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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 

106 年度成果報告 
 

摘要 

本報告為「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於 106 年度工作成果摘

要報告。內容涵蓋「地質環境」、「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安全

評估」等技術發展成果。   

地質環境方面，主要成果包括：   

(1) 本島結晶岩體分布廣泛，部分持續受到弧陸碰撞影響地區，具有

快速抬升與剝蝕趨勢；但位於北部張裂帶上，部分屬於受琉球隱

沒帶西移影響的地區，則轉為受到正斷層作用控制，具有長期沉

陷趨勢。過去地質紀錄顯示，一旦埋入海下，氣候循環性變遷對

地質圈的影響將降低。位於長期地殼變動低的離島結晶岩體，須

考慮氣候與海平面變遷的影響。  

(2) 以深層地質代表性地質、構造、水文地質數據，建置的參考案例

地質概念模式，完成三維地下水流模擬及三維裂隙網路升尺度模

擬，顯示離島結晶岩體島嶼環境深層地質的海淡界面演化，短期

內明顯受裂隙構造帶分布所控制，長期則會演化成島嶼典型的海

淡界面碗狀分布。  

(3)  針對大地構造變動，持續進行微震監測、連續全球定位系統監測

及驗潮站監測等技術發展，獲致北部張裂帶結晶岩體區域性深層

地震特性與地表沉陷趨勢的量測結果，支持過去文獻論述此區域

應力由南往北，由擠壓轉為張裂的大地構造環境。  

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主要成果包括：  

(1) 輻射源項及核種特性研究，已完成廢棄物罐頂部與側邊的屏蔽分

析，並評估廢棄物罐的表面輻射劑量率，另參考瑞典 SKB 經驗，

完成本土化新燃料的臨界特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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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處置概念與系統設計技術，包括已進行處置概念與設計流程及布

置研究、針對本島東部結晶岩測試區進行地震危害度分析、災害

歷史地震震源模型及其敏感度分析研究，以及廢棄物罐剪力設計

需求研究。  

(3) 廢棄物罐研發技術，分別研究廢棄物罐金屬材料抗蝕性能測試驗

證，以及進行廢棄物罐受地震裂隙錯動影響之數值分析。  

(4) 執行緩衝與回填材料研發技術之相關實驗，包括：緩衝 /回填材

料基本性質試驗、回填材料設計施工研究、緩衝材料高圍壓力學

參數測試、緩衝材料振動反應測試及回填材料動態三軸試驗等。  

(5) 處置設施設計 /建造 /運轉 /封閉 /管理技術研發，包括探討隧道支

撐系統材料規格研究、於建造方面之關鍵機具設備需求研究、完

成對我國用過核子燃料再取出規劃工作，以及最終處置設施品質

管理需求研究。  

安全評估，主要成果包括：  

(1) SNFD2017 安全評估案例與參數敏感度分析，包括完成情節建立、

探討情節發展過程中考慮的重要 FEPs 及安全功能，以及進行重

要參數之敏感度分析。  

(2) 現階段於參考案例中進行安全評估流程建立與方法研究，已初步

建立安全評估方法論，以及評估流程之建立。  

(3) 執行安全評估分析模式建立與執行，目前已彙整處置母岩特性調

查與評估階段安全評估模式鏈所使用之商業化軟體，並說明軟體

應用性、分析計算之適用性及模式驗證或可信度說明。  

(4) THMC 實驗與模擬技術研發，本年度建置各項試驗設備及執行數

值模型驗證。  

(5) 建置核種遷移實驗設施，現階段以批次吸附實驗及穿透擴散實驗，

本年度完成評估鎝 (Tc)、銫 (Cs)2 種核種之分配係數 (Kd)值所需

之實驗，以及進行膠體於工程障壁 /岩體裂隙之傳輸影響研究，

目前已彙整國外技術資料並建立國內膠體分析及實驗技術。  

(6) 進行天然類比評估研發技術，本年度著重於臺灣國內考古文物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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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我國自 1978 年 (民國 67 年 )開始利用核能發電，迄今共有核一、

二、三廠的 6 部核能機組，龍門計畫 (龍門電廠 )因國內政策轉變進行

封存工作，一號機完工進行封存，二號機停工。其中，核一、二廠 4

座機組為沸水式反應器 (Boiling Water Reactor,  BWR)，核三廠 2 座機

組為壓水式反應器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  PWR)，龍門電廠 2 座

則為進步型沸水式反應器 (Advanced Boiling Water Reactor,  ABWR)。

預估此 3 座核能電廠的 6 部機組運轉 40 年將會產生約 4,913 公噸鈾

的用過核子燃料。  

用過核子燃料是指在核子反應器燃燒到無法再有效地支持核分

裂反應且被移出反應器的核子燃料；高放射性廢棄物指備供最終處置

之用過核子燃料或其經再處理所產生之萃取殘餘物。高放射性廢棄物

具有相當高之放射性，會釋放大量的衰變熱，所含之放射性核種中，

如 9 9Tc、 1 3 5Cs、 1 2 9  I 等分裂產物及 2 3 7Np、 2 3 9Pu、 2 4 3Am 及 2 4 7Cm 等

錒系核種，其半衰期長達數十萬年，且部分核種為阿伐發射體，對人

體具長期潛在的輻射危害，因此，審慎尋找共同認可的處置方式，確

保高放射性廢棄物可以長期摒除在可能影響人類目前生活環境之外，

一直是核能技術發展的重點之一。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的基本要求是選擇適當的環境，將用過核

子燃料永久安置，使其與人類生活圈隔離，以確保民眾安全及環境品

質，促進非核害環境的永續發展。海床處置、深孔處置、冰層處置、

井注處置、太空處置及深層地質處置是幾種曾被各國考慮的處置方案。

上述這些方案經過國際間多年的研究後，一般咸認「深層地質處置」

是較為可行的 1 種處置方式。而所謂的「深層地質處置」係採用「多

重障壁」的概念，利用深部岩層的隔離阻絕特性，將用過核子燃料埋

存在深約 300 m 至 1,000 m 的地下岩層中，再配合包封容器、緩衝回

填材料等工程設施－－藉由人工與天然障壁所形成的多重障壁系統，

可以有效使外釋而遷移的核種受到隔離與阻絕的效果，以換取足夠的

時間，讓用過核子燃料的輻射強度在影響人類目前生活環境之前已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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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至法令規定所容許的限值。我國法規限值依民國 102 年 01 月 18

日修正公布之「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

其中第 9 條規定高放處置設施之設計，應確保其輻射影響對設施外一

般人所造成之個人年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0.25 mSv。第 10 條規定高放

處置設施之設計，應確保其輻射影響對設施外關鍵群體中個人所造成

之個人年風險，不得超過一百萬分之一。  

我國用過核子燃料處置之推動，係依「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

畫書 (2006 年核定版 )」之擬定時程及規劃，切實執行境內最終處置之

技術發展及處置設施的籌建工作。本階段 (2005 年~2017 年 )為「潛

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預計規劃達成 2 個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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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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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SNFD2017 報告 )。目前已完

成近程工作主要目標──彙整過去長程計畫研發成果與蒐集國內外

相關資料，於 2009 年提出 SNFD2009 報告，該報告內容涵蓋「處置

環境條件的調查研究」、「處置技術的研究發展」、「用過核子燃料

處置的功能評估」等技術發展成果，並於 2010 年 7 月獲原能會同意

核備。台電公司依核備之 SNFD2009 報告內容，據以修訂並完成「用

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 (2010 年修訂版 )」，於 2011 年 1 月獲原

能會核定公告。此外，本計畫依據原能會要求之 SNFD2017 報告目標，

修訂近程工作規劃，完成「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 (2014 年修

訂版 )」，已於 104 年 3 月完成核備。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核 能 署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Nuclear Energy Agency, OECD/NEA)指

出地質處置要求地質圈的長期穩定特性 OECD (2009, p3)。所謂長期

穩定，非指狀態一直不變，而是地質圈相當緩慢而持續的演變過程裡，

能維持符合安全處置的地質條件。根據 SNFD2009 報告 (台電公司，

2010)的研究結果顯示：臺灣地區活動構造、地震、火山活動及地質

災害均有其侷限分布的特性；除了離島結晶岩體具備長期地質穩定特

性外，過去認為位於板塊邊界之本島結晶岩體，根據最新研究顯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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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近百萬年來，已邁入相對穩定地塊的地質環境條件。且因其地質及

構造特性可能與離島結晶岩類似，故在後續的潛在處置母岩調查工作

中，將加強本島結晶岩體穩定性的研究。初期進行岩體規模、分布與

主要構造帶延伸等資訊的調查研究，取得後續評估及驗證所必要之基

礎參數；同時將先前於離島結晶岩體發展之調查研究技術，移轉應用

於本島結晶岩體，以蒐集本島結晶岩體相關地質參數。並發展結晶岩

體及工程障壁系統之熱、水、力、化特性相關之調查與評估技術，藉

以取得完整地下岩體調查數據，以利後續本島結晶岩體穩定性評估工

作之進行。  

在過去幾年中，潛在母岩特性調查技術之發展重點，集中於建立

結晶岩體測試區特性調查與評估相關之處置技術發展，總計在結晶岩

測試區完成約 500 點地表重 /磁力探測、16 km 地電阻剖面探測、3,000 

m (6 孔 )地質鑽探，及地物 /水文 /地化 /岩力等各式孔內探測作業，並

透過整合性的地質、地物、水文、水化學及環境資料解析，建構出結

晶岩測試區初步地質概念模式，完成結晶岩體參考案例 (Reference 

Case)。期能透過各項特性技術整合性的驗證，參考瑞典 KBS-3 處置

概念，以深層地質現地量測數據，運用 SR-Site 技術流程 (SKB, 2011,  

p24)，提供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及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之發展，以完

備現地調查至功能評估的整體作業流程。  

本計畫近期主要工作，依據原能會要求以日本核燃料循環開發機

構 (Jnpan Nuclear Cycle Development Institute,  JNC)於平成 12 年完

成之「わが国における高レベル放射性廃棄物地層処分の技術的信頼

性—地層処分研究開発第 2 次取りまとめ」報告 (以下簡稱 H12 報告；

JNC, 2000)為參考依據，持續進行本島結晶岩處置母岩特性調查，同

時進行處置工程技術、主要情節及替代情節之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的

初步發展工作，達成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目標，準時於

106 年底提出「 SNFD2017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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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 

2.1. 計畫目標 

台電公司為了因應用過核子燃料安全處置的需求，於民國 72 年

研訂核子反應器用過核子燃料處理研究計畫書，並於民國 74 年報請

行政院核定後據以實施。此長程處置計畫之發展，自民國 75 年開始

至民國 93 年間，共歷經：處置概念初步研發、初期工作規劃、區域

調查技術準備，以及調查實施與技術發展階段等 4 個主要階段。台電

公司依照「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與「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相

關規定，於 93 年底提出「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經奉原

子能委員會於 95 年核定。台電公司必須依照「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

置計畫書」規劃內容確實執行各項工作，並依每 4 年須進行檢討修正

一次之規定，以及考量國際發展趨勢與國內實際進展狀況，對規劃工

作內容進行修正。 104 年 3 月已完成 2014 年修訂版的核備 (台電公

司， 2015)，其規劃全程工作包含 5 個任務階段：  

(1)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 (94 年~106 年 ) 

(2) 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階段 (107 年~117 年 ) 

(3) 場址詳細調查與試驗階段 (118 年~127 年 ) 

(4) 處置場設計與安全分析評估階段 (128 年~133 年 ) 

(5) 處置場建造階段 (134 年~144 年 ) 

 

上述各階段工作將透過地質調查、工程設計與安全評估迭代改進

以達成目標，各階段之時程、目標及重要里程，如圖  2-1 所示。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自 94 年起，展開「潛在處置母

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並規劃於 106 年達成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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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以達

成 2 項目標：完成我國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及建立潛在處

置母岩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並建議下階段 (107 年~117 年 )候選場址

調查區域。  

為順利達成 106 年規劃之階段目標，台電公司已於 98 年完成

SNFD2009 報告 (台電公司，2010)，其中初步說明我國具有潛在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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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岩，並具備初步處置技術之可行性。據此，本計畫近程工作以

SNFD2009 報告為基礎，持續進行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同時進行

處置工程技術及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之研究發展，達成「潛在處置母

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目標，於 106 年底提出「 SNFD2017 報告」。

基於原子能委員會要求 SNFD2017 報告應逹成用過核子燃料處置計

畫之 3 項階段性目標 (100 年 2 月 22 日會議紀錄 )為：  

(1) 能否找到合適的花崗岩進行地質處置；  

(2) 地質處置工程技術能力是否完備；  

(3) 地質處置設施長期安全性之評估。  

 

根據已核備、公告之期程規劃，現階段尚未涉及選址作業，在無

特定場址條件下，持續進行增進地質處置相關技術能力，宏觀全國環

境地質 (大地構造 )、地質合適性調查 (火山、斷層活動、地殼抬升或沈

陷、氣候及海平面變遷等影響因子 )，並建立相關深層地質調查、處置

設計與工程技術及安全評估技術，逐年累進成果，如期達成 2017 年

階段目標。  

 

2.2. 工作規劃 

為求善用國外發展經驗及聚焦國內研發資源，SNFD2017 報告章

節架構以「地質環境」、「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及「安全評估」等

3 章為核心，並作為本計畫工作推動之 3 大主軸，簡要說明如下：  

(1) 地質環境  

(a) 區域環境地質  

有鑑於地質圈對用過核子燃料地質處置的重要性，針對我國

國土範圍不同潛在處置母岩的地質環境特徵，根據既有公開

資料，宏觀說明大地構造環境與地質圈長期演化特性，完成

SNFD2017 報告撰寫；  

(b) 深層地質特性  

以本土深層地質現地量測數據建立的參考案例，分別針對影

響處置安全重要的地下水傳輸特性，包括：水文地質、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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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學、核種傳輸路徑、岩石特性等，建構整合的地質概

念模式 (Geosynthesis)(JNC, 2000, c3p7)，並參考瑞典 (SKB)

最新處置技術 (Andersson et  al. ,  2013, p.  1049)，建立本土參

考案例。參考案例為工程設計與安全評估分析技術發展之基

礎，據以與瑞典 SKB 進行國際交流，相關成果均為 SNFD2017

報告撰寫的主要內容；  

(c) 地質處置合適性研究  

蒐集影響本土地質圈長期演化的相關資訊，內容包括我國國

土的大地構造 (涵蓋火山活動及斷層作用 )、抬升與沉陷作用、

氣候與海平面變遷等，建立處置環境長期穩定性的影響因子

的量測技術及評估能力，提供後續階段安全評估之用。  

(2) 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  

深層地質處置技術主要利用多重障壁概念，以層層的障壁來阻滯

用過核子燃料中放射性核種的遷移，使核種到達人類生活環境時，

放射性已衰減至安全限值以下。  

多重障壁可分成天然障壁 (處置母岩及岩石圈 )及工程障壁 (廢棄

物本體、廢棄物罐、緩衝材料與回填材料 )。當考量工程障壁在吸

附核種及遲滯核種遷移的安全功能上所扮演的角色，針對工程障

壁包括廢棄物本體、廢棄物罐、緩衝材料及回填材料的研究，對

近場環境功能 /安全評估益形重要。  

由於工程障壁需配合當地之地質環境條件，現階段在尚未決定處

置場址之前，技術之發展是參考國外與我國相類似之潛在處置母

岩所發展的工程障壁系統，或引進相關技術及設備，或加入國際

合作取得共同研究成果，期獲得本土適用的處置技術基礎。  

(3) 安全評估  

依照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的定義，「功能評估」為：對廢棄物

處置系統或分系統功能進行預估，並將分析所得結果與適當之標

準或準則進行比較；「安全評估」則是以輻射劑量 (radiation dose)  

或輻射風險 (radiation risk)為主要指標，評估整體處置系統之安

全性 (IAEA,  2006, p10-p11)。功能 /安全評估的最終目的，在於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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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廢棄物特性、工程障壁功能及場址特性，就整個處置系統的功

能進行整體性的量化分析與模擬，以評估處置系統的適當性與安

全性。  

依深層地質處置的概念設計需求，功能 /安全評估系統建構分為：

近場、遠場及生物圈。在近場部分，其主要安全功能為隔離，藉

由廢棄物罐、緩衝材料及回填材料所構成的近場環境，提供放射

性核種與地質圈環境隔離的第一道屏障。而遠場環境其主要安全

功能為遲滯，藉由地質岩層極低的地下水流速，以及核種與地質

圈的地球物理及化學相關過程與機制，如錯合、吸附 /脫附、溶解

/沉澱、氧化 /還原、母岩基質擴散及酸鹼中和等，達到延遲核種

遷移的效果。生物圈係指放射性核種釋出 /遷移後，最終進入與

人類活動接觸之生活環境，其範圍包括地表水、土壤及大氣等。

生物圈評估的主要功能，是分析計算各種媒介途徑，最後可能衍

生的核種濃度與劑量，作為與設計或安全標準比較之基準。  

現階段已建立功能 /安全分析的基礎整合能力，已建立的安全評

估模式包括用過核子燃料特性、處置設施概念、近場環境、遠場

環境及生物圈傳輸等模組化分項分析系統，經組合後成為一個全

系統的功能 /安全評估模式，以進行處置設施評估；各分項系統

之功能評估，則配合後續詳細場址調查工作之實際狀況，持續提

昇評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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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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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94

117

106

127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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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工作規劃與各階段目標

98SNFD2009報告(我國用過核子燃料
最終處置初步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

SNFD2017報告(我國用過核子燃料
最終處置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

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

75

77

80
82

87
88

93

72
67

核一廠開始運轉

我國核子反應器用過核燃料
處理研究計畫書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

處置概念初步研發階段

初期工作規劃階段

區域調查技術準備階段

調查實施與技術發展階段

放射性廢料管理方針

80年版全程工作規劃書

91

92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
(95/07核備；100/01及104/03核備修訂)

(99/07核備)

 
圖 2-1：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之計畫沿革及全程工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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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環境 

根據主管機關 104 年 5 月針對台電公司 103 年「用過核子燃

料最終處置計畫執行成果報告」之審查結果 (三 )「有關計畫場址特性

調查技術研究成果 (如深層地質特性、鑽探與井測、水文地化…等現

地調查資料 )應以水文地質模式加以整合以利判釋，並應回饋於設施

設計與功能 /安全評估等工作，另台電公司應加強國際技術合作管道，

請國外核廢料專責單位或專家審視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及公信力」。

為因應主管機關之審查要求，台電公司與日本 NUMO、瑞典 SKB 及芬

蘭 POSIVA 等 專 責 機 構 ， 建 立 國 際 合 作 與 技 術 交 流 平 台 ， 完 成

SNFD2017 報告參考案例之表二 (地質概念模式及參數 )，根據地質環

境量測數據建構之水文地質模式，據以與瑞典 SKB 展開技術合作，將

參考案例所進行一系列地下水流場模擬結果，運用於處置技術與工程

設計、功能 /安全評估等技術發展，相關成果於 106 年度已彙整成

SNFD2017 報告。  

106 年度「地質環境」相關技術發展工作，依用過核子燃料最終

處置計畫書規劃可分為： (1)區域環境地質、 (2)深層地質特性，以及

(3)地質處置合適性研究等 3 大類，摘述說明如下：  

 

3.1. 區域環境地質 

3.1.1. 地質圈對用過核子燃料地質處置的重要性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核能署 (OECD/NEA)所屬之放射性廢棄物

管理委員會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Committee,  RWMC)，針

對地質處置作為高放射性廢棄物的合適處置方式，提出國際共同看法

中，特別指出下列重點 (摘自原子能委員會網站 2013 年 10 月 5 日譯

文 http://aec.maxmax.webnow.biz/newsdetail/headline/2106.html)： 

(1) 地質處置系統對高強度長半衰期放射性廢棄物，能提供長久的安

全保護，其主要的概念是善用地質與工程材料之特性，建立多重

且多樣的安全障壁，使得地質處置系統能以互補方式，實現設施

的長久安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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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質處置在技術上是具有可行性的，且也是全球性的科學共識，

此可由下列事實得到證實：  

(a) 經由地表調查、地下試驗、示範性試驗與設施，對不同地質

組成或工程材料，進行廣泛實驗而累積所得的驗證數據 ;   

(b) 可靠的模擬技術能力 ;   

(c) 其他放射性廢棄物之地下處置設施的運轉經驗 ;   

(d) 對未來潛在地質處置系統如芬蘭、瑞典所做之最優化安全評

估所獲得的進展等。  

(3) 經過挑選地層只要與設施設計、配置及工程障壁等做適當的匹配，

地質處置系統可在多種的地質條件下施行。  

 

3.1.2. 臺灣地質環境特徵 

106 年度針對區域地質環境及長期演化歷程，摘述臺灣地區的地

質環境特徵如下：  

(1) 臺灣島的西側及北側為歐亞大陸板塊、西南側為南中國海板塊、

東側為菲律賓海板塊 (圖  3-1)。宏觀地質歷史可了解相互關係為： 

(a) 南中國海板塊約於始新世晚期開始在歐亞大陸板塊東緣形

成邊緣海 (Chung et  al. ,  1995, p73)，在華南東南至印支半島

的大陸邊緣，由西南往東北方向張裂，並使兩側陸塊因擴張

作用而分離 (菲律賓的明多羅、巴拉望及臺灣東部的大南澳

片岩帶，都屬於此時期漂離的微陸塊 )，約於 15.5 MaBP 時

結束張裂活動 (圖  3-2(a))(Shao et al. ,  2015, p3; Chen et al. ,  

2016, p524)。  

(b) 菲律賓海板塊約在始新世晚期形成，年齡約 53 MaBP 至 30 

MaBP (Deschamps and Lallemand, 2001,  p1)，持續往西北方

向移動。菲律賓海板塊目前仍以約 8 cm/yr 的相對速度，向

西北方向移動，對歐亞大陸板塊形成擠壓作用 (Yu et  al. ,  

1997, p41; Hsu et al . ,  2009, p11)。  

(2) 臺灣島現今位於兩個島弧系統的轉接點 (圖  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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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臺灣島南部為北呂宋島弧 (North Luzon Arc，圖  3-1(a))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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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馬尼拉海溝及北呂宋島弧的弧溝系統 (圖  3-1(a))。

此隱沒帶自中新世形成，玉里帶為初期隱沒作用所形的高壓

變質帶 (Chen et  al. ,  2017, p16)，壽豐斷層為該隱沒帶的板塊

邊界 (陳文山等， 2016， p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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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春蓀，1986，

p147； Lallemand, 2014, p6)。  

(b) 臺灣島東北部為琉球島弧 (圖  3-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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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大陸板塊之下，形成琉球海溝、琉球島弧及沖繩海槽 (圖  

3-1(a))的弧溝系統。  

(3) 臺灣島北段、中段及南段地區，目前處於 3 種不同的造山運動階

段 (Suppe,  1981,  p71; Suppe, 1984,  p21)；受制於南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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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板塊的弧陸碰撞

造山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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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菲律賓海板塊之持續西北向移動所產

生的弧陸碰撞運動，地殼將持續抬升，並向臺灣靠近 (陳文山

等， 2016，p17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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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山等，2016，p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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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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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臺灣北部，菲律賓海板塊向西北隱沒至臺灣北部地區的地

殼下方，其西部邊緣線 (Western Edge of the Philippine Sea 

Plate,  WEP)(圖  3-1(a))現今大致位於花蓮至中壢連線 上

(Suppe, 1984, p31；Teng, 1996,  p950–952；鄧屬予，2007，

p7；陳文山等，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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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b)-3)。  

(iv) 針對 WEP 的詳細位置 (二維或三維分布 )，不同地質資

料 (地震、構造、岩石地化等 )所顯示的影響範圍有所差

異，所描繪出的邊界形態及深度也隨之不同。就地表下

1,000 公尺範圍而言，目前所彙整的資料已可供區域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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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弧陸碰撞運動過程息息相

關：  

數百萬年來，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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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c)) (何春蓀，1986，p18)：  

(a) 海岸平原地質區；位於變形前緣 (圖  3-1(c))的西側。  

(b) 西部麓山帶地質區；位於變形前緣及屈尺斷層 (圖  3-1(c))

之間。  

(c) 雪山山脈地質區；位於屈尺斷層及梨山斷層 (圖  3-1(c))之

間。  

(d) 脊 樑 山 脈 地 質 區 ； 位 於 梨 山 斷 層 及 中 央 山 脈 斷 層 ( 圖  

3-1(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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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c))之間。  

(f) 海岸山脈地質區；位於海岸山脈斷層 (圖  3-1(c))東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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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菲律賓海板塊向西北隱沒至臺灣北部地區的西部邊緣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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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山等， 2016，p5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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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b)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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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第三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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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該花崗岩體自大陸東南陸塊漂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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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的弧陸碰撞運動，使其拼貼至現今位置 (圖  3-2(a)) 

(Chen et al. ,  2016, p521; Shao, et al. ,  2015,  p1)。  

(6) 臺灣島西側海域至西部平原的前陸盆地由西往東加深：  

數百萬年來的弧陸碰撞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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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 et al. ,  

2003, p455)；盆地的下方為中生代基盤岩。  

(a) 從澎湖至臺灣西部平原北港附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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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c)之 PKH)，其明顯影

響著臺灣西側構造變形作用及沉積層厚度。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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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c)之紅線 )外，已遠離臺灣造山變形帶 (Lin et al. ,  

2003, p455)。  

(c) 澎湖、金門、馬祖、烏坵等西部離島，因遠離撓曲前緣，長

期則保有 10 MaBP 的地形地貌，並無明顯地體構造變動。  

(7) 第四紀火山活動：  

(a) 在臺灣北部，受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至歐亞大陸板塊之下

的影響，火山活動主要集中在臺灣北部及東北外海地區 (圖  

3-1(a)之 NT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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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臺灣東南部，受南中國海板塊向東隱沒至菲律賓海板塊之

下的影響，火山活動形成北呂宋島弧 (Deschamps et  al. ,  2000, 

p503; Shao et al. ,  2015,  p3)，但隨著弧陸碰撞運動作用的南

移，臺灣東部火山活動將逐漸停止 (Chung et  al. ,  1995,  p79;  

陳文山等， 2016，p176)。  

(8) 在斷層及地震活動方面：  

(a) 臺灣本島已知的活動斷層分布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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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c))、東

側的花東縱谷 (圖  3-1(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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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陳

文山等，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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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個島弧系統 (北呂宋島弧及琉球島弧 )

的隱沒板塊交界上，以及前述的活動斷層面 (陳文山等，2016，

p159)。  

(c) 臺灣地震雖然頻繁，但中央山脈下方明顯存在地震頻率較少

的區域 (Kuo-Chen et al. ,  2012, p18; Wu et al. ,  2014, p197; 

Wang et  al. ,  2016, p331)。  

 

關於臺灣的大地構造架構及地質演化，簡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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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高山 (圖  3-2(b)-3)。臺灣本島東北部在 2 Ma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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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花崗岩距離板塊邊界較遠，過去千萬年來地殼

並無顯著變動。  

(2)  現今臺灣地層的變形與構造走向，受到弧陸碰撞運動的擠壓影

響，大多呈北北東方向 (何春蓀，1986，p139；鄧屬予，2007，

p8；陳文山等，2016，p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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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c))，均位

於古老基盤的邊緣 (Lacombe et al. ,  2001, p338; Shyu et  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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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p168)，順著既有斷層帶，重複發生斷層活動 (Lacombe et 

al. ,  2001, p343；羅聖宗、林殿順， 2007，p21)。  

(3) 在板塊運動的地質時間尺度中，可以合理的預期臺灣未來百萬年

之地體構造體系，仍會受制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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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產生的弧陸碰撞運動所制約；亦即：  

(a) 在臺灣南段，弧陸碰撞運動仍將持續進行，山脈逐漸升高，

在臺灣南南東外海的海岸山脈、綠島、蘭嶼，將逐漸靠近臺

灣 (陳文山等， 2016，p175)。  

(b) 在臺灣中段，因南段之弧陸碰撞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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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在臺灣北段，隨著菲律賓海板塊的持續向北隱沒，山脈逐漸

坍塌、沉陷 (鄧屬予，2007，p1；陳文山等，2016，p143)：  

(i)  現今菲律賓海板塊向西北隱沒的西側邊界 (圖  3-1(a)及

圖  3-2(b)-2 之西部邊緣線 )，約位於花蓮至中壢連線上；

西部邊緣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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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邊緣線的位置將

逐漸往西南遷移 (圖  3-2(b)-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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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影響的海水面下降最低達 120 m，一

旦區域性沒入海下，深層地質圈受氣候變遷的影響將降

至最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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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塊洋脊擴張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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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b))。花嶼岩性以中性

安山岩為主體，間夾中性 (石英安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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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陸碰撞運動的構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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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保留千萬年前的地形地貌 (如形成於千萬年前地表噴發的玄

武岩火山地形 )，在未來百萬年仍不致有明顯改變。  

(5) 馬祖、烏坵、金門等西部離島的主要岩性為花崗岩，均已遠離構

造活動區：  

(a) 均為丘陵地形的小島；高程均小於 300 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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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tan-

Dongshan Metamorphic Belt，圖  3-1(b))上，馬祖位於平潭

-東山變質帶北側，具有類似的地質環境，均已遠離弧陸碰撞

運動的構造活動區。  

(c) 西部離島保留千萬年前的地形地貌 (如形成於千萬年前海邊

的玄武岩火山地形 )(林蔚等，2011，p54，圖版四 A)，僅受

冰期與間冰期之氣候循環下，海水面於冰期下降而露出廣大

平緩的沙漠地形，又於間冰期上升而使離島四面環海 (林蔚

等，2011，p19)。由過去地質紀錄預估未來百萬年演化，此

地質環境仍無明顯地殼變動，主要自然影響來自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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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臺灣及其周圍地區之地理與地質名詞索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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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臺灣及其周圍地區之地理與地質

名詞索引圖。  

➢  CNFZ:長樂 -南澳深斷裂帶：舊稱

平潭 -東山深斷裂帶 (C hen et  a l . ,  

2016a,  f1 ,  p521)  
➢  COB :陸 海 邊 界 (Lal l ema nd et  a l . ,  

2001,  f1 ,  p231)  
➢  EAP:歐亞大陸板塊  

➢  ECS:東海  

➢  LZA:呂宋島弧  

➢  NTVZ:臺灣北部火山活動帶 (陳正

宏，1990，p6；Wa ng  et  a l . ,  2004,  

p977 ) 
➢  OT:沖繩海槽  

➢  PDM B:平潭 -東山變質帶，舊稱長

樂 -南澳變質帶 (C hen et  a l . ,  2016,  

f1 ,  p521)  
➢  PPP: 古 太 平 洋 海 板 塊 ( 林 蔚 ，

2001， p213)  

➢  PSP:  菲律賓海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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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今日花東海盆位置，為古

太平洋海板塊 (林蔚，2001，p213；

Deschamps et al., 2000, p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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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B P 至 119 Ma BP)的古海

板 塊 殘 塊 (Desc ha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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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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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B P，由南太平洋往西北

遷移至現今位置 (Deschamps  and 

Lal lema nd,  2001,  p1 )  
➢  QR VF:  第 四 紀 琉 球 火 山 前 緣  

(Chung et  a l . ,  2000,  p226;  Wa ng  
et  a l . ,  2004,  p977)  

➢  RKA:  琉球島弧  

➢  RKT: 琉球海溝  

➢  SCMB : 華南濱海火成帶 (Chen et  

a l . ,  2016,  p520)  
➢  SC P:  南中國海板塊  

➢  SC S:  南中國海  

➢  SPOT:沖繩海槽最南 (C hung et  a l . ,  

2000,  p225;  Wa ng et  a l . ,  2004,  
p977)  

➢  TCM B: 大 南 澳 變 質 雜 岩 帶

(Ta nana o C ompl ex  and 
Meta morphic  B el t ,  TCM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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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 tern Edge of  the Phil ippine 
Sea Plate ,  WE P; Suppe,  1984,  p31,  
f5;  Teng,  1996,  p950– 952;  鄧屬

予， 2007， p7;  Wa ng  et  a l . ,  2004,  

p977)  
➢  YS:黃海  

➢  ZDFZ:政和 -大埔深斷裂帶 (Chen et  

a l . ,  2016,  f1 ,  p521)  
(b)  臺灣周圍海域地形圖。  

➢  CNFZ:  長 樂 - 南 澳 深 斷 裂 帶  

(Chen et  a l . ,  2016,  f1 ,  p521)。  

➢  KST:龜山島  

➢  KVG:基隆火山群  

➢  PDM B:平潭 -東山變質帶  

➢  TCM B:大南澳變質雜岩帶  

➢  TVG:大屯火山群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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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55,  f2;  Teng a nd L in ,  2004,  p31 9) 
➢  基盤高區域盆地：  

PKH:北港重力高區  (M outhereau 

et  a l . ,  2002,  p42,  f4)  
KYH:  觀 音 重 力 高 區  

(M outhereau et  a l . ,  2002,  p42,  f4)  
NJB :  南日島盆地  

PHB :  澎湖盆地 Penghu Bas in  

PHP:澎湖地台  

TSB:台西盆地  

TNB:臺南盆地  

HTB:花東海盆  

➢  地質分區 (由西至東 )：  

PH:澎湖地質區  

CP:海岸平原地質區  

WF:西部麓山帶地質區  

HR:雪山山脈地質區  

BR:脊樑山脈地質區  

LV:花東縱谷地質區  

CR:海岸山脈地質區  

➢  主要逆斷層：  

 :變形前緣斷層   

 :屈尺斷層  

 :梨山斷層  

 :中央山脈斷層  

 :海岸山脈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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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臺灣周圍地區陸塊漂移史及晚中新世至今的弧陸碰撞運動 

  

(3)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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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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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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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ified from Teng (2007, p8)

Teng and Lin (2004, p316)

Teng (1996, p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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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 )  華南陸塊海岸地區之陸塊漂移重建圖：  

(1)  晚白堊紀華南陸塊海岸地區陸塊漂移重建圖 (C hen et  a l . ,  2016,  p521,  

f1)。  

➢  地點編號：  

1:  Xuenta ndi;  2 .  P ingyen;  3 .  Taozu;  4 .  Xia oxiong;  5 .  Sha nmeng;  6 .  
Ta nanao C ompl ex;   

7 .  Taishi ;  8 .  Hua yu;  9 .  L ienping -Heyua n;  10.  Sa nshui;  11.  Ma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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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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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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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ay,  1982,  

p1355;  Yumul  et  a l . ,  2003,  p85 -86;  Cul l en et  a l . ,  2010,  p276)。  

➢  在以中新世噴發 (16 Ma BP 至 8 MaB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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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英安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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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B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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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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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文星、陳汝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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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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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形成花崗岩體下方深部地震相對安靜帶的原因。  

(2)  約 83 M a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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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21,  f1)。  

(3)  約 30 Ma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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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微陸塊都持續往西南方漂移。  

➢  約 15 Ma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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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臺灣東部地質簡圖 (Sha o et  a l . ,  2015,  p4 ,  f4)。  

(b)  晚中新世至今之臺灣地區的弧陸碰撞運動模式：  

(1)  臺灣蓬萊造山運動模式圖 (鄧屬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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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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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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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亞大陸板塊邊緣，島弧的北端在 12 Ma 前左右，開始衝上歐

亞大陸板塊邊緣，揭開了弧陸碰撞運動的序幕。  

➢  在 12 Ma BP 至 5 MaB P 期間，呂宋島弧逐步擠近歐亞大陸板塊邊緣。 

  當歐亞大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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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約 5 MaB P 時，呂宋島弧的北端衝上了歐亞大陸板塊邊緣，並且把

增積岩楔推出了海面，形成一座小島 (圖 B )。  

  當時島的位置在現今宜蘭南澳東方約 200 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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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板塊邊緣，並推著碰撞山脈向

西遷移。   

➢  在 3 MaB P 至 0.8  MaB P 期間 (劇烈的碰撞造山期 )  (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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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弧陸碰撞運動自 0.8  Ma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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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隱沒作用呈順時鐘旋轉向西北隱沒 (陳文山等，2016，p176)。 

  原本歐亞大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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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板塊之下。  

  隨著隱沒的轉向西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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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如今弧陸碰撞運動仍在進行，並不斷地向南傳遞 (圖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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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沒作用已經轉向西北方向，原本弧陸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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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屯山和基隆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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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轉為張裂地體構造環

境 (extens ional  tectonic s)，顯示臺灣東北部已不再屬於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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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轉向西

