  

(4) 烈嶼面積約 15 km2，形狀如笠，四週平坦、中央丘陵起伏，地

勢最高為麒麟山，由紅土化的片岩類基盤所形成的殘丘，其頂部

覆蓋薄層泥岩與玄武岩熔岩流，標高約 114 m。  

 

圖  3-110 為金門地區地質圖，金門地區在區域地質上，位於平潭

-東山變質帶範圍內 (圖  3-5-(a)之 PDMB)，具有平潭 -東山變質帶的地

質環境及演化特性 (圖  3-5-(c))；金門地區相關地質特性說明如下：  

(1) 地質史 (詳附件 A， c3.2.2)：  

(a) 金 門 島 花 崗 岩 體 的 形 成 年 齡 以 太 武 山 岩 體 最 老 ( 約 140 

MaBP)，斗門岩體最晚 (約 120 Ma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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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於長樂 -南澳深斷裂帶 (圖  3-3 之 CNFZ)的左移剪切活動

(約 122 MaBP)，使得金門島中下部地殼，快速抬升至地殼

淺部，同時在約 24 km 至 6 km 處發生同構造侵入活動 (Lin 

et al. ,  2011b,  p26)，形成以花崗片麻岩、英雲閃長岩質片麻

岩、角閃岩脈、混合岩與花崗岩，以及岩脈群侵入至花崗片

麻岩體為主的 變質核心雜岩 (metamorphic core complex)  

(Lin et al. ,  2011b, p29)。  

(c) 白堊紀中晚期 (約 110 MaBP 至 99 MaBP 期間 )(圖  3-5-(c)-

3)，此時的構造環境轉變為以張裂型態為主，金門島發生一

期大規模的後造山期岩漿活動；在此後造山期岩漿活動中： 

(i) 岩漿侵入早期白堊紀形成的結晶基盤岩體中，形成未變

形、淺位侵入的花崗岩體，同時在岩體附近發生大規模

的火山活動，這些大量未變形花崗岩及火山岩的形成，

顯示了剪切帶活動的停止。  

(ii) 岩漿多以岩脈或岩株的方式侵入 (約 101 MaBP)。  

(d) 約 90 MaBP 至 80 MaBP 期間 (圖  3-5-(c)-4)，廣泛發生的大

陸邊緣張裂作用，持續讓岩石圈減薄，在歐亞大陸東部構成

被動大陸邊緣張裂；在此地體環境下，金門島開始以穩定地

塊，緩慢抬升與剝蝕 (Lin et  al. ,  2011b,  p30)。  

(e) 約 92 MaBP 至 76 MaBP 期間 (Lee, 1994,  p152)，在結晶基

盤的冷卻節理形成過程中，伴生大範圍之輝綠岩脈的侵入活

動，其位態大致為 N30E、近乎垂直 (圖  3-5-(b))，均屬於

張裂構造，顯示此區結晶基盤已剝蝕至地殼淺部 (15 km 至 6 

km; Lin et  al. ,  2011b, p23)。  

(f) 約 76 MaBP 至 58 MaBP 之間，金門島的太武山斷層 (走向 /

傾角約為 N64E/70N)隨臺灣海峽張裂發生活動 (Lin et al. ,  

2012c,  c4p31 & p75)。臺灣海峽張裂構造與岩漿活動，有由

西往東遷移的趨勢，直到漸新世開始的南中國海海板塊張裂

活動為止 (Chen et al . ,  2010a,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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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新生代早期 (圖  3-5-(c)-5)金門地區仍屬於山地，華南沿海

地區普遍發生不整合與沉積間斷：  

(i) 金門島因地殼長期穩定抬升剝蝕，結晶基盤已出露地

表，大陸東南的古九龍江河道流經金門島西側，開始有

河流沉積物的堆積，並風化淋濾成為富含高嶺土礦的沉

積層，不整合地蓋在花崗岩質或花崗片麻岩質基盤上

(Lin et al. ,  2011b, p30)。  

(ii)  由區域性的大地構造架構、岩層分布及氣候變遷等資料

綜合研判，金門島與福建之間，存在厚度達數百公尺以

上的變質沉積岩層，使金門島花崗片麻岩與福建結晶岩

層不相連 (Lin et  al. ,  2011b, p9, Table 6)。  

(h) 中新世早期 (約 15 MaBP)，全球海水面上升最高峰，金門島

一度四面環海，使得河流 (古九龍江 )無法再流經金門島而中

斷河流沉積 (Lin et al. ,  2011b,  p30)。  

(i)  中新世晚期 (約 10 MaBP)，海水退卻，金門島的中新世玄武

岩流以陸相噴發，形成明顯的柱狀節理特徵，玄武岩流不整

合地蓋在沉積層之上；顯示在中新世早期為濱海環境的金門

島，於中新世晚期時，已相對抬升成陸地：  

(i) 金門島再度與大陸相連，也使得古九龍江河道再度流經

金門島，形成礫石層堆積；之後，更強烈風化為紅土礫

石層 (Lin et al. ,  2011b, p33)。  

(ii) 此時期記錄海水面變動的古海蝕平台，至今仍處於濱

海，顯示 10 MaBP 至今，此區地殼無明顯抬升或沉陷。 

(j)  簡言之，金門島自約 10 MaBP 開始至今，即發展為一穩定的

地塊 (Lin et al. ,  2011b, p30)。  

(2) 金門島及烈嶼的基盤岩，以花崗岩類 (granitic rocks)為主：  

(a) 受長期侵蝕風化影響，造成地勢平緩的丘陵。  

(b) 主要地貌特徵包括花崗岩體的殘丘、玄武岩熔岩流、紅土台

地、現代沖積平原與風成砂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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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全新世以來，金門島四面環海，島上原與大陸相連的古河道

變成旱谷地形，現有水系亦屬無能河 (Lin,  1970,  p4)。  

(3) 構造類型與順序 (詳附件 A， c3.4.1)：  

在構造類型方面，依其形成順序可分為韌性剪切帶、細粒花崗岩

脈及偉晶岩脈、冷卻節理、輝綠岩脈、斷層，以及地表剝蝕節理。 

(a) 韌性剪切帶：  

(i) 受到長樂 -南澳深斷裂帶活動的影響，圍繞著太武山花

崗片麻岩體周圍，有東北向及西北向 2 組韌性剪切帶。 

(ii)  成功片麻岩體之原岩岩漿沿著剪切帶侵入，侵入深度約

中部地殼，主要呈現角閃岩相變質作用的特徵。  

(iii)  受剪切活動影響，形成中至細粒、片理發育良好的片麻

岩及角閃岩脈，年代約為 129 MaBP (Lin et al. ,  2011b,  

p32)；此同構造侵入體的年代，亦可代表此剪切構造活

動的年代。  

(iv)  細粒花崗岩脈與偉晶岩脈群，於 100 MaBP 左右，侵入

此剪切帶，顯示此剪切帶的剪切活動應在 100 MaBP 前，

已停止活動；並由於金門未變形花崗岩 (斗門岩體 )的年

代為 120 MaBP，故剪切活動應於 120 MaBP 前即停止。 

(b) 細粒花崗岩脈及偉晶岩脈侵入構造：  

細粒花崗岩脈及偉晶岩脈的岩漿，多順被動張性節理侵入並

快速冷卻成岩脈，顯示侵入當時 (約 100 MaBP)，侵位深度相

當淺，且已屬於張裂型大地構造環境。這些岩漿侵入裂隙，

並以結晶相嵌與圍岩密合，因此不會成為主要導水裂隙。  

(c) 冷卻節理：  

基盤岩的冷卻節理多伴生在細粒花崗岩脈或偉晶岩脈附近，

為基盤岩因岩脈快速冷卻收縮所產生的節理。此節理發育於

岩體溫度冷卻到約 300 ℃以下 (黑雲母鉀氬 /氬氬法之封存

溫度 )至 200 ℃以下 (鉀長石鉀氬 /氬氬法及鋯石核飛跡法之

封存溫度 )時，根據輝綠岩脈全岩鉀氬法，加上花崗岩及花崗

片麻岩的黑雲母及鉀長石氬氬法、磷灰石核飛跡法等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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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年法資料顯示，冷卻節理形成於 95 MaBP 以後 (Lin et  al . ,  

2011b, p32)。  

(d) 輝綠岩脈群侵入構造：  

(i) 輝綠岩脈大都順北東向張性節理侵入 (92 MaBP 至 76 

MaBP 期間 )(Lee,  1994,  p152)，此類節理亦多為基盤岩

的冷卻節理。  輝綠岩脈群以數十公分至數公尺寬，高角

度且走向主要為 N30E，成群侵入結晶基盤。  

(ii) 輝綠岩脈快速冷卻至 200 ℃以下，因快速冷卻而發育

許多岩脈內部微小且連續性不佳的冷卻節理，且與圍岩

的冷卻節理彼此不相連。  

(e) 斷層帶：  

(i) 太武山斷層為最具代表性的北東向正斷層帶，位態約為

N64E/70N，寬度至少 150 m。  

(ii)  太武山斷層帶截切過太武山，通過太武山公墓，於南、

北太武山之間形成約 N60E 延伸的斷層谷。  

(iii) 由於部份輝綠岩脈受斷層影響形成破碎剪裂帶，因此可

知斷層活動時間，發生在輝綠岩脈侵入活動 (92 MaBP 至

76 MaBP 期間 )(Lee,  1994, p152)之後。  

(iv)  斷層兩側結晶基盤的核飛跡年代，顯示晚白堊紀的冷卻

率出現明顯差異，但在新生代以後並無差別，顯示太武

山斷層帶活動應在 76 MaBP 至 58 MaBP 之間 (Lin et al. ,  

2012c, c4p75)。  

(f) 剝蝕節理：  

岩體剝蝕近地表時，因風化及解壓作用形成的節理，多為最

後期之低角度構造，並平行地表發育。剝蝕節理所形成的風

化裂隙岩層，是金門島主要淺層含水層。  

(4) 應力場演化史：  

根據岩脈侵入體的位態，可反映當時最小主應力的方向，與應力

場及液壓相關資訊，因此可利用不同侵入階段的岩脈資料，重建

金門地區的應力場演化史 (Chen, 2015,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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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同造山階段之岩脈侵入體 (角閃岩與偉晶岩脈，侵入年代約

130 MaBP 至 110 MaBP)，以低角度侵入為主，呈現東西方

向、擠壓的逆衝斷層應力場。  

(b) 後造山時期之岩脈侵入體 (偉晶岩與細晶岩脈，侵入年代約

110 MaBP 至 100 MaBP)可分為 2 期：  

(i) 前期屬於走向滑移應力場，水平最大擠壓方向為西北

向。  

(ii) 後期為正斷層應力場，水平最大擠壓方向為東西向。  

(c) 非造山期之岩脈侵入體 (輝綠岩脈群，侵入年代約 92 MaBP

至 76 MaBP)(Lee, 1994,  p152)，以高傾角東北向侵入，應力

場則是正斷層應力場，水平最大擠壓方向為東北向。  

(5) 礦物相 (詳附件 A， c3.8.1)：  

(a) 花崗岩的新鮮礦物組成，主要以石英、鉀長石、斜長石類、

黑雲母類為主要成分 (Hsieh and Lin,  2012,  c7)；在主要礦物

間偶會出現絹雲母、綠泥石類的次生礦物，並夾有細微石英

脈，少量在長石或雲母邊緣出現輕度至中度蝕變現象。  

(b) 輝綠岩脈的新鮮礦物組成方面，主要以斜長石類、角閃石類、

單斜輝石、不透光礦物 (如鈦鐵礦、磁鐵礦等 )為主要成分

(Hsieh and Lin,  2012, c7)。  

(c) 裂隙帶岩樣之破裂程度高、表面粗糙、屬整體中度到強烈蝕

變，黏土化、綠泥石化程度高，明顯形成覆蓋破裂面之白色

或黃綠色的隱晶質粉狀次生礦物，與粉紅、灰白至墨綠色的

次生礦物；部份為易剝離片狀，部份礦物仍保有原本晶體外

形，但內部早已轉變為蝕變礦物，礦物之間亦充填蝕變礦物，

偶見風化鏽染。裂隙帶風化岩心樣品實際分析所得的次生礦

物及微量的殘餘原生礦物 (Hsieh and Lin,  2012,  c4p5)，包

含：  

(i) 綠泥石類、簾石類、絹雲母、方解石、黃鐵礦、高嶺石、

石英及黏土礦物為主要的次生礦物；石英可能為次生或

原生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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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角閃石類、鈦鐵礦、磁鐵礦、鋯石、石榴石類、白雲母、

單斜輝石、磷灰石類等可能為微量的殘餘原生礦物 (副

礦物 )。  

 

金門島東部出露有大面積的花崗岩體，簡稱 K 區，用以發展場

址尺度的調查技術 (圖  3-84)，建立調查評估主要導水裂隙的技術流

程；所產出的相關結果，亦可供金門地區地下水資源開發研究使

用：  

(1) 在 1999 年至 2010 年期間，在 K 區進行一系列的技術發展工作

( 圖  3-111)(Lin et  al. ,  2012c) ， 陸 續 完 成 地 表 地 質 調 查 ( 圖  

3-110)、岩石組成與定年分析 (圖  3-112)、500 點地表重 /磁力探

測 (圖  3-113、圖  3-114)、 16 km 地電阻剖面探測 (圖  3-115)、

3,000 m (6 孔 )地質鑽探、地物 /水文 /地化 /岩力等各式孔內探測

作業 (圖  3-116)，透過整合性的資料解析，建構 K 區初步地質概

念模式 (圖  3-117)，用以聚焦並精進主要導水裂隙調查評估的技

術與流程 (圖  3-84)。  

(2) 根據 K 區相關研究成果，於 2015 年期間，以 SNFD2017 報告第

4 章 (處置工程設計 )及第 5 章 (安全評估 )數值模擬的需求角度，

彙整編撰成「 SNFD2017 參考案例表二：地質概念模式及特性數

據」，據以說明臺灣已具備深層地質特性調查與資料解析能力。

SNFD2017 參考案例表二的建構過程及相關細節論述，請參考附

件 A。  

(3) 根據臺灣現有相關法規規範，考量 K 區的高人口密度，以及地下

水資源等因素，K 區已被排除在地質處置設施候選場址的考量範

圍 (2013/08/29，金門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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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水文地質 

在地質處置設施的安全設計概念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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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同地區、不同深度

的深層地下水流動特性均有其獨特性，且深層水文地質資訊普遍缺

乏。因此，在地質處置設施場址地點未定之前，主要將研發重心集中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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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掌握與建構深層地質處置母岩與構

造空間分布的地質特性與其概念模式，是了解深層水文地質特性的首

要任務。  

整體而言，臺灣本島東部及西部離島花崗岩體，雖然有研究認為

系出同源 (圖  3-16)，且於相近年代形成 (離島岩體稍老 )，但所處的地

質環境則有明顯不同：  

(1) 臺灣本島花崗岩體位於大陸與海洋地殼過渡帶之大南澳變質雜

岩帶範圍內 (圖  3-5-(a)之 TCMB)，處於擠壓轉張裂沉陷環境的

變形帶中 (圖  3-48)：  

(a) 臺灣本島花崗岩體現今地表出露高程分布很廣，由 2,000 m

高的山區至海邊均有 (圖  3-4)，地形高程與侵蝕基準面 (海

平面 )差異大，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類型之地質處置設施預

期處置深度 (約 500 m 深 )內的地下水流場，應受地形及構造

影響，基本上：  

(i) 由上往下看，水流將由地表高程高處，以集水區的扇狀

型集中後，往海邊方向流動。  

(ii) 由側面看，地下水流場受地質構造 (例如斷層、岩體交

界 )影響，地下水可能以泉水或滲流 (seepage)方式溢流

出於地表，故處置地點應盡可能在臨海地區的低水力梯

度地區。  

(b) 臺灣 本 島 花崗 岩 體 部分 岩 體 具有 沉 陷 趨勢 ( 圖  3-44、 圖  

3-45 及圖  3-48)，長時間尺度的海水面變動 (圖  3-56-(c)及

圖  3-57-(g))，對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類型之地質處置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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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處置深度 (約 500 m 深 )的水文地質與化學環境的影響

相對較低。  

(2) 西部離島花崗岩體位於華南大陸地殼邊緣之平潭 -東山變質帶範

圍內 (圖  3-5-(a)之 PDMB)，已遠離現今臺灣地區的變形帶前緣

(圖  3-3-(b)-)：  

(a) 西部離島花崗岩體現今均為小島地形，四面環海，高程均相

當有限 (小於 300 m)，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類型之地質處置

設施預期處置深度 (約 500 m 深 )內的地下水流場，應受小島

地形影響，基本上：  

(i) 由上往下看，水流將由地表高程高區，以輻射狀往海邊

方向流動。  

(ii) 由側面看，受地下水與海水密度的差異影響，地下水流

場將呈現碗狀的分布型態。  

然而，普遍出現於西部離島花崗岩區的基性岩脈 (圖  3-5-

(b))，將會影響地下水流場的實際分布。  

(b) 雖然西部離島的岩體高程變動性不大，但在下一冰期時，海

水面可能會比現在低約 120 m，而轉為內陸沙漠環境 (圖  

3-56-(c)及圖  3-57-(g))，對預期處置深度的水文地質及化

學環境應有影響。  

 

臺灣尚未確定地質處置設施的候選場址，亦未針對任何特定地

點，進行系統化的現地調查與評估；有鑑於此，根據臺灣花崗岩體的

分布特性，後續各章節將以本島花崗岩區的山區臨海環境，及離島花

崗岩區的海島環境，分別說明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類型之地質處置設

施可能面臨的水文地質特性及化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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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1. 本島花崗岩體 

本島花崗岩體主要位於臺灣東部之大南澳變質雜岩帶範圍內 (圖  

3-3-(a)之 TCMB)，主要花崗岩體所涵蓋的區域，簡稱 H 區 (圖  3-4)，

其水文地質特性主要受控制於地形、岩體接觸、構造邊界、裂隙節理

特性，以及碳酸鈣的沉澱效應。H 區的水文地質特性，說明如下：  

(1) 地下水流向：  

(a) H 區所在區域均為西側高山、東側臨海，地形高程變化大 (圖  

3-118-(a))，可預期地下水流向主要由西向東：  

(i)  整區而言，在約 50 km 的東西向距離內，即可能由 3,000 

m 的高山下降至海邊 (圖  3-118-(a))；在尚無 H 區任何

特定地區的完整孔內水文地質調查數據之前，針對地下

水流場模擬研究所需的水力梯度數值，暫時以地形高度

差異所估算的水力梯度，作為其模擬研究之水力梯度的

設定值 (約為 6/100)。  

(ii)  因 H 區多溪流分布 (圖  3-118-(b))，溪流為地下水水壓

的宣洩出口，因此可預期 H 區深地層 (如 500 m 深度 )的

水力梯度值將小於 6/100。根據研究結果顯示，H 區地

表河水流量，約有 16%的河水是來自於地下水的補注

(Calmels et  al. ,  2011, p48)。  

(b) H 區北段的花崗岩體主要被片岩所包圍，而南段的花崗岩體

主要則被大理岩所包圍：  

(i) H 區有些岩體的接觸，發生年代較久，屬侵入型的接觸

(圖  3-119-(d))，或韌性狀態下的構造接觸 (圖  3-119-

(e))，Chen et  al  (2016b,  p25)曾根據多份研究成果 (Chu,  

1981; Yui and Jeng,  1990; Wintsch et al. ,  2011)，說明

太魯閣帶北部晚白堊紀 (86-90 百萬年前 )的變質作用，

認為此區域的片岩帶受到變質花崗岩熱力變質影響，使

被侵入圍岩 (片岩 )產生熱變質作用，其變質溫度範圍為

約 525-700°C 及 3-5 kbar，此溫壓條件使侵入岩體與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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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呈緊密鑲嵌接觸，且不會形成脆性地質構造；另從飯

包尖山現地調查照片顯示 (圖  3-119-(d))，此類侵入接

觸帶目前仍緊密結晶鑲嵌，故推論不易形成主要的導水

裂隙帶。  

(ii) 花崗岩體強度比片岩及大理岩高，因此，可預期在花崗

岩與片岩的脆性構造接觸帶 (圖  3-119-(c))，或花崗岩

與大理岩的新期 (第四紀以來 )接觸帶 (圖  3-119-(a) & 

(b))，有可能成為 H 區的主要導水裂隙。  

(iii)  花崗岩體本身的導水構造，主要受控於 LEAC 弧陸碰撞

運動造成的韌脆性構造。早期 (約 3 MaBP 至 4 MaBP 期

間 ) (Wang,  1998, p140)花崗岩體以韌性構造與圍岩接

觸，由韌性剪切帶所發育的葉理構造，係受控於橫移斷

層 (Pulver et al. ,  2002, p117; Lin,  2015, p86)，因花崗岩

體被岩石強度相對較低的圍岩 (大理岩、片岩 )所包圍，

而這些圍岩可能扮演力學的緩衝角色。約 1.5 MaBP 時

(Wang,  1998, p140)，高角度張裂型裂隙帶開始發育，

並有熱液礦脈充填，顯示花崗岩體開始受脆韌性構造之

急折帶及天水入滲影響 (Lin,  2015, p85)；裂隙發育至

今，主要由張裂的正斷層應力場所控制，導水構造主要

發育在前期的葉理面或急折帶再破裂處，並充填方解石

脈 (Lin,  2015, p98)。  

(c) H 區的裂隙分布，包含花崗岩、大理岩及片岩，均具有順既

有葉理面破裂的特性。整體而言，H 區的裂隙分布特性比離

島花崗岩區，具有較單純的叢集分布，主要是東西向至北東

向的裂隙叢集 (圖  3-120)，應與其南北向的張裂應力環境有

關 (詳見第 3.3.6.1.3 節 )。  

(d) H 區部分花崗岩位於臺灣中部山區東側，根據研究結果顯示

(CGS, 2013b, f6. 1-6.7)，臺灣本島中部山區：  

(i)  地下水位高程與地表高程成正相關 (圖  3-121-(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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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中部山區的西側之地下含水層厚度，比東側厚，且與地

表高程成負相關 (圖  3-121-(d)-(iii))。  

(iii)  岩屑層厚度與地下含水層厚度成正相關 (圖  3-121-(d)-

(v))；中部山區的西側之岩屑層厚度，比東側厚，且與

地表高程成負相關 (圖  3-121-(d)-(iv))。  

(2) 圍岩阻水特性：  

(a) H 區北段的花崗岩體主要被片岩所包圍；片岩本身具層理或

葉理特性，且本區域片岩葉理方向大致平行花崗岩與片岩之

接觸邊界方向，故片岩中的地下水流方向可能與其層理面或

葉理面平行。  

(b) H 區南段的花崗岩體主要被大理岩所包圍；大理岩因幾乎不

具層理面，葉理面也非不連續面，且 H 區大理岩多裂隙，天

水的入滲較容易，而地下水流向並無特定方向性。但 H 區南

段的花崗岩體，因已被大理岩包圍數百萬年，其花崗岩體本

身的裂隙，有很多碳酸鹽礦物的沉澱 (圖  3-130-(c) & (d))，

進而降低其導水特性。  

(3) 地下水來源：  

H 區 地 下 水 來 源 主 要 為 天 水 ( 圖  3-122) (CGS,  2013b, 

f9.1&f9.4&f9.5)。 H 區的西側邊界，以梨山斷層為構造斷層 (圖  

3-3-(b)-)，亦即梨山斷層以西的地形變化，應已經對 H 區的水

文地質無影響；上述邊界應可考量作為 H 區的分水嶺。  

(4) 水力傳導特性：  

圖  3-123 為臺灣中段山區水文地質圖 (CGS, 2013b, p16-81)，該

圖東側為 H 區南段。根據 H 區諸多工程開發利用呂琴試驗

(Lugeon test)所量得的水力傳導係數 (如圖  3-124)，顯示：  

(a) 大理岩之水力傳導係數，現地量測數據約介於 1.6 × 10−8 m/s

至 8.4 × 10−5 m/s，平均值約 1.4 × 10−5 m/s。  

(b) 片岩之水力傳導係數，現地量測數據約介於 1.0 × 10−8  m/s

至 8.8 × 10−5 m/s，平均值約 9.3 × 10−7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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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花崗岩之水力傳導係數，現地量測數據約介於 1.0 × 10−8 m/s

至 6.4 × 10−5 m/s，平均值約 6.5 × 10−7 m/s。  

(d) 結晶岩體的地下水流主要由裂隙帶所掌控。由圖  3-124 的

數據顯示，在淺層 600 m 深度範圍內，H 區的水力傳導係數

與深度並無明顯關係，研判應與水力試驗的深度位置，是否

位於裂隙帶比較有關聯；類似的特性亦出現於離島花崗岩區

(詳見第 3.3.3.2 節 )。  

(5) 平均年降雨量及入滲率：  

中央氣象局雨量站在宜蘭地區有 32 站、花蓮地區 45 站，蒸發量

觀測站分別各僅一站。根據中央氣象局雨量站資料顯示：臺灣東

部年降雨量由北 (宜蘭 )向南 (花蓮 )有降低的趨勢，越往山區降雨

量有越大的趨勢，但蒸發量剛好相反。花蓮溪流域在 2001 年至

2010 年間的年降雨量約為 2,158 mm/yr，年蒸發量約為 1,117 

mm/yr (CGS, 2013a,  c2p13, t2.4)。  

(6) 地下水流場特性之模擬測試範例：  

圖  3-125-(a)為根據 H 區磁感率 (圖  3-90-(b))所解析的地下岩

體及構造分布，結合相關假設 (詳圖  3-125 之圖說 )，所進行之地

下水流場特性模擬測試範例結果 (圖  3-125-(e))，說明如下：  

(a) 受制於東西兩端的高程差異，西側高山、東側臨海，地下水

流向主要由西向東。  

(b) 地下水流場受構造 (例如斷層、岩體交界 )影響，部份地區地

下水以泉水或滲流 (seepage)方式溢流出於地表。  

(c) 東側臨海地區，因海水及地下水的鹽度差異，在較深的地層

中，會有些微的海水入侵現象。  

(d) 本測試模擬結果僅供了解地形效應、地下構造分布，及水質

鹽度差異對地下水流場的影響性研究，並非真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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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 離島花崗岩體 

離島花崗岩體由北而南，主要分布於馬祖、烏坵及金門 (圖  3-3-

(a))，均位於中國大陸東南地區的平潭 -東山變質帶範圍內 (圖  3-5-

(a)之 PDMB)，具有類似的地質演化 (圖  3-5-(c))，以及常見的基性岩

脈群侵入特徵 (圖  3-5-(b))。馬祖、烏坵及金門地區離島的面積均有

限，以金門島最大，面積約 134 km2，地形最高點約 262 m；小坵嶼

最小，主島面積僅約 0.27 km2，地形最高點約 29 m。  

離島花崗岩體的水文地質特性，以金門島的 K 區為例，說明如下

(詳附件 A， c3.7)：  

(1) 地下水流向：  

(a) 根據 K 區地質概念模式 (圖  3-117-(b))，可知：  

(i)  除了地形效應外，地下水的流動特性，主要受控於斷層、

破裂帶及基性岩脈的位態。  

(ii)  斷層及破裂帶為可能的主要導水裂隙，而基性岩脈為可

能的阻水構造，應會改變其區域性的流向。  

(b) 完整岩體內連通的裂隙網路，亦會影響地下水的流動特性： 

(i)  岩體內連通的裂隙網路，亦是地下水的流通路徑，但因

實務上，無法實際量測每個裂隙的各種物理特性，因此

其分布及影響性，主要藉助於統計理論，建構具統計特

性的離散裂隙網路 (Discrete Fracture Network, DFN)。  

(ii)  離散裂隙網路的建立，必須針對特定範圍內的裂隙量測

(如孔內、地表、現有隧道面的裂隙 )，及線形分析 (如衛

星影像線形、重 /磁力逆推線形 )資料，進行裂隙特性的

統 計 分 析 ， 建 立 所 謂 的 離 散 裂 隙 網 路 參 數 集 (DFN 

recipe)，用以模擬岩體內離散裂隙網路的特性。  

(iii) 臺灣尚未決定地質處置設施的候選場址，亦未針對任何

特定地點進行系統性的現地調查與評估，因此現階段僅

以 K 區有限的裂隙調查資料，及重 /磁力逆推所獲得之

線形資料，建立 SNFD2017 參考案例的離散裂隙網路參



 

 3-198 

數集，供 SNFD2017 報告第 4 章 (處置工程 )及第 5 章 (安

全評估 )，進行其數值模擬技術的發展。  

(iv)  K 區之離散裂隙網路參數集的詳細建置過程，請參考

SNFD2017 參考案例表二的說明文件 (詳附件 A 之第 3.9

節 )；K 區之離散裂隙網路模擬範例詳見第 3.3.5.2.5 節。 

(2) 阻水構造：  

(a) 臺灣西部花崗岩離島 (馬祖、烏坵及金門地區 )之結晶基盤，

於 92 MaBP 至 76 MaBP 期間 (Lee, 1994, p152)，在抬升及

冷卻過程中，伴隨大範圍基性岩脈的侵入活動 (圖  3-5-(b))，

該類基性岩脈，若未被後期的斷層活動所切穿，則可能為重

要的阻水構造。  

(b) 完整的巨厚岩體 (花崗岩體、花崗片麻岩體、花崗岩脈、角閃

岩脈、輝綠岩脈等 )本身若無重要構造且裂隙密度低時，亦可

成為主要阻水構造。  

(c) 斷層構造雖然可能是主要導水裂隙，但現今離島花崗岩區的

斷層活動性很低，不一定會成為主要導水裂隙；以 K 區太武

山斷層為例，約 58 MaBP 以來已無活動特徵 (Lin et al . ,  

2012c,  c4p75)。斷層構造除了可能因嚴重破裂而成為主要導

水裂隙外，亦可能會因裂隙的不連續或斷層泥的存在，反而

成為阻水構造 (Caine et al. ,  1996, p1028; Ma et al. ,  2012, 

p462)。  

(3) 地下水來源：  

(a) 由地下水氫氧同位素的分析結果可知，K 區的地下水主要來

自於天水 (Lin et  al. ,  2010, c4p12)。  

(b) 在 1999 年至 2010 年間，於 K 區因技術發展所取得之深層

地下水的鹽度很低 (圖  3-129)，主要是因為 K 區的面積很

大，約 82 km2，試驗孔的位置均位於島中央，故至 500 m

深度之地下水鹽度仍很低，但預期若靠近海邊，則地下水鹽

度會升高。另外，由於馬祖、烏坵地區的離島面積均比 K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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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且因面積及高程小，較易受到周圍海水所影響，故地下

水鹽度較高 (圖  3-129 之 W)。  

(4) 水文地質概念模式：  

綜合前述的摘要說明，可勾勒出 K 區的水文地質概念，如圖  

3-126 所示，其詳細建構過程，請參考 SNFD2017 參考案例表二

之說明文件 (附件 A 第 3.7 節 )。  

(5) 水力傳導特性：  

(a) 導水構造：  

(i) K 區孔內導水構造 (小於 500 m)的水力傳導特性，於

2002 年至 2010 年期間，透過孔內雙封塞水力試驗量測

得到之水力傳導係數範圍，約介於 10−8 m/s 至 10−4 m/s

之間，平均值約為 5.0 × 10−6 m/s (圖  3-127)(Lin et al. ,  

2012c, at3.4)。  

(ii) K 區風化層 (小於 70 m)地下含水層之水力傳導係數，約

介於 5.0 × 10−6 m/s 至 1.5 × 10−4 m/s 間 (Chiang and Yu, 

2009,  c4p1)。  

(iii)  小坵嶼孔內導水構造 (小於 100 m)的水力傳導特性，於

1999 年至 2000 年期間，透過孔內雙封塞水力試驗量測

得到之水力傳導係數範圍，約介於 8 × 10−5  m/s 至 6 ×

10−3 m/s 之間，平均值約為 8 × 10−4 m/s (Hu and Lin,  

2000, c7p84, t7.21)。  

(b) 緻密岩層：  

針對導水特性較差的緻密花崗岩體：  

(i) 實驗室岩塊的水力脈衝試驗 (hydraulic pulse test)結果

顯 示 ， K 區 完 整 岩 塊 的 水 力 傳 導 係 數 範 圍 ， 約 介 於

4.1 × 10−12  m/s 至 3.6 × 10−11  m/s 之 間 (Yang et al. ,  

2007, c3p15)。  

(ii) 根據 K 區孔內的雙封塞水力脈衝試驗結果顯示，緻密岩

層的水力傳導係數範圍，約介於 10−10 m/s 至 10−9 m/s

之間 (Lin et al. ,  2013, c3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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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平均年降雨量及入滲率：  

(a) K 區 60 年 (1954 年至 2002 年 )的平均年降雨量及入滲率：  

(i) 年平均降雨量為 1,074 mm/yr，年平均皿蒸發量為 1,654 

mm/yr，年平均降雨量遠低於皿蒸發量。  

(ii) 雨季 (3 月至 9 月 )年平均降雨量為 889 mm/yr (P)，雨

季年平均皿蒸發量為 1,072 mm/yr (E)，雨季年平均入

滲率估算值為 41 mm/yr (q  0.3 × (P  0.7 × E))(計算公

式引用自 Chiang and Yu (2009,  c3p11))。註：Chiang 

and Yu (2009,  c3p11)原文計算之 35 mm/yr 有誤，重新

計算後應為 41 mm/yr。圖  3-128 係 SNFD2017 參考案

例表二之地下水流場模擬結果範例，因 SNFD2017 參考

案例表二內容已規劃凍結 3 年，以利跨單位技術發展使

用，並非實際場址之安全評估使用，而在此處刻意強調

數據有誤，主要是作為將來修正表二的根據。  

(b) 烏坵地區 40 年 (1954 年至 1994 年 )的平均年降雨量，約

1,000 mm/yr (Hu and Lin,  2000,  c2p5)；入滲率則尚無資料。 

(7) 地下水流場特性之模擬測試範例：  

圖  3-128 為 K 區地下水流向及鹽度分布之初步模擬結果範例圖： 

(a) F1 構造 (即太武山斷層，本案例假設其為一主要導水裂隙 )的

地下水流場模擬結果顯示：  

(i) 地下水流場受高程影響 (圖  3-128-(a))，由地程高區流

向低區 (圖  3-128-(e)-1 &2)。  

(ii) 因地下水與海水密度的差異影響，地下水流場及鹽度的

分布特徵，呈現碗狀的分布型態 (圖  3-128-(e)-1 & 2)。 

(b) 由圖  3-128 之 C-C ’剖面的模擬結果可知，若岩脈為阻水構

造時，其分布位置會影響地下水流場 (圖  3-128-(e)-4)，及

鹽度 (圖  3-128-(e)-3)的分布。  

(c )  雖然根據非侵入式調查結果研判，K 區應有 11 條主要導水

裂隙 (編號 F1 至 F11)(Lin et  al. ,  2016,  t2.2)，但 F3 至 F11

因尚缺乏實際的鑽孔驗證及量測數據，故圖  3-128 之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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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並未考量 F3 至 F11 的影響性，僅供作為現階段技術

發展需求之模擬測試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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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水文地球化學 

在地質處置設施的安全設計概念中，處置母岩的評估，除了需考

慮岩層之地質構造、水文地質特性等條件外，其預期處置深度的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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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適的水文地球化學環境，係指具備低的氧化還原電位、適中的

酸鹼度、高的核種遲滯能力、高的化學緩衝能力，以及可長期維

持工程障壁系統 (如廢棄物罐、緩衝回填材料 )圍阻核種功能的化

學環境 (Metz et  al. ,  2003, p266)。  

(2) 研析處置環境的水文地球化學特性，及其可能的演化機制，用以

研判其合適性及長期穩定性，是地質處置設施安全評估的一項重

要工作 (JNC, 2000, c3p9)。  

 

針對結晶岩類之潛在母岩而言，地體構造活動會使其發育深度、

程度、大小不同的區域性裂隙或破碎帶，而此裂隙或破碎帶可能成為

地下水及核種通過天然障壁系統至人類生活圈的管道：  

(1) 在地下水流通於裂隙的過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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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化學反應及環境改變，可能會影響核種的溶解行為、母岩對核種

的吸附能力、岩層的化學緩衝能力，甚至延伸其影響性至核種型

態的轉變、廢棄物罐與緩衝回填材料的穩定性 (Metz et  al . ,  2003,  

p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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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性的深層地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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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環境之長期演化趨勢的必要能力。  

透過歷年的技術發展成果，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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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資訊數量仍然相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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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但在技術可行性的發展驗證階段，已可作為建立水文地球化學反

應模擬技術的基礎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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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1. 本島花崗岩體  

3.3.4.1.1. 水質特性 

H 區的水質特性 (表  3-16 及圖  3-129 之 H)，說明如下：  

(1) H 區花崗岩體的主要圍岩為大理岩及片岩 (圖  3-4-(b))，其中：  

(a) 大理岩 (marble)的主成分 –碳酸鈣，其對地下水的 pH 值，具

有極佳的 pH 緩衝能力。  

(b) 片岩因富含二價鐵礦物 (Chen, 1998,  p226 & p235)，因此具

有降低地下水氧化還原電位 (Eh)的能力。  

(2) H 區北段的花崗岩體，主要被片岩所包圍 (圖  3-4-(b))，因此，

可預期在花崗岩體周邊的地下水較還原；而南段花崗岩體，主要

被大理岩所包圍 (圖  3-4-(b))，因此，可預期其地下水質 (尤其是

pH 值 )主要受控於碳酸鈣的化學平衡系統。  

(3) H 區花崗岩體因具有 pH 緩衝能力很強的圍岩 (大理岩 )，因此，

可預期其地表水及地下水的 pH 變動範圍將很小：  

(a) 理論上，約以 pH8.2 為中心 (圖  3-130-(f))，上下微幅變化。 

(b) 花崗岩體裂隙極易產生碳酸鹽的沉澱 /充填，進而阻塞裂隙

(圖  3-130-(b),  (c)  & (d))。  

(i) 臺灣本島東部花崗岩體的主要圍岩為大理岩及片岩。其

中，大理岩的主成分為碳酸鈣，碳酸根和鈣離子對水體

的 pH 值，具有極佳的緩衝能力，故可預期地表水亦或

地下水的 pH 變動範圍將會很小；片岩因富含二價鐵礦

物 (Chen,  1998,  p226 & p235)，故具有降低地下水氧化

還原電位 (Eh)的能力。上述立論皆可由現地觀測結果獲

得佐證，例如：和平溪水質現地監測資料 (EPA,  2014)顯

示，和平溪在 5 年 (2006 年至 2010 年 )期間，其平均 pH

值約維持在 8.2 至 8.3 之間 (如圖  3-130-(e))。此外，由

地 質 探 孔 (HCBH01, 603 m) 的 抽 水 洗 井 紀 錄 ( 圖  

3-132)，亦顯示該區水體的平均 pH 值約為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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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島花崗岩體周圍主要為大理岩 (主成分為碳酸鈣 )所包

覆，當富含𝐶𝑂2的雨水或地表水滲入大理岩，會溶解碳酸

鈣 (𝐶𝑎𝐶𝑂3)，形成鈣離子 (𝐶𝑎2+)與碳酸氫根離子 (𝐻𝐶𝑂3
−)，

其反應式如下：  

𝐶𝑎𝐶𝑂3  𝐻2𝑂  𝐶𝑂2⇔𝐶𝑎
2+  2(𝐻𝐶𝑂3

−) 

 

此反應為可逆，當反應進行到一定程度，水中的 𝐶𝑂2與離

子狀態的𝐶𝑎2+和𝐻𝐶𝑂3
−達到動態平衡時，碳酸鈣的溶解速

率等於其沉澱速率；此時的地下水水質達碳酸鈣溶解飽

和狀態，因此，在流入花崗岩裂隙後，易因二氧化碳逸

失或含量減少，導致上述反應向左進行，進而使碳酸鈣

沉澱、充填於花崗岩體的裂隙中。  

(4) 由 H 區地表水的長期水質監測 (圖  3-130-(e))，以及地質探孔

(HCBH01, 603 m)的抽水洗井紀錄 (圖  3-132)，均顯示該區水體

的平均 pH 值約為 8.3。  

(5) H 區南段的地表水 (圖  3-131-(a)) (CGS, 2013a, c3p44 & 

p47)及淺層地下水 (≤ 100 m) (圖  3-131-(b)) (CGS, 2013a,  

c3p45 & p48)的水質研究結果，亦顯示：  

(a) 地表水的平均 pH 值約為 8.3，Eh 值平均約為 209mV。  

(b) 淺層地下水 (≤ 100 m)的平均 pH 值約為 8.1，Eh 值平均約

為 74mV。  

(c) 在部份片岩地區，可能因地下水流通性較不佳，片岩的二價

鐵礦物與地下水的反應時間較長，造成淺層地下水 (約 100 

m 深 )的 Eh 值即可低至 -118 mV (圖  3-131-(b))。  

 (6) 根據 H 區氫氧同位素分析結果顯示，地下水的來源，主要來自於

天水 (圖  3-133)(CGS, 2013a, c3p67)。  

 

3.3.4.1.2. 岩石礦物組成特性 

H 區花崗岩的岩石礦物組成特性說明如下：  

(1) 岩石學及岩相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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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HCBH01 地質探勘孔取得的岩心 (圖  3-134)，和平花崗岩體

(圖  3-4 之 H 岩體 )的岩性主要為花崗片麻岩、花崗岩與細粒花

崗岩 (圖  3-135)，其岩相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a) 花崗片麻岩：  

花崗片麻岩為和平花崗岩體的主體岩性：  

(i)  產狀為粗粒至細粒，灰黑、灰色至灰白色，葉理發達至

輕微葉理狀，為變質花崗岩受剪切作用影響，造成明顯

的變形組構。  

(ii)  主要礦物為石英、斜長石、黑雲母、鉀長石、白雲母，

次要與副礦物有綠簾石、方解石、綠泥石、榍石、磷灰

石、鋯石、石榴子石、褐簾石、不透光礦物 (黃鐵礦、磁

鐵礦 )。  

(iii) 部分岩樣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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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至 485 m 深度之花崗片麻岩，呈灰白色，其組成礦物具

有明顯較大的斑狀長石類結晶 (Hsieh, 2015, c2p5)。  

(b) 花崗岩：  

(i)  產狀為中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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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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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至 73 m、219.3 m 至 220 m、312 

m 至 320.5 m、 382.7 m 至 386.3 m、 520 m 至 524 m、

528 m 至 530 m、564 m 至 566.6 m、 569.6 m 至 572 

m、 580 m 至 592 m 深度段 (Hsieh, 2015,  c2p6)。  

(c) 細粒花崗岩：  

(i) 產狀為細粒，灰白色。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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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至 296 m、298.7 m 至 312 m、566.6 m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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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6 m、572 m 至 580 m，此類細粒花崗岩過去並未被

文獻報導在臺灣發現過 (Hsieh, 2015, c2p6)。  

(2) 礦物鑑定與組成分析：  

(a) 0 m 至 300 m 深度之新鮮圍岩礦物組成，以石英、斜長石為

主、次要礦物為黑雲母，然後為白雲母、鉀長石。  

(b) 300 m 至 603 m 深度之新鮮圍岩礦物組成，仍以石英、斜長

石為主要組成礦物，但開始轉為白雲母增加變為次多量礦

物、然後為鉀長石與黑雲母；這樣的礦物相轉變，似乎在約

300 m 深度有明顯的變化 (圖  3-136)。  

(c) 從 HCBH01 裂隙帶岩心可發現 (圖  3-134-(e) &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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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211.4 m 至 214.33 m 深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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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225 m 至 240 m 深度段的裂隙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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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由岩心肉眼觀察：  

(i) 研判 H 區花崗岩所含之鐵鎂礦物以黑雲母為主，當黑雲

母受到熱液或地下水反應作用，極易從周圍逐漸蝕變成

為綠泥石。  

(ii)  在裂隙段中，常可見次生方解石晶體或礦脈充填 (圖  

3-130-(d))。  

(3) 全岩化學分析：  

根據全岩化學分析結果，及其 TAS 圖顯示 (圖  3-137-(b))(Hsieh,  

2015, f2.9,  15, & 17)：  

(a) H 區花崗岩體的化學組成分類，主要為中酸性到酸性的花崗

閃長岩 (granodiorite)與花崗岩 (gra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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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 區花崗岩體組成較為一致，而離島 K 區岩體的組成分布範

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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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2. 離島花崗岩體 

3.3.4.2.1. 水質特性 

離島花崗岩體的地下水化學特性 (表  3-16 及圖  3-129)，以金門

島的 K 區為例，說明如下 (詳附件 A， c3.8)：  

(1) K 區不同於本島 H 區花崗岩，具有化學緩衝能力的圍岩 (圖  

3-130-(e) & (f))，因此其水質的變動範圍會較大。  

(2) K 區之淺層地下水 (小於 50 m)及深層地下水質 (300 m 至 500 m)

的水質取樣及分析結果 (圖  3-138-(c))，顯示 pH 值變動範圍大，

介於 4.6 至 9.8 之間 (Liu et al. ,  2008,  p378; Lin,  2012c,  ac4p18)。  

(3) K 區之深層地下水質 (300 m 至 500 m)的孔內取樣方式，係採雙

封塞取樣 (圖  3-139-(a) & (b))，其封塞取樣段的決定程序，如圖  

3-140 所示 (Lin et al. ,  2012c, ac4p3 & p11)。  

(4) K 區深層地下水之取樣點 (圖  3-111 之 KMBH01 至 KMBH06)，

因遠離海邊，其深層地下水在 500 m 深度範圍內，水質仍比海水

淡很多 (圖  3-141)；表  3-17 為水質分析結果表。  

(5) 整體而言，當深度大於 400 m 時，K 區深層地下水已處於相對還

原環境 (Eh 小於 0 mV)(表  3-17 及圖  3-142-(c))(Lin et al. ,  

2012c, ac4p24)。  

(6) 由圖  3-141 及圖  3-142-(b)可明顯發現：  

(a) 太武山北側之 KMBH03 及 KMBH05 的水質條件，與位於南

側的 KMBH01, 02, 04 及 06 的水質有明顯不同，前者離子濃

度較高，且鈣離子及硫酸根離子相對較高。  

(b) 太武山北側部份地區，可能在上一次冰期時，因海水面下降

而處於高度蒸發 (沙漠化 )的環境 (Liou et al. ,  2009, p1582)，

造成其離子濃度相對較高。  

(7) 氫氧同位素的分析結果顯示， K 區地下水的主要來源為天水 (圖  

3-142-(d))(Lin et al . ,  2012c,  ac 4p20)。  

(8) 由於 K 區地質探孔的水質離子濃度很低 (小於 50 meq kg⁄ )，除了

KMBH01 之 300 m 至 400 m，及 400 m 至 500 m 區間的水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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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兩者間的鈣離子當量濃度差值 (∆Caeq)與鈉離子當量濃度的

差值 (∆Naeq)，明顯呈現 |∆Caeq|  |∆Naeq|的關係 (圖  3-141)，代表

有離子交換反應的可能性外，其餘水質條件隨深度的變化並無類

似的明顯特性；KMBH01 之 300 m 至 400 m，及 400 m 至 500 

m 區間的水質特性，跨越 K 區斷層帶 (含斷層泥 )，兩者陰離子的

總當量濃度並無明顯差異，但明顯呈現 |∆Caeq|  |∆Naeq|的關係，

故推測有離子交換反應的可能性。  

典型的黏土礦物離子交換反應，可以用下面兩個反應，分別代表

正向及逆向的離子交換反應：  

Forward: Ca+2  Na2: Clay ⟹ Ca: Clay  2Na
+ 

Reverse: 2Na+  Ca: Clay ⟹ Na2: Clay  Ca
+2 

若將 K 區水質以雙組合變數作圖 (圖  3-143)，可看出：  

(a) 除了天水源的鈉離子外，必須有其它的鈉離子來源，否則無

法描述鈉及氯離子的濃度關係；例如鈉長石 (albite)的風化、

正向離子交換 (圖  3-143-(a))。  

(b) 在太武山南側的水質 (KMBH01, 02,  04, & 06)，明顯呈現正

向離子交換特性 (圖  3-143-(b))。  

(c) 太武山北側的水質 (KMBH03 & 05)，除了具有其它的鈉離子

來源 (如鈉長石的風化、正向離子交換 )外，尚可能有其他來

源的硫酸根及碳酸根 (圖  3-143-(c))。  

(d) 根據風化帶岩心分析結果 (詳下節說明 )，顯示破裂帶內確實

可觀察到風化次生的黏土礦物，可供進行上述的離子交換反

應，但因含量少，難以確定其詳細組成；根據反應路徑模擬

結 果 ， 建 議 可 能 是 膨 潤 石 群 (smectite group) 的 皂 石

(saponite)、富鐵蒙脫石 (nontronite)等 (Chang et al. ,  2015,  

c3p18)。  

 

3.3.4.2.2. 岩石礦物組成特性 

根據 K 區 55 組岩心樣品的分析結果 (Hsieh and Lin,  2012, t4.1,  

2 & 3)，圍岩 36 個與破碎帶岩樣 19 個，相關特性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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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岩石學及岩相學分析：  

從岩相觀察與分析結果顯示 (Hsieh and Lin,  2012, c5p1)：  

(a) 斗門岩體 (KMBH03 探勘孔所屬岩體 )：  

(i) 主要是由偏中性的閃長岩與花崗閃長岩所組成。  

(ii)  主要礦物有石英、斜長石、鉀長石、黑雲母與角閃石。 

(iii)  副礦物包含綠簾石、褐簾石、榍石、鋯石與磷灰石等副

礦物，少量在長石或雲母邊緣出現輕度至中度蝕變現

象。  

(iv)  裂隙帶岩段破碎，屬整體中度到強烈蝕變，大量蝕變成

為簾石類、綠泥石類或黏土類次生礦物，已無法分辨其

原岩特徵；粉紅、灰白，及墨綠色次生礦物充填於裂面

上，鬆散易剝離。  

(b) 太武山岩體 (KMBH04 及 KMBH06 探勘孔所屬岩體 )：  

(i)  主要是由粗粒，灰色至淺粉紅色花崗片麻岩構成。  

(ii)  主要礦物包括石英、鉀長石、斜長石與黑雲母；在主要

礦物間，偶會出現絹雲母、綠泥石類的次生礦物，並夾

有細微石英脈。  

(iii) 含少量角閃石、綠簾石、褐簾石、鋯石、磷灰石、石榴

子石與不透光礦物。  

(iv)  裂隙帶岩段破裂程度高、表面粗糙，曾遭受強烈蝕變作

用，黏土化、綠泥石化程度高，明顯形成覆蓋破裂面之

白色、黃綠色的隱晶質粉狀次生礦物，部份為易剝離片

狀；部份礦物仍保有原本晶體外形，但內部早已轉變為

蝕變礦物，礦物之間亦充填蝕變礦物，偶見風化鏽染。 

(2) 礦物鑑定與組成分析：  

由礦物鑑定與組成分析結果 (圖  3-144)，可發現：  

(a) 新鮮圍岩經蝕變作用後，石英溶解，長石也明顯發生不同程

度的纖維長石化、絹雲母化，或黏土化的蝕變現象，特別是

鉀長石斑晶明顯蝕變為白雲母種類中的一種絹雲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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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裂隙段岩樣中，黑雲母蝕變大量減少至消失，在黑雲母消

失之時，綠泥石大量形成，推論兩者之間存在有消長關係，

黑雲母從邊緣逐漸蝕變轉換為綠泥石，且主要以含鐵之綠泥

石亞種為主。  

(c) 在裂隙段中常可見大量的方解石晶體充填 (Hsieh and Lin,  

2012, c5p1)。  

(3) 全岩化學組成：  

(a) 根據全岩化學分析結果及其 TAS 分類圖 (圖  3-145-(b))可

知：  

(i)  斗門岩體 (KMBH03 探勘孔所屬岩體 )的 SiO2 含量集中於

56 wt%至 66 wt%之間，屬於偏向較中性至中酸性的閃

長岩 –花崗閃長岩，僅有少數偉晶或粗粒狀花崗岩 (SiO2

大於 75wt%)。  

(ii) 太武山岩體 (KMBH04 及 KMBH06 探勘孔所屬岩體 )之

SiO2 含量集中於 70 wt%至 78 wt%之間，主要為酸性的

花崗岩，部分為侵入的中性閃長岩 (SiO2   52 wt%至 62 

wt%)至基性 (SiO2   50 wt%至 52 wt%)岩脈。  

(iii) 比較裂隙填充物與其新鮮圍岩，顯示裂隙填充物之 SiO2

含量皆相對較低，Al2O3與 CaO 明顯富集，石英或矽酸鹽

類礦物受到蝕變作用溶解或換質，重新膠結的次生礦物

傾向以碳酸鹽類為主，同時易遷移的Na2O、K2O推測因被

流體帶走而呈現含量偏低的現象；而以上新鮮圍岩與裂

隙帶礦物化學組成的改變特徵，亦符合岩相學的觀察結

果。  

(b) 微量元素：  

(i) 根據 SpiderGram 圖 (圖  3-145-(d))可知：  

  太武山岩體的閃長岩 –花崗閃長岩 –花崗岩，與斗門

花崗閃長岩 –花崗岩，皆表現出多變的大離子半徑元

素含量 (Large Ion Lithophile Elements ,  LILE)；其中，

鋇 (Ba)、鍶 (Sr)、鈾 (U)、磷 (P)虧損，顯示受到長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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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磷灰石結晶分化的影響， 另外，還有明顯的鈮

(Nb)、鉭 (Ta)、鈦 (Ti)虧損現象。  

  整體而言，太武山岩體鑽取之岩心成分的變化幅度，

相對大於斗門岩體之岩心成分的變化幅度。  

  裂隙帶相較於新鮮花崗岩的微量元素分布，呈現某

些稀土元素富集現象，顯示裂隙中因長期岩 –水反應

結果，含可吸附鑭 (La)、鈰 (Ce)、釤 (Sm)、釹 (Nd)等

元素的次生礦物。  

(ii)  根據稀土元素分布圖 (rare earth element pattern,  REE 

Pattern) (圖  3-145-(c))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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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受到蝕變作用影響，使得易遷移性元素被溶解帶離，

但稀土元素仍保留並相對富集。  

 

3.3.4.2.3. 概念模式 

處置深度之化學環境的改變，會影響核種在該深度下的遷移特

性：  

(1) 化學環境的改變，會改變核種在地下水中的溶解度 (圖  3-146-

(b))，及礦物遲滯核種遷移的吸附特性，進而改變核種的遷移特

性 (圖  2-1)。  

(2) 地質處置設施在開挖、運轉期間，其深層地化環境，勢必將因開

挖、操作等人為因素，而使其偏離其原本的化學平衡環境；雖然

在地質時間尺度中，僅是短暫數十年至百年的擾動時間，但仍應

探討此類干擾，其對處置安全性影響因子 (如 pH、Eh 值 )的可能

影響範圍。  

(3) 處置深度環境的化學長期穩定性，主要取決於其受外界時空環境

改變的敏感性；越不敏感，代表越具備化學長期穩定性。  

 

K 區地化概念模式的建構過程，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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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針對 K 區所取得的地下水質資料，透過 Eh-pH 穩定相圖

(Pourbaix,  1966)及活性對數組合相圖 (Faure, 1991, c14)，用以

初步研判 (Lin et  al. ,  2016, c3.8.3.1)：  

(a) 核種的化學穩定特性 (圖  3-146-(a))，或核種溶解度隨 pH 及

Eh 變動的可能數值範圍 (圖  3-146-(b) & (c))。  

(b) 判斷在岩 –水反應過程中，可能會有那些次生礦物相的生成。 

(2) 其次，針對 K 區所取得的地下水質資料及岩心礦物組成資料，透

過 地 化 模 式 (Geochemist’s Workbench®, Version 9,  GWB) 

(Bethke,  2008)，探討在不同情境下 (圖  3-147)，可能發生的岩 –

水反應路徑 (詳附件 A 之第 3.8.3.2 節 )。探討岩 –水反應可能路徑

之主要目的：  

(a) 瞭解岩石及其周圍水質條件，在不同的外在時空背景變化

下，可能發生的化學變化及其結果，例如 pH 及 Eh 的改變、

次生礦物的形成。  

(b) 預測處置深度之化學環境的可能演化特性，供探討地質處置

設施之核種的穩定性 (溶解度 )，及工程障壁系統圍阻及遲滯

核種的功能性，是地質處置設施安全評估必須考量的重點。 

 

根據地下水質、礦物組成、化學穩定特性分析，及反應路徑模擬

結果，K 區的水文地球化學概念模式 (詳附件 A 之第 3.8.3 節 )，說明

如下：  

(1) 地下水質：  

(a) 水質的離子濃度低 (小於 50 meq kg⁄ ) (圖  3-141-(b))，其中： 

(i) 鈣離子、硫離子的主要來源，可能來自於過去氣候變遷

(海水面變化及沙漠化 )所留下的殘跡 (Liou et al. ,  2009, 

p1582)，或人為干擾 (K 區東北部數百年前是中國大陸

重要鹽田區 )留下的殘跡。  

(ii) 碳酸根離子的主要來源，應該來自於與 CO2的平衡關係。 

(b) 當深度大於 400 m 時，地下水現況已處於相對還原環境 (Eh

小於 0 mV)(表  3-17 及圖  3-14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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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氧化還原反應所需考量的半反應 (half reaction)，至少應包

含可描述下述反應的獨立反應式：  

(a) 在 pH 較低環境中 (pH小於 8)：  

4Fe++  12H2O → 4Fe(OH)3(aq)  4e
−  12H+ 

4Fe++  6H2O → 2Fe2O3(Hematite)  4e
−  12H+ 

(b) 在 pH 較高環境中 (pH大於 8)：  

4Fe3O4(Magnetite)  2H2O → 6Fe2O3(Hematite)  4e
−  4H+ 

HS−  4H2O → SO4
−−  8e−  9H+ 

鐵的原始主要來源，可能源於黑雲母 (biotite)；岩相分析觀察到

黑 雲 母 的 邊 緣 常 已 風 化 成 綠 泥 石 類 (chlorite)(Hsieh and Lin,  

2012, c4p7,  c7p32)；部份鐵元素，在較還原環境中可能伴生形成

磁 鐵 礦 (magnetite) ， 在 氧 化 環 境 中 可 能 伴 生 形 成 赤 鐵 礦

(hematite)。  

(3) 在不同模擬情境 (圖  3-147)中，次生礦物相及溶液中的主要物種

會有所不同，根據岩心礦物實際分析結果及 5 種不同情境的反應

路徑模擬結果，建議至少必須考慮 87 個化學反應 (Lin et al. ,  

2016, c3p184)，方能較完整描述 K 區地下水在不同環境下的化

學反應特性。若要同時考量此 87 個化學反應與地下水流場之耦

合效應隨時間變化的數值模擬技術，除非在很簡化的條件下 (例

如，假設所有化學反應瞬間達化學反應平衡 )，受限於電腦硬體

的執行速度限制，以及化學反應速度變化過大時所可能引發的數

值分析難題 (Stiffness; Dekker and Verwer, 1984,  p5)，國內外相

關技術能力現況均仍有待突破。  

(4) 岩 -水反應路徑模擬之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岩石及其周圍水質條

件，在不同的外在環境變化下，可能發生的化學變化及其結果，

例如：pH 和 Eh 的變動範圍、次生礦物形成的種類等。其中，pH

及 Eh 的數值對於核種溶解度及分配係數的影響甚為重要，其可

能的變化特性是探討核種傳輸所必須掌握的重要資訊。就功能安

全 評 估 的 應 用 而 言 ， 國 際 間 目 前 是 採 簡 化 的 假 設 (Crawford,  

2013, p7)，先根據所預估的化學環境 (如 pH、Eh)，再根據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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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的統計，估算一個保守的分配係數值 (Crawford,  2013, Table  

6-1)，用以估算吸附現象對核種傳輸的影響性 (SSM, 2017,  c4p6)。

由本報告之不同情境反應路徑模擬結果之 pH 值及 Eh 值的變動

範圍得知，後續安全評估應用時：  

(a) 針對處置孔封閉後，其周圍化學環境可能面臨的 pH 及 Eh 範

圍 (圖  3-148)，應包含： 6.99 ≤ pH ≤ 10.41， 0.58 volts ≤ 

Eh ≤ 0.17 volts。上述 pH 及 Eh 變動範圍，其所對應的核

種溶解度變化範圍 (如圖  3-146-(b)所示 )，及Kd值的變化影

響性，應被適度考量在安全評估模擬過程中。根據 K 區 18

組封塞取樣之水質 (pH 及 Eh)監測結果 (圖  3-148)，顯示大

部份現地水質 (pH 及 Eh)均在此模擬範圍內，僅少部份偏離

此範圍。  

(b) 只要完整的回填處置隧道，處置隧道開挖擾動造成的化學環

境干擾，可能僅需數十年時間尺度，即可回復到開挖前的背

景值 (詳附件 A， c3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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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核種傳輸路徑 

3.3.5.1. 流通路徑的定義 

一旦工程障壁系統喪失其圍阻核種的功能時，核種將外釋至地質

圈所形成的天然障壁系統中，此時核種在地層的傳輸路徑，主要取決

於地層的異質性 (不同地質單元的分布及特性 )(如圖  3-117-(c)及圖  

3-149 所示 )，及核種傳輸的驅動力 (壓力梯度、溫度梯度及濃度梯度 )。 

就結晶岩類的處置母岩 (如花崗岩、大理岩 )而言：  

(1) 連通的導水構造，是地下水與核種在岩層內的主要傳輸路徑，地

層中可能具有導水構造特性之位置包含：  

(a) 破碎帶：  

(i)  破裂帶係指從岩體形成至今，所經歷的錯動形成之一群

密集集中的裂隙群。裂隙是特定位態面的岩層空間，可

供地下水流動，但可能因地層應力的改變或次生礦物的

沉澱，而改變其空間大小，甚或完全閉合。  

(ii)  當破碎帶超過一定厚度且含水量高時，稱為主要導水裂

隙 (Major Water-Conducting Feature in rock,  MWCF)。

主要導水裂隙通常可由非侵入式的調查方式，進行初步

研判其分布位置，再經由地質鑽探驗證並取得其特性參

數 (如水力傳導係數、水質特性等 )。相關調查解析流程，

如圖  3-83 及圖  3-84 所示。  

(b) 不同岩體單元 (如完整岩體、岩脈、變形帶 )的接觸帶：  

接觸帶亦可能形成導水構造，尤其是不同岩體單元間的脆性

接觸或冷卻收縮所產生的節理。當不同岩體單元具有不同導

水特性時，會改變地下水的流動方向。  

(c) 岩體單元內部之裂隙 (含節理 )所形成的導水網路：  

此類導水網路，因通常需透過統計理論，探討其空間分布特

性 ， 故 又 稱 為 離 散 裂 隙 網 路 (Discrete Fracture Network, 

D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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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質的孔隙率 (matrix porosity)會影響核種在地層的傳輸速度及

路徑：  

(a) 基質係指上述導水構造以外的地層，而基質孔隙係指基質內

可供流體存在或流動的空間。  

(b) 理論上，基質孔隙內流體的核種濃度原本很低，當含核種的

地下水順導水構造流動時，地下水中的核種會因濃度的差異

而往基質擴散，此擴散機制會降低 (稀釋 )核種在導水構造地

下水中的濃度，減緩核種傳輸的速度。一旦核種擴散通過基

質至另一導水構造時，則會改變核種的傳輸路徑。  

(3) 岩層 (基質及導水構造 )對核種的吸附能力，會減緩核種在地層的

傳輸速度；基質的原生礦物及導水構造內的次生礦物，對不同核

種具有不同的吸附能力，亦即，遲滯核種遷移速度的能力會有所

不同。  

(4) 岩層的化學環境，會影響核種在地下水中的溶解度及岩層對核種

的吸附能力，進而改變核種在地層的傳輸速度。  

 

由以上說明可知，欲探討核種的傳輸路徑及特性時：  

(1) 首先，必須掌握各地下岩體單元及主要導水裂隙之空間分布與其

特性 (如導水特性、孔隙率等 )(如圖  3-117 及圖  3-127 所示 )。  

(2) 其次，必須建構各岩體單元內的離散裂隙網路特性，包含離散裂

隙網路內各離散裂隙在空間的位置、位態、大小、寬度及導水特

性 (詳見第 3.3.5.2 節說明 )。  

(a) 離散裂隙網路的建構必須透過現地裂隙特性的量測，輔以統

計分析，以統計方式模擬離散裂隙網路的可能情況；並透過

高密度的現地水力試驗及驗證，推估各離散裂隙的導水特性

及寬度。  

(b) 由於離散裂隙網路是透過統計模擬的方式產生，因此在實務

應用上，必須產生多組的離散裂隙網路並進行相關模擬評

估，方可增加其統計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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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探討核種在地層的傳輸特性，除了須掌握核種傳輸路徑的相關

地質特性外，亦必須了解岩層 (導水構造及基質 )對核種的吸附能

力，及影響核種溶解度及吸附能力的化學環境特性 (圖  3-146 至

圖  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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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2. 流通路徑參數的定義 

前述各章節已分別說明，如何依序透過區域尺度的調查技術 (圖  

3-83)及場址尺度的調查技術 (圖  3-84)，了解主要導水裂隙的空間分

布及特性，並透過數值模擬探討主要導水裂隙對地下水流場的影響

性，及主要導水裂隙內之地下水化學性質的可能演化特性。例如：  

(1) 在僅考量地下岩體單元及主要導水裂隙的空間分布及導水特性

下，圖  3-125 及圖  3-128 分別為本島及離島花崗岩區之地下水

流場的模擬範例。  

(2) 針對離島花崗岩之主要導水裂隙的可能化學演化特性，透過反應

路徑的模擬，其 pH 及 Eh 的演化模擬結果，如圖  3-148 所示。  

 

本章節主要將聚焦說明，建構離散裂隙網路所需相關裂隙特性資

訊，以及從地表、井下到隧道等不同裂隙調查分析技術的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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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2.1. 裂隙的量測、統計與應用簡介 

裂隙面在三維空間所呈現的姿態稱為其位態 (orientation)，裂隙

的位態有多種不同的表示方法，如圖  3-150 所示；由於裂隙的數目

很多，為了方便在同一張圖，展示所有裂隙的位態統計特性，通常採

用裂隙面位態的極點投影 (polar stereonet)方式，來展現裂隙的位態

統計特性 (圖  3-151)。  

雖然岩體表面或岩體內可能存在很多的裂隙，但因為裂隙的產生

及其位態特性，通常受其曾歷經的外在應力大小、方向及歷史所影響，

因此，雖然裂隙的數目可能很多，但經過適度的統計分析後，通常可

發現其具有叢集性，亦即，集中在某幾組特定的裂隙位態。  

岩層內的裂隙分布特性，無法透過類似像電腦斷層掃描的技術，

直接取得其在岩體內的分布情形，其研究過程，通常依序如下：  

(1) 透過地表、孔內及隧道面的裂隙量測與統計分析 (圖  3-151)，統

計出裂隙在岩體內的可能分布特性，包含：  

(a) 裂隙叢集 (cluster)的位態  

(b) 特定裂隙位態叢集之裂隙軌跡長度 (trace length)  

(c) 特定裂隙位態叢集之裂隙間距 (spacing) 

(d) 特定裂隙位態叢集之裂隙寬度 (aperture) 

等參數的統計特性，如平均值、標準差、分布機率密度函數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等。  

(2) 有了上述的統計資料後，可透過統計原理計算裂隙密度，並針對

各個裂隙位態叢集設定或假設：  

(a) 岩體內各裂隙的中心點，為特定機率分布、隨機分布或分布

於特定位置 (如孔內影像所實際量到的位置 )。  

(b) 各裂隙呈特定形狀 (通常假設為圓盤狀 )。  

再透過電腦軟體工具，即可繪出岩體內眾多裂隙的可能分布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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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了岩體內裂隙的可能分布後，再透過電腦軟體工具的處理，即

可串聯有連通的裂隙路徑，形成所謂的 離散裂隙網路  (如圖  

3-152 所示 )；通常亦會刪除沒有連通的裂隙死角。  

(4) 一旦有了離散裂隙網路後，若情況許可，通常會配合跨孔示蹤劑

試驗 (如圖  3-153 所示 )，用以驗證所建立的裂隙網路模式是否

合理。   

 

在裂隙參數的量測，由於先天條件的限制：  

(1) 地表裂隙因其受到地表解壓作用的影響，地表裂隙之內寬量測值

與岩體實際內寬值，必然存在極大的誤差，很難在地表量測到具

有代表性的數據。  

(2) 孔內攝影影像，雖然可供研判孔內裂隙寬度，但無法透過孔內的

裂隙影像，直接研判其裂隙的軌跡長度。  

 

因此，在建構前述所謂的離散裂隙網路過程中：  

(1) 針對特定地表裂隙叢集，其裂隙寬度的統計特性資料，通常是透

過假設，或取自類似位態之孔內裂隙叢集的裂隙寬度。  

(2) 針對特定孔內裂隙叢集，其裂隙軌跡長度的統計特性資料，通常

是透過假設，或取自類似位態之地表裂隙叢集的裂隙軌跡長度。 

 

隧道面的裂隙，因其受到地表解壓作用影響較小且面積涵蓋較

廣，比較有可能同時取得並建立裂隙軌跡長度、裂隙間距及裂隙寬度

的統計特性。  

隧道裂隙量測技術包括人工測繪 (以視窗法逐一記錄裂隙的位態

與相關屬性 )，與光學測繪 (以地面光達掃描方式取得隧道裂隙相關資

訊 )等 2 種隧道裂隙測繪的方式：  

(1) 雖然隧道面裂隙的人工測繪，具有可同時取得裂隙軌跡長度、裂

隙間距及裂隙寬統計特性的優點，但隧道面裂隙的人工量測，非

常耗時，而隧道頂拱的裂隙量測，其工作環境安全性不佳、困難

度高，因此，通常其資料量有限，易造成統計分析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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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隧道面的裂隙量測，透過地載型光達 (ground-based LiDAR)

可快速有效的獲得大量含坐標資訊的點雲資料，再透過自動或人

工判釋，即可得隧道 (含隧道頂拱 )裂隙之位態、長度等參數資料。 

(3) 針對光達測繪所取得的大量裂隙位態資料，與人工裂隙量測所取

得的裂隙位態資料，互相比對結果顯示：  

(a) 裂隙位態叢集之統計結果，十分接近 (圖  3-154-(d) & (e))。 

(b) 光達測繪所取得的資料，因含坐標資訊，故除可供統計分析

外 ， 亦 可 供 架 構 隧 道 面 之 三 維 展 示 分 析 的 相 關 用 途 ( 圖  

3-155-(c) & (d))。  

(c) 然而，現今的光達測繪技術仍有以下限制 (Chien et  al. ,  2012,  

c4)：  

(i) 在裂隙自動處理判釋時，容易將人工開挖斷面、破裂面，

誤判為天然的裂隙面；現階段的解決方案為改用人工判

讀點雲資料的方式，進行裂隙面標繪。  

(ii) 光達測繪可以快速的取得點雲資料，減少在隧道內工作

的風險，但是它只能描繪出隧道面的外觀輪廓，取得裂

隙面位態，但無法取得裂隙的其他特性，如內寬、充填

物等資訊。  

 

3.3.5.2.2. 離島及本島花崗岩區的裂隙量測統計資訊 

離島 W 區共進行兩種不同類型的裂隙量測：  

(1) 地表露頭裂隙位態之測線量測及其統計結果，如圖  3-156 所示。 

(2) 孔內裂隙位態之量測 (孔內影像 )及其統計結果，共 12 孔，如圖  

3-157 所示。  

 

離島 K 區共進行 3 種不同類型的裂隙量測：  

(1) 地表露頭裂隙位態之測線量測及其統計結果，如圖  3-158 所示。 

(2) 坑道面裂隙位態之視窗採樣量測及其統計結果，如圖  3-159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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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孔內裂隙位態之量測 (孔內影像 )及其統計結果，共 6 孔，每孔深

度均約 500 m，如圖  3-160 所示。  

 