北，山脈正不斷地垮塌下陷 (陳文山等， 2016， p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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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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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屬予， 2007， p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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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in,  

2004,  p316)。  

(3)  臺灣與南琉球弧碰撞之板塊演化圖 (Teng,  1996,  p950,  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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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深層地質特性 

在「深層地質處置」概念中，主要的處置設施將建構於遠離人類

生活環境的深地層。深層地質的特性上，具穩定的力學條件、合適的

水文地球化學條件、低地下水流速，以及有效的遲滯外釋核種的條件

(Andersson et al. ,  2013, p.  1045)。為了建立模擬與評估的技術，深

層地質特性需以現地數據建立案例，根據 H12 報告架構，分成下列

各節進行研究。  

 

3.2.1. 地質圈特性對多重障壁概念的重要性 

處置母岩 (Hostrocks)及其地質環境有關的地質圈特性，除了決

定天然障壁對核種的遲滯功能外，亦會影響工程障壁的性能。例如：

母岩的熱與力學特性，除了與天然障壁的穩定性有關外，也直接影響

工程障壁的功能；若母岩性質不佳，將縮短工程障壁的使用年限，處

置安全也受到影響。同樣地，地下水的流動特性與水文地球化學條件，

除了影響核種在地層的遷移速率與分布情形外，亦是影響廢棄物罐腐

蝕速率的關鍵因素。當然，處置母岩所面臨的大地構造活動、抬升與

沉陷、氣候與海平面變遷等地質環境特性，均對遲滯核種傳輸的多重

障壁功能，造成關鍵的影響 (JNC, 2000, c3p3)。  

依不同地區的不同母岩，會採用不同的地質處置概念與處置工程

設計；各國均規劃數十年，以分階段方式，經由文獻篩選、初步場址

調查、至詳細場址調查等階段，由當地地質環境數據獲致功能 /安全

評估結果，以詳細調查結果來完成安全的處置場設計 (JNC,  2000,  

c6p16)。有鑑於結晶岩方面，瑞典的 KBS-3 概念與技術經瑞典專責機

構 (瑞典 SKB)長期投入技術發展 (Andersson et al. ,  2013,  p.1049)，已

為目前取得處置場址建照的芬蘭，及申照中的瑞典所採用。台電公司

已透過國際合作方式，與瑞典 SKB 進行技術交流。  

台電公司與瑞典 SKB 國際合作後，即以本土結晶岩體所獲得之

現地調查資料，建立參考案例，據以研究天然障壁相關的地下水流動

特性；並從地質與地球物理調查資料建立概念模式，以呈現三維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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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體與地質構造分布的幾何形貌，據以描述岩性、地質構造與水文地

質特性，提供工程設計與功能 /安全評估之用。以下分別針對水文地

質、水文地球化學、核種傳輸路徑、岩石特性等，說明 106 年技術發

展的成果：  

 

3.2.2. 水文地質 

在深層地質處置概念中，地下水的流動特性，是影響核種在地層

遷移速率與分布的主要因子。根據主管機關 100 年 11 月 22 日會議

紀錄附件一 (A4 項 )研究發展規劃說明：「裂隙岩體中的地下水流頗為

複雜，必須持續研發各種先進水文地質技術，配合地質構造特性，以

逐步調查其水力與傳輸特性，以及地下水流分布。」及附件一 (A7 項 )

要求：「水文地質現地試驗以及相應分析模式實例應用研究─佈置密

集的鑽孔進行裂隙、水力傳導係數與現地應力試驗，據以評估水文地

質特性，選擇適用的分析模式進行分析、驗證與修正，積累特性調查

與水文地質模擬實戰經驗，應為國內精進處置技術迫切的課題。」  

本計畫長期發展水文地質模擬技術，乃基於現地參數化資料，利

用美國 Lawrence Berkeley 國家實驗室發展的 TOUGH2 軟體 (Pruess 

et al. ,  1999)，於 103 年度展開建構二維模擬之技術基礎； 104 年度

進一步以三維模擬水文地質數值模型與地下水流場；105 年度加強國

際合作，與瑞典 SKB 進行技術交流，雙方透過參考案例，針對地下水

流的模擬結果，分別比較雙方地下水文地質的三維數值模型，探討結

晶岩緻密岩性、導水裂隙帶 (斷層帶 )與高角度岩脈群 (阻水構造 )等特

性，以及其對深層水文地質特性長期演化的影響，有助於建立參考案

例所需基本地下水流場資料，提供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發展，作為

SNFD2017 報告撰寫的依據。在此基礎上， 106 年度起著重於發展大

範圍 (數十至近百平方公里 )、海島環境的地下水文地質 3D 數值模擬

技術。  

 

3.2.2.1. 地下水文地質3D數值模型建立技術發展 

(1) 調查區域資料彙整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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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結晶岩體的三維模型概念，由 5 個主要地質單元組成 (圖  

3-3)，分別為：  

(a) 花崗岩表層的風化裂隙帶 (Regolith，R0)：  

由破碎的風化花崗岩塊、風化作用形成的黏土及沉積物組成，

水力傳導係數大，厚度約 70 m 覆蓋整個結晶岩體。依照結

晶岩體的高程分布，此風化裂隙帶的水流，主要流向大海，

或向下入滲。  

(b) 花崗岩 (Granite,  R1,  R2, R3)：  

組成緻密，水力傳導係數小，為離島結晶岩體的主要母岩。 

(c) 輝綠岩脈 (Dyke,  D1-D10)：  

呈東北 -西南走向分布，普遍發現於我國西部離島，水力傳導

係數可能低於花崗岩，在模型中扮演阻水角色，可能改變地

下水流向；  

(d) 太武山斷層 (F1)：  

以東北 -西南走向貫穿整個離島結晶岩體，在模型概念中為

具高水力傳導係數構造，連通地表水與地下水；  

(e) 分支裂隙 (F2)：  

西北 -東南走向，具高水力傳導係數，可能為太武山斷層分支

裂隙之一，可連通地表水與地下水，但厚度遠不及太武山斷

層，僅約 15 m 至 20 m。  

 

表  3 1 為模型所用參數 (參數來源主要根據 SNFD2017 報告之技

術支援報告 (1)附錄 A，其中彙整了現地特性調查一系列試驗，所

獲得的各項參數值範圍。本研究採用的模擬參數，以簡化方式訂

定 R1、R2、R3 及變形帶 F1、F2，未討論 R1、R2、R3 以及變形

帶的參數不確定性。未來降低參數不確定性，進行的方式包括：

繼續進行相關的調查與試驗，取得大量樣本，來降低參數的不確

定性；同時，反覆進行不同參數的數值模擬，期能藉由模擬結果

的物理意義解釋，逐步收斂參數值範圍，達到降低不確定性的目

的 )。以等效連續介質方法模擬結晶岩體的地下水流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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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GH2-MP 軟體 (Zhang et  al. ,  2008)。並針對海島環境模擬需

求，採用 TOUGH2-MP 軟體的 EOS7 模組，以模擬海水與淡水的

交互作用。EOS7 模組包含淡水與鹵水 2 個組份 (Component)，地

下水含鹽量以鹵水質量分率表示，每個數值網格中鹵水質量分率

相異下，由鹵水與淡水間的密度差，形成一驅動力，可模擬海水

與淡水的交互作用。模擬初始，假設沿著海岸線的網格，其鹵水

質量分率固定為 1，表示海岸線網格提供無限的海水源項 (目前無

調查資料來設定海水源項位置，因此先假設海水源項沿海岸線分

布 )。  

(2) 建構模型邊界  

先將模型經過靜水壓力計算，將參考案例數值模型的側邊界，除

最西部邊界假設為無流 (no flow)外，其餘側邊界皆假設為等溫

(isothermal)與定水頭邊界條件。西部離島結晶岩體周圍皆為海

水，因此，除西部邊界因與海島陸域連接假設為無流邊界外，其

他周圍邊界條件皆假設為海水 (密度設定為 1025 kg/m3)，並假

設從海平面開始到模型最深處皆與海水接觸，模型底部邊界則假

設為無流邊界 (圖  3-4)。  

相關假設之設定，僅為架構 SNFD2017 的參考案例；不同研究團

隊之相關數值模擬結果，必須在相同的假設條件 (參考案例 )下，

方能互相比對及分享模擬結果與經驗。至於不同邊界條件的影響

性，將考量於各研究團隊之「不確定性與敏感度分析」。關於西

側邊界假設條件，因考量到金門島東、西兩側地形差異不大，概

略視為東西對稱。基於數值模擬所需，將 K 區西側邊界條件簡化

假設為無流邊界，建立模型探討鹽水與淡水的交互作用。  

(3) 建立概念模型  

模型的南北向長度約 14 km，東西向寬度約 10 km，深度設為 1 

km，最大高程約為 240 m 至 250 m，模型地表溫度固定為 23.5 

℃，地表壓力固定為一大氣壓 (1.01 × 105 Pa)，並據此做為模型頂

部邊界條件。模型考慮入滲影響，入滲量採用 35 mm/yr，地溫

梯度 17 ℃/km，地表以下壓力梯度則以靜水壓力計算，意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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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km。太武山斷層 (F1)(位態 N64E/70N)，切過整個模擬區域，

形成主要導水裂隙 (Main Water Conductive Fracture,  MWCF )，太

武山分支裂隙 (F2)為模型中另一 MWCF，F2 與 F1 相交於地表以

下約 320 m 至 350 m 處。輝綠岩脈 (D1 至 D10)為模型中另一重

要構造，幾乎不導水，水力傳導係數僅約為 1.0 × 10−11 m/s。相關

參數列表如表  3-1 所示，依此特性顯示輝綠岩脈將扮演阻水構

造；換言之，地下水流遭遇輝綠岩脈群，可能改變流動方向，在

模型中反映出岩質緻密的輝綠岩脈群對深層地下水流場的影響。 

(4) 數值模型  

有鑑於模擬區域將近百平方公里，建構數值模型不僅挑戰模擬區

域大，亦挑戰模擬的各構造分別具不同位態，雖然太武山斷層 (F1)

與輝綠岩脈 (D1 至 D10)傾角近乎垂直，但太武山分支裂隙傾角

50°，且厚度僅 20 m；考量 F2 尺度 (20 m)與整個模型相差太大，

以不規則網格 (irregular mesh)建立模型時，需要建立數十萬至百

萬網格，特別要避免相同岩性網格產生不相連且不連續的狀況。

本研究數值模型共設 486,252 個網格，最頂部一層網格，用來設

定地表邊界條件。依前述設定之模型邊界條件後，開始進行模型

運算，淡、海水交界最初的改變，短時間先從裂隙帶開始，反映

裂隙帶先受到海水入侵，並持續模擬至地下水流達穩態。  

當模擬達穩態時，模型東西向及南北向的鹵水質量分率等值圖如

圖  3-5 與圖  3-6，由圖中的鹵水分布情形可以發現太武山區域

附近因高程較高，其周圍有較大的水壓分布，緩和了海水入侵的

趨勢。圖  3-7 為太武山斷層 (F1)鹵水質量分率等值圖，在東邊邊

界，海水沿著太武山斷層進入陸域；西邊邊界雖然假設為無流邊

界，但來自附近網格南北向的海水，依然向內陸入侵，淡、海水

交界，基本上形成一典型的碗狀外觀。圖  3-8 為 X=191,500 m

一南北向剖面之部分截圖，箭頭代表地下水流向，呈現出地下水

流趨勢因受到島嶼四面環海的影響，表現出相當典型的水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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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三維水文地質數值模式輸入參數 

General I.C. and B.C. (Assume no flow boundary condition @ the left and bottom boundaries) 
Item Data range Reference value 

Temperature @ water table (℃) 23.4 to 23.9 23.5 
Thermal gradient (℃/100 m) 1.5 to 1.8 1.7 
Pressure @ surface (Pa) NA 1.01 × 105 
Ave. Precipitation rate (mm/yr) 650 to 1,650 1,080 
Infiltration rate (mm/yr) -80 to 190 35 
Hydraulic Properties 
Rock and Structure 

Units 
R0 (Regolith) R1, R2, R3 (Granite 

mass) 
F1 (Taiwushan fault) F2 (Taiwushan branch 

fracture) 
D0-D10 (Dyke) 

Strike/dip Thickness=70 m  N64E/70N  
Width=200 m 

N80W/50S 
Width=20 m 

N30E/80N 
Width=100 m per 1,000 

m 
Hydraulic conductivity 

(m/s) 
1.0 × 10−5 1.0 × 10−10 5.0 × 10−6 5.0 × 10−6 1.0 × 10−11 

Effective Porosity (%) 10 0.5 0.01 0.015 0.68 
Wet heat conductivity 

(𝑊∕𝑚∙℃) 
2.0 3.0 2.0 2.0 3.0 

Specific heat (J∕kg∙℃) 800 800 800 800 800 

Dry density (kg∕m3 ) 2,000 2,750 2,600 2,600 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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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離島結晶岩體主要地質單元三維分布圖 

 

 
 

圖 3-4：模型邊界條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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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穩態狀況下東西向剖面鹵水質量分率分布圖 

 

 

 

圖 3-6：穩態狀況下南北向剖面鹵水質量分率分布圖 



SNFD-AR2017-V3 
 

 

 
3-22 

 

 

 
 

圖 3-7：穩態狀況下太武山斷層(F1)鹵水質量分率分布圖 
 

 

 

圖 3-8：X=191,500 m 南北向剖面的地下水流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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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水文地球化學 

主管機關 100 年 11 月 22 日會議紀錄附件一 (A7 項 )要求：「水

文地質現地試驗以及相應分析模式實例應用研究─佈置密集的鑽孔

進行裂隙、水力傳導係數與現地應力試驗，據以評估水文地質特性，

選擇適用的分析模式進行分析、驗證與修正，積累特性調查與水文地

質模擬實戰經驗，應為國內精進處置技術迫切的課題。」地下水長期

存留在岩石中，岩 -水反應演化下，導致不同地區有不同的水文地球

化學特性；而這些可能的改變，對深層地質處置的核種穩定性 (溶解

度及遲滯特性 )，扮演著關鍵的影響角色，同時也是深層地質處置功

能 /安全評估所必須考量的重要因子。過去計畫長期累積離島結晶岩

水文地球化學特性調查與模擬評估能力；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利用本

島結晶岩體的礦物組成分析資料，並蒐集既有的地下水水質參考資料，

進行其岩 -水反應路徑模擬，以瞭解本島結晶岩體的岩 -水化學反應機

制，並推估深層地下水的長期演化特性，據以跟離島結晶岩體深層地

下水長期演化特性進行對比。  

 

3.2.3.1. 深層地下水長期演化特性研究 

在「深層地質處置」概念中，處置母岩的評估，除了需考慮岩層

之地質、水文、地震和岩石力學特性等條件外，其水文地球化學特性

更是決定是否適合進行深層地質處置的關鍵。因此，研析處置環境地

下水的化學特性及其可能的演化機制，是潛在處置母岩安全評估中一

項重要且基本的工作 (JNC, 2000, c3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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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外在時空背景變化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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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些可能的改變，

對深層地質處置環境影響核種傳輸的特性，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對於

處置設計與安全評估的技術發展上，可根據不同母岩的岩 -水反應路

徑模擬結果，了解不同母岩處置設計與安全評估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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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3 年度利用離島結晶岩體的現地水質及礦物資料，進行岩 -

水反應路徑模擬技術的建置 (包含 5 種模擬情境設計、輸入檔撰寫與

軟體運跑測試 )。在 104 年度則是先進行 2 個情境案例 (深層封閉裂隙

情境及深層開挖擾動情境 )的反應路徑模擬工作，以探討近場開挖擾

動行為對水文地球化學環境的影響性。105 年度則是針對結晶岩體的

淺、深層導水裂隙環境 (即未飽和層情境、淺層開放裂隙情境、深層開

放裂隙 )，進行其岩 -水反應路徑的模擬，以期瞭解導水裂隙之水文地

球化學環境的長期演化特性，作為建構功能 /安全評估所需水文地球

化學特性之參考依據。  

有鑑於本島結晶岩體地球化學演化條件，受到弧陸碰撞作用影響，

圍岩為大範圍的大理岩體，地下水文特性與地球化學特性均與離島有

很大差異。因此，自本年度 (106 年度 )起，將應用過去所建立的岩 -水

反應路徑模擬技術，來探討本島結晶岩體之水文地球化學環境的長期

演化特性。根據 106 年度工作計畫書，水文地球化學的主要工作為進

行本島結晶岩體之水文地球化學基礎資料 (水質及礦物資料 )的蒐集

與研析、模擬情境案例的規劃，與輸入檔的撰寫等前置作業，相關工

作成果簡述如下：   

(1) 水質資料蒐集：  

參考「臺灣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研究計畫」對結晶岩體代表性水

質調查的成果 (地調所，2013，ch3.3)，其地下水採樣的深度，約

在 20 m 至 100 m 之範圍，彙整水質分析項目包含：水溫、酸鹼

值、氧化還原電位、溶氧、導電度、總溶解固體、鈣、鎂、鉀、

鈉、總鹼度、氯鹽、硫酸鹽、硝酸鹽氮、氨氮等 15 項。本研究

彙整模擬所需的平均水質，作為反應路徑模擬之起始參考水質。

雖然蒐集地下水既有數據非常有限，仍顯示出區域性水文地化特

性，主要受到片岩及大理岩等圍岩的影響，於百餘公尺深就呈現

還原特性的地下水，明顯不同於離島結晶岩需數百公尺深，才呈

現還原環境。  

(2) 礦物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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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島結晶岩體鄰近大理岩與片岩接觸帶。因地質演化歷程，經歷

了輕度至中度變質作用，形成具明顯葉理構造的變質花崗岩體，

在主要組成的石英、長石類礦物中，均間夾或富集具核種吸附能

力的礦物，如綠泥石類、雲母類、絹雲母類、方解石等。岩理上

若具明顯的片麻狀構造時，富集暗色鐵鎂礦物的特徵，片麻狀構

造發達的岩段，可能是岩體在地殼深部受到韌性剪切帶活動的影

響，靠近剪切帶中心的礦物變形最大，顆粒變細，片麻狀構造最

發達；相較之下，遠離剪切帶的岩段，不受剪切帶影響，呈現原

有岩體特徵，礦物仍具散點狀分布與流動構造的花崗岩 (但仍受

過輕度變質作用影響 )，因此可知本島結晶岩體受變質與變形作

用前的原岩為花崗岩。這些礦物資訊對岩水反應研究相當關鍵。  

(3) 地化模擬前置作業及模擬方法：  

針對反應路徑中可能參與反應的礦物相，蒐集深層地層完整新鮮

岩樣的礦物分析資料 (表  3-2)，據以分析岩礦相關文獻，礦物種

類及組成比例，並蒐集這些礦物相對應的熱力學資料，提供 107

年度進行地化模擬工作之用。預計 107 年模擬所需的熱力學資料

庫，規劃採用 GWB 軟體所內建之「 thermo.com.V8.R6+.dat」資

料庫；故反應動力模擬所需礦物溶解反應速率參數，可參考美國

地 質 調 查 局 (USGS) 之 相 關 資 料 (Palandri and Kharaka, 2004,  

p12-p45)。  

在反應路徑模擬方法上，針對每種情境案例的反應路徑模擬，均

包含相對反應速率 (CaseZx)，及採用礦物溶解或沉澱反應速率方

程式 (Palandri and Kharaka,  2004,  p2 -p6)之反應動力 (CaseKx)等

2 種模式；前者可供快速研判反應系統達最終平衡時的化學特性，

後者則供研判反應系統隨時間的可能演化情形。詳細內容說明如

下：  

(a) 相對反應速率模式  

在模擬岩 (礦 )-水反應時，若無法得知礦物的溶解 /沉澱反應

的反應速率方程式時，則通常會採用所謂的相對反應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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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𝑉± = 𝑘1 

 

其中，  

γ𝑉±=單位系統體積內，某礦物 (𝑀(𝑠))的溶解或沉澱反應速率

(reaction rate)， [𝑚𝑜𝑙𝑒 ∙ 𝑚−3 ∙ sec−1]。  

𝑘1=使用者自定參數值；通常會令 𝑘1值和礦物的含量成正比，

來進行模擬 (Wolery,  2002,  pD-15)。另外，在礦物溶解 (加入

系統 )過程中，當礦物的溶解在溶液相達飽合狀態時 (Q>K)，

則此後所有的反應路徑計算，僅將剩餘的礦物轉化為系統的

固相物 (Bethke, 2006, p12)。  

(b) 反應速率方程式 (反應動力模式 ) 

在反應動力學中，反應速率方程式 (reaction rate equation)

是用以描述一化學反應速率的代數方程式。  

不像質量作用定律 (mass action law)是一清楚、明確、唯一

的關係式，用以描述特定化學反應中，各物種活性 (濃度 )間

的關係。基本上，反應速率方程式，通常是單純透過實驗數

據隨時間變化的曲線擬合 (curve fitting)、或透過半理論推導

所獲得的數學關係式 (如 Michaelis-Menten equation)並加上

實驗數據隨時間變化的曲線擬合 (Fogler,  1992, p66)，用以

描述某一化學反應進行的速率。  

針對一個礦物溶解 /沉澱反應：  

𝑀(𝑠) ⇌ 𝑏𝐵 + 𝑐𝐶 + 𝑑𝐷 

 

Palandri and Kharaka (2004)提出其溶解或沉澱之反應速率

方程式的通式：  



SNFD-AR2017-V3 
 

 

 
3-27 

γ𝑉± = (
𝐴𝑅𝑆

𝑉
) × [𝑘𝑆0,𝐴 × 𝑒𝑥𝑝 (

−𝐸𝐴

𝑅𝑇
) × (𝑎𝐻+)𝑛𝐴 × 𝐹𝐴

× (1 − (
𝑄

𝐾
)
𝑃𝐴1

)

𝑃𝐴2

+ 𝑘𝑆0,𝑊 × 𝑒𝑥𝑝 (
−𝐸𝑊

𝑅𝑇
) × (𝑎𝐻+)𝑛𝑊 × 𝐹𝐴𝑊

× (1 − (
𝑄

𝐾
)
𝑃𝑊1

)

𝑃𝑊2

+ 𝑘𝑆0,𝐵 × 𝑒𝑥𝑝 (
−𝐸𝐵

𝑅𝑇
) × (𝑎𝐻+)𝑛𝐵 × 𝐹𝐵

× (1 − (
𝑄

𝐾
)
𝑃𝐵1

)

𝑃𝐵2

] 

 

其中，  

γ𝑉±=單位系統體積內，某礦物 (𝑀(𝑠))的溶解或沉澱反應速率

(reaction rate)， [(
𝑚2

𝑚3)] [𝑚𝑜𝑙𝑒 ∙ 𝑚−2 ∙ sec−1] = [𝑚𝑜𝑙𝑒 ∙ 𝑚−3 ∙ sec−1]。 

𝐴𝑅𝑆=礦物 (𝑀(𝑠))的有效反應面積 (reactive surface)， [𝑚2]。  

𝑉為系統的體積， [𝑚3]；其數值≥ 0。  

𝑄 ≡ ∏(𝑎𝑖)
𝜈𝑖=活性乘積 (ion activity product)， [∙]。  

𝐾 ≡ {∏(𝑎𝑖)
𝜈𝑖}𝑒𝑞𝑢𝑖𝑙𝑖𝑏𝑟𝑖𝑢𝑚 = 平 衡 狀 態 下 的 活 性 乘 積 (activity 

product)(=理論平衡常數 )， [∙]。  

當𝑄 > 𝐾 ⟹ γ𝑉± < 0代表礦物沉澱；當𝑄 < 𝐾 ⟹ γ𝑉± > 0代表礦

物溶解。  

𝑎𝐻+=水中氫離子的活性， [∙]。  

𝑅=氣體常數= 8.3143 × 10−5 [bar ∙ m3 ∙ mol−1 ∙ 𝐾−1] 

𝑇=溫度， [K]。  

𝐸𝐴、𝐸𝑊、𝐸𝐵=在酸性 (A,  acidic)、中性 (W, neutral)及鹼性 (B,  

base)條件下的反應活化能 (activation energy)  [𝐽 ∙ 𝑚𝑜𝑙𝑒−1]。  

𝑘𝑆0,𝐴、 𝑘𝑆0,𝑊、𝑘𝑆0,𝐵=在酸性、中性及鹼性條件下的 Arrhenius 

pre-exponential factor， [𝑚𝑜𝑙𝑒 ∙ 𝑚−2 ∙ se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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𝑛𝐴、𝑛𝑊、𝑛𝐵=水中氫離子活性在酸性、中性及鹼性條件下的

反應參數。  

𝐹𝐴、𝐹𝑊、𝐹𝐵=其它離子效應修正參數。  

𝑃𝐴1、𝑃𝐴2、𝑃𝑊1、𝑃𝑊2、𝑃𝐵1、𝑃𝐵2=在酸性、中性及鹼性條件下，

𝑄/𝐾的反應參數。  

針對任一個化學反應系統，不論採用實驗所得的反應速率方

程式模式，或所謂的相對反應速率模式，其反應過程或許會

有所不同，但最終的平衡計算結果，理論上，必須相同，方

能滿足熱力學的平衡限制條件。由於一旦採用實驗所得的反

應速率方程式，來進行地化反應模擬時，常會因數值計算的

困難，而耗時甚久或難以收斂，因此通常會先以相對反應速

率的方式，先初步評估整個反應系統的最終平衡狀態，用以

適度簡化反應系統後，再以實驗所得的反應速率方程式進行

模擬。  

(4) 3 種模擬情境案例 (如圖  3-9) 

(a) 深層封閉裂隙情境 (CaseZ1/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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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深層開放裂隙情境 (CaseZ2/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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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假設該定值等於深層地下水的平衡 CO2值。  

(c) 淺層開放裂隙情境 (CaseZ4/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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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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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O2
=0.01 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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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本島結晶岩體的岩心礦物與熱力學資料庫礦物名稱對照表 

Mineral phase identified 
in rock samples 

Mineral phase in thermodynamics database 
(thermo.com.V8.R6+.dat) 

石英(Quartz) 石英(Quartz, SiO2) 

鉀長石(K-feldspar) 鉀長石(Maxmum_Microcline,  KAlSi3O8) 

斜長石類(Plagioclase)  鈣長石(Anorthite, CaAl2(SiO4)2) 

鈉長石(Albite_low，NaAlSi3O8)； 

黑雲母類(Biotite) 鐵雲母(Annite, KFe3AlSi3O10(OH)2) 

金雲母(Phlogopite, KAlMg3Si3O10(OH)2) 

白雲母(Muscovite) 白雲母(Muscovite, KAl3Si3O10(OH)2) 

方解石(Calcite) 方解石(Calcite, CaCO3) 

綠簾石類(Epidote) 綠簾石(Epidote, Ca2FeAl2Si3O12OH) 

不透光礦物(Ilmenite) 鈦鐵礦(Ilmenite, FeTiO3) 

赤鐵礦(Hematite, Fe2O3) 

不透光礦物(Magnetite) 磁鐵礦(Magnetite, Fe3O4) 

石榴石類(Garnet) 鈣鐵榴石(Andradite, Ca3Fe2(SiO4)3) 

鈣鋁榴石(Grossular, Ca3Al2(SiO4)3) 

鋯石(Zicron) 鋯石(Zicron, ZrSiO4) 

磷灰石類(Apatite) 氟磷灰石(Fluorapatite, Ca5(PO4)3F) 

褐簾石類(Allanite) 黝簾石(Zoisite, Ca2Al3(SiO4)3OH) 

榍石(Sphene) 榍石(Titanite, CaTiSiO5) 

綠泥石類(Clorite) 鎂斜綠泥石(Clinochlore-14A, Mg5Al2Si3O10(OH)8) 

鐵綠泥石(Daphnite-14A, Fe5AlAlSi3O10(OH)8) 

絹雲母(Sericite) 白雲母(Muscovite, KAl3Si3O10(OH)2) 

黃鐵礦(Pyrite) 黃鐵礦(Pyrite, FeS2) 

高嶺石(Kaolinite) 高嶺石(Kaolinite, Al2Si2O5(OH)4) 

蒙脫石(Montmorillonite) 鈣-鎂蒙脫石(Saponite-Ca, Ca0.165Mg3Al0.33Si3.67O10(OH)2) 

鈉-鐵蒙脫石(Nontronite-Na, Na0.33Fe2Al0.33Si3.67H2O12) 

鈣-鐵蒙脫石(Nontronite-Ca, Ca0.165Fe2Al0.33Si3.67H2O12) 

伊萊石(Illite) 伊萊石(Illite, K0.6Mg0.25Al1.8Al0.5Si3.5O10(O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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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本島結晶岩體反應路徑模擬情境示意 

GraniteMarble Marble

(T=32.6℃)

(T=23.5℃)

 Case Z1/K1 : Deep close fracture
 Case Z2/K2 : Deep open fracture
 Case Z4/K4 : Shallow open fracture

Case Z2/K2Case Z1/K1

Case Z4/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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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核種傳輸路徑 

流通路徑 (flow pathway)泛指下列地質構造：裂隙 (包含節理與斷

層 )、岩脈及岩床 (dikes and sills)、層面 (bedding planes)、不整合

(unconformities)、基質孔隙率 (matrix porosity)等 (JNC, 2000, c3p11)。

日本 H12 報告指出地質圈傳輸模擬的目的，是針對小範圍構造特性

的參數化，包括各種成因、岩石類型及熱水風化歷史下產生的裂隙分

布、頻率、型態；局部的岩脈與岩床構造，在某些結晶岩體中可能為

主導的流徑 (JNC, 2000,  c3p11)。  

 

3.2.4.1. 整合型三維離散裂隙岩體地下水流數值模擬方法研究 

以功能 /安全評估的角度而言，欲瞭解母岩中的溶質傳輸特性，

首先須藉由分 析裂 隙資料以建構 離散 裂隙網路 (Discrete Fracture 

Network,  DFN)，進而建立此離散裂隙網路之地下水流場，以作為離

散裂隙岩體中溶質傳輸的初始條件，並在離散裂隙岩體溶質傳輸模擬

中考慮圍岩擴散與溶質吸附效應。  

102 年度針對技術發展測試岩體，進行離散裂隙網路結構之模擬，

藉此瞭解岩體中的裂隙參數及特性。此項工作在坑道內以人工視窗採

樣法，進行裂隙資料的量測，並利用 DFN_NET 及 DFN_OPT 程式，模

擬出最接近現場觀測資料的 DFN 結果。103 年度開始根據此 DFN 結

果，進行地下水流場數值模擬的技術發展。 104 年度完成 2 個三維

DFN 模擬的實現值 (realization)結果。 2 者使用相同的裂隙參數輸入

資料，僅在模擬時採用不同的亂數初始值。105 年度發展將 DFN 轉換

為等效多孔介質 (Equilibrium Porous Medium, EPM)的升尺度方法，

與瑞典 SKB 進行國際交流，完成參考案例裂隙網路。  

DFN 數值模擬產生的裂隙數目動輒超過 107個，所有的 DFN 數值

模擬程式均無法處理如此數目龐大的裂隙量，故以 DFN 概念進行結

晶岩體近百平方公里尺度的地下水及溶質傳輸模擬的可行性極低。若

能在保持岩體水力特性的條件下，將 DFN 轉換為 EPM，並以計算效

率相對較高的 EPM 模擬軟體 (如 TOUGH2 等 )，對轉換後的 EPM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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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流模擬，則不僅可加快模擬速度，且仍可保持岩體中的重要水

力特性。有鑑於此，106 年度採用體積平均升尺度公式以計算數值網

格中的等效滲透係數張量 (Wen and G ómez-Hern ández, 1996, pxi;  

Renard and de Marsily,  1997, p254)，發展 DFN 升尺度計算程式，以

4 種基準 (benchmark) 裂隙分布模式所得的理論滲透係數張量，驗證

本計畫發展的升尺度計算程式，並根據敏感度分析結果，決定升尺度

所需最少水力梯度組合的數目。成果摘述如下：  

(1) 升尺度理論：  

令 𝐯為裂隙中的達西流速、𝒌𝑏為 EPM 網格中的等效滲透係數張量

(equivalent permeability tensor)、∇ℎ為水力梯度向量及 ℎ為介質

中的水頭 (hydraulic head)，V 為三維網格定義域Ω的體積， 𝜌與𝜇

分別為流體的密度及動態黏滯係數， 𝑔則為重力加速度，則則𝒌𝑏

可 由 下 列 的 體 積 平 均 公 式 計 算 (Wen and Gómez-Hernández,  

1996, pxi;  Renard and de Marsily,  1997, p254)：  

 

1

𝑉
∫ 𝐯𝑑𝑉 = −

𝜌𝑔

𝜇
𝐤𝑏 (

1

𝑉
∫ ∇ℎ𝑑𝑉
𝛺

)
𝛺

 (3-1)  

 

令𝐐與𝐆分別代表方程式 (3-1)中等號左邊的體積平均達西流速及

等號右邊的體積平均水力梯度、𝑆為網格區域Ω所包含的邊界曲面、

𝒏𝑆為網格邊界面上的向外單位法向量，利用 Green’s 第一定理

(Kreyszig,  2011,  p461)，則𝐐與𝐆可分別表示為下列兩個面積分：  

 

𝐐 =
𝟏

𝑽
∫ 𝒓(𝐯 ∙ 𝐧𝑠)𝑑𝐴
𝑆

 (3-2)  

𝐆 =
𝟏

𝑉
∫ ℎ𝐧𝑆𝑑𝐴
𝑆

 (3-3)  

 

因𝒌𝑏具有 9 個分量，故理論上需要至少 3 個不同水力梯度方向的

地下水流模擬方能解出𝒌𝑏，但若僅取 3 個不同的水力梯度方向，

則會發生𝒌𝑏具有非唯一解的數學問題。因此，可以考慮 3 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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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力梯度方向，建立如方程式 (3-4)的超定 (over-determined)

線性聯立方程式，並以最小平方差法求解 𝒌𝑏。若令𝑁為採用的水

力梯度方向的數目；𝐆𝑗𝑘 (1 ≤ 𝑗 ≤ 𝑁, 𝑘 = 1,2,3)為第 j 個水力梯度向

量在 x,  y 及 z 方向的 3 個分量所形成的矩陣； 𝐈𝑗為強制𝒌𝑏為對稱

張量的限制條件，則此超定線性聯立方程式為：  

 

𝐀𝐤𝑏 = 𝐛  (3-4)  

 

其中  

𝐀 =

[
 
 
 
 
𝐆11 𝐆12 𝐆13

𝐆21 𝐆22 𝐆23

⋮
𝐆𝑁1

𝐈1

⋮
𝐆𝑁2

𝐈2

⋮
𝐆𝑁3

𝐈3 ]
 
 
 
 

3(𝑁+1)×9

 

𝐤𝑏 = [𝑘𝑥𝑥 𝑘𝑥𝑦 𝑘𝑥𝑧    𝑘𝑦𝑥 𝑘𝑦𝑦 𝑘𝑦𝑧    𝑘𝑧𝑥 𝑘𝑧𝑦 𝑘𝑧𝑧]𝑇 

𝐛 = [𝑄1𝑥 𝑄1𝑦 𝑄1𝑧    ⋯ 𝑄𝑁𝑥 𝑄𝑁𝑦    𝑄𝑁𝑦 0 0 0     ]𝑇 

(3-5)  

𝐆𝑗1 = [
𝐺𝑗1 𝐺𝑗2 𝐺𝑗3

0 0 0
0 0 0

] 

𝐆𝑗2 = [
0 0 0

𝐺𝑗1 𝐺𝑗2 𝐺𝑗3

0 0 0

] 

𝐆𝑗3 = [

0 0 0
0 0 0

𝐺𝑗1 𝐺𝑗2 𝐺𝑗3

] 

(3-6)  

𝐈1 = [
0 1 0
0 0 1
0 0 0

] , 𝐈2 = [
−1 0 0
0 0 0
0 0 1

] , 𝐈3 = [
0 0 0

−1 0 0
0 −1 0

] (3-7)  

 

利用最小平方差法，則方程式 (3-4)的解可表示為：  

 

𝐤𝑏 = (𝐀𝑇𝐀)−1𝐀𝑇𝐛 (3-8)  

 

根據以上之升尺度理論，應用 SNFD2017 參考案例表二的地質構

造概念模式，在模擬 DFN 時，大尺度的 F1 與 F2 構造，以及平

行的輝綠岩脈構造視為定率式 (deterministic)裂隙構造，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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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FN 數值模擬的對象，故在計算裂隙強度時，不考慮上述之定