另外，KMBH01、02 及 04 為 K 區 3 孔各距離約 10 m，深度各約

500 m 深的地質探勘孔，用以確認 F1 構造 (太武山斷層 )及 F2 構造的

位態 (圖  3-161-(b) & (c))，以及進行相關跨孔試驗 (圖  3-153)。根據

KMBH01、02 及 04 的孔內裂隙分布特性 (圖  3-162)，顯示：  

(1) 該地區的風化層厚度約 70 m。  

(2) 裂隙的密度分布與構造位置有明顯相關性；圖  3-162-(c)之孔內

裂隙高密度區域，與圖  3-162-(d)之 F1 及 F2 構造的深度位置，

具明顯相關性。  

 

本島 H 區共進行 3 種不同類型的裂隙量測：  

(1) 地表露頭裂隙位態之測線量測及其統計結果，如圖  3-163 所示。 

(2) 隧道面裂隙位態之視窗採樣量測及其統計結果，如圖  3-164 所

示。  

(3) 孔內裂隙位態之量測 (孔內影像 )及其統計結果，僅 1 孔、深度約

603 m，如圖  3-165 所示。  

 

上述相關裂隙量測的軌跡長度、裂隙間距，或其裂隙內寬資訊，

請參考各圖之參考文獻；其中，因量測環境本身的限制，孔內裂隙的

量測資料並無法提供各裂隙的軌跡長度，而地表裂隙的量測無法提供

各裂隙的內寬資料。  

 

3.3.5.2.3. 裂隙資訊的應用—跨孔示蹤劑試驗 

為了建構相關試驗及解析技術，根據 K 區之 KMBH01-02-04 所

進行的跨孔示蹤劑試驗所得的觀測數據 (圖  3-166)、跨孔間的構造解

析 (圖  3-161)，以及裂隙調查統計資料 (圖  3-162)，分別以兩種方法

解析該跨孔區間內之傳輸特性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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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 單 一 裂 隙 延 散 模 式 (Single Fracture Dispersion Model ,  

SFDM)(圖  3-167)套配跨孔示蹤劑試驗的數據，得其傳輸特性參

數，如縱向延散度、裂隙帶孔隙率、水力延散係數等資訊 (表  

3-18)；其中：  

(a) 在 KMBH02@340m 監測點隨時間變化之觀測數據解析結果

(表  3-18)，如縱向延散度、水力延散係數等，應可作為太武

山斷層的相關傳輸參數，亦即對應於該區地質概念模式中

(圖  3-117)的 F1 構造單元。  

(b) 在 KMBH04@350m 監測點隨時間變化之觀測數據的解析結

果 (表  3-18)，如縱向延散度、水力延散係數等，應可作為太

武山斷層共軛裂隙帶的相關傳輸參數，亦即對應於該區地質

概念模式中 (圖  3-117)的 F2 構造單元。  

(2) 透過離散裂隙網路之直接時間質點追蹤法 (Direct Time Domain 

Particle Tracking Method,  DTDPT)的傳輸數值模擬法，套配得到

試驗區間 (330 m 至 360 m 段裂隙區 )內的傳輸參數如下：  

(a) 縱向延散度 (longitudinal  dispersivity)(aL)約為 0.012 m。  

(b) 水力延散係數 (hydrodynamic dispersion coefficient)(DHD)

約為 8.41 × 10−4  m2 s⁄ 。  

(c) 圍岩孔隙率 (matrix porosity)約為 0.4%。  

(d) 圍岩擴散深度 (matrix diffusion depth)約為 0.01 m。  

(e) 圍岩分子擴散係數 (effective molecular diffusion coefficient 

in matrix)(Dem)約為 9.26 × 10−10  m2 s⁄  (圖  3-168)。  

 

在上述直接時間質點追蹤法套配結果中：  

(1) 圍岩孔隙率與圍岩分子擴散係數，對花崗片麻岩體而言，均屬合

理値。  

(2) 雖然模擬之圍岩穿透深度僅約 0.01 m，但卻反應出圍岩擴散效

應，對中長期的示蹤劑試驗 (尤其是自然梯度試驗 )，為一項不可

忽略的傳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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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套配之縱向延散度較低，主要可能是因為離散裂隙網路構造中已

隱含複雜的裂隙構造形成的水流渠道化 (flow channeling)現象，

因此在小範圍的離散裂隙網路構造中套配出的縱向延散度値偏

低 (Liou, 2009, c4)。  

 

3.3.5.2.4. 裂隙資訊的應用—隧道尺度之離散裂隙網路建構及地下水流場模擬 

DFN_ToolBox 是包含 FACTS、DFN_NET、DFN_OPT 及 DFN_Flow

等 4 個模組 (圖  3-169)的統稱 (Liou, 2006,  c4p43–p52; Liou, 2015,  

c1p2)，係臺灣研究團隊長期發展建立的裂隙分析、離散裂隙網路建

構，及離散裂隙網路水流模擬工具。  

圖  3-170 為根據 K 區坑道面的裂隙量測資料，及 FACTS 的分析

結果，透過 DFN_NET 所模擬的離散裂隙網路，並針對裂隙中心位置

在空間的可能統計分布特性，分別測試 Homogeneous Poisson point  

process 、  Non-homogeneous Poisson point process ， 及 Parent-

daughter process 等 3 種不同分布的模擬結果。  

圖  3-171 的分析資料同圖  3-170，但經過 DFN_OPT 的優化處理，

優化結果顯示：經過「模擬退火法 (Simulated Annealing,  SA)」擾動之

Parent-daughter process 裂隙 中心 分 布， 具有 較 佳的 裂 隙面 密 度

(P21)的再現性 (圖  3-171)( Liou, 2012, c6)。  

圖  3-172 為根據 H 區隧道面的裂隙量測資料，及 FACTS 的分析

結果，透過 DFN_Flow 模擬離散裂隙網路中之地下水流場範例 –穩態

地下水流及定水頭邊界條件 (dirichlet boundary condition)的模擬，

模擬過程依序經過判別並刪除孤立裂隙、建構連通裂隙網路後，再進

行地下水流場模擬 (圖  3-173)。  

 

3.3.5.2.5. 裂隙資訊的應用—區域尺度之離散裂隙網路建構模擬 

針對特定地質處置設施候選場址的處置工程設計及安全評估，區

域尺度之離散裂隙網路的建構需求有 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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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工程障壁系統喪失其圍阻核種功能時，離散裂隙網路在岩層的

分布特性，尤其是離散裂隙網路從處置深度至人類生活圈的連通

路徑，是評估核種遷移對人類生活圈影響性的主要考量路徑。  

(2) 當工程障壁系統尚未喪失其圍阻核種功能時，離散裂隙網路的連

通特性是評估工程障壁系統穩定性的主要因子，例如：離散裂隙

網路內的地下水對工程障壁系統之緩衝回填材料的沖蝕速率，及

離散裂隙網路內的地下水對工程障壁系統之廢棄物罐材質 (如

銅 )的腐蝕速率。  

(3) 當工程障壁系統尚未喪失其圍阻核種功能時，離散裂隙網路在空

間的分布特性，是評估地震誘發工程障壁系統周圍裂隙錯動之錯

動規模及機率的關鍵資訊；配合工程障壁系統的設計，如廢棄物

罐材質、緩衝回填材料厚度，以及預期震源規模、距離及路徑等

資訊，可估算工程障壁系統破損的機率。  

 

離散裂隙網路模型是根據現場裂隙的統計特性，針對特定的空間

範圍及特定的應求需求 (例如特定岩體內的地下水流模擬 )，產生的一

組隨機模型，離散裂隙網路的模擬計算，基本上是一種統計實現值

(realization)。由於 DFN 是由統計理論產生的一組隨機模型，因此在

應用上，離散裂隙網路本身的模擬計算，及其對應的下游相關計算，

均需重複計算多次，以提高其計算結果的代表性。對應下游相關模擬

計算的關聯性之說明與上述相關應用與研究，請參考 SNFD2017 報告

第 4 章 (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 )及第 5 章 (安全評估 )之相關說明。而本

章節主要是論述上述所需之區域尺度離散裂隙網路，是如何透過地質

特性調查資料所建構。  

在建構離散裂隙網路過程中，考量裂隙內寬為離散裂隙岩體溶質

傳輸模擬使用，所以裂隙內寬採用傳輸內寬 (transport aperture)，相

關經驗公式可參考 Follin et  al  (2005,  p22)。  

(1) 裂隙內寬一般可分為水力內寬與力學內寬 (Priest,  1993, p348)。

水力內寬係利用單一裂隙花崗岩塊水力試驗分析的導水係數，經

由公式反推求得水力內寬，詳細計算過程可參見 Yang and Ch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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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c4p9; c4p15)；力學內寬則利用孔內井壁影像判識裂隙的

平均寬度，經由裂隙位態分組後，利用統計學分析內寬的機率密

度函式，詳細計算過程可參見 Chang et al.  (2005, c3p33)。  

(2) 導水特性、裂隙寬度與裂隙大小間的數學關係式，必須配合現地

試驗大規模抽水試驗以及高密度水力試驗方能驗證，目前我國尚

未有相關場址可以進行相關研究。因此本報告參考案例表二中的

對應內容，係參考自瑞典 Forsmark 的相關數學關係式，若後續

能進行相關現地水力試驗，即可獲得本土化的經驗公式。  

 

針對離島 K 區的裂隙統計特性，建構區域尺度的離散裂隙網路範

例結果，如圖  3-174 所示，其詳細建構過程，請參考附件 A (c3.9 & 

c3.10)的相關說明。結果摘述說明如下：  

(1) 本範例係在簡化條件下，為測試計算模擬收斂性所產出的離散裂

隙 網 路 分 布 特 性 ； 本 範 例 使 用 商 業 版 離 散 裂 隙 網 路 模 擬 器

FracMan (version 7.5)。  

(2) 本範例共產生 13,297,869 個裂隙 (圖  3-174-(a))，其在空間分布

特性，可供評估地震誘發工程障壁系統周圍裂隙的錯動效應。  

(3) 本範例所產生 13,297,869 個裂隙中，有 5,158,373 個裂隙，可自

目標深度 (假設為 500 m 深 )連通至地表 (圖  3-174-(b))，其在空

間分布及連通特性，可供進行粒子傳輸模擬應用 (圖  3-168-(f))。 

(4) 本範例具備連通性的 5,158,373 個裂隙中，共有 13,341 個裂隙，

截切至目標深度 (圖  3-174-(c))。  

(5) 本範例截切至目標深度之 13,341 個裂隙，其在目標深度的裂隙

軌跡圖 (圖  3-174-(d))及空間分布特性，可供評估工程障壁系統

穩定性 (如緩衝回填材料的沖蝕、廢棄物罐材質的腐蝕機率 )。  

 

離散裂隙網路的模擬計算，基本上是一種統計實現 (realization)，

因此在應用上，離散裂隙網路本身的模擬計算，及其對應的下游相關

計算，均需重複計算多次，以提高其計算結果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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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3. 基質的擴散效應 

在花崗岩質的裂隙岩體中，基質 (matrix)是指裂隙周圍的母岩。

當核種隨著地下水在母岩的裂隙中流動時，裂隙周圍基質的孔隙結構

特性及其對核種的吸附能力，都會影響核種在岩層的遷移速度及分布

特性 (圖  3-149 及圖  3-167)，此影響核種遷移及分布的機制，稱之為

基質的擴散效應：  

(1) 基質孔隙內流體的核種濃度原本很低，當含核種的地下水順裂隙

流動時，地下水內的核種會因濃度的差異而往基質擴散，此擴散

機制可由 Fick ’s  law (Shackelford and Moore, 2013,  p134)，及裂

隙與基質的接觸面積，來描述其間的擴散量。  

(2) 同樣地，越往基質內部的核種濃度越低，理論上，核種會持續往

基質內部擴散，直至濃度相等為止。一旦核種擴散通過基質至另

一流通裂隙時，即會改變核種的傳輸路徑。  

(3) 基質孔 隙及 裂隙 表 面，本 身具 有吸 附 核種的 能力 (圖  3-145-

(d))，進而降低核種在流體的濃度，直至達吸附飽和為止。  

(4) 基質孔隙及裂隙表面，對不同核種有不同的吸附能力。  

(5) 除了流體的化學性質外，基質對核種的吸附能力，取決於可以吸

附核種的面積，而該面積則取決於基質的孔隙結構特性。  

(6) 基質孔隙內的地下水流動性較裂隙差，或甚至不流動；且基質孔

隙內通常是較還原的化學環境，較易讓核種在孔隙內發生沉澱。 

 

簡言之，核種在裂隙結晶岩體基質內的擴散效應，是遲滯核種在

地層遷移的重要程序。根據日本 H12 報告對基質擴散效應的結論指

出 (JNC, 2000, c3.2.4.3)：  

(1) 在花崗岩質裂隙岩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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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響基質擴散效應

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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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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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雖然許多岩類已有分析資料，但只有在場址特性調查階段，才能

夠特別去定義已確定母岩的傳輸特性 (例如吸附能力、延散度 )。 

 

3.3.5.3.1. 擴散 

除了可透過非放射性且不吸附追蹤劑 (如食用鹽 )之跨孔示蹤劑

試驗及資料解析，求得破碎帶的傳輸參數 (如有效擴散係數 )外 (詳第

3.3.5.2.3 節說明 )，亦可在實驗室中，進行核種的管柱薄片擴散試驗，

用以解析核種在完整岩樣的有效擴散係數 (De ≡ εDem)(圖  3-175)。經

過 約 1,000 天 的 K 區 花 崗 岩 薄 片 擴 散 實 驗 ， 實 驗 結 果 顯 示 ( 圖  

3-176)(Wang et  al. ,  2015, c5.4)：  

(1) 碘 (I) 離 子 的 有 效 擴 散 係 數 ( De ) 值 約 介 於 6 × 10−14   m2 s⁄ 至 1 ×

10−13  m2 s⁄ 。  

(2) 銫 (Cs) 與 硒 (Se) 離 子 的 有 效 擴 散 係 數 ( De ) 值 約 介 於 2 ×

 10−14  m2 s⁄ 至 5 × 10−14  m2 s⁄ 。  

 

因完整岩塊之薄片的孔隙率比現地破裂帶的孔隙率低，因此，上

述由薄片擴散實驗求得的擴散係數 (De)值，小於現地跨孔追蹤試驗及

離散裂隙網路之直接時間質點追蹤法 (詳第 3.3.5.2.3 節 )所求得的擴

散係數 (De)(De  εDem  0.4% × 9.26 × 10
−10  m2 s⁄  3.7 × 10−12  m2 s⁄ )，約

1 至 2 個數量級，係屬合理的範圍。  

 

3.3.5.3.2. 吸附 

在吸附達平衡狀態下，核種在固相及液相的濃度比值，稱之為吸

附分配係數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 for sorption,  Kd)；分配係數是

一種用以描述吸附平衡現象之理想化、但數據多且應用最廣的數學關

係式 (圖  3-177)。  

針對固相 (岩樣、緩衝材料 )對核種的吸附特性研究，臺灣主要在

實驗室內利用 W 區花崗岩岩心與緩衝回填材料、 K 區與 H 區花崗岩

岩心，搭配人工合成地下水 (SynGW)或合成海水 (SynSW) (表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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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核種批次吸附試驗 (Teng et  al. ,  2003,  c3p4)。相關研究結果，摘

述如下：  

(1) 關於吸附反應所需的平衡時間，不論用 SynGW 或 SynSW，花崗

岩岩樣至少需 14 天、膨潤土樣品至少需 35 天，方能達平衡狀態

(Teng et al. ,  2003, c4p15)。  

(2) 花崗岩岩樣的吸附試驗結果顯示：  

(a) 在人工合成地下水 (SynGW)及合成海水 (SynSW)中的吸附試

驗結果 (圖  3-178)(Teng et  al. ,  2002, t3.3 and t4.9)顯示：  

(i) 岩樣對鋂 (Am)、鈾 (U)、釷 (Th)均有很高的吸附性；代

表岩層對其吸附遲滯效應很強，除非處置環境的水文及

化學環境極端改變，否則其在地層的遷移速率應該很

慢。  

(ii) 岩樣幾乎不吸附碘 (I)及鎝 (Tc)；代表岩層對其吸附遲滯

效應很低，其釋出速率、溶解度及地下水流速為探討其

在地層遷移速率的重點。  

(iii) 岩樣吸附銫 (Cs)及硒 (Se)的能力，介於前兩項之間；除

了釋出速率、溶解度及地下水流速外，岩層對其吸附遲

滯能力，也是探討其在地層遷移速率的重點。因此，後

續相關核種吸附試驗，主要聚焦於探討岩樣在不同環境

下，吸附 Cs 及 Se 的特性。  

(b) 岩樣對 Cs 的吸附量，在合成地下水 (SynGW)環境下的吸附

量高於合成海水 (SynSW)，但吸附 Se 的能力則似乎不受水

樣的影響。  

(c) 厭氧環境會降低花崗岩對 Cs 的吸附能力。  

(3) 在合成地下水 (SynGW)中，針對不同固體物質吸附 Cs 及 Se 能力

的試驗結果，顯示：  

(a) 固體物質吸附 Cs 之Kd值的大小順序 (表  3-20)，依序為：膨

潤土>花崗岩>泥岩>石英砂。  

(b) 固體物質吸附 Se 之Kd值的大小順序 (表  3-20)，依序為：泥

岩>膨潤土>花崗岩>石英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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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合成海水 (SynSW)中，針對不同固體物質吸附 Cs 及 Se 能力的

試驗結果，顯示：  

(a) 固體物質吸附核種 Cs 之Kd值的大小順序 (表  3-20)，依序為：

膨潤土>泥岩>花崗岩>石英砂。  

(b) 固體物質吸附核種 Se 之Kd值的大小順序 (表  3-20)，依序為：

泥岩>膨潤土>花崗岩>石英砂。  

(5) 在 SynGW 中，臺灣西部離島 K 區花崗岩粉碎樣品對 Cs 有比 Se

較大的吸附能力，約大 1 個數量級 (Wang et al. ,  2015, t5-6)：  

(a) 在氧化環境下：  

(i)  K 區花崗岩對 Cs 的Kd值介於 11 mL/g 至 111 mL/g 

(avg.  36 mL/g, n  54)之間；pH 介於 7.7 至 9.9 (avg.  

8.3)，及 Eh 介於 103 mV 至 687 mV (avg.  277 mV, n  

54)的實驗條件。  

(ii)  K 區花崗岩對 Se 的 Kd值介於 0.4 mL/g 至 16 mL/g 

(avg.  4 mL/g, n  54)之間； pH 介於 6.1 至 8.5 (avg.  

7.2, n  54)， 及 Eh 介 於 105 mV 至 487 mV (avg.  

272 mV, n  54)的實驗條件。  

(b) 在還原環境下：  

(i)  K 區 花 崗 岩 對 Cs 的 Kd值 介 於 8 mL/g 至 67 mL/g 

(avg.  24 mL/g, n  54)之間；pH 介於 7.1 至 9.9 (avg.  

8.3)，及 Eh 介於 687mV 至 105 mV (avg.   279 mV, n  

54)的實驗條件。  

(ii)  K 區花崗岩對 Se 的 Kd值介於 2.8 mL/g 至 30 mL/g 

(avg.  12 mL/g, n  54)之間；pH 介於 6.1 至 8.5 (avg.  

7.2)，及 Eh 介於 687 mV 至 105 mV (avg.   268 mV, n  

54) mV 的實驗條件。  

(6) 在 SynGW 中，臺灣本島東部 H 區花崗岩粉碎樣品對 Cs 有比 Se

較大的吸附能力，約大 1 個數量級：  

(a) 在氧化環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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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 區花崗岩對 Cs 的Kd值介於 99 mL/g 至 146 mL/g 

(avg.  119 mL/g, n  26)之間；pH 介於 7.2 至 7.4 (avg.  

7.3)，及 Eh 介於 113 mV 至 458 mV (avg.  251 mV, n  

26)的實驗條件。  

(ii)  H 區 花 崗 岩 對 Se 的 Kd值 介 於 5 mL/g 至 40 mL/g 

(avg.  17 mL/g, n  26)之間；pH 介於 7.2 至 7.5 (avg.  

7.4, n  26)， 及 Eh 介 於 111 mV 至 482 mV (avg.  

272 mV, n  26)的實驗條件。  

(b) 在還原環境下：  

相關室內實驗，目前仍在進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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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岩石特性 

目標岩體的力學及熱特性，是處置隧道設計及開挖工程的重要參

數：  

(1) 力學特性參數包含目標岩體本身的力學特性，及其所處環境的現

地應力分布特性，主要用以預測處置隧道設計與規劃開挖或地質

改良工法。  

(2) 熱特性參數包含目標岩體本身的熱傳特性，及其所處環境的熱流

特性，是影響處置環境溫度的主要因子。由於溫度會影響工程障

壁系統的穩定性，必須被考量於開挖環境的可行性評估中。  

 

工程障壁系統必須根據目標岩體的特性資料來設計，但不同地區

的岩體，即便相同岩類、相同深度，其力學及熱特性可能截然不同。

臺灣尚未確定地質處置設施場址，尚無法針對特定目標岩體，進行系

統化的相關說明。因此，本節：  

(1) 透過文獻彙整，說明臺灣隧道開挖工程之特性及岩體分類，以及

臺灣已知的地溫梯度與熱流特性的相關研究結果。  

(2) 透過技術發展過程取得之相關力學及熱特性資料，說明臺灣在力

學及熱特性量測技術的建立成果。然而，此處必須特別說明：  

(a) 由於主要導水裂隙為核種在地層的主要傳輸路徑，因此，現

階段相關侵入性技術的發展 (如地質鑽探及對應的試驗分

析 )，主要聚焦於如何確認主要導水裂隙的特性，並避免影響

完整岩體的天然障壁系統功能。  

(b) 主要導水裂隙均為岩體中的破裂帶，因此，在主要導水裂隙

調查技術發展過程中所取得之破碎帶的相關力學特性及熱

特性的參數數值，應比實際處置所需的完整岩體性能差，可

作為相關設計評估的保守下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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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1. 力學特性 

3.3.6.1.1. 岩體之隧道工程分類 

臺灣地區至 2002 年止，不列計國防用途之隧道工程案例已超過

500 件，隧道長度已逾 710 km，累積相當豐富的隧道工程經驗 (PCC,  

2003, c1p1)：  

(1) 考慮到岩體分類系統起源地的地質環境皆有所不同，如南非的岩

體分級評分系統 (Rock Mass Rating,  RMR)系統、挪威的 Q 系統，

因此，臺灣針對本身的地質環境及隧道開挖經驗，亦建立專屬的

岩體分類系統。  

(2) 「臺灣岩體分類與隧道支撐系統 (PCCR-System)」主要是根據臺

灣地質環境所歸納的岩體分類系統 (PCC, 2003, a1f2.3)，用以規

劃開挖工法及隧道支撐系統。  

 

圖  3-179 為臺灣地區隧道工程之岩體分類分布圖，由該分布圖可

知：臺灣花崗岩體的分布地區 (M/W/K/H)(圖  3-179-(c))，均分布於

A 類岩體地區 (圖  3-179-(a))，其岩體工程特性之單壓強度高，大致

可 對 應 於 國 際 岩 石 力 學 學 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Rock 

Mechanics,  ISRM)地質材料強度分級之強度高於或等於中強岩的地質

材料：  

(1) A 類岩石材料不會因含水量高低而明顯影響其工程力學性質，且

因強度較高，岩質堅脆，故易因地體構造運動之大地應力影響，

而產生發達節理等地質弱面；除高應力區有可能產生岩爆外，一

般而言，其岩體破壞機制係屬於構造破壞，主要沿節理面、層面、

劈理，及片理等地質材料弱面發生。  

(2) 臺灣 A 類及 B 類岩石材料之岩體分級，以南非岩體分級評分系

統 評 分 系 統 ， 作 為 定 量 評 級 標 準 ( 圖  3-179-(b))(PCC, 2003,  

a1c2p18)。除力學性質、現地應力、地下水現況外，隧道設計、

開挖方向與岩體節理關係為南非岩體分級評分系統的重要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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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PCC,  2003,  a1t2.2 & 2.3)，因此，在尚未確定地質處置設施

候選地點及實際隧道設計方式前，尚無法決定岩體分級。  

 

3.3.6.1.2. 岩石本身的力學特性參數 

岩石本身的力學特性參數，可區分基本物理性質 (basic physical 

properties)、強度參數 (strength properties)及變形參數 (deformation 

properties)等 3 類。  

(1) 基本物理性質包含單位重 (ρB)、比重 (Gs)、含水量 (ωn)、吸水率

(ωa)、孔隙率 (η)。  

(2) 強度參數包括岩石的單軸壓縮強度 (qu)、張力強度及剪力強度參

數，如凝聚力 (c)與內摩擦角 (ϕ)。  

(3) 變形參數包括岩石之靜彈性模數 (Es)、靜態柏松比 (νs)，以及岩石

之動彈性模數 (Ed)、動剪力模數 (Gd)與動態柏松比 (νd)。  

 

岩石力學特性測定方法，主要遵循國際岩石力學學會建議之岩石

試驗方法進行測定。圖  3-180 為力學特性量測過程及結果範例圖，

表  3-21 為臺灣各區結晶岩體的物性、熱特性及力學參數數據統計

表。  

不同花崗岩體的岩石力學特性參數不同，同一花崗岩體之岩石力

學試驗資料亦有程度不一的離散性，岩石力學以及目標岩體的特性資

料需要持續調查，並在未來反覆精進的安全論證中持續發展處理不確

定性的技術。  

 

3.3.6.1.3. 岩體環境的應力特性 

依照工程基礎的深度而言，現地應力量測方式，可以概分為一般

基礎工程與深部地下工程的現地應力量測，更深部的應力場甚至可以

藉由震源機制進行應力反演而獲得。  

(1) 於淺部基礎工程中，常見的現地應力量測或評估方法有：水力破

裂 法 (Hydraulic Fracturing Method) 、 套 鑽 法 (over-coring 

method)、平鈑千斤頂法 (flat-jack method)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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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平鈑千斤頂試驗與套鑽法，無法在深度較深的鑽孔內進行。 

(b) 水力破裂法則有施測價格昂貴、設備搬運不易，與試驗後所

產生的裂隙將改變岩體透水性與強度等問題。  

(2) 於深部地下工程中，現地應力的量測或評估，主要可分為井孔法

與岩心法 2 大類：  

(a) 井孔法包括井壁破裂 (borehole breakout method)、鑽井誘

導張力裂隙 (drilling-induced tensile fracture method)、水

力破裂法、隧道內的套鑽法 (over-coring method)等。  

(b) 岩 心 法 包 括 音 射 法 (acoustic emission) 、 音 射 速 率 分 析

(acoustic  emission rate analysis)、變形率分析 (deformation 

rate analysis) 、 非 彈 性 應 變 回 復 法 (Anelastic Strain 

Recovery,  ASR)等方法 (Yeh et  al. ,  2012, p23–p24)。  

 

臺灣本島 H 區和平地區之現地應力的量測及評估結果 (Yeh et al. ,  

2012, p23–24)，說明如下：  

(1) 根 據 和 平 HCBH01 地 質 探 勘 孔 之 岩 心 的 非 彈 性 應 變 回 復 法

(Anelastic Strain Recovery,  ASR)量測結果 (圖  3-181-(b))，顯

示：  

(a) HCBH01 所在位置之現地應力環境，處於正斷層應力場 (張裂

環境 )。  

(b) 在約 530 m 深度：  

(i)  最大主應力 σ1約 14.5 MPa (位態約 356/80)。  

(ii) 次要主應力 σ2約 9.6 MPa (位態約 157/10)。  

(iii) 最小主應力 σ3約 9.2 MPa (位態約 247/04)。  

(2) 根據和平 HCBH01 地質探勘孔之岩心的裂隙類型及裂隙面線理  

(圖  3-181-(c))、地表露頭的裂隙類型及裂隙面線理，搭配定年

分析結果 (圖  3-181-(e))，顯示和平 HCBH01 地質探勘孔周圍地

區：  

(a) 現今處於正斷層應力場，但約 4 MaBP 前應處於逆衝斷層應

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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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約 1.5 MaBP 前，轉為走滑斷層應力場，近百萬年來才轉為

正斷層應力場 (Lin,  2015, f5.1 & f5.17)。  

(3) 由於 H 區未能順利進行水力破裂法之現地應力量測法，因此採

用岩心的非彈性應變回復法推估現地應力數值，應用時需慎重考

量數據的不確定性，並且有待後續研究加以確認。  

 

離島 K 區之現地應力的量測及評估結果，說明如下：  

(1) 根據 K 區水力破裂法的量測結果 (圖  3-182)，顯示 K 區現代應

力場可能是走滑斷層應力場 (圖  3-183-(a))；但根據 K 區既存裂

隙 水 力 法 (Hydraulic Tests on Pre-existing Fractures Method,  

HTPF)的量測結果，卻顯示 K 區現代應力場可能是走滑斷層或逆

衝斷層應力場 (圖  3-183-(b))：  

(a) 岩脈代表在不同的岩漿活動與區域應力場下的產物。透過 K

區岩脈的定年及其位態逆推結果 (圖  3-183-(c))，顯示 K 區

古應力 (約白堊紀 )之主應力 σ1、σ2及σ3分別約為 94.8 MPa、

89.6 MPa 及 80.3 MPa，屬於正斷層應力場 (Chen, 2015,  p23)；

代表 K 區之應力場自白堊紀以來並非毫無變化，有可能從正

斷層應力場，轉成走滑斷層應力場。  

(b) 從區域性之研究結果 (例如構造、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觀測 )，

顯示 K 區現代應力場可能較接近走滑斷層應力場的環境 (Shi 

et al. ,  2004, p237)。  

(2) 由於量測方法的先天限制及資料解析的假設，需慎重考量水力破

裂法或既存裂隙水力法解析結果的不確定性。例如：水力破裂法

假設現地應力之主應力方向與重力方向平行，可能與現況並不一

致。  

K 區與 H 區的主應力方向與大小之相關研究資訊(詳技術支援報告(1)第

3.3.6.1.3 節)，摘述如下： 

(a) 於 H 區 HCBH01 地質探勘孔之岩心，以非彈性應變回復法量測

結果顯示在約 530 m 深度(Yeh et al., 2012, p23–24)： 

(i) 最大主應力σ1約 14.5 MPa (位態約 3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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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次要主應力σ2約 9.6 MPa (位態約 157/10)。 

(iii) 最小主應力σ3約 9.2 MPa (位態約 247/04)。 

(b) 於 K 區 KMBH01 探勘孔深度 306 m 處進行之水力破裂法量測的

現地應力為(Yang et al., 2003a, c3p17)： 

(i) 垂直應力(σV)約為 8.11 MPa。 

(ii) 水平最大主應力(σH)約為 10.68 MPa。 

(iii) 水平最小主應力(σh)約為 5.73 MPa。 

(c) 於 K 區 KMBH01 探勘孔深度 430 m 處進行之水力破裂法量測的

現地應力為(Yang et al., 2003a, c3p17)： 

(i) 垂直應力(σV)約為 11.4 MPa。 

(ii) 水平最大主應力(σH)約為 14.43 MPa。 

(iii) 水平最小主應力(σh)約為 9.38 MPa。 

(d) 於 K 區 KMBH01 探勘孔深度 300 m 處進行之既存裂隙水力法量

測的現地應力為(Lin et al., 2005b, c4p107)： 

(i) 最大主應力(σ1)約 10.29 MPa 至 12.34 MPa。 

(ii) 次要主應力(σ2)約 6.66 MPa 至 8.62 MPa。 

(iii) 最小主應力(σ3)約 0.76 MPa 至 2.14 MPa。 



 

 3-240 

 

3.3.6.2. 熱特性 

處置設施的溫度高低及其分布，是影響工程障壁系統功能的主要

影響因子，而影響其溫度高低及其分布的因素，包含：  

(1) 熱源特性：放射性物質本身的衰變熱、母岩所處環境的溫度、熱

通量。  

(2) 熱傳特性：母岩熱傳導係數、熱容量、地下水分布及流速等。  

 

圖  3-184 為臺灣地溫梯度、熱傳導係數及熱通量分布圖 (Wu et 

al. ,  2013,  p701)。圖  3-185 為花崗質母岩的熱傳導係數、熱容量量測

結果，其數值請參考表  3-21。雖然樣品大都來自研究的破碎帶岩心，

但熱傳導係數、熱容量的量測數值，與芬蘭及日本的數值接近，而瑞

典岩樣的熱傳導係數數值明顯高於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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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SNFD2017參考案例表二 

地質處置設施的安全功能評估結果，是其能否通過審核、取得建

造執照的關鍵。地質處置設施的安全功能取決於處置概念及其對應的

工程設計，而其設計則必須考量評估地點的地質特性。  

地質處置設施安全功能的展現，通常透過數值模擬 (通稱安全評

估技術 )，用以表達地質處置設施對人類生活圈中的保全對象，在考

量的時間範圍內 (如百萬年 )，其所可能接受到的輻射劑量及風險 (如

圖  2-1 所示 )。  

國際發展多年的經驗顯示：處置設計、安全評估、深層地質特性

調查的技術發展測試，必須透過彼此間的不斷整合、測試、修正與經

驗回饋過程 (圖  1-6 及圖  3-80)，方能整備完整的處置技術，確保將

來地質處置設施安全性評估結果的可信度。  

在沒有地質處置設施候選場址的現況下，臺灣參考日本 H12 報

告的架構 (JNC, 2000, c5.5)及 KBS-3 的處置概念，建構一個僅供技術

發展需求的模擬案例，稱為 SNFD2017 參考案例，用以發展相關處置

技術：  

(1) SNFD2017 參考案例採用表格化的清楚條列方式，提供包含相關

概念模式、資料及假設條件的說明，供相關研究單位，盡早共同

建立、測試、分享與精修相關處置技術能力。  

(2) SNFD2017 參考案例共包含 3 個表格及其對應的輔助說明文件，

此 3 個表格的名稱及內容分別為：  

(a) 表一：法規要求及處置概念  

(b) 表二：地質概念模式及特性參數  

(c) 表三：安全評估模式及參數  

 

其中，表二內容及其詳細建構過程的說明文件，請參考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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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場址篩選原則及程序的看法 

用過核子燃料 (高放射性廢棄物 )是臺灣面臨的既存事實，並不會

隨核電廠的除役而自動消失。針對用過核子燃料的最終處置地點，雖

然臺灣位處於環太平洋火環帶，地質條件複雜，但所幸處置需求面積

不大，應可找到妥適的母岩供最終處置。根據臺灣用過核子燃料最終

處置的初步工程設計結果顯示 (TPC, 2010,  圖 3-6)：僅需要 1 km2的

面積，即可容納臺灣用過核子燃料 (高放射性廢棄物 )的產出量，約

5,000 噸 (圖  1-1)。  

高放射性廢棄物的輻射劑量高、半衰期長 (圖  1-2)，因此，不論

是短期的貯存或是最終處置設施，通常會成為各地區的鄰避 (Not-In-

My-Back-Yard, NIMBY)設施，是臺灣必須審慎妥適因應的國家級議

題。  

針對臺灣用過核子燃料 (高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場址的篩選

作業，本報告認知唯有透過公正的組織體、公開的參與，才能建立具

有互信基礎的客觀篩選原則、標準及程序，共同面對及解決高放射性

廢棄物最終處置的難題。因此，針對場址的篩選原則及程序，本報告

彙整多年來的相關科學性的研究成果及國際發展經驗，提出以下看

法，期能做為選址作業前的公開討論素材，廣納各界看法，早日形成

國內選址作業原則、標準及程序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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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篩選原則 

本報告研究團隊認為：「處置的安全性」、「民眾的接受度」、

「階段性的場址篩選及回饋修正程序」，是篩選與確認高放射性廢棄

物最終處置場址 (Geological  Disposal Facility,  GDF)過程中的 3 大基

本原則。  

根據各國尋找最終處置場址的經驗顯示，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設施場址的選址過程有以下特性：  

(1) 選址過程有階段性，且不同階段有不同的推動目標 (圖  1-5)及技

術發展重點 (圖  1-6)。  

(2) 各選址階段所需進行之地質特性調查的精細度 (圖  3-80; IAEA,  

2011,  p31; NEA,  2013,  p53)，以及技術重點亦會有所不同 (圖  

3-82)，但最終處置之安全性評估的不確定性會隨各階段的持續

進展而降低，因此，更重要的是，各階段中必須都有回饋精進的

決策流程 (圖  3-80)，以確保處置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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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 處置的安全性 

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的基本要求，是選擇適當的處置環境並

透過嚴謹的工程設計，將高放射性廢棄物妥善安置，使其與人類生活

圈隔離，並確保處置場周圍民眾的安全。亦即，安全性是處置場址篩

選與工程設計的首要考量條件。臺灣目前的相關安全性法規限制，依

據「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2005 年 8 月

30 公告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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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 條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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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條 )。  

 

3.4.1.2. 民眾的接受度 

國際間關於高放射性廢棄物之地質處置技術發展，迄今已超過

50 年，期間所發展及累積的相關地質調查、處置工程設計及安全評

估技術，已漸成熟並為各國採用；例如：  

(1) 針對軍用長半衰期之放射性廢棄物，美國已完成新墨西哥州之地

質處置場 (Waste Isolation Pilot Plant ,  WIPP)的建造，並自 1999

開始接收超鈾廢棄物。  

(2) 針對民用高放射性廢棄物，芬蘭於 2015 年 11 月取得國際第一

個最終處置場 (Olkiluoto)的建照。瑞典亦已於 2009 年確定最終

處置地點 (Forsmark)，並於 2011 年提出建照申請 (SKB, 2013, 

p6)。  

 

雖然，經過數十年努力，針對場址篩選所需的相關科學與技術基

礎，國際間已有相當基礎，但根據各國尋找最終處置場址的經驗顯示，

民眾接受度是選址過程中，必須妥適考量的關鍵因子，其重要性僅次

於處置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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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國雖有 WIPP 的成功經驗，但歷經數十年精心規劃、調

查及工程設計研發，並已投入數十億美元 R&D 經費的內華達州雅卡

山計畫 (Yucca Mountain Project ,  YMP)，於 2010 年時，仍因民意的反

對而中止。針對 YMP 的中止，美國特別成立藍帶委員會 (Blue Ribbon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uclear Future,  BRC)，歷經各界專家討論

後，美國能源部於 2013 年提出「合意基礎的選址程序 (Consent-Based 

Siting Process)」的新政策，並已於 2017 年 1 月提出相關程序的草

案內容，目前正公開廣納各界的回饋意見 (DOE, 2017, p7)。  

 

3.4.1.3. 階段性的場址篩選及回饋修正程序 

根據國際經驗顯示，雖然各國的國情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場址

的選址過程及其對應的調查評估工作，均有不同階段性的需求目標

(如圖  1-6 所示 )，以確保「處置的安全性」並尊重及確認「民眾的接

受度」；大致可分為以下 3 個階段：  

(1) 首先，經由對處置概念及地質環境特性的了解，排除不適合地區，

以降低處置設施的建造風險，提升處置的安全性。針對未被排除

的地區，透過公開透明的程序，篩選及核定「建議調查區域」。 

(2) 其次，取得「建議調查區域」地點的同意後，根據處置設施工程

設計所需的地質特性資料，進行「侵入式」的地質調查後 (如地質

鑽探 )，再根據實際調查數據，進行處置設施工程設計的初步安

全評估。針對符合初步安全評估的地點，透過公開透明的程序，

篩選及核定「建議候選場址」。  

(3) 針對符合初步安全評估的地點 (建議候選場址 )，進行詳細調查、

試驗與分析，在處置設施工程設計、地質特性調查及安全評估工

作三者間，持續回饋精進 (圖  3-80)，直至該地點之處置工程設

計的安全性論證可滿足處置設施的建照申請。在精進過程中，若

發現無法克服的安全性議題，則必須更換處置工程設計或評估地

點。針對符合安全性論證的地點及工程設計，透過公開透明的程

序，篩選及核定「候選場址」後，再透過法定程序 (如公民投票或

國會同意 )，確認「最終處置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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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階段性篩選程序及因子 

針對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 (Geological Disposal  Facility,  

GDF)之選址過程，其所必須考量的場址因子及所需資訊，國際原子能

總署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簡稱 IAEA)曾提出原則性

建議，但特別強調各國可能因國情及地質條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考量

重點 (IAEA, 1994, c4; IAEA, 2011, aI.16 to aI.52)。因此，在進行地質

處置設施場址篩選、工程設計及安全評估時，各國因大地構造環境與

地質特性的不同，所需特別考量的地質圈特性亦會有所不同。  

基本上，地質處置設施場址篩選階段及考量因子，大致可分為 2

大階段及其分別對應的 2 類因子 (表  3-22)：  

(1) 地區排除階段及其排除因子 (Area Exclusion Stage and Deciding 

Factors)：  

主要考量依現行法令不得開發或限制開發 (如史蹟景觀區、水質

水量保護區、人口密度 )，以及地質條件明顯不適合之相關限制，

預先排除不適合進行處置工程的區域；排除因子包含：  

(a) 非地質 特性排 除因 子 (Exclusion Factors based on Policy,  

Regulations or Administrative Directions,  EFP)：  

主要係依據法令限制或國土規劃需求考量，預先排除不適合

進行處置工程的區域。臺灣現行相關法令所考量的非地質特

性排除因子，根據其特性又可分為 2 類：  

(i) EFP1：依法規不得開發及限制開發之地區排除因子，如

水質水量保護區、自然保留區、水庫蓄水範圍與特定水

土保持區等。  

(ii) EFP2：行政規則排除地區，如水庫集水區、地下水管制

區與人口密度等。  

(b) 地質特性排除因子 (Exclusion Factors based on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EFG)：  

主要係依據對處置設計概念及地質環境的現有認知，預先排

除不適合進行處置工程的區域；在後續相關調查評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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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若有發現新事證且無法以工程技術克服的致命條件，也

須排除。根據其特性又可分為 2 類：  

(i) EFG1：無法以工程技術克服且與處置設計「無」明顯相

關的地質特性排除因子，例如，活動斷層、活火山、泥

貫作用等。此類排除因子的影響性，不論何種處置設計，

以現今科技都難以確保處置安全性，故應事先排除。  

(ii) EFG2：無法以工程技術克服但與處置設計「有」明顯相

關的地質特性排除因子，例如，抬升與剝蝕率。不同的

處置設計概念，影響程度不同，因此，此類排除因子是

否可作為處置場的篩選因子，取決於處置工程的設計概

念 (如深度 )：  

  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 (Deep Geological  Disposal –  

Tunnel type, DTD)考量 300 m 至 1,000 m 的處置深

度，其處置安全性較易受到地表抬升與剝蝕的影響。 

  深孔式深層地質處置 (Deep Geological  Disposal  –  

Borehole type, DBD)考量的處置深度深達 3,000 m

至 5,000 m 深度範圍，較不易受到地表抬升與剝蝕

的影響。  

(2) 場址評選階段及其評選因子 (Site Assessment Stage and Deciding 

Factors)：  

主要係針對未被排除地區，在進入特定場址實際調查、評估時，

所需考量的相關因子。不論是何種評選因子，處置的安全性 (如  

小於  0.25  mSv)及風險機率是主要的評估重點。此類因子包含：  

(a) 地質特性評選因子 (Assessment Factors based on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FG)：  

主要係考量對處置安全性具有影響性的地質特性因子，包

含：岩體大小及深度、地質構造、地下水流動特性、地下水

的化學特性、岩體的熱及力學特性，以及溶質的傳輸特性等

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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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地質特性評選因子 (Assessment Factors based on Policy,  

Regulations or Administrative Directions ,  AFP)：  

主要係考量對處置安全性的風險機率具有影響性的因子，例

如：  

(i)  與將來人類入侵「可能有關」的評估因子，例如，油氣、

礦產等天然資源的蘊藏地點。  

(ii)  與處置運輸風險及成本「可能有關」的評估因子。臺灣

目前的用過核子燃料均暫存於臨海的核電廠內，因此，

交通運輸的可行性及其可能衍生的風險及成本，亦應列

入場址評估的考量。  

 

臺灣尚未制定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之選址條例，相

關選址作業的原則、標準及程序內容尚待形成國內共識，根據前述說

明，並考量討論中的選址條列，初步研擬候選場址建議調查區域之篩

選流程，如圖  3-186 所示。  

 

3.4.2.1. 排除因子 

原子能委員會於 2015 年 4 月 14 日發佈「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設施場址規範」的行政規則，作為臺灣現階段考量場址篩選的參

考依據。該行政規則已充分涵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址之選址

考量因子，並包含地質特性及非地質特性篩選 (排除及評選 )因子，如

表  3-22 所示。「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規範」條文如下： 

一、為確保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 (以下簡稱場址 )之安

全，並利於場址評選與管制作業依循，特訂定本規範。  

二、場址須能提供天然障壁，以遲滯放射性核種遷移，並避免自然作

用危害處置設施，確保處置設施符合安全要求。  

三、場址不得位於活動斷層或地質條件足以影響處置設施安全之地

區。  

(一 ) 活動斷層之主要斷層帶兩側各一公里及兩端延伸三公里之

帶狀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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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第四紀火山活動中心半徑十五公里範圍內之地區。  

(三 ) 泥火山噴出點半徑一公里範圍內之地區。  

(四 ) 單一崩塌區面積大於○．一平方公里以上，且工程無法整治

克服之地區。  

四、場址不得位於地球化學條件不利於有效抑制放射性核種污染傳

輸，並足以影響處置設施安全之地區。  

(一 ) 地下水體氫離子濃度指數 (pH 值 )小於四之地區。  

(二 ) 地質介質對關鍵陽離子核種之分配係數小於每公克三毫升

之地區。  

五、場址不得位於地表或地下水文條件足以影響處置設施安全之地

區。  

(一 ) 水道，包括河川、湖泊、水庫蓄水範圍、排水設施範圍、運

河、疏洪道、滯洪池或越域引水路水流經過之地域。  

(二 ) 現有、興建中及規劃完成且經核准興建之水庫集水區。  

(三 ) 地下水管制區。  

六、場址不得位於高人口密度之地區。此指人口密度高於每平方公里

六百人之鄉 (鎮、市、區 )。  

七、場址避免位於有山崩、地陷或火山活動之虞的地區。  

八、場址避免位於地質構造有明顯抬升、沉降、褶皺或斷層活動變化

的地區。  

九、場址避免位於水文條件易受人為活動與自然作用影響改變的地

區。  

十、場址避免位於地殼具明顯上升或侵蝕趨勢的地區。  

十一、場址應考量下列母岩特性：  

(一 ) 母岩深度距離地表三百公尺以上。  

(二 ) 母岩具有適當厚度與側向分布範圍足以容納處置場地下設

施。  

(三 ) 母岩熱力學性質利於移除高放射性廢棄物產生之衰變熱。  

(四 ) 母岩水文性質具有低水力傳導度與低滲透性。  

(五 ) 母岩力學性質利於處置設施之安全建造、營運與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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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母岩化學性質具有沉澱、吸附或遲滯核種遷移之能力。  

十二、場址應考量下列水文特性：  

(一 ) 水文地質構造利於限制地下水流動與遲滯核種傳輸。  

(二 ) 地下水流場穩定且具低水力梯度，而不致加速地下水的流

動。  

(三 ) 水文地質環境不致對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有不利影響。 

十三、場址應考量下列地球化學特性：  

(一 ) 場址之長期地球化學演化，不致對處置場的障壁功能產生不

利影響。  

(二 ) 場址之氧化還原特性與地下水之化學組成，不致加速處置容

器之腐蝕破壞。  

十四、場址不得位於其他依法不得開發之地區。其範圍及認定標準依

各該其他法律之規定。  

 

考量未來選址作業可能引起之爭議，現階段法規限制開發之地

區，亦建議納入非地質特性排除因子 (表  3-22 之 EFP 因子 )，相關法

規及條文如表  3-23。  

針對地質特性排除因子 (表  3-22 之 EFG 因子 )，臺灣位處於環太

平洋火環帶，亦在板塊的聚合邊界，是一個造山作用活躍的構造區 (詳

第 3.1.2 節及第 3.1.3 節說明 )。由於臺灣的區域地質環境特性大致上

與日本類似，故在進行地質處置設施場址篩選時，臺灣與日本所需面

臨及考量的地質特性篩選因子極其類似。針對臺灣地質特性，相關考

量因子應包含火山活動、斷層活動、泥貫作用 (泥火山 )、抬升剝蝕等

因子；臺灣相關地質因子性的相關論證基礎，詳本報告第 3.2 節的相

關說明。  

 

3.4.2.2. 評選因子 

臺灣目前尚未確定候選場址，亦未有「建議調查區域」，因此尚

無明確地點對象，可供進行實際的現地調查及評估各評選因子對處置

安全性及風險的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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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對臺灣地質特性的研究成果及認知，本報告提出「地質特性

評選因子」，如表  3-22 所示，並論述臺灣對相關「地質特性評選因

子」的調查及解析能力 (詳第 3.3 節 )，其研究成果亦已經系統化整理

(SNFD2017 參考案例表二；詳附件 A)，供國內各研究單位發展處置

工程設計及安全評估的技術能力 (詳 SNFD2017 報告第 4 章及第 5

章 )。  

另外，針對臺灣處置計畫未來預期所需的地質特性調查技術，本

報告分別以「區域尺度」與「場址尺度」的調查技術分類，透過技術

發展過程所取得的實際成果，說明臺灣目前的相關技術能力 (詳第 3.3

節 )；簡述如下：  

(1) 區域尺度 (大範圍 )的地質調查解析能力：  

以空中磁測、大地電磁、微震觀測及岩體抬升與沉陷等調查與解

析成果，說明臺灣在區域尺度之地質特性調查的相關能力 (圖  

3-83)。  

(2) 場址尺度 (小範圍 )的地質調查解析能力：  

以 K 區所建立的地下岩體及主要導水裂隙的調查技術成果，說明

臺灣在場址尺度之地質特性調查的相關能力 (圖  3-84)。另外，除

了深地層的相關現地測試結果 (如水力傳導係數、水質、現地應

力 )外，臺灣本島及離島花崗岩的相關實驗室分析結果，包含岩礦

組成、岩石力學、熱傳、吸咐特性等，亦被系統化整理，作為後

續相關工作規劃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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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地質特性排除因子的初步研究結果 

本報告研究團隊認為：針對地區排除階段所考量的各排除因子，

應善用類似 GIS 圖層的表達方式，讓國人能迅速且清楚了解臺灣各排

除因子的分布特性，避免模糊文字表達方式所可能造成的不必要誤

解，方能共同參與討論各排除因子及結果的合理性，而相關排除因子

的量化定義，應經政府權責機關制定，以免產生權責衝突、混亂。  

花崗岩、泥岩及中生代基盤岩，是臺灣曾經討論過的 3 種可能作

為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的母岩，其分布地區如圖  3-71 所示。針

對本報告所建議的地質特性排除因子 (表  3-22)，包含火山、斷層、泥

貫入體 (泥火山 )、抬升沉陷等因子，臺灣相關地質因子的分布特性，

如圖  3-79 所示，其科學性的相關論證基礎，詳本報告第 3.2 節的相

關說明。其中，  

(1) 圖  3-79 之相關地質特性排除因子的量化篩選條件，係暫時參照

「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規範」的篩選條件，但所謂

火山活動中心、泥火山噴出點、溫泉露頭僅參考相關研究文獻的

概估地點，後續應根據政府權責機關的相關量化定義 (如火山活

動中心的座標 )，以免產生爭議。  

(2) 臺 灣 數 十 年 時 間 尺 度 之 GPS 抬 升 沉 陷 的 特 性 分 布 特 性 ( 圖  

3-79)，本因子的影響性取決於處置概念及設計 (如深度 )，且因科

學量測本身的精度限制，以及時間尺度問題，故是否可列為排除

因子，尚須取得共識。若考量將抬升剝蝕速率數值做為地質處置

設施場址評選條件時，則應更應明確界定其計算基礎、假設及時

間尺度，避免爭議 (詳 Ch3.2.4 詳細討論 )。  

 

針對本報告所建議的非地質特性排除因子 (表  3-22)，表  3-23 羅

列臺灣禁止及限制開發的相關法令及條文，包含自來水法、飲用水管

理條例、溫泉法、森林法、濕地保育法等，供後續公開討論其完整性。

另外，考量各因子的實際範圍須以政府實際公告範圍為準，以免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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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議在後續的「建議調查區域」討論、篩選及核定過程中，各因

子的實際範圍須以政府各權責機關的量化核定範圍為準，以免爭議。 

綜上所述，綜合考量臺灣潛在處置母岩的分布區域 (圖  3-71)，

以及地質特性排除因子的分布特性 (圖  3-79)，所剩餘的處置母岩分

布地區，後續可結合非地質特性排除因子的分布特性，進行「建議調

查區域」的公開討論、篩選及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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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小結 

(1) 本報告研究團隊認為：「處置的安全性」、「民眾的接受度」、

「階段性的場址篩選及回饋修正程序」，是篩選與確認高放射性

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址過程中的 3 大基本原則。唯有透過公正的組

織體、公開的參與，才能建立具有互信基礎的客觀篩選原則、標

準及程序，共同面對及解決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的難題。  

(2) 本報告針對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址的篩選原則，提出排除

因 子 (exclusion factor) 及 評 選 因 子 (assessment factor) 兩 大 類

(表  3-22)：  

(a) 排除因子主要考量依法令規範不得或限制作為放射性廢棄

物處置設施，以及地質條件明顯不適合之相關限制。  

(b) 評選因子主要係考量在將來進入特定候選地區或場址實際

調查、評估時，所需考量的相關因子。本階段任務 (圖  1-5)

係建立各地質特性評選因子之調查及安全評估技術。  

(3) 「排除因子」的研究結果：  

花崗岩、泥岩及中生代基盤岩，是臺灣曾經討論過的 3 種可能作

為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的母岩。現階段綜合考量臺灣潛在處

置母岩的分布區域 (圖  3-71)，以及地質特性排除因子的分布特

性 (圖  3-79)，所剩餘的處置母岩分布地區，後續可結合非地質特

性排除因子的分布特性 (表  3-23)，進行「建議調查區域」的公開

討論、篩選及核定；各非地質特性排除因子的實際範圍須以政府

各權責機關的量化核定範圍為準，以免爭議。  

(4) 「評選因子」的研究結果：  

(a) 臺灣目前尚未確定候選場址，亦未有「建議調查區域」，因

此尚無明確地點對象，可供進行實際的現地調查及評估各評

選因子對處置安全性的實際影響性。  

(b) 針對臺灣處置計畫未來預期所需的地質特性調查技術，本報

告分別以「區域尺度」與「場址尺度」的調查技術分類，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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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技術發展過程所取得的實際成果，說明臺灣目前的技術能

力 (詳第 3.3 節 )。  

(c) SNFD2017 報告以離島花崗岩的相關研究成果，系統化整理

成地 SNFD2017 參考案例表二 (地質概念模式及數據；詳附

件 A)，供國內各研究單位發展處置工程設計及安全評估的

技術能力 (詳 SNFD2017 報告第 4 章及第 5 章 )，並用以論述

臺灣對相關地質特性評選因子 (表  3-22)的調查、解析及評

估的技術能力 (詳第 3.3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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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結論與未來發展建議 

技術可行性的論述是 SNFD2017 報告的主要重點。SNFD2009 報

告建議 SNFD2017 報告的研究工作，應聚焦於花崗岩的特性調查與評

估；另外，FCMA 針對 SNFD2017 報告內容，明確要求其階段性目標，

必 須 清 楚 論 述 「 能 否 找 到 合 適 的 花 崗 岩 進 行 地 質 處 置 ?」 (FCMA-

MM2011-0222)。因此，針對 SNFD2017 報告第 3 章 (臺灣地質環境 )

的論述重點及目標有 2 項：  

(1) 臺灣能否找到合適的花崗岩進行地質處置 ? 

(2) 臺灣是否具備深層地質特性調查評估的技術可行性 ? 

 

由本報告的相關研究成果，可充分說明上述目標均已達成，相關

研究成果摘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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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臺灣能否找到合適的花崗岩進行地質處置?」 

(1) 由於臺灣位於環太平洋火環帶，針對地質處置設施場址篩選的天

然因子包括：火山活動、斷層及地震活動、泥貫作用、抬升或沉

陷、氣候變遷及海水面變遷等因子，以及避免後代人類可能入侵

地質處置設施的礦產、油氣及地下水開採可能性等因子 (圖  3-62

至圖  3-64)。花崗岩、泥岩及中生代基盤岩，是臺灣曾探討過之

地質處置設施的潛在處置母岩，其分布如圖  3-71 所示，其特性

比較結果如表  3-7 所示；根據研究結果顯示：  

(a) 臺灣本島及西部離島花崗岩區，除了位於臺灣東南部地熱區

的大崙花崗岩體外，至今，大部份花崗岩體至今均未發現法

規禁止的天然因子 (圖  3-79)，均可考量作為地質處置設施

的母岩。臺灣本島及西部離島花崗岩均有至少百萬年的長期

穩定潛力，且具備可調查性和可預測性，可作為臺灣地質處

置設施的考量對象 (圖  1-4)。  

(b) 雖然臺灣中生代基盤岩處於相對穩定的地質環境，但因其深

度過深，除臺灣海峽部分區域外，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類型

之坑道開挖工程的可行性較低 (如地溫過高，人機難以承

受 )，但具有其他處置概念 (如深孔式地質處置 )的可能性，應

作為後續積極研究的對象。近年來，美國及英國等國家亦積

極投入深孔式深層地質處置類型之處置設計概念的研究發

展 (Hippel and Hayes,  2010, p16 ; Ketner,  2014, p2)，一旦國

際驗證可行，或許即可克服深度限制。因此，仍保留中生代

基盤岩地區的處置潛能。  

(c) 臺灣西南部泥岩斷層構造多、泥貫作用明顯，且具油氣開採

潛能，不適合作為地質處置設施的考量地區。  

(2) 在排除非科學性因子 (如政治、民眾接受度、交通運輸、建造成本

等 )，僅考量地質條件下，臺灣確實存在合適的花崗岩體，具備足

夠的岩體尺寸，可以考量做為地質處置設施的後續調查區域，包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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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西部離島，如金門、烏坵、馬祖等地的花崗岩體；其中，台

電公司於 2013/07/16 正式函文金門縣政府，略以：「水庫

集水區」、「人口密度」及「國家公園」等條件，依「低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相關規定，已被排

除於合格場址之外。考量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址選址

標準應較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嚴格，說明 K 區已被排

除於最終處置場址的考量範圍，並經金門縣長親自主持民眾

溝通會議，由台電代表人員說明。本會議結果並經金門日報

(2013/08/29)報導刊載。  

(b) 臺灣本島東部，如源頭山、飯包尖山、和平、開南岡等花崗

岩體。  

(3) 臺灣本島及西部離島花崗岩體，因處於不同地質環境 (平潭 -東山

變質帶或大南澳變質雜岩帶 )(圖  3-3 之 PDMB 或 TCMB)，針對

臺灣目前所學習的 KBS-3 處置概念設計及安全評估，必須考量其

不同的地質特性 (圖  3-187)：  

(a) 臺灣本島東部花崗岩體：  

(i)  臺灣本島東部花崗岩體，大多被巨大的大理岩或片岩所

圍繞，處置概念設計必須善用此類岩體單元：  

  針對處置環境的化學長期穩定性，因為大理岩及片

岩的反應性較花崗岩快，具有良好的化學緩衝能力

(圖  3-130 至圖  3-132)。  

  地下水多賦存於大理岩及片岩等圍岩中，花崗岩體

相對較乾且其裂隙易受碳酸鈣沉澱物所充填、封阻

(圖  3-130)。  

(ii) 臺灣本島部分東部花崗岩體，目前具有沉陷的趨勢，將

逐漸遠離人類生活圈，對長時間尺度的氣候變遷及海平

面變化的敏感度較低。  

(iii)  臺灣本島東部花崗岩體位於板塊交界區 (圖  3-2 之琉球

島弧系統 )，該區地震頻率較高，可能因周圍大理岩及片

岩的岩石強度相對較花崗岩體低，因此，具有衰減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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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減震現象，根據微震觀測資料顯示，花崗岩體本身地

震頻率相對低很多 (圖  3-94 至圖  3-98)；相關文獻指

出，震波傳遞時的衰減程度與行經岩層的緻密度與含水

性有關 (溫士忠等， 2015，p9-p11)。  

(b) 臺灣西部離島花崗岩體：  

(i) 臺灣西部離島花崗岩體均處於類似的地質演化環境 (圖  

3-3 之 PDMB)，廣泛存在的基性岩脈群 (如輝綠岩脈群，

圖  3-5-(b))可能扮演重要的阻水構造，處置概念設計必

須善用此類岩體單元。  

(ii)  若考量長時間尺度的氣候變遷及海平面變化，則因預期

處置深度有限 (300 m 至 1,000 m)，必須妥善考量海水

面下降對處置環境 (如地下水流向及化學環境 )的影響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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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臺灣是否具備深層地質特性調查評估的技術可行性? 」 

(1) 空中磁測、大地電磁、地電阻、微震觀測解析、GPS 觀測解析等

區域尺度 (大範圍 )調查技術，對於推估地下岩體及構造分布，在

臺灣已經建立並證實是有效的調查評估技術；成功提前預測蘇花

改交通隧道的地下導水構造區 (詳見圖  3-106 註解 )，並解析出

地下岩漿庫的可能範圍。  

(2) 透過 K 區技術發展測試區所建立的場址尺度 (小範圍 )調查技術，

包含概念模式建立、地質鑽探、孔內試驗分析、離散裂隙網路模

擬等技術，經現地測試驗證，可有效解析導水構造及特性。K 區

相關研究成果，結合相關假設條件，已被系統化彙整編撰成

SNFD2017 參考案例表二 (詳附件 A)，用以發展處置設計與工程

技術、安全評估數值模擬能力 (詳 SNFD2017 報告第 4 章及第 5

章 )，其所需之地質概念模式及特性數據，據以說明臺灣已具備

深層地質特性調查與資料解析能力。依臺灣現有法令規範，K 區

已被排除在地質處置設施候選場址的考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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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未來發展建議 

(1) 針對將來特定候選場址的地質特性調查而言，井下地震儀的安裝

及資料解析、現地應力的量測解析、大規模抽水試驗、高密度井

下水力試驗等工作，均是必須進行的現地調查及資料解析工作。

上述相關技術，臺灣均已分別建立相關技術，但尚未進行整合性

的測試驗證，故建議應建立長期性的深層地質特性調查技術研究

基地，供進行相關技術的整合發展及測試驗證。除了技術整合及

驗證外，亦需持續參考國際發展經驗，持續加強 QA/QC 系統，

以提升及確保調查成果的可信度。  

(2) 針對地質處置設施場址篩選，臺灣尚無選址條例 (AECTW 於 2015

年 4 月 24 日公布「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規範」，

屬行政規則，迄今尚無法定的選址條例 )，依據臺灣地質環境特

性 (詳第 3.2 節說明 )並參酌國際最終處置方式的發展趨勢 (圖  

1-4)，建議：  

(a) 火山活動、泥貫作用、斷層活動地區範圍，以現今的工程技

術仍難以克服，故應被排除在地質處置設施選址考量範圍，

但如何界定其範圍，如火山中心及火山影響範圍，應經政府

主管地質之權責機關制定，以免產生權責衝突、混亂。另外，

經篩選過的候選場址，在後續調查過程中，若發現足以影響

地質處置設施安全性的火成活動、泥貫活動或盲斷層地區，

亦應排除在外。  

(b) 抬升或沉陷、地震、海水面變遷、土石流等影響因子，對地

質處置設施安全性的影響性，不同的處置概念設計有不同的

影響性，因此，不宜作為初期篩選 (排除 )條件，而是作為處

置場址進階篩選 (評選 )時，必須進行之全系統功能安全評估

的考量因子；其影響性應以針對特定候選場址、特定處置工

程設計及其安全評估的結果，作為處置場址進階篩選 (評選 )

的考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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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質處置設施之處置深度的地質特性，若涉及處置工程穩定

性或安全性，如地震震波影響、地下水流速、酸鹼度、氧化

還原電位、核種吸附能力、現地應力等，因不同的處置概念

設計有不同的影響性，篩選初期無法確定處置工程設計、無

法進行深層鑽探至特定深度取得其特性資料，故不宜作為初

期篩選 (排除 )條件，而是作為處置場址進階篩選 (評選 )時，

必須進行之全系統功能安全評估的考量因子。  

(d) 針對未來的候選場址篩選而言，除了前述的地球科學考量因

子外，民眾的接受度、放射性廢棄物運輸的可能性、地區的

長期發展性、深地層空間應用的可能衝突性 (如具備二氧化

碳地質封存的潛能地區 )等，亦必須被整體考量。  

 



 

 3-263 

 

 
圖 3-1：臺灣及其周圍地區之地理與地質名詞索引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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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臺灣 (中華民國 )現行管轄的土地範圍，主要包括臺灣本島及其附屬島嶼、澎湖群島、金門群島、馬祖列島、東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等

地，有效管轄土地面積約 36,193 km2 (E YTW,  2015)：  

  臺灣本島位於亞洲大陸的東南沿海 (約 200 k m)、日本琉球群島的西南方 (約 600 k m)，及菲律賓呂宋群島的北方 (約 250 k m)，屬於太平洋

西岸的海島；臺灣本島呈紡錘形，南北縱長約 394 k m，東西最大寬度約 144 k m，跨越經緯度 119E 至 123E、 21N 至 26N 之間：  

  臺灣本島及其 21 個附屬島嶼面積約共 35,882  km2。  

  臺灣本島的附屬島嶼中，面積較大者有蘭嶼 (46.82 km2)、綠島 (15.1  km2)、小琉球 (6 .8  km2)、釣魚臺 (4.38 km2)與龜山島 (2.84 km2)。 

  澎湖群島位於臺灣本島西南側，東距臺灣本島約 40 km、西距中國大陸約 140 k m，由 64 個大小島嶼組成，總面積約為 127 km2。  

  金門群島位於臺灣本島西側、福建省九龍江口外，東距臺灣本島約 227 km，西距中國大陸約 5 k m：  

  金門群島總面積約為 150 km2，除大金門本島之外，還包括烈嶼、大膽、二膽等 12 個島嶼。  

  另外，烏坵鄉的大坵嶼及小坵嶼總面積約 1.2  km2，大致位於金門及馬祖列島中間，屬金門縣代管的離島。  

  馬祖列島位於臺灣本島西北側、福建省閩江口外，距臺灣本島約 211 km：  

  馬祖列島總面積約為 29 km2。  

  馬祖列島包括南竿、北竿、東莒、西莒、東引、西引、高登及其附屬小島共計 35 個島嶼。  

  東沙群島為南海諸島中最北之一群，位居臺灣本島南端、香港及中國大陸珠江口三角中心地區；東北距臺灣高雄港約 444 km，北距廣東汕

頭約 259 k m，西北距香港約 315 k m，東南距馬尼拉約 778 k m：  

  東沙島為本群島中唯一露出水面之島嶼，面積約 2.38 km2，狀如蟹螯，位置在 11643′E、 2042′N。  

  中沙群島在西沙群島之東偏南方，散布在 11343′E 至 11748′E、 1357′N 至 1912′N 之間：  

  除黃岩島 (民主礁 )露出水面外，中沙群島大多為隱沒海水下的珊瑚礁。  

  南沙群島為南海四群島中最南之一群，計包括 108 個島嶼、沙洲、礁灘及暗礁等，散布於 10936′E 至 11750′E、 358′N 至 1155′N 之間：  

  南沙群島中之主島為太平島，全島平坦，面積約 0.49km2，東北距臺灣左營港約 1,565 k m，北距海南島榆林港約 1,019 k m，西距越南

金蘭港約 611 k m，東與菲律賓巴拉望相距約 370 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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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臺灣及其周圍地區之地理與地質名詞索引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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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長樂 -南澳深斷裂帶： Changl e-Na nao Deep Fa ult  Z one ,  China  (CNFZ )；舊稱平潭 -東山深斷裂帶 (Pingta n-Dongs ha n Deep Fault  Zone ,  PDFZ) (Chen et  

a l . ,  2016a ,  f1 ,  p521)。  

陸海邊界： Continent-ocea n bounda ry  (C OB ) (Lal lema nd et  a l . ,  2001,  f1 ,  p 231)。  

歐亞板塊： Eura sia n Pl ate  (E AP)。  

東海： East  China Sea  (ECS)。  

呂宋島弧： Luzon A rc  (LZA)。  

臺灣北部火山活動帶： Northern Ta iwa n Vol ca nic  Z one (N TVZ ) (Chen,  1990,  p6;  Wa ng  et  a l . ,  2004,  p977 )。  

沖繩海槽： Okina wa  Trough (OT)。  

平潭 -東山變質帶： Pingta n-Dongs ha n M eta morphic  B el t ,  China  ( PDM B)；舊稱長樂 -南澳變質帶 (Cha ngl e-Na nao M etamorphic  B el t ,  CNM B )。  

古太平洋海板塊： Pal eo-Pac if ic  Pla te  (PPP) (Lin ,  2001,  p213)。  

菲律賓海板塊： Phil ippine Sea Pla te ( PSP)。  

  部份研究學者認為，臺灣島東側的海洋板塊，可再細分為古太平洋海板塊及菲律賓海板塊，約以加瓜海脊 (Ga gua  ridge)為分界。  

  臺灣東部至加瓜海脊間為古太平洋海板塊  (L in,  2001,  p213;  Descha mps et  a l . ,  2000,  p513 )，亦即今日的花東海盆位置。  

  加瓜海脊以東為菲律賓海板塊  (Descha mps  et  a l . ,  2000,  p514;  Font et  a l . ,  2001,  p138;  Lal l emand,  2014,  p5 )。  

  在現今加瓜海脊以西的綠島、蘭嶼等島嶼所在的花東海盆底下，透過海域地球物理探測結果、蘭嶼與綠島發現的放射蟲化石，以及打撈到的

輝長岩同位素年代等調查證據，發現年齡超過億年 (131 Ma BP 至 119 MaBP)的古海板塊殘塊 (Descha mps  et  a l . ,  2000,  p503 )。  

  加瓜海脊以西靠近臺灣的古老海洋地殼，具有較厚的岩石圈 (Lal l ema nd,  2014,  p5)，且相較之下，現在位於加瓜海脊以東的菲律賓海板塊，年

齡僅約 53 MaB P 至 30 MaBP，由南太平洋往西北遷移至現今位置 (Desc hamps  a nd Lal l ema nd,  2001,  p1 )。  

第四紀琉球火山前緣： the Quaterna ry  Ryukyu Volca nic  F ront  (QR VF ) (Chung et  a l . ,  2000,  p226;  Wa ng  et  a l . ,  2004,  p977)。  

琉球島弧： Ryukyu A rc  (R KA )。  

琉球海溝： Ryukyu Trench (R KT)。  

華南濱海火成帶： Southeas tern Coas t  Magma tic  B elt ,  C hina  (SCMB ) (Chen et  a l . ,  2016a,  p520)。  

南中國海板塊： South China  Sea  Plate  (SCP)。  

南中國海： South  C hina  Sea  (SC S)。  

沖繩海槽最南端： the Southern most  Pa rt  of  Ok ina wa  Trough  (SPOT) (Chung et  a l . ,  2000,  p225;  Wang  et  a l . ,  2004,  p977)。  

大南澳變質雜岩帶： Ta na nao C ompl ex M eta morphic  B el t ,  Taiwa n (TC MB)。  

菲律賓海板塊向西北隱沒至臺灣北部地區的西部邊緣線： the Wes tern E dge of  the northwes twa rd subduc ting  PSP ( WE P) (Suppe,1984,  p31,  f5;  Teng ,  

1996,  p950– 952;  Teng ,  2007,  p7;  Wa ng  et  a l . ,  2004,  p977)。  

黃海： Yel low Sea (YS)。  

政和 -大埔深斷裂帶： Zhenghe-Da pu Deep Fault  Z one,  China (Z DFZ ) (Chen et  a l . ,  2016a,  f1 ,  p521)。  

地形圖資料來源： ETOPO1 Global  R el ief  M odel  ( www.ngdc.noa a.gov/ mgg/gl obal/ )。  

  

http://www.ngdc.noaa.gov/mgg/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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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臺灣及其周圍地區之地理與地質名詞索引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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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周周海域地形圖。  

  長樂 -南澳深斷裂帶： Changl e-Na nao  Deep Fault  Z one,  China ( CNFZ ) (Chen et  a l . ,  2016a,  f1 ,  p521)  

  龜山島： Kueisha ntao Is land ( KST) 

  基隆火山群： Keelung Volca no Group (KVG )  

  平潭 -東山變質帶： Pingta n-Dongs ha n M eta morphic  B el t ,  China  ( PDM B) 

  大南澳變質雜岩帶： Ta na nao C ompl ex M eta morphic  B el t ,  Taiwa n (TC MB)  

  大屯火山群： Tatun Vol cano G roup (TVG )  

(b)  臺灣地質分區及新生代地層厚度分布圖 (修改自： Lin et  a l . ,  2003 a,  p455,  f2;  Teng a nd Lin,  2004 ,  p319)。  

  基盤高區域盆地：  

北港重力高區： Peika ng (gra vity)  High ( PKH) (M outhereau et  a l . ,  2002,  p42,  f4)  

觀音重力高區： Kua nyin (gravity)  High  (KYH) (Moutherea u et  a l . ,  2002,  p42,  f4)  

南日島盆地： Nanj ih tao  Bas in  (N JB )  

澎湖盆地： Penghu Bas in  (PHB )  

澎湖地台： Penghu Pla t form (PHP)  

臺西盆地： Tais hi  Bas in  (TSB )  

臺南盆地： Taina n Bas in  (TN B)  

花東海盆： Hua tung Ba sin  (HTB ) 

  地質分區 (由西至東 )：  

澎湖地質區： Penghu Platform (PH)  

海岸平原地質區： Coas tal  Plain  (C P)  

西部麓山帶地質區： Wes tern F oothil ls  (WF )  

雪山山脈地質區： Hsuehsha n Ra nge (HR )  

脊樑山脈地質區： Backbone Ra nge (BR )  

花東縱谷地質區： Longitudinal  Val l ey  (LV)  

海岸山脈地質區： Coas tal  Ra nge (CR )  

  主要逆衝斷層：  

 :變形前緣斷層： F rontal  Thrust  

 :屈尺斷層： C huchih  Thrus t  

 :梨山斷層： L isha n Thrust  

 :中央山脈斷層： C entral  Range Thrus t  

 :海岸山脈斷層： C oas tal  Ra nge Th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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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臺灣本島花崗岩區(H 區)之地理圖、地形圖、地質圖及河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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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本島東部的花崗岩體，由北至南，包括源頭山、奇瑤谷、和平、飯包尖山、溪畔、開南岡、

大崙等 7 個出露面積較大的岩體；其中前 6 個花崗岩體所涵蓋的區域，簡稱 H 區。  

(b)  H 區地形圖 (Tong et  a l . ,  2015,  c2p6)。  

(c )  H 區五十萬分之一地質圖 (Tong et  a l . ,  2015,  c 2p8)。  

(d)  H 區河系圖 (Tong et  a l . ,  2015,  c2p7)。  

  H 區地名中英文對照  

岩體 地點 山脈 河系 

溪畔岩體(Chipan, C) 清水地熱 

(Chingshui geothermal) 

棲蘭山(Mt. Chilan) 和平溪(Heping River)，

又稱大濁水溪 

奇瑤谷岩體(Chiyaogu, Cy) 翠峰湖(Cui-Feng Lake) 大霸尖山(Mt. Dabajian) 蘭陽溪(Lanyang River) 

飯包尖山岩體 

(Fanpaochienshan, F) 

和平(Heping) 合歡山(Mt. Hehuan) 良里溪(Liangli River)，

又稱和仁溪 

和平岩體(Heping, H)，又稱大

濁水岩體(Tachoshui) 

和仁(Heren) 南湖大山(Mt. Nanhu) 立霧溪(Liwu River) 

開南岡岩體(Kanagan, K) 新城(Hsincheng) 能高山(Mt. Nenggao) 美崙溪(Meilun River) 

源頭山岩體(Yuantoushan, Y) 花蓮(Hualien) 奇萊山(Mt. Qilai) 南澳溪(Nanao River) 

 南澳(Nanao) 三星山(Mt. Sansing) 三棧溪(Sanjhan River) 

 蘇澳(Suao) 中央尖山 

(Mt. Zhongyangjian) 

蘇澳溪(Suao River) 

 天祥(Tienhsiang)   

 土場(Tuchang)   

 東澳(Tun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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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臺灣離島花崗岩體之地質環境演化及常見的基性岩脈群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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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et al. (2004a)[Chen, C.H., Lin, W., Lan, C.Y., and Lee, C.Y. (2004), Geochemical and Sr, Nd isotopic characteristics and tectonic implications for three stages of igneous rock in the Late Yanshanian (Cretaceous) orogeny, SE China. In: Special volume of fifth Hutton symposium on the origin of granites and related rocks, Transaction of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Earth Sciences, Vol. 95, No. 1–2, pp. 237–248.]