率裂隙。以深度 70 m 為界，將岩體中序率 (stochastic)裂隙之模

擬定義區域，分別產出代表淺層風化裂隙岩層及深層裂隙岩層的

兩個次裂隙區域，分別定為 FDMA 及 FDMB。  

(2) 數值網格化：  

105 年度已運用 SNFD2017 參考案例表二 (Reference Case: Table 

2)的現地數據，包括井錄資料、地表測線資料、坑道採樣測線及

視窗資料，以及地球物理大尺度線形構造資料等，據以分析基本

裂隙參數包括：裂隙位態、裂隙強度及裂隙大小；有關地下水流

的參數 (如導水係數及裂隙內寬 )，則參考類似岩性的文獻資料。

據以完成 DFN 數值模擬的裂隙參數表。並利用商業軟體 FracMan 

V7.5，對 SNFD2017 參考案例表二進行全區域的 DFN 數值模擬，

完並成十個實現值。在此基礎上，106 年則將參考案例主要導水

構造 (F1 及 F2)考慮進去，導水路徑明顯由 F1 主導，故 KMBH01

到 KMBH06 的最高導水路徑可呈現如圖  3-10 所示。進行升尺度

計算之前，需將參考案例結晶岩體進行數值網格化，方能計算網

格滲透係數張量。採用直角坐標系統中六面立方體網格，並根據

參考案例結晶岩體邊界範圍，以及假設立方體網格邊長為 200 m，

則圖  3-11 為適用於參考案例的三維立方體結構化數值網格。  

(3) 數值方法驗證結果：  

本研究發展的升尺度計算程式乃利用 FracMan 的巨集功能 (以下

簡稱此升尺度程式為 FracUps)撰寫而成。FracUps 可自動產生相

關的巨集指令，呼叫 MAFIC 執行網格內穩態 DFN 地下水流，若

某個網格中不存在任何裂隙，則 FracUps 將此網格視為圍岩 (rock 

matrix)，並指定均質等向的圍岩滲透係數張量 (如 10−20 𝑚2)。如

圖  3-12 所示，以 4 個基準裂隙分布模式驗證 FracUps，所有模

式中包含 1 到 3 組正交裂隙組，且每個裂隙均為均質等向。第 1

個模式考慮單一水平裂隙；第 2 個模式考慮糖塊模式 (sugar cube 

model)，含 3 組互相正交的裂隙組，每組包含 6 個裂隙，裂隙之

間的間距均相等；第 3 個模式考慮 9 個互相平行的垂直裂隙，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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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為 N45E；第 4 個模式與第 3 個模式類似，但位態為 N45W，

其中第 3 與第 4 個模式參考 Lang et al .  (2014, p10)。所有模式

中採用的網格邊長均為 10 m，地下水流邊界條件均採用線性定

水頭分布，且圍岩均視為不透水介質。可比較升尺度後通過網格

的地下水質量通量及理論的通量值。針對每個模式，均考慮表  

3-3 所列的 6 種水力梯度組合情形以進行敏感度分析。因升尺度

計算量隨水力梯度方向數增加而變度，故此敏感度分析的目的，

除了驗證本研究升尺度理論的正確性，同時可決定最少的水力梯

度方向數，使計算結果維持在合理的誤差範圍之內。表中第一欄

的符號「 i -j-k」代表單位水力梯度是否分別存在 x-、 y-及 z-方向

的分量。例如， i -j-k 為 1-1-1 則代表在 x-、y-及 z-方向的分量值

均為 1；1-0-1 則代表水力梯度僅在 x-及 z-方向的分量為 1，y 方

向的方量則為 0。圖  3-13(a)比較 6 種敏感度分析中，理論地下

水質量通量與升尺度後計算之地下水質量通量的相對誤差。基準

案例 1 在所有的敏感度案例的相對誤差幾乎為 0，代表網格中若

僅有單一裂隙通過，則該網格的等效滲透係數則由該裂隙主導；

第 3 及第 4 個模式的相對誤差則較大，說明裂隙的位態會影響升

尺度計算結果，但此 2 個驗證案例的相對誤差仍在 0.1%以下。

平均而言，此 4 個案例的地下水質量通量相對誤差均不超過

0.04%，由此可驗證此升尺度理論的正確性。  

(4) 水力梯度組合之敏感度分析：  

圖  3-13(b)比較上述 6 種敏感度分析中，理論滲透係數張量與升

尺度後滲透係數張量的誤差平均值。圖中顯示，第 1 到第 5 種組

合的平均誤差均接近 0%，但第 6 種組合的平均誤差突然增加，

說明若考慮 2 種以下的水力梯度組合，則方程式 (3-4)為欠定

(underdetermined)系統，無法得到合理的𝒌𝑏計算結果。考量計算

精度及計算量，本項目建議採用第 5 種組合，即僅考慮 3 個單一

梯度方向，以增加升尺度計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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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升尺度計算範例：  

因 F1 及 F2 的導水係數 (分別為 2 × 10−3 𝑚2 𝑠⁄ 及 2 × 10−4 𝑚2 𝑠⁄ )遠大

於輝綠岩脈的導水係數 (10−14 𝑚2 𝑠⁄ )，故本分項假設 F1 與 F2 所

通過的網格視為均質等向的多孔介質，且該網格中的 𝒌𝒃值直接取

代為 F1 或 F2 的滲透係數，並假設立方律 (Cubic Law)成立，故

可由 F1 及 F2 的導水係數計算出𝒌𝒃；但若 F1 或 F2 並未穿過某

網格，則依照前述的升尺度方法進行升尺度計算。依此修正方式，

則圖  3-14 考慮 4 種基本的 DFN 範例，狀況 (a)為 F1 通過該網

格，故截取裂隙後只剩下圖  3-14 (a)右側由 F1 所形成的一個高

角度大裂隙；狀況 (b)代表岩脈與 F2 穿過該網格；狀況 (c)代表

F1 及某個裂隙組的 2 個裂隙穿過該網格；狀況 (d)則僅包含序率

裂隙，共有來自兩個裂隙組的 6 個裂隙穿過該網格。因 (a)與 (c)

均出現 F1 通過該網格，故升尺度後網格中的𝒌𝒃將由 F1 主導，故

表  3-4 顯示 (a)與 (c)的升尺度結果幾乎相同；但 (b)因同時出現

F2 與輝綠岩脈，但因輝綠岩脈為阻水結構，故升尺度後的𝒌𝒃明顯

小於 (a)與 (c)兩個狀況；狀況 (d)因並未出現 F1 或 F2，故升尺度

之後產生對稱的𝒌𝒃，且此狀況中模擬出的隨機裂隙，其導水係數

不高，故升尺度之後的等效滲透係數張量值明顯小於其他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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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敏感性分析考慮之水力梯度組合 

 Case number of sensitivity analysis 

Head gradient 
combinations 

1 2 3 4 5 6 

0-0-1 ●  ●  ●  

0-1-0 ●  ●  ●  

0-1-1 ● ●  ●  ● 

1-0-0 ●  ●  ● ● 

1-0-1 ● ●  ●   

1-1-0 ● ●  ●   

1-1-1 ● ● ●    
註：●代表地下水流數值模擬情形中考慮該水力梯度組合；空白則不考慮該組合。 

 

 

 

表 3-4：圖 3-14中4種網格內裂隙分布之等效滲透係數張量計算結果 

 Model a Model b Model c Model d 

𝑘𝑥𝑥 0  3.18 × 10−12 0 0 
𝑘𝑥𝑦 0  2.18 × 10−11  4.44 × 10−14  3.60 × 10−16 

𝑘𝑥𝑧  1.24 × 10−11  4.88 × 10−15  8.60 × 10−14  1.19 × 10−15 
𝑘𝑦𝑥 0  2.18 × 10−11  4.44 × 10−14  3.60 × 10−16 

𝑘𝑦𝑦 0  9.03 × 10−12 0  9.96 × 10−15 

𝑘𝑦𝑧  1.75 × 10−10  2.70 × 10−14 0  1.72 × 10−14 

𝑘𝑧𝑥  1.24 × 10−11  4.88 × 10−15  8.60 × 10−14  1.19 × 10−15 
𝑘𝑧𝑦  1.75 × 10−10  2.70 × 10−14 0  1.72 × 10−14 

𝑘𝑧𝑧  9.93 × 10−13  7.80 × 10−14  1.05 × 10−12  1.07 × 10−16 
註：滲透係數之單位為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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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考慮 F1 及 F2 後 KMBH01 到 KMBH06 的最高導水路徑 

 

 
 

圖 3-11：三維立方體結構化數值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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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驗證 FracUps 所採用的 4 種裂隙分布模式 

 

 

 
 

圖 3-13：FracUps 驗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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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4 種不同網格中裂隙分布形態範例 
說明：範例(a)至(d)中，左側均為網格附近原始的 DFN 分布，右側則顯示僅存在於網格中的裂

隙分布。 

 

 

  



SNFD-AR2017-V3 
 

3-41 
 

3.2.5. 岩石特性 

105 年度取得離島結晶岩體的岩心樣品及 2 個不同地區之膨潤

土 (美國膨潤土 MX-80 與中國大陸高廟子膨潤土 GMZ)， 106 年進行

不同重量混合比和不同乾密度條件下之試驗，提供緩衝材料和回填材

料力學性質之參考，或提供數值分析參數設定之依據。試驗規劃如下： 

(1) 緩衝材料與不同界面之力學強度試驗  

以 MX-80、GMZ 為基底材料，混合不同重量比例之骨材 (ASTM 

C778 標準砂 )，並搭配不同夯實度 (乾密度 )，試驗方式主要以直

接剪力試驗來量測緩衝材料與岩體或廢棄物罐 (銅塊 )間之界面

力學強度，共 24 組試驗。試驗條件為：  

(a) 混合比 (膨潤土 :骨材 )：100:0；70:30； 50:50。  

(b) 乾密度：1.6 t m3⁄ ；1.8 t m3⁄ 。  

(2) 緩衝材料之強度與應力 -應變關係試驗  

以 MX-80 和 GMZ 作為基底，混合不同重量比例之骨材 (ASTM 

C778 標準砂 )，於不同夯實度 (乾密度 )，施做三軸壓密不排水試

驗，共 12 組試驗，每組試驗採 3 種不同圍壓 (100 kPa, 200 kPa,  

300 kPa)，試驗條件為：  

(a) 混合比 (膨潤土 :骨材 )：100:0；70:30； 50:50。  

(b) 乾密度：1.3 t m3⁄ ；1.6 t m3⁄ 。  

 

106 年度成果摘述如下：  

(1) 緩衝材料與不同界面之力學強度試驗  

(a) 花崗岩心 (KMBH05，深度介於 308.85 m 至 309.00 m)和銅

塊大小皆裁切成直徑 6.34 cm、高 1.70 cm 之圓柱薄片，以

便置入剪力盒之下盒並和剪動面切齊。本試驗項目乃根據

ASTM D3080，主要利用直接剪力盒上下盒能擺放不同材料

之特性，於剪動時量測到上、下剪動盒內兩種不同材料界面

的剪位移和剪應變關係，並求得正向應力與剪應力關係，再

經整理、規納實驗數據後即可得知兩材料接觸面間力學強度

(即摩擦角 )，已完成 24 組直剪試驗施作項目，每ㄧ試驗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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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摩擦角如表  3-5、表  3-6 所示，代表性之剪應力與剪位移

關係圖如圖  3-15 所示。  

(b) 在相同混合比中，隨著垂直應力的增加，可觀察到乾密度 1.8 

t m3⁄ 所得之剪應力強度略高於乾密度 1.6 t m3⁄ 。在相同乾密

度的情況中，隨著骨材和垂直應力的增加，可觀察到骨材含

量越高，其剪應力強度略高。  

(c) 由膨潤土對岩心和銅塊的直剪試驗中得知，對岩心所得到的

界面強度摩擦角皆大於對銅塊的界面強度。此外，GMZ 對岩

心與銅塊所得之界面強度摩擦角大於 MX-80 之界面強度摩

擦角。當膨潤土中標準砂含量增多時，其剪力強度會隨著增

加；乾密度增加也能使剪力強度增加，但影響並不十分顯著。 

(2) 緩衝材料之強度與應力 -應變關係試驗  

(a) 目前已完成 MX-80(乾密度 1.3 t m3⁄ 與 1.6 t m3⁄ )共計 6 組試

驗，其應力應變關係 (𝛾𝑑 = 1.6 t m3⁄ )如圖  3-16 至圖  3-18 所

示，其他 GMZ 試驗項目持續進行中。  

(b) 飽和試體之準備，先計算理論飽和土樣試體所需之土樣重和

水重後，將其拌合至夯模內壓製成圓柱狀試體，再放入三軸

室內進行壓密與剪動。欲求得理論飽和時之土重及水重需參

考文獻得 MX-80 比重 (陳志霖， 2000， p25)和自然含水量

(Dueck and Nilsson,  2010,  p9)，利用已知比重、自然含水量、

試體體積和欲達乾密度，反推得理論飽和時所需之土樣重和

水重。  

(c) 如圖  3-19 至圖  3-21(𝛾𝑑 = 1.6 t m3⁄ )所示，可發現總應力和

有效應力莫爾圓 (實線、虛線 )無明顯的差異，其因在試驗中

無明顯的超額孔隙水壓，故孔隙水壓變化甚小，因此總應力

和有效應力莫爾圓相近無顯著差別，導致總應力莫爾圓和有

效應力莫爾圓得到之凝聚力和摩擦角差異不大，因此以有效

應力莫爾圓所得之凝聚力和摩擦角作為比較與討論。圖中之

破壞包絡線決定方式乃藉由 p- q 圖回歸分析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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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於相同乾密度下比較不同混合比的試驗結果發現，凝聚力於

不同混合比下只有微小的差異，但添加骨材後的摩擦角明顯

變小；參考表  3-7 比較 2 種不同乾密度，相同混合比的試

驗結果發現，乾密度較高的試體具有較高的凝聚力和摩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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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直接剪力試驗 MX-80 與不同界面之強度 

MX-80  

混合比 
(MX-80:sand)=(100:0) 

混合比 
(MX-80:sand)=(70:30) 

混合比 
(MX-80:sand)=(50:50) 

岩心 銅塊 岩心 銅塊 岩心 銅塊 
Ø  

(degree) 
Ø  

(degree) 
Ø  

(degree) 
Ø  

(degree) 
Ø  

(degree) 
Ø  

(degree) 

d=1.6(t m3⁄ ) 25.17 25.17 27.47 25.17 28.81 25.17 

d=1.8(t m3⁄ ) 26.57 24.70 26.10 24.23 24.70 24.70 

 

表 3-6：直接剪力試驗 GMZ 與不同界面之強度 

GMZ  

混合比 
(GMZ:sand)=(100:0) 

混合比 
(GMZ:sand)=(70:30) 

混合比 
(GMZ:sand)=(50:50) 

岩心 銅塊 岩心 銅塊 岩心 銅塊 

Ø  
(degree) 

Ø  
(degree) 

Ø  
(degree) 

Ø  
(degree) 

Ø  
(degree) 

Ø  
(degree) 

d=1.6(t m3⁄ )  34.61 32.62 32.21 32.21 32.21 30.96 

d=1.8(t m3⁄ )  30.96 32.21 33.42 30.54 33.02 30.11 

 

表 3-7：MX-80 三軸試驗之剪力強度 

 混合比 
(MX-80:sand)=(100:0) 

混合比 
(MX-80:sand)=(70:30) 

混合比 
(MX-80:sand)=(50:50) 

C’ 
(kg cm2⁄ ) 

Ø’ (degree) 
C’ 
(kg cm2⁄ ) 

Ø’ 
(degree) 

C’ 
(kg cm2⁄ ) 

Ø’ 
(degree) 

d=1.3 
(t m3⁄ ) 

0.35 11.01 0.23 2.57 0.42 2.84 

d=1.6 
(t m3⁄ ) 

1.61 31.71 1.28 12.70 0.41 16.72 

 

  



SNFD-AR2017-V3 
 

3-45 
 

 

 

 

 

圖 3-15：直剪試驗應力應變圖-(MX-80:骨材)=(70:30) 

(乾密度 1.6 t m3⁄ ，岩心) 

 

 

 

 

圖 3-16：三軸試驗應力應變圖-(MX-80:骨材)=(100:0) 

(乾密度 1.6 t 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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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三軸試驗應力應變圖-(MX-80:骨材)=(70:30)  

(乾密度 1.6 t m3⁄ ) 

 

 

 

圖 3-18：三軸試驗應力應變圖-(MX-80:骨材)=(50:50) 

 (乾密度 1.6 t 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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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MX-80 之三軸試驗-(MX-80:骨材)=(100:0) 

 (乾密度 1.6 t m3⁄ ) 

 

 

 

 

圖 3-20：MX-80 之三軸試驗-(MX-80:骨材)=(70:30) 

 (乾密度 1.6 t 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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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MX-80 之三軸試驗-(MX-80:骨材)=(50:50) 

 (乾密度 1.6 t 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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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1. 膨潤土及結晶岩近場區域之再飽和現象分析 

在處置場運轉至封閉階段，工程障壁系統中緩衝材料因鄰近地下

水入侵將逐漸趨向飽和。根據主管機關 100 年 11 月 22 日會議紀錄

附件一 (B1 項 )研究發展規劃說明：「亟需研究各種緩衝材料特性，測

試及選用再飽和及未飽和環境下都能減緩封裝材料的鏽蝕作用，並阻

滯地下水流的緩衝材料。」有鑑於測試緩衝材料自未飽和至飽和過程

對地下水流阻滯能力，需避免破壞性的監測方法所造成局部的地下水

傳輸通道。因此，國際上對於膨潤土與近場花崗岩的再飽和現象評估，

多藉由電阻率變化量測為基礎的監測系統，透過建立電阻率與工程障

壁材料含水飽和的關係，評估緩衝材料與近場花崗岩的再飽和行為。

為確保處置場緩衝材料，所具備的長期阻滯地下水流特性，可運用現

地監測電阻變化的技術進行長時間監測與評估，104 年度起蒐集國際

相關技術資訊，並於 105 年度開始組裝室內實驗設備，106 年度針對

緩衝材料 (膨潤土 )與結晶岩之近場再飽和監控技術，建立其對應參數，

年度成果摘述如下：  

(1) 膨潤土試體準備  

本項目工作製備之膨潤土試體，目前主要為初始狀態之膨潤土粉

體進行壓製成型；對於處置場緩衝材料之初始狀態而言，係為膨

潤土材料開封之自然含水量，因此所製備之初始狀態塊體係基於

自然含水量條件。本項目工作採用富含蒙脫石 (Montmorillonite)

礦物成分之國際常用美國懷俄明州膨潤土 (Wyoming bentonite)

包裝材料，其開封含水量經測定為 10.3%。試體準備為製成圓盤

狀膨潤土壓實試體，壓製成品乾密度 (Dry Density)依據 101~103

年度計畫設定為 1.6 g cm3⁄ (統體密度 Bulk Density=1.79 g cm3⁄ )，

計算所需之土重後進行膨潤土塊體之壓鑄成型 (製作如圖  3-22

所示 )。  

(2) 結晶岩試體準備  

本項目工作製備之結晶岩試體，主要離島及本島不同結晶岩試體

(含花崗岩及花崗片麻岩 )。進一步進行裁切與打磨，每段裁切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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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為 10 cm。對於位於地下水位面以下的近場母岩區域地質環境，

結晶岩狀態應為飽和狀態，因此將結晶岩浸泡於蒸餾水中達飽和

狀態以進行後續量測。  

(3) 膨潤土材料之電阻率參數量測  

依據前述方法進行膨潤土試體準備與製作，進行室內電阻率參數

量測作業，採用 MX-80 型膨潤土製作塊體後並疊合進行 4 點量

測法，利用 3 組圓柱型膨潤土試體疊合兩端串聯銅板分別為電流

極 A 與 B，透過直流電源供應於電流極 A 至 B，中間則為夾銅箔

之電位極 M 與 N 量測電位差，如圖  3-23(a)所示。  

量測所得於膨潤土開封後自然含水量初始狀態下電阻率約為 51 

Ohm.m，所對應之含水量為 10.3%。圖  3-24 將本項目工作量測

懷俄明州膨潤土與瑞典 SKB 量測同型膨潤土結果之比較，可發

現由於包裝土開封之初始含水量略低於瑞典 SKB 採用之膨潤土，

因此電阻率略高於瑞典測定之結果；由於電阻率與含水量為反比

之趨勢關係，可發現 2 者約坐落於同一趨勢線上。  

(4) 結晶岩材料之電阻率參數量測  

設計將結晶岩浸泡於蒸餾水中達飽和狀態進行量測，使圓柱型結

晶岩岩心兩端串聯銅板分別為電流極 A 與 B，並用適當夾具使銅

板貼合岩心，透過直流電源於電流極 A 至 B，並於 A 與 B 量測電

位差 (如圖  3-23b)。此外，由於結晶岩岩心為剛性材料，於結晶

岩心兩端塗抹一層薄膨潤土泥，以增加與銅板貼合程度降低接觸

電阻。  

由於岩心為天然材料具較大變異性，因此不同區域結晶岩岩心各

進行 10 組量測；此外為比較低含水量之電阻率趨勢關係，106 年

度也進行氣乾狀態之結晶岩電阻率量測。圖  3-25 為結晶岩心量

測結果，可知飽和狀態結晶岩電阻率；氣乾狀態時各區之結晶岩

電阻率則大幅揚升。圖  3-25 中並同時繪製於瑞典測定 Ä spö 花

崗岩岩心 (Wieczorek, et al. ,  2014, p21)之量測迴歸曲線，可知 3

個量測不同地區的結晶岩，趨勢大致與瑞典 Ä spö 花崗岩電阻率

一致；但因為不同地區之天然材料組成不盡相同，可知於氣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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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下結晶岩之電阻率略低於其他量測群，而於飽和狀態時結晶岩

之電阻率則略高於其他量測群。  

(5) 地電監測數值模型說明  

藉由前述電阻率量測所建立膨潤土、結晶岩電阻率參數，以完成

之正演模擬技術，進行處置場坑道電阻率正演數值模型之建立。

設定模擬所需簡化的處置概念相關幾何條件為廢棄物罐半徑

52.5 cm，長度 491 cm。廢棄物罐外環繞以 35 cm 厚之緩衝材料，

最外層則為結晶岩，廢棄物罐之間距為 6 m。據此條件建構處置

場坑道三維電阻率正演數值模型與模擬施測測線，使用求解程式

為 COMSOL Multiphysics，模擬於處置坑道進行電阻率監測時，

地電監測逆推電阻率影像初始剖面。  

為使測線反應鄰近三維分區變化，以地電監測三維正演數值模型

進行模擬，所建立之數值幾何如圖  3-26 所示，由於評估範圍僅

限於兩處置孔之範圍，因此建構兩處置孔之幾何，模型外側為吸

收邊界。數值模型採用之材料參數系基於前述室內試驗建立之膨

潤土與結晶岩電阻率參數範圍，並考量實際應用時之不確定性

(如天然材料之變異性 )，假設一合理值，採用之材料電阻率參數

如表  3-8 所示，說明如下：  

(a) 結晶岩材料參數  

對於簡化的處置場模型而言，近場母岩區域應位於地下水位

面以下，因此結晶岩假設為飽和狀態參數。依據前述量測電

阻率參數可知飽和狀態結晶岩電阻率範圍。因此數值模型採

用參數假設茲區分為高電阻率母岩區域以及低電阻率母岩

區域，分別假設為 5 × 103  Ohm.m 以及 1 × 103  Ohm.m。  

(b) 膨潤土材料參數  

採用緩衝材料塊體製作完成後於處置孔堆疊時之狀態，膨潤

土區域材料參數參考前述開封自然含水量狀態下之測定結

果約為 51 Ohm.m，考量實際應用時可能之狀態變異性，因

此數值模型假設為 50 Ohm.m。  

(c) 施測測線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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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線佈設型式採用跨孔施測型式，施測測線佈設位置，包括

近場結晶岩區域以及膨潤土緩衝材料區域，如圖  3-27 所示；

近場結晶岩區域之測線位於兩處置孔間，膨潤土緩衝材料區

域測線則位於處置孔內。此外，一般跨孔常見之 Bipole-

Bipole 電極排序型式 (Zhou and Greenhalgh, 2000, p896 )可

分為：AM-BN、AM-NB 與 AB-MN，並針對此 3 種電極排序

型式進行電阻率剖面之模擬與比較。  

(6) 地電監測電阻率影像剖面模擬  

利用室內試驗建立之膨潤土與花崗岩電阻率參數初始值範圍，以

105 年完成的正演模擬技術，建構處置場坑道三維電阻率正演數

值模型；模擬於處置坑道進行電阻率監測時，分析地電監測逆推

電阻率影像剖面。  

(a) 近場結晶岩區域  

依據前述 3 種適用於跨孔電阻率施測電極排序方法，以評估

不同施測電極排序於近場結晶岩區域電阻率剖面之差異。圖  

3-28 及圖  3-29 分別為低電阻結晶岩，以及高電阻結晶岩於

近場結晶岩區域之電阻率剖面。由圖  3-28 可知非均質之電

阻率分布型態係為受到鄰近區域緩衝回填材料低電阻之影

響，但因距離較遠影響有限，約存在 10 %左右之變異範圍，

不同之施測序列亦會呈現不同之影響型態。由圖  3-29 亦可

得知，於近場結晶岩區域所佈設之測線位置，採用 AM-BN 或

AM-NB 之電極排序，其產生之電阻率變異性相對較小，而 AB-

MN 產生之電阻率變異性較大。據此可知，於未來現場監測

應用時可透過不同時間之時序分析以消除該鄰近區域之影

響。  

(b) 膨潤土緩衝材料區域  

依據前述 3 種適用於跨孔電阻率施測電極排序方法，以評估

不同施測電極排序於膨潤土緩衝材料區域電阻率剖面之差

異。圖  3-30 及圖  3-31 分別為低電阻結晶岩，以及高電阻

結 晶 岩於 膨 潤 土 緩 衝 材 料區 域 之 初 始 電 阻 率剖 面 。 由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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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及圖  3-31 可得知，雖然測線位於膨潤土區域，但由於

相當鄰近結晶岩區域，受到其高電阻之影響，因此整體呈現

電阻率分布皆較膨潤土實際電阻率為高；若鄰近區域為較高

電阻率結晶岩 (圖  3-31)，其整體電阻率之上升趨勢又較較

低電阻率結晶岩 (圖  3-30)更為顯著。而就不同施測序列比

較，可知於膨潤土區域所佈設之測線位置，採用 AM-BN 序

列，其產生之電阻率變異性相對較小，AM-NB 序列其次，而

AB-MN 序列產生之電阻率變異性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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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數值模型採用參數 

材料區域 電阻率 (Ohm.m) 
廢棄物罐 0.1 

緩衝與回填材料 50 

花崗岩(H 及 WC) 1000 

花崗岩(K)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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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膨潤土塊體準備 

 

 

圖 3-23：電阻率量測 
註：(a) 膨潤土量測配置; (b) 結晶岩量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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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膨潤土電阻率與瑞典 SKB 之結果比較 
資料來源：瑞典 SKB 數據引用自 Wieczorek, et al., 2014 p15 

 

 

圖 3-25：氣乾與飽和狀態結晶岩電阻率 
資料來源：瑞典 SKB 數據引用自 Wieczorek, et al., 2014 p21 

 

 

圖 3-26：三維數值正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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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三維數值正演模型測線佈設示意圖 
註：(a) 近場結晶岩區域; (b) 膨潤土緩衝材料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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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模擬不同施測序列於近場結晶岩飽和狀態電阻率影像剖面 

(低電阻結晶岩參數) 
註：(a) AM-BN; (b) AM-NB; (c) AB-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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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模擬不同施測序列於近場結晶岩飽和狀態電阻率影像剖面 

(高電阻花崗岩參數) 
註：(a) AM-BN; (b) AM-NB; (c) AB-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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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0：模擬不同施測序列於膨潤土緩衝材料區域電阻率影像剖面 

(低電阻結晶岩參數) 
註：(a) AM-BN; (b) AM-NB; (c) AB-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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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模擬不同施測序列於膨潤土緩衝材料區域電阻率影像剖面 

(高電阻結晶岩參數) 
註：(a) AM-BN; (b) AM-NB; (c) AB-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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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質處置合適性研究 

各國在進行處置場址評選、處置設施功能 /安全評估時，均因大

地構造環境與地質條件特性的不同，所需考量的地質圈特性亦會有所

不同。需避開的不合適自然條件，通常都有公開資料，如：活火山、

活動斷層、泥貫入體及礦產資源分布位置等，距離不利條件夠遠，則

所受影響會大幅降低。  

臺灣的地質環境大致上與日本類似，除大地構造與演化特性相近

外，原本日本地質處置計畫僅考量玻璃固化的再處理核廢料 (JNC,  

2000, c1p1)，在福島核災後也考慮直接處置用過核子燃料的可行性。

由今觀之，臺灣與日本的地質處置計畫推動時程與目標相近：目前均

未選定候選場址，亦未決定處置母岩種類；未來仍規劃十多年進行處

置場址評選；但調查與評估技術的最新成果，均以花崗岩為技術發展

展示的對象 (如 JNC 完成的 H12 報告，及 NUMO 自 2015 年開始編撰

的安全論證報告 )。  

在技術發展上，臺灣與日本均保留未來各種潛在處置母岩的可能

性，長期進行一般性處置設施功能 /安全評估的技術發展，並聚焦在

考量與大地構造架構有關的地質演化、火山活動、斷層 (地震 )活動，

以及抬升與沉陷、氣候與海平面變遷等環境因子對處置設施的長期安

全影響。有鑑於這些與自然條件有關的深層地質資料，須相當長時間

的調查及技術發展，以確實掌握現地特性隨長時間地質尺度演變的資

料，如此才能據以探討數十萬年乃至數百萬年尺度長期穩定的功能 /

安全評估條件。  

 

3.3.1. 臺灣的大地構造架構 

臺灣位於歐亞大陸東緣，坐落於環太平洋構造活動帶上，因此，

臺灣地區的火山活動和斷層 (地震 )活動，皆與臺灣大地構造的演化息

息相關。  

考量 SNFD2017 報告所需之大地構造架構特性資訊與評估分析

能力，根據主管機關 100 年 11 月 22 日會議紀錄附件一 (A6 項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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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規劃說明：「…地震頻繁且規模更大，而國內隧道維護檢測經驗

顯示地下坑道受震可能出現襯砌裂縫、結構損傷等現象，研究報導亦

指出斷層錯動、地表破壞與地層震動皆可能造成地下坑道不同型式的

應力增量與結構損傷，然此部分國內外研究皆不多見，有必要自岩體

波傳特性、岩石動力反應、裂隙受震反應以及相應的分析模式等，及

早投入研究。」本計畫除蒐集全國地震站網資料，自 101 年度開始針

對地震網涵蓋不足地區增設微震站，累積數年本島結晶岩區域性微震

資料，可監測區域變形及破裂產生之地震叢集分布，以數值解算地震

特徵，並進行細部應力條件之逆推，以呈現出不同深度岩體應力條件

的 變 化 ， 以 及 微 震 空 間 分 布 與 結 晶 岩 體 周 遭 構 造 的 關 係 ， 提 供

SNFD2017 報告撰寫的依據；並於 104 年度取得美、日井下地震陣列

的地震數據進行研究，105 年度建立之深層結晶岩盤地震衰減模式分

析方法，採用井下之量測紀錄，獲致不同大小之地震隨距離與深度衰

減之關係。此外，岩石動力反應與裂隙受震反應的分析模式，亦與瑞

典 SKB 合作進行技術交流，相關規劃詳見第 4 章。長期而言，本計畫

持續蒐集微震站網監測數據，針對地震帶孕震構造、深層地殼大地應

力變化及裂隙延伸等議題，逐步發展調查與解析技術。  

 

3.3.1.1. 構造活動性微震監測與分析技術建立 

106 年度規劃利用北部張裂帶微震監測網蒐集的數據，發展地震

叢集資訊分析與震波成像分析技術。並以地震觀測資料，進行區域性

地殼應力方向逆推，了解深層地下應力與地震活動度之關係。在此孕

震技術解析基礎上，評估震源破裂尺度及岩體受強震條件下的地動響

應。另一方面，有鑑於尚無本島結晶岩體井下陣列，亦無地下實驗室

可取得相關資料，多年蒐集日本、美國井下地震陣列數據後，可針對

我國所需建立泥岩及結晶岩體地下深層地盤受震衰減模式分析技術，

進而比較泥岩與結晶岩之震波衰減特性。 106 年度成果摘述如下：  

(1) 區域震源機制與應力逆推：  

(a)將微震數據初步定位結果，透過三維速度模型進行精密定位，

繪製微震分布如圖  3-32 所示。微震分布多於海域，並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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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m 居多；以陸域部分來看，微震圍繞結晶岩體，可能局

限於岩體邊緣及特定深層構造附近。  

(b) 解算 P 波初動筆數大於 8 之地震事件震源機制解 (圖  3-33)，

結果顯示靠近中央山脈東側，正、逆斷層震源機制地震事件

均存在，但以規模大小和數量而言，主要仍以正斷層震源機

制特性較為顯著；位於海域的深層地震則較複雜，深度超過

10 km 的震源機制解，顯示正、逆斷層特性均佈。  

(2)中大型震源的破裂尺度  

(a) 根據 Yen and Ma (2011,  p471)所提出的破裂尺度迴歸經驗

公式，利用地震矩大小計算有效斷層破裂長度與寬度。其中，

以地震矩 𝑀0  ≅ 1020 Nm 為界，針對地震矩大小差異， 𝑀0 ≤

1020 Nm 使用式 (3-9)，而𝑀0 > 1020 Nm 則使用式 (3-10)。  

 

log𝐿𝑒 =
1

2
log𝑀0 − 8.08  (≤ 1020 𝑁𝑚) 

log𝑊𝑒 =
1

2
log𝑀0 − 8.08 

(3-9)  

  

log𝐿𝑒 =
1

3
log𝑀0 − 4.84  (≥ 1020 𝑁𝑚) 

log𝑊𝑒 =
1

3
log𝑀0 − 5.27 

(3-10)  

 

式 (3-9)與式 (3-10)中，𝑀0 為地震矩，𝐿𝑒 為有效斷層長，而𝑊𝑒 

為有效斷層寬，利用此關係經驗式可由地震矩大小推估一斷

層面的有效斷層破裂尺度。  

另為瞭解地震矩大小、有效破裂面積 𝐴𝑒 及應力降 ∆𝜎 之間的

關係，參照 Kanamori and Anderson(1975,  p1080)提出的公

式 (式 (3-11)，推估不同規模及有效破裂面積所對應之應力降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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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𝑀0 =
3

2
log𝐴𝑒 + log (

16

7𝜋3 2⁄
∆𝜎) (3-11)  

 

(b) 此地區中大型震源破裂尺度有效斷層破裂範圍 (圖  3-34)顯

示，中大型地震多分布於花崗岩體東側以外之區域，陸域地

震的次數明顯少於海域地震，北側亦明顯較無中大型地震發

生。  

(c) 依據有效破裂尺度評估結果顯示，此地區中大型地震其地震

矩大小皆小於 101 8  Nm，而有效破裂面積皆小於 50 km2，所

對應之應力降則介於 100 bar 至 1,000 bar 之間。  

(3) 美、日、臺井下地震陣列數據研析  

(a) 地下強地動行為分析方面，採用 32 個日本測站、 1 個美國

測站與 5 個臺灣測站，共 38 個測站的最大加速度峰值 (Peak 

Ground Acceleration, PGA)水平向與垂直向放大倍率整合分

布結果繪於圖  3-35，可觀察到多數測站之放大倍率皆在 10

倍以內，且各測站的水平向放大倍率皆大於垂直向放大倍率。

將地震最大加速度 (PGA)垂直向相較於水平向比較，以 V/H

比率呈現如圖  3-36 所示，其 V/H 越小則代表垂直向地動值

相較於水平向地動值越小；若 V/H 接近 1，則代表垂直向地

動值相當接近水平向地動值的強度；若 V/H 大於 1，即垂直

向地動值超過水平地動值。綜觀圖  3-35 及圖  3-36，井下全

數測站之 V/H 皆大於 0.6，但地表僅 1/4 的測站之 V/H 大

於 0.6，表示在近地表的地層當中，水平向的 PGA 放大倍率

大於垂直向。此外，井下紀錄的 V/H 明顯大於地表 (圖  3-36)。

在岩盤地層當中，井下測站 V/H 均介於 1 至 0.6 之間，顯示

越接近 1 則代表垂直向與水平向的 PGA 放大倍率相當。  

(b) 除了地表加速度放大之效應外，在地下與地表最大加速度出

現的頻率亦受到速度構造影響，典型例子如 GVDA 測站 (圖  

3-37)，由各深度之震波頻率 (圖  3-38)，顯示地震波從花崗

岩基盤進入淺部鬆軟土層再到地表的振幅變化，受到近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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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層構造控制，在某些特徵頻率時加速度明顯放大，可見

頻譜響應在地表與地下基盤之差異。  

(c) 圖  3-39 為日本東北於 2011 年之 311 地震事件且井下基岩

為泥岩和花崗岩之井下 PGA、0.2 秒反應譜、1.0 秒反應譜隨

震央距離衰減之情形，其中三角型代表井下基岩為泥岩之紀

錄，而圓形則是井下基岩為花崗岩之紀錄。從分布圖中發現

距震央越遠，井下記錄到之各項資料值越小，此現象與一般

地表所觀測到之衰減特性相同。依據每一井號之井底剪力波

速 (𝑉𝑠)，並統計井位離震央的距離，將剪力波速和離震央距

離分劃成數個區間觀察，佐以各地震資料之井下實際地震紀

錄相互討論，圖  3-39(a)為此分析地震中各井號井底之剪力

波速於不同震央距之分布情形，圖  3-39(b)為實際地下地震

記 錄 東 西 向 與 南 北 向 PGA 之 幾 何 平 均 值 和 迴 歸 曲 線

(Morikawa and Fujiwara, 2013, p879)。圖  3-39(b)顯示泥

岩與花崗岩之迴歸曲線有ㄧ交叉點，該點即為花崗岩較泥岩

開始衰減顯著之距離 (以虛線區間標示 )，將此交叉處對照圖  

3-39(a)之距離和剪力波速區間 (方框標示 )，顯示花崗岩之𝑉𝑠 

( 約 2,000 m s⁄  至 3,500 m s⁄ 之 間 ) 多 高 於 泥 岩 之 𝑉𝑠  ( 多 低 於

2,000 m s⁄  )，因此判斷花崗岩對震波具有較高的衰減能力，

可能與其具有較高的剪力波速有關。而 0.2 秒反應譜、1.0 秒

反應譜之衰減趨勢與 PGA 類似。圖  3-39(b)兩種基岩之衰減

行為以花崗岩較泥岩為明顯，特別在遠距離時，花崗岩之迴

歸曲線較泥岩低，即其衰減較多，然而相較於資料點之離散，

兩者之差距並非十分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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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北部張裂帶微震觀測網觀測成果 

註：(a) 記錄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之地震事件分布，顯示北部張裂帶結晶岩體相對於海

域地震群為地震相對安靜帶。藍色三角形為本計畫所建置之測站；紅色三角形為國內其他研究

單位所支援之測站；(b) 為沿經度線投影深度 40 km 內之地震分布，顯示北部張裂帶結晶岩體

淺於 6 km 範圍微震數量少；(c) 為沿緯度線投影深度 40 km 內之地震分布。 

 

 

圖 3-33：正、逆斷層震源機制解空間分布圖 
註 1： (a )  正斷層震源機制解空間分布圖； (b) 逆斷層震源機制解空間分布圖。 

註 2：解算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地震規模大於 2.5；黑色方塊為測

站位置；右側投影圖以 121.75°E為中心線，投影灰色虛線區域內深度小於 50 k m

之震源機制解；下方投影圖以 24.5°N為中心線，投影全區深度小於 50 km 之震

源機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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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有效斷層破裂範圍上視投影圖 
註 1：藍色方框為已知震源機制之斷層位態上投影有效破裂範圍，紅色圓圈為未

知震源機制之有效斷層破裂範圍。灰色區域為 H 區中花崗岩露頭分布。  

註 2：資料來源為氣象局即時地震觀測網以及台灣寬頻地震網 1995 年 7 月至

2015 年 10 月 ML 大於 4.5 之地震目錄。其中編號 1-5  ML 大於 5.5 的地震事

件，GMT 標準時間發震日期分別為 1995/ 07/ 14，2000/ 07/ 14，2000/ 09/ 10，

2013/ 03/ 07， 2015/ 09/15， 2015/ 0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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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各測站水平向與垂直向 PGA 放大倍率分布圖 
註：黑色長條為水平向放大率(H)；綠色長條為垂直向放大率(V)。 

 
 
 
 

 
圖 3-36：各測站 PGA 放大倍率 V/H 綜合分布圖 

註：黑色長條為地表記錄之 V/H；綠色長條為井下記錄之 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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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GVDA 測站的鑽孔與儀器配置剖面圖 
註 1：紅色實心圓圈代表加速度強震儀，用來記錄不同深度的地震波加速度波形，

紅色方框內的數字代表地震儀深度；藍色實心圓圈代表壓力感應計，用來記錄

地震發生時不同深度的水壓或土壓變化。  

註 2：資料來源為 NEE S@UC SB 網站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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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8：GVDA 測站東西向加速度波形 

註 1：(a )為各深度測站所收錄之地震波型；(b)為由 (a )轉換之頻率響應；(c )為頻

率域分布狀態。  

註 2：各深度之測站以編號○1 至○6 標示，○1 為地表測站，深度 0 m；○2 為深度 6 

m 測站；○3 為深度 15 m 測站；○4 為深度 22 m 測站；○5 為深度 50 m 測站；○6

為深度 150 m 測站。測站儀器配置剖面圖如圖  3-37 所示。  

註 3：數值資料來自 N EES@UC SB 網站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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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花崗岩和泥岩深層受震行為比較 
註：以日本東北 311 地震為例。 

  



SNFD-AR2017-V3 
 

3-73 
 

 

3.3.2. 抬升與沉陷作用 

臺灣花蓮與中壢連線以北，受到菲律賓海板塊向歐亞大陸隱沒作

用的影響，造山運動在近百萬年間已轉為後造山期張裂、崩毀及沉陷

的大地構造環境。大地應力從擠壓應力場轉橫移斷層，進而變成張裂

地體構造環境的趨勢 (陳文山等，2016，p5 及 p143)，影響了區域的

地殼變動。根據主管機關 100 年 11 月 22 日會議紀錄附件一 (A1 及

A3 項 )規劃，需針對臺灣結晶岩體持續進行大範圍地殼變動監測，分

析長期抬升或沉陷速率，據以探討結晶岩體之長期穩定性。  

 

3.3.2.1. 地表變形監測與岩體變動趨勢分析 

基於 101 至 105 年 GPS 連續監測結晶岩體沉陷趨勢的數據，於

106 年度規劃擴大學界合作，聯合解算區域性 GPS 連續觀測站數據。

這些 GPS 連續觀測站跨過數個山間河系及大地應力轉變區域，藉由

各 GPS 連續觀測站全天候高精度連續觀測的特性，估計各站的水平

及垂直速度場，對於岩體的位移變形在三維空間中的伸張及壓縮行為，

提供岩體長期穩定性評估之用。藉由持續累積結晶岩體 GPS 連續觀

測站高精度定位解算的成果，增加監測時距以提高精度；此外，利用

大範圍 GPS 連續觀測網數據，研析地表變形與深層地震斷層機制解

算的差異，據以探討區域性岩體抬升或沉陷作用的機制。  

106 年度持續岩體穩定性資料解析成果摘述如下：  

(1) 連續觀測站長期觀測結果  

(a) 坐標解算成果  

以 KMNM 為參考站及 ITRF2008 為坐標框架，解算 HGC1 至

HGC4 等 4 個 GPS 連續觀測站之三維坐標與 N、E、h(Up)三

方向之標準偏差，並將各 GPS 連續站的時間與對應坐標成果

排列，再將各站的坐標時間序列 (原始分佈曲線 )用線性方程

式進行擬合 (fitting)，各站 GPS 坐標變化成果如圖  3-40 所

示，經過完善的擬合處理後，除了可得到線性擬合方程式的

加常數和乘常數外，亦可獲得各點之殘差值，該擬合直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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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率可視為 GPS 觀測點位的變化速率，可供岩體變動趨勢分

析參考之用。  

(b) 三維速度場分析  

自 2011 年 8 月至 2017 年 4 月間， 4 個 GPS 連續觀測站水

平方向之年變化速率介於 0.9 cm/year 至 1.7 cm/year 之間。

垂直方向變化趨勢顯示，HGC1 之高程呈現上下震盪，且振

幅約在±1 cm 之間，整體約略呈下陷趨勢，由迴歸線推估其

年沉陷速率約 0.2 cm/year，累積下陷量約 1.1 cm；HGC2、

HGC3 與 HGC4 之高程則呈現相對較顯著沉陷趨勢，而由迴

歸線推估其年沉陷速率分別約 0.9 cm/year、0.8 cm/year 與

0.6 cm/year，各站累積下陷量分別約 4.6cm、4.2cm及 2.7cm。  

(2) 應變分析結果  

(a) 利用 NAAO、HGC1,  HGC2, HGC3、HGC4、HUAP、CHNT、BLOW、

SPAO 與 NSAN 等 10 個 GPS 連續觀測站，採用 Gamit/Globk

聯合解算與平差後，將相鄰任 3 站形成之三角網，利用 GPS

水平速度場以 Calc_str 程式計算應變率 (圖  3-41)。局部三

角網可能跨過不同岩性的結晶岩體，則反映小區域的應變趨

勢。  

(b) 比較結晶岩體與南北兩端區域的地殼應變差異，擴大蒐集資

料範圍涵蓋北部張裂帶的 21 個 GPS 連續觀測站的水平速度

場，進行網格內插獲得應變率。由圖  3-42 顯示結晶岩體上

HGC1 至 HGC4 站反映的主應變率明顯比南北端小，未呈現

明顯的地表受擠壓或是伸張變形。宏觀而言，大區域南北兩

端比較，則呈現南端擠壓環境以及北端的張裂環境。  

(3) 地表應變與深層地震逆推應力比較  

由北部張裂帶的深層地震研究顯示，震源機制解由花蓮至宜蘭，

分別從逆衝斷層 (擠壓環境 )、走向滑移斷層到正斷層 (張裂環境 )

機制 (陳文山等，2016，p164)。此趨勢與前述 GPS 地表應變分析

類似，可能隱示北部張裂帶結晶岩體深層至地表的受到的相同應

力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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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0：結晶岩體 GPS 連續觀測結果 
註：HGC1 至 HGC3 資料記錄期距為 2011 年 8 月至 2017 年 4 月；HGC4 為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 

 

 

(a) HGC1 (b) HGC2

(c) HGC3 (d) HGC4

Year Year

Yea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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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結晶岩體 GPS 區域應變分析 
註：資料期間 2011 年 8 月至 2017 年 3 月，黑色箭頭標示水平速度場，紅色箭頭標示擠壓的

應變，綠色箭頭標示走向橫移的應變，藍色箭頭標示張裂的應變。 

 

 

圖 3-42：結晶岩體主應變率分布圖 
註：資料期間 2011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 

註：三角形為測站位置，箭矢相近代表擠壓，箭矢相離代表伸張。膨脹率(Dilatation Rate)負值

代表壓縮，正值代表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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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氣候與海平面變遷 

3.3.3.1. 臺灣地區絕對海水面變化之研究 

在近期海水面變遷紀錄上，特別是驗潮站的紀錄可以提供臺灣各

地區地殼變動數十年尺度的參考。 Chang et  al.  (2012, p.98)指出利用

驗潮站記錄即時陸地與海水位相對的變化，可用以估計數十年尺度臺

灣沿岸地區地殼垂直運動量；同時，需參考測高衛星於臺灣周圍海域

的測量值，取得絕對海水面變化的時間序列，進一步探討長期海水面

變化與陸地垂直地殼變動的趨勢。105 年度經海潮、逆氣壓以及基準

偏移改正後的驗潮站資料中，仍包含海水面變動與地表垂直變動訊號，

因此計算成果為相對於岸邊基準點之海水面上升 (Sea Level Rise,  SLR)

速率，顯示臺灣四周海域相對海水面呈現上升情形，由全部時間段資

料計算的相對海水面速率平均值為 3.51±0.19 mm/year，其中橫瀾島

為 19.33±2.26 mm/year，約為平均速率的 5 倍，原因為該站地表垂

直變動所導致，因此各區域驗潮站搭配 GPS 地殼變動分析需求，提高

絕對海水面變化的精度會是技術關鍵。  

為建構臺灣地區絕對海水面觀測系統，藉此取得受氣候變遷影響

下之臺灣周緣海水面變化資料，作為後續環境衝擊的直接佐證數據，

進而探討數十至百年時間尺度之海水面的變遷與氣候變遷的影響機

制，以提供後續研究抬升 /沉陷作用的參考基準資料。 106 年度蒐集

驗潮站與測高衛星的既有資料，利用改正數據計算 10 年與 20 年的

相對與絕對海水面升降變動速率，獲致成果如下：  

(1) 衛星測高資料蒐集與分析：  

(a) 衛星測高資料整理 :  

AVISO 測高資料為 0.25° × 0.25°月平均網格資料，時間段是從

199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該資料主要結合 ERS-1/-2、

Envisat、Saral/AltiKa、Cryosat-2、Topex/Poseidon(T/P)、

Jason-1/2(J-1/2)、GFO 及 HY-2A 等衛星測高資料。RADs 沿

軌跡點衛星測高資料將包含 T/P 及 Jason-1/2 等資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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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是從 199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本項目使用的測高衛

星相關資料如表  3-9 所示。  

 (b) 衛星測高資料改正：  

測高衛星觀測的海水面相對於平均海水面之高度變化 (∆ℎ)

可表示為：  

 

∆ℎ = 𝐻 − 𝑅 + ∑∆𝑅𝑗 − ℎ𝑀

𝑗

 (3-12)  

 

其中，  

H 為精密定軌求得之衛星至參考橢球距離， [m]；  

R 為衛星至反射面之距離， [m]；  

ℎ𝑀為平均海水面 (平均海水面是由衛星測高經長時間測量全

球海水面後平均求得 )至橢球之高度， [m]；  

∆𝑅𝑗為各項改正量 (m)，所包含各改正量如下：  

(i)  電離層與對流層改正；  

(ii)  海面狀態偏差 (sea state bias)改正；  

(iii)  逆氣壓改正；  

(iv)  海潮與海潮負載 (ocean tide loading)改正；  

(v) 地球固體潮 (solid Earth tide)改正；  

(vi)  極潮 (pole tide)改正。  

 

後 續 用來 分 析 海 水 面 變 化之 測 高 資 料 ， 其 各項 改 正 皆 以

AVISO 和 RADs 資料中心預設之模型進行改正。  

(c) 海水面上升 (SLR)速率  

以 6 參數擬合 (如式 (3-12)所示 ) 1993 年至 2015 年之 AVISO

測高海水面資料計算臺灣附近海域絕對 SLR 速率，成果如圖  

3-43 所示。由成果可知，臺灣附近海域絕對海水面幾乎皆為

上升情形，上升速度隨著緯度減少而逐漸增快 (臺灣以北約 0 

mm/year 至 4 mm/year ， 臺 灣 以 南 4 mm/year 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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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year)。整個臺灣附近海域 (緯度：10oN 至 30oN、經度：

110oE 至 130oE) 絕對 SLR 速率為 (3.6 ± 0.3) mm/year，表

示臺灣附近海域絕對海水面上升速率約等於全球平均值 (3.2 

mm/year)(Cazenave and Cozannet,  2014, p17 )。  

(2) 潮汐觀測資料收集與分析：  

(a) 潮汐觀測資料整理  

臺灣附近海域之潮位站資料主要蒐集自平均海水面永久服

務 中 心 (Permanent Service for Mean Sea Level,  PSMSL; 

Holgate et  al. ,  2013, p493)，PSMSL 為一個負責收集、分析

和提供全球潮位站資料的機構，提供修正地方基準 (Revised 

Local Reference, RLR)之潮位數據。PSMSL 資料中，依據本

項目工作研究範圍 (10°N 至 30°N 和 110°E 至 130°E)以及去

除觀測時間少於 15 年的測站， PSMSL 資料庫中符合之潮位

站共計 16 個，分布如圖  3-44 所示。目前臺灣沿岸約有 40

個潮位站，觀測時間大於 15 年的 19 個潮位站資料 (如圖  

3-44 所示 )。本研究工作總共使用 35 個潮位站資料。  

(b) 潮汐觀測資料改正  

潮位站資料在計算絕對海水面時需經過海潮、逆氣壓、基準

偏移以及地表垂直變動等改正。以高雄潮位資料為例，原始

6 分鐘潮位資料包含高頻海潮訊號與基準偏移情形 (如圖  

3-45(a)所示 )，首先利用常用調和分析 (harmonic analysis;  

Schwartz,  2005, p990)法自潮位站資料中移除高頻海潮效應，

改正後資料含有明顯之年週期與半年週期之海水面變化 (圖  

3-45(a))。利用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 (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ECMWF)海水面氣壓資

料估算潮位站逆氣壓效應，並自移除海潮效應後之日平均潮

位資料中移除逆氣壓效應 (圖  3-45(b))。將日平均潮位資料

平均為月平均資料，並進行基準偏移改正 (圖  3-45(c))，基

準偏移改正後所計算海水面速率值又稱為相對 SLR 速率，高

雄潮位站相對 SLR 速率為 (0.5 ± 0.4) mm/year。最後結合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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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站資料與衛星測高估算地表垂直變動速率，並移除潮位站

資料中地表垂直變動訊號，即可計算絕對 SLR 速率，高雄絕

對 SLR 速率為 (2.1 ± 0.4) mm/year (圖  3-45 (d))。  

(c) 地表垂直變動的影響  

106 年度已將所有潮位站資料完成上述改正，由各項改正前、

後潮位資料所估算 SLR 速率之差值，反映各項自然及人為因

子對於各區域潮位站資料之影響量 (影響量為各項改正前、

後潮位站資料估算之海水面速率差值 (或稱變化量 ))。其中海

潮與逆氣壓改正影響較小，皆為  0 mm/year 至 1 mm/year；

而基準偏移影響量為 1 mm/year 至 38 mm/year (平均值：

7.5 mm/year)，潮位站地表垂直變動影響為 0 mm/year 至

29 mm/year (平均值： 4.8 mm/year)，顯示基準偏移與地表

垂直變動因子之影響較為顯著，遠大於全球平均絕對 SLR 速

率 (3.2 ± 0.4) mm/year (Cazenave and Cozannet,  2014,  p17)。

若使用未經改正之原始潮位站數據來計算臺灣周圍海域海

水面，結果將受到上述因子影響而產生不同程度的誤差，其

中基準偏移與測站地表垂直變動為必須改正之項目。後續計

畫規劃研析驗潮站與 GPS 共站的相關數據。  

(d) 海水面上升 (SLR)速率  

利用潮位站資料計算絕對 SLR 速率時，測站資料皆須進行海

潮、逆氣壓效應、基準偏移以及地表垂直變動等改正。長期

(大於 30 年 )潮位站資料計算相對與絕對 SLR 速率，成果如

表  3-10 所示。由表  3-10 可知，由 PSMSL 潮位站估算相對

海水面皆呈現上升情形，相對 SLR 速率為 0.6 mm/year 至

5.6 mm/year，而臺灣沿岸相對海水面為 -2.5 mm/year 至

18.7 mm/year，臺灣沿岸相對速率呈現較大差異。經地表垂

直變動改正，PSMSL 潮位站估算絕對海水面亦呈現上升情形，

速率較一致，約為 0 mm/year 至 3.8 mm/year，而臺灣沿岸

絕對海水面為 0.9 mm/year 至 5.4 mm/year，雖然速率在修

正地表抬升 /沉陷運動後呈現較為一致，但是臺灣島所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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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並不大，沿岸速率應相似，但是最大仍有 4.5mm/year 的

差異，其原因可能是早期潮位資料品質較差以及資料可能包

含非線性的地表垂直變化等問題 (郭重言等，2015, p3-p15)，

進而影響臺灣海水面速率之估算。  

(3) 衛星測高與潮位站估算 (SLR)速率比較  

由衛星測高資料與潮位站資料估算 1993 年至 2015 年臺灣周圍

絕對 SLR 速率，成果如圖  3-43 與圖  3-46 所示。由成果顯示衛

星測高與潮位站資料估算絕對 SLR 變化趨勢是非常一致的，臺灣

附近各海域絕對海水面變化皆呈現上升情形，且絕對 SLR 速率由

北往南逐漸增加。由衛星測高估算整個臺灣周圍海域 (10oN 至

30o N、 110oE 至 130oE) 絕對 SLR 速率為 (3.6 ± 0.3) mm/year，

而所有潮位站資料估算絕對 SLR 速率平均值為 2.6 mm/year，造

成此差異量的主要原因為潮位站位置分布不平均。相較於 Tseng 

et al.  (2010,  p35)測高成果 (5.0 mm/year,  1993 年至 2007 年 )，

臺灣附近海域近年來絕對 SLR 速率呈現減緩趨勢，約略等於全球

平均值 (3.2 mm/year)(Cazenave and Cozannet,  2014, p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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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測高衛星相關資訊 

衛星名稱 研製單位 
發射時間–結束時間 

重複週期(天) 
發射時間 結束時間 

ERS-1 ESA 1991/07 2000/03 3; 35; 168 
T/P NASA/CNES 1992/08 2006/01 9.9156 

ERS-2 ESA 1995/04 2011/07 35 
GFO U.S.Navy 1998/10 2008/11 17 

Jason-1 NASA/CNES 2001/12 2013/07 9.9 
Envisat ESA 2002/03 2012/04 30; 35 
Jason-2 NASA/CNES 2008/06 Present 9.9 

Cryosat-2 ESA 2010/04 Present 
369dasys with 

30day sub*cycle 
HY-2 CAST 2011/08 Present 14; 168 

Altika/Saral CNES/ISRO 2013/02 Present 35 
註 1： ESA= E uropea n Spac e A gency  

註 2： CNE S= C entre N ational  d'E tudes Spat ia les  (F renc h spac e a gency)  

註 3： ISRO=  India n Space R es ea rch  Orga nisat ion  

註 4： NASA= Na tional  Aerona ut ics  a nd Spac e Adminis trat ion  

註 5： CA ST= Chines e Academy of  Spac e.  Tec hnology  

 

表 3-10：臺灣附近海域相對與絕對 SLR 速率 

Data source Station Name Data period 
Long-term trend (mm/year) 

Relative Absolute 

PSMSL 

Zhapo 1959-2012 2.1± 0.2 3.1± 0.2 
Kanmen 1959-2012 2.0± 0.1 1.3± 0.1 

Tai Po Kau 1963-2012 3.1± 0.2 3.6± 0.2 
Tsim Bei Tsui 1974-2012 0.6± 0.4 0.0± 0.4 

Nase 1962-2012 3.3± 0.2 3.8± 0.2 
Okinawa 1975-2012 1.0± 0.3 1.7± 0.3 

Naha 1966-2012 2.3± 0.2 2.3± 0.2 
Ishigaki 1975-2012 2.4± 0.3 0.8± 0.3 
Legaspi 1947-2012 5.6± 0.1 2.4± 0.1 

Cebu 1947-2012 0.9± 0.1 1.2± 0.1 

臺灣地區 

Gengfang 1979-2008 -2.5± 0.3 5.2± 0.3 
Hualien 1950-2012 -2.5± 0.1 0.9± 0.1 
Penghu 1955-2012 1.5± 0.2 5.4± 0.2 

Taichung Port 1971-2012 11.3± 0.2 1.0± 0.2 
Jiangjun 1979-2012 6.0± 0.3 3.2± 0.3 

Kaohsiung 1947-2012 1.1± 0.1 2.9± 0.1 
Keelung 1946-2012 3.0± 0.1 5.0± 0.1 

Wengang 1963-2012 18.7± 0.3 3.2± 0.3 
Syunguangzui 1983-2012 12.5± 0.3 3.4± 0.3 

Fugang 1976-2012 4.8± 0.2 2.0± 0.2 
Total N/A 3.9 2.6 

註 1： Long- term period 為使用長期資料 (大於 30 年 )的所有時間段。  

註 2： N/A 為資料中未展示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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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臺灣附近海域之衛星測高海水面上升速率(1993 年至 2015 年) 

 

 

 

圖 3-44：臺灣附近海域之潮位站位置分布圖 

註：背景為 ETOPO1 海底地形圖(Amante and Eakins, 2009,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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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高雄潮位站資料修正成果 
註：(a) 潮改正(原始潮位紀錄：灰線、海潮改正：紅線)；(b) 氣壓改正；(c) 準偏移改正(斜

率：藍線)以及(d) 地表垂直變動改正(斜率：藍線)。 

 

 
圖 3-46：臺灣附近各海域絕對 SLR 速率 

註：平均區域內潮位站估算之 SLR (1993 年至 2015 年)、區域 I 為臺灣東部海域、區域 II 為臺

灣西部海域、區域 III 為香港海域、區域 IV 為菲律賓海域及區域 V 為日本海域。 

 

  

 

0.5±0.4 mm/year

2.1±0.4 mm/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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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技術與工程設計 

為儲備用過核子燃料處置工程技術、並提供 SNFD2017 報告相關

工程設計資訊，本年度研究，區分輻射源項及核種特性分析、處置概

念與系統設計需求研擬、廢棄物罐研發力學分析與製造及防蝕研究、

緩衝材料與回填材料性能測試、地下處置設施材料開發與穩定性分析、

處置設施流程與運轉管理，以及整體最終處置之成本估算，各項成果

如以下各節所述。  

 

4.1. 輻射源項及核種特性研究 

4.1.1. 用過核子燃料存量與源項特性評估技術研究 

為執行 SNFD2017 安全評估相關分析作業，105 年已完成初步核

種盤存量與輻射源項之估算，本年度更進一步討論用過核子燃料組件

廢棄物罐衰變熱與活度特性隨時間變化趨勢，持續精進存量與源項特

性之評估能力。  

衰變熱部分，SNFD2017 報告已合理考量保守條件後，取得廢棄

物罐之衰變熱源約為 1,315 W(設定為廢棄物罐熱負載限值 )。本年度

則對於最後一批次退出的用過核子燃料，所產生之衰變熱進行討論。  

國內電廠皆有 40 年之運轉執照，可預測其退出爐心後所衰變時

間。BWR 類型用過核子燃料組件最後退出時間點為 2023 年 3 月 14

日，保守假定其燃耗值 54 GWd/MtU(設計限值 )，核二廠爐心設計為

624 束用過核子燃料組件，最後 1 批燃料全爐停機退出 2 個爐心需裝

載 104 組 BWR 類型廢棄物罐。PWR 類型用過核子燃料組件最後退出

時間點為 2025 年 5 月 17 日，保守假定其燃耗值 58 GWd/MtU(設計

限值 )，核三廠爐心設計為 157 束用過核子燃料組件，最後 1 批燃料

全爐停機退出 2 個爐心共需裝載 79 組 PWR 類型廢棄物罐。  

廢棄物罐處理裝載策略是已先處理中低燃耗，或是冷卻衰變時間

夠久之用過核子燃料組件，循序漸進，再逐步處理晚期中高燃耗之用

過核子燃料組件。這樣的做法，其目的在於保留多一點冷卻時間之餘

裕給較晚退出爐心或是高燃耗之用過核子燃料組件，利用衰變之基本



SNFD-AR2017-V3 
 

 

 
4-2 

性質，降低其衰變熱與源項強度。亦可採用高低衰變熱搭配之配置策

略來調控廢棄物罐之熱負載。  

國內現階段規劃於 2055 年進行處置設施運轉，假設該年開始將

廢棄物罐裝載至處置孔內，同時假設包含處理設施之進度排程與後續

裝載，保守概估 1 年約處理 51 組廢棄物罐，使得整體安裝完成時間

點落在 2105 年，經歷 50 年。  

基於上述策略與既定之停爐退出時間，假定 79 組 PWR 類型廢

棄物罐將於 2104 年與 2105 年完成裝載，其冷卻時間已長達 78 年

(其燃耗假定為 58 GWd/MtU)，其保守評估衰變熱僅約為 1,119 W，

亦低於廢棄物罐熱負載限值，同時最早退出的用過核子燃料組件業已

衰變超過 100 年；假定 104 組 BWR 類型廢棄物罐將於 2102 年與

2103 年 完 成 裝 載 ， 其 冷 卻 時 間 已 長 達 79 年 ( 其 燃 耗 假 定 為 54 

GWd/MtU)，其保守評估衰變熱約為 1,255 W，亦低於廢棄物罐熱負

載限值，同時最早退出的用過核子燃料組件業已衰變超過 100 年。  

另外，由於 PWR 用過核子燃料組件具有較高的額定燃耗設計，

故針對 Vantage+類型用過核子燃料組件，進行不同燃耗條件下 (燃料

組件之保守燃耗 57 GWd/MtU；額定燃料棒最大燃耗 62 GWd/MtU；

SFND2017 所使用之燃耗 37 GWd/MtU)，展示其冷卻時間由 40 年衰

變至 140 年之百年內衰變熱源變化趨勢，如圖  4-1 所示，冷卻 40 年

時，燃耗 62 GWd/MtU 之案例衰變熱幾乎為 SNFD2017 保守假設之

衰變熱的 2 倍，隨著冷卻時間拉長，短半衰期的分裂產物貢獻降低，

使得約冷卻 71 年後，燃耗 62 GWd/MtU 之案例可符合廢棄物罐熱負

載限值，約冷卻 63 年後，燃耗 57 GWd/MtU 之案例可符合廢棄物罐

熱負載限值。同時，藉由本分析，可確認：台電公司具有建立近場熱

演化所需本土化廢棄物罐衰變熱源曲線之能力。  

由於 BWR 廢棄物罐裝載 12 束 BWR 用過核子燃料組件，其衰變

熱約為 1,311 W，高於 PWR 廢棄物罐裝載 4 束 PWR 用過核子燃料組

件，其衰變熱約為 1,049 W。故針對 BWR 廢棄物罐建立，保守燃耗

52 GWd/MtU 條件下，衰變時間 10 年至 60 年之間，放射性核種活度

隨時間變化趨勢之示意圖，如圖  4-2 所示，短半衰期核種在初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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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活度，如 Cs-137 與 Sr-90 之活度約在 20,000 Ci 上下，經由 50

年衰變，活度降低至原本的 32 %以下，仍具高活度；長半衰期核種

則無顯著變化；部分核種，如 Th-230 與 Ra-226 因母核衰變而累積。

本分析具體建立討論廢棄物罐內，放射性核種隨時間之活度變化趨勢，

可提升相關評估能力。  

 

4.1.2. 廢棄物罐核子臨界、表面輻射劑量率與熱傳分析 

105 年本工作項目建立了相關評估所需之模型與理論基礎了解，

本年度具體完成核子臨界與表面輻射劑量率與廢棄物罐體之初步分

析討論。本節進行廢棄物罐之核子臨界與表面輻射劑量率結果說明，

分析採用數據取自第 4.1.1 節，本土化核種盤存量與輻射源項之分析

結果，配合 KBS-3 處置概念設計之廢棄物罐，進行本土化評估。  

本年度主要完成廢棄物罐核子臨界討論與廢棄物罐表面輻射劑

量率估算。上述 2 項研究議題目的為：確保廢棄物罐臨界性可符合安

全評估相關之規定，並提供計算結果作為後續各類評估作業之參數引

用依據，以及廢棄物罐屏蔽分析採用之數據，取自本土化輻射源項評

估結果，配合 KBS-3 處置概念設計之廢棄物罐，進行進一步屏蔽分

析。  

臨界討論部分，其研究方法為參考瑞典 SKB 之 2 階段臨界分析

評估流程：第 1 階段，進行現存所有燃料組件，在特別保守狀態下 (採

用新燃料組成 )之臨界分析，並以極限反應度燃料組件進行更進一步

的臨界安全分析。因此，藉由瑞典 SKB 研究成果，引申判斷國內之

PWR 與 BWR 用過核子燃料是否可以被涵蓋。本研究即針對國內用過

燃料組件類型各別進行臨界分析，並與瑞典 SKB 分析結果比對。第 2

階段，採用耗乏燃料組件進行組成設定與臨界分析。依據其評估結果

已知 KBS-3 處置概念設計之廢棄物罐，在其可接受裝載條件下，確保

廢棄物罐臨界性符合 ke f f 小於 0.95 之規定。ke f f 為有效中子增殖因數，

為一次核分裂所產生之中子能引起另一次核分裂的平均數。藉由上述

研究研方法， 106 年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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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 BWR 使用過之燃料設計包含 GE8、ANF8、ANF92、GE9B、

SPC9B、ATR10、GE12。其分析結果如表  4-1 所示。其中，GE12

包含在瑞典 SKB 研究範圍內，且較極限反應度燃料組件的反應

度為低，可以被其涵蓋，因此，可推測我國 BWR 用過核子燃料

組件狀態皆可為瑞典 SKB 報告所涵蓋。而我國 PWR 使用過之燃

料為 WestingHouse 之 17×17 的燃料型式，而瑞典 SKB 也有納入

類似之燃料型式，表  4-2 結果顯示我國使用之 WestingHouse 

OFA 17 ×17 燃料型式較瑞典極限反應度燃料組件反應度略高

0.00477 ΔK，此項反應度偏差將會影響瑞典 SKB 所提出可接受

標準。  

瑞典 SKB 在考量所有會影響反應度的偏差與不準度後，提出的

可接受標準可分為 3 項：  

(a) 符合如初始鈾濃縮度 -燃耗之負載曲線 (loading curve)者，可

安全放置在廢棄物罐；  

(b) 對於 BWR 燃料組件初始濃縮度在 5 wt%以下者，可在廢棄

物罐中減少放置中心 2 組燃料組件的前提下，無臨界安全疑

慮；  

(c) 對於 PWR 燃料初始濃縮度在 3.5 wt%以下者，可在廢棄物罐

中只放置 1 組燃料組件的前提下，無臨界安全疑慮；對初始

濃縮度在 3.5 wt%到 5.0 wt%之間，如果考慮超鈾元素效益，

則燃耗須大於 21 MWD/kgU，如果考慮超鈾元素與分裂產物

效益，則燃耗須大於 15 MWD/kgU。  

(2) 由前述 BWR 反應度比較分析，可知我國 BWR 用過核子燃料組件

皆可涵蓋於瑞典 SKB 的研究中，因此瑞典 SKB 所提出之關於 BWR

的可接受標準皆可為本計畫所用。  

對於 PWR 燃料型式，由於我國使用之核子燃料高出瑞典 SKB 所

用之分析燃料 0.00477 ΔK，因此，須調整可接受標準來涵蓋。

依據瑞典 SKB 報告，PWR 之燃耗係數 (Burnup Coefficient)，定

義 為 每 MWD/kgU 燃 耗 可 降 低 多 少 Δ K) 最 小 值 為 0.0042 Δ

K/MWD/kgU，因此，我國使用之核子燃料高出之 0.00477 Δ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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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對應到 1.12 MWD/kgU。即使用瑞典 SKB 所提出之可接受標準

時，我國之 PWR 燃料，須再加 1.12 MWD/kgU 方可在沒有臨界

疑慮下，放入到廢棄物罐中。  

依據現階段計畫所統計國內電廠資料，與可接受標準比較如圖  

4-3 所示，可見我國 BWR 燃料皆符合可接受標準，可放入到廢棄

物罐而無臨界安全疑慮。  

依據現階段計畫所統計國內電廠資料，與可接受標準比較如圖  

4-4 所示。在採取超鈾元素與分裂產物效益的情況下，大部分燃

料組件可以放入到廢棄物罐而無臨界安全疑慮，有極少數幾組燃

料則必須要以個案處理，例如採單獨 1 組的方式裝載到廢棄物罐

中。本分析可確認，台電公司具有廢棄物罐之臨界初步分析能力，

並得知，仍有極少數條件較為特殊之用過核子燃料組件，須進行

額外的臨界分析，以確保最終處置之臨界安全。  

 

廢棄物罐表面輻射劑量率之評估研究，則採用蒙地卡羅計算機程

式 (Monte Carlo N-Particle code, MCNP)，進行廢棄物罐屏蔽遷移計

算。由於 BWR 類型廢棄物罐可裝載 12 束用過核子燃料組件，而 PWR

類型廢棄物罐可裝載 4 束用過核子燃料組件。因此，廢棄物罐滿載後，

裝載 BWR 用過核子燃料組件之整體射源項強度，高於裝載 PWR 用過

核子燃料組件之情況。故屏蔽分析時採用廢棄物罐裝載 BWR 用過核

子燃料組件之情況進行計算，可保守涵蓋裝載 PWR 用過核子燃料組

件之情況。藉由上述研究研方法，106 年之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延續 105 年之屏蔽分析評估模型開發成果，反覆修訂調整校正