Lin (2001)[In Chinese: 林蔚(2001)，華南沿海地區晚燕山期侵入岩漿活動及大地構造意義，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共237頁。]

modified from Chen et al. (2004a, p238) Lin (2001, 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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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大陸沿海及臺灣西部離島花崗岩分布圖 (修改自 Chen et  a l . ,  2004a,  p238)。  

  臺灣西部離島花崗岩體主要位於中國大陸東南沿海一帶，由北至南，包含馬祖、烏坵、金門等島嶼；其中，馬祖地區簡稱 M 區、烏坵地區

簡稱 W 區、金門本島東部簡稱 K 區。  

(b)  離島花崗岩體常見基性岩脈照片。  

  馬祖北竿機場 (輝綠岩脈群 )。  

  小坵輝綠岩脈。  

  金門新湖漁港 (輝綠岩脈 )。  

(c )  台海地區岩漿活動與地體構造演化圖 (L in ,  2001,  p213)。  

(1)  侏羅紀至早白堊紀 (約 140 MaB P 以前 )，古太平洋海板塊向西隱沒至歐亞板塊邊緣之下，大陸內部廣泛發生板內型張裂環境的岩漿活動。  

(2)  早白堊紀 (約 120 Ma BP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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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運動。  

(3)  燕山運動後期 (約 110 MaB P 至 100 MaB P 期間 )，造山帶內部 (如福建、浙江等 )形成張裂環境的後造山型花崗岩，造山帶邊緣 (如臺灣東部

大南澳變質雜岩帶 )則發生高壓低溫相變質作用。  

(4)  晚白堊紀 (約 90 Ma B P 至 80 Ma B P 期間 )，造山帶內部形成張裂型火山活動，造山帶邊緣則形成張裂環境之後造山型花崗岩 (如臺灣東部花

崗岩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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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在臺灣東部大南澳變質帶非島弧岩漿活動發生。  

(6)  中新世期間，南中國海板塊的擴張，導致大陸東南陸塊漂離 (C hen et  a l . ,  2016a ,  p521;  Sha o,  et  a l . ,  2015,  p1)，伴生廣泛的玄武岩噴發活動。 

 
  



 

 3-273 

 

 
圖 3-6：臺灣及環太平洋火環帶  

PSP

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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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臺灣 LEAC 弧陸碰撞運動模式 

 

(b)(a)

(c)

Teng (1996)[Teng, L.S. (1996), Extensional collapse of the

northern Taiwan mountain belt, Geology, Vol. 24, pp.

949-952.]

Teng and Lin (2004)[Teng, L.S. and Lin, A.T. (2004), Cenozoic Tectonics of the China Continental Margin: Insights from Taiwan, in

Malpas, J., C.J.N. Fletcher, J.R. Ali, and J.C. Aitchison, eds., Aspects of the Tectonic Evolution of China, Geological Society,

London, Special Publication, Vol. 226, pp. 313-332.]

Teng and Lin (2004, p316)

Teng (1996, p950)Teng (2007)[In Chinese: 鄧屬予(2007)，臺灣第四紀大地構造，經濟部中
央地質調查所特刊，第18號，第1-24頁。]

(i)

(ii)

(iii)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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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蓬萊造山運動模式圖 (Teng,  2007,  p8)。  

  在 12 MaB P 以前，古臺灣島於海水面下，臺灣地區是一片淺海。  

  當時，菲律賓海板塊遠在臺灣東南方的大洋中。  

  隨著菲律賓海板塊不斷向北北西移動，呂宋島弧也逐漸地靠近歐亞板塊邊緣，島弧的北端在 12 Ma 前左右，開始衝上歐亞板塊邊緣，

揭開了 LEAC 弧陸碰撞運動的序幕。  

  在 12 MaB P 至 5 Ma BP 期間，呂宋島弧逐步擠近歐亞板塊邊緣。  

  當歐亞板塊邊緣被拖入隱沒帶時，大量的陸緣沉積物在海溝被刮起，塞進增積岩楔中，使得增積岩楔愈長愈大 (圖 (i))。  

  約 5 Ma BP 時，呂宋島弧的北端衝上了歐亞板塊邊緣，並且把增積岩楔推出了海面，形成一座小島 (圖 (i i))。  

  當時島的位置在現今宜蘭南澳東方約 200 km 的西表島 (屬琉球 )附近，島上並沒有高山，只有一些丘陵，不過，已經形成碰撞山脈的雛

型。  

  菲律賓海板塊在 5 MaB P 左右轉向，開始朝西北方向移動，呂宋島弧因而更加速衝上歐亞板塊邊緣，並推著碰撞山脈向西遷移。   

  在 3 Ma BP 至 0.8  MaB P 期間 (劇烈的碰撞造山期 )(圖 (i i i ))，碰撞山脈上升成高山，規模和現在的中央山脈相當。  

  隨著呂宋島弧持續地衝撞，山脈不斷地向西加寬、向南延伸，終於發展成今日的中央山脈。  

  在碰撞的後期，呂宋島弧的北段也被擠壓抬升，貼附在中央山脈的東側，形成海岸山脈。  

  LEAC 弧陸碰撞運動自 0.8  MaB P 開始，逐漸向西南遷移，菲律賓海板塊隨之西進，同時，北端的菲律賓海板塊塊插入碰撞山脈北端的下方，

造成隱沒作用的反轉。  

  原本歐亞板塊隱沒在菲律賓海板塊之下，在此之後，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於歐亞板塊之下。  

  隨著隱沒的反轉，隱沒帶上方的山脈出現琉球島弧的火山作用，而山脈失去了碰撞的支撐則開始垮塌下沉，山脈的中央擴張成裂 谷盆

地 (圖 (iv ))。  

  如今 LEAC 弧陸碰撞運動仍在進行，並不斷地向南傳遞 (圖 (iv ))。  

  在臺灣的東南外海，呂宋島弧北端的綠島和蘭嶼正朝向中國大陸方向挺進。  

  在臺灣的中南部，碰撞山脈仍在成長。  

  在臺灣的東北部，隱沒作用已經反轉，脫離 LEAC 弧陸碰撞運動，原本 LEAC 弧陸碰撞運動所抬升的山脈正在垮塌：  

  山脈中出現了兩個第四紀裂谷盆地 (臺北和宜蘭盆地 )，和兩組火山群 (大屯和基隆 )。  

  由地震的震央分布顯示臺灣東北部下方有一向北傾斜的隱沒帶，斷層滑痕及地震機制解之大地應力分析結果顯示：臺灣北部自更

新世中期以來，已轉為伸張型應力架構，顯示臺灣東北部已不再屬於 LEAC 弧陸碰撞運動的碰撞帶。  

  簡言之，臺灣現今中壢－花蓮一線以東地區的隱沒已經反轉，山脈正不斷地垮塌下陷：  

  在板塊運動的地質時間尺度中，可以合理地預期未來百萬年之地體構造體系與過去百萬年相當，不會有重大的改變。  

  亦即，臺灣東北部的高山未來將下降成丘陵，最終沉於海底，埋藏在琉球島弧的下方 (Teng,  2007,  p1 )。  

(b)  新生代時期大陸邊緣 (含臺灣 )的大地構造及地質環境 (Teng a nd Lin ,  2004 ,  p316 )。  

(c )  臺灣與南琉球弧碰撞之板塊演化圖 (Teng,  1996,  p950,  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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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臺灣五十萬分之一地質圖 



 

 3-277 

 

 
圖 3-9：臺灣的地質分區與主要斷層構造 

 

B B’

A A’

Teng and Lin (2004)[Teng, L.S. and Lin, A.T. (2004), Cenozoic Tectonics of the China Continental Margin: Insights from Taiwan, in Malpas, J., C.J.N. Fletcher, J.R. Ali, and J.C. Aitchison, eds., Aspects of the Tectonic Evolution of China, Geological Society, London, Special

Publication, Vol. 226, pp. 313-332.]

Teng and Lin (2004, p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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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左圖為臺灣地區地質分區 (Teng a nd Lin ,  2004 ,  p31 9)。  

  右圖為典型的地質剖面圖 (Teng a nd Lin ,  2004 ,  p320 & p322)。  

  臺灣海峽之地質分區：  

PH：澎湖群島地區 (Peng hu Isla nd)  

NJ：南日島盆地地區 (N anj ih tao  Bas in)  

TH：臺西盆地地區 (Ta i shi  Bas in)  

TN：臺南盆地地區 (Tai na n Basin)  

  臺灣本島之地質分區 (由西向東 )  

CP：海岸平原地質區 (C oastal  Plain)  

WF：西部麓山帶地質區 (Wes tern F oothil ls )  

HR：雪山山脈地質區 (Hsuehs ha n Ra nge)  

BR：脊樑山脈地質區 (B ackbone Ra nge)  

HP：恆春半島地質區 (Hengchun Penins ula )  

LV：花東縱谷地質區 (L ongitudinal  Val ley)  

CR：海岸山脈地質區 (C oastal  Ra nge)  

  臺灣本島之主要逆衝斷層 (由西向東 )  

：變形前緣 (Frontal  Thrus t)  

：屈尺斷層 (Chuchih Thrus t)  

：梨山斷層 (Lis han Thrust)  

：中央山脈斷層 (C entral  Range Thrus t)  

：海岸山脈斷層 (Coa stal  Ra nge Th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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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晚新生代臺灣火山活動演化圖 

 

Lanyu

Lanyu

Lanyu

Lanyu

Chung et al. (1995)[Chung, S.L., Yang, T.F., Lee, C.Y. and Chen, C.H. (1995), The igneous provinciality in Taiwan: consequence of continental r ifting superimposed by Luzon and Ryukyu subduction systems, J. SE 

Asian Earth Sci., Vol. 11(2), pp. 73-80.]

Chung et al. (1995,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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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  活火山  

BOS:  坡底   

CSB:  大陸棚坡折  

ECR:  大陸邊緣隆起   

MLT:  馬尼拉海溝   

OT:  沖繩海槽  

RKT:  琉球海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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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臺灣地體架構、活動斷層與地震活動分布圖 

 

PSP

EAP

Laboratory of Engineering Geology, Institute of Applied Geolog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c)(a)

(b)

CGS, (2012)[CGS, (2012), Active fault of Taiwan, 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MOEA, 

http://fault.moeacgs.gov.tw/MgFault/Home/pageMap?LFun=3#.]

臺灣活動斷層分布圖(2012)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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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島周圍板塊地體架構圖。  

  於臺灣本島南端，歐亞板塊 /南中國海板塊向東隱沒於菲律賓海板塊之下，形成馬尼拉海溝 /北呂宋島弧的弧溝系統。  

  於臺灣東北部，由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至歐亞板塊之下，形成琉球海溝 /琉球島弧的弧溝系統。  

(b)  板塊地體架構套疊地震活動分布圖 (圖幅提供：國立中央大學 )。  

  臺灣地區地震的主要發生原因，與板塊的聚合運動有明顯的相關性，主要集中在兩個島弧系統的隱沒板塊交界上。  

(c )  臺灣活動斷層分布圖 (C GS,  2012)。  

  臺灣本島活動斷層主要發生在西部麓山帶變形前緣 (圖  3-3- (b)-)及花東縱谷 (圖  3-3- (b)-及之間 )。  

  臺灣活動斷層相關定義，請參考圖  3-28 之相關註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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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臺灣地震震源隨深度分布特徵圖 

 

(e)

Source: active faults from CGS.

Source: earthquake epicenter from CWB

Source: seismic profile and tectonics of Taiwan from the 

Laboratory of Engineering Geology, Institute of Applied 

Geolog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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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地震規模大於 3 之震央分布圖。  

(b)  地震規模大於 3 且震源深度小於 20 km 之震央分布圖。  

(c )  地震規模大於 3 且震源深度小於 10 km 之震央分布圖。  

(d)  地震規模大於 3 且震源深度小於 5 k m 之震央分布圖。  

  地震紀錄時間涵蓋 1990 年至 2013 年 (地震紀錄取自中央氣象局 )。  

  粉紅色線條為中央地質調查所公布之活動斷層 (過去 10 萬年來曾經活動 )。  

  綠色線條為已知的構造斷層 (過去 10 萬年來沒有活動紀錄 )。  

(e)  板塊地體架構套疊地震活動分布圖 (圖幅提供：國立中央大學 )。  

  臺灣地震震央三維空間分布與板塊地體架構有明顯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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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臺灣地區大地應力架構及板塊相對位移速度分布圖 

 
 

(d)

(a) (b)

(c)

Hsu, Y.J., Yu, S.B., Simons, M., Kuo, L.C. and Chen, H.Y. (2009), Interseismic crustal deformation in

the Taiwan plate boundary zone revealed by GPS observations, seismicity, and earthquake

focal mechanisms, Tectonophysics, Vol. 479, pp. 4-18, doi:10.1016/j.tecto.2008.11.016.

Lallemand et al. (2013, p62)[Lallemand, S., Theunissen, T., Schnürle, P., Lee, C.S., Liu, C.S., and Font, Y. (2013), Indentation of

the Philippine Sea plate by the Eurasisa plate in Taiwan: Details from recent marine seismological experiments,

Tectonophysics, Vol. 594, pp. 60-79.]

Lu (2003)[In Chinese: 呂玉菀(2003)，使用震源機制逆推台灣地區應力分區狀況，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物
理研究所，碩士論文，共97頁。]

Lu (2003)[In Chinese: 呂玉菀(2003)，使用震源機制逆推台灣地區應力分區狀況，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物
理研究所，碩士論文，共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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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地區大地應力架構圖。  

  利用 1993 至 1999 年間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 lobal  Pos it ion System, GPS )速度場解析臺灣的

大地應力分布趨勢，呈現出 (Hsu et  a l . ,  2009,  p17 )：  

  西南部及東部海岸山脈間的大地應力，以西北 -東南向的擠壓應力為主。  

  東北部含中央山脈北段區域，呈現西北 -東南向張性應力。  

  中央山脈南段最大水平應力與次要水平應力接近，亦受到東北東 -西南西張性應力的影

響。  

  GPS 速度場解析臺灣的大地應力分布趨勢與中央山脈後期構造序列主要受到張性正斷層影

響的趨勢一致 (L ee,  1997,  p192;  Lin ,  2015,  p86 )。  

  臺灣東北部為張裂大地構造環境，代表已脫離弧陸碰撞運動的碰撞環境 (Suppe,  1984,  p24;  

Lee a nd Wa ng ,  1988 ,  p159 )：  

  由震源機制解析地殼的大地應力特性，顯示由花蓮往宜蘭方向，亦即由弧陸碰撞至琉球

隱沒帶的弧後張裂區，大地應力呈現由逆衝斷層、走向滑移斷層到正斷層的變化 (Chen  

et  a l . ,  2016b,  p164)。  

  由花蓮和平地區的震源機制解析及 4 MaB P 以來的古應力解析結果，亦均顯示該區由深

至淺，有從逆衝斷層、走向滑移斷層轉為正斷層的變化趨勢 (L in ,  2015,  p9 0)。  

  臺灣東南部、中部及西南部正處於弧陸碰撞運動的碰撞環境 (Supp e,  1984,  p24)，從震源機

制、G PS 位移、地質構造滑動面資料、井下孔徑變形資料等，綜合解析第四紀古應力與現地

應力的變化，顯示：  

  水平主應力方向均一致，反映弧陸碰撞運動自東南東往西北西的擠壓，因而形成此區一

系 列 逆 衝 斷 層 帶 ， 長 期 以 來 此 區 域 受 弧 陸 碰 撞 運 動 影 響 的 大 地 應 力 條 件 維 持 不 變

(Lac ombe,  2012,  p163)。  

(b)  臺灣地區相對位移速度及地體架構圖 (Lal l ema nd  et  a l . ,  2013,  p62,  f1)。  

  菲律賓海板塊目前仍以約 8 cm/ yr 的速度，朝西北方向，向臺灣東南部擠壓，沖繩海槽以約

7 c m/yr 的擴張速度，往南北向擴張。  

  沖繩海槽的擴張效應，於臺灣北部形成臺北盆地和宜蘭平原兩個山中的沉陷盆地，沉陷作用

均受到正斷層活動的影響 (Chen et  a l . ,  2016b,  p137 )。  

  因弧陸碰撞運動的壓縮作用，由東向西發育，依序形成了脊樑山脈、雪山山脈與西部麓山帶

(Chen et  a l . ,  2016b,  p137 & p175)：  

  臺灣西部麓山帶越東側的逆衝斷層越早形成，至今活動性已降低，活動斷層的地形與地

質證據少，大多未被列為活動斷層 (Chen et  a l . ,  2016b,  p137 )。  

  臺灣西部麓山帶越西側的逆衝斷層越年輕，隨逆衝斷層向西遷移，早期形成的前麓盆地

已變形隆起，形成低矮丘陵，而前麓盆地也西移到前緣斷層西側的西部海岸平原及臺灣

海峽位置 (Chen et  a l . ,  2016b,  p175)。  

(c )  臺灣地區水平應力架構圖 (Lu ,  2004,  p30)。  

  利用 1935 年 4 月至 2004 年 5 月間震源機制解解析臺灣地區最大水平應力與最小水平應力

分布趨勢。  

  花東縱谷區域水平最大主應力大致垂直於縱谷斷層的方向，為一個西北—東南向壓縮的

逆斷層應力機制。  

  宜蘭地區因沖繩海槽擴張的影響，目前水平最大主應力方向呈現東北—西南向，應力機

制多為正斷層與走向滑移斷層為主。  

  台南地區和南投西北方因受北港基盤高區的影響，使水平最大主應力產生偏轉的效應。 

(d)  台灣地區大地應力架構圖 (Lu ,  2004,  p57)。  

  利用 1935 年 4 月至 2004 年 5 月間震源機制解解析臺灣的大地應力分布趨勢。  

  台灣的應力大致呈現一個扇形的分佈，而往北有逐漸順時針旋轉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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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台海地區岩漿活動與地體構造演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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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侏羅紀至早白堊紀 (約 140 MaB P 以前 )，古太平洋海板塊向西隱沒至歐亞板塊邊緣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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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120 MaB P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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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山運動。  

(c )  燕山運動後期 (約 110 MaBP 至 100 MaB P 期間 )，造山帶內部形成張裂環境的後造山型花崗岩 (如

福建、浙江等 )，造山帶邊緣則發生高壓低溫相變質作用 (如臺灣東部大南澳變質雜岩帶 )。  

(d)  晚白堊紀 (約 90 MaBP 至 80 MaB P 期間 )，造山帶內部形成張裂型火山活動，造山帶邊緣則形成

張裂環境之後造山型花崗岩 (如臺灣東部花崗岩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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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臺灣東部

大南澳變質帶無島弧岩漿活動發生。  

(f)  中新世期間，南中國海板塊的擴張，導致大陸東南陸塊漂離 (C hen et  a l . ,  2016a,  p521;  Shao et  a l . ,  

2015,  p1)，伴生廣泛的玄武岩噴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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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中國東南及臺灣地區之晚白堊紀至早新生代的火成活動分布圖 

Chen et al. (2016a, p521)[Chen, C.H., Lee, C.Y., and Shinjo, R. (2016), The epilog of the western paleo-Pacific subduction: Inferred from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and geochemistry of the Late Cretaceous to Early Cenozoic silicic magmatism in costal

South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ciences, Vol. 115, pp. 520–546.]

Chen et al. (2016a, p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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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華南陸塊海岸地區之陸塊漂移重建圖 

 

(c)(a)

(b)

(d)

Chen et al. (2016a, p542)[Chen, C.H., Lee, C.Y., and Shinjo, R. (2016), The epilog of the western paleo-Pacific

subduction: Inferred from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and geochemistry of the Late Cretaceous to Early

Cenozoic silicic magmatism in costal South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ciences, Vol. 115, pp. 520–546.]

Shao et al. (2015, p4)[Shao, W.Y., Chung, S.L., Chen, W.S., Lee, H.Y., and Xie, L.W. (2015), Old continental zircons from a

young oceanic arc, eastern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Luzon subduction initiation and Asian accretionary orogeny, Geology]

Chen et al. (2016a, p521)
Shao et al. (2015,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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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晚白堊紀華南陸塊海岸地區陸塊漂移重建圖 (C hen et  a l . ,  2016a,  p521,  f1)。  

  地點編號：  

1:  Xuenta ndi;   2 .  P ingyen;  3 .  Ta ozu;     4 .  Xia oxiong;   5 .  Shanmeng;   6 .  Ta na na o Compl ex;    
7 .  Ta ishi;   8 .  Huayu;   9 .  Lienping-Heyua n;   10.  Sa nshui;    11.  Ma oming;   12.  M indoro  

  臺灣東部大南澳變質雜岩帶中的花崗岩 (90 Ma BP 至 87 MaB P)因年代與浙江流紋岩 (89  MaB P 至 87 MaB P)相近，可以解釋其為從華南陸塊

分離出來的部分 (C hen et  a l . ,  2016 a,  p542)。  

  菲律賓的巴拉望島 (Pal awa n)與明多洛島 (Mindoro)是在南中國海張裂時，從華南陸塊裂解漂移出來的微陸塊 (Holl owa y,  1982,  p 1355 ;  Yumul  

et  a l . ,  2003,  p 85- 86;  Cul len et  a l . ,  2010,  p 276) 
  在以中新世噴發 (16 Ma BP 至 8 Ma BP)之玄武岩質為主的澎湖群島中，花嶼是唯一出露的非玄武岩質小島。  

  花嶼岩性以中性安山岩為主體，間夾中性 (英安岩 /花崗閃長岩 )、酸性 (流紋岩 /花崗岩 )岩脈。  

  花嶼岩體形成於早新生代 (65 Ma BP 至 59 MaB P)，經由與華南沿海火山岩的地球化學組成與岩體形成年齡對比，花嶼與福建南部火山

岩具有相同來源。  

  由花嶼的岩體特徵及其與華南陸塊海岸區域因大量火山岩造成的高磁異常帶相符，故推測在 南中國海張裂前，花嶼可能原本是位於華

南陸塊邊緣的一個陸塊，經過裂解而漂移至現今的位置 (Chen et  a l . ,  2010 a,  p17,  p26- 29)。花嶼僅是此漂移陸塊出露於海面的一小部

份。  

  北呂宋島弧火山岩的捕獲物質有華南微陸塊的證據；例如：  

  蘭嶼饅頭山安山岩中含有花崗岩的捕獲岩塊，推測為大陸地殼殘留體 (Jua ng a nd Chen,  2001,  p145)。  

  臺灣東部海岸山脈安山岩中，含有高比例源自華南大陸地殼的古老鋯石礦物，顯示因南中國海板塊張裂而漂移的微陸塊，曾因南中國

海板塊對菲律賓海板塊的隱沒作用而下伏至北呂宋島弧下方，而使微陸塊的鋯石混入北呂宋島弧岩漿中 (Sha o et  a l . ,  2015,  p3 )。  

  宜蘭平原下方介於中央山脈及雪山山脈之間的帶狀磁力高區 (圖  3-18)，可能對應將陸緣塊體自華南陸塊分離的海洋板塊，再經弧陸碰撞作

用拼貼回歐亞大陸邊緣的海洋地殼殘塊。  

  海洋地殼殘塊亦分布於臺灣東部大南澳變質雜岩帶中之花崗岩體下方 (圖  3-18)，可能是形成花崗岩體下方深部地震相對安靜帶的原因。  

(b)  約 83 MaB P 至 56 MaB P 期間，華南陸塊與古太平洋海板塊的大地構造環境圖 (Chen et  a l . ,  2016 a ,  p521,  f1)。  

(c )  約 30 MaB P 至今，大南澳變質雜岩帶的時空遷移示意圖 (Sha o et  a l . ,  2015,  p4,  f4)。  

  約於 30 Ma BP 時，南中國海板塊開始張裂，從華南陸塊邊緣裂解出來的大南澳變質雜岩帶，約位於菲律賓巴拉望島與民都落島東北邊， 3

個微陸塊都持續往西南方漂移。  

  約 15 MaB P 左右，由於菲律賓海板塊之西北向運動，大南澳變質雜岩帶又隨之往西北移動，最後拼貼至臺灣東部現今的位置 (Sha o et  a l . ,  

2015,  p1)。  

(d)  臺灣東部地質簡圖 (Sha o et  a l . ,  2015,  p4 ,  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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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臺灣新生代地體構造及中生代地質構造演化模式 

 
 

Teng and Lin (2004)[Teng, L.S. and Lin, A.T. (2004), Cenozoic Tectonics of the China Continental Margin: Insights from Taiwan, in Malpas, J., C.J.N. Fletcher, J.R. Ali, and J.C. Aitchison, eds., Aspects of the Tectonic Evolution of 

China, Geological Society, London, Special Publication, Vol. 226, pp. 313-332.]

Suppe (1981)[Suppe, J. (1981), Mechanics of mountain building and meta- morphism in Taiwan, Mem. Geol. Soc. China, Vol. 4, pp. 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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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新生代時期，大陸邊緣 (含臺灣 )的大地構造及地質環境 (Teng a nd Lin ,  2004 ,  p316 )。  

(b)  圖 (a )之地質剖面示意圖 (Teng a nd Lin ,  2004 ,  p31 7)；其中：  

ESCC :東海陸棚 (Eas t  China  Sea Shel f)；  

HB:  花東海盆 (Hua tung Bas in)；  

NT:  南日島 -臺西盆地 (Nanj ihtao- Ta ishi  Basin)；  

OT:  冲繩海槽 (Okina wa Trough)；  

PH:  澎湖群島 (Penghu Island s )；  

PRM:  珠江口盆地 (Pea rl  River  M outh  Bas i n)；  

QDN : 瓊東南盆地 (Qiongdongna n Basin )；  

TN:  臺南盆地 (Ta inan Basin)；  

TSF :  臺灣–新畿褶皺帶 (Taiwa n- Sinzi  F old  B elt)；  

WE P:  菲 律 賓 海 板 塊 向 西 北 隱 沒 至 臺 灣 北 部 地 區 的 西 部 邊 緣 線 (the Wes tern  E dge of  the 

northwes t-subduc ting  PSP benea th  the northern Ta iwa n )。  

(c )  圖 (b)之 C-C ’剖面在新生代的地質演化過程 (Teng a nd L in,  2004 ,  p325)；其中：  

CMR: 中央山脈地區 (C entral  Ra nge)；  

CO:  海岸山脈地區 (Coa stal  Ra nge)；  

HT:  雪山海槽 (Hsuehs han Trough )；  

LZA:  呂宋島弧 (Luzon Arc )；  

MP:  明多洛 -巴拉望地塊 (M indoro- Pala wan bl ock )；  

NJ:  南日島盆地 (Nanjihtao  Bas in )；  

SC S:  南中國海盆 (South C hina  Sea  Bas in)；  

SC SR:  南中國海張裂 (South China  Sea Ri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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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臺灣東北部龜山島地區之空中磁測解析圖 

 

(b)(a) (c)

(d) (e)
(f)

覆瓦狀構造的高磁基盤

中新世古海板塊殘餘體

龜山島(KST)的高磁環狀構造

Lin (2001)[In Chinese:林蔚(2001)，華南沿海地區晚燕山期侵入岩漿活動及大地構造意義，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共237頁。]

Tong and Lin (2013)[In Chinese:董倫道、林蔚(2013)，台灣北部火成岩體及地質構造空中地球物理探測(2/2)，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委託研究報告，共170頁。]

Lin (2001, p213)

Tong and Lin (2013, 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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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地區經歸極換算後之全磁力強度圖。  

(b)  宜蘭地區經歸極換算後之全磁力強度圖：  

  宜蘭地區是一逐漸擴張的裂谷平原。  

  宜蘭地區東側外海有龜山島，龜山島為沖繩海槽向西擴張作用所形成的火山島。  

  磁力資料顯示，龜山島岩漿有侵入臺灣東北部 (宜蘭平原 )的徵兆。  

(c )  宜蘭地區之三維磁感率模型：  

  箭頭所指之粉紅色代表高磁基盤，該高磁基盤可能是南中國海板塊的殘塊。  

  高磁基盤呈覆瓦狀構造。  

(d)  中新世期間，台海地區岩漿活動與大地構造示意圖 (Lin ,  2001,  p213)；詳圖  3-14 之相關說明。  

(e)  龜山島區域之三維磁感率模型透視圖：  

  明顯的火山環陷落特徵。  

(f)  龜山島區域之三維磁感率模型：  

  箭頭所指之粉紅色代表高磁基盤，該區可能是南中國海板塊的殘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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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臺灣火成活動分區及火山岩分布圖 

Modified from Chen (1990)[In Chinese: 陳正宏(1990)，臺灣地質之一，台灣之火成岩，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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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臺灣西部的火山活動，最早發生在約中新世早期，在中新世期間活動最為頻繁 (Chen,  1990,  p35– 37)；屬於板塊內裂谷半洪流式的火成活動。  

  臺灣東部的火山活動，發生於中新世至上新世之間；屬於島弧隱沒系統的火成活動。  

  臺灣北部的火山活動，活動時間最晚，由上新世晚期延伸至第四紀 (Juang,  1988,  pI)；屬於大陸邊緣形式的火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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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北呂宋島弧之東、西火山島鏈的地理位置分布圖及其噴發年代 

 

Yang et al. (1996, p88)

Yang et al. (1996)[Yang, T.F., Lee, T., Chen, C.H., Cheng, S.N., Knittel, U., Punongbayan, R.S., and Rasdas, A.R. (1996), A double island arc between Taiwan and Luzon: consequence of ridge subduction. Tectonophysics, Vol. 258, 

pp8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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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呂宋島弧系統位於菲律賓海板塊西緣，是南中國海板塊向東隱沒入菲律賓海板塊所形成的島弧系

統 (B riais  et  a l . ,  1993,  p6299)。  

  以菲律賓斷層為界，可以分為南呂宋島弧 (SLZA,  South  L uzon A rc )及北呂宋島弧 (NLZA ,  N orth  

Luzon A rc )(Yang,  1992,  p1)。  

  北呂宋島弧在菲律賓部分，包括巴丹 (Bata nes )群島、巴布煙 (Ba buya nes )群島和呂宋 (Luzon)島北

部，可以分為：  

  西火山島鏈 (NLZA- W)；較年老的火山島鏈。  

  東火山島鏈 (NLZA- E )；較年輕的火山島鏈。  

  空間分布：  

  西火山島鏈包括蘭嶼、菲律賓的 Itbaya t、Ba ta n (M t.  Ma ta rem)、Sa bta ng、 Ibohos、Dequey、

Pa nuita n、 Calaya n、 Dalupir i 和 Fuga 島，並且向呂宋島北端延伸，現今已沒有任何火山活

動發生。  

  東火山島鏈包括綠島、小蘭嶼、菲律賓的 Y ’A mi、 N orth、 Ma budis、 Sia yan、 Diogo、 Ba ta n 

(M t.  Ira ya )、Balinta ng、Babuya n、Didicas、Ca miguin 島和 Mt.  Cagua，其中 Bata n (Mt .  I raya )、

Babuya n、 Didicas、 Ca miguin 島和 Mt.  Cagua 仍在活動中。  

  東火山島鏈及西火山島鏈此兩個島鏈在南端 (北緯 18 度 )相隔約 50 k m，而在約北緯 20 度以

北的北端，則已合併在一起 (Ya ng et  a l . ,  1996,  p85;  Yang,  1992,  p316)。  

  火山活動時間：  

  西火山島鏈形成於中新世到上新世之間，年代都老於 2 Ma BP，且大約在 4 Ma BP 至 2 MaB P

停止活動，之後火山活動突發移至東側的東火山島鏈。  

  東火山島鏈形成較晚，火山活動時間集中於第四紀，大致上小於 2 M aBP，甚至有些火山活

動一直持續至現今 (Ya ng et  a l . ,  1996,  p87– 88)。  

  在北緯 20 度以北，西火山島鏈及東火山島鏈兩個火山島鏈已合併在一起，在較年老火山基

盤的島嶼 (如綠島、蘭嶼、巴丹島等 )，仍有較年輕的火山活動發生，但年輕的現生火山皆位

於相同緯度較老的火山島東邊，如較年輕的小蘭嶼相對於較老的蘭嶼、較年輕的 Diogo 島相

對於較老的 Itbaya t 島等 (Ya ng et  a l . ,  1996,  p87)。  

  地形：  

  西火山島鏈的火山島坡度平緩，並發育紅土與海階，所有的島上都覆蓋著厚層的塊狀石灰岩，

表示火山島曾經在海水面下，後經抬升露出海面，才經風化侵蝕產生紅土與海階。  

  東火山島鏈的火山島都保持著完整或部分完整的錐狀火山地形以及陡坡，有些還保有完整的

火山陷落口。如此不同的火山島外形，也造就了在同緯度上，東火山島鏈的高度，比西火山

島鏈高，例如：東側的 Diogo 島 (574 m)高於西側的 Itbaya t 島 (277 m)。  

  岩石地化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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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稀土元素富集、以及銣同位素值逐漸降低的趨勢 (Song and L o,  1990,  p261)。

不過根據新增的許多研究資料顯示，海岸山脈年代與地化特性不一定呈現南北空間分布，而外海

島嶼的地化特性也不是單純的南北方向變化 (C hen et  a l . ,  1990,  p2475)，因此 Ya ng et  a l .  (1996,  

p1 ,  p96– 99)提出了西火山島鏈及東火山島鏈兩個火山島鏈的區分概念，發現西火山島鏈及東火

山島鏈兩個火山島鏈在空間分布、地形、噴發時間和岩石地化性質，都可以清楚地區隔開來，該

研究認為：  

  北呂宋島弧的岩漿性質主要受控於源岩成分的不均勻，再經由不同程度的部分熔融、結晶分

化作用所形成。在 5 M aBP 至 4 Ma BP 明顯地較為富化，此與該地區弧陸碰撞的時間相符，

可見是受弧陸碰撞影響而加入大量的大陸地殼物質至源區。  

  西火山島鏈形成較早，其地化特性是虧損地函加上少量沉積物的源區混染而成。  

  東火山島鏈形成較晚，因南中國海的無震洋脊改變了隱沒角度，所以造成岩漿地化富集的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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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臺灣東部海岸山脈之鋯石核飛跡年代及溫泉氦同位素比值 

 
 

Yang et al. (2003b)[Yang, T.F., Chen, C.H., Tien, R.L., Song, S.R. and Liu, T.K. (2003), Remnant magmatic activity in the Coastal Range of East Taiwan after arc-continent collision: fission-track date and 3He/4He ratio evidence, 

Radiation Measurements, Vol. 36, pp. 343-349.] 

Yang et al. (1996, p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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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臺灣海岸山脈是北呂宋島弧的最北端延伸，開始於晚中新世至今的 LEAC 弧陸碰撞運動，將北呂

宋 島 弧 北 端 逐 漸 拼 貼 於 臺 灣 的 東 側 ( 圖  3-10-(c ) 至 (d))(B iq,  1972 ,  p65;  Bowin et  a l . ,  1978 ,  

p1645;  Chung et  a l . ,  1995,  p79 )。  

  LEAC 弧 陸 碰 撞 運 動 系 統 主 導 了 臺 灣 的 造山運 動 (Cha i ,  1972,  p389;  Ho,  1986 a ,  p11-14;  Teng ,  

1990,  p63-64)，碰撞模式也給予臺灣大地構造一個合理演化機制 (Suppe,  1981,  p77-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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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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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 . ,  

1990,  p121;  Yu  et  a l . ,  1997,  p41)。  

  開始於晚中新世至今的 LEAC 弧陸碰撞運動，導致北呂宋島弧岩漿活動的逐漸停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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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浦與成功 2 個弧間盆地 (Hua ng  et  a l . ,  1995,  p19)。  

  臺灣的海岸山脈區域的相關火山層序，在 1980 年代末期漸次有較完整的建立 (Song and L o,  1988,  

p223)，主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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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 u,  1956,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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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生在 16 MaB P 至

2.2  MaB P 期間，並且隨著 LEAC 弧陸碰撞運動碰撞點的南移，火山活動年齡有往南越是年輕的趨

勢 (Jua ng,  1988,  pI ;  Jua ng a nd C hen,  1990,  p98;  L o et  a l . ,  1994,  p171;  Ya ng et  a l . ,  1995,  p86)。  

  雖然上述地定年結果，基本支持弧陸碰撞後 1 Ma 至 2 Ma 期間，火山就會停止活動的模式 (Dorsey,  

1992,  p189– 190;  Song a nd L o,  2002,  p36)，但是 Ya ng et  a l .  (2003 b,  p343– 344)運用鋯石核飛

跡定年與溫泉溶解氣 3 He/ 4 He 比值分析結果，發現海岸山脈中段在 0.5  MaB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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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之久。  

  奇美岩脈定年結果是 0.5 MaB P；安通的氦同位素比值 (R A )為 2.5  (Ya ng et  a l . ,  2003 b,  p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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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臺灣北部火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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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et al. (2000)[Wang, K.L., Chen, C.H., Chung, S.L., Lin, L.H., Lo, C.H., Yang, T.F., and Lee, H.Y. (2000), Field occurrence, 40Ar/39Ar dat ing and petrochemical 

features of volcanic rocks in Mienhuayu off NE Taiwan, Journal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Vol. 43, No. 2, pp 247–266.]

Wang et al. (2004)[Wang, K.L., Chung, S.L., O'Reilly S.Y., Sun, S.S., Shinjo, R., and Chen, C.H. (2004), Geochemical constraints for the genesis of post-

collisional magmatism and the geo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northern Taiwan region, Journal of Petrology, Vol. 45(5), pp. 975-1011.]

Wang et al. (2004, p977)

Wang et al. (2000, 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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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北部火山區及構造分布圖 (Wa ng et  a l . ,  2004,  p977)。  

  臺灣北部的火山活動地區，包含沖繩海槽後方的臺灣北部火山區 (C hen,  1990,  p6)，以及在宜蘭外海之沖繩海槽最南端的龜山島地區。  

  在臺灣東北部，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至歐亞板塊之下，形成琉球隱沒系統，菲律賓海板塊的西側隱沒邊界 (WE P)，現今大致位於花蓮至中

壢連線上 (Suppe,  1984,  p31,  f5 ;  Teng,  1996,  p950–952;  Teng,  2007,  p 7)：  

  WE P 以西仍處於擠壓的造山成長過程中。  

  WE P 以東則是處於拉張的山脈垮塌階段。  

  控制臺灣北部地體構造演化的琉球隱沒系統 (R yukyu subduc tion sys tem)，包括琉球海溝 (R yukyu Trenc h,  R KT)、琉球島弧 (R yukyu Arc ,  

RKA )，及沖繩海槽 (Okina wa Trough ,  OT)，從日本九州西南一直延伸到臺灣東北，全長約 1,200 k m。  

  沖繩海槽被認為是琉球島弧的弧後張裂盆地 (extens ional  back  a rc  bas in)。在臺灣東北附近，沖繩海槽向西南延伸進宜蘭平原後，其南緣以

順時針方向， 1.3  μ ra d/yr 的角速度擴張，約 126 mm/yr 的速率向西南延伸 (L iu,  1995,  p229)。  

(b)  臺灣北部火山區火山活動時空分布圖 (Wa ng et  a l . ,  2000,  p76 )。  

  臺灣北部火山區在臺灣北部陸地上的火山活動地區包含：大屯火山群 (含觀音山 )、基隆火山群及草嶺山，為上新世晚期至第四紀所造成的

火山岩體。  

  臺灣北部火山區在臺灣北部外海小島的火山活動地區，由北至南包含：彭佳嶼、棉花嶼與花瓶嶼 (簡稱北方三島 )，以及赤尾嶼、黃尾嶼、基

隆嶼。  

  臺 灣 北 部 火 山 區 火 山 岩 主 要 包 括 大 屯 火 山 群 的 輝 石 安 山 岩 、 角 閃 石 安 山 岩 、 凝 灰 岩 與 高 鋁 玄 武 岩 ； 基 隆 火 山 群 的 石 英 安 山 岩 (qua rtz  

andesi te)；觀音山和黃尾嶼的輝石安山岩和鹼長基玄武岩；北方三島的輝石安山岩和高鋁玄武岩；草嶺山的白榴基玄武岩 (Chen,  1990,  p2)。 

  臺灣北部火山區之地體構造演化機制的不同模式：  

  琉球島弧西延模式：  

  依 據 岩 石 地 球 化 學 研 究 所 得 資 料 ， 臺 灣 北 部 火 山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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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  1 990,  

p116)；整體不相容元素中 Ta-N b- Ti 虧損特性與島弧岩漿的特徵相符合 (Yeh ,  2008a,  pI)；現今的大屯火山噴氣口氣體硫同位素值 (δ

34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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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ou,  2011,  pI)。  

  地球化學分析結果指出臺灣北部火山區的島弧特性，傳統上，臺灣北部的火山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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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3– 64;  Teng 

et  a l . ,  2000,  p156 )。  

  臺灣北部造山崩解模式：  

  火山活動定年資料的時空關係上，呈隨機的分布 (圖 (b)及表  3-2)，並無一定的規律可循，此結論與琉球島弧西延模式不吻合，臺灣北

部火山區的成因應不是單純的琉球島弧西延模式 (Wa ng et  a l . ,  2004,  p1007– 1008)。  

  Wa ng et  a l .  (2004)認為伴隨晚上新世到更新世時，臺灣北部造山帶的拉張崩解，在 2.8  MaB P 至 0.2  Ma BP 期間形成了臺灣北部火山區。 

  臺灣北部造山帶的火山岩屬於後造山期的產物，在空間上，呈現東北往西南的岩漿成分變化，顯示與現在琉球隱沒系統南段的方向平

行。由於北臺灣造山帶的拉張崩解，引發菲律賓海板塊向西南移動，以及沖繩海槽向西南方向張裂。臺灣北部造山帶的演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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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北部火山區中的草嶺山玄武岩具有高鎂高鉀的岩石特性，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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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示岩漿來自已被富化的深部地函 (Chung et  a l . ,  2001,  p158– 163)，顯示此類火成岩可能是板塊內張裂環境的產物。  

  比較兩種模式的差異重點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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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北部火山區若為琉球島弧西延，則火山活動之岩漿活動將因形成機制的逐漸消失，而逐漸趨近結束 (Teng,  1990,  p63–64;  Teng et  

a l . ,  2000,  p156)。  

  臺灣北部火山區若是由於張裂環境所引起的話，則未來只要在該區域地表下有足夠的裂隙產生，地底岩漿將得以藉此上湧，則臺灣北

部仍存在著火山再次活動的可能性 (Chung et  a l . ,  2001 ,  p158–163;  Wa ng et  a l . ,  2004 ,  p1007–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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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臺灣北部火山區的火山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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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et al. (2014d, Figure 12)

棉花嶼
(台灣北部離島)

(f)(e)

(d)

(g)

(b) (c)

Wang et al. (2004)[Wang, K.L., Chung, S.L., O'Reilly S.Y., Sun, S.S., Shinjo, R., and Chen, C.H. (2004), Geochemical 

constraints for the genesis of post-collisional magmatism and the geo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northern Taiwan 

region, Journal of Petrology, Vol. 45(5), pp. 975-1011.]

Chen et al. (2014d)[In Chinese: 陳文山、朱美妃、黃奕彰、楊詠然、林章凱(2014)，彭
佳嶼與棉花嶼火山層序與產狀，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彙刊，第27號，第109–

131頁。]

Lee et al. (2008)[Lee, H.F., Yang, T.F., Lan, T.F., Chen, C.H., Song, S.R., and Tsao, S. (2008), Temporal variations of gas 

compositions of fumaroles in the Tatun Volcano Group, northern Taiwan, J. Volcanol. Geotherm. Res., Vol. 178, pp. 624–635.]
Tong and Lin (2014)[In Chinese: 董倫道、林蔚(2014)，台灣北部火山活動觀測研究(第一年度)期末報告，工研院執行/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委託研究報告。]

Wang et al. (2004, p977)

Lee et al. (2008, p628)

Tong and Lin (2014, Figure 4-77&4-81&4-107)

Wang et al. (2004, p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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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北部火山區及構造分布圖 (Wa ng et  a l . ,  2004,  p977)；請參閱圖  3-22 相關詳細說明。  

(b)  臺灣北部火山區陸海域各火山群年代範圍 (Wa ng et  a l . ,  2004,  p978)：  

  TLS,  Tsaol ingsha n M ounta in;  KYS,  Kuanyins han M ounta in;  TVG ,  Ta tun Volca nic  G roup;  KVG,  Keel ung Volca nic  G roup;  PC Y,  Pengchia yu  
Is land;  M HY,  Mianhuayu  Island;  SB S,  Sek ibis ho  Is la nd;  KB S,  Kobisho  Is land.   

  FTD,  F iss ion- tra ck dat ing； K-A r,  Potass ium -A rgon da ting； Ar- A r,  A rgon-A rgon da ting.  

(c )  棉花嶼照片 (Chen et  a l . ,  201 4d,  f12)。  

(d)  大屯火山地區氦同位素比值分布圖 (L ee et  a l . ,  2008,  p628;  Ya ng et  a l . ,  200 3c ,  p147)及大屯火山照片。  

(e)  一次垂直微分的磁力異常圖套疊陸海域地質構造 (Tong a nd L in,  2014,  f4 .77)。  

  顯著的帶狀磁性岩層與地質構造主要以東北 -西南向分布。  

  在基隆嶼及花瓶嶼附近有潛在火成活動跡證，反映原本新近紀張性正斷層構造與盆地發育，在上新世晚期至更新世早期發生逆衝斷層活動，

而後在 80 萬年來反轉成正斷層構造 (Tong a nd L in,  2014,  p204)。  

  古近紀低磁性地層為巨厚的泥岩及砂岩互層，厚達可達 6 km 至 8 k m，其下高磁性地層可能為廣泛分布巨厚玄武岩夾層的始新世沉積層或

中生代基盤，以巨觀角度觀察反映出巨型褶皺系統被後期正斷層系統破壞的基盤形貌。  

(f)  臺灣北部陸海域三維磁力模型圖 (Tong a nd L in ,  2014,  p144,  f4 .81)。  

  運用三維逆推技術，能清楚於解析不同深度的高磁岩層與低磁岩層的地質特性。  

  磁力三維模型呈現出複褶皺型態，顯示此區可能曾受 LEAC 弧陸碰撞運動擠壓而隆升，並形成褶皺構造，而後轉成張裂構造活動，形成正斷

層構造。  

  由南北向剖面可觀察大屯火山群下方厚層低磁性的古近紀至新近紀地層，以及深部具高磁性的基盤所呈現的褶皺構造；於崁腳斷層與山腳

斷層間，基盤受正斷層作用形成明顯的陷落，與海域淺部沉積岩層的震測剖面的構造特徵類似。  

  大屯火山群於更新世的火山活動特徵，發生在唭哩岸線形與山腳斷層之間：  

  形成的火山岩具高磁特性，僅呈現於磁力模型的表層 (約 1 k m 至 3 k m 厚 )。  

  磁力模型深部呈現正斷層帶的陷落構造 (地塹 )，該正斷層帶可能為大屯火山群火山流體的主要通道。  

  火山熔岩流下方為漸新世至中新世地層，主要為砂頁岩等低磁性岩層；而位於漸新世岩層下方的高磁地層，可能是始新世具有玄武岩

流夾層，經輕度變質後所呈現之高磁性質的基盤岩層，或者是片岩、火山岩與花崗岩構成的中生代基盤 (如鄰近的觀音重力高區或臺灣

新畿褶皺帶 )。  

(g)  磁力等值曲面套疊微震震央分布三維展示圖 (Tong and Lin ,  2014,  f4 .107)。  

  高角度斷層系統形成的火山作用通道，以及後期熔岩流又被斷層系統破壞，形成主要的熱水作用通道。  

  介於唭哩岸線形與山腳斷層之間，有低電阻帶、熱水活動的微震群 (L in ,  2009)，甚至高磁性特性在此帶上因熱水作用轉變為低磁特性，為

此區地熱潛能蘊藏的主因。  

  高磁的不連續線形，推測對應後期斷層構造，主要以近南北方向偏東或偏西方向之正斷層或帶平移分量之斷層為主，與大屯火山區微震的

震源機制解結果一致，也與地表噴氣孔及高溫井分布一致，暗示後期熔岩流被新期斷層構造破壞後，形成網狀的熱水通道 (Tong a nd L in ,  

2014,  p205)。  

  諸多研究結果均顯示，臺灣北部火山區區域有明顯的火山或熱液活動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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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臺灣北部火山區的地質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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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et al. (2004)[Wang, K.L., Chung, S.L., O'Reilly S.Y., Sun, S.S., Shinjo, R., and Chen, C.H. (2004), Geochemical constraints 

for the genesis of post-collisional magmatism and the geo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northern Taiwan region, Journal of 

Petrology, Vol. 45(5), pp. 975-1011.]

Lo and Lin (2007)[In Chinese: 羅聖宗、林殿順(2007)，十萬分之一海洋地質圖幅編制測試計畫期末報告。經濟
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委辦計畫。]

Huang (2007)[Huang, W.L. (2007)][In Chinese: 黃雯苓(2007)，臺灣東北部海域斷層系統之研究，國立海洋大學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共90頁。]

Huang (2007, p69)

Wang et al. (2004, p977)

Lo and Lin (2007, pI-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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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北部火山區及構造分布圖 (Wa ng et  a l . ,  2004,  p977)；請參閱圖  3-22 相關詳細說明。  

(b)  臺灣北部外海海床震測資料與陸上斷層延伸線圖 (Hua ng ,  2007 ,  p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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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a ng,  2007,  p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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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山斷層及山腳斷層的延伸線上，原本是一系列擠壓–碰撞所造成的逆衝斷層系統，後來由於大地應力環境由壓縮應力轉變為拉張應力，

進而使得逆衝斷層再轉化為正斷層，產生一系列的崩塌堆積的海床沉積紀錄 (Hsia o,  1997,  pI)。  

  近年來運用陸上 GPS 的觀測結果顯示：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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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北地區以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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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u,  2006,  p56–57)。  

(c )  富貴角海域圖幅主要地質構造線分布圖 (L o a nd L in,  2007,  pI–16)。  

(d)  富貴角海域震測破面及構造解釋圖 (L o a nd L in ,  2007,  p I–26)，剖面位置如圖 (c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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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臺灣東北部之龜山島及鄰近地區的火山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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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山島(7000年活火山)

(底下環狀構造)

中新世古海板塊殘餘體
(high magnetized basement)

Tong et al. (2013, Figure 4-38)

覆瓦狀構造

• 2 Ma──造山運動
• 0.8 Ma──弧後張裂
• 7 ka──龜山島火山活動

Yang et al. (2005)[Yang, T.F., Lan, T.F., Lee, H.F., Fu, C.C., Chuang, P.C., Lo, C.H., Chen, 

C.H., Chen, C.T., and Lee, C.S. (2005), Gas compositions and helium isotopic ratios 

of fluid samples around Kueishantao, NE offshore Taiwan and its tectonic implications, 

Geochemical Journal, Vol. 39, pp. 469–480.]

Tong and Lin (2013)[In Chinese: 董倫道、林蔚(2013)，台灣北部火成岩體及地質構造空中地球物理探測(2/2)，經濟部中
央地質調查所委託研究報告，共170頁。]

Tong et al. (2013, Figure 4-68)

Tong et al. (2014, Figure 2-17)

Tong and Lin (2014)[In Chinese: 董倫道、林蔚(2014)，台灣北部火山活動觀測研究(第一年度)期末報
告，工研院執行/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委託研究報告。]

Lin (2012)[In Chinese: 林正洪(2012)，台灣北部火山活動觀測研究期末報告，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委託研究報告，共135頁。]

Lin (2012, p90–91)

Yang et al. (2005, p475)Wang et al. (2004, 977)

Wang et al. (2004)[Wang, K.L., Chung, S.L., O'Reilly S.Y., Sun, S.S., Shinjo, R., and Chen, C.H. (2004), Geochemical constraints 

for the genesis of post-collisional magmatism and the geo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northern Taiwan region, Journal of 

Petrology, Vol. 45(5), pp. 97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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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北部火山區及構造分布圖 (Wa ng et  a l . ,  2004,  p977)；請參閱圖  3-22 相關詳細說明。  

(b)  龜山島及宜蘭平原水樣氦同位素比值分布圖 (Yang et  a l . ,  2005,  p 475) 

  WY=武淵 ;  SA=蘇澳 ;  JS=礁溪 ;  YS=員山 ;  C S=清水 ;  FF =梵梵 ;  RZ =仁澤。  

(c )  龜山島照片。  

(d)  磁力異常圖套疊宜蘭平原鄰近構造分布圖 (Tong a nd L in,  2013,  f 4–68)。  

(e)  經三維逆推獲得之三維磁感率模型 (Tong a nd L in ,  2013,  f 4–38)。  

(f)  龜山島鄰近區域地下高磁岩體三維分布圖 (Tong a nd L in,  2014,  f2–17)。  

(g)  龜山島及宜蘭平原地區微地震分布圖 (L in ,  2012,  pp90–91)：  

  2007 年至 2012 年的微震觀測期間，結果顯示微震深度分布於 10 km 以內的淺部地殼，震源則集中於龜山島與宜蘭平原南部兩區域。  

  右下圖分別顯示地震之分布範圍 (左表示經度範圍，右則為緯度範圍﹔縱軸單位： km)。  

  研究結果均顯示，龜山島是一活火山。  

  龜山島是唯一出露於沖繩海槽最南端的火山島，面積約為 2.7  km2，主要由安山岩質熔岩流與火山碎屑岩互層所構成的一座複式火山島。  

  龜山島輝石安山岩中還有變質石英砂岩、片岩、角頁岩和沙質泥岩等捕獲岩，這些捕獲岩的組成與臺灣東北部的地層相似，可見 龜山島的基盤

可能是臺灣東北部地層之延伸 (Chen,  1990,  p17 )。  

  針對石英砂岩中的石英進行定年，得到熱螢光年代約為 7,000 年 (Chen et  a l . ,  2001 d,  p872)：  

  意指含有石英砂岩捕獲岩的火山碎屑岩，是在 7,000 年前噴發，而上覆仍蓋有兩層熔岩流和兩層火山碎屑岩，表示 7,000 年以來，龜山島

最少還發生四次的火山活動，符合定義上一萬年內有噴發紀錄的活火山。  

  除了火山岩，龜山島還可見明顯的岩石熱水換質現象、旺盛的硫氣孔和噴氣孔，以及大量由海底冒出的湧泉。龜山島附近的海底溫泉氣泡，具

有一致的氦同位素高值 (7 .8–8.2  RA)，此值與全球平均中洋脊玄武岩的比值 (~8 RA相似，表示龜山島附近的海底溫泉氣泡含有大量源自地函的

物質。  

  龜山島周圍處於沖繩海槽的張裂環境， Chung et  a l .  (2000,  p226–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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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積物，迴異於沖繩海槽中北段的沉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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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會晚於琉球島弧的岩漿活動；而且龜山島剛好在琉

球島弧前緣的位置上，因此推論出龜山島周圍是早期的琉球島弧構造，並非屬於琉球島弧的弧後張裂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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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臺灣北部海域構造分布圖 

  

Lin et al. (2011a) [Lin, A.T., Hsu, S.K., Liu, C.S., Lee, C.S., Lin, C.Y., Su, C.C., Hsu, C.C., Chen, G.Y., and Chang, S. (2011)][In Chinese: 林殿順、許樹坤、劉家瑄、李昭興、林靜怡、蘇志杰、許嘉峻、陳冠宇、張筱(2011)，大台北
地區特殊地質災害調查與監測第二期－臺灣東北海域地質及地球物理資料彙編與分析(4/4)，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報告，第100-0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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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海域構造分年、分區調查範圍 (L in  et  a l . ,  2011a,  p8)：  

  分年、調查範圍的經緯度依序標示：  

  2007 年 M 10- 1 調 查 範 圍 ： (E121.5 ,  N25.5)(E121.5 ,  N 25.83)(E121.5 ,  N  

25)(E122.0 ,  N25.0)  
  2008 年調查範圍： (E 121 ,  N25.5)(E 121.5 ,  N25.5)(E121 ,  N25)(E121.5 ,  N 25)  

  2009 年 調 查 範 圍 ： (E122 ,  N25.83)(E 123.083 ,  N25.83)(E 122.0 ,  N25.0)(E  

123.083 ,  N 25.0)  
  2010 年 調 查 範 圍 ： (E 121.75 ,  N25.0)(E 123.083 ,  N 25.0)(E121.75 ,  N  

24.5)(E123.083 ,  N24.5)  
  2011 年 調 查 範 圍 ： (E 121.583 ,  N 24.5)(E122.583 ,  N24.5)(E 121.583 ,  

N24.0)(  E 122.583°,  N 24.0°)  
(b)  各分區構造與火山作用：  

  2007 年至 2008 年海域調查範圍，呈現火山作用與正斷層構造系統有關 (Lin  et  a l . ,  2001a,  

p5)：  

  金山斷層以西地塊未受弧陸碰撞作用影響，亦未受琉球隱沒帶的張裂作用影響 (最西緣

活動斷層為山腳斷層 )。  

  此區因弧陸碰撞作用形成的逆衝斷層 (如金山斷層 )，順既有中新世正斷層帶，因擠壓作

用而再活動；而後，近期又受琉球隱沒帶的南沖繩海槽張裂活動影響 (2  MaB P 至 0.1 

MaBP)，因張裂作用而形成正斷層 (L in  et  a l . ,  2001a,  p13 )。  

  火山作用主要在中新世的張裂環境；以及 2 M aBP 以來再次張裂活動 (南沖繩海槽張裂 )

的正斷層帶中。  

  2009 年及 2010 年海域調查範圍，呈現岩漿侵入活動及噴發作用，均與琉球隱沒帶的弧後張

裂系統有關，近期構造均為正斷層 (L in  et  a l . ,  2011a,  p43)。  

  2011 年海域調查範圍南側地體構造活動，受到菲律賓海板塊及歐亞板塊板塊聚合影響，呈

現逆衝斷層型態； (L in  et  a l . ,  2011a ,  p44)，調查範圍北部由於菲律賓海板塊隱沒較深，應力

轉變為正斷層或轉型斷層型態 (Lin  et  a l . ,  2011a,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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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臺灣火山分布位置及可能噴發機率 

 

Chen and Shen (2005)[Chen, C.W. and Shen, J.J.S. (2005), A refined historical record of volcanic eruptions around Taiwan: Tectonic implications in the arc-continent collision area, Terrestrial,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s, Vol. 16, No. 

2, pp. 331–343.]

Konstantinou (2014)[Konstantinou, K.I. (2014), Potential for future eruptive activity in Taiwan and vulnerability to volcanic hazards, Natural Hazards, Vol. 75(3), pp. 2653–2671, DOI 10.1007/s11069-014-1453-4.]

Konstantinou (2014, p9/19)

Chen and Shen (2005, p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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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海域歷史火山噴發位置圖 (Chen a nd Shen,  2005,  p333)：  

  縮寫說明：  

  H：小蘭嶼  

  I：西表島  

  KST：龜山島  

  NTVZ：臺灣北部火山區  

  OT：沖繩海槽  

  QR VF：第四紀琉球火山前緣  

  TVG：大屯火山群  

  Y：與那國島  

  海底火山噴發紀錄編號，係根據 Simkin a nd Siebert  (1994)：  

  0801-03,  - 04 ,  -05 及 802-01 為根據航海誌所記錄之海底火山噴發紀錄，且已被證實確

有噴發。  

  0801-02 雖有航海誌紀錄，但尚未確認。  

(b)  臺灣火山噴發機率 (Konsta nt inou ,  2014,  p9/19)：  

  T 代表上次火山噴發至今的可能時間 (年 )，或稱上次噴發的安息間隔 (repos e interval )。  

  P代表在安息間隔 (T 年 )內發生噴發的機率。  

  H代表可能噴發的年機率 (次 /年 )。  

  σ代表相關參數標準差。  

  基本上， T 值越大， P值越小、H值越小。  

  近期的研究顯示，大屯火山群的上次噴發時間可能年輕很多 (1 ,370 yr )(Z el l mer et  a l . ,  2015,  

p175)。  

  各國對於活火山 (ac tive volca no)定義，尚未有一致的定義，國際上曾使用的活火山定義及其盲點

(Song,  2013,  p75–76)，包含：  

  過去在文字歷史上有噴發紀錄的火山 (Smithsonia n,  1989)：  

人類在火山地區的文字記載時間是相當短暫的，而火山 2 次噴發的可能間距，從數年至一百

萬年都有，故用有無歷史上文字噴發記載來認定一座火山為活火山或死火山，是不足且不正

確的。  

  最近 2,000 年內曾經噴發過的火山 (A ra maki ,  1991,  p264 )：  

日本地質調查所 Ara ma ki  (1991 ,  p264 )統計日本火山噴發頻率及一座火山 2 次噴發的時間

間距，建議用 2,000 年的時間長短來界定日本的活火山。  

  在 5,000 年至 10,000 年有噴發紀錄的火山 (Szakacs ,  1994 ,  p321 )：  

  1994 年國際火山學會參考日本的經驗，把活火山的認定擴張為 5,000 年至 10,000 年有

噴發紀錄的火山，此種依時間所作的定義稱為經驗定義。  

  然而此種定義太過於簡單，且很多火山在最近的 10,000 年來曾噴發過，但因被快速地

風化侵蝕，以至於無法辨認出其過去的噴發紀錄。  

  例如 1991 年的菲律賓皮納吐波火山噴發，噴發出大量的火山灰和火山碎屑堆積物，為

近十年來地球上最大的一次火山噴發，但因其位處於熱帶多颱風的區域，每年大量的豪

雨沖刷，把疏鬆的火山灰和火山碎屑流堆積物侵蝕殆盡，現在幾乎看不到 1991 年的噴

發產物。所以雖擴大時間範圍到 10,000 年來定義活火山，仍然有其不足的地方。  

  火山地底下仍存在有岩漿庫，即認定為活火山 (Szakacs ,  1994 ,  p324 )：  

  此為 1994 年的國際火山學會所討論出的另一套定義。  

  因火山的噴發需其地底下有岩漿庫，故利用各種科學方法，探測出火山地底下仍存在有

岩漿庫的話，就認定為活火山，這種定義稱為活火山的現象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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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臺灣活動斷層分布圖 

 

CGS (2012)[CGS, (2012) Active fault of Taiwan, 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MOEA, http://fault.moeacgs.gov.tw/MgFault/Home/pageMap?LFu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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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因各國之地質環境條件存在相當大之差異性，各國均依其國內之地質特性定義其活動斷層，惟各

國之定義都包含近期活動之時間基準，並強調未來再活動之可能性。  

  活動斷層討論的時間基準從「數百年以來」、「全新世以來」或「第四紀以來」皆有，美國原子

能委員會 (AE CUS,  A tomic  E nergy  Commiss ion,  U.S . )、國際原子能總署、日本活斷層研究會及中央

地質調查所所採用的定義就有不同考量。  

  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活動斷層定義，主要針對核電廠選址的需要，只要符合下列一項或一項以上

準則的斷層，即歸類為活動斷層 (AE CUS,  1973)：  

  以往 35,000 年內曾經有過一次接近錯移地表之斷層。  

  以往 500,000 年內曾有超過一次接近地表斷層活動之斷層。  

  與上述準則認定之活動斷層有構造上的關聯，且能推測為可能會發生錯移之斷層。  

  國際原子能總署的活動斷層定義，除了美國原子能委員會所使用的 3 項準則外，國際原子能總署

增加了兩項 (IAEA ,  1972,  p9-10)：  

  斷層有潛移之證據，「潛移」意指緩慢之位移，不一定會產生有感地震。  

  地形上有地表斷裂、扭曲或錯移現象等證據。  

  日本活斷層研究會的定義 (JNC ,  2000,  A ppendix F ,  p3 )：  

  活動斷層為自第四紀以來曾經錯移過，且推測沿此破裂面將來仍可能再度活動的斷層。  

  中央地質調查所的定義：活動斷層為更新世晚期 (距今約 100,000 年 )以來曾發生錯移之斷層，活

動斷層分類如下 (L in  et  a l . ,  2012b,  p7–8)：  

  第一類活動斷層 (全新世活動斷層 )：  

  全新世 (距今 10,000 年內 )曾經活動過的斷層。  

  錯移 (或潛移 )現代結構物之斷層。  

  與地震相伴發生之斷層 (地震斷層 )。  

  錯移現代沖積層之斷層。  

  地形觀測證實具潛移活動性之斷層。  

  第二類活動斷層 (更新世晚期活動斷層 )：  

  更新世晚期 (距今約 100,000 年內 )曾經活動過的斷層。  

  錯移階地堆積物或台地堆積層之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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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臺灣已知構造線分布圖 

 

Modified from Chen et al., (2016b, p6 & p144)[Chen, W.S., Yu, H.S., Yui, T.F., Chung, S.L., Lin, C.H., Lin, C.W., Yu, N.T., Wu, Y.M., and Wang, K.L. (2016)][In Chinese: 陳文山、俞何興、俞震甫、鍾孫霖、林正洪、林啟文、游能悌、吳逸民、
王國龍(2016)，臺灣地質概論，中華民國地質學會出版，共2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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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除圖中藍色實線代表 WEP 外，本圖包含臺灣已知之活動斷層及重要構造線。  

  底圖顏色區塊代表構造地質分區，係引用自 Chen et  a l .  (2016b,  p6 ,  f1 .1)。  

  海域構造線引用自 Chen  et  a l .  (2016b,  p144,  f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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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0：臺灣中央氣象局地震觀測站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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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臺灣近百年主要災害性地震之震源機制解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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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黑色線段為中央地質調查所所公布活動斷層位置。  

  臺灣在 1891 年裝置了第一部地震儀，而地震觀測科學化的時代則在 1897 年後才開始。其後，

臺灣各地陸續裝設地震儀，地震相關資料才較為詳細。  

  根據歷史文獻的地震記載，臺灣近百年曾經發生多次災害性的地震，其中數次大地震更在地表產

生地震斷層，而嘉南地區災害性地震次數最為頻繁 (Hsu,  1980,  p7;  Wang a nd Shin ,  1998,  p595;  

Lee et  a l . ,  2002,  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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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臺灣斷層帶之土壤氣體濃度異常分布圖 

Fu et al. (2009, p941)

Fu et al. (2016, submitted)

(Modified from 

Walia et al. (2009, p1861)

Fu et al. (2005, p432)

新城斷層

潮州斷層

池上斷層

CGS (2012)

大平地斷層

軟橋斷層

CGS (2012), Active fault of Taiwan, 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MOEA, http://fault.moeacgs.gov.tw/MgFault/Home/pageMap?LFun=3#.

Fu, C.C., Yang, T.F., Chen, C.H., Lee, L.C., Wu, Y.M., Walia, V., Liu, T.K., Lai, T.H. (2016), Spatial and temporal anomalies of soil gas in northern Taiwan and its implication, 

submitted to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Fu, C.C., Yang, T.F., Walia, V., Chen, C.H. (2005), Reconnaissance of soil gas composition over the buried fault and fracture zone in southern Taiwan, Vol. 39, pp. 427–439.

Fu, C.C., Yang, T.F., Walia, V., Liu, T.K., Lin, S.J., Chen, C.H., Hou, C.S. (2009), Variations of soil-gas composition around the active Chihshang Fault in a plate suture zone, 

eastern Taiwan, Radiation Measurements, Vol. 44, pp. 940–944.

Walia, V., Yang, T.F., Hong, W.L., Lin, S.J., Fu, C.C., Wen, K.L., Chen, C.C. (2009), Geochemical variation of soil-gas composition for fault trace and earthquake precursory 

studies along the Hsincheng fault in NW Taiwan, Applied Radiation and Isotopes, Vol.67, pp. 1855–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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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潮州斷層 (Ch aochou Fa ult ,  ID24 )：  

  潮州斷層位於高雄縣寶來以南至屏東縣枋寮鄉，是臺灣南部劃分中央山脈與西部麓山帶地質

構造區的主要構造線，其南北延伸約 85 km。  

  潮州斷層為逆移斷層兼具左移性質。  

  地形是佐證潮州斷層存在與分布的主要證據，而地層的分布關係與鑽井的紀錄則可推測潮州

斷層的分布範圍 (L in  et  a l . ,  2000,  p75)。  

  從數年來的 GPS 或是水準測量工作，都顯示潮州斷層在近 10 年來並沒有顯著的活動，但是

於斷層南段附近，板岩逆衝於礫石層上，故將潮州斷層列為第二類活動斷層 (Yen et  a l . ,  2009,  

p13)。  

  在潮州斷層帶中，沿著數條橫切過斷層位置的測線進行土壤氣體採樣與分析，將調查區土壤

氣體中氦氣與二氧化碳濃度異常點位連接起來，可清楚地對應至潮州斷層位置，而且在不同

時間的相同位置都有反應出氦氣與二氧化碳濃度異常 (Fu et  a l . ,  2005,  p432 )。  

  新城斷層 (Hsincheng Fa ult ,  ID04 )：  

  新城斷層位於臺灣西北部，屬逆移斷層。  

  新城斷層北段由關西南方至頭前溪呈東北東走向，長約 12 km；南段由頭前溪延伸至頭份東

北方的頂埔里，呈東北走向，長約 16 km，兩段合計長約 28 km(L in et  a l . ,  2 000,  p42)。  

  新城斷層截切低位階地，故將本斷層劃歸為第一類活動斷層。  

  新城斷層帶在不同時間、數條橫切過斷層帶測線的相似位置，都有氦氣與二氧化碳濃度異常

的 特 徵 ， 尤 其 是 地 震 發 生 前 就 出 現 異 常 增 高 的 現 象 ， 指 示 出 新 城 斷 層 帶 可 能 發 育 的 位 置

(Wal ia  et  a l . ,  2009,  p186 1-1862 )。  

  大平地斷層及軟橋斷層 (04 號斷層的東北方虛線處 )：  

  大平地斷層、軟橋斷層，均為存疑性活動斷層 (Lin  et  a l . ,  2004,  p13–14)。  

  大平地斷層及軟橋斷層，均屬逆移斷層兼具左移性質，約呈北北東走向。  

  大平地斷層在桃園縣石門至新竹縣關西之間，被大茅埔礫岩與店子湖層所掩覆，可能是軟橋斷層

的分支斷層，為盲斷層的形式；尚未發現大平地斷層尚未發現更新世晚期地層被錯移的證據 (Lin  

et  a l . ,  2007b,  p87)。  

  軟橋斷層是高角度逆移斷層，兼具走向滑移分量，斷面向東南傾斜，斷層錯距極大，斷層長

度約 8 km，在東南側有密集的微震活動，故其活動性值得密切注意 (Lin  et  a l . ,  2004,  p13–

14)。  

  大平地斷層在數個地震發生前數小時到數天，出現氡氣異常現象 (Fu et  a l . ,  2016)。  

  區域網格化的土壤氣體調查結果，顯示土壤氣體異常點的線形特徵，可明顯對應至北北東走

向的大平地斷層與軟橋斷層 (Fu et  a l . ,  2016 )。  

  池上斷層 (Chinsha ng Fa ult  ID30)：  

  池上斷層位於臺灣東部的花東縱谷，為逆移斷層兼具左移分量，北北東走向，斷層面於地表

約傾斜 60°，全長約 47 km。  

  池上斷層的上盤地層為利吉層，下盤則以河階礫石層及沖積層為主。  

  池上斷層由瑞穗東南方一帶向南南西延伸至池上東南方，錦園南方萬安附近 (Lin  et  a l . ,  2000,  

p83)。  

  池上斷層於 1951 年、 1992 年與 2003 年的地震，皆造成地表破裂。  

  在瑞源地區的地球物理探測結果證實池上斷層已逆衝至沖積層，因此屬於第一類活動斷層

(Liu  et  a l . ,  2005,  p2  & p8)。  

  池上斷層在地震發生前，出現氡氣濃度增高的特性 (Fu et  a l . ,  2009,  p942–943)。  

  區域網格化的土壤氣體調查結果，顯示土壤氣體異常點的線形特徵，可明顯對應至池上斷層

位置 (Fu et  a l . ,  2009,  p 941)。  

  山腳斷層 (Sa nj iao  Faul t ,  ID01)：  

  區域網格化的土壤氣體調查結果，顯示土壤氣體異常點的線形特徵，可明顯對應至山腳斷層

位置 (Su,  2005,  p58–59;  Walia  et  a l . ,  2005 ,  p 515)。  

  觸口斷層 (Chukou Fault ,  ID  18)：  

  觸口斷層屬於第一類活動斷層。  

  區域網格化的土壤氣體調查結果，顯示土壤氣體異常點的線形特徵，可明顯對應至觸口斷層

位置，部分點位有極高的二氧化碳濃度異常 (C heng,  2009,  p46)。  

  新化斷層 (Hsinhua Fa ul t ,  ID19)：  

  新化斷層屬於第一類活動斷層，屬於右移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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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網格化的土壤氣體調查結果，顯示土壤氣體異常點的線形特徵，可明顯對應至新化斷層

(Wal ia  et  a l . ,  2010,  p60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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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臺灣地震分區及 10 km 深度之震源機制特性圖 

 

(a) (b)

Tsai et al. (1977)[Tsai, Y.B., Teng, T.L., Chiu, J.M., and Liu, H.L. (1977), Tectonic implications of the seismicity in the Taiwan region, Mem. Geol. Soc. China, No. 2, pp. 13-41.]

Tsai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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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地震分區圖 (Tsai  et  a l . ,  1977)。 I：西部地震帶； I I：東北地震帶； I I I：東部地震帶。  

(b)  臺灣地區 10 km 深度震源機制特性分布圖。  

  地震資料來源為中央氣象局：  

  資料期間 1900 年至 2006 年。  

  資料網格單為 10 km。  

  一般構造型的地震震源破裂過程屬於一種雙偶 (doubl e-c oupl e)的震源型態，各地震站所收到震波的初動訊號，會因地震站與震源間的角度

不同而有所差異：故由地震波的初動極性或振幅，可用以推測斷層的破裂面位態 (Ak i  a nd R ichard,  1980 ,  p106 )及震源的受力型態，稱為震

源之斷層面解 (fault  pla n sol ut ion)或震源機制 (focal  mecha nis m)。  

  本圖所示為臺灣地區深度 10 km 內之網格震源機制，可概略觀察出臺灣東北部位於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板塊的交界區域：  

  在區域內同時存在沖繩海槽張力區與碰撞擠壓應力區的複雜環境。  

  由花蓮海域以北壓力區之逆衝斷層，逐漸在新城以北轉變為橫移斷層，進入琉球島弧系統之弧後張裂影響範圍，即轉為張裂型態之正斷

層發育帶，而沿沖繩海槽南側邊界向東為逆衝斷層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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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921 集集地震發生前後之地震序列與震源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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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u (2002)

Rau (2002)[In Chinese: 饒瑞鈞(2002)，台灣的地震地體構造，台灣之活動斷層與地震災害研討會，第30-48頁。]

Rau (2002, p47&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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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地表斷層的地震序列：  

  地表斷層是指在地表產生錯動的地震斷層。  

  921 集集主震–餘震序列 (圖 1)：  

  921 集集主震區域的震源分布形態，明顯呈現斷坡–斷坪–斷坡 (ramp-fla t- ramp)之構造。  

  921 集集主震震源位於深度約 10 km 之斷坪上，靠近斷坪和向地表延伸至車籠埔斷層之斷坡交界，此斷坪在東西兩側之延伸均為一位

態向東高角度傾斜之斷坡。  

  位於車籠埔斷層下盤之地震活動與 921 集集主震類似，多集中於一深度約 10 km 之斷坪或滑脫面上 (Rau ,  2002,  p33 )。  

  池上主震–餘震序列 (圖 2)：  

  池上地區之地震為兩個地震序列之組合； 2003 /05 及 2006/ 05。  

  池上地區之震源分布與 921 地震斷層有所不同，它雖亦有斷坡–斷坪構造，然其斷坪卻位於 20 k m 至 25 km 深度，向東傾斜角度約 20

°；向淺部延伸則為兩段式， 13 km 至 21 k m 向東傾斜 42°， 4 k m 至 13 km 向東傾斜 72°。  

  此地震斷層在地表的延伸為池上斷層，而其在深部的延伸 (20 km 至 25 k m 深 )則應為增厚的島弧形態之海岸山脈之地殼底部—莫荷面

(M oho)(地殼與地函之分界面，亦稱莫荷不連續面 )。  

  盲斷層的地震序列：  

  盲斷層是指未在地表產生錯動的地震斷層。  

  臺南地區地震序列 (圖 3)：  

  無特定地震斷層面，地震震源主要集中在 12 k m 至 18 k m 深度，極少發生於近地表 6 k m。  

  地震活動形態非常類似車籠埔斷層下盤之地震活動，集中於上部地殼底部之滑脫面。  

  佳里外海地震序列 (圖 4)：  

  地震震源主要集中在 7 km 至 16 k m 深度。  

  其他特性類似臺南地區地震序列 (圖 3)。  

  1999 年 10 月嘉義地震序列 (圖 5)：  

  斷層帶深度為 10 k m 至 17 k m，是一向西傾斜約 45°之地震斷層帶，於 10 k m 處停止，並無穿過地表，也並未與任何已知地表斷層相

關。  

  此深部盲斷層的地震序列，可能是先前存在的高角度正斷層的重新活動。  

  1993 年 12 月大埔地震序列 (圖 6)：  

  斷層帶深度為 10 km 至 15 km。  

  其他特性類似大埔地震序列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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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臺灣井下地震觀測站分布圖及 PGA 場址深度效應觀測結果範例 

(a)

(b)

(c)

(d)

(e)

PGAH_SAF  2.1 PGAV_SAF  1.9 

PGAH_SAF  20 PGAV_SAF  9 

PGAH_SAF  3.8 PGAV_SAF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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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中央氣象局井下地震儀安裝位置圖。  

  中央氣象局自 2008 年起推動井下地震觀測站建置，用以提昇地震觀測訊號品質並強化對小區域地震之觀測能力，  

  中央氣象局預計在全臺灣建置 70 個井下地震觀測站，深度約 300 m，截至 2016 年約完成了 45 個測站。  

(b)  中央氣象局井下地震儀安裝示意圖。每個井下地震測站都裝置 3 部地震儀，包括：  

  兩部力平衡式加速度強震儀 (F orc e Bala nc e Ac cel erat ion,  F BA )，分別設置於地表與井下。  

  一部寬頻 (B road-B and,  BB)速度地震儀，設置於井底。  

(c )  WK(五股 )觀測站之 PG AH 及 PGA V 隨深度變化情形：  

  WK 監測站建置於沖積層。  

  PGA H_ SDE    3 .8。  

  PGA V_ SDE    2 .8。  

(d)  NNSH (南山 )觀測站之 PGAH 及 PGA V 的場址效應回歸圖。  

  NNSH 觀測站之岩盤為板岩夾變質砂岩。  

  PGA H_ SDE    2 .1。  

  PGA V_ SDE    1 .9。  

(e)  LAY(蘭嶼 )觀測站之 PG AH 及 PGA V 的場址效應回歸圖。  

  LAY 觀測站之岩盤為安山岩。  

  PGA H_ SDE    20。  

  PGA V_ SDE    9。  

  符號及定義說明：  

  PGA:  最大地動加速度 (Peak Ground Acc el erat ion )。  

  PGA H: 水平向最大加速度。  

  PGA V: 垂直向最大加速度。  

  PGA H_ SDE :  水平向最大加速度 (PGA H)之場址深度效應 (s ite  depth  effec t)，地震來臨時，地表 PGA 與井下 PGA 最大值的比值。  

  PGA V_ SDE :  垂直向最大加速度 (PGA V)之場址深度效應 (s ite  depth  ef fec t)，地震來臨時，地表 PGA 與井下 PGA 最大值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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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臺灣北部陸海域之地質構造分布圖 

  

Tong and Lin (2014)[In Chinese: 董倫道、林蔚(2014)。「台灣北部火山活動觀測研究」臺灣北部陸海域地區空中磁力探測(1/2)。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委託研究報告，共251頁。]

Tong and Lin (2014,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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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臺灣北部陸海域，數百萬年前因 LEAC 弧陸碰撞運動形成的逆衝斷層，在過去約 2 MaB P 開始逐

漸反轉為正斷層，現今均已為正斷層，顯示大區域正處於張裂構造環境。  

  變形前緣 (圖  3-3- (b)-)最西側的金山斷層：  

  在中新世時，屬於古老的正斷層。  

  在 LEAC 弧陸碰撞運動初期，因擠壓構造環境而發生逆衝作用，屬於逆衝斷層。  

  在約 0.75 MaB P 時，已轉為張裂構造環境，轉而發育成正斷層形態的山腳斷層 (Chen et  a l . ,  

2008b,  p94)。  

  由原本的正斷層轉為逆衝斷層，又再度回復為正斷層的相關地質證據，在海域震測剖面最為

明顯 (L o a nd L in,  20 07,  pI- 23)。  

  在金山斷層以西地區，均為中新世以前的古老張裂構造，並未受到 LEAC 弧陸碰撞運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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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臺灣西南部地區之泥貫入體與泥火山 

Taiwan

(a)

(b)

(c) (d)

(e)
(f)

(g)

Chen et al. (2014b, p31)

Kopf (2002, p6)

Chen et al. (2014c, p202&p205&p207&p212)

Kopf (2002, p5)

Chen et al. (2014b)[Chen, S.C., Hsu, S.K., Wang, Y.S., Chung, S.H., Chen, P.C., Tsai, C.H., Liu, C.S., Lin, H.S., Lee, Y.W. (2014),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s of the 

mud diapirs and mud volcanoes off southwest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Vol. 92, pp. 201–214.]

Kopf (2002)[Kopf, A.J. (2002), Significance of mud volcanism, Review of Geophysics, Vol. 40(2), p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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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泥貫入體和海底泥火山關係圖 (Chen et  a l . ,  2014b,  p31 )。  

過壓與泥貫作用下之流體來源 (Fluid  s ourc es  for  over-pres suring a nd mud extrus ion)：  

(1)  側向擠壓造成孔隙流體排出 (Pore f l uid expulsion from c ompa ct ion )。  

(2)  生物源甲烷氣 (B iogenic  metha ne from degrada tion of  orga nic  matter)。  

(3)  來自水平地層或斷層之側向流體流入 (La teral  f luid  through s trat i gra phic  horizons or faul t  zones )。  

(4)  延深部斷層向上移棲之深部流體 (Fluid  migrat ion al ong deep s eated thrusts )。  

(5)  熱成熟來源甲烷氣 (Thermogenic  metha ne a nd higher  hydroca rbons )。  

(6)  來自礦物 (蛋白石、蒙脫石 )脫水作用的流體 (Fluids from mineral  dehydra tion (opal ,  smec ti te))。  

(7)  來自地殼岩石置換的熱水流體 (Hydrot hermal  f luids ,  a l terat ion of  c rustal  rock )  

(8)  來自貫入作用內部變形之流體來源排出 (Fluid  expulsion from interna l  deformation within the diapiric  intrus ion)。  

(b)  泥火山形成機制示意圖 (Kopf,  2002,  p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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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8：世界泥火山分布區域 

Kopf (2002, p2)

Kopf (2002)[Kopf, A.J. (2002), Significance of mud volcanism, Review of Geophysics, Vol. 40(2), pp1-52.]



 

 3-336 

 
Annota tion:  
(1)  Aleut ian Trench,  Alask a Ma rgin:  Copper R iver  Bas in  
(2)  Brit ish  C olumbia ,  Ca na da  
(3)  Cascadia  (Oregon,  Was hington)  
(4)  California ,  N eva da  
(5)  Mexic o,  G ulf  of  M exic o  
(6)  Texa s,  Mississ ippi ,  L ousia na  
(7)  Lake M ichiga n  
(8)  Costa  R ica  
(9)  Colombia  
(10)  Ecuador  
(11)  Barba dos  
(12)  Venezuela  a nd Trinida d  
(13)  Greenla nd,  N orth Atla ntic  
(14)  Morocc o/N orth  A frica  
(15)  Spa in  
(16)  Barents  Sea,  N orth  Sea,  Balt ic  Sea  
(17)  Alboran Sea  
(18)  Wes tern Al ps ,  Appennines/ Italy  
(19)  Sic i ly  
(20)  Pel eponnesus/F reec e,  Adria tic  Sea  
(21)  Aegea n Sea  
(22)  Eastern M editerra nean Sea  
(23)  Roma nia  
(24)  Ta nza nia/ East  A frica  
(25)  Black Sea,  Kerch  and C rimea  Peninsulas  
(26)  Caucasus  ( Tama n,  G eorgia ,  A zerba ija n )  
(27)  Caspian Sea  
(28)  Ira n,  Turk menis ta n  
(29)  Makra n a nd Pakis ta n  
(30)  India  
(31)  Burma  
(32)  Sumatra ,  Java  
(33)  Borneo,  B runel ,  Sa ba h/ Malaysia  

(34)  Central  A ustral ia  (Goss es  Bluf f)  
(35)  Timor-C era m A rc  
(36)  Ir ia n Ra ya,  Pa pua N ew Guines  
(37)  Taiwa n  
(38)  Ryukyu Trench,  Na nka i ,  Ja pa n Trench,  Ja pa n  
(39)  Sakhal in  Is land/ Sea  of  Ochotsk  
(40)  Marianas  
(41)  Austral ia  
(42)  New Z eala nd  
(43)  Lybia n Des ert ,  Egypt  
(44)  Netherla 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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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臺灣溫泉與泥火山分布圖 

  

Lee and Cheng (1986); Hsieh (2000, p19);

Lin (2000a, p196)

Hsieh (2000, p19)[In Chinese: 謝佩珊 (2000)，台灣地區溫泉與泥火山氣體來源之初探，國立台灣大學碩士論文，共77頁。]

Lee and Cheng (1986)[Lee, C.R., and Cheng, W.T. (1986), Preliminary heat flow measurements in Taiwan, Fourth Circum-Pacific 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Conference, Singapore.]

Lin (2000a, p196)[Lin C.H. (2000), Thermal modeling of continental subduction and exhumation con-strained by heat flow and seismicity in Taiwan, Tectonophysics, Vol. 324, pp.18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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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0：臺灣泥火山與其相關地質構造分布圖 

 

Chen et al. (2014c)[Chen, S.C., Hsu, S.K., Wang, Y.S., Chung, S.H., Chen, P.C., Tsai, C.H., Liu, C.S., Lin, H.S., Lee, Y.W. (2014),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s of the mud diapirs and mud volcanoes off southwest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Vol. 92, pp. 201–214.]

http://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wSite/ct?xItem=143331&ctNode=1233&m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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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大地測量與抬升或沉陷示意圖 

 

TG：驗潮站資料(Tide Gauge Data)

ALT：衛星測高系統(Satellite Altimetry Data)

GPS：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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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XG PS(Z ,  t )：在特定時間 (t)時， X 點相對地球中心點的絕對高程 (Z )。  

  同一地點連續式觀測資料。  

  優點：連續式資料。  

  缺點：量測精度受地表地形影響大，易造成高程解析度不佳。  

  XL evel (Z ,  t )：在特定時間 (t)時， X 點相對於某特定參考點的相對高程。  

  假設參考點的高程不變。  

  優點：高程變化解析度佳。  

  缺點：非連續式資料，僅為相對高程變化值，且參考點的高程可能會變動。  

  TG  (Tide Ga uge Da ta )  (Z ,  t)：在特定時間 (t)時， TG 所在地之海面相對於陸地的相對高程變化。  

  同一地點連續式觀測資料。  

  優點：連續式資料，為因應港口航運需求，大部分港口長期以來均有資料。  

  缺點：僅為相對高程變化值。  

  ALT(Z ,  t)：在特定時間 (t)時，測高衛星所測到海面的絕對高程。  

  特定地區、特定時間資料，衛星軌道要飛過才有資料。  

  優點：量測精度不受地形影響，高程解析度較佳。  

  缺點：無連續性資料，應用時需選擇特定時間區段的平均值。  

  若陸地及海面高程均不動，亦即海水面絕對高程不變，且陸地絕對高程不變  

  TG (Z,  t )=A LT(Z ,  t)+cons tA； cons tA 為定值。  

  但海水面絕對高程會變 (如氣候變遷、冰山融化 )，陸地絕對高程會變 (如造山或隱沒 )  

  令 XTG (Z,  t)代表 X 點的 TG (Z,  t)值  

  令 XAL T(Z,  t)代表 X 點臨近海域的 ALT(Z ,t)值  

  令 XA bs (Z ,  t)代表在特定時間 (t)時， X 點相對地球中心點的絕對高程 (Z )  

  XA bs (Z ,  t)= XAL T(Z ,  t)  -  XTG (Z, t)  + cons tA  
  XA bs (Z ,  t)與 XG PS(Z,  t)類似，但 XG PS(Z ,  t)易受地表地形影響，高程解析度較不佳。  

  XA bs (Z ,  t)：  

  優點：連續式且解析度佳的高程變化資料。  

  缺點： X 點必須有 TG (Z ,  t)，及具代表性的 XA LT(Z,  t)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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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河、海階抬升率之估算原理示意圖 

  

  

河 階

河床第1層河階
第2層河階

  

        
   

    
 
     
    

  : 高度差異 (Altitude Difference)

  : 海水基準面變化 (Sea level datum changed)

   : 河階差異 (Terrace difference)

    : 第2層河階標本年代 (age of specimen on 2nd terrace)

        
   

    
 
       
    

海 階

       : 抬升率 (Uplift rate)   : 標本 (A) 高度

  : 海水基準面變化

現今海水面

 : 沉積高度

   

古期(    )海水面

(a) (b)

Hsieh and Liew (2010)

Hsieh et al. (2006, p356)

Hsieh and Liew (2010)[In Chinese: 謝孟龍、劉平妹(2010)，花東海岸全新世地殼上升速率的再檢討，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彙刊，第23號，第165-199頁。]

Hsieh et al. (2006)[Hsieh, M.L., Lai, T.H., Wu, L.C., Lu, W.C., Liu, H.T., and Liew, P.M. (2006), Eustatic Sea-Level Change of 11–5 ka in Western Taiwan, Constrained by Radiocarbon Dates of Core Sediments, TAO, Vol. 17, No. 2, p.353–370.]

古期(    )海水面

遷急點

新期海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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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沉積盆地沉陷速率之估算原理示意圖及宜蘭盆地沉陷分布圖 

 

N. Sea：現今海水面
O. Sea : 古期(    ) 海水面
N. Sample：現今標本位置
O. Sample：    年前標本位置

            
     
    
 
          

    

Su (2011)[In Chinese: 蘇清全(2011)，蘭陽平原末次冰期以來沉積環境變遷與構造作用特性，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共129頁。]

(a)

(b)

Su (2011, p4&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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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臺灣本島水準測量及 GPS 高程連續觀測成果圖 

 

(a) (b)

Ching et al. (2011, p7/16)

Ching et al. (2011)[Ching, K.E., Hsieh, M.L., Johnson, K.M., Chen, K.H., Rau, R.J., and Yang, M. (2011), Modern vertical deformation rates and mountain building in Taiwan from precise leveling and continuous GPS observations, 2000–2008,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Vol. 116, B08406, doi:10.1029/2011JB008242, p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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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地區垂直速度場的水準測量解析圖 (C hing  et  a l . ,  2011 ,  p7/ 16)。  

  含 1843 個精密水準點檢核資料。  

(b)  臺灣地區垂直速度場的 GPS 連續觀測結果圖。  

  資料來源： GPSLAB 網站，下載網址「 http:// gps .ea rth .sinca .edu. tw」。  

  時間期距：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篩選條件：範圍 118°E 至 122.5°E， 21°N 至 27°N，選取觀測至少 5 年的連續站。  

  站數： 464 站 (包括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 (Industrial  Technology  R es ea rch  Ins ti tute,  Taiwa n ,  ITR I)的 4 站 )。  

  抬升或沉陷趨勢資料解算以 ArcMa p 的 IDW (Invers e Dis ta nc e Weighting)方法計算；計算結果以黑白灰階分布代表具下陷趨勢地區；計算

結果以黃色至紅色色階分布代表具上升趨勢地區。  

  圖  3-44- (a )及圖  3-44- (b)兩圖大致顯示：臺灣除了東南沿海地區外，大部分海岸是處於沉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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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H 區水準測量及 GPS 高程連續觀測成果圖 

 

5m
2m

56m

HGC4站 HGC3站HGC2站HGC1站

75.5m

 GPS 資料期間：2011/08~2016/02 (HGC1、HGC2、HGC3)

2014/01~2015/02 (HGC4)

 GPS參考基準 = KMNM

HGC1

HGC2

HGC3

HGC1 HGC2 HGC3 HGC4

垂直變動速率(cm/year) -0.3 -1.0 -0.8 -0.8

HGC4

(a) (c)

HGC1

HGC2

HGC3

HGC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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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H 區 4 座 G PS 連續觀測站，建造目的、規格：  

  建置目的：針對岩體進行抬升與沉陷的直接且連續性觀測。  

  建置規格：基樁深入岩盤。  

  HGC1 位於和平岩體。  

  HGC2 位於開南岡岩體。  

  HGC3 位於開南岡岩體。  

  HGC4 位於大理岩體。  

(b)  GPS 資料解算方式及結果：  

  以內政部金門衛星追蹤站 (KMNM )為參考基準，求算三維坐標至 ITR F (Interna tional  Terrestr ial  R eferenc e Fra me)公告之全球坐標框架 -

ITRF 2008 坐標系統。  

  表 A 為 GPS 觀測資料的最佳擬合 (robust  f i tt ing)結果，可觀察到：  

  HGC1 水平位移方向朝 SE。  

  HGC2 水平位移方向朝 S。  

  HGC3 水平位移方向朝 SW。  

  HGC4 水平位移方向朝 SE。  

  HGC1 至 HGC 4 均表現出顯著的沉陷。  

(c )  水準測量結果。  

 
附表：以擬合曲線分析之 GPS 連續觀測站之速度場變化量一覽表  

站名 N (cm/yr) E (cm/yr) U (cm/yr) 水平速度場 (cm/yr) 

HGC1 -0.4 0.6 -0.3 0.7 
HGC2 -0.9 0.0 -1.0 0.9 
HGC3 -0.7 -0.2 -0.8 0.7 
HGC4 -0.9 1.3 -0.8 1.6 

註 1： HG C1-3 資料分析期距為 2011 年 8 月至 2016 年 2 月； HGC 4 為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  

註 2：擬合直線之斜率可視為 GPS 觀測的變化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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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6：臺灣海岸地區之絕對高程變化圖 

 

PSP

EAP

(a) (b)

(c)

Chang et al. (2012)[Chang, E.T.Y., Chao, B.F., Chiang, C.C., and Hwang, C. (2012), Vertical crustal motion of active plate convergence in Taiwan derived from tide gauge, altimetry, and GPS data, Tectonophysics, Vol. 578, pp. 98–106.]

Chang et al. (2012, p99)

Chang et al. (2012,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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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海岸絕對高程變化圖 (Cha ng et  a l . ,  2012,  p99)。  

  顯示臺灣大部分臨海岸地區是處於沉陷狀態。  

  圖中黑色方形位置，代表驗潮站 (Tide Gauge data ,  TG )所在位置。  

  A 至 E 區域，代表測高衛星 (Satel l ite  Al t imetry data ,  ALT )的高程解析區域。  

  圖中圓圈代表海岸絕對高程 (=AL T-TG)的變化量，藍色代表沉陷，紅色代表抬升。  

  圖中方形代表 GPS 高程的變化量，藍色代表沉陷，紅色代表抬升。  

(b)  臺灣東北部的沉陷趨勢解釋圖 (Chang et  a l . ,  2012,  p100)。  

  可能受控於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的構造運動。  

(c )  臺灣島周圍板塊運動圖。  

   於臺灣本島南端，歐亞板塊 /南中國海板塊向東隱沒於菲律賓海板塊之下，形成馬尼拉海溝 /北呂宋島弧的弧溝系統。  

  於臺灣東北部，由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至歐亞板塊之下，形成琉球海溝 /琉球島弧的弧溝系統。  

  圖  3-46- (a )顯示臺灣大部分臨海岸地區是處於沉陷狀態。  

  圖  3-46- (b)說明臺灣東北部的沉陷趨勢，可能受控於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的構造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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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河道遷急點類型、空間分布特性及陡峭度指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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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2013)[In Chinese: 陳奕維(2013)，由河川陡峭度指標探討台灣中央山脈東翼之構造活動特性，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Chen (2013,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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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河道遷急點類型可分兩類：垂直階型、坡度改變型。  

  圖  3-47- (a )及圖  3-47- (b)為垂直階型的河流剖面，及其對應的 SA 圖形態，代表受到相對

侵蝕基準面變化而形成遷急點。  

  圖  3-47- (c )及圖  3-47- (d)為坡度改變型的河流剖面，及其對應的 SA 圖形態，代表抬升速

率改變所造成的遷急點。  

  河道遷急點的空間分布特性：  

  圖  3-47- (e)為受構造擾動所產生的遷急點，會隨時間往上游移動，因此在空間中無特定方

向排列。  

  圖  3-47- (f)為受岩性影響的遷急點，排列方向會和岩性邊界平行。  

  陡峭度指標 (ksn)：  

  底岩型河流的縱剖面可以用 Flint ’s  la w 來表示 (Whippl e ,  2004,  p159)，也就是河道的坡度與

上游流域面積相關，其數學關係表達成： S  ksA
−θ 

  S 為河道縱剖面的坡度 (slope)。  

  A 為流域面積 (a rea )。  

  ks為陡峭度 (s teepness )。  

  θ則為河道剖面的凹曲度 (c onc avity)。  

  陡峭度是由抬升速率及侵蝕常數化簡得來，因此可以利用陡峭度來代表區域抬升的相對狀

況。  

  在應用時會將公式兩邊取對數計算繪製成 SA 圖 (Slope– A rea )：  

  流域面積 (A )為橫軸 (指數坐標 )。  

  縱剖面坡度 (S)為縱軸 (指數坐標 )。  

  SA 圖回歸而得的斜率為剖面凹曲度 (θ)，截距則為陡峭度。  

  陡峭度 (ks)是針對單一河系所做的計算，為了比較不同河系的陡峭度，統一設定剖面凹曲度

之參考值 (θref)為 0.45，使用此斜率去回歸資料得到的截距則稱為 ksn (normalized s teepnes s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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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8：臺灣中央山脈東翼之河川陡峭度指標與大地構造關係圖 

 
 

Chen (2013)[In Chinese: 陳奕維(2013)，由河川陡峭度指標探討台灣中央山脈東翼之構造活動特性，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Chen (2013, 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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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圖資來源： Chen (2013,  p91)。  

  圖中選擇 20 條河川，以遷急點做分段來計算不同河段的 ksn數值，顏色越偏紅色表示 ksn數值越

高，偏綠色表示 ksn數值越低；此 20 條河川，由南往北可分為 6 組：  

  第 1 組 (鹿野溪、大南溪、知本溪、太麻里溪、金崙溪、大竹溪、大武溪、安朔溪 )的遷急點

多與岩性無關，是與現今的抬升速率達平衡的結果。  

  第 2 組 (新武呂溪、大崙溪 )的遷急點亦與岩性無關，是與現今的抬升速率達平衡的結果；但

第 2 組的 ksn比第 1 組高，顯示在第 2 組區域的抬升速率較第 1 組高。  

  第 3 組 (豐坪溪、樂樂溪、清水溪 )與第 5 組 (立霧溪、木瓜溪 )為本研究區域中 ksn數值最高的

區域，也代表在研究區域中抬升速率最快，但兩者在遷急點的數目及特性上表現出兩者的抬

升原因可能不同：  

  第 3 組的遷急點數目較多，顯示可能受到斷層活動控制，因此在河道平衡歷史中記錄到

多次複雜的遷急點。  

  第 5 組的遷急點數目較少，顯示受到一穩定且持續的抬升機制影響，但機制來源尚需其

他研究來討論。  

  第 4 組 (壽豐溪、萬里溪 )位處兩抬升速率較快的區域中間，卻在河流剖面上產生較特殊的遷

緩點 (a nti-k nickpoint )，且遷緩點的產生可能和抬升速率的減緩有關 (Bal dwin et  a l . ,  2003 ,  

p2158 )。  

  第 4 組河流所位在的區域，恰好和 Shyu et  a l .  (2005 b,  p172 )中的碰撞減緩區域可互相

呼應，顯示在第 4 組區域所見之遷緩點，可能和大地構造中應力的改變有關。  

  第 6 組 (南澳北溪、南澳南溪、和平溪 )的遷急點與構造無關，且 ksn數值也最低，推測也是因

為抬升速率減緩，但由於河流長度較短，因此可能已達成均夷 (gra da tion)，所以並未出現如

第 4 組中的遷緩點。  

  對照 Shyu et  a l .  (2005 b,  p172 )中的構造領域分區，其中 3 條虛線為初始碰撞、劇烈碰撞、碰撞

減緩，及後碰撞之分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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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9：臺灣東部海岸山脈之海階抬升速率分布圖 

 

(a) (b)

(b-1)

(b-2)

(b-3)

Hsieh and Rau (2009)[Hsieh, M.L. and Rau, R.J. (2009), Late Holocene coseismic uplift on the Hua-tung Coast, eastern Taiwan: evidence from mass 

mortality of intertidal organisms, Tectonophysics, Vol. 474, pp. 595–609.]

(Hsieh et al., 2004)[Hsieh, M.L., Liew, P.M., and Hsu, M.Y. (2004), 

Holocene tectonic uplift on the Hua-tung coast, eastern Taiwan,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Vol. 115-116, pp. 47-70.]

Hsieh et al. (2004, p63)

Hsieh and Rau (2009, p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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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根據海階定年與海平面變遷資訊，估算之東部海岸山脈各海階抬升速率分布圖 (Hsieh  et  a l . ,  2004,  p63 )； A,  C 表示抬升邊界。  

  估算某地塊自某一「古」年代至今，平均的上升或沉陷速率，需從地質證據中取得下列資訊 (Hsieh ,  2005,  pp47– 58)：  

  地質證據的生成年代：  

  在地質證據生成年代時，該地質證據相對於當時「古」海水面的位置資訊：  

  在地質證據生成年代時，當時「古」海水面相對「現今」海水面的差異值：  

  地質證據的「現今」海拔高度。  

  針對地質證據的生成年代：  

  若地質證據是含碳化石，可利用放射性碳同位素定年法測定其死亡的年代。  

  若地質證據是含鈾化石，可利用鈾同位素定年。  

  針對「古」海水面的位置資訊：  

  若含有生長於高、低潮線之間的生物化石，如藤壺、牡蠣、鑽孔貝等，或臨海沼澤植物群 (如紅樹林 )，可用以指示古平均海水面的位

置，而誤差由潮差決定。  

  在濱海沉積層中，可利用沉積層序及特徵找到當時海水面的大概位置，仔細觀察鑽井或海階上沉積層的上下層位，對應如潟湖、潮坪

或臨海沼澤等古濱海環境。  

  針對「古、今」海水面的差異資訊：  

  對萬年時距之絕對海水面歷史，主要參考新幾內亞珊瑚礁海階群的研究，並配合冰期、間冰期海水面升降的模擬。例如：  

  2 Ma 前海水面位置和現今海水面差距不超過 200 m (Hs ieh,  2005,  pp47– 58)。  

  18 ka 前海水面位置，可能較現今低 120 m。  

  6 ka 前海水面快速上升，就澎湖地區研究顯示全新世海水面的高峰位置較今日高約 2.3  m (C hen,  1993,  p144)。  

  以上是臺灣研究海水面變遷的基本參考資訊，這些資料可幫助控制海水面較高及較低點的位置，但期間海水面運動的細節則不詳。  

  臺灣地區在萬年時距下，對上升、沉陷快速的地區，海水面高低差的不確定性影響並不大 (±  10  m 的誤差除以 3 萬年後僅為±  0 .33  

mm/yea r) (Hsieh,  2005,  pp47– 58)。  

(b)  花東中北段海岸河流沖積扇及三角洲 C14 定年資料分布圖 (Hsieh  a nd Ra u ,  2009,  p604 )。  

(b-1)  臺灣中部七彩湖孢粉氣候資料。  

(b-2)  河流沖積扇與沖積扇三角洲之古碎屑流定年結果。  

(b-3)  原地海岸有機生物體定年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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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0：臺灣本島剝蝕率相關研究結果 

(a) (b) (c)

(d) (e)

Dadson et al. (2003, p649)

Dadson, S.J., Hovius, N., Chen, H., Dade, W.B., Hsieh, M.L., Willett, S.D., Hu, J.C., Horng, M.J., Chen, M.C., Stark, 

C.P., Lague, D., and Lin, J.C. (2003), Links between erosion, runoff variability and seismicity in the Taiwan 

orogeny, Nature, Vol. 426, pp. 648–651.

Derrieux, F., Siame, L.L., Bourlès, D.L., Chen, R.F., Braucher, R., Léanni, L., Lee, J.C., Chu, H.T., and Byrne, T.B. 

(2014), How fast is the denudation of the Taiwan mountain belt? Perspectives from in situ cosmogenic 10Be,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Vol. 88, pp. 230–245.

Derrieux et al. (2014, p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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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河流懸浮物運送量估算臺灣剝蝕率 (侵蝕率 )分布圖 (Da ds on et  a l . ,  2003,  p649)。  

  假設剝蝕率 (denuda tion ra te)等於侵蝕率 (erosion  rate)。  

(b)  河谷下切速率估算臺灣剝蝕率分布圖 (Da ds on et  a l . ,  2003,  p649)。  

  假設剝蝕率等於河谷下切速率 (s tra th  inc is ion rate)。  

  此一時間尺度資料相當有限。  

(c )  磷灰石核飛跡定年數據 (F TD-A p)估算臺灣剝蝕率 (裸露速率 )分布圖 (Dadson et  a l . ,  2003,  p649)。 

  假設剝蝕率等於岩盤裸露速率 (exhumation rate)。  

  紅點代表溫度重置 (res et)。  

  橘點代表溫度部分重置 (partial  res et)。  

  藍點代表溫度未重置 (u n- res et)。  

(d)  宇宙核素分析數據估算臺灣剝蝕率分布圖 (Derrieux  et  a l .  ,  2014 ,  f7 ,  p243)。  

  河砂沉積物的宇宙核素 Be10 分析數據。  

(e)  中央山脈東西兩側臺灣剝蝕率分布圖 (Derrieux et  a l .  ,  2014,  f7 ,  p243)。  

  位置分布地點，如圖  3 -5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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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臺灣山區之古山崩研究 

 

(a)
(b)

(c)

(i) (ii)

(iii) (iv)

Hsieh (2007)[In Chinese: 謝孟龍(2007)，台灣河階地形研究的回顧、檢討與展望，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特刊，第18號，第209–242頁。]

Hsieh and Rau (2009)[Hsieh, M.L., and Rau, R.J. (2009), Late Holocene coseismic uplift on the Hua-tung Coast, eastern Taiwan: evidence from mass mortality of intertidal 

organisms, Tectonophysics, Vol. 474, pp. 595–609.]

Hsieh and Chyi (2010)[Hsieh, M.L., and Chyi, S.J. (2010), Late Quaternary mass-wasting records and formation of fan terraces in the Chen-yeo-lan and Lao-nung catchments, 

central-southern Taiwan,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Vol. 29, No. 11-12, pp. 1399–1418.]

Hsieh and Capart (2013)[Hsieh, M.L., and Capart, H. (2013), Late Holocene episodic river aggradation along the Lao-nong River (southwestern Taiwan): an application to the 

Tseng-wen Reservoir Transbasin Diversion Project, Eng. Geol. Vol. 159, pp. 83–97. ]

Hsieh et al. (2011)[Hsieh, M.L., Liew, P.M., and Chen, H.W. (2011), Early Holocene catastrophic mass-wasting event and fan-delta development on the Hua-tung coast, 

eastern Taiwan, Geomorphology, Vol. 134, pp. 378–393.]

Hsieh et al. (2012)[Hsieh, M.L., Lai, L.S.H., Lin, C.D.J. and Shyu, J.B.H. (2012), Late Quaternary landscape evolution and genesis of the 2009 catastrophic landslide in the 

Hsiao-lin area, southwestern Taiwan. Geomorphology, Vol. 179, pp. 22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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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土石流堆積層中各種植物化石的產狀照片。  

( i )  被土石流礫石掩埋的茅草化石； 9140-9530 ca l  B P (陳有蘭溪，新鄉 )。  

( i i )  土石流礫層中的樹枝化石； 1410-1520 cal  BP (荖濃溪，勤和 )。  

( i i i )  土石流礫層中的紅色樹幹化石 (疑為紅檜 )； 9090-9290 cal  BP (八掌溪，奮起湖 )。  

( iv )  被土石流埋沒的化石林； 1520-1680 至 1890- 1990 cal  BP (蘭陽溪，南山 )。  

  縮寫說明： cal：樹輪校正後年代； BP： 1950 年前。  

  史前山崩、土石流常在山區的坡地或階地上留下雜亂、層理不良的堆積物 (混合礫石、砂、泥、生物遺骸等 )，藉由植物化石的 C14 定年 (植物

死亡的時代 )，來推論該山崩、土石流堆積的年代，即可對古山崩與土石流的分布與組成的特性，進一步釐清山區構造、氣候變遷及地形演

育的關係。  

(b)  臺灣山區植物遺骸 C14 定年採樣點位置分布圖。  

  C14 定年分析材料均來自於山崩、土石流礫石層，及與之有關的河流堰塞堆積物 (植物遺骸或焦炭 )。  

  採樣自大於 2,300 m 之高山草坡者以黃點標示。  

  C14 定年分析材料大多位於蘭陽溪、立霧溪、烏溪、濁水溪、八掌溪、楠梓仙溪、荖濃溪及東部的海岸山脈等地，隱含上述地區的古山崩、

土石流案例較多，較易尋獲材料進行 C14 定年分析。  

(c )  臺灣山區植物遺骸 C14 年代序列分布圖。  

  C14 定年分析材料均來自於山崩、土石流礫石層，及與之有關的河流堰塞堆積物 (植物遺骸或焦炭 )，因此其年代序列可用來說明臺灣山區古

山崩、土石流時間序列。  

  C14 年代範圍大都界於 200 年前至約 40 ka 前，絕大多數小於 22 ka。  

  分布圖以「層位」為單位；年代相近、高差≤ 10 m、距離≤ 200 m 者視為同一層位。  

  縱軸為累積層位個數，橫軸為該層位所有定年樹輪校正後一個標準差範圍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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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臺灣古山崩對河流下切速率估算的影響性研究範例 

(a) (c)

(b) (i)

(ii)

(iii)

(i) (ii)

Hsieh and Chyi (2010)[Hsieh, M.L., and Chyi, S.J. (2010), Late Quaternary mass-wasting records and formation of fan terraces in the Chen-yeo-lan and Lao-nung

catchments, central-southern Taiwan,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Vol. 29, No. 11-12, pp. 1399–1418.]

Hsieh and Capart (2013)[Hsieh, M.L., and Capart, H. (2013), Late Holocene episodic river aggradation along the Lao-nong River (southwestern Taiwan): an application to the 

Tseng-wen Reservoir Transbasin Diversion Project, Eng. Geol. Vol. 159, pp. 83–97. ]

Hsieh and Capart (2013, p83)

Hsieh and Chyi (2010, p1406&p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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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荖濃溪勤和村上游 5 k m 河段地形與 C14 定年採樣位置圖。  

( i )  莫拉克颱風 (2009 年 )前。  

( i i )  莫拉克颱風 (2009 年 )後。  

  有 6 個大型沖積扇階地，其中：  

  MS:  荖濃溪美秀溪沖積扇。  

  PT:  布唐布那斯溪沖積扇。  

  共 52 筆 C14 定年資料，其中 41 筆落於 0 至 2,000 年前 (圖  3- 52- (b))，這些年代及其相伴的地層資料顯示 (Hsieh  a nd Capa rt ,  2013,  p83)：  

  勤和地區近 2,000 年來至少經歷 9 次大規模的河床堆積事件，其幅度均不小於 2009 年莫拉克颱風事件。  

  上一次的堆積事件發生在近 200 年內，再上一次為 200 年至 400 年前； 2 次皆源於 PT 的成長。  

  今日 PT 高度其實已逼近 200 年至 400 年前所形成的高度。  

  約 1,400 年前，發生 2,000 年來最大的一次堆積事件，幅度達一百多公尺，源於 PT 南方之 MS 的發育。  

  比 1,400 年前堆積事件幅度更大的事件，至少還發生在約 3,000 年前和約 5,500 年前，當時勤和村上游 2 km 處的溪床比今日高 200 m

以上。  

(b)  荖濃溪勤和村上游 5 k m 河段之堆積及下切歷史解釋圖 (Hsieh  a nd Ca pa rt  ,  2013,  p83)。  

  用距今 2,000 年內的資料，推論地層與地形推論堆積及下切歷史。  

(c )  荖濃溪勤和村上游之美秀扇及布唐布那斯扇的階地地層柱及年代分布圖 (Hsieh  a nd C hyi ,  2010,  p1406 )。  

( i )  美秀扇及布唐布那斯扇階地的幾何型態與定年結果解釋圖 (Hsieh  a nd Chyi ,  2010 ,  p1414 )。  

  由 MS 和 PT 的階面剖面及 C14 定年資料，可以發現：  

  這 2 個階面雖然在鄰近的流域，但相同的河床比高並無法對應到相同的年代。  

  顯示沖積扇階地的發育可能受控於流域本身的沉積物供應量。  

( i i )  美秀扇階地的可能發育歷史解釋圖 (Hsieh  a nd Chyi ,  2010 ,  p1414)。  

  藉由階地面上取得的定年材料及其高度，可以推算下切速率：  

  此區階地所推算的下切速率約為每千年 330 m (330 m/ka )。  

  年輕階地的下切速率大於老階地的下切速率，顯示 MS 在堆積後，馬上以極大的速率下切。  

  因此，荖濃溪利用階地年代計算出來的下切速率，可能無法代表整條河流的下切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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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3：H 區花崗岩之鋯石及磷灰石核飛跡定年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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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et al. (2014a)[In Chinese: 林鎮國、林蔚、董倫道、錢正明、李奕亨、陳文山、田能全、謝佩珊、蔣立為、
張育德、劉智超、廖啟雯、蘇毓秀、洪偉嘉、謝德勇、黃淞洋、劉致育、吳上智、邱欣瑜、廖彥喆、劉
台生、王竹方、陳志南、楊燦堯、郭明錦、蔡祁欽(2014)，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潛在母岩特性調
查與評估階段(101~103年度計畫)－執行成果第二次期中報告，工研院執行/台電公司委辦，SNFD-ITRI-

90-321/SNFD-ITRI-TR2014/0321。]

Wu (2008)[In Chinese: 吳承穎(2008)，台灣大濁水片麻岩磷灰石核飛跡年代與其地質意義，國立台灣大學，地
質科學系，碩士論文。]

Wu (2008, Figur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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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FTD- Ap 樣品之採樣地點及年代分布圖 (Wu,  2008,  f3 .2)。  

(b)  FTD-Z rn 樣品之採樣地點及年代分布圖 (Wu,  2008,  f3 .2)。  

(c )  和平片麻岩體的 FTD-Z rn 與 FTD-A p 之溫度 -時間路徑圖 (L in  et  a l . ,  2014a ,  f3 .291)。  

  FTD-Z rn 與 F TD- Ap 數據如附表。  

(d)  AA’剖面與 BB ’剖面之 F TD-A p 高度 -年代剖面圖 (AA ’與 BB’位置如圖  3-53- (a )所示 )(Wu,  2008,  p24 )。  

 
附表：和平片麻岩體的 FTD-Z rn 與 F TD- Ap 資料  

 FTD-Ap FTD-Zrn Z0  GT TS Z1min  Z1avg  Z1m𝐚𝐱  Z2min  Z2avg Z2m𝐚𝐱  U10min U10avg U10max U21min U21avg U21max U20min U20avg U20max UReport 

Unit Ma Ma km ℃ km⁄  ℃ km km km km km Km mm/yr mm/yr mm/yr mm/yr mm/yr mm/yr mm/yr mm/yr mm/yr mm/yr 

A (Liu, 1982) 0.47±0.05 1.31±0.14  0 48 20 -2.0  -2.4  -2.8  -3.4  -4.5  -5.5  4.2  5.1  6.0  0.7  2.5  4.2  2.6  3.4  4.2  2.5±1.4 

B (Liu et al., 2004) 0.41±0.03 1.2±0.1  0 48 20 -2.0  -2.4  -2.8  -3.4  -4.5  -5.5  4.8  5.8  6.9  0.8  2.6  4.5  2.9  3.7  4.6  2.6±1.5 

C (Liu et al., 2004) 0.89±0.05 2.0±0.2  0 48 20 -2.0  -2.4  -2.8  -3.4  -4.5  -5.5  2.2  2.7  3.2  0.6  1.9  3.2  1.7  2.2  2.8  1.9±1.1 

D (Liu et al., 2004) 0.85±0.05 1.9±0.2  0 48 20 -2.0  -2.4  -2.8  -3.4  -4.5  -5.5  2.3  2.8  3.3  0.6  2.0  3.4  1.8  2.4  2.9  2.0±1.1 

E (Liu et al., 2004) 0.46±0.03 2.1±0.2  0 48 20 -2.0  -2.4  -2.8  -3.4  -4.5  -5.5  4.3  5.2  6.1  0.4  1.3  2.2  1.6  2.1  2.6  1.3±0.7 

HCBH01 - 1.7±0.14 -0.05 30 20 -3.2  -3.8  -4.5  -5.5  -7.2  -8.8  NA NA NA NA NA NA 3.2  4.2  5.2  3.2 to 5.2 

HCBH01 -   20 20 20 -4.8  -5.8  -6.8  -8.3  -10.8  -13.3  NA NA NA NA NA NA 4.8  6.3  4.8 to 7.8  
Wu (2008) 0.6 - 0 48 10 -2.2  -2.6  -3.0  -3.6  -4.7  -5.7  3.6  4.3  5.0  NA NA NA NA NA NA 4.3  

Wu (2008) 0.5 - 0 48 11 -2.2  -2.6  -3.0  -3.6  -4.7  -5.7  4.3  5.2  6.0  NA NA NA NA NA NA 5.2  

Wu (2008) 0.5 - 0 48 12 -2.1  -2.6  -3.0  -3.6  -4.6  -5.7  4.3  5.1  6.0  NA NA NA NA NA NA 5.1  
Wu (2008) 0.4 - 0 48 12 -2.1  -2.6  -3.0  -3.6  -4.6  -5.7  5.4  6.4  7.4  NA NA NA NA NA NA 6.4  

Wu (2008) 0.3 - 0 48 13 -2.1  -2.5  -3.0  -3.6  -4.6  -5.7  7.1  8.5  9.9  NA NA NA NA NA NA 8.5  
Wu (2008) 0.4 - 0 48 13 -2.1  -2.5  -3.0  -3.6  -4.6  -5.7  5.3  6.4  7.4  NA NA NA NA NA NA 6.4  

Wu (2008) 0.5 - 0 48 14 -2.1  -2.5  -2.9  -3.6  -4.6  -5.6  4.2  5.0  5.9  NA NA NA NA NA NA 5.0  
Wu (2008) 0.5 - 0 48 15 -2.1  -2.5  -2.9  -3.5  -4.6  -5.6  4.2  5.0  5.8  NA NA NA NA NA NA 5.0  

Wu (2008) 0.3 - 0 48 20 -2.0  -2.4  -2.8  -3.4  -4.5  -5.5  6.6  8.0  9.4  NA NA NA NA NA NA 8.0  

  TC:  the c l osure temperature of  a  mineral  refers  to the temperature (ra nge) at  whic h the mineral  has c ool ed so  that  there is  no l onger any  
signi f icant  dif fus ion of  the pa rent  or  daughter  isotopes  out  of  the mineral ;  [封存溫度，實務上是一個溫度範圍，而非單一溫度 ]  

  ZirconTC=235±50℃;  TCmin=185℃,  TCma x = 285℃.  

  Apa ti teTC=135±20℃;  TCmin=115℃,  TCmax = 155℃.  

  GT;  the geothermal  gradient  s inc e  mineral  reach  its  c losure tempera ture  
  TS;  the surface’s  temperature at  ZS  
  ZS  0;  the reference’s  el eva t ion  
  Z0:  the sample’s  el evat ion  
  Z1min   (TS  115) GT⁄ ;  the minimum depth  (maximum el eva t ion)  that  a pa ti te reach  its  TB  
  Z1avg   (TS  135) GT⁄ ;  the average depth  (el eva tion) tha t  apa ti te reach its  TB  

  Z1max   (TS  155) GT⁄ ;  the ma ximum depth (minimum el eva tion) that  a pa ti te reach  its  TB  
  Z2min  (TS  185) GT⁄ ;  the minimum depth  (maximum el eva t ion)  that  z ircon reach  i ts  TB  
  Z2avg  (TS  185) GT⁄ ;  the average depth  (el eva tion) tha t  zirc on reach its  TB  

  Z2max  (TS  285) GT⁄ ;  the ma ximum depth (minimum el eva tion) that  z ircon reach  i ts  TB  
  U10min  abs ((Z1min  Z0) Age1⁄ );  the upl i ft/ denudat ion/ exhuma tion ra te from Z1min to  Z0 
  U10max  abs ((Z1max  Z0) Age1⁄ );  the upl i ft/ denudat ion/exhuma tion ra te from Z1max to  Z0 
  U21min  abs ((Z2min  Z1max) (Age2  Age1))⁄ ;  the upl i ft/ denudat ion/exhuma tion ra te from Z2min to  Z1max 
  U21avg  abs ((Z2avg  Z1avg) (Age2  Age1))⁄ ;  the u pl i ft/ denudat ion/exhuma tion ra te from Z2avg to  Z1a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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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21max  abs ((Z2max  Z1min) (Age2  Age1)⁄ );  the upl i ft/ denudat ion/exhuma tion ra te from Z2max to  Z1min 
  U20min  abs ((Z2min  Z0) Age2⁄ );  the upl i ft/ denudat ion/exhuma tion ra te from Z2min to  Z0 
  U20max  abs ((Z2max  Z0) Age2⁄ );  the upl i ft/ denudat ion/exhuma tion ra te from Z2max to  Z0 
  Assumption:  a l l  pa ra meters  a re  cons ta nts  in  the past .  
  Conc ern:  pa ra meter  ma y not  be c onsta nt  in  the pa 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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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4：臺灣中部地質剖面受 LEAC 弧陸碰撞運動作用的可能影響示意圖 

 

Kirstein et al. (2010, p272&p282)

Kirstein et al. (2010, p270)

Kirstein et al. (2010)[Kirstein, L.A., Fellin, M.G., Willett, S.D., Carter, A., Chen, Y.G., Garver, J.I., and Lee, D.C. (2010), Pliocene onset of rapid exhumation in Taiwan during are-continent collision: new insights from detrital 

thermochronometry, Basin Research, Vol. 22, pp. 27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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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核飛跡鋯石定年資料 (F TD-Z rn)分布圖 (Kirs tein  et  a l . ,  2010,  p272,  p282 )。  

  中央山脈西翼的 FTD-Z rn，明顯比東翼老。  

(b)  約 4 Ma BP 至 2 MaB P 期間，因 LEAC 弧陸碰撞運動所產生的造山作用：  

  造成中央山脈東翼快速抬升，改變地溫梯度並可能造成 FTD-Z rn 的年代重置。  

  快速抬升 /冷卻 /剝蝕，而使 FTD-Z rn 年代重置過的基盤出露 (Kirs tein  et  a l . ,  20 10,  p270)。  

(c )  現今，臺灣東南持續受 LEAC 弧陸碰撞運動作用影響，由現地勘查顯示：  

  此模式顯示現今中央山脈的地溫梯度，因持續快速抬升作用影響而升高，此區的大崙花崗岩

位於地熱區，地表溫度高到足以加熱周邊河水產生蒸汽，符合此一模式。  

  然而花蓮至中壢一線 (即 WE P)以東地區，受到琉球隱沒帶西移影響，中央山脈北段已轉為張

裂，以正斷層活動及沉陷作用為主，地溫梯度已經下降至低於 20 ℃/km，不同於此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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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5：K 區地質演化概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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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6：臺灣地區海岸線在氣候變遷週期之可能變動範圍 

  

 Murray-Wallace and Woodroffe (2014, fig 6-13)

 Ryan et al. (2009)

+ 10 m-120 m

週期 = 100 ka 年代 (BP) 

年代 (MaBP) 

http://geology.utah.gov/map-pub/survey-notes/glad-you-asked/ice-ages-what-are-they-and-what-causes-them/

Murray-Wallace, C.V. and Woodroffe, W.D., 2014, Quaternary Sea-Level Changes - A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urray-Wallace and Woodroffe (2014, fig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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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地球 24 億年來的冰河時期循環。  

(b)  地球 0.45 MaB P 以來的冰期與間冰期循環。  

(c )  當海水面下降 120 m 時，亞洲地區海岸線變化分布圖 (Murray- Wall ace a nd Woodroffe,  2014,  

f6 .13)。  

(d)  當海水面上升 10 m 時，臺灣海岸線變化分布圖。  

  海水面上升 10m 的海岸線 (shorel ine； el eva t ion 10 m)位置。  

  資料來源： ITR I 40  m D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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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7：臺灣古氣候變遷特徵及簡化之週期性變化圖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20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Sa
lin

it
y 

(‰
)

R
e

la
ti

ve
 s

e
a 

le
ve

l (
m

)

Time (ka)

Idealized Sea-level and Salinity Variation Cycles 
An Ideal Cycle = 100 ka

Sealevel (m) Salinity_SouthChinaSea (marginal sea) Salinity_SouthPacificOcean (open waterbody)

To the past To the futureToday

Hsieh et al. (2006, p356, p367), Jenkins( 2001), Teh (2000, p27)

(g)
年代 (kaBP) 年代 (kaBP) 

(a)

(b)

(c)

(d)

(f)

S
e
a
 l
e
v
e
l 
(m

)

S
e
a
 l
e
v
e
l 
(m

)

S
e
a
 l
e
v
e
l 
(m

) 
 

T
e
m

p
e
ra

tu
re

 d
if

fe
re

n
c
e
 (
℃

)

T
e
m

p
e
ra

tu
re

 d
if

fe
re

n
c
e
 (
℃

)

(e)

 s = S e a s u r f a c e s a l i n i t y v a r i a t i o n
S S S = S e a s u r f a c e s a l i n i t y
The modern SSS is taken as 33.4‰.

S C S = S o u t h C h i n a S e a



 

 3-370 

 
註解：  

(a )  全球自 150 ka BP 以來之溫度變化曲線 (Jenkins ,  2001;  Kuo,  2002)。  

  全球自 150 kaBP 以來之氣候變遷，涵蓋一個完整之「暖–冷–暖」古氣候變遷模式，包括： 

  上次間冰期 (約 125 kaB P ) (Kopp et  a l . ,  2009,  p863)。  

  上次冰期 (約 120 ka BP 至 10 kaB P)；且在末次冰盛期時，全球溫度達最低，約比現今低

約 9 ℃。  

  現今之全新世暖期；約在 10 kaB P，溫度已升到與現今相似之程度。  

  地球在此 150 ka 中，溫暖時期僅持續了短暫時間：  

  多數時候的溫度處於緩慢震盪下降狀態。  

  比較起來，升溫的過程快速，短短時間內氣候就發生劇烈改變，今日地球氣候可對比至

此間冰期的高階狀態。  

  臺灣地區於上次間冰期的氣候相當溫暖，溫暖程度甚至可能在全新世之上，而最溫暖時期可

能比現今尚高出約 3 ℃。  

  臺灣地區於上次冰期涵蓋了氧同位素階的 4、 3、 2 階 (圖  3-57- (b))，氣候以乾冷為主，其

中：  

  約 70 kaB P 時，溫度較今日下降達 8 ℃至 10 ℃，古雪線在 3,400  m 以下。  

  約 45 kaB P 至 35 kaB P 期間，是冰期中的短暫暖期，由大漢溪下游地區、中部丘陵區、

及濁水溪沖積扇之花粉分析均可發現。  

  約 35 kaB P 至 30 ka BP 期間，出現短暫潮濕期。  

  約 18 kaB P 時，溫度較今日下降約 5 ℃，古雪線約在 3,500  m，雖然寒冷現象有趨緩現

象，但乾燥程度反而加強，降雨量可能只有今日的一半。  

  約 14 kaB P 至 10 ka BP 期間，濕度有增加現象。  

  約 10 kaB P 時，脫離上次冰期後，夏季季風增強，大氣溫度明顯上升。  

(b)  全球自 150 ka BP 以來之海水面變化曲線 (Shinn,  2001;  Kuo,  2002)。  

  由 海 洋 氧 同 位 素 ( 1 8 O)分 析 ， 所 定 出 來 地 球 氣 候 變 遷 的 時 期 ， 稱 為 海 洋 同 位 素 階 (marine 

isotope sta ge )，或氧同位素階，數字越小越接近現在。  

  全球海水面於此 150 k a 期間的變化趨勢與氣溫變化十分相似：  

  分別在約 140 kaB P 與末次冰盛期時之海水面，達最低海水面，比現今低約 120 m 左右

(R ohling et  a l . ,  1998,  p162)，之後氣候變暖，海水面開始逐漸上升。  

  分別在約 125 kaBP 及 6 kaB P 時，達最高海水面，比現在高約 2 m 至 10 m (Chen,  1993,  

p144;  Kopp et  a l . ,  2009,  p863;  IPC C,  2013,  p1146)，爾後緩慢下降到達現今的位置。  

(c )  南中國海海水表面鹽度之變化歷程圖 (Teh,  2000,  p27)。  

  南中國海是西太平洋最大的一個邊緣海，介於東亞與西太平洋中，使其靈敏地反應出氣候變

遷。  

  南中國海北側與西南側有著寬廣的大陸棚，而中心與東側則是分布著深海盆地地形，平均深

度可達約 4,000 m。  

  南中國海北側的平均海水表面溫度約 18℃，而南側約 27℃ (Teh,  2000,  p1–2)。  

  在末次冰盛期時，全球海水面較今日低約 120 m (R ohl ing  et  a l . ,  1998,  p162)，南中國海成為

一個半封閉邊緣海，僅與西太平洋海水相通，溫暖的印度洋海水流被露出的大陸棚切斷，因

此更降低了南中國海的表層海水溫度。  

  南中國海的海水表層鹽度 (Sea Surfac e Sal ini ty ,  SSS)變化趨勢，與開放海洋的變化不太相同；

開放性海洋在冰期有較高的鹽度，而間冰期則是較低的鹽度 (A dkins  et  a l . ,  2002,  p1771 )，但

南中國海的 SSS 變化，主要受控於區域性的蒸發 -降雨作用的影響，而受淡水補注的影響較小，

故鹽度下降反映著較今日低的蒸發量或較高的降雨量 (Teh,  2000,  p34–36)。  

  過去 170 ka，南中國海的 SSS 變化 (S)約介於 -4‰至 +1‰之間 (Teh,  2000,  p27 )，而且大部

分都低於現今海水的 SSS。  

  現今南中國海區域之 SSS 約介於 33.2‰至 34.4‰之間 (Teh,  2000 ,  p2 )，而全球平均海水鹽度

約為 34.7‰  (L evitus  a nd B oyer,  1994 ,  p67 )。  

(d)  臺灣自末次冰盛期以來之溫度變化曲線 (Jenkins ,  2001;  Kuo,  2002)。  

  末次冰期事件 (las t  glac ial  epoch)是指於第四紀更新世內發生的最近一次冰期事件，約於 120 

kaBP 開始，約於 10 ka BP 結束。  

  在上次冰期後期，約 20 ka BP 左右，北極冰原的發育到達極致，此時稱為末次冰盛期。  

  臺灣地區在末次冰盛期時的乾冷氣候，自末次冰盛期一直持續到約 17 kaB P，之後開始有減

緩趨勢，其植物分布較今日垂直下降至少 850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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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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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末次冰盛期後，全球氣溫便開始急速上升，而於約 10 kaB P 時，正式脫離冰期，進入溫暖

的全新世。  

  由於氣候非線性回饋的影響，由冰期過渡到全新世的氣候是極度不穩定的，在長期暖化的過

程中，氣溫來回震盪劇烈，其中又以發生於約 11 kaB P 至 10 kaB P 期間 (校正年代約 13 kaB P

至 11.5  kaB P)的新仙女木 (Younger  Dryas )回冷事件最為明顯。  

  進入全新世 (約 10 kaB P)以後，全球溫度仍緩緩上升，至全新世中期達最高，大概比現今還

高出約 1 ℃至 2 ℃，稱之為全新世大暖期或氣候適宜期。  

  臺灣地區全新世大暖期，發生於約 9.5  kaB P 至 4 kaB P 期間；其中，又以 9.5  kaB P 至 8.5 

kaBP 期間，及 7 ka BP 至 5 ka BP 期間最為鼎盛，當時氣候甚至比現今更暖和。  

  自 6.5  ka BP 以來，海水面變動甚微，海水面的最高峰位置，較現今高出約 2.3  m (C hen,  1993,  

p144)；至今海水面變動則趨於穩定，變動不超過 0.3  m 至 0.5  m (C hen et  a l . ,  2005 a ,  p42)(圖  

3-57- (f))。  

  在約 5.5  kaB P 後，溫度略有下降，直到約 2 kaBP 左右，溫度再次稍微升高 1 ℃至 2 ℃。  

  在末次冰盛期時，當時全球海水面較現今低約 120 m  (R ohling  et  a l . ,  1998,  p162)，之後氣

候變暖，海水面一直持續的上升至約 6 ka BP。  

(e)  臺灣西南平原的絕對海水面變遷史 (Hsieh  et  a l . ,  2006,  p367 ,  f6 )。  

  根據西南平原的岩心紀錄、化石定年及環境變遷 (Hsieh  et  a l . ,  2006,  f1  & t1 )，進行海水面變

遷與岩石沉陷速率的分析後，獲得海水面變遷曲線；黑色曲線為絕對海水面，陰影部份為其

不確定範圍。  

  11 kaB P 至 10 kaB P 期間，海水面上升的速度大於 13 mm/yr  (Hs ieh  et  a l . ,  2006,  p353)，可

能反應新仙女木事件 (圖  3-57- (d))結束的影響。  

  10 kaB P 至 6.6  kaBP 期間，海水面上升速度約 8 mm/yr 至 9 mm/ yr  (Hsieh  et  a l . ,  2006,  

p353 )。  

  自 6.5  kaB P 以來，海水面變動甚微 (Hsieh  et  a l . ,  2006,  p353 )。  

(f)  臺灣自 20 kaB P 以來至今的絕對海水面曲線 (Hsieh  et  a l . ,  2006,  p356)。  

  利 用 澎湖 珊 瑚礁 定 年資 料 所建 立 的臺 灣海水 面 變遷 曲 線 (Chen,  1993 ,  p47– 49;  C hen a nd  

Liu,  1996,  p254)：  

  粗黑曲線為絕對海水面，陰影部份為其不確定範圍。  

  6 ka BP 至 5 ka BP (虛線標示 )及 11 kaB P 至 10 kaBP 期間 (點線標示 )為假設。  

  20 ka BP 至 11 kaB P 期間的海水面曲線，乃建立自 Sunda  Shelf 的海水面變化曲線；假

設臺灣海水面變動具一致性 (Chen,  1993 ,  p47– 49;  Chen a nd L iu,  1996,  p254)。  

  20 kaB P 至 15 kaB P 期間，海水面回升的速度較緩慢，平均每千年約 6 m (C hen et  a l . ,  2005a,  

p42)。  

  15 kaB P 至 6 kaB P 期間，海水面上升的速度約每千年 10 m  (Chen et  a l . ,  2005a,  p42)。  

  11 kaB P 至 6.6  kaB P 期間，詳細的海水面變動 (Hsieh  et  a l . ,  2006,  p367 ,  f6)，如圖 (e)所示： 

  在 11 kaB P 至 10 kaB P 期間，海水面上升速度約 13 mm/yr  (Hs ieh  et  a l . ,  2006,  p356)。 

  在 10 ka BP 至 6.6  kaB P 期間，海水面上升速度約 8 mm/ yr 至 9 mm/yr  (Hsieh  et  a l . ,  

2006,  p356)。  

  5 kaB P 以來的海水面曲線乃澎湖群島所記錄者；澎湖地區基於以下因素，研判澎湖海平面

上升速率和全球一致 (C hen,  1993,  p26 )：  

  四周海域珊瑚礁並未在陸地發現，顯示沒有明顯地殼上升運動。  

  全新世中期較高海水期的臨濱相堆積，現仍保留在沿岸平原，顯示無明顯沉降作用發生。 

  沒有明顯地震紀錄，顯示澎湖群島為臺灣附近地殼最穩定的地區，並且為研究海平面變

化的好地點。  

(g)  臺灣地區之簡化週期性海水面及鹽度變化特徵曲線圖：  

  雖然上一個冰期事件持續約 120 ka，但在過去 900 ka 有 9 個冰期事件。  

  根據地球運行軌道的週期性改變，約 0.9  Ma BP 至今，氣候變化週期以 100 ka 週期為主 (Na ish  

and Ka mp,  1997,  p978;  Nais h et  a l . ,  1998,  p695;  Chen et  a l . ,  2001 b,  p1249)。  

  針對評估未來百萬年之氣候變遷對地質處置設施處置安全影響性，所需的週期性變化特性，

100 ka 的循環週期應是合理的假設。  

  考量上一個冰期事件有較完整的海水面 /海水鹽度變化資訊，圖  3-57-(g)之海水面 /海水鹽

度的週期性變化特徵，其假設條件如下：  

  假設每一週期開始至 80 ka 期間的氣候變遷 (海水面 /海水鹽度 )，與 120 kaB P 至 100 

kaBP 期間的變化相同。  

  假設每一週期 81 ka 至 100 ka 期間的氣候變遷 (海水面 /海水鹽度 )，與 20 kaB P 至今的

變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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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8：臺灣全年等溫線及等降水線分布圖 

  

(a) (b)

http://stat.motc.gov.tw/mocdb/stmain.jsp @2016/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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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全年等溫線圖。  

  資料期間： 1998 年至 2015 年。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統計資料庫系統網站 (http:// sta t .motc .gov. tw/ moc db/s tma in. js p @2016/ 02/ 16)。  

  臺灣平原地區的年平均氣溫約在 22 ℃至 25 ℃之間：  

  夏季 (7 月 )平均氣溫最高，除山區外，其平均溫度均高於 28 ℃，而且南北之間的溫差不到 1 ℃。  

  冬季 (1 月 )，除山區外，各地平均溫度均超過 15 ℃，但南北之間的溫差超過 5 ℃。  

  在海拔高度達 3,845 m 的玉山觀測站，其年平均氣溫僅有 3.9  ℃。  

  綜合而言，臺灣除山區外，夏季是普遍高溫炎熱，南北溫差小；冬季則北部比較涼爽，南部相當溫暖。  

(b)  臺灣全年等降水量圖  

  資料期間： 1998 年至 2015 年。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統計資料庫系統網站 (http:// sta t .motc .gov. tw/ moc db/s tma in. js p @2016/ 02/ 16)。  