評估模型與模擬參數設定，以確認評估結果之正確性。而屏蔽分析考

量之輻射源項設定條件設定為鈾 235 的初始鈾濃縮度 4.053 wt%；保

守燃耗值為 54 GWd/MtU；冷卻 40 年。  

廢棄物罐為圓柱形設計，主要分為內外 2 層。內層為鑄鐵內襯，

並設置有放置用過核子燃料組件之空間；外層則為銅殼。廢棄物罐直

徑約為 105 cm，高度約 483.5 cm。廢棄物罐頂端主要屏蔽為厚度各

約 5 cm 之內襯頂蓋與銅頂蓋；廢棄物罐底端主要屏蔽為厚度約 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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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襯底座與厚度約 5 cm 之銅外殼；廢棄物罐側邊之主要屏蔽則為

內襯整體及厚度約 4.9 cm 之銅殼。用過核子燃料組件在模擬時依材

質特性分為 4 個區域，由下而上分別為下端板區、有效燃料區、充氣

區與上端板區。各區域均以均質化材質帶入模型進行計算。圖  4-5 即

為用於本分析計算之廢棄物罐幾何模型示意圖，各組件尺寸亦標於圖

中。  

燃料中子射源與燃料加馬射源主要由有效燃料區產生，其軸向分

佈與燃耗剖面有關。結構物加馬射源則於 4 區均會產生，各區域中之

結構物加馬射源均為均勻分佈。程式輸出分別就表面吸收劑量與表面

通量進行計算。其中表面通量將採用較為保守之 ANSI/6.1.1-1977 報

告 (American Nuclear Society,  1977,  p4 -p5)之劑量轉換係數，轉換為

廢棄物罐之表面有效劑量率。經屏蔽分析結果，廢棄物罐表面輻射劑

量率為 0.09120.04% Gy/h，小於設計限值 1 Gy/h，符合廢棄物罐設

計基準之要求。表  4-3 則分別列出廢棄物罐頂端、底端與側邊處之平

均輻射劑量率。本分析確認，廢棄物罐表面劑量率評估技術已完成初

步建立。  

 

4.1.3. 地下水輻射分解研究 

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分析水輻射分解之反應機制、反應產物及

產量估算，並配合相關現地資料或設計條件，提出產物之分析結果，

並評估水輻射分解反應產物對內部組件造成的影響，以提供後續安全

分析、廢棄物罐設計及整體性評估的分析方法。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

說明：  

根據目前國際文獻研究結果顯示，水會因接觸輻射射源產生分解

產生過氧化氫 (H2O2)及自由基 (H*, HO*,  HO 2*,  OH - ,  H3O+)，上述產物

易對高放處置場材料造成加速腐蝕的現象。地下水一旦與用過核子燃

料接觸，如圖  4-6 所示，將發生化學作用，其反應取決於地下水組成

和流速，而來自用過核子燃料產生的γ輻射線會穿透鋯合金管壁，並

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罐內水的輻射分解，此外 α 及 β 輻射線也可能會

對周邊的水進行輻射分解。地下水入侵或是殘留在廢棄物罐內的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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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接觸輻射射源產生分解產生過氧化氫、自由基及氫氣，反應機制如

下：  

H2O (liq) →  ea q -  + OH*+H*+ HO2*+H3O++OH -+H2O2+H 2   

氧化物質可以與銅和鐵表面反應，造成材料加速腐蝕，加速核種

釋出，對環境產生衝擊。了解地下水受射源影響，產生水解效應的機

制，及分析地下水中 H2O2 及自由基的含量變化，將有助於高放最終

處置場的安全分析及整體維護。  

當用過核子燃料送至封裝廠，先貯存在處理池內，之後移動到熱

室，將燃料棒吊離水面進行初步去除水份，然後將燃料棒吊入真空艙

進行真空作業，以去除燃料剩餘水份。  

在乾燥過程中未被除去的水很可能位於燃料棒內部，與鑄鐵內襯

可能發生的腐蝕反應機制如下：  

3Fe (s) + 4H 2 O (liq) →  Fe 3O 4  (s) + 4H 2  (g) 

鐵在水中的腐蝕產物是磁鐵礦 (Fe3O4)，在這反應中氫氣的平衡

壓力為 103  bar，銅在純水中的腐蝕是由熱力學或動力學決定的腐蝕

反應機制如下：  

Cu (s) + H +  (aq) →  Cu+  (aq) + ½ H 2(g) 

2Cu (s) + H 2O (liq) →  Cu2O (s) + H 2  (g) 

瑞典 SKB(2014,  p2)表示，即使在罐內溫度升高的情況下，在 pH

值為 7 的純水中，銅的平衡氫壓力會低於 10 - 1 3  bar。這意味著，如果

銅和鐵存在於相同的封閉體積中，則銅不應該被純水腐蝕，因為鐵的

腐蝕會產生超過銅腐蝕的平衡壓力幾個數量級的氫氣壓力。 Szakálos  

et al.(2007, pC63-pC67)在實驗發現氫氣壓力超過 10 - 3  bar 時，銅的

腐蝕就會停止。儘管如此，目前系統中的腐蝕不是完全由熱力學平衡

決定的，因為腐蝕物質是由水的 γ 輻射分解產物與銅或鐵表面發生反

應而產生，所以除了考量熱力學平衡造成的銅腐蝕可能性之外，需要

對輻射水解做額外評估。  

燃料棒中的溫度比鑄鐵內襯的溫度高得多，而鑄鐵內襯又比銅殼

高幾度 (℃)，所以，燃料棒中的水會蒸發並冷凝在銅罐較冷的內壁上。

有足夠的水蒸氣可以在一定的溫度範圍內發生液化。罐中最大允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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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 (600 g 或 33.3 moles)將全部在 110 ℃下完全汽化。在 110 ℃溫

度以下時，一部分水總是以液體的形式存在罐的較冷的部分。大部分

液態水會在鐵和銅之間的 1.5 mm 寬間隙的下部找到。如果所有的水

都是液態的，那麼水位在間隙內的高度為 134 mm，這是整個銅罐內

高度的 3%(SKB, 2014,  p5)。  

假設 1 個最保守的情況 (SKB, 2014, p5)：  

(1) 最大允許的水量 (600 g)作為液體收集在銅罐及鑄鐵內襯間隙的

底部 (如果間隙被認為具有均勻的厚度，則為 134 mm 的液體高

度 )。  

(2) 水的總量都經過輻射水解分解。  

(3) 輻射分解產物僅與銅表面反應，並腐蝕銅表面 (而不是鐵表面 ) 。  

 

根據這些假設，內部銅殼的下部 134 mm 部分的腐蝕深度將是

1.1 mm。另一方面，如果在整個內部銅表面上均勻地發生腐蝕，則腐

蝕深度將是 0.03 mm。因為蒸氣凝結將發生在整個銅內表面上，腐蝕

將不可能局限於間隙的下部。這是通過質量平衡方法設定的，可以決

定與水反應腐蝕的銅量的上限。因為無論反應機制，1 mole 水最多會

腐蝕 2 moles 的銅，也不用考慮反應是否為水的輻射水解而發生。  

輻射水解導致的腐蝕程度在實驗量測顯示，輻射水解機制可以局

部腐蝕方式，腐蝕銅罐到 0.07 mm 的深度，對銅罐影響程度較小，不

足以破壞銅罐的功能性。另外來自受損燃料棒的揮發性的腐蝕性成分

(氯和碘 )對腐蝕總量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SKB, 2014, p11)。  

對於廢棄物罐中最大殘留水限制量，參考瑞典 SKB TR-10-14 報

告 (2010a, p22)，廢棄物罐一旦密封後，經殘留的空氣或輻射水解，

將形成硝酸，進而對內鑄鐵或銅殼產生腐蝕作用。因此，針對廢棄物

罐設計前提下，藉由改變空氣組成分至大於 90%的氬氣 (>90% Ar)，

並建議廢棄物罐中殘留水的限制量為 600 g，可以形成不超過 225 g

的硝酸。這個殘留水的限制量對廢棄物罐沒有造成威脅。  

因為目前台灣廢棄物罐 (包含內部元件與尺寸 )的設計是參考

KBS-3 概念設計，所以內部元件與尺寸皆是以 KBS-3 設計為主，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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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罐中最大殘留水限制量 600 g，此水量數值是依據 KBS-3 設計

的廢棄物罐尺寸及燃料束進行腐蝕反應及輻射水解的安全評估所訂

定，在以不考慮改變廢棄物罐的設計的前提下，以參考文獻輻射水解

產物對廢棄物罐效應之影響後，發現輻射水解導致的腐蝕程度很小，

不足以破壞銅罐的功能性；殘留水的限制量為 600 g，可以形成不超

過 225 g 的硝酸，對廢棄物罐不會產生威脅 (SKB, 2006, p23)；受損

燃料棒的揮發性的腐蝕性成分 (氯和碘 )對腐蝕總量的影響可以忽略

不計。廢棄物罐中殘留水的限制量值將參考瑞典 SKB 及芬蘭 Posiva

的設定值為 600 g，但是如有更改廢棄物罐設計準則，則需要重新評

估廢棄物罐中殘留水的限制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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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BWR 燃料組件型式臨界分析結果 

燃料型式 Keff 

ATR10V 0.96727 
ATR10S 0.96276 
SPC9B 0.94771 
ANF92 0.94691 
ANF8 0.94625 
GE8 0.95143 

GE9B 0.95985 
GE12S 0.96145 
GE12V 0.97064 

註：此表中有效中子增殖因數 Keff 為新燃料，且不考慮燃耗效益之分析結果。 

 

表 4-2：PWR 燃料組件型式臨界分析結果 

燃料型式 Keff 

OFA17×17 1.08982 

W17×7 1.08313 

F15X15AFA3G 1.08505 
註：此表中有效中子增殖因數 Keff 為新燃料，且不考慮燃耗效益之分析結果。 

 

表 4-3：廢棄物罐表面平均劑量率計算結果 

位置 
吸收劑量率 

(Gy/h) 

標準差 

(%) 

有效劑量率 

(mSv/h) 

標準差 

(%) 
頂

端 

1 cm 1.49 × 10−4 3.41 2.27 × 10−1 4.00 

1 m 1.24 × 10−4 4.18 2.15 × 10−1 4.05 

底

端 

1 cm 8.86 × 10−4 1.33 1.34 × 100 1.34 

1 m 3.92 × 10−4 2.09 5.92 × 10−1 2.35 

側

邊 

1 cm 9.12 × 10−2 0.04 1.34 × 102 0.04 

1 m 2.70 × 10−2 0.04 1.11 × 102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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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PWR 組件衰變熱源隨時間變化趨勢 

 

 

 

圖 4-2：ATRIUM10 用過核子燃料組件放射性核種活度隨時間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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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我國 BWR 用過核子燃料條件與負載曲線比較圖 
 

 

 

圖 4-4：我國 PWR 用過核子燃料條件與負載曲線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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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廢棄物罐幾何模型示意圖  
註：單位為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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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地下水輻射分解影響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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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處置概念與系統設計技術 

4.2.1. 處置概念與設計流程及佈置研究 

依照參考案例之地質參數，建立離島結晶岩測試區之處置設施參

考案例表一，建立處置配置設計流程及佈置技術。本研究為參考瑞典

SKB 在 KBS-3 處置佈置研究的歷年成果，綜整熱學、力學、水力、化

學、設計、法規、模擬與長期安全評估等，進行全盤性的考量，建立

佈置設計需求與設計流程。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深層地質處置設施之結構系統組件設計，應採取互動方式，包括

設計前提建立、工程設計進行可行性評估、設計、分析與測試，以及

進行安全評估，如圖  4-7，構成要素包含：  

(1) 國際公約、法律、法規、障壁功能、安全功能等形成設計前提

(design premise)，作為處置設施設計之核心：  

設計前提是構成設計基準的資訊 (SKB, 2010b, p17)，包括需求，

與其他的設計前提。  

(2) 設計前提建立後，進行技術可行性的評估，並經過技術可行性評

估後即可開始進行設計與分析；接著進行技術發展與測試，在每

個階段皆可適時的回饋意見給設計前提，並重複此流程，直至下

一步驟。  

(3) 最後步驟為安全評估，了解此次設計是否滿足輻射安全要求。並

依據評估結果回饋至安全功能或設計前提，使設計單位能進行必

要的更新。  

 

設計前提的建立需考量各層面，如圖  4-8，可分為 4 個位階，分

別有不同的來源，與所需解決的問題，說明如下：  

(1) 第 1 階 (Level 1)：  

第 1 階 目 的 在 於 問 題 定 義 ， 設 計 前 提 是 依 照 法 規 (laws and 

regulation)、利害關係人的需求 (stakeholder demand)、所需解

決的問題，以及應用於設計的原則。此種需求是用於表達目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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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原則，例如：最終處置設施封閉後安全，可由多重障壁功

能來維持。  

(2) 第 2 階與第 3 階：  

此階層是用於定義 KBS-3 系統。第 2 階的設計前提是依照法規、

KBS-3 方法、用過核子燃料及處置設施的資訊。可用於表達處置

設施功能所產出的需求，必須能符合目標與原則，例如：最終處

置設施應足以容納用過核子燃料數量，並將用過核子燃料與生物

圈隔離。  

第 3 階的設計前提，除了法規、KBS-3 方法及用過核子燃料，尚

需考慮最終處置設施的工程與天然障壁及其他組件，所產出處置

設施障壁與其他組件必須發揮功能之需求，例如：廢棄物罐應承

擔預期發生於處置設施的力學負載。  

(3) 第 4 階：  

此階層用於定義參考設計 (reference design)，參考設計為：在某

特定時間內，直到進一步認知前，為有效的設計。可用於技術發

展、進一步設計，以及提供安全、輻射防護與環境影響之分析 (SKB,  

2010b, p17)。  

此階層設計前提的來源，應基於安全評估、研究與發展所獲得結

果及所需功能，以及工程障壁之組件與其性質、佈置與其地下空

間之性質。其產出將用於設計的性質與參數，以及由安全評估、

其他障壁影響、製造或是運轉所獲得的設計前提。例如：廢棄物

罐內襯材料組成、材料性質及尺寸；或是廢棄物罐應能承受 45 

MPa 等向負載，其為最大回脹壓力與最大地下水壓之總和。  

 

SNFD2017 計畫參考案例之處置設施位於太武山東北方約 1.5 km

處，位於地質單元 R1 範圍內，介於輝綠岩脈構造 D4 和 D5 之間，鄰

近有斷層構造 F1 和 F2，如圖  4-9；附近有 3 孔鑽井 (KMBH01、

KMBH02、KMBH04)，有 3 個地電阻探測剖面 (RIP-1、RIP-2、RIP-4)，

為離島結晶岩測試區調查最仔細的地點，具有大量的地下水力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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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化、岩力、熱力等資料，有利於 SNFD2017 計畫發展地質處置工程

技術能力及安全評估技術。  

處置孔數量必須可容納所需廢棄物罐數量，初步評估核電廠運轉

40 年產生用過核子燃料數量，核一廠和核二廠需要 BWR 型態廢棄物

罐 1,551 個，核三廠需要 PWR 型態廢棄物罐 954 個，總廢棄物罐數

量為 2,505 個。  

在構造 D4、D5、F1 與 F2 至海岸之區域，可處置區域面積約為

3,000,000 m2，初步評估總廢棄物罐數量為 2,505 個，假設處置孔損

失比率為 30%，每個處置孔的特定面積為 240 m2(6 × 40 m2)，根據

式 (4-1)計算容納潛能為 3.5。結果顯示，此位置之處置區域可容納廢

棄物罐所需數量，且具有超額容量。  

 

𝑃 = (1 −
𝐾

100
) ∙

𝐴𝑇

𝑁 ∙ 𝐴𝑆
 

(4-1) 

 

其中，  

𝑃 =容納潛能。  

𝐾=假設之初步處置孔損失比率， [%]。  

N=初步需處置的廢棄物罐數量， [個 ]。  

𝐴𝑇=可用處置面積，為各深度岩體面積的總和，但須為採用安全距離

(respect distance)後的面積， [𝑚2]。  

𝐴𝑆=初步每個處置孔的特定面積， [𝑚2]。  

 

法規面上，此位置在 1 km 範圍內沒有活動斷層 (太武山斷層為非

活動斷層 )與泥火山噴出點，在 15 km 範圍內沒有第四紀火山活動，

亦沒有單一崩塌區面積大於 0.1 km2以上，且工程無法整治克服之地

區，符合「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規範」第 3 條；根據

KMBH01 和 KMBH04 的地下水化學組成調查，當深度超過 400 m 以

上時，離島結晶岩測試區東部地下水的 pH 值，其保守估計均大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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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氧化還原電位的保守估計為還原態，可符合「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設施場址規範」第 4 條。  

依據熱傳分析結果，處置隧道間距設計為 40 m；隧道長度根據

瑞典 SKB 研究 (SKB,  2009a, p37)需小於 300 m，確保處置隧道內分佈

式湧水與單點湧水，必須小於特定流量 (300 m 處置隧道 5 L/min 流

量 )，因此，處置隧道長度設計為 300 m。  

處置隧道長軸方向應與最大水平主應力方向相同或正負 30°之內，

對於降低處置隧道及處置孔岩壁剝落有顯著效果。因此，根據離島結

晶岩測試區之岩石力學調查資料顯示，處置設施位置附近有 KMBH01

鑽孔，此鑽孔進行大地應力及應力方向量測，最大量測深度為 430 m，

最大水平主應力方向為 N76.4˚W。假設處置設施設計深度 (500 m)的

最大主應力方向與 430 m 深度相同，處置隧道長軸方向則可設計於

N46.4˚W 置 N106.4˚W 之間。另外，考慮離島結晶岩測試區之地質概

念模型有輝綠岩脈群 (D1 至 D10)侵入，介於輝綠岩脈構造 D4 和 D5

之間 (間距為 1,000 m)，處置隧道長軸方向設計為 N60 ˚W，與 D4 和

D5 輝綠岩脈垂直，以利處置隧道佈置設計；另處置隧道數量設計，

也必須同時考量廢棄物罐所需數量與每個處置隧道設計的處置孔數

量，本研究處置隧道數量設計為 62 條。  

根據瑞典 SKB(2009b, ch4.6)，處置隧道與主隧道交角在 45 ˚至

90 ˚內，隧道的應力集中情形並不顯著，僅會改變應力集中的位置，因

此，本研究處置隧道與主隧道交角設計為 90 ˚。  

根 據 熱 傳 分 析 ， 處 置 孔 中 心 點 間 距 設 計 為 6 m 。 根 據 瑞 典

SKB(2009a, p37)研究，為了避免某些情況下，回填材料乾密度可能

降低至 1,240 kg/m 3(例如：處置隧道封塞若喪失功能 )。因此，本研

究第 1 個處置孔位置設計距隧道出口需大於 20.6 m，最後 1 個處置

孔設計距處置隧道底端需大於 10 m。  

每個處置隧道設計可置放 44 個處置孔，總共可處置 2,728 個廢

棄物罐，較所需 2,505 個，保留餘裕 223 個處置孔 (8.2%)。考慮處置

孔廢孔之不確定性，依據地震影響分析結果，預估廢孔數量為 191 個

(7%)；以簡化方式評估因水力影響廢孔數量為 5 個 (0.2%)；在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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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若有非常低的導熱性的岩石，在隧道開挖後，可被調查出來，

處置孔會避免放置在這些岩石中。因此，本研究之處置孔容量設計，

應足以應付廢棄物罐數量上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實務上，處置孔廢孔後，在沒有影響長期安全

的條件下，可以在距離廢孔位置數公尺處，再挖 1 個處置孔，而不一

定需再維持 6 m 間距 (因為已大於原定之熱傳影響距離 )。廢孔位置若

已開挖，則進行回填。因此，設計 2,728 個處置孔是保守的。  

在 SNFD2017 計畫中，當斷層地表線型大於 3 km 時，設計前提

為處置孔不得置放離斷層 100 m 內，此為考量地震引置裂隙位移的

安全距離。離島結晶岩測試區的處置設施位置，太武山斷層並非活動

斷層，但為安全評估技術發展需要，考量鄰近有太武山斷層 F1 及分

支斷層 F2，F1 和 F2 地表線型長度分別為 10 km 和 5 km，均大於 3 

km，需考慮安全距離之設計前提。離島結晶岩測試區在處置孔佈置設

計時，須避免置放廢棄物罐於安全距離內。  

整體處置區域長約 1,200 m，寬約 600 m，所需面積約為 0.72 

km2，處置區域 2 側與 D4 和 D5 各距離 200 m 左右，與 F1 水平距離

約 300 m，與 F2 水平距離約 600 m，三維空間示意圖如圖  4-10。  

 

4.2.2. 地震危害度分析 

針對本島東部結晶岩測試區，執行機率式地震危害度分析，提供

地下設施地震分析參考。本研究為針對本島東部結晶岩測試區，依 RG 

1.208 要求 (U.S.  NRC, 2007,  p3) 評估場址周圍 320 km 的可能震源，

並計算 0.1 Hz 至 100 Hz 間至少產生 30 個頻率點的地震動，完成均

布危害度反應譜 (Uniform Hazard Response Spectrum , UHRS)。並經

由參數拆解評估高頻 (5 Hz 至 10 Hz)與低頻 (1 Hz 至 2.5 Hz)控制地震

之規模與距離範圍，再由地盤反應分析結果，或深層處置設施之地盤

放大效應，提供地下設施地震分析參考。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1) UHRS：  

本島東部結晶岩測試區之 UHRS，於 0.1 Hz 至 100 Hz 產生共 30

組譜頻率之危害度曲線。並提供回歸期 2,500 年 (AFE=4× 10−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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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年 (AFE=10−4)結果比較 (圖  4-11)。在 PGA 下，回歸期

2,500 年及回歸期 10,000 年之譜加速度各為 0.37 g 及 0.51 g。  

(2) 控制地震之規模與距離範圍：  

本島東部結晶岩測試區震源參數拆解的規模 -距離區間機率在在

10−4 AFE 下，低頻區 (1 Hz 與 2.5 Hz)及高頻區 (5 Hz 與 10 Hz)控

制地震的規模與距離，如表  4-4。  

(3) 地盤反應分析結果：  

(a) 地表與地下處置設施地震反應譜：  

以高頻及低頻設計地震加速度歷時作為輸入運動，進行本島

東部結晶岩 60 組地盤反應分析結果。就地表下 500 m 處之

受震反應，高頻部分最大加速度介於 0.315 g 至 0.801 g 間，

整體的反應譜的譜加速度相較於輸入反應譜略低，顯示地震

波往深層傳遞是有些微衰減的現象。並於低頻 (0.5 Hz 至 3.0 

Hz)反應衰減較為明顯 (圖  4-12)。而低頻之最大加速度介於

0.280 g 至 0.484 g 間，最大的加速度反應在 7.5 Hz 左右，

而 500 m 處最大的加速度反應則在 2.3 Hz 及 5.2 Hz 左右；

結果顯示地震波往深層傳遞，於低頻輸入地震是有較為明顯

衰減的現象 (圖  4-13)。  

(b) 放大函數：  

放大函數則於執行 60 組地盤反應分析後，將各組地盤反應

分析的地表加速度反應譜取平均後，與輸入地震加速度反應

譜取比值。分析考量地表處置設施及地下 500 m 處之處置場

受震後之自由場反應，輸入地震之位置於地表，針對地下 500 

m 處與地表輸入反應譜進行放大函數計算，分別採用高頻及

低頻的地震加速度輸入各頻率點之放大函數如圖  4-14。而

平均地表與地下 500 m 處高頻及低頻輸入地震最大加速度

放大比值，分別為 1.0824 倍於頻率 16.94 Hz 及 0.8280 倍

於頻率 5.19 Hz。綜合高低頻輸入地震後的包絡放大函數，

亦可看出整體的趨勢於地下 500 m 處，相對於地表處因能量

衰減而皆呈現衰減，但低頻地輸入地震有較明顯地率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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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下 500 m 深度設計反應譜：  

完成場址反應譜放大函數計算後，將高頻及低頻輸入地震之

反應譜反大函數取其包絡曲線後，可遂漸將原輸入之地表反

應譜乘上傳遞至地下 500 m 處之整體反應譜放大函數後，而

獲得地下 500 m 深度之設計反應譜如圖  4-15，並經過反應

譜平滑化後如圖  4-16，可作為後續地震分析採用之輸入反

應譜。  

 

4.2.3. 災害歷史地震震源模型及其敏感度分析研究 

針對影響離島結晶岩測試區鄰近閩粵濱海斷裂帶，曾於 1604 年

發生泉州地震，須對該歷史地震之參數進行研究，以供地震危害度及

裂隙位移模擬所需。本研究為針對 1604 年泉州地震，使用混合法地

震波模擬 (Hybrid Simulation)，進行震源參數評估。震源參數採用日

本 地 震 調 査 研 究 推 進 本 部 (The Headquarters for Earthquake 

Research Promotion, HERP)所制定的「特定孕震斷層之地震強振動模

擬方法準則 (以下稱為 Recipe)」 (HERP,  2008, p1-p29; Kojiro Irikura,  

2006, p341-p352)，分成巨觀震源參數、微觀震源參數及其他參數。

巨觀震源參數，如斷層幾何、地震矩及斷層面平均滑移量等參數。微

觀震源參數，如強地動產生區域 (Asperity)之面積、平均滑移量、斷

層滑移角度、斷層破裂速度及震源揚起時間等參數，其他震源參數則

為場址之速度構造。速度構造則是利用環境噪訊中表面波的頻散效應

建立場址周圍的 S 波速度構造，並利用此速度構造產生三維 P 波之波

速，最後轉換為模擬所需之一維之速度構造。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

明：  

為蒐集泉州地震之文獻資料與專家意見，本研究曾舉辦泉州地震

國際專家會議，邀請國內外相關領域學者，針對泉州地震之可能震源

參數，以及地震動模擬相關經驗做討論，產生各初始模型之巨觀及微

觀震源參數。依據專家意見及 Recipe，本研究建立多個可能的震源參

數模型，進行地震模擬，評估最佳的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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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各參數模型模擬的方式，包括地震波形、反應譜及歷史震度，

由於 1604 泉州地震的地震波形並未被保留，本研究無法利用比較模

擬波形與觀測波形的差異，來評估模擬結果；因此，採用代表穩定板

塊邊界的美國中部與東岸的衰減律曲線 (NGA_East)，與由臺灣的地殼

型地震的觀測加速度地動值，所回歸的衰減律曲線 (Lin2012)；將 2 個

衰減律的加速度反應譜，與模擬所得的加速度反應譜比較，以進行參

數之敏感度分析。完成參數之敏感度分析後，再將各候選模型於目標

測 站 ( 圖  4-17) 所 得 到 之 最 大 地 動 加 速 度 值 PGA(Peak Ground 

Acceleration)，轉換成震度，並將其與歷史震度比較。  

經比較後發現，加入 Asperity 的假設所得之結果相對於未加入

Asperity 者，更接近歷史文獻所描述之結果。由於真實的地震斷層面

並不一定是均值的破裂，在斷層面上會有數塊區域有著較大的滑移量，

因此，在加入 Asperity 後之結果更接近歷史文獻所描述，其震源參數

如表  4-5。模擬之結果除可了解泉州地震之特性外，其參數亦可作為

後續廢棄物罐剪力設計需求研究數值模擬使用。  

 

4.2.4. 廢棄物罐剪力設計需求研究 

建立地震引致裂隙剪力位移模擬技術，作為廢棄物罐設計需求與

長期安全評估參考。本研究以離島結晶岩測試區為研究案例，探討處

置設施封閉後，鄰近閩粵濱海斷裂帶地震引致的裂隙剪力位移量，閩

粵濱海斷裂帶距離離島結晶岩測試區約 20 km，評估方法使用 3DEC

軟體進行數值模擬。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在評估前，先建立剪力位移模擬數值模式，驗證模擬技術的方式，

是透過重現瑞典 SKB TR-08-11 報告 (2010c, ch5.4.2)研究成果，如圖  

4-18，在裂隙剪力位移量與累積分佈圖與文獻資料相近。其中，圖  

4-18(a)為MW 5.5 地震模型，裂隙孔隙水壓分別為 5 MPa 與 6 MPa，

斷層殘餘摩擦角為 0°；圖  4-18(c)為MW 5.3 地震模型，裂隙孔隙水

壓為 5 MPa，斷層殘餘摩擦角為 6°。  

閩粵濱海斷裂帶之相關震源資料參考「災害歷史地震震源模型及

其敏感度分析研究」之地體速度構造、震源斷層幾何參數，包括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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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微觀參數。以動態地震模擬 (dynamic earthquake simulation)

技術與非自發性破裂 (nonspontaneous)方式，模擬閩粵濱海斷裂帶

seg_2 分段發生地震，離島結晶岩測試區 5 個裂隙叢集， 300 m 半徑

裂隙的剪力行為，依據地震規模，可分為 2 類地震模型，MW 7.3 為

Source_1 至 Source_3，MW 8 為 Source_4 至 Source_6。閩粵濱海斷

裂帶 seg_2 長度為 71 km，孕震深度 25 km，斷層傾角可能為 90°

(Source_1 和 Source_4) 、 60 ° W(Source_2 和 Source_5) 或 54 °

E(Source_3 和 Source_6)，斷層走向為 N52°E。  

因為裂隙中心位置的剪力位移量最高，地震引致裂隙剪力位移的

觀測位置位於裂隙的中心。 Source_1 至 Source_6 的裂隙尖峰剪力位

移量如表  4-6，從表中可以發現：  

(1) Source_1 至 Source_3 的裂隙剪力位移量皆小於 0.1 mm，尖峰剪

力位移量出現的時間，約在地震發生 13 秒後，裂隙剪力位移量

介於 0.04 mm 至 0.1 mm 之間；  

(2) 在 Source_1 至 Source_5 中，裂隙叢集 1 和叢集 3 有較大的尖峰

剪力位移量， Source_6 則是裂隙叢集 1 和叢集 2 有較大的尖峰

剪力位移量；  

(3) 叢集 5 的尖峰剪力位移量在所有模型中 (Source_1 至 Source_6)

皆最小，此外，比較叢集 4 和叢集 5，可以發現，裂隙傾向在 300°，

若傾角較小，則有較小的尖峰剪力位移量，叢集 4 和叢集 5 尖峰

剪力位移量介於 0.01 mm 至 0.41 mm；  

(4) 尖峰剪力位移量大於 50 mm 的僅有 Source_5，分別為叢集 1 的

69.33 mm 與叢集 3 的 68.65 mm。依據理論式，推估產生 50 mm

剪力位移的最小裂隙半徑為 219 m；  

(5) 在相同地震規模條件下，比較地震對於尖峰剪力位移量的影響程

度， Source_2 大於 Source_1 大於 Source_3； Source_5 大於

Source_4 大於 Source_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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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速度為廢棄物罐保有抵抗均向負載的能力的考量因子之一，

在緩衝材料 /廢棄物罐系統下，剪切速度越快，剪力越能透過緩衝材

料傳遞，因此，有必要了解地震對於裂隙剪切速度之影響。  

在 Source_1 至 Source_3 模型中，因為裂隙仍未於彈性變形範圍，

因此剪切速度很小，切小於 0.04 mm/s。最大的剪切速度發生在

Source_4 的模型，速度約 85 mm/s，然而，此速度仍遠小於設計前提

之剪切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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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本島東部結晶岩測試區 PSHA 結果之控制地震 

Hazard Magnitude Distance(km) 
Mean𝟏𝟎−𝟒 

High-Frequency 
(5 Hz and 10 Hz) 

5.95 18.38 

Mean𝟏𝟎−𝟒 
Low-Frequency 

(1 Hz and 2.5 Hz) 

7.25 203.44 

 

表 4-5：泉州地震最佳震源參數 

巨觀震源參數 微觀震源參數 

斷層機制型態 
走向 

滑移 
強地動產生區域 

滑移角 

λ (度) 

171 

走向  

Φ (度) 
38 

Asperity面積  

Sa (km2) 
1,017.5 

破裂速度 

Vr (km/s) 
2.4±0.4 

傾角  

δ (度) 
54 

Asperity寬 

Wa (km) 
10 fmax (Hz) 50.0 

地震矩規模 

Mw 
8.0 Sa/S 0.22 

- 

斷層長  

L (km) 
250 

平均滑移量 

Da (m) 
19.38 

斷層寬  

W (km) 
18.5 

地震矩 

M0a (N･m) 
5.92 × 1020 

斷層面積  

S (km2) 
4,625 

應力降 

Δσa (MPa) 
45.5 

斷層上端深 

Hs (km) 
0 背景區域 

斷層下端深  

Hd (km) 
15 

面積 

Sb (km2) 
3,607.5 

地震矩  

M0 (N･m) 
1.34 × 1021 

平均滑移量 

Db (m) 
6.91 

平均滑移量  

D (m) 
9.69 

地震矩 

M0b (N･m) 
7.48 × 1020 

平均應力降 

Δσ (MPa) 
10.0 

有效應力 

σb (MPa)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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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裂隙最大剪力位移量 

模型名稱 裂隙叢集(傾角/傾向) 尖峰剪力位移量(mm) 

Source_1 叢集 1(73/193) 0.08 

叢集 2(52/112) 0.06 

叢集 3(61/49) 0.07 

叢集 4(68/302) 0.06 

叢集 5(15/303) 0.02 

Source_2 叢集 1(73/193) 0.10 

叢集 2(52/112) 0.06 

叢集 3(61/49) 0.08 

叢集 4(68/302) 0.04 

叢集 5(15/303) 0.01 

Source_3 叢集 1(73/193) 0.04 

叢集 2(52/112) 0.02 

叢集 3(61/49) 0.04 

叢集 4(68/302) 0.02 

叢集 5(15/303) 0.02 

Source_4 叢集 1(73/193) 16.53 

叢集 2(52/112) 4.00 

叢集 3(61/49) 10.25 

叢集 4(68/302) 5.67 

叢集 5(15/303) 0.12 

Source_5 叢集 1(73/193) 69.33 

叢集 2(52/112) 0.64 

叢集 3(61/49) 68.65 

叢集 4(68/302) 0.56 

叢集 5(15/303) 0.22 

Source_6 叢集 1(73/193) 7.43 

叢集 2(52/112) 7.78 

叢集 3(61/49) 0.44 

叢集 4(68/302) 0.29 

叢集 5(15/303) 0.17 
註：在模擬座標系中，斷層與裂隙經過座標旋轉，因此，傾角/傾向為模擬模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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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我國工程障壁系統與處置隧道之設計流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瑞典 SKB(2010d, p24) 

  



SNFD-AR2017-V3 
 

 

 
4-28 

 

 
 

圖 4-8：KBS-3 處置概念系統之設計前提涵蓋內容 
資料來源：修改自瑞典 SKB(2010d,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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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處置設施位置 
 
中英文對照：TaiwuShan Fault(太武山斷層)；TaiwuShan Fault-Branch (太武山斷層共軛破碎

帶)；Dolerite Dike(輝綠岩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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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處置設施佈置三維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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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本島東部結晶岩測試區之各回歸期地震動反應譜 

 

 
 

圖 4-12：本島東部結晶岩測試區高頻輸入地震地表與地下 500 m 處平均加速

度反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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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本島東部結晶岩測試區低頻輸入地震地表與地下 500 m 處平均加速

度反應譜 

 

 

 

圖 4-14：高頻及低頻輸入地震地下 500 m 處平均反應譜放大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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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地下 500 m 處設計反應譜 

 

 

 

圖 4-16：地下 500 m 處平滑化之設計反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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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進行模擬時所使用之測站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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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本研究地震引致裂隙位移模擬技術與文獻比較 
資料來源：摘自瑞典 SKB(2010c, ch5.4.2) 

註：(a)與(c)為文獻資料，(b)與(d)為本研究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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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廢棄物罐研發技術 

4.3.1. 廢棄物罐受岩體裂隙錯動影響數值分析 

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採取深層地質處置方式，其工程障壁

設計包括廢棄物罐與緩衝材料，為發揮核種圍阻之功能，廢棄物罐需

能在長期處置過程避免失效，故廢棄物罐設計要求，除需考慮於處置

設施的操作安全性，也包括深層地質處置受長期負載的穩定性，以及

製造過程產生裂紋對廢棄物罐長期強度的影響。  

 