  臺灣降雨量分布，受地形與季風與影響，在時間及地域分布上，呈現十分不均勻的現象。  

  東岸多於西岸：  

  東部沿海各地年雨量差異較大，在 1,500  mm 至 3,000 mm 之間。  

  西部海岸平原各地年雨量差異較小，多在 1,500 mm 至 2,000 mm 之間。  

  高山多於平地：  

  中部山區年雨量多在 3,000 mm 左右，迎風山坡地可達 4,000  mm 至 5,000 mm。  

  自中央山脈至西部沿海地區，雨量隨高度之減少而遞減，至澎湖地區僅有 1,000 mm 左右。  

  臺灣雨季為 5 月至 10 月，乾季為 11 月至 2 月。  

  臺灣年平均雨量約 2,500 mm，約有 78%的雨量集中於雨季， 22%的雨量分配於乾季：  

  北部年降雨量約 2,938 mm 最高，月雨量分布也較為平均，約有 60%的雨量分布於雨季。  

  東部年降雨量約 2,545  mm 次之。  

  南部年降雨量約 2,476 mm；但雨量分配最不平均，約有 90%雨量分布在雨季，乾季雨量在 50 mm 以下，顯得異常乾旱。  

  中部年降雨量約 2,121  mm。  

 
 



 

 3-374 

 

 
圖 3-59：臺灣周圍近期絕對海水面之上升速率 

  

3.3±0.4 mm/yr

4.6±0.50 mm/yr

3.2±0.4 mm/yr

4.5±0.4 mm/yr

(a) (b)

Kuo et al. (2015, p4-11)

Kuo et al. (2015)[In Chinese: 郭重言、林立青、藍文浩、莊文傑、李俊穎，2015，臺灣四周海域長期性之海水面變化趨勢評估，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出版，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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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雷達測高資料 (RA Ds )所估算的臺灣周圍絕對海水面上升速率分布圖。  

  整個臺灣 (110E 至 130E 與 10N 至 30N )絕對海水面上升速率約為 4 mm/yr 至 5 mm/yr。  

(b)  全部 TGC  (Tidal  gauge data  with  vert ical  motion c orrec tion)資料所估算的臺灣周圍絕對海水面上升速率分布圖。  

  臺灣沿岸的 TGC 估算絕對海水面速率約界於 0 mm/yr 至 5 mm/ yr。  

  圖  3-59- (a )及圖  3-59- (b)兩邊成果相當一致，臺灣周圍海水面變化幾乎呈現上升情形，且海水面上升速率，有由北往南加快的趨勢。  

  資料期間： 1993 年至 2012 年間的 AL T 與 TG C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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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0：臺灣西南部構造之抬升與沉陷速率分析 

unit: mm/yr

Hsieh (2005, p56)

Hsieh (2005)[In Chinese: 謝孟龍(2005)，一些簡單數字的背後：回顧臺灣千、萬年時距地塊上升、沉降速率的研究，2005年臺灣活動斷層與地震災害研討會論文集，第47-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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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1：臺灣東北部宜蘭平原自末次冰期以來之沉積層序演化示意圖 
 

 

海岸線

向外加積

層序界限(18,000年前)，

末次冰期侵蝕面

最大海漫面(約5,000 年前)

沖積平原沉積環境 陸棚沉積環境

最大海漫面
(5,000 年前)

層序界限18,000年前低水位
時期形成的侵蝕面

海侵體系域

Chen et al. (2004e, p81)

Chen et al. (2004e)[In Chinese: 陳文山、楊志成、吳樂群、楊小青、陳勇全、顏一勤、劉立豪、黃能偉、林啟文、張徽正、石瑞銓、林偉雄(2004b)，沉降環境的山麓河谷地形特性－探討台北盆地、蘭陽平原與屏東平原鄰近山麓地形與構造的關係，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彙刊，第17期，第79–106頁。]

向上加積

海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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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2：臺灣金屬礦物資源分布圖 

  

CGS (2006a) [In Chinese: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6a)，台灣金屬礦物資源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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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以下註解說明，摘自 SNFD2009 報告 (TPC,  2010,  c 2p118)。  

  金瓜石地區的銅金礦床：  

  包括金瓜石或本山附近的含銅金礦，九份及武丹山的金礦，均分布於臺北縣瑞芳鎮。  

  礦床以金瓜石的含銅金礦床最重要，九份和武丹山的金礦床則居第二。  

  金瓜石地區的礦床有明顯的帶狀構造及圍岩換質作用。  

  根據官方紀錄，過去百年來金、銀、銅產量統計如附表所示。  

附表：金瓜石地區金、銅之生產量 

地區 金(kg) 銅(ton) 

金瓜石 62,937 119,101 

九份 26,162 ― 

武丹山 4,825  

總  計 93,924 119,101 

Source: Tan and Wei (1997, p14) 
武丹山的官方黃金生產資料，比實際生產的短少很多；因為在 1933 年至 1945 年間，日本礦業的生產將武丹山的

黃金產量列入金瓜石計算；另武丹山自 1962 年至 1976 年間雖有生產黃金，但此一紀錄已無法確認。 

  中央山脈的金礦：  

  中央山脈的金礦露頭分布遼闊，砂金在多數中央山脈河谷中皆有發現。  

  在 1914 年至 1939 年期間，曾在中央山脈進行多次有規模的探勘，日人探勘結果迄今未公

佈，亦無檔案留在臺灣，惟一資料是小笠原美津雄在第二次大戰之後返國前的簡要口述 (顏

滄波， 1950)。  

  東臺灣金礦脈成礦區分布如圖所示，砂金的主要分布在中央山脈東側，但西側亦有不少砂金。 

  含金最富的河川為立霧溪，其次為花蓮大濁水溪 (和平溪 )、南投濁水溪及大甲溪上游。  

  東海岸及中央山脈段砂金現已無開採價值，至於中央山脈礦床則值得進一步探勘 (Ta n a nd 

Wei,  1997,  p 118-119 )。  

  在屏風山地區，液包體及熱螢光研究結果 (C heng,  1993,  p I)，顯示該地區有非常高的地溫梯

度與高溫，表示地下可能還有火成岩體；此研究顯示：  

  中央山脈金礦的來源是與岩漿活動有關，而不是來自於含金變質岩經區域變質作用而集

中的金礦。  

  屏風山區的鉛含量相對較高，推測中央山脈梨山斷層之下的火成岩比金瓜石地區的石英

安山岩更為酸性：  

  一般而言，酸性火成岩的鉛含量比基性的多十倍以上，而銅含量則相差不多。  

  屏風山和金瓜石金礦的河川沉積物中的重礦物都有很多鉛和砷，但屏風山區的鉛多

銅兩倍以上，而金瓜石則銅多鉛兩倍以上。  

  海岸山脈的含金斑岩銅礦：  

  斑岩銅礦是最重要的銅礦，主要分布在太平洋兩側，其成因為海洋板塊隱沒至大陸板塊之下，

局部熔融產生中性岩漿所帶熱水形成的礦床。海岸山脈與蘭嶼屬菲律賓海板塊，因此有斑岩

銅礦之分布。  

  已知的含金斑岩銅礦主要分布在海岸山脈的奇美及都巒山，此外在蘭嶼也發現這類型的

礦床。  

  在 1937 年至 1939 年期間，日本礦業公司在奇美探勘銅礦。  

  瑞陽公司在 1966 年於奇美地區，開鑿五處銅礦之探巷，據瑞陽公司之估計，儲量約為

115 萬噸，平均品位為 1.15%；然而礦石實際收回之品位為 0.4%，浮選所得的精砂全

部運日本製煉，至 1976 年停工，全部精製之電銅合計為 561 噸 (Ta n a nd Wei,  1997,  

p128)。  

  中央山脈東側的塊狀硫化物 (銅–鉛–鋅–硫化鐵 )礦床：  

  塊狀硫化物礦床 (massive sul f ide depos its )是一種產在輕度至高度變質岩中的含黃銅礦–方

鉛礦–閃鋅礦–硫化鐵礦的礦床，通常含少量的金及銀。  

  臺灣已知的塊狀硫化物礦床，多產在中央山脈大南澳片岩或石墨質片岩中，所含的礦物以銅

及硫化鐵礦物為主。  

  在臺灣的塊狀硫化物礦床中，僅很少含銅礦的地區曾被小規模開採或試採，包括銅山、東澳

和銅門；其他地區的含量規模都極小，只有探勘而從未正式開採。  

  在 1917 年至 1920 年期間，日本藤田組曾在銅山採礦，金銅礦務局 (臺灣金屬礦業公司前身 )

接手後，估計坑內礦石儲量為 1.8 萬噸，含銅 4.35%，金 0.19 ppm，硫 26.8%；之後由峰源

銅礦承租開採，在 1964 年至 1980 年期間，共產銅 2,197 噸  (Ta n and Wei,  1997,  p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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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澳銅礦在 1914 年開始鑿坑探勘， 1919 年至 1923 年期間，共生產約 1.4 萬噸礦石；本礦

在 678 m 長的主坑中時斷時續，含銅僅 0.70% (Ta n a nd Wei,  1997,  p 152)。  

  除了前述的金銅礦床外，臺灣尚有其他金屬礦床及經濟礦物：  

  萬里地區的金及硫砷銅礦，與關山地區的鎳礦，雖曾探勘，但未曾開採。  

  坪林的汞礦床、西部沿海的磁鐵礦砂 (含鈦鐵礦 )、陽明山及桃園中壢一帶的褐鐵礦、黃鐵礦

(硫化鐵礦 )及西帽山的錳礦等礦床曾經少量開採，不過質差、量少，如今都已經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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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3：臺灣非金屬礦物資源分布圖 

  

CGS (2006b) [In Chinese: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6a)，台灣非金屬礦物資源分布圖。]



 

 3-382 

 
註解：  

  以下註解說明，摘自 SNFD2009 報告 (TPC,  2010,  c 2p125)與經濟部礦務局 105 年礦業統計年報

(B OM TW, 2017 ,  p50-69)。  

  臺灣的非金屬礦產主要包括大理岩、石灰岩、白雲岩、蛇紋岩、矽砂、粘土、石膏、長石、滑石、

雲母、石棉、硫磺、石墨等。  

  大理岩：  

  臺灣大理岩礦是臺灣分布最廣的礦產，其品質頗佳，碳酸鈣含量一般在 95%以上。  

  主要供作水泥原料，亦有作為建材、工藝品等之用。  

  根據 2017 年的經濟部礦務局統計資料顯示，2016 年作為水泥原料之大理岩的產量約 1,591

萬噸 (B OM TW, 20 17 ,  p67)。  

  大理岩為經過變質的再結晶石灰岩，臺灣大理岩主要分布在中央山脈東斜面之變質岩區內；

伴同大南澳片岩，其範圍北自花蓮縣和平溪，南至臺東縣知本主山，南北長達約 200 k m，

東西寬達約 10 km，是臺灣分布最廣的礦產。  

  由於受到沉積環境影響，一般而言，北段呈厚層塊狀體，向南延伸則有分歧變薄至消失

之趨勢。  

  北段東部九曲層之大理岩礦體，呈厚層塊狀體，厚度達 1,000 m 至 2,000 m。  

  北段西部長春層及騾馬望層之大理岩礦體，呈多層的薄層，厚度變化大，有數公分至達

數百公尺不等，礦體厚度多以百公尺左右為主。  

  中段鳳林地區之大理岩礦體，皆呈多層狀薄層礦體，其中較重要之礦體可分 6 個帶 (Chen 

and C heng,  1990)。  

  南段關山地區，大理岩分布面積減小，出露不多，且呈不連續之凸鏡體薄層，厚度為 10 

m 至 30 m 不等，常與各類片岩互層出現。  

  石灰岩：  

  臺灣具開發價值的石灰岩礦床分布在西部、西南部及東部地區，石灰岩幾乎賦存在古近紀至

新近紀的每一世中，用途包括煉鋼、水泥原料、玻璃，造紙，肥料等農工原料等，主要分布

如圖所示。  

  根據礦務局 2017 年統計資料， 2016 年作為原料之石灰石的產量約為 1,700 噸 (B OMTW, 

2007,  p67 )。  

  北部地區：  

  自南港向西南延伸，包括南港、南勢角、土城清水坑、龜山兔子坑、竹頭角及關西赤柯

山、馬福、橫山等地；其中，以關西赤柯山之礦床最具規模，為北部地區石灰岩礦之主

要產地。  

  以產量而言，自 1943 年開始開發至 1996 年之年產規模達 450 萬噸，所產石灰岩均供

作水泥用原料。惟 1996 年後，各礦場均陸續停產，1998 年僅在新竹縣生產原料用石灰

岩，期年產量約為 280 萬噸 (Wei a nd Ta n,  1999,  p61- 62)。  

  西部地區：  

  包括嘉義公田山及關子嶺之枕頭山石灰岩礦，兩者屬於分離而年代不同之獨立礦床。  

  公田山石灰岩礦呈扁豆狀體，夾存於細粒砂岩與頁岩互層中，生成年代相當於中新世中

期；本礦床於 1978 年由欣欣水泥公司開發，供作水泥用原料，年產規模 50 萬噸，該

礦權於 1997 年底到期即停採。  

  枕頭山石灰岩礦有二層，露出於枕頭山頂及其山麓；上層之厚度 20 m 至 100 m，下層

厚 2 m 至 20 m，石灰岩品位變化相當大，主要以小規模開採供作燒石灰等之原料，年

產規模約 25 萬噸 (Wei and Ta n,  1999,  p62)。  

  南部地區：  

  自北而南，計有大崗山、半屏山、壽山、鳳鼻頭、琉球嶼及恆春等，石灰岩為含多量珊

瑚、貝、藻類及有孔蟲化石之珊瑚礁石灰岩。  

  此地區石灰岩已長期大量開發，供作南部各大水泥廠之主要原料，年產規模約 1,000 萬

噸，其礦權已於 1997 年底到期而停止開採 (Wei a nd Ta n,  1999,  p62)。  

  東部地區：  

  分布在海岸山脈都蘭山層與大港口層之間，賦存於中新世之白色至淡黃色緻密石灰岩

層，一般呈凸鏡狀或薄層產出。  

  主要產地有大港口、成功及東河等，礦床規模小，均少有開發利用，石灰岩品位變化大，

氧化鈣含量在 30%至 50%間。  

  白雲岩：  

  白雲岩是臺灣重要的碳酸鎂來源。  

  主要用途為直接或間接用作耐火材料，其次為製造玻璃及燒製白雲石灰泥及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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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雲岩通常以凸鏡狀、層狀或不規則囊狀體，賦存於大南澳片岩中的變質結晶石灰岩 (大理

岩 )內。  

  白雲岩廣泛分布在中央山脈向北延伸近 200 k m 的變質岩帶中，在石灰岩再結晶作用期間，

鈣被鎂分子所取代所致，其分布如圖  3-63 所示。  

  主要分布於臺灣東部地區，北自和平向南南西延伸至臺東，綿延約 200 k m，愈往南延伸則

愈深入於高山中，礦體亦少出露。  

  北段大濁水溪 (和平溪 )及花蓮一帶之礦體較具規模及開發價值。  

  南段之白雲岩礦，除清昌山區之外，開採較為困難。  

  1994 年至 1998 年間之白雲岩年產量，分別約為 26.4、19.6、11.6、20 及 18.1 萬噸 (Wei  a nd 

Ta n,  1999,  p75)。  

  根據礦務局 2017 年統計資料， 2016 年白雲岩的產量為 2.2 萬噸 (B OM TW, 2017,  p67 )。  

  蛇紋岩：  

  臺灣的蛇紋石礦物通常形成於蛇紋石化之岩石中，多由煌斑岩、橄欖岩、輝長岩及其他基性

或超基性火成岩衍生，通常以岩脈、岩株或其他小規模的侵入岩體型態形成。  

  主要用於煉鋼，也可用於油漆業之填充料及農業原料。  

  主要分布於花蓮縣和臺東縣，也見於中央山脈中部地區，其分布如圖  3-63 所示。  

  花蓮豐田為臺灣蛇紋岩的重要產地，岩體通常呈凸鏡體。  

  臺灣於 1994 年至 1998 年間，原料用蛇紋岩年產量分別約為 26.8、28.2、34.6、28.4 及 30.6

萬噸 (Wei a nd Ta n,  1 999,  p81)。  

  根據 2017 年的經濟部礦務局統計資料， 20 16 年作為原料用蛇紋岩的產量約為 9.1 萬噸

(B OM TW, 2017,  p67 )。  

  矽砂：  

  矽砂或石英砂用於製造不同等級的玻璃，亦稱之為玻璃砂。  

  臺灣的矽砂一般和中新世含煤層的砂岩伴生。  

  在北臺灣的 4 個含煤岩層分別是五指山層、木山層、石底層和南莊層；這些岩層均含厚層的

白砂岩，可用作製造玻璃的原料。  

  臺灣矽砂產地有臺北縣福隆、基隆大武崙、臺北縣萬里、崁腳、南勢角，新竹縣關西，苗栗

縣銅鑼、公館等，其分布如圖所示。  

  臺灣地區矽砂礦場所採之矽砂，約有 90%左右採自南莊層白砂岩，因其岩層鬆軟易採。  

  根據 2017 年的經濟部礦務局統計資料， 20 16 年矽砂的產量約為 17.6 萬噸 (B OM TW, 20 17 ,  

p67)。  

  脈石英及石英岩：  

  臺灣石英多數賦存於先古近紀至新近紀的結晶岩類中，脈石英通常呈白色塊狀、乳白色種類，

少有較大且透明度高的石英結晶 (水晶 )。  

  中央山脈之原生脈石英賦存在包括大南澳片岩至廬山層等地層中，海岸山脈之脈石英產在安

山岩。  

  石英岩主要分布於臺灣東部，與南投、水社大山一帶，品質可供矽鐵、矽質天然耐火磚等之

使用；重要的礦床露頭分布如圖  3-63 所示。  

  根據礦務局 2017 年統計資料， 2016 年水晶的產量約為 186 噸 (BOMTW, 20 17,  p67 )。  

  黏土：  

  黏土是非常普遍的土狀物質，來自不同類的岩石，主要是由黏土礦物組成，係陶瓷和耐火工

業的主要原料。  

  臺灣黏土分布廣泛，涵蓋於新近紀到現代地層中，包括中新世含煤層中的沉積黏土，以 圖  

3-63 及大屯火山群的蝕變安山岩或集塊岩衍生出來的黏土；前者廣泛分布在臺北縣、新竹

縣和苗栗縣地區，後者發現在北臺灣的火山及其周圍地區，其分布如圖  3-63 所示。  

  根據 2017 年的經濟部礦務局統計資料，20 16 年瓷土的產量 4,035 噸，火粘土已無生產紀錄

(B OM TW, 2017,  p67 )。  

  石膏：  

  石膏為天然產出之硫酸鈣礦物，一般石膏有兩種：一為含水硫酸鈣 (C aSO 4． 2H 2 O)之石膏；

一種為無水硫酸鈣 (CaSO 4 )之硬石膏，兩者經常共生產出，一般作為陶器模型、塑像、建築

材料等。  

  在臺灣已知有兩種型態的石膏礦床，均和新近紀或第四紀的火山活動有關。  

  第 1 種屬於熱液礦脈，係由熱液經結晶作用形成，如金瓜石礦山中為金銅礦脈的脈石礦物。

在東部海岸山脈，此種熱液石膏礦床分布較廣，主要含石膏礦的地區是由安山岩流與集塊岩

組成，主要礦床分布如圖所示。  

  第 2 種型態是和火山區硫氣孔的噴發物有關聯，少量賦存於大屯山火山群和宜蘭外海龜山

火山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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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現今無天然石膏之生產，早期在花蓮縣靜浦秀姑巒溪近海口之東岸，有小型石膏礦之地

下開採，但已廢棄多年。  

  長石：  

  長石為重要的造岩礦物之一，火成岩、沉積岩及變質岩 3 大岩類均可賦存長石礦物，為製作

玻璃與陶瓷的重要材料。  

  臺灣長石礦源主要賦存於東北部南澳地區的偉晶岩、蘇澳和平地區的片麻岩、澎湖花嶼島上

的斑岩，以及外島金門地區的花崗岩與花崗片麻岩；其中，南澳、和仁、及金門地區賦存的

長石礦曾一度為國內長石市場的主要來源。  

  在 1975 年以前，長石年產量均未超過萬噸。  

  自 1976 年以後，長石年產量超過萬噸， 1979 年後維持年產量超過 2.5 萬噸， 1987 年更超

過 2.8 萬噸， 1988 年長石年產量尚有 1.9 萬噸， 1992 年降到 2216 噸， 1994 年為 854 噸，

以後至 1996 年僅有 20 噸，其後未有生產紀錄 (Wei a nd Ta n,  1999,  p131)。  

  滑石：  

  滑石為含水矽酸鎂礦物，質軟，具滑感，通常被研成粉末，以製造顏料、肥料、紙張、陶瓷、

橡膠和殺蟲劑的原料或填充料。  

  滑石礦床多產生於東臺灣大南澳片岩的蛇紋岩及結晶岩類中，緻密塊狀的滑石又稱皂石、石

鹼或塊滑石。  

  在臺灣的滑石礦物多數屬皂石等級，常與石棉共生於蛇紋岩及富鎂的片岩中。  

  主要產地為花蓮縣豐田、清昌溪下游、卓溪清水溪上游，及宜蘭縣南澳源頭山。  

  臺灣滑石生產開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在豐田作為開採石棉礦的副產品， 1948 年後滑

石產量漸增。  

  在 1994 年至 1998 年期間，滑石年產量分別為 4290、3500、1500、1331 及 73 噸 (Wei  a nd 

Ta n,  1999,  p139)。  

  根據 2017 年的經濟部礦務局統計資料，201 6 年滑石的產量為 250 噸 (B OM TW, 2017,  p67 )。 

  雲母：  

  在臺灣賦存有四種雲母礦物類，白雲母、黑雲母、絹雲母及鉻雲母，這些雲母均屬造岩礦物，

以呈片狀、鱗片狀散布於結晶片岩或安山質岩類中。  

  雲母的用途除塗料、顏料、醫藥、化粧品配料外，其具有絕緣性可用於電線及焊條之被覆層，

橡膠及塑膠之填充料等。  

  臺灣重要的雲母礦床分布於本島東北海岸，以及南部橫貫公路沿線一帶的山區，如臺東縣海

端鄉向陽。向陽地區絹雲母礦曾進行較重要的提選研究 (Liu  and Wen,  1977)。  

  臺灣有大量生產雲母者，僅存向陽礦場， 1994 年至 1998 年間之雲母年產量分別約為 522、

979、 851、 780 及 775 萬噸 (Wei  a nd Tan,  1999,  p149)。  

  根據 2017 年的經濟部礦務局統計資料， 20 16 年雲母的產量約為 1,879 噸 (B OM TW, 2017,  

p67)。  

  石棉：  

  石棉係指易被分離成纖維的礦物群，臺灣石棉主要賦存於蝕變蛇紋石中，其大部分來自基性

或超基性岩類。  

  石棉的用途可織成防火布，石棉繩，耐熱填墊材料等。  

  大部份石棉礦床經濟上不甚重要，係因為由透閃石和陽起石組成，只有少數石棉屬於溫石棉

礦物才具經濟類型。  

  臺灣石棉在 1988 年僅生產 22 噸，1989 年 77 噸，1991 年 80 噸外，其後並無生產紀錄 (Wei  

and Ta n,  1999,  p155)。  

  寶石：  

  臺灣出產之寶石大多屬半寶石類，以臺灣玉 (閃玉 )、玉髓 (藍玉髓、紫玉髓 )、文石、珊瑚、

薔薇輝石 (玫瑰石 )、石榴子石、碧玉等為代表。  

  在臺灣自產寶石類中，以澎湖的文石、豐田的閃玉，以及都蘭山的藍紫玉髓曾有探勘及生產，

盛名一時。  

  在 1994 年至 1998 年寶石年產量分別為 1, 798、 758、 53,356、 5,108 及 2,990 噸 (Wei  and 

Ta n,  1999,  p176)。  

  根據 2017 年經濟部礦務局的統計資料，201 6 年寶石的產量為 794 kg  (B OM TW, 2017,  p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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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4：臺灣能源礦產及地下水資源分布圖 

  

CGS (2006c) [In Chinese: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6a)，台灣能源礦產及地下水資源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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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以下註解說明，摘自 SNFD2009 報告 (TPC,  2010,  c 2p125)與經濟部礦務局 105 年礦業統計年報

(B OM TW, 2017 ,  p50-69)。  

  能源有關的天然資源主要包括石油、天然氣、煤、放射性礦物及地熱溫泉等，分別說明如後。  

  石油及天然氣：  

  臺灣的油氣分布於中央山脈西側，及東部海岸山脈之古近紀至新近紀地層中；但經開發之油

氣田及可能產油氣較大之構造，多分布於臺灣西部古近紀至新近紀沉積盆地內，尤以苗栗為

最，並延展至臺灣海峽中。  

  臺灣歷年探獲油氣的地區，如圖  3- 64 所示。曾開採過原油及天然氣的地區以出磺坑、錦水、

鐵砧山、青草湖、新營及八掌溪等礦區所產油氣較為重要。  

  臺灣西北部油氣田生產層，以中新世打鹿頁岩所夾儲的油氣最為豐富。  

  苗栗地區為臺灣陸上生產天然氣及原油最豐富區域，產油氣層分布於中新世關刀山砂岩至五

指山層之間，其中又以打鹿頁岩內所夾儲油砂岩之油氣蘊藏量最豐，臺灣陸上油氣之產出仍

以打鹿頁岩最多。  

  臺灣南部油氣田則產於上新世及上部中新世等較新地層內。  

  在 1946 年至 1995 年期間，台灣中油公司在陸上地區鑽獲油氣生產的井數共有 152 口。  

  於 1978 年時，產量達最高峰時之年產量為：天然氣 19.7 億m3，原油 25 萬m3。  

  於 1995 年時，生產井數為 101 口，年產量為：天然氣僅約 9 億m3，原油約 6 萬m3。  

  自 1959 年至 1997 年，累計已生產天然氣約 399 億m3，原油約 399 萬m3 (Wei ,  2000,  p60)。 

  根據 2017 年經濟部礦務局的統計資料，201 6 年原油產量 8,446 m3，天然氣產量為 321,891 

km3 (BOMTW,  2017,  p67 )。  

  煤：  

  煤礦曾經是臺灣重要的天然資源之一，按其地理位置可分為北部及中部 2 大煤田區，如圖  

3-64 所示。  

  所有已開發之煤田幾乎全部集中於北部煤田區內；中部煤田所含之煤層既薄且劣，難做大規

模開採；而在臺灣南部及東部缺乏已知的煤礦資源。  

  由於臺灣煤層薄、開採條件差，在政府政策下，已全面停採。  

  臺灣北部煤田區，自臺灣東北端基隆之澳底和金山兩煤田，沿海岸起向西南延伸，經桃園、

新竹、苗栗、至臺中之大安溪；全長約 120 km，平均寬度約 20 k m，含煤區之全面積約 2,000 

km 2，共分為 26 個主要煤田。  

  臺灣中部煤區有 3 個煤田，分別是集集大山煤田、鳳凰山煤田及阿里山煤田，分布於南投

縣、嘉義縣境內；煤層厚度較薄且不規則、開發價值低。  

  臺灣具經濟價值的含煤層屬新近紀之中新世煤系，主要含煤地層為：  

  下部含煤層 (木山層 )：分布於基隆一帶。  

  中部含煤層 (石底層 )：以臺北最為發達，為臺灣最厚之煤層，煤產量佔臺灣總產量的大

部份。  

  上部含煤層 (南莊層 )：在新竹與苗栗境內發育最佳，為全省分布最廣煤系，唯其經濟價

值較低。  

  除上述中新世含煤地層外，也有其他較小、不重要的煤田，這些岩層中的煤級較低劣，經濟

價值不高，包括白冷層、澳底層之煤層等。  

  1945 年後，經政府積極輔導及煤礦業者之努力配合，產量逐年增產：  

  1952 年突破 200 萬噸生產量。  

  1957 年突破 300 萬噸生產量。  

  1961 年突破 400 萬噸生產量。  

  1964 年突破 500 萬噸生產量，並至 1968 年 5 年間維持 500 萬噸水準。  

  1969 年以後因低價油源競爭，能源結構變化，燃料油進入發電市場，並因臺灣煤礦開採已

久，普遍進入深部採掘，採掘條件惡化、成本增高等影響，產量開始減產：  

  1977 年已降至為 300 萬噸以下。  

  1984 年發生 3 次礦坑大災變降至 200 萬噸。  

  爾後政策上淘汰不安全或不經濟煤礦，臺灣煤礦年產量繼續萎縮。  

  1989 年生產約 78 萬噸與 1945 年產量幾乎相同。  

  至 2000 年已完全停採。  

  自 1912 年至 1998 年止，煤礦的累計生產量共約 1.8 億萬噸，其中， 1946 年至 1998 年期

間，共生產約 1.38 億萬噸。  

  放射性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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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曾於 1981 年間進行放射性礦物調查，以西南部海岸地區重砂資源為重點探勘 (工研院

能礦所 )，早期亦有成功大學、核研所等單位曾進行局部地區的調查研究，也探獲多 處異常

地帶。  

  臺灣西南海岸之重砂中富含獨居石及鋯石，獨居石含有釷及稀土金屬，稀土金屬礦資源為重

要工業原料之一。  

  由於海岸變遷，地形、礦床大幅變化，臺灣西南海岸之重砂現今已無積極開採。  

  臺灣重砂在 1988 年生產 4,297 噸， 1989 年 1,593 噸， 1990 年減至 46 噸， 1992 年又增產

6,413 噸，至 1993 年為 180 噸，其後並無生產紀錄 (Wei,  2000,  p136)。  

  地熱及溫泉：  

  臺灣位處環太平洋火環帶，全臺灣地區有近百處具溫泉地熱徵兆之地 (如圖  3-64 所示 )，但

較具開發地熱潛能者僅有 26 處，包括大屯山、宜蘭清水、廬山、金崙、知本等處；其中，

大屯山因屬火山型地熱泉，其酸性高，而成為發電之瓶頸；宜蘭清水及土場地區則因蒸氣含

量少，影響其發電量。  

  臺灣溫泉主要分布北部、中央山脈及其兩側山地，另外一部分則分布於周圍海上小島。  

  臺灣除了雲林縣、彰化縣、澎湖縣，及西部離島沒有溫泉外，其餘各縣境均有溫泉分布。  

  依溫泉成因分類，臺灣有火山岩溫泉、變質岩溫泉、和沉積岩溫泉等 3 大分布區。  

  火山岩溫泉除龜山島與綠島各 1 處外，其餘集中在大屯火山群，多屬高溫溫泉及噴氣孔。  

  中央山脈變質岩溫泉，絕大多數分布在山谷底部河床之上，周圍多被高山所環繞，形成高山

深谷的地形特徵。  

  變質岩溫泉溫度多在 60 ℃至 99 ℃之間，地下熱水溫度則多在 150  ℃至 200 ℃之間。  

  沉積岩的溫泉主要分布在中央山脈的外圍地區、西部麓山帶、以及海岸山脈，溫泉的溫度大

多屬於中溫 (50 ℃至 75 ℃)及低溫溫泉 (25 ℃至 50 ℃)，適合作為觀光休閒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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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5：環保署之淺層水質監測站位置及水溫監測結果分布圖 

  

https://sgw.epa.gov.tw/public/0404_Well_SchForm.aspx

http://wq.epa.gov.tw/Code/Default.aspx?Water=Gd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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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資料期間： 2001 年至 2015 年。  

  監測井共 431 口，深度多在 30 m 以內，主要目的在偵測有污染之虞地區的非拘限含水層 (地表

下第一個含水層 )之地下水現況。  

  地下水水質採樣頻率約為每季採樣監測 1 次。  

  監測項目包括水溫、酸鹼值、導電度、總硬度、總溶解固體物、氯鹽、氨氮、硝酸鹽氮、硫酸鹽、

總有機碳、砷、鎘、鉻、銅、鉛、鋅、錳、鐵等 18 項。  

  各監測設置資料查詢網站 = https://s gw.epa.gov. tw/ public /0404_Well_SchF orm.as px  

  各監測井水質資料查詢網站 = http:// wq.epa.gov. tw/C ode/ Defa ult .as px?Wa ter=G d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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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6：環保署之淺層水質監測站位置及酸鹼度監測結果分布圖 

  

https://sgw.epa.gov.tw/public/0404_Well_SchForm.aspx

http://wq.epa.gov.tw/Code/Default.aspx?Water=Gd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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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  

  資料期間： 2001 年至 2015 年。  

  監測井共 431 口，深度多在 30 m 以內，主要目的在偵測有污染之虞地區的非拘限含水層 (地表

下第一個含水層 )之地下水現況。  

  地下水水質採樣頻率約為每季採樣監測 1 次。  

  監測項目包括水溫、酸鹼值、導電度、總硬度、總溶解固體物、氯鹽、氨氮、硝酸鹽氮、硫酸鹽、

總有機碳、砷、鎘、鉻、銅、鉛、鋅、錳、鐵等 18 項。  

  各監測設置資料查詢網站 = https://s gw.epa.gov. tw/ public /0404_Well_SchF orm.as px  

  各監測井水質資料查詢網站 = http:// wq.epa.gov. tw/C ode/ Defa ult .as px?Wa t er=G d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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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7：環保署之淺層水質監測站位置及電導度監測結果分布圖 

  

https://sgw.epa.gov.tw/public/0404_Well_SchForm.aspx

http://wq.epa.gov.tw/Code/Default.aspx?Water=Gdwater

Source: WRATW (2006, c5p28-34 & c6p33-39 & c7p27-36 & c8p14 & c9p14-16 & c10p11-12 & c11p10-11 & c12p12-

14 & c13p7 & c14p11 & c15p13; 2007, p46; 2009a, p314; 2009b, appendix 5; 2010, appendix 6; 2011, appendix 8; 

2012, appendix 7; 2013, appendix 7; 2014, appendix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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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  

  資料期間： 2001 年至 2015 年。  

  監測井共 431 口，深度多在 30 m 以內，主要目的在偵測有污染之虞地區的非拘限含水層 (地表

下第一個含水層 )之地下水現況。  

  地下水水質採樣頻率約為每季採樣監測 1 次。  

  監測項目包括水溫、酸鹼值、導電度、總硬度、總溶解固體物、氯鹽、氨氮、硝酸鹽氮、硫酸鹽、

總有機碳、砷、鎘、鉻、銅、鉛、鋅、錳、鐵等 18 項。  

  各監測設置資料查詢網站 = https://s gw.epa.gov. tw/ public /0404_Well_SchF orm.as px  

  各監測井水質資料查詢網站 = http:// wq.epa.gov. tw/C ode/ Defa ult .as px?Wa ter=G d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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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8：經濟部水利署之平原區地下水分區的水質監測站位置分布圖 

  

臺北盆地

蘭陽平原

桃園-中壢
台地

新竹-苗栗
地區

臺中地區

濁水溪沖積扇

澎湖地區

嘉南平原

屏東平原

金門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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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  

  經濟部水利署平原區地下水監測網：  

  517 站水文地質調查站及 990 口地下水觀測井。  

  每一測站的距離約 5 k m。  

  在每一測站位置均設置不同深度的監測井，以監測不同含水層的水質，一般每站有 2 至 4 口

監測井，監測井的深度約界於 40 m 至 300 m 間，可以反映出不同深度含水層的整體水質變

化趨勢。  

  水質檢測的項目則包括水溫、pH、氧化還原電位、導電度、溶氧、總溶解固體、主要陰陽離

子 (如鉀、鈉、鈣、鎂… )、重金屬 (如鋅、鎘、鉻、汞… )等共 31 項。  

  地下水為臺灣的重要水資源：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於 2001 年之「臺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領計畫」統計資料 (WRA TW,  2002,  

p16/42 )顯示，在 1989 年至 1998 年期間：  

  臺灣地區 (不含澎湖、金門、馬祖 )之年平均總降雨量為 892 億 m 3。  

  平均總用水量推估值為 181 億 m 3，其中地下水抽用量為 63 億 m 3 (佔 34.94%)。  

  臺灣位於亞熱帶氣候區，全年降雨量豐沛，1949 年至 2003 年期間之年平均降雨量約 2,500 

mm，約 78%雨量集中於每年 5 月至 10 月間之豐水期 (B OWTW, 2000)。  

  臺灣河川受降雨季節支配，豐枯流量相差懸殊，又各河川受地形影響，大多是陡坡、流短，

攔蓄不易；颱洪期間流量大增，然多瞬即入海；而枯水期則流量銳減，除東部區域之河川尚

有餘水供引用外，西部各河流量幾已全部引用殆盡，久已不敷分配，故興建水庫或依賴地下

水源，以支應不足之水量。  

  臺灣平原地區之地下水分區包含 11 個地下水區：  

  臺北盆地、桃園中壢台地、新竹苗栗臨海地區、臺中地區、濁水溪沖積扇、嘉南平原、屏東

平原、宜蘭平原、花蓮臺東縱谷、澎湖地區，及金門地區。  

  臺北盆地：  

  北為大屯山區、西為林口台地、東及南為西部麓山帶地層。  

  地形平緩，大多在 20 m 高度以內，由南往北漸次降低。  

  基盤由東南向西北變深，沿山腳斷層為最深，達 600 m 至 700 m。  

  更新世以來地層共有 4 層，由下往上分別為：板橋層、五股層、景美層、松山層。  

  本區的水文地質，受控於古新店溪及大漢溪的沉積，景美及板橋等地區應為地下水補注區，

往中和及三重一帶，松山層漸厚，約 50 m 至 100 m，形成區域性的阻水層。  

  桃園中壢台地：  

  臺灣西北部海岸分布一系列台地，表層常有紅土，紅土之下是厚可達 20 m 的礫石層，桃園

台地是其中之一。  

  桃園台地是古大漢溪沖積而成的，稱為「古石門沖積扇」，後因沖積扇隆起及臺北盆地陷落，

古大漢溪轉向東北，流入臺北盆地。  

  桃園台地的最南部是湖口台地，地層已經隆起與傾斜，分布一些向斜、背斜及斷層構造，其

餘台地面與地層大致是平的，但地形可分成數個階面，例如店子湖面、中壢面等。  

  桃園台地南側的龍潭及楊梅一帶，礫石層較厚，至少有 50 m 至 100 m，往北的中壢及桃園

市，只有上部 0 m 至 30 m 有礫石，即所謂的「紅土台地礫石層」，「紅土台地礫石層」到

了海邊的觀音及蘆竹，厚度不足 10 m。  

  除此之外，地層都以砂泥互層為主，地層傾斜不大。  

  因為泥層不薄且層次很多，在垂直方向上，形成了許多阻水層；以福興站為例，深度 300 m

內，至少可分出 4 層含水層：  

  第 1 層就是最淺的礫石層，往下層次複雜，大致以 50 m 厚算 1 層。  

  第 1 含水層 (簡稱淺層 )和第 2-4 含水層 (深層 )的水位差異很大；第 1 含水層水位約 4 

m，但第 2、 3、 4 含水層分別是 20、 29、 29 m，相差 10 m 至 20 m。  

  新竹苗栗臨海地區：  

  本區地形變化很大，多屬於丘陵及切割之河谷地形，地層上主要為頭嵙山層所構成，但褶皺

及斷層眾多，使地層傾斜走向變化很大，因此地下水觀測井的分層建置後，對比非常困難。 

  例如，本區的 3 條大斷層：竹東斷層、新城斷層及前緣斷層，使頭嵙山層地層重複出現 2 次，

因此水位、水質難以以分層觀念明確對比，故暫以上部 100 m 內為第 1 含水層。  

  臺中地區：  

  臺中地區位於臺灣西部麓山帶之西緣及濱海地質區之範圍內，大致位於車籠埔斷層之西側，

出露之地層包括更新世之頭嵙山層、紅土台地堆積層和階地堆積層，及全新世之沖積層，這

些年輕地層結構較為鬆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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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籠埔斷層以東 (豐原丘陵 )接近臺中盆地之地層，主要為地質年代較老且固結程度較高之上

新世 -更新世 (卓蘭層及錦水頁岩 )。  

  臺中地區的地下水系統相當複雜，包含許多的次區域，由北而南分別為：大甲平原、后里台

地、清水平原、大肚台地、臺中盆地及八卦山，其中，最重要的地下水區是臺中盆地。  

  廣義的臺中盆地南可達南投，主要的河系北有大甲溪，南為大里溪及大肚溪 (烏溪 )。  

  濁水溪沖積扇：  

  濁水溪沖積扇跨彰雲兩縣，東西寬約 40 km，南北長約 60 k m，主要是由濁水溪所沖積而成。 

  扇頂標高約 100 m，地形呈扇狀由東往西北、西及西南漸低，接臺灣海峽。  

  濁水溪沖積扇最重要的地下水補注區位於扇頂，以厚層礫石層為主，分層並不明顯，沒有主

要的阻水層 (泥層 )，地下水上下流通並無限制。  

  向西、西北、西南，砂泥層厚度漸厚，層次漸多，大致有 3 層主要的阻水層 (泥層 )，地下水

上下流通已受限制。  

  本區地下水觀測井的深度，一般介於 200 m 至 300m 之間。  

  嘉南平原：  

  嘉南地區的地層極複雜，多為砂泥互層，分層明顯但延續性不佳，層厚變化大，並沒有主要

的含水層 (砂層 )，地下水上下流通不佳。  

  嘉南平原之含水層由北向南逐漸減薄，而泥層比例則升高；本區以鹽水溪為界，分為北段及

南段。  

  嘉南平原北區：  

  嘉南平原北段地形平緩，大都在 20 m 高度以內，由東往西漸次降低；河流多成曲流，

由東往西流向臺灣海峽。  

  嘉南平原北區的沉積環境，主要受晚第四紀海水面變化控制，地下水層的連通性較佳 (Lu  

and L ee,  2011,  p2 - 3)。  

  嘉南平原北區自 10 ka BP 以來的沉積厚度約 60 m，愈往南則沉積厚度愈厚 (La i  et  a l . ,  

2003,  p14)，至曾文溪流域時，沉積厚度約 90 m 至 100 m。  

  嘉南平原北段地下水觀測網觀測井的深度，一般介於 200 m 至 290 m 之間。  

  嘉南平原南區：  

  嘉南平原南區之含水層，主要受新期構造活動控制，地下水層的連通性較差，且其東西

向縱深僅十數公里，故其含水層的侷限性大。  

  嘉南平原南區因受構造影響，沉積速率相差極大，許多鑽探井於深度數十公尺處便已鑽

至基盤。  

  高雄地區地下地質以一系列之褶皺構造為主；於水文地質上，基盤之深淺相差很大，因

此，深度 50 m 以下的含水層因有背斜地層相隔，雖然深度相同，但無法連通。  

  屏東平原：  

  屏東平原除了地形平坦之平原區域以外，尚包括位於平原西側之嶺口台地和鳳山丘陵，總面

積約 1,236 k m 2。  

  地表面起至深約 250 m 皆為未固結沉積物組成，該未固結沉積岩層主要是由荖濃溪、隘寮

溪和林邊溪沖積而成。  

  若以深度作為分層參考，第 1 含水層的深度約在 0 m 至 60 m，第 2 含水層的深度約在 60 m

至 120 m，第 3 含水層的深度約在 120 m 至 250 m，而超過 250 m 者屬於第 4 含水層。  

  宜蘭平原：  

  宜蘭平原位於沖繩海槽的西南端，為蘭陽溪入海沖積而成。  

  宜蘭平原的地形下陷中心軸略成東西向，谷地漸向南北方向開張，因為西邊山區帶來大量沉

積物，因此宜蘭地區西側地下地質以礫石及粗砂層為主，往東入海，很快接海相的厚泥層。 

  宜蘭平原的局部沉積速率非常快，達 1.5  c m/yr，是濁水溪 (彰雲地區 )的兩倍。  

  花東縱谷：  

  花東縱谷地區北起花蓮縣立霧溪下游，經海岸山脈和中央山脈間的谷地，到臺東縣的知本溪

下游；全長約 183 k m，寬 2 k m 至 7 k m，平均寬度約為 3 k m 至 4 k m，面積約 800 k m 2。  

  花東縱谷主要係由花蓮溪、秀姑巒溪及卑南溪等溪流沖積而成；其堆積物之來源主要為西側

之中央山脈變質岩，及東側之海岸山脈火成岩、沉積岩等。  

  花東縱谷內之 3 大水系，長期切蝕及隆起活動盛行已久，致沖積扇及河階台地甚為發達。  

  花東縱谷內之沖積扇皆出現於縱谷西側之中央山脈河流出口處，扇形向東展開；主要的地層

有更新世之米崙礫岩、紅土台地堆積層和台地堆積層及全新世沖積層。  

  花東縱谷內之地層為沖積層，沖積層厚度超過 100 m。  

  花東縱谷內之沖積層主要為卵石及砂礫層所組成，其中孔隙率較多，透水性能甚強，積聚之

地下水量相當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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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東縱谷內之地下水量蘊藏量，僅次於濁水溪沖積扇及屏東平原，與臺北盆地、宜蘭平原等

並列為臺灣地下水蘊藏量次多之區域。  

  澎湖地區：  

  澎湖群島由 100 多個島嶼及岩礁所組成，其中以澎湖本島、白沙島、及西嶼島的面積最大，

3 島的面積約 106 km 2，佔整個澎湖群島的 83%。  

  澎湖群島的高度並不高，澎湖本島、白沙島及西嶼島的最高點只有 40 m 至 58 m。  

  澎湖群島的年雨量約 760 mm， 90%的雨量集中在 3 月至 8 月，而 9 月至 2 月為旱季。  

  澎湖群島最老的地層是花嶼火山雜岩，年代應是新生代早期；其次是澎湖層，此層為 1 層至

3 層的玄武岩夾砂泥層、火山凝灰岩及石灰岩。  

  澎湖層的年代，根據台灣中油公司通梁 1 號井的資訊顯示：  

  距井口深度 0 m 至 60 m 的玄武岩年代約 8 M aBP，相當於新近紀中新世晚期。  

  距井口深度 250 m 至 320 m 的玄武岩年代約 17 Ma BP，相當於中新世中期。  

  澎湖層以上是第四紀的小門嶼層、湖西層、及現代堆積層。  

  區域的水文地質分層大約可將 0 m 至 50 m 劃分為第 1 含水層； 50 m 至 100 m 為第 2 含水

層； 100 m 至 150 m 以泥層為主，可視為阻水層；第 3 含水層為 150 m 以下。  

  金門地區：  

  金門本島如啞鈴狀，自腰部分成東西兩部：  

  東半島幅員較廣但起伏較劇，境內以太武山最高，海拔約 253 m，東半島兩側為低漥谷

地，其餘為較低丘陵地。  

  西半島山嶺較少，除中央部由紅土層形成之雙乳山、昔果山等丘陵地外，西半島大部份

均較平坦。  

  全島並無大川：  

  東北側最大溪流金沙溪長僅約 3 k m，注入金沙港。  

  東側之山外溪，注入料羅灣。  

  此外，東側之前埔溪，西側之浯江溪等皆流短坡陡，雨後即行斷流，平時均為旱溪。  

  金門島之地質主要為中生代以前或中生代之花崗片麻岩、花崗岩侵入體及岩脈構造，其基盤

分布甚廣，在此基盤侵蝕面上有各種第四紀沉積岩之堆積，即所謂之金門層和更新世玄武岩

之披蓋等。  

  金門島地下水含水層有 2 種， 1 種為片麻岩 (及其連帶之火成岩 )中之節理帶或破碎帶，其次

為第四紀沉積岩中之砂礫層：  

  前者通常較難捉摸，且一般情形都屬於不良之含水層。  

  後者主要為金門層下部含有潔淨砂礫層數層，為良好含水層。  

  由地電阻測探調查結果可知：  

  在賢庵以南地區，含水層僅厚約 10 m，主要由砂質粉土所組成，透水性不佳。  

  在榜林至前山門一帶，含水層厚達約 100 m，主要由砂及礫石層組成，透水性良好。  

  在湖浦至中堡一帶，含水層厚約 40 m，主要由砂及礫石層組成，透水性良好。  

  在金沙地區，含水層厚約 30 m，主要由砂及粉土所組成，透水性不佳。  

  在下湖地區，含水層厚約 10 m，主要由砂組成，透水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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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9：經濟部水利署之平原區地下水的水質監測結果圖 

  

臺北盆地

桃園-中壢台地 新竹-苗栗地區

台中地區 濁水溪沖積扇

嘉南平原 屏東平原

蘭陽平原 臺東縱谷

澎湖地區 金門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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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資料期間： 2004 年至 2014 年。  

  氧化還原電位 (E h)為現場儀器量測值，且未轉換成標準氫電極電位。  

  Piper 水質分類圖 (WRA TW,  2006,  c 1p2 )：  

  依據 Piper 水質圖之水質分類法 (WRA TW, 2006,  c1p2)：  

(I)  Ca(HCO3)2 型：鹼土類重碳酸鹽，正常淺層自由地下水、雨水、河水等。  

(I I)  NaHCO3 型：鹼重碳酸鹽，淡水性深層受壓地下水。  

(I I I)  CaSO4或 CaCl2型：鹼土類非碳酸鹽，礦山、火山性的水，溫泉、坑內水或農業污染之地下水。 

(IV)  Na2SO4或 NaCl型：鹼類非碳酸鹽，與海水有關或曾受海水污染之地下水。  

  水質檢測的項目則包括水溫、pH、氧化還原電位、導電度、溶氧、總溶解固體、主要陰陽離子 (如

鉀、鈉、鈣、鎂…)、重金屬 (如鋅、鎘、鉻、汞…)等共 3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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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0：臺灣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山區地下水的水質監測結果圖 

  

南段山區區域

中段山區區域 CGS (2013b, c16p68)

CGS (2014, c3p77-78)

CGS (2013b)[In Chinese: 中央地質調查所(2013b)，台灣中段山區流域水文地質調查及圖幅繪編－四年總報告，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執行/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委辦。]

CGS (2014)[In Chinese: 中央地質地調所(2014)，臺灣南段山區流域水文地質調查及圖幅繪編(1/4)期末報告，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執行/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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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資料期間： 2010 年至 2014 年。  

  氧化還原電位 (E h)為現場儀器量測值，且未轉換成標準氫電極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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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1：臺灣 3 種潛在處置母岩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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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花崗岩分布地區以粉紅色標示 (修改自中央地質調查所臺灣地質圖 2000年版 )。  

(b)  泥岩 (包括泥岩、頁岩、硬頁岩、板岩 )出露分布地區以鵝黃色與土黃色標示；僅西南部泥岩 (土黃

色 )曾被考量做為臺灣的潛在母岩。  

( i )  岩體出露範圍取自中央地質調查所五十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 2000 年版，但於該圖版中若想

選取出露於恆春半島之「南莊層及其相當地層」，會同時選到西北部以厚層砂岩為主的南莊

層，故恆春半島地層改以中央地質調查所五萬分之一的恆春、潮州、鵝鑾鼻圖幅選取。  

( i i )  本圖選取之泥岩地層包括：古亭坑層、墾丁層、馬鞍山層、利吉層。  

( i i i )  本圖選取之頁岩地層包括：卓蘭層、錦水頁岩及其相當地層、南港層、石底層及其相當地層、

大寮層、木山層、澳底層及其相當地層、大港口層、牡丹層。  

( iv)  本圖選取之硬頁岩地層包括：大桶山層、乾溝層、水長流層及其相當地層、西村層、畢祿山

層、潮州層。  

(v)  本圖選取之板岩地層包括：廬山層及其相當地層、佳陽層。  

(b)  中生代基盤岩在地表以下的深度 (修改自 L in et  a l . ,  2003a ,  Fig .  2)，以藍色文字表示。  

(c )  黑白漸層顏色代表地形高程，越白代表高程越高，越黑代表高程越低 (深度越深 )；高程資料範圍

為 (-10 km to  +4 km)，資料來源為國家實驗研究院 -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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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2：臺灣西南部泥岩之分布位置及地質構造特性  

(a)

(b)

Hsieh (1972)

Hsieh (1972)[In Chinese: 謝世雄(1972)，臺灣西南部濱海平原台南及中洲兩構造之地下地質與重力異常之研究，台灣石油地質，第10號，第323-338頁。]

Lin et al. (1991b)[In Chinese: 林朝宗、張郇生、何信昌、高銘健、陳瑞娥(1991b)，台灣西南部泥岩區地質驗證調查(77-80年計畫)，台灣電力公司委辦計畫，SNFD-GSC-90-010，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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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西南部平原區及麓山帶地質概圖  

  左鎮斷層 (Zuozhen Fa ult)  

  龍船斷層 (L ongchua n F ault)  

  木柵斷層 (M uzha  Faul t)  

  小滾水斷層 (Hsia okuns hui  Faul t )  

  新化斷層 (Hsinhua Fa ul t)  

  旗山斷層 (Chisha n Faul t)  

  烏山頭斷層 (Wusha ntou Faul t)  

(b)  臺灣西南部泥岩出露區及附近地區地質構造圖 (Lin  et  a l . ,  1991 b,  c3p44) 

(c )  臺南 1 號井地質剖面圖 (Hsieh ,  1972,  p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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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3：臺灣西南部平原區之地下水流向示意圖 

  

III

IV

(a)

(b)

Lu et al. (2008, p141)

Lu et al. (2008, p149)

Lu et al. (2008)[Lu, H.Y., Liu, T.K., Chen, W.F., Peng, T.R., Wang, C.H., Tsai, M.H., and Liou, T.S. (2008), Use of geochemical modeling to evaluate the hydraulic connection of aquifers: a case study from Chianan Plain, Taiwan, 

Hydrogeology Journal, Vol. 16, pp. 13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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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西南部平原區鑽井位置及剖面位置分布圖 (Lu et  a l . ,  2008a,  p141 )。  

(b)  臺灣西南部平原區水文地質剖面圖 (Lu et  a l . ,  2008a ,  p149)：  

  剖面 I I I、 IV 所選擇的鑽井分別位於曾文溪北、南兩側。  

  參考碳同位素年代可將地下含水層分 3 層至 4 層，因泥岩層阻隔造成垂向流動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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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4：臺灣西部中生代基盤岩之頂面深度及構造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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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ed from Lin et al. (2003a,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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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outhereau et al. (2002, p42)

Mouthereau et al. (2002, p43)

Lin et al. (2003a)[Lin, A.T., Watts, A.B., and Hesselbo, S.P. 

(2003), Cenozoic stratigraphy and subsidence histor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margin in the Taiwan Region, 

Basin Research, 15, pp. 453-478.]

Mouthereau et al. (2002)[Mouthereau, F., Deffontaines, B., 

Lacombe, O. & Angellier, J. (2002), Variation along the 

strike of the Taiwan thrust belt, basement control on 

structure style, wedge geometry and kinematics. 

Geological Society America, Special Paper, 358, pp. 

31-5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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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西部基盤岩頂面深度及構造分布圖 (M outhereau et  a l . ,  2002,  p42 ,  f4 )。  

  根據台灣中油公司地球物理測勘及地層鑽探資料描繪。  

  縮寫名稱：  

  KYH：觀音 (重力 )高區。  

  PKH：北港 (重力 )高區。  

  STF Z：三義轉形斷層帶。  

  PTF Z：八卦轉形斷層帶。  

  CTFZ：旗山轉形斷層帶。  

(b)  臺灣西部中生代基盤岩剖面圖 (M outhereau et  a l . ,  2002,  f5 ,  p43)：  

  根據台灣中油公司地球物理測勘及地層鑽探資料描繪，包括始新世及中生代基盤岩。  

  剖面位置 (N- S)，請參照圖  3-74- (a )。  

(c )  臺灣西部新生代地層厚度分布圖 (Lin  et  a l . ,  2003a,  f2 ,  p455)：  

  圖示為中生代基盤岩上覆新生代沉積層厚度分布，即中生代基盤岩頂部之深度。  

  紅色線為前陸盆地撓曲前緣。  

  縮寫名稱，請參照圖  3 -3-(b)之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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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5：臺灣鄰近地區之高磁基盤與地震震源分布圖 

  

(a)   (b)

Hsu et al. (2008, p2) Hsu et al. (2008, p3)

Hsu et al. (2008)[Hsu, S.K., Yeh, Y.C., Lo, C.L., Lin, T.S., and Doo, W.B. (2008), Link Between Crustal Magnetization and Earthquakes in Taiwan, Terr. Atmos. Ocean. Sci., Vol. 19, N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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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高磁力基盤與中生代基盤分布圖 (Hsu et  a l . ,  2008,  p2 ,  f1)：  

  紅色區域為高磁力基盤。  

  黃色斜線為中生代基盤。  

  縮寫說明：  

  A：鹿港磁力高區 (L MH) 

  B：中央山脈東翼無震帶  

  C：大屯火山群 (TVG ) 

  D：北呂宋島弧 (NLZA ) 

  PI：澎湖群島  

  PKH：北港重力高區  

  DF：臺灣造山帶變形前緣  

  MLT：馬尼拉海溝  

  OT：沖繩海槽弧後盆地  

(b)  地震震源分布圖 (Hsu et  a l . ,  2008,  f2 ,  p3)：  

  星號標示位置為 921 集集地震震源位置  

  臺灣因北呂宋島弧對歐亞大陸邊緣進行「弧陸碰撞」，導致臺西盆地與臺南盆地的東側發生變形並快速隆起 (Hua ng,  2005b,  p68 )：  

  變形前緣在基盤高區北側，形成向西北突出之弧形 (圖  3-75- (a ))。  

  變形前緣在基盤高區南側，則形成 S 狀轉折 (圖  3-75-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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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6：臺灣本島及臺灣海峽中生代基盤岩之剖面示意圖 

  

Lin et al. (2003a, p457)

Lin et al. (2003a)[Lin, A.T., Watts, A.B., and Hesselbo, S.P. (2003), Cenozoic stratigraphy and subsidence histor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margin in the Taiwan Region, Basin Research, 15, pp. 453-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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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不整合構造縮寫  

  ROU— rif t-ons et  unconformity.  

  BU— break up unc onformity.  

  BFU— basal - forela nd unconform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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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7：澎湖花嶼火山雜岩之地球化學岩性分析結果圖 

 

  

(a)

(b)

Chen et al. (2010a)[Chen, C.H., Hsieh, P.S., Wang, K.L., Yang, H.J., Lin, W., Liang, Y.H., Lee, C.Y. and Yang, H.C. (2010), Zircon LA-ICPMS U–Pb ages and Hf isotopes of Huayu (Penghu Islands) volcanics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tectonic implication,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Vol. 37, pp. 17–30.]

Chen et al. (2010, p19)

Chen et al. (2010a,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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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花嶼地質簡圖及採樣位置圖 (Chen et  a l . ,  2010a ,  f1 ,  p19)：  

  流紋岩脈及英安岩脈主要呈現北西向侵入構造，顯示古新世噴發的安山岩熔岩流冷卻固結後，

此區之大地應力以東北向張裂為主，後期流紋岩質岩漿順著被動張裂節理侵入。  

(b)  K2O vs .  SiO2圖 (Chen et  a l . ,  2010a,  f6 ,  p26)：  

  火山岩類包括：  

  A：安山岩。  

  D：英安岩。  

  R：流紋岩。  

  各岩類圈合之範圍來自楊小青 (Ya ng,  1989 ,  p30)。  

  箭頭方向顯示富鉀趨勢。  

  部分樣本具有高鉀鈣鹼性，乃受到熱液蝕變作用影響；例如 L-07 樣本，即圖  3-77- (a )之  HY-

L-07 野外照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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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8：H 區地理位置圖與花崗岩體出露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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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9：臺灣火山、斷層、泥火山、溫泉及抬升或沉陷特徵分布圖  

(b)

CGS (2012a)[CGS (2012), Active fault of Taiwan, 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MOEA, http://fault.moeacgs.gov.tw/MgFault/Home/pageMap?LFun=3#.]

Chen et al. (2011)[In Chinese:陳松春、許樹坤、王詠絢、蔡慶輝(2011)，臺灣西南海域高屏斜坡上活躍的泥火山群與可能的天然氣水合物賦存，鑛冶，Vol. 56, No.3。]

Chen et al. (2016b)[In Chinese:陳文山、俞何興、俞震甫、鍾孫霖、林正洪、林啟文、游能悌、吳逸民、王國龍(2016)，台灣地質概論，中華民國地質學會出版，共204頁。]

LandscapeTaiwan [In Chinese:台灣地景保育網(140.112.64.54/landspaces/landspaces.php]

SinicaGPS [In Chinese: GPS Lab監測網(gps.earth.sinica.edu.tw, DataID=TimeSeriesReleased1994.01.01_2013_01_31)。]

Source: active faults, CGS, 2012a; Chen et al., 2016b, p134.

Source: mud-volcano, LandscapeTaiwan (140.112.64.54/landspaces/landspaces.php)

Source: seabed mud-volcao, Chen et al. (2011, p80-81)

Source: GPS data, SinicaGPS (DataID=TimeSeriesReleased1994.01.01_2013_01_3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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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地區已知火山、斷層、泥火山、溫泉分布圖；其中：  

  黃色、淺藍色等線條為已知斷層構造線 (含活動斷層 )兩側各 1 k m 的範圍。  

  紅色大圓圈為 (休眠 )火山口半徑 15 km 範圍。  

  紅色小圓圈為已知溫泉露頭半徑 1 k m 範圍。  

  綠色圓心黃色圓圈為已知泥火山露頭 5 k m 範圍。  

(b)  臺灣地區 GPS 資料之垂直速度場 (抬升或沉陷趨勢 )分布圖 (Sourc e:  S incaG PS)：  

  資料涵蓋 1994 年至 2013 年，資料代號為 TimeSeriesR el eas ed1994.01.01_2013_01_31。  

  藍色實心點為 GPS 觀測站位置。  

  抬升或沉陷趨勢資料解算的資料篩選範圍為： GPS 觀測站具有 5 年以上的觀測資料。  

  抬升或沉陷趨勢資料解算以 ArcMa p 的 IDW(Invers e Dis ta nc e Weighting)方法計算；計算結果以黑白灰階分布代表具下陷趨勢地區；計算

結果以黃色至紅色色階分布代表具上升趨勢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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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0：地質處置設施之特性調查與回饋精進流程 

非侵入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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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地質處置需求的地質特性彙整與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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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NDA (2011, p15 & p19)

NDA (2011), Geological Disposal – Site characterisation for a geological disposal facility – Status Report: March 2010, NDA/RWMD/057, Nuclear Decommissioning Authority,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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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1：地質處置設施之多重障壁系統安全概念與天然類比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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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障壁系統由工程障壁系統及天然障壁系統兩個次系統組成；目的在地下地質圈中圍阻、遲滯、與隔離核種

Yang et al. (2002): SNFD-ERL-90-179/SNFD-ITRI-TR2002-0179

Yang et al. (2002, ch3)

* The deepest borehole of Taiwan = 5,863 m @1984; 

min. I.D.        (CPC, 2014, vol. 532, p8)

Ketner (2014,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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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多重障壁系統示意圖 (Yang et  a l . ,  2002,  c 3p3)，及其天然類比案例 (自然界存在的實例 )(Ya ng 

et  a l . ,  2002,  c3)：  

  位於加拿大中部平原的雪茄湖，是世界上最大最豐富的鈾礦床之一，已存在了約 12 億年。 

  雪茄湖鈾礦床距地表約 450 m，為一厚約 5 m 至 30 m 的黏土層包圍，其上則為石英帽和

厚重的砂岩。  

  雪茄湖鈾礦床主要成分類似用過核子燃料的二氧化鈾 (UO2(s))，難溶於含氧量低的地下水

中，因此，即便礦床自形成以來就位於地下水位之下，由於水中含氧量極低，阻絕了放射

性物質的溶解與遷移，在地面進行的許多調查工作都無法偵測到放射性的異常。  

  由礦區 5 km 外所採水樣的化驗結果顯示，所含各種成分，尤其是鈾的含量，都合乎飲用

水標準。  

  由雪茄湖的現象可以了解到，大量的二氧化鈾是可以藉著天然阻隔物，在高放射性廢棄物

安全處置期內受到妥善的隔絕保護。  

(b)  還原環境對核種遷移的留滯案例 (巴西卡達斯鈾礦 )：  

  巴西卡達斯 (the Pocos  de Cal das  ura nium ore deposit ,  B raz il )附近有兩個礦區：歐薩姆巫

住密 (the Osa mu Uts umi )，與摩洛度費洛 (Morro  do  F erro )。  

  歐薩姆巫住密礦區，蘊藏豐富的鈾、釷、鋯、鉬及稀土等礦物，由於岩石中多裂隙，使得

高含氧量的雨水得以滲入岩層，在與不同的礦物質進行氧化還原反應後，沿著地下水的通

道形成氧化還原界面，溶解於地下水的鈾在經過這個界面時，會沉澱在其中的還原面上，

而留在原地不動 (圖 (i)、圖 (i i))。  

  摩洛度費洛礦區 (圖 (i i i ))，是地球表面上最具有放射性的地點之一，在地表地層中含有大

約 3 萬噸釷礦石與五萬噸的稀土元素，它們都具放射性，但由地下水採樣的化驗結果顯

示，每年被地下水帶走的放射性元素含量，不到十億分之一，是美國飲用水容許濃度的二

十分之一。  

  在地質處置設施的安全設計概念中，若主要處置設施位居還原環境中，由卡達斯的天然類

比，可佐證放射性核種可以穩定地留滯原處。  

(c )  岩體長期阻絕核種遷移的天然案例 (非洲加彭奧克羅鈾礦 )：  

  1972 年非洲加彭共和國的奧克羅地下天然鈾礦中 (the Okl o ura nium mine,  R epublic  of  

Gabon,  A fr ica )，發現了一座遠古時代的天然核反應器。  

  約 20 億年前，在自然狀態下，部份鈾礦床發生核分裂反應，並斷斷續續的進行了近百萬

年；估計燒掉了近十噸的鈾，產生類似現代核電廠核分裂反應後所殘餘的放射性物質。  

  經過漫長的歲月，絕大部份的放射性物質仍留在原處，衰變成與天然環境共存、無害的物

質，對地表環境並未造成不良影響。  

  奧克羅的例子，證實地質處置設施確實有可能在所要求的時間內，安全的隔離放射性廢棄

物。  

  地質處置設施的工程設計及安全概念，並非人類天馬行空的幻想，是科學家師法自然界自我封

存核種的真實成功案例，具備多重障壁系統設計概念的地質處置設施，是國際間公認較具可行

性的最終處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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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2：階段性目標導向之技術發展 

區域尺度的地質調查評估技術

場址尺度的地質調查評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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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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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 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階段 場址詳細調查與試驗階段 處置場設計與安全

分析評估階段

處置場建造階段

~2044 ~2055

近場特性的地質調查評估技術

(地下實驗室試驗)

(岩體分布的非侵入性調查)

(地質構造特性的侵入性調查) 

(地質特性參數的侵入性量測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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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3：區域尺度之深層地質特性調查技術  

地下岩體及構造分布

3D逆推解析

(a)

(c)

(b)

(d)

(f)

(e)

Tong et al. (2015): SNFD-ITRI-90-301/SNFD-ITRI-TR2015-0301

空中磁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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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空中磁測施測過程照片。  

(b)  臺灣本島 H 區磁力強度分布圖。  

(c )  臺灣本島 H 區之三維磁感率分布圖。  

(d)  地表地質調查過程照片 (地質繪圖、裂隙位態量測 )  

(e)  地表地物 (大地電磁、磁力探測 )現地施測照片範例。  

(f)  臺灣西部大地電磁探測資料解析圖；藍色代表低電阻地層 (代表含水量或低電阻物質，如泥岩的含量較高 )，紅色代表高電阻地層。  

  空中磁測 (A M)及聲頻大地電磁法 (A MT)調查技術之詳細調查及資料逆推方法說明，請參照 Tong  et  a l .  (2015,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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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4：場址尺度之深層地質特性調查技術 

 

野外工作的執行順序與品質皆重要 !

重點：

 地下岩體和主要導水裂隙(MWCF)分布與其特性

產出：

 概念模式與特性參數

(a)

(c)

(b)

Lin et al. (2012c): SNFD-GEL-90-290 / SNFD-ITRI-TR2012-0290

Lin et al. (2012c)

開始

結束

重、磁力異常 地表地質踏勘

地下岩體及構造分布

合理 ?

地電阻探測

主要導水裂隙分布

地質鑽探

可能的主要導水構造分布

合理 ?

A

no

no

yes

yes

A

單孔試驗

主要地質概念模式

修正地質概念模式

跨孔試驗

檢查及/或重新分析所有量
測的數據

合理 ?

完成地質概念模式

合理 ?
no

yes

yes

no

階段A : 區域調查

階段B : 進一步地表地球物理調查與鑽探

階段C :地下岩體及構造特性調查

階段D : 建立地質概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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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由上而下，分別為地表裂隙量測、重力 /磁力線形、地質圖與構造圖、地電阻剖面、地質鑽探調查解析技術範例。  

(b)  由上而下，分別為地下水力試驗及水質取樣、跨孔試驗、地下電阻分布、追蹤稀釋試驗、地質概念模式範例。  

(c )  地下岩體及主要導水裂隙分布調查建議流程圖。  

  各類調查技術之詳細調查方法說明，請參照 Lin et  a l .  (2012c,  a 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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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5：臺灣地區空中磁力探測區域及代表性區域解析成果圖 

  

龜山島

Tong et al. (2015)

(a) (b) (c)

(d) (e)

(f) (g)

1968年由美國地質調查所(USGS)/台灣中油
公司(CPC)，進行台灣首次海域空中磁測調查

2017年由台灣電力公司(TPC)/工業技術研究
院(ITRI)，進行空中磁測調查區域

2012到2015年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CGS)/工業技術研究院(ITRI)/經濟部能源局
(BOE)/台灣中油公司(CPC)，進行空中磁測調
查區域

台 灣

1

2

3

2

2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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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地區歷年完成經歸極換算處理的全磁力強度圖。  

(b)  龜山島地區之三維磁感率模型 (Tong et  a l . ,  201 3)。  

(c )  龜山島鄰近區域地下高磁岩體三維分布圖 (Tong a nd L in,  2014,  f2 .17)。  

(d)  H 區之三維磁感率模型 (Tong et  a l . ,  2015,  c 4p11)。  

(e)  H 區和平岩體之三維磁感率模型 (Lin  et  a l . ,  2014a,  f3 .7 ;  Tong,  2015,  c 4p68)。  

(f)  H 區源頭山岩體及飯包尖山岩體區域之磁化向量立體圖 (Tong et  a l . ,  2015,  c4p35 f4 .28)。  

(g)  H 區飯包尖山岩體之三維磁感率模型。  

  縮寫說明：  

USG S 美國地質調查所  

TPC  台灣電力公司  

ITR I  工業技術研究院  

CGS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BOE  經濟部能源局  

CPC  台灣中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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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6：H 區 3 條顯著的帶狀高磁基盤 

  

(b)(a)

(c)

Tong et al. (2015, c4p12)

Tong et al. (2015, c4p11)

Tong et al. (2015, c4p13)Tong et al. (2015, c4p12)



 

 3-430 

 
註解：  

(a )  H 區磁感率高程切面圖套疊花崗岩體分布圖 (Tong et  a l . ,  2015,  c 4p12)：  

  花崗岩體位置摘自五十萬分之一地質圖 (圖  3- 4-(a ))。  

(b)  H 區三維磁感率模型立體圖 (Tong et  a l . ,  2015,  c4p11)。  

(c )  H 區 H1 剖面之磁感率剖面圖 (Tong et  a l . ,  2015,  c4p13)。  

  H 區中英文名詞對照說明，請參見圖  3-4 之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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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7：臺灣東北部宜蘭平原之磁力逆推解析結果  

• 2 Ma──造山運動

• 0.8 Ma──弧後張裂

• 7 ka──龜山島火山活動

磁力異常圖 磁感率三維模型
(b)(a)

Tong and Lin (2013, p135)

Tong and Lin (2013, p123)

KST

Iso-surface (k=0.005)
覆瓦狀構造

(k)

高磁基盤

Slice @ elevation = -6 km

海域圖例

陸域圖例

正斷層
逆斷層

正斷層
逆斷層
走向滑移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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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宜蘭平原經歸極換算與一次垂直微分處理後之磁力異常圖 (Tong a nd L in ,  2013,  p135 )。  

(b)  宜蘭平原磁力三維逆推獲得之磁感率三維模型 (Tong a nd L in,  2013,  p123)。  

  宜蘭平原鄰接 H 區北部，但不在 H 區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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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8：H 區源頭山岩體之磁感率剖面圖  

(a) (b)

Tong et al. (2015, c4p27) Tong et al. (2015, c4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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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源頭山岩體周圍之解釋剖面位置圖 (Tong et  a l . ,  2015,  c 4p27)：  

  底圖為高程 -1 k m 之磁感率高程切面圖。  

  源頭山岩體及飯包尖山岩體位置摘自五萬分之一地質圖。  

(b)  源頭山岩體周圍各解釋剖面之磁感率剖面圖 (Tong et  a l . ,  2015,  c 4p32)：  

  磁感率係由地層磁化向量的感應分量計算獲得，地層的磁化向量則經磁化向量逆推後獲得。  

  黑色虛線代表源頭山岩體的解釋範圍。  

  H 區中英文名詞對照說明，請參見圖  3-4 之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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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9：H 區飯包尖山岩體之磁感率剖面圖  

(a) (b)

Tong et al. (2015, c4p41) Tong et al. (2015, c4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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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飯包尖山岩體周圍之解釋剖面位置圖 (Tong et  a l . ,  2015,  c4p41)：  

  底圖為高程 -1 k m 之磁感率高程切面圖。  

  飯包尖山岩體及和平岩體位置摘自五萬分之一地質圖。  

(b)  飯包尖山岩體周圍各解釋剖面之磁感率剖面圖 (Tong et  a l . ,  2015,  c 4p45)：  

  黑色虛線代表源頭山岩體的解釋範圍。  

  飯包尖山岩體可概略分成南北兩組，分別以 F1 及 F2 代號表示。  

  F1 岩體位於南側，其磁感率絕對值略低於 F2 岩體，且岩體規模相對較小，估計其厚度小於 1 k m。  

  F2 岩體的規模比較大，估計其厚度介於 2 k m 至 3 k m 間。  

  F1 岩體及 F2 岩體在剖面 B1 及剖面 B 2 相距約 500 m 至 700 m，但在剖面 B3 兩岩體則接在一起。  

  H 區中英文名詞對照說明，請參見圖  3-4 之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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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0：H 區和平岩體及開南岡岩體之之磁感率剖面圖  

(b)(a)

Tong et al. (2015, c4p68)Tong et al. (2015, c4p64)

Profile L3

Profile 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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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和平岩體及開南岡岩體周圍之解釋剖面位置圖 (Tong et  a l . ,  2015,  c 4p64)。  

  底圖為經歸極換算後之全磁力強度圖。  

  和平岩體及開南岡位置摘自五萬分之一地質圖。  

(b)  和平岩體及開南岡岩體周圍各解釋剖面之磁感率剖面圖 (Tong et  a l . ,  2015,  c4p68)。  

  H 區中英文名詞對照說明，請參見圖  3-4 之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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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1：H 區和平岩體及開南岡岩體之三維磁感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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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et al. (2015, c2p8) (Tong, 2015, c4p68; Lin et al., 2015a, Fig.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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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和平岩體及開南岡岩體周圍之解釋剖面位置圖 (Tong et  a l . ,  2015,  c 2p8)。  

  底圖為 H 區五十萬分之一地質圖。  

(b)  和平及開南岡岩體的三維磁感率模型 (Tong,  2015,  c 4p68 ;  L in et  a l . ,  2015a ,  f3 .7 )。  

  磁力三維逆推係採用 3DModell er 軟體，逆推演算法為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 ty  of  Brit ish  C olumbia ,  UBC )所開發，Scienti f ic  C omputing 

and A pplica tions  Inc .開發使用者界面。  

  本案例利用 3DM odell er 軟體進行逆推時之三維逆推參數：  

  東西及南北兩方向的網格間距為 100 m。  

  垂直方向之網格間距為 50 m。  

  總計 9,884,160 個網格 (包括向外延伸的網格 )。  

  經過 310 次疊代後，均方根誤差由起始的 30.08 nT 降至 3.06 nT，獲得的地下磁感率模型 (magnetic  susc ept ibil ity  model )，並以不同

方位切面 (切面深度達 - 10,000 m)，反映地下磁性構造與岩性。  

  據此分析並比較磁感率等值面 (iso-s urfac e)的三維空間分布，呈現出內陸的花崗岩體，與其東南側臨海的花崗岩體間，有可能深部相連

(淺部間夾大理岩體 )，其直徑約 14 km，且有向東南傾斜的現象，最大厚度估計約達 4 k m 至 6 k m。  

 
  



 

 3-441 

 

 
圖 3-92：H 區溪畔岩體之之磁感率剖面圖  

(a) (b)

Tong et al. (2015, c4p78) Tong et al. (2015, c4p82)

Elevation Slice (-1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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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溪畔岩體周圍之磁感率切面圖套疊解釋剖面位置圖 (Tong et  a l . ,  2015,  c4p78)：  

  底圖為高程 -1 k m 之磁感率高程切面圖。  

  溪畔岩體、和平岩體及開南岡岩體位置摘自五萬分之一地質圖。  

(b)  溪畔岩體周圍各解釋剖面之磁感率剖面圖 (Tong et  a l . ,  2015,  c 4p82)。  

  H 區中英文名詞對照說明，請參見圖  3-4 之圖說。  

 

  



 

 3-443 

 

 
圖 3-93：臺灣東部花崗岩體之空中磁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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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H 區磁感率高程切面圖套疊花崗岩體分布圖  (Tong et  a l . ,  2015,  c 4p12)：  

  花崗岩體位置摘自五十萬分之一地質圖。  

(b)  H 區三維磁感率模型之三維立體圖 (Tong et  a l . ,  2015,  c 4p11)：  

  圖中 3 條高磁條帶 (HA, HB, and HC)，推測為古南中國海海洋地殼殘塊。  

(c )  H 區剖面 H1 磁感率剖面圖 (Tong et  a l . ,  2015,  c4p13)：  

  H1 剖面位置，請參考圖 (a )。  

(d)  H 區五十萬分之一地質圖 (Tong et  a l . ,  2015,  c 2p8)。  

(e)  和平地區解釋花崗岩體之三維磁感率等值面立體圖 (Tong et  a l . ,  2015,  c4p68;  Lin  et  a l . ,  2014a,  f3 .7)：  

  磁力三維逆推係採用 Sc ienti f ic  C omputing  a nd Applica tions Inc .所開發的 3DM odell er 軟體。  

  東西及南北兩方向的網格間距為 100 m，垂直方向之網格間距則為 50 m，總計 9,884,160 個網格。經過 310 次疊代後，均方根誤差由起始

的 30.08 nT 降至 3.06 nT，獲得三維磁感率模型 (magnetic  s usc eptibi l ity  model )。磁感率等於 0.0015 SI 的等值面 (iso-s urfac e)解釋為花崗

岩體的概略輪廓，呈現出內陸的花崗岩體，與其東南側臨海的花崗岩體間，有可能深部相連 (淺部間夾大理岩體 )，其直徑幾達 14 k m，且有

向東南傾斜的現象，最大厚度估計約達 4 k m 至 6 k m。  

(f)  依微震觀測分析結果，顯示震源主要發生在花崗岩體邊界，花崗岩體本身的震源分布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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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4：H 區微震分布圖  

0 km -5 km -10 km -21 km

地震數量密度資料期間= 2011/07~2015/06；
地震 模    0 6

-1 km

Li et al. (2015, c5p1)

Li et al. (2015)SNFD-ITRI-90-315/SNFD-ITRI-TR2015-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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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H 區地震密集帶可分為：  

  花崗岩體西側之地震叢集。  

  花崗岩體東側邊界沿海岸線一帶的地震叢集。  

  西側地震叢集 (L i  et  a l . ,  2015,  c5p1)：  

  西側地震密集帶之震源深度，大多集中在深度 4 k m 至 16 km 之淺部地殼，規模大多小於

ML 2。  

  此地震群可能肇因於高磁力基盤 (海洋板塊 )與較軟弱岩體 (如蛇綠岩系或板片岩類 )接觸應

力集中之破裂行為有關。  

  東側地震叢集 (L i  et  a l . ,  2015,  c5p1)：  

  東側地震密集帶之震源深度明顯較深，且大多集中在深度 8 k m 至 20 km 間。  

  此地震密集帶有明顯的北北東 -南南西之線形特徵，位於海岸山脈與中央脊樑山脈之縫合帶

向北延伸之地帶，地震多發生於和平溪口南北海岸線。  

  此區域地震成因及分布型態，與板塊邊界覆瓦狀構造模式及應力集中有關。  

  資料註解：  

  微震站共 15 站。  

  地震觀測資料期間為 2011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  

  地震規模ML介於 0 至 6 間。  

  震央定位及波速逆推方法為 TomoDD  (Doubl e-Di fferenc e tomography method)(Zha ng a nd 

Thurber,  2003)。  

  坐標投影方式為 GRS1980/ TWD97。  

  震波紀錄選取：  

  透過對比及波相分析，挑選 P 波與 S 波時間差小於 10 秒之地震事件，進行後續分析。  

  使用地震資料分析軟體 (Seis mic  A nalysis  Code ,  SAC )，對每一截取地震檔案進行分析與

處理，研判 P 波及 S 波到時 (a rrival  t ime)及其誤差量、振動時間長度、初動方向等定位

相關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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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5：H 區和平及開南岡岩體周圍之地震震源分布圖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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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震源分布套疊磁感率剖面圖：  

  花崗岩體內的震源分布較少且地震規模多低於 3，且部分震源似乎集中於特定構造面，該構

造面之左側岩體投影至地表為和平岩體，右側為開南岡岩體。  

(b)  震源分布套疊和平地區磁感率等值面：  

  圖中灰色等值面所包覆的空間範圍，代表和平及開南岡岩體的可能分布範圍；請參照圖  3-90

及圖  3-91 的相關說明。  

  在圖中灰色等值面所包覆的空間範圍，和平岩體在左側、靠內陸，開南岡岩體在右側、臨海。 

  震源密集地分布於花崗岩體與其圍岩 (包括片岩、大理岩等 )的接觸帶，及其圍岩內部。  

  花崗岩體內的震源分布較少且地震規模多低於 3，且部分震源似乎集中於特定構造面，該構

造面之左側岩體投影至地表為和平岩體，右側為開南岡岩體。  

  該震源密集之構造面的存在，推測可能因開南岡岩體 (右側臨太平洋 )具明顯下陷的特性 (圖  

3-45)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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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6：H 區地震密度高程切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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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本圖修正更新自 Li et  a l .  (2015,  c 4p36 & p37)。  

  圖中顏色代表距該位置 2 k m 空間內的地震數量。  

  資料註解：  

  微震站共 15 站  

  地震觀測資料期間為 2011 年 7 月至 2015 年 06 月  

  地震規模ML介於 0 至 6 間  

  震央定位方法為 TomoDD  (Zha ng a nd Thurber,  2003)  

  波速逆推方法為 TomoDD  (Zha ng a nd Thurber,  2003)  

  坐標投影方式為 GRS1980/ TW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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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7：H 區VP高程切面圖 

  

Li et al. (2015)SNFD-ITRI-90-315/SNFD-ITRI-TR2015-0315 Li et al. (2015, c4p28&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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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本圖修正更新自 Li et  a l .  (2015,  c 4p28 & p29)。  

  資料註解：  

  微震站共 15 站  

  地震觀測資料期間為 2011 年 7 月至 2015 年 06 月  

  地震規模ML介於 0 至 6 間  

  震央定位方法為 TomoDD  (Zha ng a nd Thurber,  2003)  

  波速逆推方法為 TomoDD  (Zha ng a nd Thurber,  2003)  

  坐標投影方式為 GRS1980/ TW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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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8：H 區VP/VS高程切面圖 

  

Li et al. (2015, c4p32&p33)Li et al. (2015)SNFD-ITRI-90-315/SNFD-ITRI-TR2015-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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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本圖修正更新自 Li et  a l .  (2015,  c 4p32 & p33)。  

  資料註解：  

  微震站共 15 站  

  地震觀測資料期間為 2011 年 7 月至 2015 年 06 月  

  地震規模ML介於 0 至 6 間  

  震央定位方法為 TomoDD  (Zha ng a nd Thurber,  2003)  

  波速逆推方法為 TomoDD  (Zha ng a nd Thurber,  2003)  

  坐標投影方式為 GRS1980/ TW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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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9：H 區 Vp/Vs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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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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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集中在東側屬於海域的中、下部地殼交界 (約 40 km 以上 )。  

  應是受到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作用的影響。  

  AA ’及 BB ’剖面的黑三角形標記為梨山斷層位置。  

  Vp/Vs 與柏松比 (Poiss on ’s  ra tio)有關，被視為研究地殼岩石特性的一個重要關鍵參數：  

  Vp/Vs 數值大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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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隙排列方向、和液體

飽和度等 (Zha ng and Thur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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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Vp/Vs 的等值圖來看：  

  地震事件似有沿 Vp/Vs 變化較大之處發生的趨勢。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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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m 至 20 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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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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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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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0：H 區微震紀錄之震源機制解 

  

正斷層 (Normal Fault, NF)

逆衝斷層 (Reverse Fault, RF)

橫移斷層 (Strike-Slip Fault, SS)

Li et al. (2015, c4p21&p22)

Li et al. (2015)SNFD-ITRI-90-315/SNFD-ITRI-TR2015-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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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本圖修正更新自 Li et  a l .  (2015,  c 4p21 & p22)。  

  黑色方塊為測站位置，灰色虛線為右側投影圈選區域。  

  圖中震源機制解 (海灘球 )為側投影：  

  藍色球為正斷層地震。  

  綠色球為橫移斷層地震。  

  紅色球為逆衝斷層地震。  

  震源機制顯示：  

  由於 H 區於東北側已進入沖繩海槽張裂系統影響範圍，地殼應力在 H 區不同深度上，有其

複雜差異性的自然環境。  

  H 區淺部 (深度小於 10 km)，多以張裂型式的正斷層存在，說明花崗岩體具有張裂沉陷的環

境。  

  H 區深度 (深度大於 10 km )，多為壓縮應力型式的逆衝斷層為主，並具橫移分量。  

  資料註解：  

  微震站共 15 站  

  地震觀測資料期間為 2011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  

  地震規模ML大於 2.5 

  震央定位方法為 TomoDD  (Zha ng a nd Thurber,  2003)  

  波速逆推方法為 TomoDD  (Zha ng a nd Thurber,  2003)  

  坐標投影方式為 GRS1980/ TWD97  

  震源機制解方法為 FPFIT (R ea s enberg a nd Oppenheimer,  1985;  L i  et  a l .  2012,  c 4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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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1：H 區地震評估地點之地震危害度分析曲線 

  

Li et al. (2012, Figure 4-33)

Li et al. (2012): SNFD-ITRI-90-286/SNFD-ITRI-TR2012-0286

地震危害度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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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評估地點位置為 :  121.6846°E, 24.33469°N (花蓮縣北端 )。  

  考慮不同參數及權重組合，所產生之 36 條地震危害度曲線 (L i  et  a l . ,  2012,  f4 .33)。  

  分析方法：  

  平穩態 Poiss on 模式配合斷層斷裂模式 (L i  et  a l . ,  2012,  c4p11)。  

  地震目錄： EQM S(ML,max  8),  E QMSU5 (ML,max  7.5),  E QUW(ML,max  7.3)  

  資料期間： 1900 年至 2010 年  

  震源分區： ZA,  ZB  & ZC  

  地震規模與再現頻率關係： Gutenberg-R ichter 關係式 (Li  et  a l . ,  2012,  c 4p15)。  

  地震動衰減律： Campbell ,  Joyner  a nd Boore,  Japa n R ock  Site ,  及 Ka nai 等 4 個 PGA 衰減律

(Li  et  a l . ,  2012,  c4p33)。  

  特徵地震：距離評估地點約 34 k m 的花東縱谷斷層，地震年發生率為 1/150 (L i  et  a l . ,  2012,  

c4p32)。  

  地震危害度機率分析 (Proba bil is t ic  Seis mic  Hazard Anal ysis ,  PSHA )的過程及目的，乃針對特定

評估地點：  

  首先，建立特定地震參數 (如 PGA )的年超越機率曲線，即危害度曲線 (hazard curve)。  

  其次，在該危害度曲線中，根據法規要求，選定某一特定年超越機率 (例如 0.21%)，即可求

出該評估地點，在危害度曲線所對應之地震參數 (例如 PGA )的數值，作為耐震設計參數。  

  地震工程設計一般參考評估地點之平均地震危害度曲線，計算出結構物耐震設計所應用之回歸期

及其對應之 PGA 值，以作為評估地點後續分析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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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2：H 區中仁隧道規劃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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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and Sun (2014,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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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中仁隧道規劃路線圖 (Tong et  a l . ,  2015,  c 5p4)：  

  底圖為地形圖。  

  藍色線為中仁隧道規劃路線。  

(b)  中仁隧道沿線岩性分布剖面圖 (Lin  a nd Sun,  201 4,  p33)。  

  岩性分布係依據地質圖及規劃階段地質鑽探成果繪製。  

(c )  中仁隧道斷面與進程圖。  

  H 區中英文名詞對照說明，請參見圖  3-4 之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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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3：H 區 HR1 剖面的磁感率及電阻率剖面圖  

(c)

Tong et al. (2015, c5p51)

Tong et al. (2015, c5p51)

(a) (b)

Tong et al. (2015, c5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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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和仁地區 AMT 測點及解釋剖面分布圖 (Tong et  a l . ,  2015,  c5p29)：  

  底圖為五萬分之一地質圖。  

  藍色線為中仁隧道規劃路線。  

  綠點及黃點均代表 AM T 測點位置。  

  黃點代表 AMT 資料品質較差的位置；可能受高壓電線干擾影響。  

(b)  HR1 剖面磁感率剖面圖 (Tong et  a l . ,  2015,  c 5p51)：  

  解析深度可達數十公里，可獲得岩體尺寸規模資訊。  

(c )  HR1 剖面電阻率剖面圖 (Tong et  a l . ,  2015,  c 5p51)：  

  解析深度約 5 k m，以花崗岩體內導水構造為主要解析標的。  

  本剖面由西北向東南呈現高低電阻的交錯分布，對應地表地質露頭資料研判，高電阻區域可對應為花崗片麻岩，而低電阻地層則對應為大理

岩，岩體之接觸界面均呈現向西北傾斜。  

  西北端之花崗片麻岩體，結構完整並與其東側的大理岩傾向西北往地下深部延伸。  

  東南端之花崗片麻岩體與大理岩似乎僅分布於深度約 -2,000 m 內，地下深部區域之地層則呈現中高電阻特徵，推測本剖面深部可能仍具有

花崗片麻岩質的基盤存在。  

  對主要構造帶及岩層分布， 2 種不同地球物理方法均有類似判釋成果，顯示花崗岩體在深處相連。  

  綜合此區針對花崗岩體地表地質、空中磁測與大地電磁調查結果，並參考岩心與地表露頭的構造地質觀察結果，可將主要構造帶由老至新，變

形深度由深至淺，分為：  

  韌性剪切帶：  

  中低角度、北東向橫移剪切帶。  

  位於大理岩圍岩與花崗岩體交界處，形成大理岩與花崗岩主要葉理構造。  

  和平溪沿此構造帶下切，使邊界沿河道出露。  

  HCB H01 探勘孔針對此構造帶鑽探，花崗岩體在此構造帶中，主要呈現典型花崗片麻岩特徵，至深度 350 m 後遠離構造帶，呈現花崗

岩與細粒花崗岩特徵。  

  根據大地電磁測勘結果，此韌性剪切帶位於左上角藍色與棕色區塊之間，為岩體重要邊界。  

  脆性破裂帶：  

  高角度、南北向的裂隙帶。  

  主要位於八達崗隧道東側，向北延伸至花崗岩邊界處。  

  和平溪沿此構造帶下切而轉折成曲流。  

  此高角度裂隙帶因和平溪流經並長期下切，可能形成良好的地下水補助區與入滲帶，低電阻特徵可向下延伸至 -2,000 m 深的大理岩邊

界。  

  脆性正斷層帶：  

  中低角度、北東向的正斷層破裂帶，多沿原韌性剪切帶葉理面輕微滑動，形成露頭常見的板狀節理。  

  由露頭及 HCB H01 岩心觀察結果可知，此正斷層破碎帶上所見錯移量很小，且為最後一期構造。  

  H 區中英文名詞對照說明，請參見圖  3-4 之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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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4：H 區 HR2 剖面的磁感率及電阻率剖面圖  

(c)

(a) (b)

Tong et al. (2015, c5p52)

Tong et al. (2015, c5p52)Tong et al. (2015, c5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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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和仁地區 AMT 測點及解釋剖面分布圖 (Tong et  a l . ,  2015,  c5p29)：  

  底圖為五萬分之一地質圖。  

  藍色線為中仁隧道規劃路線。  

  綠點及黃點均代表 AM T 測點位置。  

  黃點代表 AMT 資料品質較差的位置；可能受高壓電線干擾影響。  

(b)  HR2 剖面磁感率剖面圖 (Tong et  a l . ,  2015,  c 5p5 2)。  

(c )  HR2 剖面電阻率剖面圖 (Tong et  a l . ,  2015,  c 5p5 2)。  

  剖面深度約 5 k m。  

  以地表地質露頭資料作為控制點，高電阻對應花崗片麻岩或大理岩，但花崗片麻岩的電阻率通常高於大理岩的電阻率，岩體內的低電阻帶

解釋為導水裂隙帶，花崗岩具有較高的磁感率，大理岩則具有低的磁感率。  

  地表和平岩體與開南岡岩體間所夾大理岩之深度約 2 k m，其下地層呈現高電阻與磁感率特徵，故推測大理岩下方地層為花崗片麻岩質。  

  以巨觀角度觀察各剖面，各剖面圖上高磁感率與高電阻率地層均有向東南傾斜的特徵，花崗岩體底部因受板塊運動推擠，形成向東南傾斜

的逆衝斷層，並造成花崗岩體內一系列向西傾斜的背衝斷層 (back  thrust)。  

  由各剖面與中仁隧道交會的位置，研判在 HR 1 剖面隧道段將通過花崗片麻岩體，而在 HR 2 剖面隧道則將通過大理岩體。  

  磁感率及電阻率剖面解析重點及注意事項，請參考圖  3-103 之圖說。  

  H 區中英文名詞對照說明，請參見圖  3-4 之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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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5：中仁隧道周圍之地形立體圖及電性構造解釋立體圖  

Tong et al. (2015, c5p55)

(a)

Tong et al. (2015, c5p29)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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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和仁地區 AMT 測點及解釋剖面分布圖 (Tong et  a l . ,  2015,  c5p29)。  

  底圖為五萬分之一地質圖。  

  藍色線為中仁隧道規劃路線。  

  綠點及黃點均代表 AM T 測點位置。  

  黃點代表 AMT 資料品質較差的位置；可能受高壓電線干擾影響。  

(b)  中仁隧道地形立體圖 (Tong et  a l . ,  2015,  c 5p55)。  

  圖左下角 x,  y ,  z 分別代表東、北及上方向。  

  本圖產出在 2015 年初 (2015 年 1 月 )。  

(c )  中仁隧道電性構造解釋立體圖 (Tong et  a l . ,  2015,  c5p55)。  

  圖左下角 x,  y ,  z 分別代表東、北及上方向。  

  依據 AMT 逆推結果，推估隧道南口往北 800 m 至 2,700 m 間為大理岩。  

  中仁隧道所穿越的飛田盤山，東側為開南岡岩體，西側為大理岩，由於兩側岩體強度的差 異性，在地體構造活動過程中容易因應力集中，

在岩層界面一帶形成剪裂破碎帶而成為地下水流通管道。  

  分析飛田盤山內岩層電性的三維分布，顯示飛田盤山內岩層具低電阻的導水構造特徵，山上的天水可能自岩層破裂向下流動，並可能與中

仁隧道相交於兩處，概略位於隧道中段的南北兩側。  

  本圖產出在 2015 年初 (2015 年 1 月 )。當時中仁隧道剛開始進行挖掘， 2015 年 12 月隧道開挖至預定里程，實際的岩體界面與湧水位置，

與本調查結果誤差僅約數十公尺，結果大致相符。  

  中英文名詞對照說明，請參見圖  3-4 之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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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6：中仁隧道開挖過程遭遇所預測的破碎帶  

(a) (b)

北向隧道 R0259
---片麻岩

南向隧道 R0200
---花崗岩 (剪切帶)

片麻岩與大理岩交界
(2015/11/03)

片麻岩與大理岩交界
(2015/11/03)

(管幕工法)

(c)

Tong et al. (2015): SNFD-ITRI-90-301/SNFD-ITRI-TR2015-0301

Tong et al. (2015, c5p55)

中仁隧道
(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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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中仁隧道內破碎帶及岩體界面照片。  

  照片攝於中仁隧道內距南口段北上約 800 m 處。  

  中仁隧道內破碎帶及岩體界面與圖  3-106- (b)所解釋的破碎帶位置一致。  

  照片攝於 2015 年 12 月 16 日。  

(b)  中仁隧道電性構造解釋立體圖 (Tong et  a l . ,  2015,  c5p55)。  

  依據 AMT 逆推結果，推估隧道南口往北 800 m 至 2,700 m 間為大理岩。  

  中仁隧道所穿越的飛田盤山，東側為開南岡岩體，西側為大理岩，由於兩側岩體強度的差異性，在地體構造 活動過程中容易因應力集中，

在岩層界面一帶形成剪裂破碎帶而成為地下水流通管道。  

  分析飛田盤山內岩層電性的三維分布，顯示飛田盤山內岩層具低電阻的導水構造特徵，山上的天水可能自岩層破裂向下流動，並可能與中

仁隧道相交於兩處，概略位於隧道中段的南北兩側。  

  圖左下角 x,  y ,  z 分別代表東、北及上方向。  

  本圖產出在 2015 年 1 月。  

(c )  管幕工法進行地質改良 (破碎帶 )。  

  中英文名詞對照說明，請參見圖  3-4 之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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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7：馬祖地區地質圖

Lee et al. (2015)

Lee et al. (2015)[In Chinese: 李寄嵎、林建偉、葉恩肇、陳正宏(2015)，馬祖
地質圖說明書，二萬五千分之一台灣地質圖說明書，經濟部中央地質調
查所，共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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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8：烏坵地區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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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烏坵地區大坵嶼及小坵嶼相對位置圖。  

(b)  烏坵地區五千分之一地質圖 (Hsia ,  1998,  a ppendix )：  

(b-1)  大坵嶼五千分之一地質圖。  

(b-2)  小坵嶼五千分之一地質圖。  

(c )  小坵嶼一千分之一地質圖 (Lin ,  2000e,  Appendix )：  

(c-1)  小坵嶼一千分之一地質圖。  

(c-2)  對應 (c- 1)之 A-A ’、 B-B’及 C-C’剖面。  

(c-3)  對應 (c- 1)之 D-D’、 E-E’、 F-F’及 G-G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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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9：離島花崗岩測試區(K 區)位置圖 

 

面積 (sq. km)  = 151.69     (= 15.16 + 136.53)

人口數 (2013) = 120,057   (=11,236 + 108,821)

人口密度 = 791.4       (741.1; 797.0)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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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金門地區的衛星影像圖，包含金門島及烈嶼。  

  K 區係指金門島的東部地區。  

(b)  臺灣 3 大潛在處置母岩分布圖，其中金門島 (紅色實線區間 )位於臺灣海峽西側。  

  泥岩 (包括泥岩、頁岩、硬頁岩、板岩 )出露分布地區以鵝黃色與土黃色標示；僅西南部泥岩 (土黃色 )曾被考量做為臺灣的潛在母岩。  

  中生代基盤岩在地表以下的深度，以黃色文字表示。  

  花崗岩分布地區以粉紅色標示。  

  黑白漸層顏色代表地形高程，越白代表高程越高，越黑代表高程越低 (深度越深 )；高程資料範圍為 (-10 k m 至  +4 km)，資料來源為國家實

驗研究院 -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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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0：金門地區地質圖 

 

Lin et al. (2011)

Lin et al. (2011)[In Chinese: 林蔚、李寄嵎、楊小青、陳正宏 (2011)，五萬分之一台灣地質圖—金門地區，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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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1：K 區 1999 年至 2010 年期間 R&D 活動位置圖 

  

(500 點重力/磁力量測、16 km地電阻剖面探測(9剖面總長度)、3000 m 地質探勘 (6孔總長度)，及地化/水力/水化/岩力等各式孔內量測)

(a) (b)

Lin et al. (2012c)

Lin et al. (2012c): SNFD-GEL-90-290 / SNFD-ITRI-TR2012-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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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K 區衛星影像圖及 1999 年至 2010 年 R&D 活動位置分布圖 (L in  et  a l . ,  2012 c,  c4p9 )。  

  底圖為衛星影像圖。  

(b)  K 區地質圖及 1999 年至 2010 年 R &D 活動位置分布圖 (Lin  et  a l . ,  2012 c,  c 4p9 )。  

  底圖為五千分之一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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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K 區地質演化概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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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K 區花崗岩樣定年分析結果分布圖 (L in  et  a l . ,  2003b,  c 4p59;  L in et  a l . ,  2005b,  c4p8&p18&p23&p24;  Lin  et  a l . ,  2015c ,  c 3p346)。  

  ArA r:  A r-A r  dat ing  
  FTD : F iss ion- Track dat ing  
  Bt:  B ioti te  
  Kfs :  K- felds pa r  
  Zrn:  Zirc on  
  Ap:  A pat ite  

(b)  K 區「礦物定年」所建立的岩體冷卻歷史 (T-t 圖 )(T=溫度； t=礦物封存溫度年代 )(Lin  et  a l . ,  2003b,  f4 .9)：  

  100  Ma BP 至 92 Ma BP 期間，是岩體快速抬升冷卻的期間。  

  92 MaB P 至 76 MaB P 期間，是岩脈侵入的主要發生期間 (L ee,  1994,  p152)。  

  76  MaB P 至 58 MaB P 期間，發生太武山斷層帶活動。  

  由於部份輝綠岩脈受斷層影響形成破碎剪裂帶，因此可知斷層發生在輝綠岩脈侵入活動 (92  MaBP 至 76 Ma BP)之後。  

  太武山斷層兩側結晶基盤的核飛跡年代，在晚白堊紀有明顯冷卻率的差異，但在新生代 (約 58 MaB P)以後並無差別 (圖 (b)  & (e))，顯示太

武山斷層帶活動應在 76 Ma BP 至 58 Ma BP 之間 (Lin  et  a l . ,  2012 c,  c4p75)。  

  約 58 MaB P 以後，進入相當穩定的地質環境。  

(c )  K 區 160 Ma BP 以來的地質演化過程模式。  

(d)  K 區地塹型正斷層活動與剝蝕模式 (L in  et  a l . ,  2003 b,  f4 .10)。  

(e)  K 區東部花崗岩體溫度 -時間路徑與半地塹模式 (Lin  et  a l . ,  2005b,  f4 .10 & 11 )。  

  單用溫度定年學計算冷卻率，且假設此冷卻率乃地體剝蝕抬升所導致，則 K 區東部在 97 Ma BP 左右 (圖  3-112- (b))，有一極高的剝蝕事件發生

(Lin  et  a l . ,  2003 b)，冷卻率達 80 ℃ Ma⁄ ：  

  若以地溫梯度 30 ℃ km⁄ 計算，則相應的地體抬升與剝蝕率最高峰，約高達 2.7  mm/yr (L o et  a l . ,  1993)。  

  若考慮 K 區東部在 120 MaBP 前及 100 MaB P 前，分別受到同構造型角閃石 -黑雲母片麻岩 /角閃岩脈侵入，以及後造山型花崗岩侵入的熱事

件影響 (圖  3-112- (c ))，則此高冷卻率的現象應可歸因於後一期岩漿侵入於地殼淺部，導致溫度快速冷卻的結果，可能非反映花崗岩的劇烈

剝蝕作用 (Lin ,  1994)。因此，此時期，對地體抬升而剝蝕的估算應考慮其他的證據加以修正。  

  由冷卻史路徑圖 (圖  3- 112- (b))可發現，約 92 Ma BP 至 76 MaB P 之間， K 區受侵入作用影響，約 76 MaB P 至今，地溫梯度的條件已經平衡到正

常的地溫梯度條件，此後的地溫梯度變化可反應地體的相對抬升剝蝕問題 (Lin  et  a l . ,  2003 b)。  

  封存溫度低於 300 ℃的冷卻年代分析稱為低溫年代學，使用包括：鉀氬／氬氬法黑雲母 (300±50 ℃)、鉀長石 (200±50 ℃)及核飛跡法的鋯石 (230

±20 ℃)及磷灰石 (120±20 ℃)等方法來解析冷卻史，較易反映地溫梯度的變動，可用來解析上部地殼抬升剝蝕的歷史。  

  K 區地表岩樣 F TD-A p 的年代數值範圍，約介於 87 Ma BP 至 58 MaB P，平均約 73 Ma BP，在 495 m 深度岩樣 (KM BH01)的 F TD-A p 年代數值約為

26 MaB P (圖  3- 112- (a ))，顯示 K 區的抬升速率非常慢，可能介於 0.01 mm/yr 至 0.1 mm/yr：  

  假設 73 MaB P 至今，岩體的抬升速率為定值，則抬升速率約為 0.04 mm/yr (= (3  k m –  0  km) /  73 Ma )；其中， 3 k m 代表 apa ti te 達封

存溫度時，岩體所可能對應的深度 (=(110 ℃ -  20 ℃)  /  (30 ℃/km))。  

  假設 26 MaB P 至今，岩體的抬升速率為定值，則抬升速率約為 0.1  mm/yr (= (3  km –  0 .495 k m) /  26  Ma )。  

  假設 73 MaB P 至 26Ma BP 期間，岩體的抬升速率為定值，則抬升速率約為 0.01 mm/yr (= 0 .495 km /  (73 Ma –  26  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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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3：K 區重力與磁力剖面之聯合逆推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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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et al. (2007): SNFD-EEL-90-241 / SNFD-ITRI-TR2007-0241

Lin et al. (2010): SNFD-EEL-90-273 / SNFD-ITRI-TR2010-0273

Lin et al. (2012c): SNFD-GEL-90-290 / SNFD-ITRI-TR2012-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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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K 區地表地質圖圖及解釋剖面分布圖 (L in  et  a l . ,  2012 c,  c4p9 )。  

(b)  經重力與磁力資料聯合逆推獲得的磁感率及密度剖面圖 (G uo et  a l . ,  2007,  c 6p12&c6p13;  L in  et  a l . ,  2010,  c3p11;  L in  et  a l . ,  2012 c ,  c4p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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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4：K 區重磁線性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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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金門島重力與磁力異常圖，由上而下分別為：  

  K 區布蓋重力異常圖 (G uo et  a l . ,  2007,  c 4p12)。  

  K 區重力梯度及線形判釋圖 (G uo et  a l . ,  2007,  c 5p4 )。  

  K 區全磁力異常圖 (Guo et  a l . ,  2007,  c4p12 )。  

  K 區磁力梯度及線形判釋圖 (G uo et  a l . ,  2007,  c 5p5 )。  

(b)  重、磁力線形判釋整合示意圖及線形方位統計圖 (G uo et  a l . ,  2007,  c5p6&p7 )。  

(c )  重磁線形與地電阻探測結果比較圖 (G uo et  a l . ,  2007,  c 5p7 )：  

  藍色實線為重力及磁力均呈線形特徵位置。  

  藍色虛線為重力或磁力呈線形特徵位置。  

  紅色點為地電阻探測結果呈低電阻位置 (詳圖  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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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5：K 區地電阻剖面與解釋主要導水裂隙位置圖 

  

 9條地電阻剖面，共16 km長，探測深度 300~500 m

 判釋19 個低電阻區，及11個主要導水構造帶(MWCFs, F1  F11)

(a) (b)

Lin et al. (2012c, c4p9)

Lin et al. (2012c, c2p22-c2p33)

Lin et al. (2012c): SNFD-GEL-90-290 / SNFD-ITRI-TR2012-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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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K 區地電阻測線位置圖 (Lin  et  a l . ,  2012 c,  c4p9 )。  

  底圖為五千分之一地質圖。  

(b)  經二維逆推獲得的地電阻剖面圖 (Lin  et  a l . ,  2012 c,  c 2p22 to  p33 )：  

  藍色區域代表低電阻帶，代表該區域地層的含水量或黏土含量可能較高。  

  當地下是三維構造或地電阻測線與二維構造不垂直時，二維逆推結果無法充份反應地層的真實電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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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6：地下地質特性確認之地質鑽探及孔內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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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地質鑽探照片 (地點：烏坵， 1999)。  

(b)  地球物理井測及孔內攝影結果範例圖。  

(c )  KMB H0 1-02-04 裂隙分布 (Lin  et  a l . ,  2007a,  c4p197)及跨孔地電阻解析圖 (Cha ng et  a l . ,  2005,  c 3p52 )。  

(d)  孔內攝影結果範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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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7：K 區地質概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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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et al., 2007, c6p12&c6p13; Lin et al., 2007a, c4p197&c4p199;  Lin et al., 2010, c3p6; Lin et al., 2012c, c4p15&c4p35)Guo et al. (2007): SNFD-EEL-90-241/SNFD-ITRI-TR2007-0241; Lin et al. (2007a): SNFD-GEL-90-254/SNFD-ITRI-TR2007-0254

Lin et al. (2010): SNFD-EEL-90-273/SNFD-ITRI-TR2010-0273; Lin et al. (2012c): SNFD-GEL-90-290 / SNFD-ITRI-TR2012-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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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K 區地質圖及 1999 年至 2010 年調查地點位置圖 (Lin  et  a l . ,  2012 c,  c4p9 )。  

(b)  K 區東部 KMB H03-06 剖面朝南之地質概念模式展示圖，及導水構造流向示意圖 (L in  et  a l . ,  2010,  c 5p5&p6 ;  Lin  et  a l . ,  2012 c,  c4p16&p17 )：  

  其三角形區域所對應的位置，請參考圖 (a )。  

(c )  對應左圖 C-C ’剖面的重磁力逆推剖面構造及岩性變化圖 (G uo et  a l . ,  2007,  c 6p12&c6p13 ;  L in  et  a l . ,  2010,  c3p6 ;  Lin  et  a l . ,  2012c,  c4p15 )：  

  S 為磁感率 (單位 SI)； D 為密度 (單位 k g/cm3)。  

  重、磁逆推剖面深度為 2 k m，顏色分帶反映不同岩性 (詳圖  3-113)。  

(d)  KMB H01-02-04 之裂隙空間分布與跨孔地電阻影像剖面比較圖 (L in  et  a l . ,  2007a ,  c4p197&199;  L in  et  a l . ,  2012c,  c4p 35)：  

  紅色虛線框線內之左側圖，顯示太武山斷層與鑽井關係。  

  紅色虛線框線內之右側圖，顯示 KMB H01-02- 04 之裂隙分布，隨深度變化特性，與跨孔地電阻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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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鑽井位置獲得裂隙面位於約 350 m 深度者，為太武山斷層帶分支之裂隙帶；約 450 m 為太武山斷層頂面 (位態為 N64E/ 70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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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8：H 區水文地質概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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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et al. (2015): SNFD-ITRI-90-301/SNFD-ITRI-TR2015-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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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H 區地形圖 (Tong et  a l . ,  2015,  c2p6)。  

(b)  H 區水系圖 (Tong et  a l . ,  2015,  c2p7)。  

(c )  H 區水文地質概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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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9：H 區花崗岩體與圍岩接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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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韌性構造接觸：和平花崗岩體與大理岩的韌性構造接觸帶，後期正斷層順既有葉理面形成破裂帶 (地下水流通管道 )；拍攝地點：和平。  

(b)  韌性構造接觸：和平花崗岩體與大理岩的韌性構造接觸帶，後期正斷層順既有葉理面形成破裂帶 (地下水流通管道 )；拍攝地點：和平 (2012 年 1

月 7 日 )。  

(c )  侵入接觸及脆性構造：飯包尖山花崗岩體與武塔片岩接觸帶附近，以岩脈侵入圍岩，順葉理面破裂 (地下水流通管道 )；拍攝地點：金洋 (2008 年

10 月 23 日 )。  

(d)  侵入接觸：飯包尖山花崗岩體與武塔片岩接觸帶，呈現密合接觸現象；拍攝地點：金洋 (2012 年 1 月 9 日 )。  

(e)  韌性構造接觸：溪畔花崗岩體與大理岩接觸帶，呈現密合接觸現象；拍攝地點：白沙橋 (2013 年 6 月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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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0：H 區裂隙統計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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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and Ho (2012, p17&p21)

Lo and Ho (2012)[In Chinese: 羅偉、何恭睿(2012)，台灣中央山脈東翼地質區和平溪以南的地質調查與地質特性，東部地區特殊地質地工問題，Sino-GeoTechnics, No. 131, 2012/03, ISSN 1023-0327, United GeoTech,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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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H 區地表裂隙統計圖 (L o a nd Ho,  2012,  p17 & p21)。  

(b)  HCB H01 孔內裂隙及岩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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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臺灣中段山區流域之地下水位及岩屑層調查結果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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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S (2013b)[中央地質調查所，2013，「台灣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研究整體計畫–第一期」－台灣中段山區流域水文地質調查及圖幅繪編－四
年總報告，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執行/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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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岩屑層與電性地層對應圖 (CG S,  2013 b,  f6 .2)。  

(b)  多頻道電磁探測。  

(c )  岩屑層多頻道電磁探測之測點分布圖 (CG S,  2013b,  f6 .1)。  

(d)(i)  地下水位高程 (Y)與地表高程 (X)關係圖 (CG S,  2013 b,  f6 .3)。  

( i i )  岩盤高程 (Y)與地表高程 (X)關係圖 (CG S,  2013 b,  f6 .4)。  

( i i i )  含水層厚度 (Y)與地表高程 (X)關係圖 (CG S,  2013 b,  f6 .5)：  

  中部山區的西側之地下含水層厚度，比東側 (H 區 )厚。  

( iv )  岩屑層厚度 (Y)與地表高程 (X)關係圖 (CG S,  2013 b,  f6 .6)：  

  中部山區的西側之岩屑層厚度，比東側 (H 區 )厚。  

(v )  含水層厚度 (Y)與岩屑層厚度 (X)關係圖 (CG S,  2013 b,  f6 .7)。  

  臺灣中段山區之東側可對應於 H 區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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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2：臺灣中段山區流域之各類水體的氫氧同位素組成分布圖 

  

(a)

(b)

(c)

CGS (2013b, Figure 9-1&9-4&9-5)

CGS (2013b)[中央地質調查所，2013，「台灣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研究整體計畫–第一期」－台灣中段山區流域水文地質調查及圖幅繪編－四
年總報告，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執行/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i) 濁水溪流域

(iii) 北港溪上游流域

(ii) 大甲溪流域

(iv) 烏溪流域

(v) 花蓮溪與立霧溪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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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中段山區之地表水及湧 (溫 )泉採樣位置圖 (CG S,  2013 b,  f9 .4)。  

(b)  臺灣中段山區之觀測井位置圖 (CG S,  2013 b,  f9 .5)。  

(c )  臺灣中段山區之氫氧同位素組成分布 (CG S,  2013b,  f9 .1)：  

  (i)至 (v )為不同流域的氫氧同位素組成分布圖。  

  臺灣中段山區之東側可對應於 H 區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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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3：臺灣中段山區流域之水文地質圖(1/150,000) 

  

CGS (2013b, Appendix 16.3 & Table 12-1)

CGS (2013b)[中央地質調查所，2013，「台灣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研究整體計畫–第一期」－台灣中段山區流域水文地質調查及圖幅繪編－四年總報告，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執行/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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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4：H 區結晶岩體之裂隙帶的水力傳導係數數值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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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Mat, 1999; SinoTech, 2000; SinoTech, 2011)GroundMat (1999)[In Chinese: 廣鎂工程(1999)，和平溪碧海水力發電計畫第一階段，地質鑽探工作報告書，廣鎂工程有限公司/台電公司委辦計畫。]
SinoTech (2000)[In Chinese: 中興工程(2000)，和平溪碧海水力發電計畫，地質調查及大地力學試驗報告，中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台電公司委辦計畫。]
SinoTech (2011)[In Chinese: 中興工程(2011)，台九線蘇花公路和中大清水段工程委託地質探查服務工作—工程地質鑽探報告書，中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交通部公路總局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委辦計畫。]

透過呂琴試驗(Lugeon test，封塞間距2 m至5 m)獲得之H區水力傳導係數(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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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5：H 區地下水流場模擬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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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H 區磁感率所解析的地下岩體及構造分布 (圖  3-90- (b))之剖面 L 3 的磁感率剖面圖 (Tong et  a l . ,  2015,  c4p68)。  

(b)  模擬範圍：  

  大理岩： K=1E- 9 m/s  (緻密岩體假設值 )  

  花崗岩： K=1E- 10 m/s  (假設值 )  

  基盤岩： K=1E- 11 m/s  (假設值 )  

  可能的主要導水裂隙： K=1E- 7 m/s  (假設值 )  

  風化層：厚度 70 m， K=1E- 7 m/ s (假設值 )  

(c )  邊界條件設定：  

  左邊界： Diric hl et 邊界，淡水水頭  

  右邊界： Diric hl et 邊界，海水水頭  

  底部邊界：無流邊界  

  上部邊界 1：假設入滲率 70 mm/ yr  

  上部邊界 2：使用花蓮地區平均降雨量與地表溫度：  

http://sta t .motc .gov .tw/ moc db/s tma in. js p?s ys=100&funid=b8104  
http://sta t .motc .gov .tw/ moc db/s tma in. js p?s ys=100&funid=b8101  

(d)  使用格點： 4,300 個  

(e)  模擬結果：  

  模擬器： TOUG H2-E OS7,  二維模擬  

  鹵水質量分率定義為 (鹵水質量 )/ (鹵水質量 +淡水質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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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6：K 區水文地質概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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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et al. (2012c, c4p9)

(Lin et al., 2010, c5p5&p6; Lin et al., 2012c, c4p16&p17)

(Chiang and Yu, 2009, c4p2; Lin et al., 2010, 

c5p5&p6; Lin et al., 2012c, c4p16&p17)

Chiang and Yu (2009): SNFD-EEL-90-270 / SNFD-ITRI-TR2009-0270

Lin et al. (2010): SNFD-EEL-90-273 / SNFD-ITRI-TR2010-0273

Lin et al. (2012c): SNFD-GEL-90-290 / SNFD-ITRI-TR2012-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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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K 區地質圖及 1999 年至 2010 年調查地點位置圖 (Lin  et  a l . ,  2012c,  c4p9 )； AA’至 G G ’為展示剖面線。。  

(b)  K 區東部 KMB H03-06 剖面朝南之之水文地質概念模式展示圖，及導水構造流向示意圖 (L in  et  a l . ,  2010,  c5p5&p6;  L in  et  a l . ,  2012 c,  c 4p16&p17 )： 

  其三角形區域所對應的位置，請參考圖 a (Lin  et  a l . ,  2010,  c5p5&p6;  Lin  et  a l . ,  2012,  c4p16&p17)。  

(c )  K 區水文地質概念模式：  

  括號內的數字為通井狀態下的水位數據，日期為 2008/ 04/ 15 (C hia ng and Yu ,  2009 ,  c4p2)。  

  綠色實線為輝綠岩脈 (阻水構造 )，呈東北向分布 (N30E/ 80N )，每公里間距約 100 m 寬度的岩脈。  

  藍色虛線箭頭為地下水的可能流向；藍色虛線箭頭 (含 ?符號 )為斗門岩體導水構造帶的可能水流方向。  

  太武山斷層南側岩體之主要導水裂隙帶內，往西北方向流動的地下水流向，在太武山斷層帶跨孔試驗場附近，因輝綠岩脈 (阻水構造 )影響，

轉向偏東北流向 (L in  et  a l . ,  2010,  c5p5–p6;  L in  et  a l . ,  2012c,  c4p16–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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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7：K 區花崗岩體之裂隙帶的水力傳導係數數值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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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KMB H01 至 KMB H0 6 鑽鑿位置的決定，主要係根據地電阻研判結果，選擇可能為主要導水裂隙的位置 (圖  3-115)，亦即 KMB H01 至 KMB H06 之

原始鑽探目的，主要在確認地電阻研判結果是否正確。  

  在破裂帶的導水構造中，可預期水力傳導係數會比完整岩體高，且不一定會隨深度遞減；其水力傳導係數主要取決於其破裂程度與連通性。  

  除了 KMB H05 外，裂隙水力傳導係數值 (L in  et  a l . ,  2012c,  a c3p47 )，並無明顯隨深度的增加而有遞減之現象。  

  KMB H05 的鑽鑿位置，因用地取得有困難，其鑽鑿位置往南偏離約百米，岩心相當完整，其孔內水力傳導係數，呈現隨深度降低的趨勢。  

  針對導水特性較差的裂隙段，亦進行 9 段雙封塞水力試驗，礙於時間尺度，僅能估計其數值小於  10−9 m/s  (Lin  et  a l . ,  2013,  c 3.2.2)，略大於室

內完整岩塊的水力試驗值 (3.2 × 10−11 m/s )(Ya ng et  a l . ,  2007,  c3p15)。  

  4 組孔內脈衝示驗結果顯示，水力傳導係數值約介於 10−10  m/s 至 10−9 m/s 之間 (Lin  et  a l . ,  2013,  c3p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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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8：K 區地下水流場特性模擬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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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模擬範圍：  

  F1:  主要導水裂隙 ,  N 64E/ 70N,  寬度 200 m,  K = 5E -6  m/s  

  F2:  主要導水裂隙 ,  N 80W/ 50S,  寬度 20 m,  K  = 5E - 6 m/s  

  D1-D10:  水流障壁  (岩脈 ),  N 30E/ 80N ,  寬度 100 m,  K = 1E - 11 m/s  

  母岩 (土黃色 ),  K = 1E- 10 m/s  

  風化層 (不在圖中 ),  厚度 70 m,  K  = 1E -5  m/s  

  KMB H0#:鑽井編號  

(b)  側邊邊界條件設定  

(c )  上部與底部邊界條件設定  

(d)  格點：非結構性網格，總格點數約 1 百萬  

(e)  模擬結果：  

(e-1)： F 1 中的鹵水質量分率分布  

(e-2)： F 1 的水頭分布  

(e-3)： C-C ’剖面的鹵水質量分率分布  

(e-4)： C-C ’剖面的水頭分布  

  鹵水質量分率與水頭分布在 F1 構造中呈現碗型  

  鹵水質量分率與水頭分布在 C-C ’剖面中都受到水流障壁影響  

  在 TOUG H2裡，鹵水質量分率定義為 (鹵水質量 )/ (鹵水質量 +淡水質量 )  

  模擬器： TOUG H2:  E O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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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9：臺灣不同花崗岩地區之地下水平均水質的 Stiff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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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各地下水之詳細平均水質數據，請參考表  3-16。  

  WC 及 Ä spö 為其原始平均水質稀釋 10 倍之 St if f 圖。  

  下圖為全世界平均海水水質 (Stumm and M orga n,  1981,  p567)稀釋 10 倍的 St if f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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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0：H 區化學緩衝能力(1/3) 

  

(a)

Year pH DO BOD S.S. NH3-N T.P. 
  ppm ppm ppm ppm ppm 

2006 8.3 8.9 1.9 1251 0.04 0.60 
2007 8.2 9.4 1.8 1194 0.04 0.87 
2008 8.2 9.0 1.4 1501 0.07 0.53 
2009 8.2 8.8 1.4 923 0.03 0.37 
2010 8.3 9.1 2.6 796 0.03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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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ct script, saved Thu Mar 24 2011 by 860658

data = "C:\Program Files\Gwb\Gtdata\thermo.com.V8.R6+.SaultOut.dat" verify

temperature = 25

H2O          = 1 free kg

swap O2(g) for O2(aq)

O2(g)        = -.67778 log fugacity

swap CO2(g) for H+

CO2(g)       = -3.4 log fugacity

HCO3- = 1e-20 molal

Ca++         = 1e-20 molal

balance on HCO3-

fix fugacity of CO2(g)

fix fugacity of O2(g)

react 1 mol of Calc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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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中視微視

裂隙中的方解石沉澱

(http://wq.epa.gov.tw/WQEPA/Code/Station.aspx?Area=2500&Water=River)

(e)

(b) (c)

(d)

(f)
EPATW (2014)

EPATW (2014)[In Chinese: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http://wq.epa.gov.tw/WQEPA/Code/Station.aspx?Area=2500&Water=River)].



 

 3-514 

 
註解：  

(a )  和平地區地質圖。  

  紅色地區代表花崗岩體出露地區。  

  藍色地區代表大理岩出露地區。  

  灰色地區代表片岩出露地區。  

(b)  照片：和平地區深井岩心 (HCB H01)的顯微鏡片，顯示方解石 (calc ite )沉澱 /填於花崗岩裂隙中。  

(c )  照片：方解石沉澱 /充填於花崗岩隧道面的裂隙中；拍攝地點：溪畔隧道。  

(d)  照片：方解石沉澱 /充填於花崗岩岩心 (白沙橋 )的石英脈裂隙中；與鹽酸反應生成氣泡，岩心來源：燕子口。  

(e)  和平溪水質現地監測資料 (E PA TW,  2014)：  

  監測資料顯示和平溪在 5 年 (2006 年至 2010 年 )期間，其 pH 質均保持在約 8.2 至 8.3 間，非常穩定。  

(f)  方解石在水中與大氣達平衡時的 pH 理論值之模擬過程與結果：  

  pH 模擬結果為 8.2，可用以說明為何該和平地區的水質均保持 (緩衝 )在約 8.2 至 8.3 間。  

  和平地區的地下水水質受方解石主控 (緩衝 )，極易在裂隙中產生沉澱 /充填，進而阻塞裂隙；方解石的主要來源為花崗岩的廣大圍岩 (大理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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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1：H 區化學緩衝能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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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S (2013a)[In Chinese: 地調所(2013)，「台灣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研究整體計畫–第一期」－台灣中段山區流域水文地質調查及圖幅繪編(4/4)(第四年度)期末報告，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委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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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東北部 (花蓮北部地區 )地表水 (河水 )之 pH、 Eh 分布圖 (C GS,  2013a,  c 3p 44 & p47 )：  

  資料表達方式 [pH、 Eh]。  

(b)  臺灣東北部 (花蓮北部地區 )地下水 (≤100 m )之 pH、 Eh 分布圖 (CG S,  2013a ,  c3p45 & p48 )：  

  資料表達方式 [pH、 Eh@採樣深度 ]。  

  部分地點，雖然深度不深 (≤100 m )，但已屬相對還原環境 (E h 小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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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2：H 區化學緩衝能力(3/3) 

  

Chen et al. (2012, c4p3)

Chen et al. (2012): SNFD-GEL-90-284/SNFD-ITRI-TR2012-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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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HCB H01 地質探勘孔 (603 m )通井抽水洗井過程的監測數據圖 (C hen et  a l . ,  2012,  c4p3 )：  

  HCB H01 地質探勘孔的套管下至 60 m， 60 m 至 600 m 間為裸孔。  

  抽水洗井過程中，沉水馬達置於井底約 599 m 深度，抽出至地表的地下水，以水質監測儀器，於地表出水口連續監測其水質 (pH & E C )。  

  監測數據顯示，可能有兩個 pH 緩衝系統在作用，一組 pH 介於 9.2 至 9 之間，一組介於 8.4 至 8.2 之間。  

  抽水洗井過程之水質變化現象：  

  在總抽水量小於 50 m3前，可能因鑽探過程所殘留的鑽削及膨潤土，被以高濃度流體自井底快速抽出至地表，由地層 (60 m 至 600 m)

持續補注至井內的新鮮地下水，使得地表出水口的 pH 值快速由 9.8 降至 9.2，電導度由 0.5  mS/c m 降至 0.43 mS/c m。  

  當總抽水量介於 50 m3至 100 m3間，井內仍有少量殘餘微量的鑽削及膨潤土，被以低濃度的緩慢抽出，使地表出水口的 pH 值緩慢由

9.2 降至 9，電導度由 0.43 mS/cm 降至 0.41 mS/c m。  

  當總抽水量介於 100 m3至 225 m3間，鑽削及膨潤土的影響仍在，但應僅剩微量，故持續的自井底抽水，使地表出水口的 pH 值快速

由 9 降至 8.3，電導度機乎不變，約為 0.41 mS/c m 至 0.4  mS/c m。  

  當總抽水量大於 225 m3後，井內應已無鑽削及膨潤土的影響，持續的由井底抽水過程使得由地層 (60 m 至 600 m)持續補注新鮮地下

水進入井內，因此，出口水質應已回歸穩定的現地地層背景數值， pH 值約為 8.3,  電導度約為 0.4  mS/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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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3：H 區氫氧同位素分布圖  

(a)

(b)

(c)

CGS (2013a, c3p66)

CGS (2013a, c3p67)

CGS (2013a, c3p67)

CGS (2013a)[In Chinese: 地調所(2013)，「台灣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研究整體計畫–第一期」－台灣中段山區流域水文地質調查及圖幅繪編(4/4)(第四年度)期末報告，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委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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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東北部 (花蓮北部地區 )氫氧同位素取樣地點分布圖 (CG S,  2013a,  c 3p66 )。  

(b)  花蓮北部地區之氫氧同位素分布圖 (CG S,  2013a,  c 3p67)。  

(c )  合歡山地區之氫氧同位素分布圖 (CG S,  2013a ,  c 3p67)。  

  花蓮北部地區及合歡山地區之氫氧同位素分布特性 (圖  3-133- (b)  & (c))，均顯示地下水的主要來源為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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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4：H 區花崗岩體代表性岩心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Chen et al. (2012): SNFD-GEL-90-284/SNFD-ITRI-TR2012-0284

Chen et al. (2012, Figure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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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HCB H01 代表性岩心 (C hen et  a l . ,  2012,  f5 . 1)：  

(a )  56  m 至 60 m 岩心 (花崗岩及受剪切作用影響之花崗片麻岩 )。  

(b)  152 m 至 156 m 岩心 (花崗片麻岩 )。  

(c )  300 m 至 304 m 岩心 (細粒花崗岩 )。  

(d)  456 m 至 460 m 岩心 (斑狀花崗片麻岩 )。  

  HCB H01 破碎帶區段岩心 (Chen et  a l . ,  2012,  A ppendix  B )：   

(e)  76  m 至 80 m 岩心 (破碎帶區段岩心 )。  

(f)  124 m 至 128 m 岩心 (破碎帶區段岩心 )。  

(g)  212 m 至 216 m 岩心 (破碎帶區段岩心 )。  

(h)  240 m 至 244 m 岩心 (破碎帶區段岩心 )。  

( i )  268 m 至 272 m 岩心 (破碎帶區段岩心 )。  

( j)  336 m 至 340 m 岩心 (破碎帶區段岩心 )。  

(k )  340 m 至 344 m 岩心 (破碎帶區段岩心 )。  

( l )  344 m 至 348 m 岩心 (破碎帶區段岩心 )。  

  HCB H01 地質探勘孔：  

  2011 年 5 月 18 日開鑽， 2011 年 9 月 5 日完成鑽鑿，總長度 603 m。  

  2012 年 4 月 17 日於地方民意要求下，完成封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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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5：HCBH01 岩心切割取樣過程與新鮮岩心照片 

 

(b) 切段(a) 剖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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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ieh (2015): SNFD-ITRI-90-306/SNFD-ITRI-TR2015-0306
Hsieh (2015, Figur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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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6：HCBH01 不同深度岩心之礦物組成及地球物理井測圖 

  

296 m

(a) (b)

~300 m

Chen et al. (2015b, Figure 5-1&2)
Hsieh (2015, Figure 2-11)

Chen et al. (2015b): SNFD-ITRI-90-308/SNFD-ITRI-TR2015-0308

Hsieh (2015): SNFD-ITRI-90-306/SNFD-ITRI-TR2015-0306

+++: 石英、斜長石
++: 白雲母
+ : 鉀長石、黑雲母

+++: 石英、斜長石
++: 黑雲母
+ : 白雲母、鉀長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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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HCB H01 不同深度岩心之礦物組成 (Hsieh ,  2015,  f2 .11)。  

(b)  HCB H01 地層特性之地球物理井測及超音波電視井錄圖 (Chen et  a l . ,  2015 b,  f5 .1  & 2)：  

  深度 296 m 處具有岩體物性的明顯分界，區分為上下區段，可能為岩體岩性變化或構造剪切作用有關。  

  研判於深度 296 m 以上，屬於剪切帶範圍，自 296 m 以下則逐漸遠離剪切帶，岩體大致上屬於比較完整的型態 (C hen et  a l . ,  2015 b,  c 6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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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7：HCBH01 岩心之岩性分類及化學組成  

H區花崗岩之稀土元素分布圖(REE pattern)

1. 鉀長花崗岩
2. 正長花崗岩
3. 二長花崗岩
4. 花崗閃長岩
5. 英雲閃長岩

Q (石英)

P (斜長石)

A (鹼性長石)

(a)

(b)

(c)

(d)

Hsieh (2015, Figure 2-9)

Hsieh (2015, Figure 2-17)

Hsieh (2015, Figure 2-12)

Hsieh (2015, Figure 2-16)

Hsieh (2015): SNFD-ITRI-90-306/SNFD-ITRI-TR2015-0306
H區花崗岩之蛛網圖(Spider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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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岩性分類 QA P 圖 (Hs ieh ,  2015,  f2 .9)。  

  Qua rtz  (Q),  Alkal i  fel ds pa r (A ) ,  Pla gioclas e fel dspa r  (P)  dia gram for  igneous  rock clas si f ica tion dia gram (Streck eis en,  1976,  p8)  
(b)  岩性分類 TA S 圖 (Hs ieh ,  2015,  f2 .12)。  

  TA S:  Total  Alkal ine versus Si l ica  diagra m ( Cox et  a l . ,  1979,  p42 - 82) 
  TA S 圖是根據全岩粉末地球化學之主要元素分析中的 SiO2、 Na2O與 K2O含量，所建立之火成岩岩性鑑別圖。  

  利用 T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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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B H01 新鮮岩心主要元素分析結果顯示， SiO2含量集中於 62 wt%至 72 wt%之間， Na2O  K2O約 5.9  wt%至 7.6  wt%。  

  H 區和平花崗片麻岩體主要為中酸性到酸性的花崗閃長岩 (gra nodiori te)與花崗岩 (gra 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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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l eri te)或輝長岩 (ga bbro)，以岩脈方式侵入，表現出分布較大的組

成範圍；而 K 區斗門岩體則是以中性至中酸性的閃長岩 –花崗閃長岩為主體。  

  離島 K 區花崗岩體的組成分布範圍較大，而本島花崗岩體組成較為一致。  

(c )  REEPa ttern 分布圖 (Hsieh ,  2015,  f2 .16)。  

  隕石標準化稀土元素分布圖；一種用以了瞭解岩石中稀土元素分布呈現規則與變化的分布圖，是利用 Sun a nd Mc Donough (1989,  p318)所

報導的球粒隕石稀土元素含量進行標準化，繪製對球粒隕石標準化的稀土元素分布圖 (chondrite- normalized ra re ea rth el ement  pattern)。  

  分布圖橫軸以原子序由小至大排列 (La、 Ce、 Pr、 Nd、 Sm、 Eu、 Gd、 Tb、 Dy、 Ho、 Er、 Tm、 Yb、 Lu)，縱軸則為岩樣分析值與球粒隕石之

對數比值。  

  將岩石樣本標準化後之各稀土元素對數比值相連，即成為一條分布線，透過討論分布線的傾斜方式、斜率或特殊元素富集與虧損狀 況，可

以比對不同岩體的性質異同。  

(d)  SpiderG ra m 分布圖 (Hsieh ,  2015,  f2 .17)。  

  原始地函標準化之不相容元素分布圖 (primitive  ma ntl e- normalized incompa tibl e  el ement dia gra m)。  

  一個用以探討岩漿演化和分異情形的微量元素分布圖，是利用 Sun a nd McDonough (1989,  p318)所報導原始地函之不相容元素含量為標準，

各微量元素與標準值相除後，取對數作圖，由於各元素分布之連線與蜘蛛網相似，又可稱之為蛛網圖 (s pi dergra 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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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8：K 區淺層及深層地下水質特性 

  

T Eh pH EC HCO3 Cl SO4 Na K Ca Mg Fe

℃ mV mS/cm ppm ppm ppm ppm ppm ppm ppm ppm

Shallow Groundwater  (<50 m)

Min 165 4.6 79 21.0 1.0 11.0 0.5 2.5 1.0 0.10

Max 507 7.1 1051 201.0 109.0 104.0 8.9 67.6 27.0 15.30

Ave 360 5.6 407 77.7 25.1 44.2 2.8 19.6 10.2 3.36

Deep groundwater (300 ~ 500 m)

Min 29 -478 6.9 280 46.6 22.6 3.5 17.2 1.3 5.9 0.3 0.06

Max 32 -14 9.8 438 93.3 47.4 15.0 49.5 7.1 26.8 3.7 0.77

Ave 31 -339 8.6 345 71.0 34.6 9.9 36.0 3.6 15.1 1.6 0.43

 淺層地下水(貝勒管取樣)，18組數據引用自Liu (2008)

 深層地下水(封塞取樣)，7組數據取自KMBH01, KMBH04和KMBH06 (300 m 500 m)

淺層地下水(微洗井或貝勒管取樣) 深層地下水(封塞取樣)

(a) (b)

(c)

(Liu et al., 2008; Lin et al., 2012c, ac4p41)

Lin et al. (2012c): SNFD-GEL-90-290/SNFD-ITRI-TR2012-0290

Liu et al. (2008)[Liu, C.-W., Jang, C.-S., Chen, C.-P., Lin, C.-N., and Lou, K.-L. (2008), Characterization of groundwater quality in Kinmen Island using multivariate analysis and geochemical modeling, Hydrological Process, Vol. 22, pp. 276-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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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淺層地下水之取樣地點及方法示意圖。  

(b)  深層地下水之取樣地點及方法示意圖。  

(c )  淺層及深層地下水值彙整表：  

  淺層地下水 (小於 50 m)水質，取自民用水井 (L iu  et  a l . ,  2008)。  

  深層地下水 (300 m 至 500 m )水質，取自孔內封塞段 (Lin  et  a l . ,  2012c,  ac 4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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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9：K 區孔內深層地下水之取樣工具及判斷標準 

 

功能：

 地下水封塞取樣 與/或 長期監測

 水力試驗

規格：

 深度可達1,000 m

 直井/斜井

(Chemical and Hydraulic Exploration Marlinespike for groundWater Isolated in a boreHole)

ChemWish
(a)

(b) (c) (d)

Lin et al. (2012c, ac4p3)

Lin et al. (2012c): SNFD-GEL-90-290/SNFD-ITRI-TR2012-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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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K 區孔內深層地下水取樣工具：  

  除淺層套管外， K 區地質探勘孔均以裸孔建置，孔內裂隙帶之地下水水樣，均以封塞抽水取樣方式取得，以避免混合到孔內其他深度的地

下水 (Lin  et  a l . ,  2012c,  ac4p3)。  

  ChemWish  (Chemical  a nd Hydraul ic  E x plora tion Ma rl ines pik e for groundWa ter Isola ted in a  borehole)，是 K 區孔內深層地下水的取樣工

具；其取樣過程，說明如下：  

  封塞段內的地下水，以氣動 (氮氣 )裝置將地下水以脈動方式，經 1/4 吋 PU 管抽取至地表，每次脈動都會造成封塞段的水壓下降 (如圖

(b)及圖 (c )所示 )，而使得鄰孔周圍裂隙帶的地下水進入封塞段中。  

  封塞段內有安裝化學感應器，用以連續監測封塞段內地下水之溫度、水壓、酸鹼度、氧化還原電位、溶氧量及電導度，並將訊號即時

傳遞至地表監視器及記錄系統。  

  在進行地下水取樣前，至少必須抽取 3 倍封塞段體積的地下水至地表，且封塞段內地下水之連續監測數據必須達穩定數值 (如圖 (b)所

示 )，其變動範圍，必須小於： pH≦±0.2,  EC≦±3%,  R edox≦±20mV。  

  在進行地下水取樣時，封塞段內地下水，經 PU 管被抽取至地表控制模組之不銹鋼鋼瓶內；該鋼瓶於取樣前，經抽真空並灌入特定壓力

的惰性氣體，避免負壓使外界氣體進入鋼瓶。  

  取得水樣後，將該不銹鋼鋼瓶閥門關閉，冷藏送實驗室分析。  

(b)  ChemWish 執行孔內雙封塞取樣前及取樣過程的觀測數據範例圖，詳細內容請參考 Chang et  a l .  (2007,  c4p10&p14)。  

(c )  ChemWish 執行孔內雙封塞 Puls e Test 及 Slug  Test 過程的觀測數據 (封塞段水壓隨時間變化情形 )範例圖。  

(d)  ChemWish 執行孔內雙封塞水質長期觀測數據範例圖，詳細內容請參考 Chang et  a l .  (2010,  c 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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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0：K 區孔內深層地下水取樣之封塞段位置判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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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裸孔通井抽水干擾前後的通井化學井測圖，可供研判孔內具水質明顯變化的裂隙段。  

(b)  裸孔地物井測及裂隙帶研判圖。  

(c )  裸孔通井微流速井測及裂隙帶研判圖。  

  正值的微流速，代表孔內的水流由下往上流。  

  當孔內某位置，同時具有正值及負值微流速流向該位置時，代表孔內地下水由該位置流出至岩層。  

  當孔內某位置，同時具有正值及負值微流速流出該位置時，代表岩層地下水，由該位置流入至孔內。  

(d)  孔內攝影裂隙帶之影像範例圖。  

  地下水封塞取樣，因耗時甚久 (圖  3-139- (b))，故必須於事前進行採樣位置的規劃。圖 (a )至圖 (d)為決定孔內封塞段的判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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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1：K 區深層地下水水質之 Stiff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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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St if f 圖之參數分布位置定義說明，及全球平均河水的 St if f 圖 (Faure,  1991,  p442)。  

  所有離子的濃度均為當量濃度， meq/kg  of  G W。  

  St if f 圖的左側，由上而下，分別為 Na+K、 Ca、 Mg 離子的當量濃度。  

  St if f 圖的右側，由上而下，分別為 Cl、HCO3
−  CO3

−2、 SO4
−2離子的當量濃度。  

(b)  K 區孔內深層水質之 St if f 圖。  

  水質分析詳細數據，請參考表  3-17。  

  紅色虛框代表其水質分析結果未達離子平衡 (大於 15%)。  

(c )  全世界平均海水水質 (Stumm a nd M orga n,  1981,  p567)稀釋 10 倍的 Sti ff 圖。  

  因海水離子濃度相對較大，必須稀釋 10 倍，方能在同一張圖呈現。  

 
  



 

 3-536 

 

 
圖 3-142：K 區深層地下水水質之 Piper 圖及 2H-18O 同位素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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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K 區地質圖及 1999 年至 2010 年 R &D 活動位置分布圖 (Lin  et  a l . ,  2012c,  c 4p9 )。  

(b)  K 區水文地質概念模式圖；請參考圖  3-126 之圖解說明。  

(c )  K 區地下水 pH 及 E h 之三維空間數據網格化計算結果 (Lin  et  a l . ,  2010,  c5p10&p11)。  

(d)  K 區地下水質之氫氧同位素關係圖 (L in  et  a l . ,  2010, c 4p12)。  

(e)  K 區地下水質之 Piper  dia gra m(L in et  a l . ,  2010,  c4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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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3：K 區深層地下水水質之二變量散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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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Na+ vs. Cl−圖：  

  由 Na+ vs. Cl−圖中顯示，應有來自於非天水的 Na 離子源，尤其是 KMB H03 及 KMBH05(太武山

北側 )的水質，例如 :鈉長石的風化或離子交換產生的鈉離子。  

(b)  [Ca+2]  vs. [Na
+] 分布圖：  

  [Ca+2]  [Ca
+2]  [Mg+2]  [SO4

−2]  [Cl−]  
  [Na+]  [Na

+]  [Cl−] 
  斜率 -1 代表處於離子交換平衡狀態。  

  圖中顯示，大部份的水質可能呈離子交換平衡狀態，尤其是 KM BH01、 KMB H02、 KMB H04

及 KMB H06(太武山南側 )。  

(c )  [Ca+2]  [Mg+2] vs. [SO4
−2]  [HCO3

−]分布圖：  

  若水溶液中的所有相關離子，均僅來自於方解石、白雲石，或石膏的平衡溶解，則其斜率應

為 1。  

  圖中顯示，在高離子濃度狀態下，可能有明顯的離子交換作用發生，或有其他非來自於石膏

的硫酸根，及非來自於方解石、白雲石的碳酸根，使得其斜率明顯偏離 1。  

  水質數據及資料來源，請參考表  3-17。  

  二變量散點圖特性：  

(1)  [Na+] vs.  [Cl−] 圖 (Jac ob et  a l . ,  2014,  p10/ 17;  Ra jmoha n and Ela ngo,  2004,  p51&53 ；

Srinivasa moorthy et  a l . ,  2011,  p21)：  

(a )  斜率 =1，係假設所有的 [Na+]和  [Cl−]是來自天水中的 NaCl。  

(b)  資料點位於線的上方，代表有其他的 [Na+]來源。例如：  

  鈉長石的風化  

  正向離子交換 (Ca+2  Na2Clay ⟹ CaClay  2Na
+)  

(2)  [Ca+2]  vs. [Na
+] 圖 (Ra jmoha n a nd Ela ngo,  2004,  p58 )：  

(a )  斜率 =-1，係假設陽離子交換達平衡狀態。  

(b)  [Ca+2]  [Ca
+2]  [Mg+2]  [SO4

−2]  [HCO3
−] 

(c )  [Na+]  [Na
+]  [Cl−] 

(d)  資料點位於線的上方，代表有其他的 [Ca+2] 來源。例如：  

  含 Ca 或 Mg 的矽酸鹽類的風化。  

  缺乏 Na2Clay 。  

(e)  資料點位於線的下方，代表有其他的 [Na+] 來源。例如：  

  其他的硫酸鹽及碳酸氫鹽來源。  

  缺乏 CaClay。  

(3)  [Ca+2]  [Mg+2] vs. [SO4
−2]  [HCO3

−]圖 (Jacob et  a l . ,  2014,  p10/17； Rajmoha n a nd Ela ngo,  2004,  

p57)：  

(a )  斜率 =1，係假設所有的離子是來自方解石、白雲石和石膏。  

(b)  資料點位於線的上方，代表有其他的 [Ca+2]或 [Mg+2]來源。例如：  

  含 Ca 或 Mg 的矽酸鹽類的風化。  

  反向離子交換 (2Na+  CaClay ⟹ Na2Clay  Ca
+2)。  

(c )  資料點位於線的下方，代表：  

  正向離子交換 (Ca+2  Na2Clay ⟹ CaClay  2Na
+)。  

  其他的硫酸鹽及碳酸氫鹽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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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4：K 區花崗岩岩心之岩相與 XRD 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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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5：K 區花崗岩岩心之化學組成及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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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岩性分類 QA P 圖。  

(b)  岩性分類 TA S 圖 (Hs ieh  a nd Lin ,  2012,  f4 .9)。  

  TA S:  Total  Alkal ine versus Si l ica  diagra m ( Cox et  a l . ,  1979,  p42 - 82) 
  TA S 圖是根據全岩粉末地球化學之主要元素分析中的 SiO2、 Na2O與 K2O含量，所建立之火成岩岩性鑑別圖。  

  利用 T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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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隕石標準化稀土元素分布圖 (Hsieh  a nd L in,  2012,  f4 .11)：  

  在稀土元素總含量上，裂隙帶都明顯富集。  

  推論是受到蝕變作用下，易遷移性元素被溶解帶離，但稀土元素仍保留並相對富集。  

(d)  原始地函標準化不相容元素分布圖 (Hsieh  a nd Lin ,  2012,  f4 .12)：  

  裂隙帶相較於新鮮花崗岩的微量元素分布，呈現某些稀土元素富集現象。  

  顯示裂隙中因長期岩 –水反應結果，含可吸附 La、 Ce、 Sm、 Nd 等元素的次生礦物 (如風化產生的絹雲母、高嶺石、黏土及方解石等次生礦

物，圖  3-144) (Hsieh  and L in,  2012,  c4p20 -c 4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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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6：核種理論溶解度與 pH 及 Eh 關係示意圖  

KMBH01:489~492m

KMBH01:351~354m

KMBH04:344~346m

KMBH04:498~500m

KMBH04:269~271m

KMBH03:390~392m

KMBH03:479~481m

KMBH01:195~198m

KMBH04:054~056m

KMBH03:094~096m

KMBH05:094~096m

KMBH05:258~260m

KMBH06:128~130m

KMBH06:278~280m

KMBH06:499~501m

pH = 8.6

pe=-5.73

(a) (b)

(c)

pH與Eh，強烈影響U的理論溶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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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U 元素在 32 ℃及 KM5 水質條件下的 Eh-pH 穩定相圖。  

  橫軸為 pH，右邊縱軸為氧化還原電位 (E h,  mV)，左邊縱軸為 pe； pe 為氧化還原電位的一種表達方式。  

  32 ℃為 KM 5 平均水質的平均溫度。  

  KM 5 係 K 區 400 m 至 500 m 深度的平均水值條件，其詳細數值，如表  3-17 所示 (SN FD-ITRI-2016- 0002- t3 .17)。  

  Eh-pH 相圖的繪製係使用計畫內部自行開發之 Phas eC hem 程式，並採用與反應路徑模擬所使用之地化軟體 (G WB)的相同熱力學資料庫

(thermo.c om.V8.R6+.dat)，並假設各離子活性等於離子濃度，亦即，不考慮活性係數的影響。  

  Eh-pH 相圖以 10−6 mol e/L，作為判斷穩定區間的 U 元素溶解度限值。  

  相圖中之各顏色星號位置，為 K 區各孔孔內之各深度所實際量測到 Eh及 pH數值。  

  由相圖可知，在 K 區的水質條件中，用過核子燃料的主要成分 (Ura ninite,  UO2(s))具有很大的 Eh- pH 穩定區間 (深咖啡色區間 )，越還原的

化學環境越穩定。  

(b)  Ura ninite 的溶解度 (圖中綠色實線及虛線 )，在 pH 等於 8.6 條件下，隨 pe 改變的變化情形：  

  綠色實線為 Ura ninite 在 31  ℃的理論溶解度。  

  綠色實線為 Ura ninite 在 80  ℃的理論溶解度。  

  對應圖 a 可知，一旦 pH 及 pe 數值遠離 Ura ninite 的穩定區間時，則其理論溶解度將大幅提高。  

  K 區在 300 m 至 500 m 深度之平均水質 (表  3- 16 之 KM i)的溫度約 31℃、 pH 等於 8.6、 pe 值等於 -5.75.  