4.3.1.1. 破壞力學於廢棄物罐應用之研究 

由於廢棄物罐可能因製作過程的材料瑕疵，或外在的環境影響造

成老化 /劣化，進而產生裂紋，當裂紋處承受較大程度的變形或應力

時，可能導致裂紋成長，致使廢棄物罐失去障壁功能。為了解裂紋對

結構之影響，本研究利用數值分析技術，建立沸水式反應器之用過核

子燃料廢棄物罐具裂紋之結構模型，並進一步分析廢棄物罐受剪切後

的破壞行為。本項議題之研究方法，為利用子模型技術進行廢棄物罐

受剪切作用之破壞力學分析： (1)廢棄物罐剪切分析：針對設計需求

為處置孔受裂隙剪切 5 cm位移量進行分析。由於裂隙位移作用在廢棄

物罐 3/4 罐長處，會產生最大的應力分析結果，因此，本研究以此種

應力條件，進行後續局部區域的破壞力學分析。圖  4-19 為廢棄物罐

與緩衝材料在 3/4 罐長處，受橫向剪切 5 cm位移量之應力分布圖。(2)

廢棄物罐子模型之建立：考慮較保守的裂紋條件，僅針對廢棄物罐具

半橢圓形表面裂紋進行分析與說明。根據全域模型分析結果，在最大

主應力處建立廢棄物罐之子模型。本研究建立一圓心角為 29°、高度

為 200 mm、銅殼厚度 Tcopper = 20 mm、鑄鐵內襯厚度Tiron = 30 mm之子

模型。建立子模型網格時必須考慮裂紋前緣會有應力集中現象，故於

該處必須建立較為細緻之網格，並進行子模型網格敏感度分析以確定

網格建立方式，圖  4-20 為廢棄物罐子模型具半橢圓形表面裂紋之網

格示意圖。 (3)廢棄物罐具半橢圓形表面裂紋之子模型驗證與分析：

完成子模型網格建立後即可進行子模型驗證，以確保分析結果之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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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驗證方式乃給予子模型等效之邊界條件及外力，並與全域模型分

析結果進行比對，圖  4-21 廢棄物罐具 10 mm深度半橢圓形表面裂紋

之子模型結構驗證，圖  4-22 為子模型與全域模型在線段 a 位置之應

力分析比對，由圖  4-21 及圖  4-22 可確定子模型之準確性，完成子

模型之建立形式後，即可進行廢棄物罐具半橢圓形表面裂紋之分析。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本研究以子模型技術分析廢棄物罐具 5 mm 及 10 mm 深度之半

橢圓形表面裂紋受剪力位移之破壞力學分析，如圖  4-23 所示，求得

廢棄物罐與緩衝材料受 5 cm 剪力位移時，容許裂紋深度為 1.91 mm。

由於半橢圓形表面裂紋乃危害較大的裂紋形式，故以此作為廢棄物罐

與緩衝材料受 5 cm 剪力位移時之廢棄物罐裂紋允收標準，將最為保守。 

 

4.3.1.2. 廢棄物罐受地震裂隙錯動影響之數值分析 

廢棄物罐設計要求，需考慮於深層地質處置受地震引致裂隙位移

的影響，因此，建立分析技術為廢棄物罐長期穩定評估的必要工作。

本項議題之研究方法包含：(1)本研究使用有限元素法 Abaqus，進行

廢棄物罐受裂隙位移之剪切應力計算，包含基本假設、評估方法、輸

入資料來源、分析案例、模式架構流程、計算結果及討論。(2)廢棄物

罐在處置場封閉後，依照地震產生剪力裂隙位移影響的時間，可分為

短期不發生銅殼潛變作用時，受到地震產生裂隙位移的影響；和經過

長期時間的銅殼潛變之後，受到地震產生裂隙位移的影響。故針對此

2 種狀況進行分析，比較評估銅殼潛變所額外產生的變形量，是否具

有足夠之延展性能完整包覆廢棄物罐，並且檢核廢棄物罐的應力限值，

是否超過材料的容許應力值，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在瑞典 SKB 研究報告中 (SKB,  2010e,  p37)，主要分析參數為剪切

平面角度和膨潤土的密度，並將回脹壓力和地下水的靜水壓力影響考

慮在分析模型中，正常壓力的組合為等向靜水壓力加回脹壓力或者是

回脹壓力加岩石裂隙剪切負載，其岩石裂隙剪力位移大都為 5 cm 的

剪力位移，而岩石剪切分析結果，包含 von Mises 等效應力和有效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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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應變，其分析結果最大塑性應變發生在 1/4 罐長、 90°垂直剪切的

情節，最大應力則是發生在鑄鐵的 1/4 罐長受到剪切位置處。  

而在廢棄物罐遭受到岩石剪切 (5 cm)之後再承受冰河負載 (30 

MPa)的分析案例中，等效塑性應變為 1%，von Mises 等效應力為 340 

MPa(SKB, 2010e,  p32)；從破壞準則來看 5 cm 的岩石裂隙剪切結果，

均小於 456 MPa 的極限應力，並也都小於 395 MPa 的容許應力。  

考慮長期潛變效應的分析，結果包括觀察 von Mises 應力、及廢

棄物罐銅罐的潛應變量和塑性應變，並且將應力轉換成安全係數，以

研究廢棄物罐受剪力裂隙位移的安全性。其分析結果以位置參數和角

度參數組合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4-7；由應力圖中可發現，廢棄物罐

考慮長期潛變行為，在承受 1/4 罐長處受到 5 cm 垂直剪力裂隙位移，

則該位置為最大應力 319 MPa，如圖  4-24 和圖  4-25；在中間位置

受 5 cm 垂直剪力裂隙位移，則該位置為最大應力 298 MPa，如圖  

4-26 和圖  4-27；在中間位置受 5 cm、22.5°角度剪力裂隙位移角度，

該位置為最大應力 245 MPa，如圖  4-28 和圖  4-29；由上述觀察得

知，不同位置和不同角度的參數條件，對廢棄物罐結構的影響程度皆

不相同。在中間剪切位置，因邊界條件施加較為均勻，造成的廢棄物

罐受力方式呈現均勻的分佈，故廢棄物罐有均勻分佈的應力。  

 

4.3.2. 廢棄物罐金屬材料抗蝕性能測試驗證 

4.3.2.1. 廢棄物罐銅質外殼於地下水模擬溶液中耐腐蝕性能 

為了解廢棄物罐銅質外殼與球墨鑄鐵內襯在有氧環境的抗蝕特

性，以建立本土之廢棄物罐腐蝕評估技術能力。本項議題之研究方法

為參照本土離島結晶岩測試區地化特性資料，配製地下水模擬溶液，

執行 450 天長期浸沒腐蝕，以評估銅質外殼與內襯球墨鑄鐵，2 種金

屬材料於有氧環境的腐蝕行為特性，以及設定不同相對濕度條件，進

行無氧銅的大氣曝露腐蝕實驗，以評估空氣中相對濕度高低，對無氧

銅大氣腐蝕的影響。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1) 完成無氧銅於 30  ℃地下水模擬溶液 450 天有氧環境腐蝕， X 光

繞射儀（X-ray diffractometer,  XRD）分析顯示，主要腐蝕產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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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亞銅 (Cu2O)及氧化銅 (CuO)。 4 種硫酸根濃度條件的腐蝕產

物是相似的，硫酸根濃度增加，僅具延後形成氧化銅覆蓋層之效

應；腐蝕速率估算顯示，每年銅質外殼損耗厚度約為 0.45 m。  

(2) 完成球墨鑄鐵腐蝕 450 天有氧環境實驗，主要腐蝕產物為氫氧化

鐵、氧化 鐵及氧 化 鐵水合物 ，可能 出 現的結構 為 Fe(OH)3、

FeO(OH)、Fe2O3、Fe2O3．H2O、Fe(OH) 3、Fe3O4 等；腐蝕速率估

算顯示，球墨鑄鐵每年損耗厚度約為 118 m(0.118 mm)。  

(3) 完成無氧銅大氣曝露 450 天實驗，主要腐蝕產物為氧化亞銅

(Cu2O)。銅的腐蝕速率，在高相對濕度條件，73%RH，估計年損

耗厚度約為 0.75 m，在低相對濕度條件時，45%RH 與 28%RH，

估算年損耗厚度分別為 78 nm 與 35 nm。  

(4) 大氣腐蝕結果與瑞典 SKB TR-01-23 報告比較 (2001, p44)，瑞典

SKB 認為無氧銅的 2 年大氣腐蝕損耗量小於 1 m，本項實驗結

果顯示，只有在小於臨界相對溼度條件下， 45%RH 及 28%RH，

才有相同結論。但在超過臨界相對溼度條件下，73%RH，則顯示

相對高的腐蝕速率，此時無氧銅在 2 年的大氣腐蝕可達 1 m 以

上。  

(5) 另外，無氧銅在地下水模擬溶液腐蝕結果，與瑞典 SKB 報告比較

(SKB, 1983, p21)，其估計 1,000 年與氧反應造成的銅厚度損失

為 0.07 mm，本實驗結果，外插推估 1,000 年的銅厚度損耗則為

0.45 mm，約為瑞典 SKB 估算值 6 倍左右。因此，以 450 天的數

據外推估算 1,000 年結果，誤差在 10 倍範圍內，仍是合理地可

視 2 者結果是近似的。  

 

4.3.2.2. 廢棄物罐腐蝕機制探討與評估方法 

為了支持工程設計技術建立，係以離島結晶岩作為參考案例，對

我國最終處置廢棄物罐的腐蝕問題進行研究，使我國處置工程設計與

評估工作逐步完善，以及針對廢棄物罐腐蝕機理與評估方法，依參考

案例之水文地質條件進行全面腐蝕 (general corrosion)、局部腐蝕

(localized corrosion)、應力腐蝕龜裂 (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 ,  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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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微生物腐蝕 (Microbiologically Influenced Corrosion, MIC)等腐蝕

作用，進行初步腐蝕評估。本項議題之研究方法為進行廢棄物罐材料

特性及在處置環境進行腐蝕機制探討，再以瑞典的深層地質處置為例，

介紹銅殼廢棄物罐之腐蝕評估方法，以及臺灣參考案例腐蝕初步評估

結果，針對本國參考案例之處置環境與銅殼廢棄物罐進行腐蝕行為之

初步評估。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1) 針對高放計畫目前參考案例離島結晶岩測試區的條件，回填隧道

之後，受限氧氣可以從緩衝材料及回填材料的體積與孔隙率來計

算。處置隧道尺寸寬 4.2 m、高 4.8 m，而處置孔間隔 6 m，另

外，膨潤土種類使用 MX-80，其密度約 1.9  g/cm3至 2.05 g/cm3、

初始含水量約 5%至 20%，若如保守地假設膨潤土及填充材料有

較大之孔隙率為 0.4，填充材料其組成為 60%塊體、20%丸體和

20%空氣 (假設塊體亦由膨潤土構成 )，塊體的孔隙中有 65%的水，

丸體的孔隙中有 40%的水。經由上述資料，將得到每個廢棄物罐

可用的氣體總體積為 37.78 m3，其中回填材料中的空氣體積為

35.73  m3，緩衝材料中的空氣體積為 2.05m3。此外，空氣中的氧

含量為 21%，在溫度 25°C 時氣體 mole 體積為 0.0225 m3/mol，

這可以求出總氧氣為 354.20 mol，其中緩衝材料貢獻的氧僅占

19.22 mol，其餘皆為回填材料孔隙中的氧氣；因為在處置設施

裏，緩衝材料的體積相較於回填材料的體積有較大的差異，緩衝

材料能被分配給每個處置孔的氧氣，遠小於回填材料所能分配的

氧氣。此處置設施中的氧氣，若造成腐蝕深度均勻分布在廢棄物

罐表面，則其所對應於腐蝕深度大約 0.57 mm，若保守地假設氧

氣只攻擊頂蓋與側邊上方 10%的表面，其所對應的腐蝕深度大

約為 4.11 mm，其中銅僅氧化為氧化亞銅。然而，在緩衝材料和

回填材料中氧氣，只有小部分能達到廢棄物罐，其餘的氧最有可

能與其他礦物反應而被消耗掉。隧道回填材料的密度夠低導致微

生物反應活耀，這是因微生物反應消耗氧氣而限制了可用於腐蝕

的氧氣量。如果不考慮這些氧的消耗過程，雖然實際上殘存氧氣

較可能是只有一半擴散朝向無氧的岩石；但保守地假設所有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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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氣將完全造成腐蝕深度，此為考慮較極端的狀況，合理保守地

假設緩衝材料的氧均勻擴散至廢棄物罐表面。若所有的氧氣從緩

衝材料到達廢棄物罐表面，其所對應的腐蝕深度約為 0.031 mm，

如果只有一半到達廢棄物罐表面，則對應的腐蝕深度約為 0.0155 

mm。此外，假設在岩石中有足夠能力可以接收擴散的氧氣，能

擴散到處置孔頂部的氧氣量將只有小部分，並假設這小部分氧氣

最終全部能到達廢棄物罐表面，此接受擴散氧氣的區域面積僅約

為隧道面積的 2.2%。如果進一步假設這些氧氣僅能腐蝕廢棄物

罐頂部 10%高度的表面 (頂蓋和側邊上方 10%高度的表面 )，則

這些氧氣由回填材料經由處置孔膨潤土擴散至廢棄物罐，其所對

應的腐蝕深度將是 0.0865 mm。若加入緩衝材料中氧氣擴散造成

的腐蝕深度 0.0155 mm，則離島結晶岩測試區封閉初期氧氣誘發

腐蝕量為 0.102 mm。離島結晶岩測試區之地下水硫化物平均濃

度為 2.02 × 10−7 mol/L，此值是由 5 個深度 400 m 至 500 m 的鑽

孔平均量測數據計算而得，5 個鑽孔的硫化物濃度累積分布圖如

圖  4-30 所示，在此評估案例，則以此 5 個鑽孔中所計算出最高

的硫化物濃度 5.37 × 10−6 mol/L 進行後續的腐蝕評估。離島結晶

岩測試區經水文地質模擬得到處置孔編號 DH-631 將有最大等效

初始通量，若不考慮緩衝材料侵蝕之影響，經過 100 萬年的無氧

環境，廢棄物罐在完整緩衝材料的保護下，因地下水中的硫化物

所造成之全面腐蝕約為 0.00936 mm。  

(2) 處置設施近場環境處在有氧條件時，銅殼除了會發生全面腐蝕，

另外，也是有機會會有局部腐蝕發生，但在近場環境的緩衝材料

飽和後，緩衝材料本身含有適度的氯離子，可以供給孔隙水溶液

減少銅殼鈍性的發生以避免局部腐蝕。因此，局部腐蝕較有可能

發生在緩衝材料未飽和時期，孔蝕評估可使用孔蝕比值，在封閉

初期氧氣誘發廢棄物罐腐蝕量為 0.102 mm，依經驗值可使用孔

蝕比值為 2，其總腐蝕深度為 0.102 mm × 2 = 0.204 mm，全面腐蝕

及局部腐蝕皆貢獻 0.102 mm 的腐蝕深度。若保守使用孔蝕比值

為 5，其總腐蝕深度為 0.102 mm× 5 = 0.510 mm，全面腐蝕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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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腐蝕則分別貢獻 0.102 mm 及 0.408 mm 的腐蝕深度。由圖  

4-31 可知，若緩衝材料飽和後，緩衝材料的孔隙水溶液 [Cl−]約為

1,420 mg/L 且 [HCO3
−]約為 100 mg/L，銅在此環境狀態下屬於活

性腐蝕狀態，並不會發生局部腐蝕。此外，如圖  4-32 所示，在

無氧環境下，硫化物所產生的腐蝕產物係屬於多孔性之硫化銅，

因此，此表面不容易使銅產生鈍性狀態，亦不易有局部腐蝕發生。 

(3) 在花崗岩中通常地下水會隨著深度而增加其鹽度，並且具有接近

中性的 pH 值、低碳酸氫鹽濃度以及在 0.1 mol/L 至 1 mol/L 範

圍內的氯離子濃度。而測試區域中的地下水總溶解固體約 200 

mg/L；pH 值為 8.2 至 9.8；氯化物約 0.001 mol/L，因此，參考

案例 400 m 至 500 m 深的地下水中部分離子濃度是屬於較稀釋

的。但銅在近場環境的腐蝕反應，並非直接受地下水影響；而是

緩衝材料有良好的緩衝效果，可維持緩衝材料的孔隙水溶液 [Cl−]  

≈ 1 ,420 mg/L 且 [HCO3
−]≈100 mg/L。在此條件下，目前並沒有文

獻提出微生物會直接造成處置環境中的銅發生嚴重腐蝕；而較多

的研究討論集中於微生物的還原反應間，所直接造成銅發生腐蝕

反應。在處置環境中，有可能會有硫酸鹽還原菌在無氧條件下將

SO4
2−還原成HS−；而銅在處置環境的還原條件中，並不會直接與

SO4
2−發生腐蝕反應。但由於硫酸鹽還原菌的介入將 SO4

2−還原成HS−，

間接造成銅會與HS−反應發生腐蝕現象；故此反應並非微生物直

接造成銅腐蝕，而是由硫化物造成銅全面腐蝕。  

(4) 在亞硝酸鹽溶液環境中有較高的電位或較高的亞硝酸濃度，將會

造成銅較易發生應力腐蝕龜裂狀況：相對地，若在氯離子環境下，

銅產生應力腐蝕龜裂的狀況會隨氯離子濃度增加而減少。此外，

在處置環境初期高溫環境下，造成銅應力腐蝕龜裂程度亦較低。

因此，在亞硝酸鹽溶液中增加電位、增加 [NO2
−]、減少 [Cl−]、降

低溫度都會對應力腐蝕龜裂的敏感性增加。在處置環境有氧初期

緩衝材料尚未飽和，並不會有應力腐蝕龜裂媒介，可進行傳輸或

有較低
[Cl−]

[SCC agent]
的環境條件發生在銅表面；而在隨後長期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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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由於無氧且緩衝材料已達飽和，應力腐蝕龜裂媒介不易透

過擴散到達銅表面；所以，沒有足夠發生應力腐蝕龜裂的媒介。

此外，腐蝕電位與 pH 值並沒有高於 Cu2O/CuO 反應線之上，綜合

上述，應力腐蝕龜裂不會發生。  

(5) 在參考案例的腐蝕初步評估中，所考慮到的腐蝕過程包括在有氧

和無氧條件下的全面腐蝕、局部腐蝕、微生物腐蝕及應力腐蝕龜

裂，在這些腐蝕作用評估結果如表  4-8 及表  4-9 所示。在各種

銅廢棄物罐的評估之間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差異性。早期瑞典、芬

蘭和加拿大的評估，全面腐蝕和孔蝕被認為是最可能導致廢棄物

罐的腐蝕程序；在加拿大的處置設施，受限氧氣是主要的氧化劑。

表  4-10 為封閉初期氧氣誘發腐蝕評估結果比較，當處置設施的

膨潤土或地下水沒有硫化物，廢棄物罐的全面腐蝕會因為所有初

始受限的氧氣和 CuCl2
−氧化產生的銅 (II)，氧氣會被消耗殆盡而停

止腐蝕。瑞典與芬蘭對於受限的氧造成的全面腐蝕及輻射造成廢

棄物罐的氧化 2 者合併所造成廢棄物罐厚度損失估計是 0.084 

mm，孔蝕評估是使用孔蝕比值，局部腐蝕深度估計為 0.084 mm

和 0.34 mm 之間 (PF 分別為 2 和 5)。加拿大由受限氧氣得到 106

年 0.17 mm，再由表面粗糙度得到 106年 0.1 mm；瑞士估計由於

氧氣造成的腐蝕量小於 0.1 mm，孔蝕所造成的局部腐蝕預期不

會發生，而是以小於 0.1 mm 的表面粗糙容許量替代局部腐蝕之

現象。參考案例封閉初期氧氣誘發腐蝕評估結果為腐蝕深度

0.102 mm，相較於早期瑞典芬蘭評估的 0.084 mm 與瑞士小於

0.1 mm，離島結晶岩測試區的腐蝕評估結果雖然略大，但小於近

期瑞典 SKB TR-10-66 報告 (2010f,  p29)的 0.123 mm 及 2005 年

加拿大所評估的 0.17 mm，但對於整體廢棄物罐 5 cm 的銅殼厚

度是非常微不足道的。而局部腐蝕的評估結果在參考案例的環境

下，僅有緩衝材料未飽和時期可能發生局部腐蝕，與各國評估結

果相似，在封閉初期氧氣誘發局部腐蝕，可用孔蝕比值做保守評

估，若使用表面粗糙度之評估結果，將相近於孔蝕比值使用經驗

值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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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各國的處置環境中，微生物腐蝕及應力腐蝕龜裂皆傾向不會發

生 (SKB,  2001, p131)，並不會有微生物會直接造成處置環境中的

銅發生嚴重腐蝕，微生物對腐蝕的影響，主要來自還原反應間接

造成銅發生腐蝕反應，而應力腐蝕龜裂則是因為應力腐蝕龜裂的

條件不容易同時達成，因此，不會發生應力腐蝕龜裂之現象。  

 

4.3.3. 廢棄物罐破裂韌性試體鑄造與特性量測 

為完成廢棄罐鑄造工作，建立國內球墨鑄鐵內襯 (含內模 )之製造

技術，確認重要鑄鐵材料性質參數是否符合 KBS-3 參考設計。106 年

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1) 全斷面縮尺小型 (長度 300 mm)鑄鐵內襯試體之第 1 次試驗結果

顯示，附鑄試樣之拉伸性質及金相組織均能符合 EN-GJS-400-

15(60 mm<t≤200 mm)之規格要求，但實體試樣之拉伸性質及金

相組織則尚未能符合 EN-GJS-400-15(60 mm <t≤200 mm)之規

格要求 。針對 上述 實體試 樣未能 符 合 EN-GJS-400-15(60 mm 

<t≤200 mm)之規格的原因，已進行分析如下：  

(a) 由於球化率偏低，無法達到規格之要求。  

(b) 金相組織發生塊狀石墨及球化率偏低之問題，需要由合金設

計及製程條件 2 方面來做改善。  

(2) 改善策略：  

(a) 當熔液中存在有稀土元素時，於厚件熱中心極容易析出塊狀

石墨，根據國外之鑄造技術，以添加銻最為普遍。  

(b) 提高球墨數目 :  建議之最佳球墨數目為 100 #/mm2 至 150 

#/mm2。  

(c) 全斷面縮尺小型 (長度  300 mm)鑄鐵內襯試體之第 2 次試驗

結果顯示，分離、附鑄及實體試樣之拉伸性質與金相組織，

均能符合 EN-GJS-400-15 之規格要求。  

(3) BWR 全斷面縮尺型球墨鑄鐵內襯鑄造過程之造模與鑄件照片如

圖  4-33 所示，在拉伸性質測試、金相組織分析及尺寸量測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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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結果之數據，分別如圖  4-34、圖  4-35 及圖  4-36 所示，以下

分別說明各項測試及檢驗結果：  

(a) 在 25 mm 分 離 試 片 之 拉 伸 性 質 方 面 ， 能 符 合 規 格 (400 

MPa/250 MPa/15%)之要求。  

(b) 在 75 mm 分 離 試 片 之 拉 伸 性 質 方 面 ， 能 符 合 規 格 (370 

MPa/240 MPa/11%)之要求。  

(c) 在 BWR 全斷面縮尺型球墨鑄鐵內襯 75 mm 附鑄試片之拉伸

性質方面，測試結果為 424 MPa/275 MPa/23%，均能符合

規格 (370 MPa/240 MPa/11%)之要求。  

(d) 在 BWR 全斷面縮尺型球墨鑄鐵內襯實體試片之拉伸性質方

面：不同位置之測試結果分別為 410 MPa/280 MPa/17%及

401 MPa/275 MPa/16% ， 均 能 符 合 規 格 (370 MPa/240 

MPa/7%)之要求。  

(4) BWR type 內模通道外型 (channel shape)高度、內模通道外型直

徑，以及內模中心與鑄鐵芯試體中心之偏心距離等量測結果均能

符合規格 )之要求，量測數據如表  4-11、表  4-12 及表  4-13 所

示。  

 

4.3.4. 銅質材料摩擦攪拌銲接與非破壞性檢測技術可行性評估 

本研究議題目的為完成無氧銅直板摩擦攪拌對接之銲接工作，研

究銲接的板厚區間內可靠之銲接參數，提供後續國內發展銲接機具之

參考。本研究為利用自行研製之立式重型摩擦攪拌銲接機，以及大型

精密工作台進行摩擦攪拌銲接研究。將工件安裝在此工作台模組的不

鏽鋼背板上，利用 2 塊壓板作夾持。攪拌工具安裝在傳統立式銑床的

旋轉主軸上，在轉速 1,000 rpm，以及 45 mm/min、 60 mm/min 和

86 mm/min 之不同進給速率的條件下，對 10 mm 與 15 mm 的 2 種

厚度的純銅板，以相同板厚彼此對接實驗。   

試片材質為純銅板，符合 ASTM C10100 規範之純度達 99.99%，

其極限拉伸強度為 202 MPa。試片之尺寸為長 150 mm寬 50 mm，

厚度分為 10 mm 及 15 mm，而銲道接合長度為 9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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銲好之試片以光學顯微鏡 (Olympus OLS-4000)紀錄金相結果，之

後於荷重 100 g，持壓時間 5 sec 的條件下進行 Vickers 微硬度量測，

以評估攪拌區之硬度變化。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1) 板厚 15 mm 之銲道硬度略高於厚度 10 mm 之情況。影響硬度的

主因在於熱輸入量以及攪拌所引起的塑性變形量。硬度分布如圖  

4-37 與圖  4-38 所示。  

(2) 從純銅板的銲道剖面觀察得知，攪拌區為細小之等軸晶粒，熱機

影響區為沿者攪拌流線之拉長晶粒，熱影響區為較母材為略為粗

大化之等軸晶粒。進給速度越快，在攪拌區的晶粒尺寸則會越細

化，金相分布參閱圖  4-39 至圖  4-41 所示。  

(3) 在不同進給速率下，厚度 15 mm 的銲接試片之極限拉伸強度為

182 MPa 至 187 MPa，而厚度 10 mm 的銲接試片之情況為 186 

MPa 至 196 MPa。這些值為基材的 90%以上。  

(4) 圖  4-42 與圖  4-43 為使用液體滲透及超音波等非破壞檢測法，

分別觀察單板長 300 mm×寬 50 mm×厚度 15 mm 之 2 板銲接試

片的銲道品質，結果顯示只有在銲接工具的進給起點及終點的試

片底部有出現瑕疵，整體上的銲接品質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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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廢棄物罐岩石裂隙剪切分析在不同剪切角度、及銅殼潛變之分析結果 

鑄鐵 塑性應變(%) von Mises 應力(MPa) 

剪切角度/

有無潛變 

剪切位置 剪力位移 5 cm 剪力位移 5 cm 

剪切90° 

無潛變 

中間 0.0012 295.8 

剪切90° 

有潛變 

中間 0.099 287.5 

剪切90° 

無潛變 

1 4⁄ 罐長 0.005 321.0 

剪切90° 

有潛變 

1 4⁄ 罐長 0.55 319.9 

剪切22.5° 

無潛變 

中間 0.0008 294 

剪切22.5° 

有潛變 

中間 0 245 

銅殼 塑性應變/潛變應變(%) von Mises 應力(MPa) 

剪切90° 

無潛變 

中間 0.016 247.1 

剪切90° 

有潛變 

中間 0.5 160 

剪切90° 

無潛變 

1 4⁄ 罐長 0.007 244.3 

剪切90° 

有潛變 

1 4⁄ 罐長 1.9 165 

剪切22.5° 

無潛變 

中間 0.003 106 

剪切22.5° 

有潛變 

中間 0.4 216.3 

註：在銅殼材料為有潛變參數的設定時，為輸出潛變應變值，在未設定潛變參數時，為輸出塑

性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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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參考案例之全面腐蝕與局部腐蝕評估結果 
全面腐蝕之腐蝕深度 局部腐蝕之腐蝕深度 

隧道封閉前存放的時期，氧氣造成全面腐

蝕約為 0.0015 mm。 

封閉初期氧氣誘發廢棄物罐全面腐蝕 0.102 

mm。 

硫酸鹽還原菌還原之硫化物造成全面腐蝕

0.177 mm。 

在完整緩衝材料的保護下因地下水中的硫

化物造成之全面腐蝕約為 0.00936 mm。 

封閉初期氧氣誘發廢棄物罐局

部腐蝕為 0.102 mm (經驗值)；

0.408 mm (保守值)。 

 

表 4-9：參考案例之微生物腐蝕與應力腐蝕龜裂評估結果 
微生物腐蝕 應力腐蝕龜裂 

無微生物可直接致使銅腐蝕。 

假設硫酸鹽還原菌還原SO4
2−成HS−造成

銅發生全面腐蝕。 

處置環境有氧時期，不會有應力腐

蝕龜裂媒介可進行傳輸；無氧時

期，Eh 值與 pH 值之位置並沒有位

於Cu2O/CuO 反應線之上，不會有應

力腐蝕龜裂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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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封閉初期氧氣誘發腐蝕評估結果比較 

- 參考案例 
瑞典 

(SKB, 2010f) 
瑞典/芬蘭 加拿大 瑞士 

全面腐

蝕深度 

(mm) 

0.102 0.123 0.084 0.17 <0.100 

局部腐

蝕深度 

(mm) 

0.102  
(經驗值) 

0.408 
 (保守值) 

- 

0.084  
(經驗值) 

0.34 
 (保守值) 

0.1  
(表面粗糙度) 

<0.100 
(表面粗糙度) 

 

表 4-11：BWR type 內模通道外型(channel shape)高度之量測結果 

量測編號 1 2 3 4 5 6 

標準值 

(970 mm) 
968.6 967.9 968.2 968.7 968.0 967.9 

公差 

(+1.1,-2.2) 
mm 

-1.4 -2.1 -1.8 -1.3 -2.0 -2.1 

結果判定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量測編號 7 8 9 10 11 12 

標準值 

(970 mm) 
969.6 969.5 969.5 968.7 971.1 971.0 

公差 

(+1.1,-2.2) 
mm 

-0.4 -0.5 -0.5 -1.3 +1.1 +1.0 

結果判定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註：上表之量測編號位置，分別為以內模通道左上角開始量測，順序以由左至右，由上至下順

序量測 12 通道之高度。 

 

表 4-12：BWR type 內模通道外型(channel shape)直徑之量測結果 

內模編號 1 2 

標準值(949 mm) 949.43 949.38 

公差(+0.5,-0.0) mm +0.43 +0.38 

結果判定 合格 合格 

註：上表之內模編號為任意取 2 點位置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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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BWR type 內模中心與鑄鐵芯試體中心之偏心距離量測結果 

偏心位置編號 1 2 3 

公差 5 mm 1.0 mm 0.5 mm 2.0 mm 

結果判定 合格 合格 合格 

註：上表之偏心距離量測編號 1 至 3 位置，分別為內模中心 4 鋼管內角側、外角側及全部 12

鋼管外角側距離中心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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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廢棄物罐與緩衝材料在 3/4 罐長處受橫向剪切5 cm位移量之應力分

布圖 

 

 

 (a)子模型網格，包含銅殼及鑄鐵內襯    (b)鑄鐵內襯網格 

 

圖 4-20：廢棄物罐子模型具半橢圓形表面裂紋之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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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具10 mm深度半橢圓形表面裂紋之子模型結構驗證 

 

 

 

圖 4-22：子模型與全域模型線段 a 位置之應力分析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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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具半橢圓形表面裂紋之廢棄物罐與緩衝材料受5 cm剪力位移之破壞容

許分析圖 
註 (1)：紅線為 J 積分值、藍線為 2 mm 之 J 積分值、綠線為 2 mm/ 2 之積分值。 

註 (2)：紅線為廢棄物罐與緩衝材料受 5 cm 剪力位移之分析值，藍線為材料標準

值，綠線則為材料臨界的 J 積分值，因此分析值必須在標準值以下將不會導致

破壞，故此圖即表示容許裂紋深度。  

 

 

 

圖 4-24：廢棄物罐考慮銅殼潛變，於 1/4 處受90°剪切 5 cm 位移之鑄鐵內襯應

力圖 
註：單位為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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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廢棄物罐考慮銅殼潛變，於 1/4 處受90°剪切 5 cm 位移之整體應力圖 
註：單位為 MPa。 

 

 

圖 4-26：廢棄物罐考慮銅殼潛變時，於中間處受90°剪切 5 cm 位移之鑄鐵內襯

應力圖 
註：單位為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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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廢棄物罐考慮銅殼潛變，於中間處受90°剪切 5 cm 位移之整體應力圖 
註：單位為 MPa。 

 

 

 

圖 4-28：廢棄物罐考慮銅殼潛變，於中間處受22.5°角度剪切 5 cm 位移之鑄鐵

內襯應力圖 
註：單位為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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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廢棄物罐考慮銅殼潛變，於中間處受22.5°角度剪切 5 cm 之整體應力

圖 
註：單位為 MPa。 

 

 

 

圖 4-30：5 個鑽孔的硫化物濃度累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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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銅活性腐蝕與鈍性腐蝕分布圖 
資料來源：摘自 King and Lilja(2013, p25) 

 

 

 

圖 4-32：硫化物腐蝕產物 
資料來源：摘自 King(2016,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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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BWR 全斷面縮尺鑄鐵芯試體之造模與鑄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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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抗拉強度測試結果 

 

 
 

圖 4-35：降伏強度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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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伸長率測試結果 

 

 

 

圖 4-37：不同進給速率下，銲接板厚 10 mm 純銅板之硬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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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8：不同進給速率下，銲接板厚 15 mm 純銅板之硬度分布圖 

 

 

 

圖 4-39：厚度 10 mm 和進給速率 45 mm/min 下之銲道剖面金相 
註：放大之圖示分別為(a)銲道剖面，(b)攪拌區(SZ)，(c)熱機影響區(TMAZ)，(d)熱影響區

(HAZ)，(e)基材(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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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0：厚度 10 mm 進給速率 60 mm/min 之金相 
註：放大之圖示分別為：(a)銲道剖面，(b)攪拌區，(c)熱機影響區，(d)熱影響區。 

 

 

 

圖 4-41：厚度 10 mm 進給速率 86 mm/min 之金相 
註：放大之圖示分別為：(a)銲道剖面，(b)熱機影響區，(c)熱影響區，(d)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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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液滲檢測厚度 15 mm 進給速率 60 mm/min 下之摩擦攪拌銲接試片 

 

 

 

圖 4-43：超音波檢測厚度 15 mm 進給速率 60 mm/min 下之摩擦攪拌銲接試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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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緩衝與回填材料研發技術 

4.4.1.  緩衝/回填材料基本性質試驗 

處置場的熱 (T)、水 (H)、力 (M)效應對於工程障壁功能扮演重要

角色，因此本研究有系統的規劃一系列試驗，以確認緩衝材料的熱傳

導係數、水力傳導係數、回脹壓力等材料基本性質，藉由緩衝材料基

本物理特性與力學試驗，建立緩衝 /回填材料基本設計需求。本研究

以 3 種緩衝材料進行，分別為 MX-80 型膨潤土、 SPV-200 膨潤土及

高廟子 (GMZ)膨潤土。MX-80 型膨潤土及 SPV-200 膨潤土同為美國

American Colloids 公司生產的膨潤土，為鈉型膨潤土，由於蒙脫石含

量高，使其具備高回脹特性。MX-80 型膨潤土及 SPV-200 膨潤土 2 者

成份相近，僅粒徑差異，粒徑分別介於 0.075 mm 至 1.18 mm 之間及

小於 0.075 mm。高廟子 (GMZ)膨潤土產自中國內蒙古，礦床位於山西

與河北內蒙古交界，粒徑尺寸小於 0.075 mm。106 年研究結果說明

如下：  

(1) 成份分析：  

X 光繞射儀（ X-ray diffractometer，簡稱 XRD）分析結果顯示，

MX-80 型 膨 潤 土 與 SPV-200 膨 潤 土 主 要 晶 相 成 份 為 蒙 脫 石

(montmorillonite)和石英 (quartz)，而 GMZ 膨潤土晶相成份則有

較多組成，包含蒙脫石、石英及長石 (feldspars)。蒙脫石含量可

利用純化方法，以提高膨潤土的蒙脫石含量。MX-80 型膨潤土和

SPV-200 蒙脫石含量分別為 73.85%及 72.55%；GMZ 膨潤土蒙脫

石含量約為 66.20%，低於 MX-80 型膨潤土及 SPV-200 膨潤土。 

(2) 熱傳導係數量測：  

量測膨潤土塊體熱傳導係數之儀器，為 Applied Precision 公司所

生產之攜帶型熱傳導量測器 (型號為 ISOMET 2114)。圖  4-44 至

圖  4-46 為緩衝材料塊體乾密度與熱傳導係數之關係。由圖得知，

塊體之乾密度與熱傳導係數呈現線性的正相關係，且隨著乾密度

增加，其熱傳導係數也隨之提升。此外，因空氣之熱傳導係數較

低，約為 0.026 W/(m ∙ K)，若塊體中空氣佔有之比例愈高，便會



SNFD-AR2017-V3 
 

 