  80  ℃為預期工程障壁系統與天然障壁系統交界間的最高溫度。  

  理論溶解度由 GWB (Geochemist ’s  Workbench®, Version 9)  (B ethk e,  2008)計算，計算過程採用 thermo.c om.V8.R6+.dat 熱力學資料庫。  

(c )  Ura ninite 的溶解度，在 pe 等於 -5 .73 條件下，隨 pH 改變的變化情形：  

  相關說明，同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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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7：K 區反應路徑模擬之設計案例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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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sh Granite (KMBH0416(462.60-463.00m)):
35 V%  uart  (SiO2)

45 V% Microcline KAlSi3O8
15 V% Plagioclase 79V%Ab  21V%An 
11.85 V% Albite (NaAlSi3O8)
   3.15 V% Anorthite (CaAl2 SiO4 2)
5 V% Biotite (25V% Phlogopite  75V% Annite)
1.25 V% Phlogopite (KAlMg3Si3O10 OH 2)
3.75 V% Annite (KFe3AlSi3O10 OH 2)

Weathering products:
Quartz (SiO2)
Epidode (Ca2FeAl2Si3O12OH)
Calcite (CaCO3)
Pyrite (FeS2)
Kaolinite (Al2Si2O5 OH 4)
Daphnite-14A (chlorite) (Fe5AlAlSi3O10 OH 8)
Tremolite (amphibole) (Ca2Mg5Si8O22 OH 2)
Andradite (garnet) (Ca3Fe2 SiO4 3)
Grossular (garnet) (Ca3Al2 SiO4 3)
Zoisite (allanite, zoisite) (Ca2Al3O SiO4 Si2O7 OH )
Muscovite (sericite, muscovite) (KAl3Si3O10 OH 2)
Fluorapatite (Ca5 PO4 3F)
Saponite-Ca (smectite) (𝐶𝑎0.165  3  0.33  3.67𝑂10 𝑂𝐻 2)
Nontronite-Ca (smectite) (𝐶𝑎0.165  2  0.33  3.67𝑂10 𝑂𝐻 2)
Nontronite-Na (smectite) ( 𝑎0.33  2  0.33  3.67𝑂10 𝑂𝐻 2)
C (reducing carbon) 

𝐶𝑂2( )  𝐶𝑂2(  )
𝐶𝑂2(  )  𝐻2𝑂  𝐻2𝐶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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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5：未飽和層情境

案例4：淺層開放裂隙情境

案例1：深層封閉裂隙情境

案例3：深層開挖擾動情境

案例2：深層開放裂隙情境

 Nuclide solubility/adsorption = function of pH & Eh
 Material (Cu, bentonite) stability = function of pH & Eh

Lin et al. (2015b, Figure 2)

(Lin et al., 2015b)[Lin, C.K., Chang, Y.T., Hsieh, P.S., and Chen, S.C. (2015)][Lin, C.K., Chang, Y.T., Hsieh, P.S., and Chen, S.C. (2015a), Applications of reaction-path modelling in geological disposal concept of radioactive waste, East Asia Forum on Radwaste Management, Oct. 25-28, 2015, Taichung City]



 

 3-546 

 
註解：  

案例 1：深層封閉裂隙情境  

  目的：本案例可供用以研判深地層在無干擾狀態下之水文地球化學的可能特性，或用以研判地下水取樣分析結果與所謂熱力學平衡狀態的

差距。  

  假設：本案例假設「深層地下水」與新鮮岩石接觸後，馬上與外界隔絕，形成一個封閉式的反應系統，進行其化學演化。  

案例 2：深層開放裂隙情境  

  目的：本案例之模擬結果，可供建構安全評估之主要導水裂隙化學環境可能面臨的 pH 上限值及 Eh 下限值，研判在深層地下水流動管道內，

或其週遭裂隙之水文地球化學環境的可能特性。另外，本情境與深層封閉裂隙 (情境 1)之反應路徑模擬條件，與深地層風化岩心的環境接

近，因此，可比對次生礦物相的實驗分析與模擬結果，研判模擬結果的合理性。  

  假設：本案例假設「深層地下水」與新鮮岩石接觸時，因地下水的流動，使整個反應系統的風化驅動力，如 CO2的含量 (逸壓 )，維持在一個

定值；假設該定值等於深層水質的分析結果。  

案例 3：深層開挖擾動情  

  目的：本案例之模擬結果，可供評估近場開挖擾動行為對水文地球化學環境的可能變動範圍。雖然在深地層處置概念的時間尺度 (百萬年 )

中，地層處置開挖及運轉的工程行為，僅為相對地短暫 (數十年 )，但相關工程行為，如內燃機的使用帶入大量 CO2、因通風需求帶入大量 O2，

將干擾原本深地層的水文地球化學特性。  

  假設：本案例假設「深層地下水」與新鮮岩石接觸時，地下水的風化驅動力，瞬間提高至高 CO2含量 (PCO =10,000 ppm)及高 O2含量的條件

(PO =0.2  atm)後，因處置設施封閉未能持續提供 CO2及 O2，使得該封閉式反應系統中的 CO2及 O2含量，因反應而持續降低。  

案例 4：淺層開放裂隙情境  

  目的：本案例之模擬結果，可供建構安全評估之主要導水裂隙化學環境可能面臨的 pH 下限值及 Eh 上限值，研判在淺層地下水流動管道內，

或其週遭裂隙之水文地球化學環境的可能特性。  

  假設：本案例假設「淺層地下水」與新鮮岩石接觸時，因淺層地下水受其上方未飽和層的高 CO2含量的影響，使整個反應系統的 CO2風化驅動

力，維持在一個定值 (假設 PCO =10,000 ppm)。  

案例 5：未飽和層情境  

  目的：本案例之模擬結果，主要用以評估地表入滲水的可能水質條件。未飽和層中的地下水，上接富含 O2的天然雨水，向下為淺層地下水

的主要來源。由於未飽和層上部的土壤植物根部及微生物的作用，使得未飽和層中的 O2會逐漸消耗，並使得未飽和層中的 CO2含量，通常遠

大於大氣中 CO2含量。  

  假設：此案例首先假設純水與大氣 (PCO =350 ppm,  PO =0.2  a tm)達平衡後，再與海風混合形成含 NaCl 的未飽和層的入滲水 (1  mmol/ kgG W)，

或因海水入侵所造成的同等效應；其次，再假設該含 NaCl 的入滲水在未飽和層與岩石接觸時，因土壤植物根部及維生物的作用，使其整個

反應系統的 CO2風化驅動力，維持在一個高 CO2含量的定值 (假設 PCO =10,000 ppm)，但因整個反應系統與大氣隔離，故未飽和層的 O2不再補

充，隨反應的進行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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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8：K 區地下水 pH & Eh 之現場水質與反應路徑模擬結果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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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ox pair: Sulfur redox pair could also control the reducing characteristics of GW in K-area.

Pyrite is found in some core samples (e.g., KMBH03:479~48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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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Hole = groundwater samples from packed-off sampling in boreholes;
FieldWell = groundwater samples from civilian pumping well.

 Case 2 & 4: simulated results can behave the variations of “FieldHole” data (pH & Eh)

 Case 5: simulated results can behave the variation of “FieldWell” data (pH & Eh) 

 Case 1, 2 & 4: simulated pH & Eh value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safety assessment 

現場野外數據

模擬結果

模擬結果

(a) (d)

(e)

(b)

(c)

GWB + thermo.com.V8.R6+.dat

IC (GW,  mineral), BC, 

and reactions

Chang et al. (2015): SNFD-ITRI-90-305 / SNFD-ITRI-TR2015-0305

Lin et al. (2012c):SNFD-GEL-90-290 / SNFD-ITRI-TR2012-0290

Liu et al. (2008)[Liu, C.-W., Jang, C.-S., Chen, C.-P., Lin, C.-N., and Lou, K.-L. (2008), Characterization of 

groundwater quality in Kinmen Isalnd using multivariate analysis and geochemical modeling, Hydrological 

Process, Vol. 22, pp. 276-383.]

(Chang, 2015, ch.3.5; Lin et al., 2012c, ac4p44-46; Liu et al., 2008) 

現場野外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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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K 區反應路徑模擬設計案例：  

  各案例的模擬目的及假設，請參考圖  3-147 之註解說明。  

(b)  K 區穩定相圖分析圖範例：  

  左圖為 S 元素的 Eh- pH 穩定相圖。  

  右圖為 Fe 元素的 E h-pH 穩定相圖。  

  其他說明，請參考圖  3 -146- (a )的圖說。   

(c )  岩 –水反應路徑模擬示意圖 (礦物相組成及水質參數，隨時間的變化情形 )。  

  本研究採用 GWB (Geochemist ’s  Workbench®,  Version 9) (Bethke,  2008)，進行反應路徑模擬，模擬時間尺度為 1 Ma。  

  針對主要礦物，本研究採用動力反應模擬 (k inetic  approach)，動力反應參數採 USG S2004- 1068 資料庫。  

  其他化學反應，本研究採用平衡反應模擬 (equil ibrium a pproach)，平衡反應參數採用 thermo.com.V8.R 6+.da t 熱力學資料庫。  

  水質、礦物相、關鍵化學反應 (如圖 (b)氧化還原反應的設定 )、邊界條件 (如圖  3-147 各案例之氣體逸壓的設定 )，是反應路徑模擬的主要輸

入參數及設定。  

(d)  對應於圖 (a )各案例之反應路徑模擬過程的 pH 變動範圍，及現地民井及深孔水質之 pH 數值範圍。  

  詳細模擬過程，請參張育德等 (Chang et  a l . ,  2015,  c 3.5)。  

  “FieldHole”代表 K 區孔內封塞段的量測數據 (L in  et  a l . ,  2012c,  ac4p44–p46)。  

  “Fiel dWell”代表 K 區民用水井的量測數據 (L iu  et  a l . ,  2008)。  

(e)  對應於圖 (a )各案例之反應路徑模擬過程的 Eh 變動範圍，及現地民井及深孔水質之 Eh 數值範圍。  

  其他說明，同圖 (d)。  

  對應於圖 (a )各反應路徑模擬案例之其他水質參數 (如主要陰陽離子 )的變化情形，請參考 Chang et  a l .  (2015,  c3p22 -p27)。  

  針對處置孔封閉後，其周圍水文地球化學環境可能面臨的 pH 及 Eh 範圍 (未受人為因素干擾之導水構造水質； Case1,  2  & 4)，應包含：6.99 ≤ pH 

≤ 10 .41， 0.58 vol ts≤ Eh ≤ 0.17 vol ts。  

  上述 pH 及 Eh 變動範圍，其所對應的核種溶解度變化 (如圖  3-146- (b)所示 )及 Kd的變化，應被適度考量在後續的安全評估模擬。  

  根據 K 區 18 組封塞取樣之水質 (pH 及 E h)監測結果顯示，大部份現地水質 (pH 及 E h)均在此模擬範圍內，僅少部份偏離此範圍。  

  針對開挖擾動的干擾及影響性，模擬結果顯示，只要完整的回填處置隧道，處置隧道開挖繞動造成的化學環境干擾，可能僅須數十年時間尺度，

即可回復到開挖前的背景值 (Cha ng et  a l . ,  2015 ,  c 3.5)。  

  關於核種化學穩定特性及其溶解度的研究，歷年來已針對處置系統的重要評估對象，包括：用過核燃料主要成分 (鈾 (U))、關鍵核種 (釷 (Th)、錼

(N p)、鋂 (Am)、鈽 (Pu)、硒 (Se))，與廢棄物罐主要材質 (銅 (Cu)與鐵 (F e))，完成上述核種或元素在不同水質條件 (純水、 W 區地下水及 K 區地

下水 )下的 E h-pH 穩定相圖繪製與溶解度的模擬計算 (SNFD- ITR I-2002-0513、 SN FD-ITR I-TR 2003-0203、 SNFD- ITR I-TR 2005- 0222、 SNF D -ITR I-

TR2012-0289 )，以獲取上述核種或元素在特定水質條件下的固態穩定區間及其可能的溶解度範圍，作為用過核燃料處置場化學條件 (Eh vs  Ph)

評選的參考依據，以及核種遷移模擬計算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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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9：結晶岩體之導水、阻水構造及圍岩擴散情形示意圖

Liou (2009): SNFD-CCU-90-268/SNFD-ITRI-TR2009-0268
Liou (2009, c4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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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0：裂隙位態的不同表示方法 

 The common expressions of the orientation (or attitude) of a structure (e.g., fault or fracture plane) include:

 Strike/Dip, expressed as (NθE / 0-90 direction) or (N(180-θ)W / 0-90 direction)

 The strike line of the planar feature, is a line representing the intersection of that feature with a 

horizontal plane. On a geologic map, this is represented with a short straight line segment oriented 

parallel to the strike line. The angle θ is the azimuth of the strike line, measured clockwise from the 

north.

 The dip gives the steepest angle of descent of a tilted bed or feature relative to a horizontal plane, 

and is given by the number (0-90) as well as a letter (N,S,E,W) with rough direction in which the 

bed is dipping downwards.

 Dip direction/Dip, expressed as (0-360 / 0-90)

 The dip direction is the azimuth of the direction of the dip as projected to the horizontal plane (like 

the trend of a linear feature in trend and plunge measurements), which is 90° off the strike angle.

 In geometry, the stereographic projection is a particular mapping that projects planar features onto a plane.

 A great circle is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earth’s surface and a plane passing through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Lines of constant longitude on the earth’s surface are great circles. 

 Pole: The pole (downward unit normal vector) of a plane allows the plane to be represented on the 

stereonet as a single point with “Trend/Plunge”, represented as (0-360 / 0-90)

 Trend (or bearing) = Dip direction – 180; 

 Plunge= 90 –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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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1：裂隙量測及統計分析範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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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裂隙量測之測線採樣法。  

( i )  測線採樣法之示意圖。  

( i i )  測線採樣法之地表量測及孔內量測照片。  

( i i i )  測線採樣法之裂隙量測結果的極點投影圖範例。  

(b)  裂隙量測之視窗採樣法示意圖。  

( i )  視窗採樣法之示意圖。  

( i i )  視窗採樣法之隧道面量測照片及裂隙軌跡圖。  

( i i i )  視窗採樣法之裂隙量測結果的極點投影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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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2：裂隙統計分析的應用–岩體裂隙網路建置流程示意圖 

  

裂隙叢集分析：
• 位態分析
• 正交組間距分布
• 軌跡長度分布
• 內寬分布

每個“統計產生的裂隙”位置 (空間相關性分析)：
• 無相關性(隨機分布) (正交模式) (卜瓦松點過程)

• 空間自相關性(子母型點過程、機率場模擬、碎形模式)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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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裂隙網路連通性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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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D)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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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3：裂隙網路驗證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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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4：隧道面裂隙之量測方法比較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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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隧道面裂隙之人工量測 (視窗採樣法，詳圖  3- 151- (b))的現場量測照片。  

(b)  隧道面裂隙之光學量測的現場量測照片。  

(c )  隧道面裂隙之軌跡圖  

(d)  某特定隧道面裂隙，由人工量測結果的極點投影圖。  

(e)  某特定隧道面裂隙，由光達量測結果的極點投影圖。  

(f)  根據光達量測之點雲資料，重建隧道面及其裂隙位置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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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5：地載型光達在隧道面裂隙之量測應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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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  

(a )  隧道面裂隙之光達量測的現場量測照片：  

  光達量測儀器為地載型光達 (ground- bas ed LiDAR)。  

  光達量測點雲資料以 Leica  Cycl one 程式進行編輯與修正，於設定輸入空間參考點之實際坐標數值後，即可進行點雲坐標計算、嵌合與影像

貼合、比對及校正等後處理作業。  

(b)  光達量測之點雲資料的輸出格式：  

  資料格式可以為 ASC II 的 pts 格式，或可直接提供 CAD 程式的 dxf 格式。  

  pts 格式以空格區分欄位，欄位內容依序為橫坐標、縱坐標、高程、反射強度、 R、 G、 B 分色等資料。  

(c )  透過光達量測之點雲資料，重建隧道面、主要裂隙面的三維分布圖。  

(d)  透過光達量測之點雲資料，重建隧道面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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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6：W 區小坵嶼地表露頭裂隙之測線量測及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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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W 區小坵嶼臨鷹北側露頭點之裂隙軌跡分布圖 (Hsia ,  1998,  p81)。  

(b)  W 區地質圖 (詳圖  3-108)。  

(c )  W 區小坵嶼主島花崗岩地表測線所量測之裂隙位態的下半球極點投影圖 (Hsia ,  1998,  ac 4 )。  

  共可區分為 8 組主要位態： (39,  84)、 (168,  9)、 (4 ,  78)、 (333,  76)、 (296,  80)、 (258,  83)、 (170,  81)及 (14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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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7：W 區小坵嶼孔內裂隙之量測及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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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  

(a )  孔內攝影影像之裂隙處理範例圖。  

(b)  W 區地質圖 (詳圖  3-108)。  

(c )  W 區小坵嶼主島之孔內影像所判識開口裂隙位態的下半球極點投影圖 (Lin  a nd C hen,  2001,  a c1 -ac9 )。  

  共可區分為 4 組主要位態： (350,  82)、 (301,  7 5)、 (79,  9)及 (41,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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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8：K 區地表露頭裂隙之測線量測及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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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K 區地表測線 HSH-1 所在露頭之裂隙軌跡分布圖。  

(b)  K 區地質圖及 1999 年至 2010 年 R &D 活動位置分布圖 (Lin  et  a l . ,  2012c,  c 4p9 )。  

(c )  K 區 14 處地表測線所量測之裂隙位態的下半球極點投影圖。  

  共可區分為 4 組主要位態： (209,  89)、 (112,  84)、 (185,  39)及 (6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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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9：K 區翟山坑道裂隙之量測及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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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K 區重磁線性分布圖 (G uo et  a l . ,  2007,  c 5p7)。  

  詳圖  3-114 之相關說明。  

(b)  翟山坑道現場量測工作照片以及裂隙軌跡長度分布圖 (Lin  et  a l . ,  2012a,  c 3p353 )。  

  翟山坑道位於金門島西南端。  

  量測總面積約 150 m2。  

(c )  翟山坑道使用視窗量測法所量測之裂隙位態的下半球極點投影圖。  

  共可區分為 3 組主要位態： (293,  14)、 (32 ,  86)及 (318,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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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0：K 區孔內裂隙之量測及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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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孔內攝影影像之裂隙處理範例圖。  

(b)  K 區地質圖及 1999 年至 2010 年 R &D 活動位置分布圖 (Lin  et  a l . ,  2012c,  c 4p9 )。  

(c )  K 區 6 處地質調查孔內影像所判識之裂隙位態的下半球極點投影圖。  

  共可區分為 4 組主要位態： (166,  60)、 (109,  59)、 (357,  71)及 (1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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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1：KMBH01-02-04 跨孔試驗場及 F1 與 F2 構造位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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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K 區地質圖及 1999 年至 2010 年 R &D 活動位置分布圖 (Lin  et  a l . ,  2012c,  c 4p9 )。  

(b)  KMB H01-02-04 跨孔試驗平台之各井相對位置圖。  

  KMB H01、 KMB H02 及 KMB H04 等 3 孔，孔間間隔約 10 m，各孔深度均超過 500 m 深度，建構成跨孔試驗平台，提供深層水文及地球化學

特性之長期觀測與相關技術測試平台。  

  跨孔地電阻層析成像、水力試驗、示蹤劑試驗等相關調查資料與解釋之技術報告代碼，請參見附件 A 之表 2-5 至表 2-10。  

  跨孔試驗平台位置，請參考圖  3-161- (a )。  

(c )  KMB H01-02-04 跨孔試驗平台與 F1 及 F2 構造。  

  F1：太武山斷層帶；走向約 N64E/ 70N，寬度約在 150 m 左右之地質破碎帶構造。  

  F2：太武山斷層帶之分支裂隙帶；走向約 N80W/ 50S，其交錯至 KMB H01-02- 04 的寬度約 8 m 至 15 m。  

(d)  KMB H01-02-04 跨孔地電阻層析成像圖。  

  藍色區域代表低電阻帶，亦即跨孔間岩層可能較破碎、導水的區段。  

  紅色區域代表高電阻帶，亦即跨孔間岩層可能較完整的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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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2：KMBH01-02-04 之裂隙分布密度與構造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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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KMB H01-02-04 跨孔試驗平台各井裂隙位態極點投影圖。  

(b)  KMB H01-02-04 跨孔試驗平台各井相對位置圖。  

  KMB H01、 KMB H02 及 KMB H04 等 3 孔，孔間間隔約 10 m，各孔深度均超過 500 m 深度，建構成跨孔試驗平台，提供深層水文及地球化學

特性之長期觀測與相關技術測試平台。  

  跨孔地電阻層析成像、水力試驗、追蹤技試驗等相關調查資料與解釋之技術報告代碼，請參見附件 A 之表 2-5 至表 2-10。  

  跨孔試驗平台位置，請參考圖  3-161- (a )。  

(c )  KMB H01-02-04 各裂隙叢集在井下的裂隙分布位置。  

(d)  KMB H01-02-04 井下裂隙分布位置，與 F1、 F 2 構造位置，及跨孔地電阻成像結果比較圖。  

  裂隙分布密度與 F1、 F 2 構造位置具明顯相關性。  

  0 m 至 70 m 深度範圍內之風化層，其裂隙密度，明顯比 70 m 至 500 m 間之非構造區段的裂隙密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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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3：H 區地表露頭裂隙之測線量測及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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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et al. (2012, c5p31)
Lin et al. (2012c, c4p9)

Chen et al. (2012): SNFD-ITRI-90-308/SNFD-ITRI-TR2015-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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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H 區和平溪沿岸地表測線 (HP- 02)所在露頭之裂隙軌跡分布圖。  

(b)  H 區花崗岩體地表出露位置圖。  

(c )  H 區 8 處地表測線所量測之裂隙位態的下半球極點投影圖 (Chen et  a l . ,  201 2,  c 5p31 )。  

  共可區分為 4 組主要位態： (19,  51)、 (234,  80)、 (135,  83)及 (31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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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4：H 區溪畔隧道裂隙之量測及統計結果 

  

SET2(26%)

(N33W/79S)(237, 79)

SET4(5%)

(N58E/47N)(328, 47)

SET3(4%)

(N6W/30N)(84, 30)

SET1(23%)

(N14E/87N)(284, 87)

(a)

(b)

(d)

(c)

Liou (2015): SNFD-CCU-90-307/SNFD-NCCU-TR2015-0307

Liou (2015, c4p2)

Liou (2015, c4p3-c4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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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H 區溪畔隧道位置及隧道俯視圖 (Liou ,  2015,  c 4p2 )。  

(b)  溪畔隧道 (隧道全長約 130 m)現場量測工作照片 (Liou ,  2015,  c4p3–p5)。  

(c )  翟山坑道裂隙量測面之裂隙軌跡圖 (L iou ,  2015,  c 4p 3–p5)。  

(d)  翟山坑道使用測線量測法所量測之裂隙位態的下半球極點投影圖。  

  共可區分為 4 組主要位態： (284,  87)、 (237,  79)、 (84 ,  30)及 (328,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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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5：H 區孔內裂隙量測及統計結果 

  

SET3(3%)

(N1E/61W)(271, 61)

SET1(70%)

(N81E/42N)(351, 42)

SET2(13%)

(N34E/35S)(124, 35)

(a)

(b)

(c)

Chen et al. (2015b): SNFD-ITRI-90-308/SNFD-ITRI-TR2015-0308

Chen et al. (2015b, c5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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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孔內攝影影像之裂隙處理範例圖。  

(b)  H 區花崗岩體地表出露位置圖。  

(c )  H 區 HC BH01 地質調查孔內影像所判識之開口裂隙位態的下半球極點投影圖 (Chen et  a l . ,  2015b,  c5p22 )。  

  共可區分為 3 組主要位態： (351,  42)、 (124,  35)及 (27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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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6：KMBH01-02-04 跨孔示蹤劑試驗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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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0 

 
註解：  

(a)  KMBH01-02-04 跨孔試驗平台。  

  其他相關規格，請參照圖  3-161。  

(b)  跨孔示蹤劑試驗示意圖。  

(c)  跨孔示蹤劑試驗之 NaCl 濃度與電導度線性關係圖。  

  跨孔示蹤劑試驗之追蹤劑，為食用鹽 (NaCl)。  

(d)  跨孔示蹤劑試驗監測段之濃度隨時間變化情形 (Chia ng et  a l . ,  2009,  c4p3–p5,  c5p2,  p9  & p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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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7：SFDM 概念模式及數據解析之數學關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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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 = tracer concentration in the water of fractures 

𝐶 = tracer concentration in the water of the porous matrix 

  = mean water velocity (cubic law)  in the fracture @ steady state=constant

 =the spatial coordinate taken in the flow direction

 =the spatial coordinate taken in the perpendicular to the fracture extension

    = (hydrodynamic) dispersion coefficient in the fracture

 ν           ν     ( ν          )

2  =the apparent fracture aperture = constant 

 = time variable 

    = effective molecular diffusion coefficient in the porous matrix      

   = apparent tortuosity factor in the porous matrix; 0 ≤    ≤ 1

  = molecular diffusion coefficient

   = retardation factor for the porous matrix governed by instantaneous equilibrium adsorption (for ideal tracer,    =1) 

Analytical solution for instantaneous tracer injection described by the Dirac function,  ( ):

𝐶    ,   
𝑎     0
2  

     
 0   

2  

4  0
 
𝑎2 2

   

  

    2

 

0

𝐶  =the concentration measured at a given distance (L)

 = the injected tracer mass

 = the volumetric flow rate through the fracture

 = the integration variable

 0= the mean transit time of water =    ⁄

  = the Peclet number in the fracture  = ν      ⁄      ⁄

𝑎 = a group parameter = 
         

2  

   = longitudinal dispersity in fracture;      = longitudinal dispersity in porous matrix

Fitting Parameters:

單一裂隙擴散模式 (SFDM)

 = flow distance in fracture

   ,  

                .  .

 

 

   

    

      
   

   ,  ,  ,     

(  ,    ,     ,   )

   

基質 (多孔介質)

裂隙 (僅流動水)

  =void fraction of water in fracture = 1

  =void fraction of water in porous matrix = constant

Important Assumptions:
•   ,   ,    , 2  ,     ,     ,     are all constants

•   = 1;      ν    ;                

    = (hydrodynamic) dispersion coefficient in the porous matrix

 ν                            ( ν  0)

  = water velocity in the porous matrix = 0 (assumption of SFD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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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𝐶 
  
    

     0 ≤  ≤   

  ,
 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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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parent tortuosity factor in the fracture; ; 0 ≤    ≤ 1
Maloszewski et al. (1999)

Maloszewski et al. (1999)[Maloszewski, P., Herrmann, A., and Zuber, A. (1999) Interpretation of tracer tests performed in fractured rock of the Lange Bramke basin, Germany, Hydrogeology Journal (1999) 7:209-218, Springer-Ver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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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8：KMBH01-02-04 跨孔示蹤劑試驗之直接時間質點追蹤法(DTDPT)模擬結果圖  

 

North

3D 離散裂隙網路

2D 裂隙連通性
(去除不連通的裂隙)

示蹤劑試驗結果

直接時間質點追蹤法(DTDPT)模擬

(a) (b) (c)

(d) (e) (f)

Liou (2009): SNFD-CCU-90-268 / SNFD-NCCU-TR2009-0268

Liou (2009, c4p20)

Liou (2009, c4p22&23)

Liou (2009, c4p17)

Liou (2009, c4p25)

Liou (2009, c4p24)

統計結果

2D 離散裂隙網路

Fitting results:

• Matrix porosity  0.4%

• Penetration depth  0.01 m

• Dispersivity (Longitudinal)   0.012 m

• Hydraulic (mechanical) dispersion coefficient (   ) 

  72.7
  

   
 8.41 × 10−4

  

   

• Molecule diffusion coefficient (   ) in matrix 

  8 × 10−5
  

   
 9.26 × 10−10

  

   

裂隙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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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KMB H01-02-04 裂隙統計分布圖。  

  請參照圖  3-161 及圖  3-162 之相關說明。  

(b)  KMB H01-02-04 周圍之三維離散裂隙網路模擬結果 (Liou ,  2009,  c4p20)。  

(c )  KMB H01-04 及 KMB H01-02 之二維離散裂隙網路模擬結果，及其對應的流通路徑演算結果 (Liou ,  2009,  c4p22–p23)。  

(d)  KMB H01-02-04 之自然梯度示蹤劑試驗結果 (L iou ,  2009,  c4p17)。  

(e)  以直接時間質點追蹤法套配自然梯度示蹤劑試驗結果之模擬結果圖 (L iou ,  2009,  c4p25)。  

(f)  以直接時間質點追蹤法套配自然梯度示蹤劑試驗結果之參數套配結果 (Liou ,  2009,  c4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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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9：DFNToolBox 之模組功能及關連性  

FACTS
(裂隙資料分析：裂隙位態，裂隙中心，裂隙軌跡長度，裂隙間距)

位態

軌跡長度
間距

(a) 三維連通裂隙 (b) 跨孔地電阻結果

330 m

360 m

(a) 三維連通裂隙 (b) 跨孔地電阻結果

330 m

360 m

中心

DFN_OPT
(離散裂隙網路最佳化)

裂隙軌跡和P21等值線

(Simulated annealing, SA)
• Numerically perturbing  DFN until

feature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re
satisfactory

裂隙網路 主要導水通道

裂隙導水通道中的流速分布

DFN_FLOW
(DFN 地下水流數值模擬)

DFN_NET
(離散裂隙網路數值模擬)

裂隙軌跡和P21 等值線

Liou (2006): SNFD-CCU-90-245/SNFD-NCCU-TR2006-0245; Liou (2012): SNFD-CCU-90-292/SNFD-NCCU-TR2012-0292; Liou (2015): SNFD-CCU-90-307/SNFD-NCCU-TR2015-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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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DFN_ToolBox = FA CTS + DFN_NE T + DFN_OPT + DF N_Flow  
  DFN_ToolBox 功能包含裂隙資料分析 (FAC TS)、離散裂隙網路數值模擬 (DF N_NE T)及最佳化 (DF N_OPT)，以及離散裂隙網路地下水流數值模

擬 (DF N_FL OW)。  

  雖無 FracMa n 商用軟體之整合性圖形使用者介面，但以上工具已具備分析離散裂隙網路岩體水文地質特性的重要功能。  

  FACTS (Fra cture A tt itude,  C enter,  Trac e l ength,  a nd Spac ing) (Liou ,  2006,  c4p43– p52)：  

  裂隙參數分析程式。   

  FACTS 分析結果可提供給 DFN_NE T、 DFN _OPT 及 DFN _FLOW 進行後續分析。  

  DFN_NE T (Liou ,  2012,  c 3p1 )：  

  離散裂隙網路數值模擬程式。  

  DFN_NE T 精進了裂隙中心空間相關性 (s pat ia l  correlat ion)、非參數化裂隙參數的資料處理、冪次律裂隙直徑模擬、裂隙網路截切等模擬功

能，其中裂隙中心空間相關性包含非均質卜瓦松點過程、子母型裂隙點過程及機率場點過程之模擬功能。  

  DFN_NE T 結果可直接提供給 DFN_FL OW 做地下水數值模擬。  

  DFN_OPT (Liou ,  2012,  c 3p1 )：  

  DFN_NE T 的優化程式；將 DFN_NE T 模擬結果最佳化，使模擬結果反應現場裂隙資料特性。  

  必須要有 FACTS 及 DF N_NET 結果方可進行 DFN_OPT 的最佳化。  

  DFN_OPT 根據模擬退火法 (Simula ted A nneal ing,  SA )的全域最佳化數值概念，由一階及二階裂隙參數定義的目標函數，對 DFN_NE T 產出的

初始離散裂隙網路進行擾動，在容許改變裂隙參數與增減裂隙中心的擾動原則下，可獲得接近現場裂隙資料特性的離散裂隙網路。  

  DFN_OPT 結果亦可直接提供給 DFN_FL OW 做地下水數值模擬。  

  DFN_FL OW(DFN  Fl ow Simulat ion)  (Liou,  2015,  c1p2)：  

  DFN_FL OW 是一個穩態離散裂隙網路地下水流數值模擬程式。  

  DFN_FL OW 假設裂隙面之地下水流為渠道流 (c hannel  f low)，其中 ”渠道 ”指由裂隙中心到裂隙相交軌跡中點之間的直線流動路徑，且相交軌

跡包含裂隙與邊界面的交線；則兩個相交裂隙間的水流，則沿著兩條直線渠道進行。  

  DFN_FL OW 可找出離散裂隙網路中的連通路徑。  

 
  



 

3-586 
 

 

 
圖 3-170：不同裂隙中心分布特性之坑道面裂隙模擬結果比對圖(1/2)  

Homogeneous Poisson point process

離散裂隙網路(Discrete Fracture Network, DFN)

未經模擬退火法(Simulated Annealing, SA)擾動
Non-Homogeneous Poisson point process Parent-daughter point process

K區坑道面裂隙量測結果

Data analysis by FACTS  (Liou, 2012, ch6) 

Data analysis by DFN_NET  (Liou, 2012, ch6) 

(a)

(b)

(c)

Liou (2009, c4p25)

Liou (2012): SNFD-CCU-90-292/SNFD-NCCU-TR2012-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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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坑道面裂隙量測結果 (L iou ,  2012,  c6)。  

(b)  未經過「模擬退火法」擾動之三維裂隙網路圖；由左至右，分別假設裂隙網路中心，在空間呈現以下 3 種不同的統計分布特性 (L iou ,  2012,  c 6)： 

  Homogeneous Poiss on point  proc ess  
  Non- homogeneous  Pois son point  proc ess  
  Parent-da ug hter  proc ess  

(c )  由圖 (b)截取出對應於圖 (a )範圍的裂隙軌跡 (Liou ,  2012,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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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1：不同裂隙中心分布特性之坑道面裂隙模擬結果比對圖(2/2)  

Homogeneous Poisson point process

離散裂隙網路(Discrete Fracture Network, DFN)

未經模擬退火法(Simulated Annealing, SA)擾動之裂隙面密度(P21)圖

Non-Homogeneous Poisson point process Parent-daughter point process

P21 (現地調查數據) P21 (現地調查數據) P21 (現地調查數據)

P21 P21 P21

離散裂隙網路(Discrete Fracture Network, DFN)

經模擬退火法(Simulated Annealing, SA)擾動之裂隙面密度(P21)圖

P21 P21 P21

Data analysis by DFN_NET  (Liou, 2012, ch6) 

Data analysis by DFN_NET  (Liou, 2012, ch6) 

(a)

(b)

(c)

Liou (2012): SNFD-CCU-90-292/SNFD-NCCU-TR2012-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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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坑道面裂隙量測結果之裂隙面密度 (P21)分布圖 (Liou ,  2012,  c6)。  

(b)  對應於圖 (a )範圍，但未經過「模擬退火法」擾動之裂隙面密度 (P21)圖；由左至右，分別假設裂隙網路中心，在空間呈現以下 3 種不同的統計

分布特性 (Liou ,  2012,  c 6)：  

  Homogeneous Poiss on point  proc ess  
  Non- homogeneous  Pois son point  proc ess  
  Parent-da ughter  proc ess  

(c )  對應於圖 (b)範圍，但經過「模擬退火法」擾動之裂隙面密度 (P21)圖 (Liou ,  2012,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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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2：坑道尺度離散裂隙網路之 DFN_OPT 及 FracMan 模擬結果比較圖  

Orientation Regression: P21 to P32

Fracture parameters

(b) FACTS資料分析

SPNW

SPSW

(a)人工視窗採樣法

Sipan 

tunnel

Tunnel plan view

Fracture traces

DFN_NET

DFN_OPT

FracMan 7.4

SPNW

SPSW

Traces & P21 contour(c) DFN數值模擬

(e) DFN_OPT結果

P21 RMSE in 5 weighting schemes

Variation of objective function

SPNW

SPSW

Posterior analysis of trace length

Posterior analysis of fracture spacing

Set 2

(109, 88)

Set 1

(246, 72)

Set 3

(103, 28)

Set 2

(111, 86)

Set 1

(247, 69)

Set 3

(92, 31)

Posterior analysis of fracture orientation

DFN_OPT FracMan

(d) 驗證

Liou et al. (2014)[Liou, T.S., Liou, M.K., Hunag S.Y., Chien J.M., and Lin, W. (2014), Numerical Modeling of Joint Sets in a Granitic Gneiss Tunnel in Taiwan, Proceedings of DFNE2014.]

Liou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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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In-s itu sca nwindow sa mpl ing:  
  說明利用 H 區溪畔隧道，根據人工視窗採樣方法，對兩個採樣面 (SPN W 及 SPSW)進行裂隙資料量測，所得的現場裂隙軌跡如下方 SPN W 及

SPSW 軌跡圖所示。  

(b)  Data  a nalys is  from FAC TS:  
  FACTS 分析裂隙量測資料的位態、現場 P21 轉為三維岩體中 P32 的裂隙頻率迴歸分析方法、分析所得的參數整理如表所示。  

  P21 定義為量測裂隙軌跡總長度與量測面積比值，且根據現場量測結果可直接計算此參數。  

  P32 定義為模擬岩體中裂隙總面積與模擬體積之比值，為 FracMa n 建議使用的裂隙頻率，但無法直接量測，故建立迴歸分析方法以求之。  

(c )  DFN s imulat ions:  
  左邊 DFN_NE T(最佳化前之 DFN 結果 )， DFN_OPT(最佳化後之模擬結果 )及 F racMa n 的離散裂隙網路模擬結果。  

  右邊是裂隙軌跡及 P21 c ontour。由上而下分別為現場量測剖面的裂隙軌跡及 P21 contour 資料 (SPN W 或 SPSW)、 DFN_OPT 的模擬採樣，

以及 FracMa n 的模擬採樣比較圖。  

  DFN_OPT 的模擬採樣結果接近現場資料的 P21 分布。  

(d)  Verif ica tion:   
  根據 DFN_OPT 及 F rac Man 模擬結果，重新計算裂隙位態，均接近現場資料的位態比較。  

  根據重新的二維採樣結果，比較與現場資料的裂隙軌跡長度及裂隙間距，發現 DFN_OPT 重新採樣的裂隙軌跡及裂隙間距較接近現場資料。 

(e)  DFN_OPT performa nc e:  
  表中比較五種在 SA 過程中使用不同權重的 DFN_OPT 結果，並以 P21 與現場 P21 的均分根誤差 (RM SE )為比較標準；比較結果顯示，以第 4

種方式 (每種目標函數分量均取相同的權重 )為較佳的選擇。  

  右邊顯示 SA 在計算過程中目標函數隨擾動次數的變化，及不同目標函數分量的影響，結果顯示 P21 空間相關性 (對應圖中藍色的 P21 

variogram)為主要影響擾動結果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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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3：坑道尺度離散裂隙網路之地下水流場模擬範例  

Assumptions
1. Flow through the fracture plane follows a 

linear channel

2. Darcy’s Law is valid

3. Only steady-state flow is considered

4. Only Dirichlet boundary condition is 

considered

H1

H2

K1, b1 K2, b2

Channel network in DFN

GW flow between two 

connected fractures

Input data
1. Fracture parameters from FACTS

2. 3D DFN result rom DFN_NET and /or 

DFN_OPT

3. Removing isolated/dead-end fractures 

prior to flow simulation

Q = Tm (H1 – H2)

Tm = Function of (K, b, fracture geometric data) 

(Adapted from Wang et al., 2002, p892)

(Adapted from Wang et al., 2002, p893)

(a)

Wang et al. (2002)[Wang, M., Kulatilake., P.H.S.W., Um., J., and Narvaiz, J. (2002), Estimation of REV size and three-dimensional hydraulic conductivity tensor for a fractured rock mass through a single well packer test and discrete fracture fluid flow model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 Mining Sciences, Vol 39, pp. 887–904.]

(b)

Sipan DFN

realization

Isolated/dead-end fractures

Connected channel network

Groundwater flow in DFN

Aperture (e)

Transmissivity (T)

GW flow rate (Q)

Q > Q50

Q > Q70

Q > Q90

Data analysis by DFN_NET:

(b-1)

(b-2)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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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DFN_Flow 的理論與假設：  

  為加速計算效率，強調離散裂隙網路中地下水流假設為沿著線性的渠道 (cha nnel )，而不考慮將每個裂隙面離散化為有限元素的數值網格。  

  每個渠道之地下屬流量 (Q)為   Tm × (H1  H2)；其中：  

  H1 與 H2 分別為兩個相交裂隙中心的水頭值。  

  Tm 則為與裂隙水力傳導係數、內寬及其他幾何參數的函數。  

  僅考慮穩態地下水流，邊界條件僅考慮定水頭 (diric hl et)邊界條件。  

(b)  DFN_Flow 的地下水流場模擬範例：  

  基於圖 (b-1)之離散裂隙網路模擬結果，僅取一個案例說明，其餘案例之結果類似。  

  模擬前，先判別孤立裂隙，去除之後找出連通裂隙網路， DFN_FL OW 模擬連通裂隙網路中的地下水流。  

  圖 (b-2)的 Q> Q50、 Q> Q70 及 Q> Q90 分別顯示離散裂隙網路渠道中前 50%，前 70%及前 90%流量的裂隙渠道分布，尤其 Q> Q90 代表岩

體中導水性相當高的路徑，即可表示為導水構造。  

  圖 (b-3)的直方圖則為所有渠道中裂隙內寬、導水係數 (tra ns missivi ty)及裂隙流量的直方圖。  

  本範例採用 DFN_Flow 進行數值模擬；關於 DFN_Flow，請參考圖  3- 169 的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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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4：區域尺度離散裂隙網路之建構模擬範例  

在500 m深度的裂隙軌跡圖 裂隙截切假設的處置場

DFN (所有裂隙)

裂隙數量 = 13,297,869  

(a)

DFN (連通 地表的裂隙)

裂隙數量 = 5,158,373  

(b)

DFN (截切 500 m深度的裂隙)

裂隙數量 = 13,341

(c)

(d)



 

 3-595 

 
註解：  

(a )  本案例共產生 13,297,869 個裂隙。  

(b)  本案例所產生 13,297,869 個裂隙中，有 5,158,373 個裂隙，可自目標深度 (500 m)連通至地表。  

(c )  本案例具備連通性的 5,158,373 個裂隙中，共有 13,341 個裂隙，截切至目標深度 (500 m)。  

(d)  本案例截切至目標深度 (500 m)之 13,341 個裂隙，其在 500 m 深度的裂隙軌跡圖。  

  本案例之離散裂隙網路參數集的詳細建構過程，請參考附件 A， c3.9。  

  本案例之離散裂隙網路參數集如下所示，但調整 r0  0.1 m及 rmin  4.5 m，以測試其收斂穩定性。  

  本案例使用商業版離散裂隙網路模擬器 FracM an  (version 7.5)，進行離散裂隙網路計算模擬。  

  本案例之計算時間約 3 天，計算硬體規格如下：  

Worksta tion  Del l  Precis ion T7600 Work sta tion Technical  Speci f ica tions  
Proc ess ors  Two Intel®  Xeon ®  proc ess or E5- 2600 fa mil y with  s ix  c ores  
Opera ting Systems  Genuine Windows ®  7  Profess ional  64 -B it  
Chips et  /  M emory /  G raphics  /  Storage  Intel ®  C600 s eries  /  128 G B  /  N VIDIA- Quadro 6000 (6G ) /  4  TB  

  DFN rec ipe:  
(1)  Fracture Doma in:  

(a )  FDM A:  frac ture domain a bove the depth  of  70  m with  P32   2.4 m
−1 

(b) FDM B:  frac ture domain below the depth  of  70  m with  P32   0.3 m
−1 

(2)  Fracture Clus ter :  
Four fracture c l usters  (s ets)  a re c lassi f ied for  the upper frac ture doma in (F DMA ) with the fol l owing stat ist ic  cha racterist ic s  in  
Pol e_Trend/Pol e_Plunge/κ o f  F isher  dis tr ibution/P32,rel with ∑P32,rel  1 :  
(a )  Clus ter-1  (s et- 1):  198°/18°/18/26%  
(b) Clus ter- 2  (s et- 2):  155°/4°/15/24%  
(c )  Clus ter-3  (s et- 3):  264°/23°/16/18%  
(d)  Cl uster- 4 (s et-4):  98°/81°/11/32%  
Five frac ture c lus ters  (s ets)  a re  c lass if ied  for  the upper fracture d omain (FDMB ) with  the fol lowing statis tic  charac teris tic s  in  
Pol e_Trend/Pol e_Plunge /κ of  F isher distr ibut ion/P32,rel with ∑P32,rel  1 :  
(a )  Clus ter-1  (s et- 1):  65°/17°/20/15%  
(b) Clus ter- 2  (s et- 2):  344°/38°/18/ 24%  
(c )  Clus ter-3  (s et- 3):  281°/29°/16/30%  
(d)  Cl uster- 4 (s et-4):  174°/22°/17/10%  
(e)  Clus ter-5  (s et- 5):  175°/75°/19/21%  

(3)  Fracture L oca tion:  
A Poiss on proc ess  (ra ndom proc ess )  is  ass umed to  genera te the loca tion of  each  s toc hast ic  frac ture .  

(4)  Fracture Size:   
For  the frac ture size  distr ibution,  a  po wer-la w distr ibut ion is  rec ommended with the fol lowing pa ra meters:  
(a )   kr =  2 .6   
(b) r0 =  0 .05 m  
(c ) rmax =  564 m tha t  is  c orres ponding to a  rectangula r fracture s ize  of  1 ,000 m x 1 ,000 m.  
(d)  rmin = 5.64  m tha t  is  corres ponding  to a  rectangula r fracture s ize  of  10 m x  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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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5：管柱薄片擴散試驗及數據解析數學關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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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nk, 1975, p49-p52; Shackelford and Moore, 2013, p141; Marimon, 2002, p18-p22; Eriksen and Jacobsson, 1984,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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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管柱薄片擴散試驗之實驗裝置示意圖。  

(b)  管柱薄片擴散試驗之擴散數據解析解。  

(c )  管柱薄片擴散試驗之擴散數據圖解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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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6：管柱薄片擴散試驗之實驗數據及試驗裝置照片  

(a)

(b)

(c)

(d)

Wang et al. (2015): SNFD-NTHU-90-309/SNFD-NTHU-TR2015-0309

Wang et al. (2015, ch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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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厚度 2 mm 之薄片擴散試驗結果，包含碘 (I)離子、銫 (Cs )離子，及硒 (Se)離子的薄片擴散試驗結果。  

(b)  厚度 3 mm 之薄片擴散試驗結果，包含碘 (I)離子、銫 (Cs )離子，及硒 (Se)離子的薄片擴散試驗結果。  

(c )  厚度 5 mm 之薄片擴散試驗結果，包含碘 (I)離子、銫 (Cs )離子，及硒 (Se)離子的薄片擴散試驗結果。  

(d)  薄片擴散試驗裝置照片。  

  經過約 1,000 天的擴散實驗結果 (Wa ng et  a l . ,  2015,  c 5.4)：  

  碘 (I)離子的有效擴散係數值 (De)  6 × 10
−14  m2 s⁄ 至 10−13  m2 s⁄ 。  

  銫 (Cs )離子與硒 (Se)離子的有效擴散係數值約界 2 × 10−14  m2 s⁄  至  5 ×  10−14  m2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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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7：批次吸附試驗及數據解析數學關係式  

1 g solid sample
+

30 mL synthetic  GW/SeaW
with 𝐶0 nuclide

120 rpm 14 days
+

10, 000 rpm 5 min

   
                                                     

                                                 

        

       
 
   

  
      

   
 
 

 

  = adsorption (distribution) constant , [mL/g]。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nuclide in water phase before adsorption, [mole/L]。

   =equilibrium concentration of  nuclide in  water phase after adsorption, [ mole/L]。

 = mass of  so l id phase, [g] = 1

 = volume of  water phase, [mL]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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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8：W 區花崗岩樣對不同核種的吸附試驗結果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Am-241 I-131 Cs-137 Se-75 Np-239 Tc-95 U Th

K
d

, 
m

L
/g

SynGW-B14 SynGW-J151 SynGW-N267

SynSW-B14 SynSW-J151 SynSW-N267

Teng et al. (2002): SNFD-NTHU-90-188/ SNFD-NTHU-TR2002-0188

Teng et al. (2002, Table 3-3 and Table 4-9)



 

 3-602 

 

 
圖 3-179：臺灣地區隧道岩體分類及分布圖  

PCC (2003, Figure 2-3)

Rock Mass Class
Rock Type A

(RMR range)

Rock Type B

(RMR range)
Rock Mass Class

AⅠ RMR≧81 ---- ----

AⅡ RMR80～61 RMR≧81 BⅡ

AⅢ RMR60～41 RMR80～61 BⅢ

AⅣ RMR40～21 RMR60～41 BⅣ

AⅤ RMR20～11 RMR40～21 BⅤ

AⅥ RMR≦10 RMR≦20 BⅥ

PCC (2003, Table 2-5)

M/W/K/H區均分布於A類岩體

(a) (b)

(c)

PCC (2003)[In Chinese: 公共工程委員會，(2003)，台灣地區隧道岩體分類系統暨隧道工程資料庫之建立(第三期九十二年度)-附冊(一)山岳隧道
工程技術準則及解說(草案)，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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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地區隧道岩體分類分布圖 (PCC,  2003,  a 1 f2 .3)。  

  根據「臺灣岩體分類與隧道支撐系統 (PCCR- System)」。  

  依據地質材料特性、岩體相關強度特性與岩體對水的敏感性，並參考岩層地質年代辦理岩盤類別劃分，將臺灣全區之地層劃分為 A、B、C、

D 等 4 種岩盤類別 (roc k type，簡稱岩類 )；依據各岩盤類別工程特性，再以適當之定量或定性岩體評級標準辦理岩體分級 (rock  mass  c lass )  

(PCC,  2003,  a 1 c2p17 )。  

(b)  A 類及 B 類岩石對應於南非岩體分級評分系統的分類對照表。  

  臺灣 A 類及 B 類岩石材料之岩體分級，以南非岩體分級評分系統，作為定量評級標準 (PCC,  2003,  a1c 2p18 )。  

  除力學性質、現地應力、地下水現況外，隧道開挖方向與岩體節理關係為南非岩體分級評分系統的重要評分因子 (PCC,  2003,  a 1t2.2  & 2 .3)。 

(c )  臺灣地區花崗岩質母岩分布圖；圖中粉紅色區域為花崗岩地表出露地區：  

  由圖 (a )及圖 (c )可知，臺灣花崗岩體的分布地區 (M/ W/ K/H)，均分布於 A 類岩體，其岩體工程特性之單壓強度高，大致可對應於國際岩石力學

學會地質材料強度分級中，強度高於或等於中強岩之地質材料。  

  A 類岩石材料不會因含水量高低而明顯影響其工程力學性質，且因強度較高，岩質堅脆，故易因地體構造運動大地應力影響而產生發達節理等

地質弱面；除高應力區有可能產生岩爆外，一般而言其岩體破壞機制係屬於構造破壞，主要沿節理面、層面、劈理，以及片理等地質材料弱面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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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0：結晶岩岩樣之力學特性量測過程及結果範例 

單軸壓縮強度 巴西試驗 (張力強度) 三軸壓縮強度 弱面剪力強度

( for fracture rock 

sample only)

點荷重試驗 (壓縮強度)

Item (Symbol)

Borehole-ID HCBH01

Depth (m) 265~ 303~ 400~ 477~ 583~

Rock g-gneiss granite g-gneiss g-gneiss granite

Results @ 25 ℃
Bulk Density      / 𝟑 2.73 2.68 2.72 2.71 2.69

Specific Gravity   2.7 2.7 2.7 2.7 2.7

Water Content   % 0.27 0.33 0.30 0.31 0.36

Water Absorbility   % 0.25 0.32 0.27 0.30 0.34

Porosity n % 0.74 0.88 0.80 0.84 0.97

Slake Durability    (*) 99.2 99.5 98.8 99.3 99.1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MPa 76.55 106.62 58.66 139.60 128.56

Velocity (compression)   m/s 2684 2389 2253 2438 2378

Velocity (shear)   m/s 1613 1518 1430 1524 1398

Dynamic Poisson Ratio   (*) 0.39 0.24 0.24 0.28 0.45

Dynamic Elastic Modulus   GPa 19.67 15.29 13.81 16.11 15.21

Dynamic Shear Modulus   GPa 7.10 6.18 5.56 6.29 5.26

Static Poisson Ratio   (*) 0.25 0.25 0.24 0.25 0.25

Static Elastic Modulus   GPa 28.92 31.06 25.30 48.53 41.43

Static Shear Modulus   GPa 11.57 12.42 10.20 19.41 16.57

Cohesion (Triaxial test)   MPa 16.13 18.04 13.27 18.34 19.94

Friction Angle (Triaxial test)   degree 37.68 51.13 44.21 47.41 48.02

Tensile Strength   MPa 8.99 8.74 8.62 8.99 8.84

Point Load Index   (50)_ MPa 1.21 1.19 1.16 1.23 1.21

Cohesion (joint)   MPa 0.03 0.22 0.56 0.83 0

Friction Angle (joint)   degree 28 26 23 21 34

Stiffness        / ⁄ 1.93 6.61 6.24 4.14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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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直剪試驗所使用之正向應力值包含 12 KN、 18 KN、 24 KN、 48 KN (1  KN = 1,000 牛頓 )。  

各深度試體之三軸試驗圍壓，分別為：  

  265 m ~： 1,200 ps i、 2,400 ps i  

  303 m ~： 1,200 ps i、 2,400 ps i  

  400 m ~： 1,500 ps i、 3,000 ps i  

  477 m ~： 1,800 ps i、 3,600 ps i  

  583 m ~： 2,300 ps i、 4,600 ps i  

本報告之岩石力學特性參數，主要由垂直鑽取之岩心經試驗後求得，遵循國際岩石力學學會 (ISR M )建議之岩石試驗方法進行測定。詳細試驗步驟

詳述於 (Chen et  a l . ,  2015,  c5p1 -c 5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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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1：H 區現地應力及古應力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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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2015, Figure 5-1)

Lin (2015)[In Chinese: 林朝彥 (2015)，花蓮和平溪下游變質花崗岩之脆韌性與脆性構造研究與其地質意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理學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Yeh et al. (2012)[In Chinese: 葉恩肇、李偉誠、孫天祥、林為人、林蔚、林鎮國、陳文山(2012)，花蓮和平地區非彈性應變回復法之現地應力量測，地工技術，第
131期，第23-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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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應力量測及研究地點。  

(b)  透過 ASR 量測 HCB H01 不同深度岩心之現地應力分布圖 (Yeh et  a l . ,  2012,  p24)。  

(c )  HCB H01 岩心裂隙類型 /位態統計分析圖。  

(d)  地表露頭之斷層擦痕量測照片。  

(e)  透過岩心及地表露頭斷層擦痕、構造截切關係，逆推古應力變化結果圖 (Lin ,  2015,  f5 .1)：  

  H 區古應力歷經 RF、 N F、 SS，再至現今的 NF 應力環境。  

  採用 T-TEC TO3.0 逆推古應力。  

  和平溪正位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的隱沒反轉帶，使和平溪中下游，處於北部脊樑山脈構造骨幹旋轉的軸心區域，可能同時受到造山

擠壓與弧後張裂作用之影響，為一個研究應力轉換的適當區域 (L in ,  2015,  a bstrac t)。  

  地表擦痕資料多為大理岩的滑動，花崗岩露頭並無明顯擦痕之特徵，但 HCBH 01 花崗岩岩心中，可觀察到大量擦痕資料，但並無截切之證

據。  

  縮寫說明：  

  NF：正斷層應力環境  

  SS：橫移斷層應力環境  

  RF：逆衝斷層應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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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2：K 區現地應力量測結果 

  

測試段

封塞
既存裂隙

packer
Pre-existing

fracture

Testing zone

HF HTPF

水力破裂法 (Hydraulic Fracturing, HF)

既存裂隙水力法 (Hydraulic Tests on Pre-existing Fractures, HTPF)

1st cycle 2nd cycle

time
Depth (m) 238 292 306 430

Max H-stress (MPa) 8.41 9.84 10.68 14.43

Min H-stress (MPa) 4.54 6.25 5.73 9.38

Dir of Max H-stress N58.2W N54W N53.6W N76.4W

HF量測結果

Lin et al. (2012c): SNFD-GEL-90-290/SNFD-ITRI-TR2012-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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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水力破裂法 (Hydra ul ic  Fracturing M ethod,  HF )。  

  既存裂隙水力法 (Hydra ul ic  Tes ts  on Pre - exist ing  F rac tures  M ethod,  HTP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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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3：K 區應力場自晚白堊紀以來的可能變化趨勢  

 K區晚白堊紀以來的應力場變化：可能從正斷層應力場，轉變
為走滑斷層/逆斷層應力場

現地應力量測結果(水力破裂法)

N=165

94.8 MPa

89.6 MPa

80.3 MPa

NF filed

SS field

RF to SS field

基性岩脈推演之古應力場

現地應力量測結果(既存水力破裂法)

(c)

(b)

(a)

Chen et al. (2014a)

Chen et al. (2014a)[Chen, P.C., Yeh, E.C., Liu, C.S., Chen, W.K., Chen, R.F., Tasi, J.Y., Lin, W., and Lin, C.K. (2014), Stress field 

variations in the Kinmen Area since the late Cretaceous, 2014 annual workshop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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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K 區現地應力量測結果 (水力破裂法 )：  

  根據在 KMB H01 探勘孔不同深度進行之水力破裂法 (HF)之結果，最大與最小主應力方向接近水平，顯示現代應力場可能係走滑斷層應力場，

而此可能與華南陸塊持續抬升與剝蝕有關 (C hen et  a l . ,  2014 a )。  

(b)  K 區現地應力量測結果 (既存裂隙水力法 )：  

  根據在 KMB H01 探勘孔不同深度利用既存裂隙水力法 (HTPF )之結果，最小應力方向接近垂直，顯示現代應力場可能是逆衝斷層或走滑斷層

應力場應力場，而此可能與菲律賓海板塊撞擊歐亞板塊有關。  

(c )  根據 K 區岩脈特性所推演的 K 區古應力場 (晚白堊紀 )：  

  根據 André 等人 (2001)所提出之計算方法及 Anders on 之斷層理論， K 區之晚白堊紀古應力場可以從輝綠岩脈露頭之位態推得。  

  利用水力破裂法 (HF )或既存裂隙水力法 (HTPF )進行現地應力之試驗結果，需慎重考量下列不確定性：  

  水力破裂法 (HF)或既存裂隙水力法 (HTPF )之試驗位置非常靠近 K 區之 F1 及 F2 構造，可能導致現地應力量測值的偏差。  

  水力破裂法 (HF)假設現地應力其中之一主應力方向與鑽孔軸平行 (Ya ng et  a l . ,  2003a,  p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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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4：臺灣地溫梯度、熱傳導係數及熱通量分布圖 

  

(a) (b) (c) Wu et al. (2013, p701)

Wu et al. (2013)[Wu, S.K., Chi, W.C., Hsu, S.M., Ke, C.C., Wang, Y. (2013),  Shallow Crustal Thermal Structures of Central Taiwan Foothills Region, Terr. Atmos. Ocean. Sci., Vol. 24, pp. 695-707, doi: 10.3319/TAO.2013.03.13.0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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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地溫梯度分度圖。  

(b)  熱傳導係數分布圖。  

(c )  熱流分布圖。  

  紅線代表構造斷層軌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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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5：花崗質岩樣之熱特性量測結果圖

熱傳導係數  /(   ) 熱容量   /(    ) 線膨脹係數 (  ⁄ )

瑞典
3.56 ~ 3.57 *1

3.57 ~ 3.68 *2

0.76~0.8 *1

0.76~0.8 *1

7.7 × 10−6 *1

7.7 × 10−6 *2

芬蘭
2.92 *3

2.91 *4

0.716 *3

0.712 *4

9.76× 10−6 *3

—

日本
2.80 (used for PA, H12)

2.0~3.0 (lab. Meas., H12)
1.0 (used for PA, H12)

0.7 ~ 1.1 (lab. Meas., H12)
—

1 × 10−5   1.5 × 10−5(lab. Meas., H12)

K區 (岩塊) 2.34 ~2.41 (ASTM-D5334)(temp. avg.) — —

2.58 ~ 3.04 (TPS) (temp. avg.) — —

K區 (岩心)
2.77 ~ 2.80 (TPS); (temp. avg.)

2.85 ~ 2.94 (TPS, Hot Disk ) (temp. avg.)
—

0.56 ~ 0.90 (only by Host Disk) (temp. avg.)
—

H區 (岩心) 2.13 ~2.87 (TPS) 0.73 ~ 0.87
7.84 × 10−6  9.27 × 10−6(hori on average)
7.02 × 10−6  9.78 × 10−6 (vertical)

*1 : Hökmark et al. (2010, p41)
*2 : Stephansson and Gipper (2015, p43)
*3 : POSIVA (2013, p237)
*4 : Kukkonen et al. (2011, p13)

岩塊試體(ASTM-D5334)

(Thermal Needle Method)

岩心試體(TPS)

(Transient Plane Source method )
(ASTM-E1269) (ASTM-E831)

熱傳導係數 熱容量 線膨脹係數

Hökmark, H., Lönnqvist, M., Fälth, B. (2010), THM-issues in repository rock: Thermal, mechanical, thermo-mechanical and hydro-mechanical evolution of the rock at the Forsmark and Laxemar sites, Swedish Nuclear Fuel and Waste Management Company, TR-10-23, SKB.

Kukkonen, I., Kivekäs, L., Vuoriainen, S., Kääriä M. (2011), Thermal Properties of Rocks in Olkiluoto: Results of Laboratory Measurements 1994–2010, POSIVA Working Report 2011-17.

Liou and Tien (2015): SNFD-ITRI-90-311/SNFD-ITRI-TR2015-0311

Posiva Oy (2013), Safety Case for the Disposal of Spent Nuclear Fuel at Olkiluoto–Models and Data for the Repository System 2012, POSIVA Report 2013-01.

Stephansson, O., Gipper P. (2015), Rock Mechanics-Thermal properties and thermal modelling of the rock in a repository of spent nuclear fuel at Forsmark, SSM Technical Note 2015-01.