 
4-65 

產生阻撓熱在塊體中流動之效果，導致熱傳導係數相對較低。另

土粒間的密實程度增加，空氣比例減少，則塊體之熱傳導係數亦

會相對提升，故對緩衝材料之熱傳導係數而言，提高密度，即增

加塊體之緻密性，有利熱傳導性能提升。  

(3) 回脹壓力及水力傳導試驗：  

本研究建置可量測回脹壓力與水力傳導係數之試驗裝置，如圖  

4-47 所示。試體模具上部安裝 1 只容量 100 kN 荷重元，可連續

紀錄回脹壓力變化。水力傳導係數量測元件，由流量計、恆壓供

水裝置與回脹試驗模具組成，其中流量計最小解析度可達 0.002 

cm3，而恆壓供水裝置可提供壓力達 10 MPa 以上。  

水力傳導係數之量測接續在回脹試驗之後，當試驗回脹壓力曲線

穩定時飽和度約 95%以上，即可進行水力傳導係數的量測，給予

試驗塊體下端水頭壓力，上端量測流量，並利用達西定律計算水

力傳導係數。  

圖  4-48 為不同乾密度膨潤土與回脹壓力之關係。MX-80 型膨潤

土乾密度在 1,000 kg/m3 至 1,660 kg/m 3 時，對應的回脹壓力則

在 0.28 MPa 至 13.0 MPa 之間，相較於瑞典 SKB 之結果 (Karnland 

et al. ,  2006,  p39)，乾密度在 761 kg/m 3 至 1,641 kg/m3 時，對應

的回脹壓力在 0.17 MPa 至 12.5 MPa 之間，其成果相近，說明本

研究建置之試驗設備與試驗技術可行；SPV-200 膨潤土乾密度在

800 kg/m 3  至 1,550 kg/m3 時，其對應的回脹壓力在 0.15 MPa 至

5.80 MPa 之間；GMZ 膨潤土乾密度在 1,250 kg/m3 至 1,640 kg/m3

時，其對應的回脹壓力在 0.39 MPa 至 6.1 MPa 之間。回脹壓力

隨著乾密度愈大而愈高，由於 MX-80 型膨潤土與 SPV-200 膨潤

土成份較相似，故回脹壓力量測的數值較為接近。反觀 GMZ 膨

潤土之回脹試驗結果則有較大的變異，推測可能係因 GMZ 膨潤

土未經純化處理，導致組成較不均勻而造成。由成份分析得知，

GMZ 膨潤土的蒙脫石含量低於 MX-80 型膨潤土及 SPV-200 膨潤

土，因此，在回脹壓力的表現上也低於 MX-80 型膨潤土及 SPV-

200 膨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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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緩衝材料設計需求，回脹壓力需大於 2 MPa。由圖  4-48 線性

回歸趨勢線顯示，MX-80 型膨潤土及 SPV-200 膨潤土，分別在乾

密度 1,330 kg/m3 以上及 1,250 kg/m3 以上，即可達到設計需求，

而 GMZ 膨潤土則需要在乾密度 1,430 kg/m3 以上。由上述結果

得知，達到相同回脹壓力條件，GMZ 膨潤土比 MX-80 型膨潤土

或 SPV-200 膨潤土，需要更多的土樣來製作緩衝材料塊體，方能

滿足緩衝材料之設計需求。  

緩衝材料水力傳導之試驗結果如圖  4-49 所示，水力傳導係數隨

著乾密度增加而有下降的現象，乾密度在 1,580 kg/m 3 之水力傳

導係數已低於 10 - 1 3  m/s，為一非常難透水之材料。  

綜合上述試驗結果顯示，水力傳導係數在乾密度 1,580 kg/m3 至

1,660 kg/m3 為 5.9×10 - 1 4  m/s 至 4.75×10 - 1 4  m/s，對比於瑞典 SKB

試驗結果 (Karnland et al. ,  2006, p47)，水力傳導係數在乾密度

1,538 kg/m3 至 1,641 kg/m3 為 4.0×10 - 1 4  m/s 至 2.0×10 - 1 4  m/s，

2 者之試驗結果相近，可說明水力傳導係數試驗設備建立之可行

性，且本研究塊體製造能力也能符合緩衝材料設計需求之水力傳

導係數，需低於 10 - 1 2  m/s 之安全要求。  

 

4.4.2. 回填材料設計施工研究 

本研究參考瑞典 SKB 回填設計需求與施工技術，以純膨潤土預

鑄塊體至現地堆疊、周圍以膨潤土顆粒 (pellets)方式回填處置隧道，

以提高回填品質，訂定適宜我國之回填材料設計需求。並依設計需求

進行水力傳導係數及回脹試驗，確認回填材料參考設計密度範圍，以

做為回填材料規格設計之參照。回填材料製造與施工部份參考瑞典與

芬蘭之製造與施工技術，進行技術探討與可行性分析，以做為我國未

來回填材料施工技術參考。 106 年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最終處置場多重障壁系統的設計，應能承受處置環境條件、事件

或作用影響且能保有原本的設計功能，工程障壁系統在建造、元件製

造、安裝及非破壞檢測的方法，必須是可信賴的技術。元件的製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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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具備可靠的生產技術，以達到高品質要求和成本效益。因此，回填

材料的概念開發必須考慮以下條件：  

(1) 材料的預備、安裝、測試和檢驗的設計與方法，應必須為成熟且

經過測試的技術，並且必須符合職業安全規定。  

(2) 具體的回填材料性質的設定，可提供高品質的回填材料元件製備

及安裝。  

(3) 回填材料的性質必須透過規定的驗收標準，進行試驗及檢驗。  

(4) 回填材料的設計及材料預製、安裝、試驗及測試方法，需符合成

本效益。  

(5) 回填材料元件安裝效率，必須依處置場運轉進程規定的速率完成。 

 

處置場工程障壁相關的設計前提是參考 KBS-3 之概念，統整如表  

4-14，第 1 欄為前述之回填材料的功能需求，第 2 欄為回填材料所需

之特性及相關設計參數，第 3 欄為與處置場長期安全相關之設計前

提。依據前述之設計前提與功能需求，初步以參考 KBS-3 之概念規劃

回填材料之參考設計，如表  4-15。回填材料本身之設計參數，需依

相關驗證試驗或數值分析進一步精進，以符合安全功能之設計條件。

本研究目前完成水力傳導係數及回脹試驗，確認回填材料參考設計密

度範圍。本研究所使用的材料為 MX-80 型膨潤土，其蒙脫石含量為

73.85%。MX-80 型膨潤土於純水及模擬地下水質條件下不同乾密度

之回脹壓力結果如圖  4-50，其乾密度於 1,450  kg/m3時，純水條件下

的回脹壓力約為 5 MPa；考量地下水條件影響，以模擬本土地下水條

件下其回脹壓力約為 3 MPa，皆符合參考設計之要求。MX-80 型膨潤

土於純水及模擬地下水質條件下，不同乾密度之水力傳導係數結果如

圖  4-51；在乾密度 1,450 kg/m3時，水力傳導係數皆小於 9 × 10−12 

m/s，亦符合參考設計之要求。  

依我國目前處置隧道設計尺寸底部寬度 420 cm、高 480 cm (含

頂拱 )，目前參考設計最大回填材料塊體尺寸可設計為 70 cm 長、 67 

cm 寬、51 cm 高，頂拱部分可採用較小尺寸塊體 70 cm 長、 60 cm

寬、25 cm 高；回填材料塊體及處置隧道岩壁間之間隙及處置隧道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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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則以膨潤土填充料填充 (SKB,  2010g, p36)。考量回填材料施工效

率及回填均勻度之要求，採用預壓製膨潤土塊體後，至隧道堆疊之方

式回填。回填材料塊體製作方式為單軸壓縮方法，製作需求尺寸之長

方體模具，依壓製的目標尺寸及密度，填入適當重量的膨潤土，再以

上壓桿，單向施加壓力使塊體壓實製目標尺寸。為避免壓製過程中因

膨潤土孔隙間的空氣產生額外的內壓力，影響壓製塊體之效率，模具

須具備排氣設計。依據塊體壓製試驗得知，MX-80 型膨潤土於含水量

17%時，壓製塊體密度達乾密度 1,700 kg/m3，所需之壓力約為 15 

MPa，所需之抗壓機容量約 5,000 Tf。回填材料塊體幾何尺寸將隨處

置隧道回填流程及方法而隨之變更。膨潤土填充料可以現有之滾壓式

的壓錠設備製作膨潤土顆粒，粒料幾何尺寸可依填充率進一步測試，

以取得最佳之粒料尺寸。處置隧道塊體回填方法，主要採機械控制自

動安裝為主，可減少人員輻射劑量曝露之問題。  

 

4.4.3. 緩衝材料高圍壓力學參數測試 

本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討緩衝材料之力學參數，利用三軸試驗及壓

密試驗，瞭解低圍壓至高圍壓環境下膨潤土在不同含水量與單位重的

力學參數，並參考過去文獻進行力學參數之整理。緩衝材料係以蒙脫

石為主要成分之黏土，緩衝材料回填後具有一定的夯實度，初期隧道

應力不會傳遞至膨潤土，屬於低圍壓環境。但長期而言，大地應力與

水壓力將傳遞至膨潤土，此過程則回脹與壓密同時發生，瞭解低圍壓

至高圍壓環境下膨潤土的力學參數，以利後續評估緩衝材料受廢棄物

罐 作 用 之 沉 陷 分 析 。 研 究 方 法 為 選 用 美 國 膨 潤 土 (black hills  

bentonite)作為試驗材料，以靜壓夯實的方式，製作膨潤土試體，製

作前需計算飽和試體所需之土重及水重。試體製作完成，以三軸設備，

探討緩衝材料在低圍壓至高圍壓環境下的力學行為，並藉由單向度壓

密試驗瞭解膨潤土的壓縮性質，綜合緩衝材料各項試驗結果後，以土

壤力學之方法求得各項參數，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1) 高圍壓三軸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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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高圍壓三軸，探討不同統體單位重、不同圍壓及不同

含水量下對緩衝材料之強度影響，並求得緩衝材料在高圍下的力

學參數，分別施加 0 MPa、10 MPa、20 MPa 及 30 MPa 之圍壓，

以模擬低圍壓至高圍壓之情形；並調配含水量 17%與近飽和狀態

下之試體，模擬地下水未入侵與當有地下水入侵時之變化情形，

共 16 組試驗，求其各項基本數值並進行比對，以利後續參考並

進行分析調整。  

本研究統整高圍壓三軸之試驗結果，可得知在相同試體條件下，

試驗結果隨著圍壓上升而有不同的變化，將各組試驗結果利用莫

耳 -庫倫破壞理論繪製摩爾圓如圖  4-52 至圖  4-55，且可得知其

力學參數凝聚力 (cohesion)及摩擦力 (friction)，如表  4-16、表  

4-17，以利評估在不同狀態下其力學行為。  

(2) 壓密試驗結果：  

本研究以重模方法製作試體，探討不同統體單位重下對緩衝材料

之沉陷行為影響；本次研究利用壓密試驗進行討論，分別選用 18 

kN/m3 與 20 kN/m 3 進行試驗，利用 ASTM 之規範進行加載，分

為 7 階段加載，從 4.1 kg/cm2 倍增至 260.8 kg/cm2，每階加載

24 h，總共持續記錄 7 階，圖  4-56。  

此次的試驗結果得知 2 種不同單位重的試體經多階加載後，其孔

隙比會趨於相等。但正常壓密曲線不會出現有孔隙上升的可能性，

可能為此試驗所用的土壤為膨潤土，會產生回脹的現象，且回脹

與壓密的現象同時發生，此問題須有待釐清。如圖  4-57 所示，

亦可發現當加壓至第 3 階，應力為 16.3 kg/cm2 時，其回脹現象

逐漸消失，並開始進行壓縮狀態。  

(3) 廢棄物罐沉陷推估：  

本 次 研 究 利 用 單 向 度 壓 密 試 驗 的 初 步 結 果 ， 以 土 壤 力 學 之

Cassagrande 法推估膨潤土的壓縮性質，如圖  4-58 與圖  4-59，

初步能評估其壓密係數 (Cv)，如表  4-18 所示，並取得緩衝材料

高圍壓環境下的相關參數資料，藉以更準確評估沉陷量隨時間的

變化。其餘壓縮參數仍有待釐清，因膨潤土屬於易回脹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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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壓密實驗時，初期壓密與回脹現象同時發生，需進行長時

間觀測才能較準確推估其壓縮情形及參數；目前研究數據僅供參

考之用，本研究仍持續進行長時間壓密試驗，以提供後續提升研

究成果之用。  

 

4.4.4. 緩衝材料振動反應測試 

緩衝材料之功用為保護廢棄物罐及阻滯放射性物質擴散至生物

圈，因此，希望透過離心模型試驗瞭解廢棄物罐及緩衝材料之受震反

應，以提供未來針對地震安全評估之參考。本研究假設用過核子燃料

處置於地底下一定深度的完整花崗岩岩盤中，處置孔視為一不產生變

形並維持外壁完整無破裂的空間。為了減輕試體重量，代表花崗岩體

的邊界則採鋁合金材料代替。進行離心模型試驗前，先以直接剪力試

驗測試花崗岩與緩衝材料間、鋁合金與緩衝材料間的摩擦性質，以決

定鋁合金材料接觸表面是否需做粗糙處理，以模擬實際花崗岩與緩衝

材料間的摩擦性質。  

試驗以 1/10 的縮尺比例設計縮尺模型，透過地工離心機提供 10

倍地球重力場的人造環境，模擬廢棄物罐與緩衝材料於處置孔中的受

震行為。試驗過程中輸入等振幅之類正弦波模擬輸入地震，監測廢棄

物罐頂部與底部的加速度反應，作用在罐身的總壓力分布與緩衝材料

的孔隙水壓變化，希望藉由試驗所得到的資訊，瞭解有無地下水、與

地下水溫度對廢棄物罐受震與沉陷行為的影響，並觀察膨潤土因振動

引致導水裂隙的發展情況。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1) 加速度放大倍率：  

各試驗廢棄物罐底部相較基盤之放大倍率彙整如圖  4-60，在 D-

N 試驗 (字母 D 代表緩衝材料於最佳含水量 17%、字母 W 代表於

近飽和含水量，連字號後之字母 N 代表無地下水入侵、字母 W

代表地下水入侵並標記水溫 )中有比較大之放大倍率，而在其他

試驗中均集中分布於 1 倍附近。在 D-N 試驗中可視廢棄物罐自

由站立狀態，因此，在振動時產生較大之加速度，D-N-MX-80 也

應有相同狀態，但因廢棄物罐已經接觸緩衝材料造成支撐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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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廢棄物罐加速度放大情況較小。在有水入侵的狀況下，廢棄

物罐整體被回脹膨潤土所包覆，緊密的包覆下廢棄物罐與整體系

統之振動反應一致，廢棄物罐底部位置於基盤上方 5 cm 處，因

此，加速度放大倍率接近 1 倍。  

各試驗廢棄物罐頂部加速度相較基盤之放大倍率彙整如圖  4-61，

可以發現在無地下水入侵試驗 D-N 和 D-N-MX-80 中放大倍率較

大，介於 2.09 倍至 12.59 倍之間。在有地下水入侵試驗  D-W24、

D-W42、W-W23 及 W-W43 中，廢棄物罐頂部之加速度放大倍率

介於 1.55 倍至 4.05 倍之間。由於膨潤土回脹後將廢棄物罐與緩

衝材料之間隙補滿、並對廢棄物罐形成束制，使廢棄物罐頂部加

速放大情況減緩。  

各試驗箱頂部加速度放大倍率，幾乎所有試驗箱頂部放大倍率均

介於 1.82 倍至 4.24 倍之間，且皆呈現隨基盤加速度增加而放大

倍率降低之現象。  

綜合比較下，於處置初期狀態下無地下水入侵之試驗 (D-N、D-N-

MX-80)，可以發現廢棄物罐頂端加速度反應會大於試驗箱頂端之

加速度反應，顯示在廢棄物罐頂端有更劇烈的震動現象。而在有

地下水入侵之試驗 (D-W24、D-W42、W-W23、W-W43)，試驗箱

頂端之加速度反應最大，廢棄物罐頂端次之，廢棄物罐底端更小，

基盤加速度反應最小，與剛體底部固定下受振反應行為類似。  

(2) 接觸壓力：  

各試驗沿廢棄物罐身量測到之最大振動接觸壓力，於振動時，廢

棄物罐會與周圍包覆的緩衝材料接觸。為得知振動時作用於廢棄

物罐上之接觸壓力，於廢棄物罐上安裝總壓力計量測接觸壓力。

在剛處置初期無地下水入侵狀態 D-N 試驗中發現，廢棄物上方有

接觸壓力的反應而在下方並沒有，但 D-N-MX-80 試驗最大之接

觸壓力則位於廢棄物罐中間位置。推斷造成此現象原因，為試體

組裝時，廢棄物罐的位置並沒有位於中心位置，造成廢棄物罐在

中間位置接觸緩衝材料。此也可能為造成 D-N-MX-80 試驗加速

度反應較小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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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試驗結果比較下可以發現，由振動造成的接觸壓力於剛處置完

成情況時最大，長期處置下緩衝材料為飽和狀況下次之，而在剛

處置完成就有地下水入侵狀況下最小。由於地下水入侵後，廢棄

物罐周圍之緩衝材料吸水回脹，將廢棄物罐與緩衝材料間之間隙

填滿並且造成束制的功能，此一現象，導致了廢棄罐接觸壓力降

低。在試驗後量取緩衝材料的含水量，處置初期有地下水入侵後

沿罐身之含水量為 30%；然而在長期處置緩衝材料飽和狀態下，

地下水入侵後沿罐身之含水量增為 44%。因緩衝材料吸水後會產

生軟化現象，推斷此原因讓廢棄物罐在振動時有比較大的振動擠

壓，造成較大之接觸壓力反應。比較地下水溫度不同之下之接觸

壓力，差異不明顯，推斷溫度對振動狀態下之接觸壓力並無影響。 

(3) 總壓力與加速度：  

各試驗沿廢棄物罐身量測到之最大振動孔隙水壓力如圖  4-62。

可以觀察到振動造成之孔隙水壓力隨著基盤加速度增加而增加；

推測為地下水進入後膨潤土回脹，而填滿廢棄物罐與緩衝材料間

隙，同時也將孔隙水壓計完全包覆，然而膨潤土的液性限度為

95%且於試驗後所採取之含水量最高僅達 44%，代表間隙間的水

分會持續被膨潤土所吸收，故無使孔隙水壓力激發之情事發生；

推估可能為膨潤土吸收回脹時，由於滲透係數低而無法快速將水

分完全吸收，而仍保留部分的水在於間隙中。而此部分的水由於

振動而形成振動水壓，因而對試驗條件無直接影響；抑或由於水

份已經被完全吸收，而使孔隙水壓計內殘存之孔隙水因振動所造

成之反應。  

 

4.4.5. 回填材料抗液化設計研究 

目前對於用過核子燃料的處置方法採深層處置最為普遍，封存用

過核子燃料。用過核子燃料於地下深層處置中，常利用緩衝材料阻隔

放射性核種外移，膨潤土具有特殊吸水性、高膨脹及低滲透性等特性，

適合當作緩衝材料及回填材料。回填隧道的材料，多使用膨潤土與現

地開挖之岩屑或礫石混合後回填，回填材料的功能為避免處置隧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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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地下水通道。若地下水入侵回填隧道，可能造成回填材料沖蝕後統

體單位重降低，若地震或振動傳遞至該區域，可能會導致液化或變形

破壞。  

本研究對含有不同膨潤土與礫石混和比例之回填材料，進行不排

水之動力三軸試驗，以不同軸差應力振幅進行動態試驗，探討不同反

覆剪應力作用下，回填材料之膨潤土含量對動態強度之變化趨勢。試

驗結果顯示，在 240 次反覆負載情況下，試體之超額孔隙水壓激發量

皆不明顯，甚至無激發孔隙水壓，激發量皆未到達試體所受的有效圍

壓，無初始液化現象發生。但是從變形量的角度來看，對於飽和單位

重越小、膨潤土含量越少之回填材料試體，隨著動態加載作用，所造

成的軸向變形量會增加，統體單位重若降低至 16 kN/m3，雖然不會

達到初始液化狀態，但反覆負載後累積殘餘應變會達 5%，引致過大

變形量，因此回填材料設計時，需考量回填材料配比與統體單位重之

要求。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1) 動態三軸試驗結果：  

將動態試驗之結果整理成軸向應變與反覆作用週數之關係曲線，

本研究定義於動態負載作用下雙軸向應變達 5%時定義為試體破

壞。飽和單位重為 20 kN/m3，膨潤土比例為 40%之回填材料試

體，於 0.1 MPa 及 0.3 MPa 有效圍壓下，在不同之反覆應力的作

用，僅有微小雙軸向應變，隨著所施加的反覆應力比增加，雙軸

向應變及累積的殘餘應變有增加的趨勢，但累積之殘餘應變皆未

超過 0.5%，試體未達破壞。當膨潤土比例為 60%時，於 0.1 MPa

及 0.3 MPa 有效圍壓下，在不同之反覆應力的作用下，其軸向應

變亦無明顯的變化，雙軸向應變之值皆未超過 0.2%，試體未達

破壞狀態。膨潤土含量為 100%之試體於不同圍壓下，隨著動態

加載，其雙軸向應變無明顯的變化，雙軸向應變量未超過 0.2 %。  

由圖  4-63 及圖  4-64，飽和單位重 20 kN/m3 下，不同礫石與膨

潤土比例之回填材料，於 0.1 MPa 及 0.3 MPa 有效圍壓下，隨著

動態加載軸向應變的變化並不顯著，但隨著膨潤土的含量增加，

在動態加載的作用下，造成的軸向應變量較小，亦可看出當膨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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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含量為 40%之試體，施加的反覆應力比越大造成之變形也越大，

但膨潤土含量為 100%及 60%之試體，施加之反覆應力比之大小，

對應變量的影響不大。由上述，在相同之統體單位重下，膨潤土

含量較多的試體，使得膨潤土顆粒間產生較強之膠結性，結構較

緊密，供試體產生較大之剪力強度以利抵抗外力使其不易變形。  

(2) 超額孔隙水壓之激發：  

土壤受反覆作用力下，會激發超額孔隙水壓，使得土壤有效應力

降低，土壤顆粒間的有效應力下降為零，土壤失去剪應力強度，

導致液化破壞產生。飽和單位重為 20 kN/m3，膨潤土比例為 40%

之回填材料試體，於有效圍壓 0.1 MPa，在不同之反覆應力的加

載下，隨著作用週數的增加，孔隙水壓的激發緩慢，累積量未超

過 0.03 MPa；於有效為壓 0.3 MPa 下，累積的孔隙水壓會隨著所

施加的反覆應力增加而增加，但累積量亦不大，未超過 0.06 MPa。

膨潤土比例為 60%之回填材料試體，於不同圍壓下，在不同之反

覆應力的作用下，孔隙水壓的激發並不明顯，累積量皆未超過

0.01 MPa，幾乎無激發孔隙水壓。膨潤土含量為 100%之試體，

於不同有效圍壓下，在不同之反覆應力的加載下，隨著反覆負載

作用，孔隙水壓增量亦不明顯，因此藉由孔隙水壓比判斷，本研

究之試驗皆不產生液化現象。   

當總累積超額孔隙水壓到達有效圍壓時，此狀態稱為初始液化，

各試驗之孔隙水壓增量不明顯，累積量皆未達試驗時的有效圍壓，

均無液化現象發生。因膨潤土顆粒細微，具有膠結性、滲透性極

低，在顆粒之結構緊密的狀態下，在反覆負載作用下，孔隙水不

易被激發，有良好的抑制液化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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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回填材料之功能需求、設計參數及設計前提 

功能需求 設計參數 長期安全之設計前提 

限制地下水流(以平流的

方式)流進處置隧道中 

膨潤土材料組成： 蒙脫

石含量 

安裝後密度控制： 膨潤

土塊體及填充料之乾密

度與含水量控制、處置

隧道塊體與填充料之填

充量 

 
回填材料飽和後之回脹

壓力及水力傳導係數 

水力傳導係數需小於

10−10 m/s 
回脹壓力需大於 0.1 

MPa 

抑制緩衝材料回脹上舉

之壓力 

膨潤土材料組成： 蒙脫

石含量 

安裝後密度控制： 膨潤

土塊體及填充料之乾密

度與含水量控制、處置

隧道塊體與填充料之填

充量 

 
回填材料飽和過程中及

飽和後之夯實度(緊密

度) 

膨潤土填充料及回填材

料的乾密度在一開始乾

燥狀態至完全飽和後，

必須確保回填材料皆能

使緩衝材料維持原本的

設計密度條件內。 

回填材料可使緩衝材料

維持回脹壓力平均需大

於 2 MPa 

對其他工程障壁無有害

影響 

膨潤土原料組成-有害物

含量限制 

 
探討材料組成對緩衝材

料及廢棄物罐可能造成

的化學影響。 

- 

在處置設施環境中保持

長期的耐久性與保持原

本的設計功能 

膨潤土材料組成：蒙脫

石含量 

安裝後密度控制：膨潤

土塊體及隧道底床之乾

密度與含水量控制、處

置隧道塊體、填充料與

隧道底床之填充量 

 
處置設施環境對回填材

料水力傳導係數與回脹

壓力之長期影響，仍需

保有原本的設計限值 

- 

資料來源：SKB(2010g, p26); POSIVA and SKB(2017, p68-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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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回填材料規格 

項目 規格說明 參考來源 

材料 純膨潤土 瑞典 SKB TR-10-16 報

告(SKB, 2010 g, p35) 

蒙脫石含量 [%] >50  瑞典 SKB TR-10-16 報

告(SKB, 2010 g, p33) 

回脹壓力 [MPa] 
> 0.1  

瑞典 SKB TR-10-16 報

告(SKB, 2010 g, p26) 

乾密度 [kg/m3] 
> 1,450 

瑞典 SKB TR-10-16 報

告(SKB, 2010 g, p41) 

初始含水量 [%] 視夯實條件而定 - 

飽和水力傳導係數 [m/sec] 
< 1.0 x 10-10 

瑞典 SKB TR-10-16 報

告(SKB, 2010 g p26) 

容許溫度 [oC] 
> -2 

瑞典 SKB TR-10-47 報

告(SKB, 2010h, p26) 

施工要求 填充處置隧道，不易夯實或填充之

部位，需以膨潤土或再製之夯實膨

潤土顆粒填充 

SNFD2009(台電公

司，2010，c3p29) 

 

表 4-16：單位重 18 kN/m3 之力學參數 

註：σ3為圍壓，c 為凝聚力，ϕ 為摩擦角，cu為不排水剪力強度。 

 

表 4-17：單位重 20 kN/m3 之力學參數 

註：σ3為圍壓，c 為凝聚力，ϕ 為摩擦角，cu為不排水剪力強度。 

  

-  D18W17 D18WH 

σ3=0 MPa 至 10 MPa 
c=1.1 MPa 
ϕ=19.7° 

cu=0.41 MPa 

σ3=10 MPa 至 20 MPa 
c=3.8 MPa 

ϕ=9° 
cu=0.41 MPa 

σ3=20 MPa 至 30 MPa 
c=5.0 MPa 
ϕ=6.4° 

cu=0.41 MPa 

- D20WH D20WH 

σ3=0 MPa 至 10MPa 
c=2.3 MPa 
ϕ=18.1° 

cu=1.9 MPa 

σ3=10 MPa 至 20 MPa 
c=5.4 MPa 
ϕ=7.7° 

cu=1.9 MPa 

σ3=20 MPa 至 30 MPa 
c=7.9 MPa 
ϕ=2.7° 

cu=1.9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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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壓密係數之初步評估 

試體條件 
Casagrande 

求取 cv 方程式 
t50 

(min) 
Hdr 

(cm) 
cv 

(cm2/min) 

D18 Tv = 0.197

=
cv × t50

Hdr
2  

1,128 1 0.000105 

D20 862 1 0.0000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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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MX-80 膨潤土塊體乾密度與熱傳導係數之關係 

 

 

 

圖 4-45：SPV-200 膨潤土塊體密度與熱傳導係數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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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6：GMZ 膨潤土塊體密度與熱傳導係數之關係 

 

  

 

圖 4-47：回脹及水力傳導試驗裝置與恆壓供水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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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8：不同乾密度膨潤土回脹壓力 

 

 

 

 

圖 4-49：乾密度與水力傳導係數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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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0：MX-80 型膨潤土於純水及模擬地下水質條件下不同乾密度之回脹壓力 

 

 

 

圖 4-51：MX-80 型膨潤土於純水及模擬地下水質條件下不同乾密度之水力傳導

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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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2：單位重 18 kN/m3，含水量 17%之莫爾圓 

 

 

 

圖 4-53：單位重 18 kN/m3，近飽和含水量之莫爾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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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4：單位重 20 kN/m3，含水量 17%之莫爾圓 

 

 

 

圖 4-55：單位重 20 kN/m3，近飽和含水量之莫爾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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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6：逐階加載與時間關係圖 

 

 

 

圖 4-57：孔隙比與時間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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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8：利用土壤力學之方法推估 D18WH 壓密係數 

 

 

 

圖 4-59：利用土壤力學之方法推估 D20WH 壓密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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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0：各試驗廢棄物罐底部加速度放大倍率 
註：字母 D 代表緩衝材料於最佳含水量 17%、字母 W 代表於近飽和含水量，連字號後之字母

N 代表無地下水入侵、連字號 W 代表地下水入侵並標記水溫 

 

 

 

圖 4-61：各試驗廢棄物罐頂部加速度放大倍率 
註：字母 D 代表緩衝材料於最佳含水量 17%、字母 W 代表於近飽和含水量，連字號後之字母

N 代表無地下水入侵、連字號 W 代表地下水入侵並標記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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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2：各試驗最大振動孔隙水壓力 
註：字母 D 代表緩衝材料於最佳含水量 17%、字母 W 代表於近飽和含水量，連字號後之字母

N 代表無地下水入侵、連字號 W 代表地下水入侵並標記水溫 

 

 

 

圖 4-63：回填材料試體之膨潤土含量對軸向應變之影響(σ3′=0.1 MPa) 
 
中英文對照：Buffer content(膨潤土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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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4：回填材料試體之膨潤土含量對軸向應變之影響(σ3′=0.3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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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處置設施設計/建造/運轉/封閉/管理技術研發 

4.5.1. 處置隧道支撐技術發展研究 

4.5.1.1. 隧道支撐系統材料規格研究 

本研究目的為： (1)以低鹼混凝土作為處置隧道支撐材料之主要

探討對象，針對國內外相關隧道支撐文獻進行彙整研究，並參考相關

文獻設計出本土化低鹼混凝土配比及其基本性能測試。 (2)針對高放

處置之隧道支撐系統材料規格進行一系列的文獻探討，試驗規劃主要

參考瑞典 SKB 研究報告與地下試驗室相關驗證試驗報告之做法，設

計本土化低鹼混凝土配比，作為處置隧道支撐材料與處置設施施工、

封閉時之用；透過本研究之初步成果，可供作為後續將低鹼混凝土技

術應用於本土處置隧道工程可行性之參考依據。本土化之低鹼砂漿或

混凝土須達到 pH 值<11、水力傳導係數<10−8 m/s 與抗壓強度>280 

kg/cm2。依照 ACI 211.1 規範 (Dixon et  al. ,  2002, ch6)低鹼砂漿與低鹼

混凝土配比設計進行，選用的水膠比為 0.5 與 0.6，數值落於瑞典 SKB

的 B300 的 0.55 上下。於研究之初，依照混凝土及砂漿 2 個系列，設

計出各 10 種配比首先進行抗壓試驗、pH 值試驗之試體製作，試體編

號及取代比例如表  4-19(砂漿 )及表  4-20(混凝土 )；為了同時達到此

項設定之條件，採用 0.5 水膠比之混凝土與 0.6 水膠比之砂漿進行前

導試驗之研究。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1) 混凝土矽灰添加組比較如圖  4-65 所示，在 91 天的抗壓強度 C1、

C2 達到 600  kg/cm2以上。砂漿矽灰組的抗壓強度比較如圖  4-66

所示，M1、M2 配比與混凝土之 C1、 C2 配比相同，強度增加率

也達到 30%以上，來到 600 kg/cm2強度範圍。在試驗結果方面，

如混凝土抗壓試驗飛灰組及砂漿抗壓試驗飛灰組，在 C4 與 C5 之

飛灰取代配比下，於 91 天才超越 OPC 組，顯示飛灰水化反應較

為緩慢。在爐石取代方面，如混凝土抗壓試驗爐石組及砂漿抗壓

試驗爐石組，在 7 天早期強度比高摻量飛灰組的配比稍佳，但比

純矽灰取代組之配比低，在 91 天齡期也持續在飛灰與矽灰組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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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酸鹼試驗根據混凝土 91 天 pH 值柱狀比較圖 (如圖  4-67)及砂漿

91 天 pH 值柱狀比較圖 (如圖  4-68)之試驗成果顯示，添加爐石

未能有效降低 pH 值，因此不建議列入後續報告之配比研究，其

餘組別之 pH 值皆可達小於 11 之要求。在添加矽灰進行取代的

結果中，C1、C2、C6 及 M1、M2、M6 矽灰的取代比例依序為

40%、50%、60%，pH 值也隨添加量增加而顯著降低，其值下降

幅度隨添加量的降低在 7 天齡期降幅尤其顯著， 91 天齡期的降

幅則趨於穩定，相對於 56 天齡期只有 1%左右的降幅。  

(3) 混凝土的 28 天透水值與砂漿 28 天透水值均落於 10−9 m/s 區間，

在 91 天後皆趨近 10−10 m/s。  

 

4.5.1.2. 低鹼混凝土用於處置隧道工程材料之特性評估 

本案研究目的為 (1)試驗規劃，主要參考瑞典 SKB 示範案例與地

下試驗室相關驗證試驗之做法，設計適用於臺灣本土化之低鹼砂漿與

低鹼混凝土 (可稱為低鹼水泥基質複合材料 )材料配比，其未來可供深

層地質處置隧道施工時可用之工程材料。 (2)延續抗壓試驗、透水試

驗、酸鹼試驗結果，更進一步進行力學試驗包含抗壓強度、抗拉強度、

抗彎強度與直接拉力強度；滲透試驗包含快速氯離子滲透試驗、加速

氯離子滲透試驗及圍塘試驗；體積穩定性則含砂漿棒乾縮試驗、混凝

土矩形塊乾縮試驗與環狀乾縮試驗，試驗結果可供後續低鹼混凝土技

術應用於臺灣深層地質處置隧道施工可行性之參考依據。採 ACI 

211.1 規範 (Dixon et  al. ,  2002, ch6)進行配比設計，依據「隧道支撐系

統材料規格研究」成果中所建議之配比，進行 28 天抗壓強度、酸鹼

值與水力傳導係數 (即滲透係數 )篩選之配比，其篩選條件為 28 天抗

壓強度> 280 kgf/cm2、酸鹼值≤ 11及水力傳導係數< 10−8 m/s。砂漿與

所使用之卜作嵐材料比例如表  4-21 所示；混凝土與所使用之卜作嵐

材料比例如表  4-22 所示。針對力學性質與體積穩定性 2 個方向進行

試驗，每個配比在各齡期採用 3 個試體進行試驗。試驗項目、試驗尺

寸、參考規範歸納如表  4-23 所示。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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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砂漿抗壓強度結果，取代水泥 20%之矽灰和 40%之飛灰的試體

(M24)其早期強度相較其他 2 個配比較低，但到後期強度有明顯

提升的趨勢。  

(2) 抗拉強度結果，取代水泥 20%之矽灰和 40%之飛灰的試體 (M24)