Tien and Liou (2010): SNFD-EEL-90-275/SNFD-ITRI-TR2010-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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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6：候選場址建議調查區域篩選作業建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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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7：臺灣花崗岩體之地質處置設施可能面臨的地質環境概念示意圖 

  

臺灣西部離島花崗岩體的地質處置環境：
在一個穩定大陸地殼且具岩脈效應的處置環境

臺灣本島東部花崗岩體的地質處置環境：
在一個逐漸下沉且被巨量大理岩/片岩所包圍緩衝的處置環境

在大理岩/片岩中，逐漸下沉的花崗岩
(逐漸遠離人類生活圈的處置環境)

granite

marble

granite
sea

dikes

Marble/schist

sea

Marble/schist

granite

SNFD2017參考案例之地質環境

(a) (b)

假設處置母岩為花崗岩，且為坑道式處置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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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離島花崗岩體之地質處置設施可能面臨的地質環境概念示意圖 (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概念 )。  

  花崗岩體位於無震帶。  

  輝綠岩脈群為西部離島花崗岩體常見的侵入構造，可能成為阻水構造或改變地下水流方向的構造，並因富含鐵鎂礦物，易沉澱核種，進而

遲滯核種在地層的遷移速率。  

  花崗岩體的抬升剝蝕速率很低 (小於 0.1  mm/yr)。  

  預期下次冰期的海平面，可能比現今海平面低約 120 m，萬年尺度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海平面變化，可能會明顯改變預期處置深度 (約 500 m

深 )之地下水流及化學環境特性，降低處置環境的長期穩定性。  

(b)  臺灣本島花崗岩體之地質處置設施可能面臨的地質環境概念示意圖 (坑道式深層地質處置概念 )。  

  花崗岩體被大量的大理岩或片岩所包圍。  

  花崗岩體位於地震區，但岩體本身的地震密度低，可能因周圍大理岩及片岩的岩石強度相對較花崗岩體低，因此，具有衰減震波的減震現

象。  

  部分本島花崗岩體具沉陷趨勢，萬年尺度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海平面變化，對地質處置設施處置深度環境的影響性較低。  

  針對處置深度環境 (約 500 m 深 )的化學長期穩定性：  

  因為大理岩富含碳酸鈣，反應性很快，具有極佳的化學緩衝能力，有助於維持 pH 值 (約 8)的長期穩定性。  

  因片岩富含二價鐵礦物，因此具有降低地下水氧化還原電位 (E h)的能力，亦即沉澱核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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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地質時間表 

宙 

(EON) 

代 

(ERA) 

紀 

(PEROID) 

世 

(EOPCH) 

年代  

(百萬年, MaBP) 

顯生宙

Phanerozoic 

新生代 

Cenozoic 

第四紀 

Quaternary 

全新世 

Holocene 
0 – 0.01 

更新世 

Pleistocene 
0.01 – 2.6 

新近紀 

Neogene 

上新世 

Pliocene 
2.6 – 5.3 

中新世 

Miocene 
5.3 – 23.0 

古近紀 

Paleogene 

漸新世 

Oligocene 
23.0 – 33.9 

始新世 

Eocene 
33.9 – 56.0 

古新世 

Paleocene 
56.0 – 66.0 

中生代 

Mesozoic 

白堊紀 

Cretaceous 
66 - 145 

侏羅紀 

Jurassic 
145 - 201 

三疊紀 

Triassic 
201 - 252 

古生代 

Paleozoic 

二疊紀 

Permian 
252 - 299 

石炭紀 

Carboniferous 
299 - 359 

泥盆紀 

Devonian 
359 - 419 

志留紀 

Silurian 
419 - 444 

奧陶紀 

Ordovician 
444 - 485 

寒武紀 

Cambrian 
485 - 541 

元古宙

Proterozoic 

新元古代 

Neo-proterozoic 
541 - 1000 

中元古代 

Meso-proterozoic 
1000 - 1600 

古元古代 

Paleo-proterozoic 
1600 - 2500 

太古宙 Archean 

新太古代 

Neo-archean 
2500 - 2800 

中太古代 

Meso-archean 
2800 - 3200 

古太古代 

Paleo-archean 
3200 - 3600 

始太古代 

Eo-archean 
3600 - 4000 

冥古宙 Hadean  4000 - 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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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臺灣北部火山區之火山活動定年分析數據彙整表 

地區 位置 
火山活動時代

(MaBP) 
定年方法 參考文獻 

臺灣北部火山

區(NTVZ)-陸上 
大屯火山群(TVG) 2.5, 0.75, & 0.25 K-Ar Juang and Bellon (1984, p86) 

 大屯火山群 2.6–0.4 FTD Liu (1987, p62); Wang (1989, p71) 

 大屯火山群–七星山 0.73–0.23 K-Ar Tsao (1994, p147) 

 大屯火山群–七星山 1.50–0.22 Ar-Ar Li (1996) 

 大屯火山群–七星山和紗帽山 0.023–0.013 C14  (火山碎屑岩層中的有機物質) Belousov et al. (2010, p205) 

 大屯火山群–七星山 0.006 C14  (火山碎屑岩層中的有機物質) Belousov et al. (2010, p205) 

 大屯火山群–紗帽山 < 0.00137 U-Th-Ra (火山岩和分離磁鐵礦) Zellmer et al. (2015, p175) 

 大屯火山群–磺嘴山 < 0.070 U-Th-Ra (火山岩和分離磁鐵礦) Zellmer et al. (2015, p175) 

 觀音山 1.08–0.45 FTD Liu (1987, p62); Wang (1989, p71) 

 觀音山 0.53–0.20 K-Ar Juang and Chen (1989, p37–38) 

 基隆火山群(KVG) 1.3–1.0 FTD Liu (1987, p62); Wang (1989, p71) 

 烘爐山 0.39–0.11 K-Ar Juang and Chen (1989, p37–38) 

 草嶺山 0.25–0.17 K-Ar Juang and Chen (1989, p37–38) 

臺灣北部火山

區(NTVZ)-海上 
彭佳嶼 2.1–0.29 K-Ar Juang and Chen (1989, p37–38) 

 棉花嶼 0.53–0.44  K-Ar Juang and Chen (1989, p37–38) 

 棉花嶼 2.6 Ar-Ar Wang (2000, p67–69) 

 基隆嶼 1.02 K-Ar Juang and Chen (1989, p37–38) 

 基隆嶼 0.33-0.28 FTD Chen et al. (1993, p163–164) 

 赤尾嶼 2.6 K-Ar Shinjo et al. (1991, p327) 

龜山島(KST) 龜山島 0.007 TL (沉積岩包裹體) Chen et al. (2001d, p872) 

 
註解：  

  定年方法：  

  FTD,  F iss ion- tra ck dat ing  (核飛跡定年 )  

  K-A r,  Potass ium-A rgon dat ing  (鉀氬定年 )  

  Ar-A r ,  A rgon-A rgon da t ing  (氬氬定年 )  

  C14 , Carbon-14 dating (碳 14 定年 )   

  TL, Thermoluminescence dating (熱螢光定年 )  

  地名位置請參考圖  3- 3 及圖  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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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臺灣近百年之主要災害性地震 

地震事件 日期 
震央位置 

(經度/緯度) 
深度 

(km) 

規模 

(ML) 
死傷人數/建物損毀 地質災害 

斗六地震

(Douliu) 
1904/11/06  北港溪下游(120.3/23.5)  7 6.1 145 死 158 傷/3840 棟 新港附近發生地裂與噴砂(ref. 1)。 

梅山地震

(Meishan) 
1906/03/17  嘉義縣民雄(120.5/23.6)  6 7.1 

1,258 死 2,385 傷/20,987

棟 

民雄至大連坑一帶發生斷層，長約 13 km，三疊溪

至埤仔頭、中洋仔庄至番婆一帶發生龜裂。龜裂帶

多噴砂、噴泥及噴水現象(ref. 1)。 

南投(Nantou) 1916/08/28  濁水溪上游(120.9/23.7)  45 6.8 16 死 159 傷/5,499 棟 埔里至阿里山多處山崩，埋沒 14 戶(ref. 1)。 

新竹–臺中地震

(Hsinchu-
Taichung) 

1935/04/21  
苗栗縣關刀山附近

(120.8/24.3)  
5 7.1 

3,276 死 12,053 傷/54,688

棟 

新竹臺中烈震，伴生獅潭、屯子腳斷層。新竹苗栗

地區地裂，大關刀山山崩，中港溪流域噴土沙，地

下水噴出，地鳴(ref. 1)。 

中埔地震

(Zhongpu) 
1941/12/17  嘉義中埔附近(120.5/23.4)  12 7.1 358 死 733 傷/15,606 棟 

嘉義地方烈震，並造成草嶺山崩，形成震生湖清水

潭(ref. 1)。 

新化地震

(Hsinhua) 
1946/12/05  臺南新化附近(120.2/23.1)  5 6.1 74 死 482 傷/4,038 棟 

伴生新化斷層，自那拔林延伸至鹽行，長約

12km。地裂、噴水、噴泥、井水變位、電桿與鐵路

歪斜等現象(ref. 1)。 

花東縱谷系列地

震(Longitudinal 

Valley series) 

1951/10/22  
花蓮東南東 15km 

(121.7/23.8)  
4 7.3 68 死 856 傷/2,382 棟 

米崙斷層再度活動，自花蓮港延伸至壽豐東北附

近。多處山崩，玉里地區地裂，玉里、壽豐等地發

生噴水及地鳴，並有鐵路彎曲下沉現象(ref. 1)。 

1951/11/25  臺東北方 30km(120.9/23.0)  36 7.3 17 死 326 傷/1,598 棟 

伴生玉里地震斷層，自瑞穗北方延伸至富里以南，

全長約 43km。地裂、山崩、噴水、地鳴、發光等

現象(ref. 1)。 

恆春地震

(Hengchun) 
1959/08/15  恆春(121.3/21.8)  20 7.1 17 死 68 傷/2,589 棟 恆春半島多處地裂，滿洲鄉發生山崩(ref. 1)。 

白河地震(Baihe) 1964/01/18  
臺南東北東 43km 

(120.6/23.2)  
18 6.3 106 死 650 傷/36,320 棟 嘉南烈震，有地裂、噴砂(ref. 1)。 

花蓮地震

(Hualien) 
1986/11/15  

花蓮東偏南 10km 

(121.7/23.9)  
15 6.8 13 死 45 傷/75 棟 

蘇花及橫貫公路全線中斷，北迴鐵路鐵軌扭曲。中

和華陽市場 2/3 房屋倒塌(ref. 1)。 

集集地震(921 

Chichi) 
1999/09/21 

南投縣集集附近

(120.75/23.87) 
7 7.3 

2,415 死 29 失蹤 11,305

傷/全毀 51,711 棟半倒

53,768 棟 

造成地表長約 80 km 的地表破裂，以及在卓蘭–石

岡地區形成寬約 20 km 的地表褶皺變形帶(ref.  

2)。 

美濃地震

(Meinong) 
2016/02/06 

高雄市美濃附近

(120.54/22.93) 
16.7 6.4 

116 死 550 傷/63 棟(ref. 

3) 

近地表破壞，以土壤液化所造成的變形為主，變形

隆起的範圍廣達至百餘公尺，地表抬升近半公尺，

有多處噴砂現象，大多呈現南北走向(ref. 4) 。 

Sourc e:  ref .  1 :  L ee et  a l .  (2002,  p50);  ref .  2:  N FA (2014 ,  p87);  ref .  3 :  NFA (2016,  p2);  ref .  4:  CGS (2016,  p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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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如果將記載的時間再往前追溯到明清兩代，則：  

  造成超過 10 人以上死亡的重大災害地震至少有 30 次。  

  造成百人以上的死亡的重大災害地震至有 15 次。   

  造成千人以上死亡的毀滅性重大災害地震有 4 次；分別是：  

  1848 年彰化地震 (1 ,030 人死亡 )。  

  1906 年梅山地震 (1 ,258 人死亡 )。  

  1935 年新竹–臺中地震 (3 ,276 人死亡 )。  

  1999 年集集地震 (2 ,4 15 人死亡 )。  

  地名位置請參考圖  3-28 及圖  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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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臺灣活動斷層之活動頻率研究彙整表 

活動斷層名稱與 ID 編號 上次活動時間與規模 活動週期 下次活動時間(預測)與規模 
參考文獻 

名稱 編號 年份(CE) 規模( 𝐋) 年(y) 年份(CE) 規模( 𝐋) 

車籠埔斷層 11 1999 7.3 300 to 400 2340±90 > 7 Chen et al. (2007, p92) 

新城斷層 04 1811 or 1815 > 7 - - > 7 Chen et al. (2003b, p15) 

九芎坑斷層 13 1906 7.1 - - - Chen et al. (2003a, p126-127) 

新化斷層 19 1946 6.1 - - - Chen et al. (2004a, p111) 

米崙斷層 26 1951 7.3 

~ 100 - > 7 Chen et al. (2004b, p138) 瑞穗斷層 28 1972 6.9 

玉里斷層 29 1951 7.3 

 
註解：  

  活動斷層編號及其位置，如圖  3-28 所示。  

  車籠埔斷層 (Chel ung pu Faul t ,  ID11)：  

  車籠埔斷層大致可以解析出 5 次古地震事件 (不含集集地震 )，發生的年代為西元 1650 年至 1520 年、 1270 年至 1160 年、 1060 年至 1030

年、 570 年至 400 年、 240 年至 50 年。  

  車籠埔斷層每 1 次的地表破裂的隆起高度約 1 m 至 2.5  m，這個高度變化大致與集集地震的隆起高度相當。由古地震的資料分析結果，研

判古地震規模可能都在 7 以上。  

  車籠埔斷層的前 3 次 (N-3)古地震，至集集地震之時間間距來看，每次地震相距時間約 300 年至 400 年，據此推估車籠埔斷層下次發生大

地震的可能發生時間，約在西元 2340±90 年 (L in  et  a l . ,  2007b,  p92 )。  

  新城斷層 (Hsincheng Fa ult ,  ID04 )：  

  新城斷層從槽溝剖面以及野外剖面來看，都已截切至紅土階地的地表以及未紅土化階地，而最近一次的大地震發生約於 300 年內 ( C14 定年 )。 

  比對臺灣歷史地震紀錄，此期間在桃竹苗地區發生的大地震共有 3 次，分別為 1811 年、 1815 年與 1881 年，這些地震的受震範圍均可以

遠至福建及臺灣南部，並於桃竹苗地區造成重大傷亡。若以受震範圍評估地震規模， 1811 年與 1815 年地震可能都屬於規模 7 以上的大地

震 (Hsu,  1983,  p8;  C heng a nd Yeh ,  1989)； 1811 年與 1815 年兩者之一可能與新城斷層最近一次的活動有關 (C hen et  a l . ,  2003 a,  p15)。  

  新城斷層的長期活動性或週期尚未有足夠的資料，但以現今資料可評估最近一次地震活動造成的地表抬升量，約為 1.3  m 至 1.85 m。此種

規模的地表變形量可以比擬於集集地震的地表變動，因此新城斷層上次活動的地震規模可能大於 7。  

  九芎坑斷層 (Chiuc hiungk eng Faul t ,  ID13)：  

  九芎坑斷層是由卓蘭層逆衝至六雙層、紅土礫石層及階地礫石層之上。從斷層傾角以及其與觸口斷層的關係來看，九芎坑斷層可能是觸口

斷層 (圖  3-28 之 18 號斷層 )斷坡向前 (向西 )的分枝斷層。  

  九芎坑斷層截切近代階地沉積層以及晚更新世沉積層 ( C14 定年約 47,100±1,750 B P)的關係，顯示九芎坑斷層應屬於第一類的活動斷層 (C hen 

et  a l . ,  2003 b,  p126–127)。  

  新化斷層 (Hsinhua Fa ul t ,  ID19)：  

  新化斷層從研究中共發現 3 次的古地震紀錄，最早形成時間約在西元前 7,500 年至 6,600 年，第 2 次發生時間約為西元前 360 年至 20 年，

第 3 次就是西元 1946 年。  

  新化斷層的斷層結構屬於右移斷層，且斷層已經切穿至地表 (C hen et  a l . ,  2004 b,  p113 )。從淺層震測剖面以及野外調查顯示，新化斷層帶是

由數條正斷層構成寬約數百公尺的變形帶，表示長期以來，新化斷層帶是呈現拉張的構造環境 (Hua ng,  2004,  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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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針對新化斷層的古地震研究僅有一處槽溝，所呈現的古地震事件，尚不足以代表全新世以來完整的古地震時序；因為每次事件產生的

地表斷裂位置，可能不在同一斷層，因此以現今之研究成果，尚無法呈現完整的古地震層序。  

  花東縱谷斷層 (M ilun Fa ult ,  Rueyshui  Faul t ,  a nd Yul i  Faul t)：  

  花東縱谷斷層之各個區段 (或區塊 )，由槽溝地層與構造特徵分析結果可知，槽溝內連同 1951 年所紀錄之地震事件共計有 3 次，而斷層兩側

地層高差約為 2.5  m。  

  第 1 次地震事件為 1951/11 花東地震所造成的地表破裂，地表隆起高度為 0.75 m。第 2 次與第 3 次的地震時間都相當年輕，發生在西元

1600 年以來，地表隆起高度 1.75 m，預測其地震規模在 7 以上 (Chen et  a l . ,  2004 d,  p143)。  

  大約 400 年以來，花東縱谷斷層 (中段地區 )共發生了 3 次大地震，可以想見大地震的時距約為百年左右，其週期非常的短，所以花東縱谷

斷層需進一步進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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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臺灣百年來之地震規模與斷層型態 

活動斷層名稱與 ID 編號 地震事件 地震規模 斷層性質 斷層錯動 

名稱 編號 年/月/日 規模( 𝐋) 走向(Strike) 長度(km) 水平(cm) 垂直(cm) 

梅山斷層 14 1906/03/17  7.1 N53 to 75°E  13.5 240  180  

獅潭斷層 05 1935/04/21  7.1 N20 to 30°E  21  – 300  

屯子腳斷層 09 1935/04/21  7.1 N60°E  20  200  60  

新化斷層 19 1946/12/05  6.1 N70 to 80°E  6  200  76  

米崙斷層 26 1951/10/22  7.3 N20 to 55°E  10  200  120  

玉里斷層 29 1951/11/25  7.3 N20 to 30°E  43  163  130  

瑞穗斷層 28 1972/04/24  6.9 N25°E  2.5  – 70  

車籠埔斷層 11 1999/09/21  7.3 ※  100  ＞500  980  

Source: Hsu and Chang (1979); Lee et al. (2002) 
 
註解：斷層編號及其位置，如圖  3-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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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臺灣近期海水面之上升速率 

測站位置 
海水面變化趨勢(mm/yr) 

1993-2003 (RefA) 1993-2009 (RefB) 1993-2008 (RefC) 1993-2012 (RefD) 
ALT TG ALT TG ALT TG ALT TGC 

基隆(KL) - -0.3 3.1 5.0 4.9 ± 1.2 26.7± 0.5a 3.2± 0.4 3.3± 0.4 

高雄(KS) - 7.3 - - 1.1± 1.4 1.1± 0.1 b 4.5± 0.4 4.6± 0.5 

澎湖(PH) - 17.1 - - 1.1± 1.4 8.6± 0.7c 2.5± 0.5 2.2± 0.5 

台中(TC) - - 3.1 10.7 5.0± 1.7 8.9± 0.5 d 3.5± 0.4 4.6± 0.5 

富岡(FG) - - 6.4 55.6 4.3± 1.5 12.9± 0.1e - - 

將軍(JG) - - 3.9 4.3 5.0± 1.7 2.9± 0.4f - - 

蟳廣嘴(SGZ) - - 6.0 9.8 1.1± 1.4 - - - 

ALT: satellite altimetry data, 測高衛星資料 

TG: tide gauge data, 驗潮站資料 

TGC: tide gauge data with vertical motion correction, TG 經地表垂直變動資訊修正

後結果 

RefA: Tseng et al. (2010, p35)  
RefB: Huang et al. (2010, p93) 
RefC: Chang et al. (2012, p102) 
RefD: Kuo et al. (2015, p4-15) 

a：資料期間 1992-2002 

b：資料期間 1992-2007 

c：資料期間 1998-2008 

d：資料期間 2004-2008 

e：資料期間 1992-2003 

f：資料期間 1992-2001 

x：無資料或無結果 

 

 
 

 

  

(TGC)

(ALT)

(T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timeter#/media/File:Sealevel_chart.jpg

Kuo et al. (2015)[In Chinese:郭重言、林立青、藍文浩、莊文傑、李俊穎，2014，臺灣四周海域近十年之海水面變化速率研
究；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報告編號MOTC-IOT-102-H3DB004a。

https://www.fig.net/resources/proceedings/fig_proceedings/fig2011/papers/ts04i/ts04i_saad_shaker_et_al_516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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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現今觀測海水面變化的工具及資料主要為：  

  驗潮站資料 (Tide Gauge  da ta ,  TG )；具長時間觀測紀錄資料，連續性記錄驗潮站與臨近海水

面間，兩者相對高程的變化特性。  

  測高衛星資料 (sa tel l i te  Al t imetry  data ,  ALT)；量測衛星軌道經過地區的絕對海水面高程，

空間涵蓋廣，但資料紀錄非連續性。  

  單純利用 TG 所求得的海水面變化結果，在同一地點同一時段內，與 ALT 所求得的絕對海水面變

化結果，兩者可能差異很大，最大可能差異達 50 mm/yr (如 Fugang 地區 )；但 TG 若經過地表垂

直變動資訊 (如 G PS 觀測資料 )的修正後 (TG with  vert ical  motion c orrect ion,  TGC )，則兩者的解

析結果非常接近 (Kuo et  a l . ,  2015,  p4 - 3;  C oza nnet  et  a l . ,  2015,  p1)。  

  各研究地區在 1993 年至 2013 年間的絕對海水面均具上升趨勢， ALT 的數值界於 1.1  mm/ yr 至

6.9  mm/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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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臺灣 3 種潛在處置母岩之長期穩定性評估結果一覽表 

潛在處置母岩 
花崗岩 泥岩 中生代基盤岩 

西部離島 臺灣東部 臺灣西南部 臺灣海峽至臺灣西部 

岩性 花崗岩/花崗片麻岩 花崗岩/花崗片麻岩 泥岩 火山岩/沉積岩 

形成年代 100 Ma 至 140 Ma 80 Ma 至 90 Ma 1 Ma 至 2 Ma >66 Ma 

地 

質 

穩

定

性 

千萬年尺度 
13 Ma 
(海岸) 

10 Ma 
(深海) 

淺海或海岸 
10 Ma 
(海岸) 

百萬年尺度 微小地殼變動 

6.5 Ma 至 3.5 Ma 

(快速抬升與造山) 

6.5 Ma 至 3.5 Ma 

(快速沉陷) 

臺灣海峽澎湖群島區域：微小地殼變動 

臺灣西部區域：快速沉陷 
3.5 Ma 至 1.5 Ma 

(抬升與剝蝕) 

3.5 Ma 至 0.5 Ma 

(沉陷) 

1.5 Ma 
(抬升沉陷不明顯) 

0.5 Ma 
(快速隆升) 

萬年尺度 微小地殼變動 抬升沉陷不明顯 快速抬升或沉陷 
臺灣海峽澎湖群島區域：微小地殼變動 

臺灣西部區域：快速沉陷 

大地構造環境 

板塊內部 板塊邊緣 板塊邊界 板塊內部 

張裂 
部分擠壓轉張裂；部分擠

壓 
擠壓 張裂 

遠離變形前緣 變形帶 變形前緣 遠離變形前緣 

地震活動 地震相對安靜帶 
地震帶(部分地區為地震相

對安靜帶) 
地震帶 地震相對安靜帶 

活動構造 無 待調查 活動逆衝斷層 無 

海平面/氣候變遷 

(相對現今海平面-120 m

至+10 m 變化) 

海平面上升島嶼； 

海平面下降陸地 

海平面上升陸地； 

海平面下降陸地 

海平面上升海濱； 

海平面下降陸地 

海平面上升島嶼或基盤； 

海平面下降陸地 

資料來源：修改自台電公司 (2010,  c 2p338)。  

註解：母岩分布地區如圖  3-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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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臺灣西南部泥岩地區主要斷層特性一覽表 

斷層名稱 分類 斷層長度(km) 斷層形式 最近一次活動時間 參考文獻 

烏山頭斷層或崙後斷層 不活動斷層 48 逆衝 - Lin et al. (2007b, p94) 

新化斷層 第一類活動斷層 6 右移 1946 CE Chen et al. (2004b, p113) 

左鎮斷層 第二類活動斷層 13 右移 晚更新世 Lin et al. (2012b, p16) 

後甲里斷層 第二類活動斷層 12 逆衝 晚更新世 
Lin et al. (2012b, p16, p23–p24),  
Wu et al. (2011, p46) 

木柵斷層 不活動斷層 - 左移 - Lin (2013, p41) 

龍船斷層 不活動斷層 - 
北：逆衝 

南：左移逆衝 
- 

Lin (2013, p40) 

古亭坑斷層 不活動斷層 - 逆衝 - Lin (2013, p42) 

內英斷層 不活動斷層 - 逆衝 - Lin (2013, p46) 

旗山斷層 第一類活動斷層 26 左移逆衝 7.7 kaBP to 8.3 kaBP 
Lin et al. (2009, p128) 
Lin et al. (2012b, p16–p17, p23–p24) 

小崗山斷層 第二類活動斷層 8 逆衝 晚更新世 
Lin et al. (2012b, p16, p23–p24) 
Lin et al. (2009, p108) 

 
註解：斷層位置請參考圖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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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臺灣西南部泥岩基本物理特性 

地名位置 

Specific 
Gravity 

(𝐆𝐬) 

Void Ratio 
(e) 

Water 
Content 

(w) 

Dry Unit 
Weight 

(𝛄𝐝) 

Sand 
Content 

(S) 

Silt 
Content 

(M) 

Clay 
Content 

(C) 

Liquid 
Limit 
(LL) 

Plastic 
Limit 
(PL) 

Plastic 
Index 
(PI) 

參考文獻 

-  (%) (𝐭 𝐦𝟑⁄ ) (%) (%) (%) (%) (%) (%) 
台南東山 2.71 to 

2.75 
- 16.1 to 

17.8 
1.86 to  

1.94 
10 55 35 39.7 to 

44.7 
23.8 to 

26.9 
15.9 to 

17.8 
Yang (2007, p10-p11) 

台南官田 2.75 - 17.0- - 10 65 25 37 21 16 Yang (1975, p76) 

台南玉井 2.71 0.47 17.4 1.86    31.6 17.1 14.5 Chuang (1976, p36) 

台南左鎮 2.70 - - - - - - 39 22 17 Su (2009, p56) 

台南龍崎 2.71 to 
2.73 

0.24 to 
0.26 

1.63 to 
1.75 

2.21 to  
2.23 

2.0 70.6 27.6 31.4 20.9 10.5 Hsieh (1995, p46–

p47) 
台南市東方 2.72 0.42 to 

0.43 
13.8 to 

14.3 
1.90 to  

1.92 
5.8 to  
5. 9 

83.26 to 
86.6 

7.56 to 10.8 27.1 to 
31.5 

14.9 to 
19.3 

12.17 to 
12.2 

Yeh (2010, p12) 

高雄田寮 2.67 to 
2.70 

- 4.9 to  
6.3 

2.30 to  
2.37 

1.0 50.6 48.4 27.0 to 
29.8 

11.4 to 
13.9 

14.7 to 
16.7 

Yang (2007, p87) 

高雄田寮 2.70 to 
2.71 

 - 2.24 to  
2.28 

- - - 37.8 to 
41.0 

16.2 to 
18.1 

21.6 to 
22.9 

Yeh (2008b, p36) 

高雄田寮 2.70 to 
2.71 

0.18 to 
0.26 

- 2.11 to  
2.25 

2.4 to  
4.4 

70.6 to 80.0 17.6 to 25.0 36 to  
40 

15 to  
18 

21 to  
22 

Chen (2008, p44) 

高雄田寮 2.71 0.21 to 
0.26 

 2.11 to  
2.21 

- - - 40.4 21.5 18.9 Chen et al. (2010b, 
p357) 

高雄田寮 2.63 to 
2.72 

0.14 to 
0.39 

3.5 to  
15.4 

2.18 to  
2.44 

- - - - - - GT (2011, c4p29) 

高雄楠梓 2.72 0.28 2.95 to 
3.15 

2.13 11 67 22 27.4 18.6 8.8 Chen (1988, p31) 

屏東恆春 - - - - - - - 20 to  
38 

14 to  
17 

6 to  
22 

Guo et al. (2002, c4p4 
& p6) 

 
註解：  

  Sa nd C ontent  (砂粒含量 )  (pa rtic l e  s ize > 0 .074mm);   

  Sil t  Content  (粉粒含量 )  (0.002 m <pa rtic l e  s ize  < 0.074mm);   

  Clay C ontent(黏粒含量 )  (pa rtic l e  s ize < 0 .0 02mm) 

  地名位置請參考圖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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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臺灣西南部泥岩之化學特性 

地名位置 
SiO2 Al2O3 Fe2O3 K2O MgO Na2O CaO TiO2 MnO P2O5 SO3 LOI CEC pH 

參考文獻 
(%) (%) (%) (%) (%) (%) (%) (%) (%) (%) (%) (%) meq/100g - 

台南玉井 69.61 11.47 3.89 2.87 3.07 - 3.01 N.D. 0.06 0.03 - 3.89 - 7.96 Wann and Huang (1996, 
p60) 

台南大內 67.55 13.90 5.09 2.79 1.73 1.54 0.25 0.74 0.06 - - 5.68   Chang (1996, p28) 

台南龍崎 - - - - - - - - - - - - - 8.28 Qiu et al. (2007, p363) 

台南龍崎 54.79 17.58 8.64  2.12  6.04 - - - - - - - Liao (2004, p71) 

高雄田寮 - - - - - - - - - - - - - 8.3 to  
8.8 

Yen and Tsai (1985, p23) 

高雄田寮 48.57 22.57 7.01 4.53 4.80 - 4.14 1.06 0.23 0.06 - 5.38  8.75 Wann and Huang (1996, 
p59-60) 

高雄田寮 62.70 16.15 5.98 3.07 1.90 1.53 0.24 0.80 0.06   6.83 - - Chang (1996, p28) 

高雄燕巢和烏

山頂泥火山 

65.36 16.54 4.85 2.20 2.76 1.66      5.96 - - Chen and Ray (2009, 
p125) 

高雄燕巢和烏

山頂泥火山 

59.63 21.22  2.32 1.86 1.53 1.95 - - - - 5.31 - - Rin (1934, p52-53) 

高雄燕巢和烏

山頂泥火山 

- - - - - - - - - - - - - 8.26 to 
8.30 

Lin (1997, p180) 

高雄內門 - - - - - - - - - - - - 12.09 to 12.81 8.93 Chen (2002a, p92) 

屏東恆春 38.46 11.68 5.56 2.32 1.68 1.51 1.99 0.81 - - 1.99 - 11.28 to 14.09 - Lan (2005, p28) 

屏東恆春 59.77 23.61 8.34 4.33 - - 2.33 1.01 0.09 - 0.35 - - - Lin (2011b, p164) 

註解：  

  LOI :  L oss  on ignition;  燒失量。  

  CEC:  Cat ion E xcha nge C apaci ty;  陽離子交換能力。  

  地名位置請參考圖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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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臺灣西南部泥岩之礦物組成 

地名位置 

礦物 
台南玉井 高雄田寮 高雄田寮 高雄田寮 屏東恆春 

石英 (%) 58.62 24.17 - - 25.79 

高領石 (%) - 25.50 16.38 14.87 5.87 

伊利石 (%) - - 64.92 68.87 6.33 

白雲母 (%) - 19.19 -  20.7 

綠泥石 (%) - 14.15 8.00 10.39 9.49 

菱鎂礦 (%) 6.45 7.37 - - - 

方解石 (%) 5.35 7.39 - - 2.61 

鈣長石 (%) - - - - 26.58 

針鐵礦 (%) 5.21 - - - - 

蒙脫石 (%) - - 4.05 1.94 - 

正長石 (%) 16.98 - - - - 

赤鐵礦 (%)  1.06    

銳鈦礦 (%)  1.87   2.63 

非晶質 (%) 7.81 - - - - 

混合層黏土礦物 (%) - - 6.65 3.93 - 

資料來源 
Wann and Huang 

(1996, p60) 
Wann and Huang 
(1996, p60) 

GT (2011, c4p29) GT (2011, c4p29) Lin (2011b, 
p164) 

 
註解：  

  地名位置請參考圖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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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臺灣西南部泥岩之回脹、消散及透水特性 

地名位置 
Id1 Id2 

Free Swelling Restricted Swelling Experiment Condition 
Hydraulic 

Conductivity 參考文獻 
Max. 

Swelling 

Max. 
Swelling 

Strain 

Max. 
Swelling 

Max. 
Swelling 

Strain 

Initial 
Water 

Content 

Final 
Water 

Content 

Normal 
Stress 

(%) (%) (mm) (%) (mm) (%) (%) (%) (MPa) ×   −  (m/s) 
台南玉井          1.785 Yang(1975, p76) 

台南市東方和台南台

地 

         1.41 to 3.23 Yeh (2010, p78) 

高雄田寮 40 to 59 25 to 40         Lee et al. (2000, p758) 

高雄田寮 63.08 to 
78.09 

33.10 to 
54.88 

        Liao (2004, p72) 

高雄田寮 57.1 to 
67.3 

23.3 to 
42.1 

        Yang (2007, p88) 

  2.21 11.05   8.02 16.45   Yang (2007, p89) 
  3.39 16.95   4.39 16.16   
  2.25 11.25   8.05 16.89   
  2.11 10.55   8.61 20.6   
    0.51 2.55 4.56 9.59 0.05  Yang (2007, p92) 
    0.33 1.65 5.73 11.63 0.1  
    0.22 1.10 5.63 10.12 0.2  
    0.03 0.15 4.34 8.91 0.4  

高雄田寮 78 53         Chen (2008, p68) 
  3.05 15.1    17.4   Chen (2008, p72) 
  4.21 20.7    20.9   
  3.70 18.5    18.5   
    1.29 6.7  12.7 0.05  Chen (2008, p75) 
    0.92 4.7  11.2 0.1  
    0.49 2.5  10.3 0.2  
    0.24 1.2  10.0 0.4  

高雄燕巢          1.46 to 2.4 Tsai(2005, p47) 

台南和高雄          0.9 to 1.5 Lin et al., (1991b, c5p26) 

屏東恆春          0.16 to 4.4 Guo et al. (2002, c4p4 & 6) 

 
註解：地名位置請參考圖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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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臺灣西南部泥岩力學特性(一) 

地名位置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Tensile 
Strength 

Peak Strength Residual Strength Experiment 
Condition 

Water Content 
參考文獻 Cohesion Friction Angle Cohesion Friction Angle 

(MPa)  (MPa) (MPa) (degree) (MPa) (degree) (%) 
台南龍崎 - 1.27 to 1.57 6.25 25 1.62 29 Air-dry Hsieh(1995, p52, p76) 

台南市東方和台南

台地 

6.25 0.61 to 0.62 - - - - 0.20 to 0.21 Yeh (2010, p89) 
4.65 0.40 to 0.56 - - - - 1.11 to 1.37 
1.77 0.27 to 0.33 - - - - 5.23 to 5.95 
0.81 0.13 to 0.15 - - - - 13.96 to 14.16 

台南市東方和台南

台地 

  1.75 31.6 1.31 32.0 0 to 0.5 Yeh (2010, p101) 
  1.65 28.6 1.52 28.4 1 to 2 
  0.97 29.7 0.35 31.8 4 to 6 

高雄田寮  5.68 to 5.92     0.1 Chen(2008, p85) 
  2.69 to 3.03     1 to 2 

 4.7 to 5.8     4.7 to 5.8 
 0.33 to 0.48     9.5 to 9.8 

高雄田寮   15.5 26.1 4.7 30.2 0 Chen et al.(2010b, p359) 
   9.3 22.4 4.6 24.6 1 to 2 

  4.7 20.7 1.9 22.6 4 to 6 
  1.8 18.5 1.6 15.7 9 to 10 

高雄鼓山  1.21 to 1.37     0.1 Chen (1997, p70) 
 0.50 to 0.60     4.9 to 5.1 
 0.35 to 0.44     10.5 to 11.3 
 0.30 to 0.31     14.3 to 14.9 
 0.18     17.1 
 0.15     19.1 

高雄鼓山  1.24 to 1.40     0.1 Lin (2000d, p71) 
 0.51 to 0.61     4.9 to 5.1 
 10.5 to 11.3     10.5 to 11.3 
 0.31 to 0.32     14.3 to 14.9 
 0.19     17..1 
 0.15     20.0 

高雄鼓山   2.00 35.5 0.81 39.1 0.3 Lee et al. (2003, p132) 
  1.53 26.7 0.39 29.3 5 
  1.52 21.1 0.31 26.7 10 
  0.72 15.1 0.34 18.7 14 

註解：地名位置請參考圖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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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臺灣西南部泥岩力學特性(二) 

地名位置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Secant 
Modulus 

Static Poisson 
Ratio 

Dynamic Shear 
Modulus 

Dynamic 
Elastic 

Modulus 

Dynamic 
Poisson Ratio 

Experiment 
Condition 

參考文獻 

(MPa)  (GPa) - (GPa) (GPa) - 
Water Content 

(%) 
台南龍崎 14.02 to 16.08 0.89 to 1.05 - - - - Air-dry Hsieh(1995, p50) 

台南龍崎 21.63 to 23.09 1.78 to 3.25 0.22 to 0.31 - - - 1.3 to 1.8 Liao (2004,p74) 

台南市東方和台南

台地 

6.25 0.56 0.03 - - - 0.2 Yeh (2010, p80) 
4.65 0.31 0.22 - - - 1.3 
1.76 0.15 0.19 - - - 4.21 
1.78 0.13 0.34 - - - 5.07 

- - - 1.37 3.36 0.22 0 to 0.5 Yeh (2010, p71) 
- - - 1.12 2.75 0.23 1 to 2 
- - - 0.86 2.14 0.24 4 to 6 
- - - 0.80 - - 12 to 14 

高雄田寮 39.1 to 40.0 2.90 to 4.78 0.12 to 0.13 - - - 0 to 0.1 Chen(2008, p77) 
17.6 to 22.3 1.44 to 1.75 0.15 to 0.19 - - - 1.4 

8.6 to 9.2 0.54 to 1.30 0.29 to 0.32 - - - 4.7 to 5.3 
2.6 to 4.2 0.11 to 0.15 0.35 to 0.41 - - - 9.2 to 9.6 

高雄田寮 14.8 to 15.8 0.91 to 1.25 0.19 to 0.24 - - - Air-dry Yeh(1999, p49) 

高雄田寮 1.65 to 9.93 - - - - - - Lee et al. (2000, p758) 

高雄田寮 9.18 2.28 0.37 - - - 2.01 GT (2011, c4p33) 
6.26 2.10 0.24 - - - 3.21 

- - - 3.22 7.75 0.20 5.81 
- - - 1.94 5.01 0.29 8.08 

高雄鼓山 7.50 to 10.16 0.47 to 0.50 - - - - 0.1 to 0.3 Lee et al. (2003, p131) 
3.65 to 3.95 0.21 to 0.23 - - - - 5.0 
2.35 to 2.44 0.10 to 0.13 - - - - 10.6 to 10.8 
1.90 to 1.94 0.042 to 0.046 - - - - 13.2 to 13.5 
1.14 to 1.31 0.020 to 0.021 - - - - 18.3 to 19.7 

 
註解：地名位置請參考圖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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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臺灣地區花崗岩類之產狀、規模、年代及地體環境比較表 

地點 產狀 岩體規模 
形成年代 

(MaBP) 
地體構造環境 

臺灣東部 侵入/變形花崗岩 數十公里長、數公里寬 90 至 80 聚合板塊邊緣 

金門 侵入/變形花崗岩 總面積約 150 km2 140 至 100 後造山環境 

馬祖 侵入花崗岩 總面積約 29 km2 100 後造山環境 

烏坵 侵入花崗岩 總面積約 1.2 km2 120 後造山環境 
 
註解：地名位置請參考圖  3-3、圖  3- 71、圖  3-4、圖  3-107、圖  3- 108 及圖  3-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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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不同地區花崗岩之平均地下水水質 

Item  K (KM4) K (KM5) K (KMi) H (HL) W (WC) SKB_Ä spö Sea (global) 
Depth m 300 to 400 400 to 500 300 to 500 20 to 100 30 to 50 ~550 surface 
pH * 7.67 8.98 8.6 8.1 6.21 to 7.73 7.7 7.5 to 8.4 
pe * -3.1 -6.79 -5.73  -4.6 to 2.2 -5.21 to -1.24  
T ℃ 28.8 31.7 30.87 23.5   15 
EC mS/cm 0.407 0.32 0.345 0.32   ~42.9 
Cl_tot  mol/L 1.29E-03 8.55E-04 9.77E-04 1.24E-04 1.63E-01 1.81E-01 5.46E-01 
C_tot  mol/L 1.32E-03 1.15E-03 1.21E-03 2.82E-03 5.30E-04 1.64E-04 2.33E-03 
S_tot  mol/L 1.30E-04 9.59E-05 1.05E-04 2.64E-04 6.67E-03 5.83E-03 2.82E-02 
N_tot  mol/L 2.12E-05 4.03E-05 3.35E-05 1.31E-05 1.64E-05 2.85E-06 1.07E-02 
P_tot  mol/L 1.63E-06 2.05E-06 1.88E-06   1.61E-07 2.00E-06 
B_tot  mol/L       4.16E-04 
Si_tot  mol/L 1.18E-03 6.90E-04 8.31E-04  4.14E-04 1.46E-04 7.94E-05 
F_tot  mol/L 1.19E-04 2.11E-04 1.85E-04   7.89E-05 6.84E-05 
Br_tot  mol/L      5.01E-04 8.42E-04 
I_tot  mol/L      1.10E-06 5.01E-07 
Na_tot  mol/L 1.29E-03 1.68E-03 1.57E-03 5.45E-04 9.48E-02 9.13E-02 4.68E-01 
K_tot  mol/L 1.48E-04 6.98E-05 9.22E-05 3.38E-05 1.28E-03 2.05E-04 1.02E-02 
Ca_tot  mol/L 6.18E-04 2.79E-04 3.76E-04 9.72E-04 1.93E-02 4.73E-02 1.03E-02 
Mg_tot  mol/L 1.30E-04 2.00E-05 6.38E-05 3.78E-04 1.34E-02 1.73E-03 5.31E-02 
Al_tot  mol/L       7.94E-08 
Fe_tot  mol/L 1.37E-05 5.18E-06 7.62E-06 1.30E-07 6.56E-04 4.30E-06 3.16E-08 
Cu_tot  mol/L 1.18E-07 2.76E-07 2.37E-07    7.94E-09 
Mn_tot  mol/L 3.90E-06 9.60E-07 1.94E-06 5.74E-07 2.64E-04 5.28E-06 3.98E-09 
Zn_tot  mol/L 7.22E-06 1.17E-06 2.90E-06  1.11E-06   
Cd_tot  mol/L  3.11E-08 3.11E-08     
Cr_tot  mol/L 1.92E-08 2.50E-07 1.35E-07    6.31E-09 
Ni_tot  mol/L 5.59E-05 3.30E-05 4.07E-05  1.46E-06  2.51E-08 
Pb_tot  mol/L 1.25E-07 1.57E-07 1.46E-07  9.59E-07   
As_tot  mol/L  1.00E-08 1.00E-08 3.34E-05 1.69E-08  5.01E-08 
U_tot  mol/L       1.99E-10 
Salinity  (‰) 0.279 0.208 0.228 0.182  11.1 35.1 
Source  Lin et al. (2012c), ac4p44–p46 CGS (2013a), ac6p118 Lin (2000b), p46 Bruno et al. (1997), p106 Stumm and Morgan 

(1981), p184, p463 & 
p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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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表中所列之水質成分，係以各離子所含之主要元素的總濃度 (mol/L )來表示。  

  KM 4： K 區深度 300 m 至 400 m 之平均地下水水質 (Lin  et  a l . ,  2012c,  ac4p44–p46)。  

  KM 5： K 區深度 400 m 至 500 m 之平均地下水水質 (Lin  et  a l . ,  2012c,  ac4p44–p46)。  

  KM i： K 區深度 300 m 至 500 m 之平均地下水水質 (Lin  et  a l . ,  2012c,  ac4p44–p46)。  

  HL： H 區深度 20 m 至 100 m 之平均地下水水質 (CG S,  2013a ,  ac 6p118 )。  

  HC： W 區深度 30 m 至 50 m 之平均地下水水質 (Lin ,  2000b,  p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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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K 區深層地下水之水質分析結果 
Item Unit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Sample 
No. 

* 
KMBH01-

W1 
KMBH01-

W2 
KMBH01-

W3 
KMBH01-

W4 
KMBH01-

W5 
KMBH04-

W1 
KMBH04-

W2 
KMBH04-

W3 
KMBH04-

W4 
KMBH03-

W1 
KMBH03-

W2 
KMBH03-

W3 
KMBH05-

W1 
KMBH05-

W2 
KMBH06-

W1 
KMBH06-

W2 
KMBH06-

W3 
KMBH06-

W3A 
KM5 

(1) 

Depth m 
195.1 to  

198.1 
351.1 to  

354.1 
489.1 to  

492.1 
489.1 to  

492.1 
37.1 to  

40.1 
54.5 to  

56.5 
269.0 to  

271.0 
344.5 to  

346.5 
498.0 to  

500.0 
94.10 to  

96.30 
389.94 to  

392.06 
478.74 to  

480.86 
93.99 to  

96.01 
258.49 to  

260.51 
127.5 to  

130.0 
278.0 to  

280.5 
498.5 to  

501.0 
498.5 to  

501.0 
400 to 

500 

Temp. ℃ 26.01 28.89 31.42 31.42 23.198 23.53 27.33 28.71 31.49 24.041 29.442 31.136 24.481 27.695 25.436 28.478 32.164 32.019 31.703 

EC mS/cm 0.292 0.376 0.321 0.333 0.271 0.353 0.417 0.438 0.343 0.4009 1.3584 2.1239 1.1186 2.0313 0.2772 0.2784 0.3239 0.2804 0.320 

pH * 6.29 6.92 9.76 9.44 6.71 7.5 8.66 8.42 9.22 7.64 8.09 8.19 8.35 8.83 8.43 8.12 8.24 8.23 8.978 

Eh(S.H.E)
(2

) 
mV 346.2 -13.7 -476.3 -478.3 154.1 67.8 -189.1 -353.5 -333.4 -136.8 -346.3 -351.0 -12.2 -436.5 -182.2 -349.3 -402.1 -316.9 -401.4 

DO ppm 0.23 0.02 0.06 1.76 0.03 11.64 1.4 1.61 0.58 0.04 1.46 2.52 0.08 0.95 1.41 2.55 2.78 3.01  

DO(well 
logging) 

ppm 0.04 0.035 0.09 0.09 1.16 0.68 0.05 0 0 0.18 0.03 0.04 0.17 0.05 0 0 0  0.04 

HCO3
- mol/L 6.15E-04 1.11E-03 7.64E-04 8.85E-04 8.72E-04 1.12E-03 1.44E-03 1.53E-03 9.21E-04 2.34E-03 7.65E-04 4.74E-04 4.10E-04 8.52E-05 1.49E-03 1.44E-03 1.41E-03 1.53E-03 1.10E-03 

CO3
2- mol/L   6.67E-05 2.67E-05               4.67E-05 

PO4
3- mol/L 3.26E-06 1.79E-06 3.16E-06 1.95E-06 2.28E-05 9.63E-06 2.47E-06 1.47E-06 1.05E-06 4.00E-06 2.16E-06 2.42E-06 3.79E-06 1.79E-06     2.05E-06 

SO4
2

- mol/L 1.30E-04 1.09E-04 1.35E-04 3.64E-05 9.37E-05 1.41E-04 1.56E-04 1.51E-04 1.56E-04 5.21E-06 5.52E-03 8.64E-03 5.73E-03 8.22E-03 1.15E-04 5.90E-05 8.40E-05 5.23E-05 9.28E-05 
HS- mol/L 1.25E-07 9.36E-08 6.55E-07 8.27E-06 9.36E-08 2.81E-07 1.87E-07 2.18E-07 1.56E-07 4.05E-07 2.18E-07 8.11E-07 1.56E-07 2.15E-06     3.03E-06 

NO3
- mol/L 2.74E-05 6.45E-06 4.84E-06 5.65E-06 2.26E-05 4.03E-06 1.13E-05 1.05E-05 3.31E-05 6.45E-06 2.34E-05 9.68E-06  2.42E-06     1.45E-05 

NO2
- mol/L 4.35E-08 4.35E-08 3.26E-08 2.17E-08 1.72E-06 1.01E-06 2.17E-08 5.22E-07 1.52E-07 5.87E-07 2.83E-07 4.78E-07 3.91E-07 2.61E-07   6.52E-08  6.79E-08 

NH3
-N mol/L 1.10E-04 2.64E-06 5.23E-05 2.73E-05 8.51E-06 1.64E-05 3.14E-05 2.23E-05 2.26E-05 1.12E-05 2.32E-05 1.29E-05 3.46E-05 2.06E-06 1.29E-05   5.87E-07 2.57E-05 

SiO2 mol/L 8.40E-05 9.43E-05 9.58E-05 7.70E-05 9.97E-05 1.68E-03 2.28E-03 2.27E-03 2.14E-03 6.72E-04 2.60E-04 2.36E-04 3.43E-04 2.88E-04 5.43E-04 5.54E-04 5.84E-04 5.58E-04 6.90E-04 
F- mol/L 4.84E-05 4.37E-05 1.03E-04 1.38E-04 2.74E-05 1.87E-04 1.68E-04 1.95E-04 1.93E-04 8.89E-05 1.67E-04 1.72E-04 2.52E-04 3.78E-04 2.29E-04 2.59E-04 3.17E-04 3.05E-04 2.11E-04 

Cl- mol/L 1.28E-03 1.22E-03 8.69E-04 6.38E-04 1.13E-03 1.47E-03 1.42E-03 1.34E-03 1.07E-03 1.16E-03 2.62E-03 3.26E-03 1.45E-03 1.23E-03 8.80E-04 7.02E-04 8.18E-04 8.86E-04 8.55E-04 

Fe mol/L 1.04E-05 1.38E-05 1.13E-05 2.86E-06 2.33E-06 1.78E-05 1.28E-05 1.36E-05 9.13E-06 8.59E-06 9.49E-06 9.13E-06 7.16E-07 7.16E-07 1.20E-06 3.13E-06 1.07E-06 1.56E-06 5.18E-06 

Cu mol/L 1.05E-07 1.18E-07 7.26E-07 5.67E-08 6.92E-08  6.30E-08  4.72E-08 6.30E-08  3.15E-08 4.72E-08      2.76E-07 

Ca2+ mol/L 4.89E-04 6.69E-04 3.62E-04 1.48E-04 4.02E-04 7.15E-04 4.96E-04 5.68E-04 1.98E-04 1.02E-03 2.57E-03 3.97E-03 3.07E-03 5.24E-03 4.17E-04 3.84E-04 3.57E-04 3.32E-04 2.79E-04 
Mg2+ mol/L 1.69E-04 1.53E-04 2.18E-05 1.11E-05 1.30E-04 1.60E-04 1.24E-04 1.06E-04 2.72E-05 1.41E-04 4.94E-05 6.25E-05 7.98E-05  1.46E-05 5.31E-06   2.00E-05 

Na+ mol/L 7.05E-04 7.48E-04 1.17E-03 1.19E-03 5.05E-04 1.72E-03 1.86E-03 1.83E-03 2.15E-03 1.40E-03 4.74E-03 6.70E-03 5.48E-03 4.44E-03 1.44E-03 1.71E-03 1.90E-03 1.98E-03 1.68E-03 

K+ mol/L 1.19E-04 1.15E-04 1.13E-04 5.96E-05 8.39E-05 1.32E-04 1.95E-04 1.82E-04 1.02E-04 6.85E-05 6.96E-05 8.64E-05 1.07E-04 6.27E-05 1.28E-04 3.20E-05 4.14E-05 3.30E-05 6.98E-05 

Cd mol/L   5.34E-08 8.90E-09               3.11E-08 
Cr mol/L 3.85E-08 1.92E-08 2.50E-07  5.77E-08              2.50E-07 

Mn mol/L 6.01E-06 6.73E-06 3.09E-06 2.18E-07 5.64E-06 8.68E-06 1.26E-06 1.07E-06 3.09E-07 5.24E-06 9.46E-07 2.29E-06 4.19E-07 1.64E-07 2.91E-07   2.18E-07 9.60E-07 

Ni mol/L 4.09E-05 5.59E-05 3.63E-05 2.98E-05 4.46E-05     5.11E-07     2.04E-07 1.53E-07   3.30E-05 

Pb mol/L 3.86E-08   7.72E-08 8.69E-08 1.79E-07 1.21E-07 1.25E-07 2.36E-07          1.57E-07 

Zn mol/L 7.04E-06 1.42E-05 1.53E-06 2.29E-06 5.81E-07 2.45E-07 2.29E-07 2.14E-07 1.22E-07 7.65E-07 3.06E-07 1.07E-06 3.06E-07 1.53E-07 1.21E-06 1.09E-06 6.73E-07 1.22E-06 1.17E-06 
As mol/L   9.34E-09         5.34E-09 1.60E-08   9.34E-09 1.07E-08  1.00E-08 

δ2H ‰           -38 -37  -51.2 -44.3 -45.1 -45.6   

δ18O ‰           -6.2 -7  -6.6 -6.38 -6.44 -6.49   
14CDIC-ages y.BP           8340± 50 7518± 30  357± 30 12575± 35 9749± 35 14565± 35   
ΣAnion eq/L -2.24E-03 -2.61E-03 -2.21E-03 -1.83E-03 -2.31E-03 -3.09E-03 -3.36E-03 -3.38E-03 -2.55E-03 -3.61E-03 -1.46E-02 -2.12E-02 -1.36E-02 -1.82E-02 -2.84E-03 -2.52E-03 -2.72E-03 -2.83E-03 -2.48E-03 

ΣCation eq/L 2.21E-03 2.61E-03 2.11E-03 1.61E-03 1.71E-03 3.64E-03 3.32E-03 3.39E-03 2.72E-03 3.82E-03 1.01E-02 1.49E-02 1.19E-02 1.50E-02 2.43E-03 2.53E-03 2.65E-03 2.68E-03 2.39E-03 

Charge 
Balance 

% -0.95% 0.20% -4.64% -13.15% -30.09% 16.27% -1.26% 0.17% 6.72% 5.55% -36.84% -35.13% -13.27% -19.18% -15.25% 0.24% -2.38% -5.15% -3.63% 

Salinity ‰ 0.153 0.186 0.153 0.128 0.150 0.319 0.369 0.372 0.306 0.307 0.907 1.311 0.908 0.388 0.226 0.213 0.224 0.229 0.208 

Sourc e:  Lin  et  a l . ,  (2012c,  ac4p44-46) 
 
  



 

 3-639 

 
註解：  

  水質分析結果補充說明：  

  取樣工具及判斷標準，請參考圖  3-139。  

  取樣封塞段之位置判斷流程，請參考圖  3-140。  

  各封塞段水樣分析結果的 St if f 水質圖，請參考圖  3-141。  

  各封塞段水樣分析結果的 Piper 圖及 2 H- 1 8 O 同位素分布圖，請參考圖  3-142。  

  地下水化學組成分析：  

  地下水化學組成分析項目，包含鈉、鉀、鈣、鎂、鎘、鉻、銅、鐵、錳、鎳、鉛、鋅、砷、二價鐵、碳酸氫鹽、碳酸鹽、氯離子、氟離子、

硫化物、硫酸鹽、硝酸鹽、亞硝酸鹽、氨氮、磷酸鹽與二氧化矽。  

  陰離子成分 (包含碳酸氫鹽、碳酸鹽、氯離子、氟離子、硫化物、硫酸鹽、硝酸鹽、亞硝酸鹽、氨氮、磷酸鹽 )與二氧化矽，係於地表取得樣

品後，以 HAC H 公司所生產的水質分析設備進行現場分析。  

  陽離子成分，係委由國內分析機構進行分析。  

  部分深度較深之水樣，亦進行氫氧同位素的分析與 C14 定年。  

  KM 5 =K 區深度 400 m 至 500 m 之平均水質 (包含 KMB H01- W3,  KMB H01- W4,  KM BH04- W4,  KMB H06- W3 和 KMBH06- W3A ) 

  Eh ( S . H . E )  = Eh ( m e a s u r e )  +  Eh ( r e f e r e n c e )  ,  E h ( r e f e r e n c e )  =  -  1 .0239*Temp.  + 221.85  
  Sal ini ty=∑Ci ×MWi,  Ci=conc.  of  s pec ies- i  with  mol/L  unit ,  MWi=mol ecula r weight  of  s pecies-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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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KMBH01-02-04 跨孔示蹤劑試驗解析結果 

示蹤劑(NaCl)注入區間 

(井號和深度) 

示蹤劑偵測區間 

(井號和深度) 

傳輸參數 

Movement 
Length 
(L, m) 

Fracture 
Porosity 
(, %) 

Effective Velocity 
(𝛎𝐞𝐟𝐟𝐞𝐜𝐭, m/s) 

Dispersivity 
(𝐚𝐋, m) 

Hydrodynamic 
Dispersion 
Coefficient  

(𝐃 𝐃, m2/s) 

Peclet 
Number 

(Pe=L/𝐚𝐋) 

KMBH01@170 m to 200 m KMBH02@80 m 65 0.01 2.00 × 10−4 0.7 1.39 × 10−4 93 
KMBH01@170 m to 200 m KMBH04@180 m 10 0.05 2.00 × 10−4 5 1.01 × 10−3 2 
KMBH01@320 m to 350 m KMBH01@158m 315 0.007 2.86 × 10−4 0.1 2.89 × 10−5 3150 
KMBH01@320 m to 350 m KMBH02@150 m 220 0.007 2.86 × 10−4 13 3.72 × 10−3 17 
KMBH01@320 m to 350 m KMBH04@350 m 630 0.015 1.33 × 10−4 75 9.99 × 10−3 8 
KMBH04@450 m to 560 m KMBH02@100 m 1300 0.01 1.97 × 10−4 100 1.97 × 10−2 13 
KMBH04@450 m to 560 m KMBH02@340 m 1000 0.01 2.00 × 10−5 100 2.00 × 10−3 10 

Sourc e:  Chiang et  a l .  (2009 b,  c4p6 & c 5p12 ) 
 
註解：  

  水力延散係數 (hydrodyna mic  dis pers ion c oef f ic ient ,  DHD)  = 機械延散係數 (hydraul ic  (m echa nic )  dispers ion c oef f ic ient ,  DMD)  + 有效分子擴

散係數 (ef fec tive  mol ec ular  dif fusion c oef f ic ient ,  Dem)  (B ea r a nd Verruij t ,  1987,  p161,  163 & 165;  Liou,  2009,  c 4p7).  

  DHD   DMD;   Dem ≪ DMD.  

DMD  aL × νeffective ≡ aL ×
Darcy Velocity

ε
 aL ×

Darcy Velocity

(η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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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核種批次吸附試驗採用的水質組成 

組成 合成地下水(SynGW) 合成海水(SynSW) 
H2O 20 liter 20 liter 
CaCl2˙2H2O 138.6634 (g)   30.3008 (g) 
MgCl2˙6H2O   7.0260 (g) 215.8030 (g) 
Na2SO4  16.5704 (g)   79.8975 (g) 
NaHCO3   0.2758 (g) - 
KCl   0.3086 (g)   15.2157 (g) 
NaBr   1.0311 (g)    1.7267 (g) 
SrCl2˙6H2O   2.1330 (g)    1.7267 (g) 
LiCl   0.1221 (g)    0.0212 (g) 
NaF   0.0672 (g)    0.0571 (g) 
NaCl  92.2581 (g)  482.2667 (g) 
H3BO3 -    0.5145 (g) 
CsCl*   0.3367 (g)    0.3367 (g) 
HCl   5.0 mL     0.42 mL 

Sourc e:  Teng et  a l .  (2003,  t3 .1)  
 
註解：  

*代表管柱實驗添加之試葯成分。  

 
 
 
 

表 3-20：不同固體物質吸附 Cs 及 Se 能力的試驗結果彙整表 

𝐊𝐝 (mL/g) 膨潤土 泥岩 花崗岩(W 區) 石英砂 

SynGW-Cs 299 to 364 13 to 15 35 to 36 0 to 0.1 
SynGW-Se 16 to 23 76 to 84 4 to 13 0 to 0.2 
SynSW-Cs 43 to 78 13 to 15 6.8 to 6.9 0 to 0.4 
SynSW-Se 4 to 5 35 to 37 0.3 to 2.8 0 to 0.1 

Sourc e:  Teng et  a l .  (2012,  t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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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臺灣結晶岩之物性、熱特性及力學特性參數值彙整表 
 ID Area - - K-granite H-granite H-marble H-schist W-granite 

 ID location - - min max avg n min max avg n min max avg n min max avg n min max avg n 

 Depth - m 14  481  222  30  265  583  406  15  29  390  147  8  2  626  141  111  10  307  125  55  

 Rock Type - -                     

 Test Temperature T ℃ 25 25 25 25 25-80 25-80  1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A Bulk Density 𝛒𝐛 ton/m3 2.60  2.82  2.68  30 2.63  2.82  2.74  15 2.47  2.72  2.67  7 2.56  2.82  2.70  85 2.62  2.93  2.69  50 

A Specific Gravity 𝐆𝐬 (*) 2.62  2.84  2.69  30 2.70  2.70  2.70  5 2.72  2.78  2.75  4 2.62  2.83  2.74  43 2.63  2.94  2.70  50 

A Water Content 𝛚𝐧 %     0.27  0.36  0.31  5 0.07  10.00  1.38  8 0.02  2.60  0.28  111     

A Water Absorbility 𝛚𝐚 % 0.12  0.33  0.23  30 0.25  0.34  0.30  5 0.20  0.50  0.33  3 0.18  3.62  0.85  43 0.05  0.37  0.21  50 

A Void ratio 𝐧 % 0.34  0.87  0.60  30 0.74  0.97  0.85  5 1.96  11.05  5.40  4 0.47  5.56  1.70  43 0.14  0.98  0.56  50 

A Slake Durability 𝐈𝐝  %     98.80  99.50  99.18  15 99.40  99.50  99.45  2    0 98.46  99.57  99.25  10 

B TC K W/(m·K) 2.80  2.80  2.80  1 2.13  2.87  2.45  15             

B Specific Heat 𝐂𝐩 J/(kg·℃)     730 870 801  15             

B HTEC 𝛂𝐇𝐚 1/K     7.26E-06 9.27E-06 7.9E-06 15             

B VTEC 𝛂𝐕 1/K     6.96E-06 9.78E-06 7.8E-06 15             

C UCS 𝐪𝐮 MPa 33.69  168.66  101.10  25 42.00  139.60  87.67  15 40.79 110.77 74.485 6 1.41  99.30  25.62  34 42.10  364.40  175.84  50 

C P-Wave Velocity 𝐕𝐩 m/s     2253  3837  2753  15 5560  5764  5662  2 1957  3041  2482  4 4277  6568  5239  20 

C S-Wave Velocity 𝐕𝐬 m/s     1398  3060  1938  15 2757  2802  2780  2 1229  1825  1513  4 2465  3609  2927  20 

C DPR 𝛎𝐝 (*) 0.13  0.26  0.20  21 0.24  0.45  0.32  5 0.34  0.35  0.35  2 0.17  0.23  0.20  4 0.21  0.31  0.27  20 

C DEM 𝐄𝐝 GPa 29.53  70.64  46.98  21 13.81  41.52  21.30  15 55.40  58.45  56.93  2 9.69  22.31  15.44  4 39.80  96.60  59.16  20 

C DSM 𝐆𝐝 GPa 12.30  28.01  19.57  21 5.26  25.96  10.83  15 20.72  21.35  21.04  2 4.12  9.15  6.39  4 15.92  37.64  23.27  20 

C SPR 𝛎𝐬 (*) 0.11  0.27  0.16  16 0.20  0.22  0.21  15 0.32  0.36  0.34  2 0.06  0.12  0.08  4     

C SEM 𝐄𝐬 GPa 19.42  52.66  37.25  16 16.59  44.06  35.46  15 59.59  71.82  65.71  2 3.81  5.54  4.85  4     

C SSM 𝐆𝐬 GPa 8.30  20.84  16.00  16 6.81  18.21  14.60  15 22.57  26.40  24.49  2 1.80  2.54  2.24  4     

C Cohesion (TC) 𝐜𝐩 MPa 17.99  34.92  26.08  6 9.00  19.94  15.85  15 12.48  13.88  13.18  2 0.00  10.40  4.11  9 9.70  43.50  32.63  6 

C Friction Angle (TC) 𝛗𝐩 degree 47.90  59.08  54.15  6 37.68  59.00  46.16  15 55.50  58.70  57.10  2 31.00  56.50  43.00  9 53.00  61.00  56.83  6 

C Tensile Strength  𝐭 MPa 4.22  13.62  9.39  29 8.00  14.00  9.41  15 6.36  10.46  8.41  2 4.13  12.74  8.38  8 6.10  17.00  10.44  29 

C Point Load Index 𝐈𝐬(  ) MPa     1.16  3.70  2.37  15 4.07  4.07  4.07  1 0.32  3.22  1.53  30     

C Cohesion (DS) 𝐜𝐣 MPa     0.00  0.83  0.33  5    3 0.00  0.05  0.01  20     

C Friction Angle (DS) 𝛗𝐣 degree     21.00  34.00  26.40  5 27.00  37.80  31.33  3 13.00  33.20  21.14  20     

C Shear Stiffness 𝐊𝐬 kN mm2/m⁄      1.93  10.10  5.80  5             

Source RA and RB RD and RE RF and RG RG RH 

 
註解：  

  參數類別代碼：  

A  = 一般物理性質  

B  = 熱特性   

C  = 力學性質  

  參數名稱：  

Bulk  Density (體密度 ),  ρb,  ton/m
3 

Spec if ic  G ravity (比重 ) ,  Gs,  (*)  

Wa ter  C ontent (含水量 ) ,  ωn,  % 

Wa ter  A bsorbil ity (吸水率 ),  ωa,  %  

Void  rat io (孔隙率 ) ,  n,  (%) 



 

 3-643 

Slak e Dura bil ity (消散耐久性 ),  Id2,  %  

TC (Thermal  C onduct iv i ty ,  熱傳導係數 ),  K ,  W/ (m·K) 

Spec if ic  Hea t (比熱 ),  Cp,  J/(k g·℃ )  

HTEC (Horizontal  Thermal  Expa nsion Coeff ic ient ,  水平熱膨脹係數 ) ,  αHa,  1/ K 

VTEC (Vertical  Thermal  E xpa ns ion C oef fic ient ,  垂直熱膨脹係數 ) ,  αV,  1/K 

UCS(Uniaxial  Com press ive Strength ,  單軸壓縮強度 ),  qu,  M Pa  

P- Wave Vel oc ity (P 波波速 ),  Vp,  m/s  

S- Wave Vel oc ity (S 波波速 ),  Vs,  m/s  

DPR (Dyna mic  Poisson Ratio ,  動態柏松比 ) ,  νd,  (*)  

DEM (Dynamic  Elas tic  Modulus ,  動態彈性模數 ),  Ed,  G Pa  

DSM (Dyna mic  Shea r M odul us ,  動態剪力模數 ) ,  Gd,  G Pa  

SPR (Stat ic  Poiss on Rat io ,  靜態柏松比 ) ,  νs,  (*)  

SEM (Sta tic  Ela st ic  Modulus ,  靜態彈性模數 ),  Es,  G Pa  

SSM (Stat ic  Shear  M odulus ,  靜態剪力模數 ) ,  Gs,  GPa  

Cohes ion (T C )(Cohesion from Tria xial  Compression Test ,  三軸壓縮試驗之凝聚力 ),  cp,  M Pa  

Fric tion A ngl e  (T C )(Friction A ngl e from Triaxial  Compression Tes t ,  三軸壓縮試驗之摩擦角 ),  φp,  degree  

Tensil e  Strength (Indirec t  Tensil e  Strength  from B razil  Tes t ,  間接張力強度 ),  σt,  M Pa  

Point  Loa d Index (點荷重指數 ),  Is(50),  M Pa  

Cohes ion (DS) (C ohesion from Direct  Shea r Test ,  直接剪力試驗之凝聚力 ),  cj,  M Pa  

Fric tion A ngl e  (DS) (F riction A ngl e from D irect  Shear  Tes t ,  直接剪力試驗之摩擦角 ),  φj,  degree  

Shea r Sti f fness (剪力勁度 ),  Ks,  kN mm
2/m⁄  

  參考文獻代碼：  

RA = Ya ng et  a l .  (2003 a),   RB = L in et  a l .  (2005 b),   RC = Tien a nd L iou (2010),   RD = Chen et  a l .  (2015 a)  
RE = L iou and Tien (2015),   RF = SinoTech ( 2011) ,   RG = SinoTech (2000) ,    RH = Lin  (2000c )  

動態柏松比 (νd)，依據彈性波理論，其數值可以經由剪力波波速 (Vs)及壓縮波波速 (Vp)的量測數值計算獲得，計算方法為 νd  0.5 (Vp
2 Vs
2⁄ )  1 (Aydin,  

2013,  p97)。量測岩心波速時，有可能受限於試體的形狀及尺寸導致誤差，且實際岩石試體也有可能難以滿足均質、等向且符合彈性材料行為的

重要假設，可能無法反應實際試體特性，本表中的動態柏松比 (νd)數值僅供參考。  

由於剪力波波速 (Vs)在動彈性試驗中因受限於圓柱形試體之形狀限制，且實際岩石試體很難滿足均質、等向且符合彈性材料行為的重要假設，故依

據理論公式 (G oodman,  1989,  pp.193 -195,  公式 (6 .15)及 (6 .16))， Ed  ρbVp
2、 Gd  ρbVs

2，來計算動態彈性模數 (Ed)、動態剪力模數 (Gd)，並不一定

妥適，本表中的動態彈性模數 (Ed)、動態剪力模數 (Gd)的計算數值，僅供參考。  

靜態剪力模數 (GS)係根據靜態彈性模數 (Es)及靜態柏松比 (νs)的量測數據，依 GS  𝐸 [2(1    )]⁄ 計算所得。  

在國內尚未確定最終處置設施之候選場址現況下，本表岩石力學性質主要係彙整自國內文獻資料，因資料來源眾多，資料的不確定性及追溯性不

易確認。自 104 年度以後，台電公司參照 ISRM 建議方法進行試驗，嘗試建立國內完整的量測分析能力，目前試驗結果包含本表之 H 區花崗岩力

學性質結果，試驗過程均有詳細紀錄，可供後續追溯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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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地質處置設施場址篩選(排除及評選)所必須考量的因子 

場址篩選的 

考量因子類別 
考量重點及類別 關鍵因子 

SNFD2017 報告 

論述臺灣相關地質

特性的章節編號 

排除因子_非地質特性排除因

子(Exclusion Factors based 

on Policy, Regulations or 
Administrative Directions, 
EFP) 

依法規不得開發與限制開發之

地區(EFP1) 

水質水量保護區、自然保留

區、水庫蓄水範圍、水庫集水

區、地下水管制區、特定水土

保持區等 

 

依行政規則排除地區(EFP2) 人口密度高於每平方公里 600

人之地區 

 

排除因子_地質特性排除因子 

(Exclusion Factors based on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EFG) 

地質環境長期穩定性(EFG1) 火山活動 Ch.3.2.1 

斷層活動 Ch.3.2.2 

泥貫作用 Ch.3.2.3 

處置設計及施工技術可行性

(EFG2) 

抬升與剝蝕作用 Ch.3.2.4 

氣候與海平面變遷 Ch.3.2.5 

評選因子_地質特性評選因子 

(Assessment Factors based 
on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FG) 

影響工程障壁系統(Engineering 

Barrier System, EBS)功能的地

質特性因子(AFG1) 

岩體分布尺寸及深度 Ch3.2.7 & Ch3.3.2 

地質構造 Ch.3.3.2 

地下水流動特性 Ch.3.3.3 

地下水的化學特性 Ch.3.3.4 

岩體的熱及力學特性 Ch.3.3.5 

溶質的傳輸特性 Ch.3.3.6 

影響天然障壁系統(Nature 

Barrier System, NBS)功能的地

質特性因子(AFG2) 

岩體分布尺寸及深度 Ch3.2.7 & Ch3.3.2 

地質構造 Ch.3.3.2 

地下水流動特性 Ch.3.3.3 

地下水的化學特性 Ch.3.3.4 

岩體的熱及力學特性 Ch.3.3.5 

溶質的傳輸特性 Ch.3.3.6 

評選因子_非地質特性的評選

因子(Assessment Factors 

based on Policy, Regulations 
or Administrative Directions, 
AFP) 

人類入侵可能性(AFP1) 天然資源分布特性 Ch.3.2.6 

交通運輸可行性(AFP2) 處置設施入口離港口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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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臺灣目前依法規不得開發及限制開發之地區 

分類 區位 
不得 

開發 

限制 

開發 
法規名稱 條文 

重
要
資
源 

水質水量保護區  ● 自來水法  第 11 條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

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

區 

●  飲用水管理條例  第 5 條 

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 ●  溫泉法  第 6 條 

保安林區  ● 森林法  第 30 條 

生
態
景
觀 

國際級、國家級重要濕地之

濕地核心保護區及生態復育

區 

●  

濕地保育法  第 16 條 

自然保留區 ●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86 條 

一級海岸保護區  ● 海岸管理法  第 12 條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範圍  ● 
野生動物保育法 

 第 8 條 

野生動物保護區 ●   第 10 條 

一般管制區、遊憩區  ● 

國家公園法 

 第 14 條 

史蹟景觀區、特別景觀區、

生態保護區 
●  

 第 16 條 

自然保護區 ●  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法  第 9 條 

災
害
敏
感 

水庫蓄水範圍、灌溉事業設

施範圍、海堤區域、河川區

域、排水設施範圍 

● 

 

水利法 

 

 第 54-1 條 

 第 63-3 條 

 第 63-5 條 

 第 78 條 

 第 78-3 條 

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 ●  
淡水河洪水平原管制辦法 

 第 4 條 

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  ●  第 5 條 

洪氾一級管制區 ●  
基隆河洪氾區土地使用管制辦法 

 第 7 條 

洪氾二級管制區  ●  第 8 條 

特定水土保持區 ●  水土保持法  第 19 條 

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 ●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  第 4-1 條  

其 
  

 

他 

原住民族地區  ● 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 31 條 

海岸管制區、山地管制區、

重要軍事管制區 

 ● 國家安全法施行細則  第 38 條 

 第 40 條 

 第 42 條 

第一區、第二區  ● 要塞堡壘地帶法  第 3 條 

 第 6 條 

禁止或限制止或限制建築之

一定範圍 

●  氣象法  第 13 條 

禁止或限制之一定範圍 ●  民用航空法  第 32 條 

公路兩側勘定範圍 ●  公路法  第 59 條 

交通建設毗鄰地區  ●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毗鄰地區

禁限建辦法) 

 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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