其早期強度比未添加卜作嵐材料的試體明顯減少許多，但隨著齡

期增加，強度也增加許多。  

(3) 砂漿抗彎試驗可觀察出取代水泥 20%之矽灰和 40%之飛灰的試

體 (M24)其早期強度比未添加卜作嵐材料的試體低約 2.8 MPa。  

(4) 當直接拉力之試體添加矽灰時，取代水泥 20%之矽灰和 40%之

飛灰的試體 (C24)其強度比未添加卜作嵐材料的試體明顯減少許

多。  

(5) 直接剪力強度試驗結果中發現養護齡期 7 天時，試體 M 的剪力

強度最大。  

(6) 圖  4-69 可發現當水泥砂漿乾縮之試體添加矽灰時，取代水泥

20%之矽灰和 40%之飛灰的試體 (M24)其乾縮量比未添加卜作

嵐材料的試體要來的少，取代水泥 40%之矽灰的試體 (M40)乾縮

量則較為明顯。  

(7) 環狀乾縮試驗，對照組 M 之開裂時間為 4 天，斜率為 -0.00481，

如圖  4-70 所示。  

(8) 快速氯離子滲透試驗，由低鹼砂漿對於對照組 M 在齡期 28 天、

56 天、91 天與 180 天皆未於 6 h 內完整做完試驗，故圖  4-71

以 N/A 表示。而實驗組 M40 與 M24 於 6 h 完成試驗，試驗結果

皆為 1,000 C 以下。  

(9) 在砂漿對照組 M 之氯離子非穩態遷移係數在各個齡期明顯較高，

而實驗組 M40 與 M24 可以發現，氯離子非穩態遷移係數在 28

天齡期已經非常低，M40 與 M24 約為 M 之 4.45%與 4.60%。  

(10) 氯離子擴散係數其趨勢同氯離子滲透深度之結果，由係數觀看

對照組 M 之滲透係數為 4.43 × 10−12 m2/s，實驗組 M40 之滲透係

數 0.08 × 10−12 m2/s為對照組 M 之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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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3. 隧道斷面穩定分析 

本研究係針對離島結晶岩測試區的處置隧道及相連接主隧道，進

行正常運轉時期穩定性，以及受震穩定性之評估。採二維隧道斷面穩

定分析以二維有限元素軟體 Geostudio 進行，三維處置隧道與主隧道

交叉斷面分析則，採用限元素軟體 PLAXIS 3D。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

說明：  

二維有限元素軟體 Geostudio 之分析結果，依現地調查資料考量

不同現地應力條件下，開挖後之最小安全係數為 2.16(於 K 0 x , m a x=1.27)

至 2.27(於案例 K0 , m i n=0.82)，如圖  4-72 軸差應力於頂拱周圍有較大

的應力集中，而實務上之隧道開挖經驗，皆會盡可能讓隧道的軸向與

最大水平主應力同向，也就是隧道斷面之水平應力為最低，而於分析

案例亦顯示此狀況之安全係數最高，此分析結果與一般隧道開挖穩定

性分析結果相近。  

考量交叉斷面之影響，由於交叉斷面之處置隧道與主隧道目前考

量正交，於正交之條件下不同的現地應力條件將對於應力分布有所影

響，故採用三維有限元素軟體 PLAXIS 3D 之分析結果顯示，依現地調

查資料考量不同現地應力，條件包含：案例 1：K0=1.07(x、y 等向性 )；

案例 2：K0 x , m i n=0.82、K0 y , m a x=1.27；以及案例 3：K0 x , m a x=1.27 與

K0 y , m i n=0.82；3 種現地應力條件下之開挖分析，處置隧道斷面 (x-z 平

面 )之最小安全係數為 1.65 至 1.66，由圖  4-73(a)K0=1.07(x、y 等向

性 )的軸差應力分布圖顯示處置隧道隧道底部邊緣處及側拱部分有較

明顯的應力集中現象，不同初始現地應力狀態影響不明顯。而處置隧

道與主隧道接合斷面 (x-z 平面 )開挖後之最小的安全係數為 1.56 至

1.65，圖  4-73(b)K 0=1.07(x、 y 等向性 )的軸差應力分布圖顯示隧道

底部邊緣處有較明顯的應力集中現象，主隧道斷面 (y-z 平面 )則為

1.48 至 2.15，圖  4-73(c)K0=1.07(x、y 等向性 )的軸差應力分布圖顯

示隧道底部邊緣處有較明顯的應力集中現象；由於 2 斷面位態相差

90，故於案例 2 及案例 3 的初始應力情況下，安全係數變化趨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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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尤其以主隧道因開挖斷面較大受到之影響較大，故安全係數有較

大的變化。  

受震時處置隧道斷面於 3 種初始應力條件下之安全係數為 1.03

至 1.08，最小安全係數之降幅約 35%至 60%左右。處置隧道與主隧

道接合斷面及主隧道斷面之最小安全係數，則皆為 1.15 至 1.16，最

小安全係數之降幅約 25%至 45%左右，由圖  4-74K0=1.07(x、y 等向

性 )受震後的軸差應力分布圖，可看出各隧道間之軸差應力皆明顯上

升，其中處置隧道及處置隧道與主隧道接合斷面受到地震的左右方向

影響，呈現不對稱的應力集中分布，而主隧道由於與受震方向垂直故

沒有呈現不對稱的分布，但圍岩同樣因為地震之影響有提高軸差應力

值，顯示受震時因地震力之影響將造成各斷面安全係數皆有明顯的降

幅。而處置隧道之降幅受到地震輸入方向與處置隧道走向垂直之影響，

對於應力變化及安全性較為明顯。  

 

4.5.2. 建造運轉封閉作業技術研究 

4.5.2.1. 最終處置廢棄物罐再取出技術探討 

根據「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第十一

條：高放處置設施之設計，應確保高放射性廢棄物放置後五十年內可

安全取出。依據此條法規進行廢棄物罐再取出技術探討。本研究蒐集

國際資料與案例，探討再取出的政策緣由及國際發展現況，並針對我

國現階段處置概念，規劃將再取出之流程、機具，以及討論施工注意

事項，建立現階段廢棄物罐再取出的作業模式。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

說明：  

(1) 廢棄物罐再取出之可行性探討：  

我國現階段採用瑞典 KBS-3 處置概念作為系統發展對象，而上述

的國際案例研究中，瑞典已在 2006 年完成廢棄物罐再取出之試

驗，因此，可以確認瑞典的 KBS-3 處置概念，具有再取出能力，

主要是因為該國母岩為花崗岩，屬堅硬岩盤、具良好自持能力，

即使回填後，再取出時開挖仍有一定安全性，並已有再取出作業

方式的成功展示；另外，KBS-3 採用的無氧銅廢棄物罐，在深層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230030003400-1020118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230030003400-1020118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230030003400-1020118&ShowType=Ref&FLNO=11000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230030003400-1020118&ShowType=Ref&FLNO=11000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230030003400-1020118&ShowType=Ref&FLNO=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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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的還原環境，不易發生廢棄物罐全面腐蝕、而僅剩下用過核

子燃料的情況，有利於再取出作業，因此，我國的高放處置系統，

具有廢棄物罐再取出的可行性。  

(2) 方案說明：  

我國現階段段再取出方案，包括「封閉前再取出」與「封閉後再

取出」，共計 8 方案，如表  4-24 所示。最佳方案的選擇，需考

慮設施拆除、維護、隧道再開挖等費用，但由於設施的開挖、運

轉及維護費用，與場址選擇有關，目前尚無法估計，後續在初步

設計階段，將持續進行成本效益分析，提出最佳方案之建議。  

(3) 廢棄物罐再取出作業流程：  

(a) 連接通道與主隧道開挖作業。  

(b) 處置隧道封塞移除作業。  

(c) 回填材料移除作業。  

(d) 緩衝材料移除作業。  

(e) 廢棄物罐吊掛取出作業。  

(f) 廢棄物罐開罐作業。  

(4) 現階段最終處置再取出設施規劃：  

(a) 既有設施運用。  

(b) 再取出之新增設施規劃。  

(5) 再取出機具設備規劃：  

(a) 開挖機具設備。  

(b) 廢棄物罐取出機具設備。  

(c) 廢棄物罐運輸機具設備。  

(6) 再取出施工準備規劃：  

(a) 處置設施內部資訊留存及管理。  

(b) 地表設施維護與周邊管制。  

(c) 地下設施維護與監測。  

(d) 機具設備維護。  

(e) 再取出作業空間設計。  

(f) 再取出作業輻射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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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地表廢棄物罐暫時貯存場。  

 

4.5.2.2. 最終處置場建造/運轉/封閉等技術關鍵機具設備需求 

本研究參考國際間處置場技術發展，彙整建造、運轉、封閉階段

之相關技術與施工要求，進行建造、運轉、封閉等作業技術與所需機

具之研究。並就國內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之發展進行更新，以

供我國未來處置場設計建造之參考。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一般而言，各國的最終處置規劃流程皆為在處置場選址階段結束

及取得建造執照後，即依序進入建造、運轉及封閉階段等。處置場建

造階段使用之地下開挖工法與機具設備，於隧道工程上會因應地質環

境與施工方法，而採取合適之機具設備，亦需考慮到安全性與經濟性，

以及盡可能降低因開挖對圍岩造成之擾動現象。一般岩石隧道開挖方

式有鑽炸及機械開挖等 2 類，鑽炸工法係以鑽孔配合開炸挖掘前進，

其鑽孔作業係以壓縮空氣或油壓傳動之鑽堡進行鑽孔並填裝炸藥後，

採用平滑爆破方式進行開炸，以避免超挖現象；為防止隧道於開挖後

因應力集中而變形，必須同步進行支撐設計。另鑽炸工法於岩石鑽孔

階段及打設岩栓階段時，主要之施工機具分別為鑽堡機及岩栓鑽機等。 

機械開挖則依挖掘機具形式的不同，分為旋臂式鑽掘機及全斷面

隧道鑽掘機 (Tunnel Boring Machine ,  TBM)等開挖機具；其中使用旋

臂式鑽掘機時多採用新奧工法的支撐觀念，而使用 TBM 在軟弱地盤

中時，支撐方式均使用環片支撐。因此，欲進行施工前，應妥善規劃

考量面臨之地質狀況、岩石條件等諸多因素，以選擇合適之機具。  

除了上述較常見之方法外，如瑞典使用線切工法於 Ä spö 地下實

驗室中開挖隧道，為最新發展之施工方式，其優點在於對隧道周圍岩

體擾動相對較小，例如震動小、作業安靜，而且切削後的表面光滑，

因此，瑞典 SKB 將線切工法考量作為建造開挖隧道之選擇項目。  

據評析國內外隧道斷面開挖工法與機具內容分類為線切工法、鑽

炸施工法、旋臂式鑽掘機施工及全斷面隧道鑽掘機施工，各項工法皆

有其優缺點，經綜合整理比較如表  4-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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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階段將用過核子燃料自核能電廠移出，運輸至最終處置設施

進行廢棄物罐封裝，緩衝材料塊體製作，而後將廢棄物罐與緩衝材料

塊體置放於處置孔中。運輸過程需搭配運送護箱、海運過程之運輸船

及陸運過程之運輸車等方式，將用過核子燃料運送至封裝廠或最終處

置場。瑞典 SKB 採用之坡道運送車將裝有用過核子燃料之廢棄物罐

由地表運送至地下 500 m 之地底，於地下 500 m 後再經由垂直處置

式之處置車，接續後續處置作業。運轉階段中將廢棄物罐與緩衝材料

塊體置放於處置孔中的作業，係透過手動駕駛或遠端遙控的技術來操

作運載車及處置車等機具，分別執行緩衝材料塊體的運送及廢棄物罐

的垂直置放。處置孔放置廢棄物罐後，外圍係以環形緩衝材料環繞，

以達到固定及保護之效果，瑞典 SKB 使用吊車設備進行緩衝材料吊

運。而芬蘭 Posiva 之緩衝材料塊體運輸及安裝機具，係執行緩衝材

料塊體運輸、吊裝、置放於處置孔內之作業，採取全自動作業方式，

並配置有自動雷達定位儀器，可將緩衝材料塊體精確地定位及置放於

處置孔內之位置；而廢棄物罐運送與置放作業採取轉運車的方式，先

將廢棄物罐吊運至轉運車上，到達處置孔定點位置後，將廢棄物罐旋

轉至垂直位置後，透過牽引拖拉機的方式將廢棄物罐置放於處置孔。  

封閉階段係將處置隧道、豎井與斜坡道等設施予以填充回填材料，

並加入封塞，其功能是提供約束及水壓控制，並可維持回填材料的位

置。若隧道回填封閉階段中遇到有高導水性的裂隙面，可藉由灌漿技

術，以高壓將水泥與水之混合物注入於隧道壁上之裂隙面內，藉以填

塞裂隙面內之孔隙中，達到降低裂隙導水的能力，甚至達到完全封阻

之效果。處置隧道或運轉隧道等的封閉措施可藉由半自動模式之機械

手臂機具，由操作人員經控制系統下指令來運行，參考瑞典 SKB 目前

規劃設備，其機械手臂前端為真空工具連接起重機轉移系統，用來移

動、堆疊回填材料塊體。而芬蘭 Posiva 在 ONKALO 設施中發展的隧

道回填裝置機具，包含塊體堆疊機與顆粒回填機等 2 個機具，主要的

回填材料為膨潤土，可製成顆粒狀和塊體狀之形狀，先以塊體堆疊機

將壓製完成之回填材料塊體堆疊於隧道中，堆疊後的回填材料塊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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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壁之間仍存在有空隙，再利用顆粒回填機操作技術將顆粒狀回填

材料填充於空隙內。  

本項工作係透過彙整資訊來研析相關使用機具設備概念與原型，

列出各階段所需技術之關鍵機具需求如表  4-26，期能回饋於國內未

來處置工程於各階段適用機具之評估。  

 

4.5.2.3. 隧道封塞設計 

現階段我國採用 KBS-3 系統做為參考設計，進行本土化技術發展

與工程設計之計畫工作目標，須對各項工程障壁與處置設施進行研究

及本土化條件適用性之驗證。處置隧道封塞為混凝土結構，製造流程

如圖  4-75，須現場製造，不可能採用進口，因此，處置隧道封塞設

計為本土化設計的項目之一，並由研究過程建立後續研究發展方向。

本研究針對 2 種型式 (楔型及圓頂型 )混凝土封塞，考量各種載重組合

下之應力狀態，檢核是否需要配筋，並檢核岩體穩定性。由於岩體裂

隙須採用 3DEC 進行模擬，因此，本研究的分析軟體採用 3DEC。計

算程序是採用 3DEC 進行各載重組合之應力分析，再將計算所得的載

重最大應力值，進行後續混凝土應力檢核計算及配筋，而周圍岩體之

穩定性，則亦須檢核正常運轉期間及地震時期之應力狀態。106 年研

究結果如下說明：  

(1) 裂隙岩體正常運轉期間：  

分別針對 2 種形式封塞及岩體模型邊界，施加現地應力後，並於

封塞內側施加 7 MPa 之壓力後 (回脹壓力 2 MPa 及靜水壓 5 MPa)，

計算周圍岩體之安全係數。由於封塞內外應力狀態不同，故將封

塞內外之岩體分開顯示安全係數分布圖，並將結果彙整如 表  

4-27，結果顯示封塞內側由於受到 7 MPa 之回脹壓力及水壓力之

支撐，對於裂隙岩體之穩定性較佳，分析所得之安全係數最低值

較高，楔型封塞為 1.8683、而圓頂型封塞則為 1.8957；而外側

之封塞則因解壓岩體無回填材料支撐，故安全係數較低，楔型封

塞為 1.7179、而圓頂型封塞則為 1.7559，且較低的安全係數值，

亦皆分布於封塞與岩體接觸面周圍。但綜觀封塞內外側岩體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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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係數皆仍大於 1.0、且有充足餘裕，屬於安全餘裕範圍內，而

圓頂型封塞相較於楔型封塞有較佳的安全性。  

(2) 裂隙岩體地震期間：  

與裂隙岩體正常運轉期穩定分析相同，分別採楔型與圓頂型 2 種

型式之封塞進行分析，並於封塞內側施加 7 MPa 之壓力後 (回脹

壓力 2 MPa 及靜水壓 5 MPa)；進行等值地震力評估，獲得 2 種

型式之封塞地震力分別為 0.9 MPa 及 0.4 MPa，等值地震力施加

於 2 種型式封塞，以模擬處置隧道完成處置後、回填材料達到飽

和的狀態後，並於地震作用下之最大的受力狀態。分析於此狀態

下分析封塞周圍岩體之應力變化，並計算周圍岩體之安全係數。

由於封塞內外應力狀態不同，故將封塞內外之岩體分開顯示安全

係數分布圖，並將結果彙整如表  4-27。  

結果顯示封塞內側同樣受到 7 MPa 之回脹壓力、及水壓力之支

撐，對於裂隙岩體之穩定性較佳，分析所得之安全係數最低值較

高，楔型封塞為 1.8086、而圓頂型封塞則為 1.8950；而外側之

封塞，則因解壓岩體無回填材料支撐故安全係數較低，楔型封塞

為 1.7170、而圓頂型封塞則為 1.7558，且較低的安全係數值，

亦皆分布於封塞與岩體接觸面周圍。但綜觀封塞內外側岩體之安

全係數皆仍大於 1.0、且有充足餘裕，屬於安全餘裕範圍內，且

由於深層地盤之受震反應後所增加之等值地震力僅 0.4 MPa，故

加載地震力後之最小安全係數之變化，也僅相較於正常運轉期間

有非常微幅的下降，而岩圓頂型封塞相較於楔型封塞有較佳的安

全性。  

(3) 鋼筋混凝土配筋與應力檢核：  

對於 2 種型式封塞利用 3DEC 分析軟體，依照我國「混凝土結構

設計規範」，依載重組合要求進行分析，楔型封塞以 3DEC 運跑，

其 極 限 強 度 值 在 載 重 組 合 U=0.9D+1.0E+1.6H=0.9( 靜 載

重 )+(地震力 )+1.6(土壤力 )，分析結果顯示最大之張應力值達

2.1153 MPa；雖未超出封塞所使用之高強度混凝土材料張力強度

2.9 MPa，但相較於圓頂型之最大張力值 1.3988 MPa 高出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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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時機長期處置時之安全性，故建議選用安全餘裕較多的圓頂

型封塞，進行後續檢核及設計，而依載重組合分析結果，獲得封

塞臨界斷面處之剪應力值，以此作為鋼筋混凝土配筋設計參數，

完成剪力鋼筋、錨定等細部設計。  

 

4.5.2.4. 國內低放處置設施及高放處置設施共構之工程技術可行性評估 

為完成「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2014 年修訂版 )所載，

應如期於 106 年底前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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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目標，並擴充 SNFD2017 報告的

技術發展科學基礎，以及充分考慮可能的替代性策略選項。爰依據我

國「放射性廢料管理方針」第 12 條的要求：加強貯存及最終處置方

案之規劃，執行本項可行性評估工作。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在同一場址

進行高與低放射性廢棄物的最終處置，規劃高與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

共構設施，亦即高與低放射性廢棄物共同處置 (co-disposal)的可行性

與潛在影響；並進行工程、技術與經濟性的探討，比較分析共構的優

缺點及配套措施，提供後續國內低放與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計畫未來

發展所需，以及國內政策決策參考。本研究方法如下說明：  

(1) 高與低放射性廢棄物共同處置，並非新的名詞也不是新的概念。

簡單就字面解釋，就是將高與低放射性廢棄物共同處置於同一個

地點。國際上迄今雖仍無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被啟用運轉，

但各國的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計畫，不乏將低放射性廢棄物併同

高放射性廢棄物進行處置的規劃或設計。但在此須特別強調此一

情況的特點： (1)因為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的要求較嚴格，

故僅有將低放射性廢棄物併到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進行處

置的情形，而沒有將高放射性廢棄物置放到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

設施者； (2)國際上併同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的低放射廢棄物，

通常僅考慮含有顯著長半衰期核種者 (某些國家稱之為中放射性

廢棄物 )，而不會將全國所有的低放射性廢棄物，跟高放射性廢

棄物處置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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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務上由於高放射性廢棄物與低放射性廢棄物的特性差異極大，

各國多將 2 者分別考慮，處置於不同的設施；或者僅將少量含有

顯著長半衰期核種的低放射性廢棄物置放到高放射性廢棄物處

置設施，以增加對長半衰期低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置安全性。  

 臺灣地區由於地狹人稠，地質構造活動劇烈，須尋求各種不同的

可能選項，以解決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問題。有沒有可能選定

一處場址，而同時將低放射性廢棄物跟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在同

一場址？如果這樣做在技術面有哪些條件須考慮？此即為本研

究擬探討之課題。  

(2) 基於我國的獨特性考量，本研究所稱之高放射性廢棄物與低放射

性廢棄物處置設施共構 (共同處置 )，係指考慮將全國目前規劃的

低放射性廢棄物 (簡稱低放或以 LLW 表示 )與高放射性廢棄物 (註：

依我國法規定義含用過核子燃料及經再處理後產生的玻璃固化

廢棄物，惟我國目前並無採行再處理措施，在本研究中高放射性

廢棄物一詞即等同於用過核子燃料 )(簡稱高放或以 HLW 表示 )共

同處置於一處場址。在此同一場址內，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

設施與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的位置與設計，可再分成 3 種概

念方案 (如圖  4-76)： (a)方案 A：低放處置設施位於近地表；而

高放處置設施採深層地質處置 (含部分長半衰期低放 )、(b)方案 B：

低放處置設施採中層深度處置；而高放處置設施採深層地質處置、

(c)方案 C：低放處置設施與高放處置設施均採深層地質處置。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這 3 種方案的差別顯然僅在於低放處置設施的處置深度差異，其

概念設想是符合國際實務現況的，亦即高放處置設施均採深層地質處

置；而低放處置設施則視國家處置策略與場址特性做不同處置深度的

考量 (Bergström et al. ,  2011)。本研究根據國際上相關處置計畫的常

見的評估條件，對 3 種概念方案進行探討，並摘要如表  4-28 所示。

簡言之，方案 A 較省時且經濟；方案 C 輻射風險低但費時費工；方案

B 於 2 者之間。基本上，採用何方案的決定因素，在於場址特性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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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接受度，亦即若場址面積狹隘 (如離島或山地 )或地質環境不利 (如

山崩或土石流 )則不適於採用方案 A。又若公眾認為應無條件選用最

安全方案或避免景觀影響，而不考慮經濟因素，則方案 C 則可能成為

優先選項。  

低放與高放處置設施共構概念評估技術要項示意圖，如圖  4-77

所示；低放與高放處置設施共構的 SWOT 分析如表  4-29。  

最後，本研究認為低放與高放處置設施共構的最大優勢在於，能

夠將選址程序畢其功於一役，減少對於社會的紛擾。由於臺灣地區地

狹人稠，藉由一次透明公開的選址程序作業，一次核定處置場址同時

解決低放與高放廢棄物處置問題，此策略選項顯然具有其優勢與誘因。

然而低放與高放處置設施共構亦存在一些缺點，最主要的在技術面將

問題複雜化。因為低放問題相對單純，共構把原本不是技術問題 (但

存在選址問題 )的低放處置跟高放處置放在一起，使得必須考慮 2 者

之間的交互影響，做更多的研究與驗證。  

本研究認為低放與高放處置設施共構的可能概念方案有 3 種選

項，視場址地表可用面積大小，以及公眾對輻射風險與景觀衝擊的接

受度，來決定低放處置設施應採：(1)近地表；(2)中層深度；(3)深層

地質處置的方式。而高放處置設施則是無選擇性的，應採深層地質處

置方式。  

本研究認為是否推動低放與高放處置設施共構，應從國家層面整

體考量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政策。而制約低放與高放處置設施共構成功

與否的關鍵，則在於場址特性與民眾接受度。  

本研究係在相關政策與基礎資訊尚未明朗的情況下，針對低放與

高放處置設施共構學理與概念所做初步可行性評估。研究心得僅供研

發計畫決策規劃之參考，後續仍應持續進行資料 /資訊的蒐整分析，

以逐步釐清相關變因。  

 

4.5.3. 處置設施營運管理技術研究 

針對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營運期間，所需建造與運轉作業

的品質管理活動、與環境管理監測進行研究，參考國際經驗，探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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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管理所需的作為及評估後續工作所需的程序書，期能使各項作業程

序均能在有效之管制下，達成既定之品質目標，並於設計階段依此需

求進行研究發展，以完成最終處置設施品質管理需求評估與環境管理

監測需求與技術評估。  

 

4.5.3.1. 最終處置設施之品質管理需求研究 

品質管理已成為計畫管理不可或缺的一環，其目的在輔佐各功能

角色，如期如質的完成計畫任務，並使所有工作成果具有可追溯性，

本研究期能建立相關品質管理作為、方法之技術資料，使我國處置工

程設計持續精進而能逐漸完善，並有利於後續設施設計、建造與營運

階段，建立相關的手冊與程序文件。本研究進行處置設施運轉流程之

了解，再蒐集國際上對最終處置設施建造與運轉階段品質管理規劃之

案例，並比較現行品質管理系統之差異，最後，則進行建造與運轉期

間擴充方式的探討。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1) 廢棄物罐銅殼製造及銲接作業相關品質管理：  

廢棄物罐銅殼擔負長期抗腐蝕的功能，並且在地震剪力作用時，

能藉由其韌性降低廢棄物罐破損的可能，因此，在品質管理應多

加重視。由於我國目前尚無自製銅殼的能力，各項製程的檢驗程

序，無法自主開發，因此，建議應於後續計畫加強與瑞典、芬蘭

的合作，學習對於銅殼製造的品質管理方式。對於銅罐採用的摩

擦攪拌銲接流程，瑞典已採用自動化的銲接及非破壞檢測作業，

以避免人員的輻射劑量問題，我國目前尚在研究階段，後續應朝

著建立類似的自動化機具研究，使品質的檢驗能夠落實。  

(2) 廢棄物罐運送之品質管理：  

由於瑞典 SKB 是專職於廢棄物貯存與處置的營運單位，對此方

面的管理已有成熟經驗，但我國對此項工作並無經驗，未來應在

核能電廠中期貯存、除役工作上，累積此方面的品質管理經驗，

訓練執行人力，使最終處置在執行時能結合發展經驗。  

(3) 隧道施工之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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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最終處置設計工作最為重要的部分，也是最需要考慮本土化

參數的工作，臺灣雖屬地勢崎嶇多山地帶，然於隧道施工技術仍

有一定程度水準；惟面臨最終處置設施地下設施之開挖深度達

500 m，且須考慮降低開挖擾動的影響。除此，深層開挖尚須注

意劈裂、甚至岩爆問題，尤其若是花崗片麻岩。故後續計畫須朝

此方向，仍需多方研究參考國外地下設施之施工經驗，發展我國

處置隧道施工的品管技術。  

 

4.5.3.2. 最終處置設施環境管理監測需求與技術可行性評估 

本研究初步對各國營運管理相關資訊進行探討，並針對國內環境

監測等進行需求研究，以做為未來國內處置場營運管理技術發展之基

礎。將參考國內外對於處置場環境監測之法規與案例，進行各國高放

最終處置場之環境監測案例研究、概要說明，以及依照作業目的將環

境監測工作區分為輻射防護、環境保護及勞工安全共 3 類，進行我國

處置場環境監測設計需求之探討，作為環境監測本土化發展之基礎。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本項工作亦蒐集國外高放處置計畫對環境監測工作的現況，目前

僅有美國廢棄物隔離先導廠 (Waste Isolations Pilot Plant ,  WIPP)為運

轉中，另外，則是芬蘭與瑞典，分別是獲得建造執照與進行環保法院

審照階段，提供初步的處置設施建造前環境監測案例參考。 WIPP 的

環境監測區分為輻射監測與非輻射監測 2 部分，其輻射監測項目包含

排放氣體監測、空氣微粒取樣、廢水處理設施與 H19 蒸發池監測與

取樣、地表水取樣、廢水排放監測與取樣、生物取樣、土壤取樣、沉

積物取樣、地下水取樣等項目；而非環境輻射監測項目則包含氣象監

測、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氫氣、及甲烷監測、地下水監測、淺層地下

水監測、地表水監測等項目。  

瑞典 SKB 於 2011 年時提出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SKB,  2011b,  

p323)中說明，在環境監測計畫中擬定在封裝廠等設施的建造與運轉

階段，其監測項目則包含冷卻水的流量及溫度、地下水位及導電度、

地下水遷移、噪音、污水中 α 與 γ 輻射及腐蝕化學參數、排氣之 α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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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輻射及 Sr-90 的放射性等外釋項目與環境監測的參數。在最終處置

設施建造及運轉階段時，將執行監測地下水遷移、地下水降低對地下

水位與地表水位的影響、地下水降低對地下水質與地表水質的影響、

噪音、振動、沉陷量等參數。在最終處置設施除役階段時，將視特定

設施的除役方法確定之後，才決定除役階段進行監測的重要參數。芬

蘭 Posiva 現階段在 Olkiluoto 特定型地下實驗室執行 1 個廣泛的監測

程序，分為以下 5 個學科及監測項目，分別為岩石力學之地震、構造

變形與抬升、隧道中的岩石變形、岩石應力變化等；水文與水文地質

之地表水逕流與入滲、地下水位變化、地下水流量與流向等；地球化

學之裂隙或斷層內礦物變化、岩體中氣體的干擾等；異常物之工程材

料、外來物質的影響等；地表環境監測之覆蓋層土壤與植被、動物群

體活動、空氣品質、噪音、水質等 (Posiva,  2012,  p5-p142)。  

我國由於現階段尚處於潛在母岩調查評估階段，難以衡量與場址

因素相關的氣象、人口分布、居住狀況、土地利用、海流狀況、地表

生物活動、鄰近河域或海域生物活動等環境監測相關項目，故僅能綜

合前述環境監測之法規與國內外案例，提出我國現階段最終處置場與

輻射防護、環境保護、勞工安全等相關的環境監測需求，在輻射防護

方面，現階段處置場建造前與運轉階段環境輻射監測項目需求評估，

如表  4-30；在環境保護方面，初步評估處置設施建造前之基線監測

需求如表  4-31；處置設施在連通隧道完成後，部分時間處於新闢處

置隧道施工階段、部分時間則為廢棄物罐處置及處置孔回填的營運階

段，故合併為處置設施建造與營運階段，其工區內環境監測之需求如

表  4-32；在勞工安全方面，最終處置場在建造與運轉期間需進行勞

工作業環境監測的噪音、二氧化碳及粉塵等監測對象與頻率需求彙整

如表  4-33；而參考瑞典 SKB 與芬蘭 Posiva 等 2 個機構分別對於其

Forsmark 與 Olkiluoto 最終處置場預定地，以及 Ä spö 與 ONKALO 地

下實驗室之環境監測的實際經驗，彙整地下處置設施環境監測的需求

項目，如表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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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最終處置計畫成本估算 

對國內外處置成本相關資訊進行蒐集，以做為未來效益評析、財

務措施規劃管理及發展策略制定的基礎參考資訊，以及依照所蒐集之

資訊發展最終處置初步成本推估架構，以供系統性的成本估算、情境

調整、細部資訊更新及後續發展時使用。本研究針對各階段所需執行

之工作與時程部份，將依照既有 5 階段工作時程目標，參考國外過往

執行與規劃案例資訊，進行所需執行之工作與時程之初步規劃，並就

國內技術能力與機具材料供應狀況探討分析，以估算各階段成本並貼

近我國情勢。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本次報告估算以 6 部機運轉 40 年 (假設核二廠下池新增格架案

通過及核一、二池滿不運轉 )、用過核子燃料先在廠內中期貯存後，再

送集中貯存後境內處置，集中貯存設施與最終處置場同地興建為主要

參考情節 (主方案 )。若集中貯存設施與最終處置設施在不同地區時為

替代參考情節 (替代方案 )。  

由於最終處置場尚未進行選址作業，參考低放最終處置場之選址

經驗，國內最終處置場可能位於離島，故以目前集中貯存場可能選定

之離島，作為估算之基準，並以集中貯存場相關設施之估算金額，作

為替代方案之成本，與主方案差異部份為土地取得、處置場設計及安

全分析、處置場港灣區建設成本、處置場地上設施建設成本等費用。  

依據前述成本估算模式，費用估算分為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場

址詳細調查與試驗、處置場設計與安全分析評估、處置場建造、處置

場營運階段、處置場初期封閉、監管、處置場後期封閉等工作階段，

各階段費用估算項目如表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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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砂漿卜作嵐材料比例 

砂漿卜作嵐材料比例 

試體編號 水泥用量(%) 矽灰用量(%) 飛灰用量(%) 爐石用量(%) 

M0 100.0 0.0 0.0 0.0 

M1 60.0 40.0 0.0 0.0 

M2 50.0 50.0 0.0 0.0 

M3 37.5 32.5 30.0 0.0 

M4 40.0 20.0 40.0 0.0 

M5 35.0 35.0 30.0 0.0 

M6 40.0 60.0 0.0 0.0 

M7 20.0 32.5 0.0 47.5 

M8 33.0 40.0 13.5 13.5 

M9 20.0 20.0 20.0 40.0 

 

表 4-20：混凝土卜作嵐材料比例 

混凝土卜作嵐材料比例 

試體編號 水泥用量(%) 矽灰用量(%) 飛灰用量(%) 爐石用量(%) 

C0 100.0 0.0 0.0 0.0 

C1 60.0 40.0 0.0 0.0 

C2 50.0 50.0 0.0 0.0 

C3 37.5 32.5 30.0 0.0 

C4 40.0 20.0 40.0 0.0 

C5 35.0 35.0 30.0 0.0 

C6 40.0 60.0 0.0 0.0 

C7 20.0 32.5 0.0 47.5 

C8 33.0 40.0 13.5 13.5 

C9 20.0 20.0 2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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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砂漿卜作嵐材料比例 

試體編號 水泥用量(%) 矽灰用量(%) 飛灰用量(%) 

M 100 0 0 

M40 60 40 0 

M24 40 20 40 

 

表 4-22：混凝土卜作嵐材料比例 

試體編號 水泥用量(%) 矽灰用量(%) 飛灰用量(%) 

C 100 0 0 

C40 60 40 0 

C24 40 20 40 

 

表 4-23：各項試體製作 

試驗項目 試體 尺寸(cm) 參考規範 

抗壓試驗 砂漿 2.5 × 2.5 ×  28.5 ASTM C109 

混凝土 ∅10 × 20 ASTM C39 

抗拉試驗 砂漿 試體頸寬2.54 × 2.54 ASTM C190 

抗彎試驗 砂漿 4 × 4 × 16 ASTM C348 

混凝土 15 × 15 × 53 ASTM C293 

直接拉力試驗 混凝土 ∅15 × 30 本報告設計試驗 

直接剪力試驗 - - - 

乾縮試驗 砂漿(砂漿棒) 2.5 × 2.5 ×  28.5 ASTM C157 

混凝土(矩形

塊) 

7.5 × 7.5 ×  28.5 ASTM C157 

環狀乾縮試驗 砂漿 內徑 330 mm ± 3 

mm，外徑 405 mm 

± 3 mm，高度為 150 

mm ± 6mm 

ASTM C1581 

快速氯離子滲透

試驗 

砂漿 ∅10 × 5 ASTM C1202 

混凝土 ∅10 × 5 

加速氯離子滲透

試驗 

砂漿 ∅10 × 5 NT BUILD 492 

混凝土 ∅10 × 5 

圍塘試驗 砂漿 ∅10 × 20  AASHTO T259 

混凝土 ∅10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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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廢棄物罐再取出方案 

方案 時間點 作業流程 設施與機具處理方式 

1 封閉前再

取出 

處置 10 年、維護 50 年 

(廢棄物罐衰變熱≤1,315 W) 

不需開挖連通隧

道；進行處置隧道

封塞、回填材料及

緩衝材料移除，廢

棄物罐吊取及運送 

- 

處置完成後全面持續維護 

2 處置超過 10 年、維護 50

年，需申請運轉執照展延。 

(廢棄物罐衰變熱≤1,315 W) 

處置完成後全面持續維護 

3 處置 10 年、維護 50 年 

(廢棄物罐衰變熱≤1,315 W) 

處置完成後地表設施與機

具拆除，需於再取出時重

建 

4 處置超過 10 年、維護 50

年，需申請運轉執照展延。 

(廢棄物罐衰變熱≤1,315 W) 

處置完成後地表設施與機

具拆除，需於再取出時重

建 

5 處置 10 年、維護 50 年 

(廢棄物罐衰變熱>1,315 W) 

處置完成後全面持續維

護； 

地下設施間距擴大 

6 處置 10 年、維護 50 年 

(廢棄物罐衰變熱>1,315 W) 

處置完成後地表設施與機

具拆除；地下設施間距擴

大 

7 封閉後再

取出 

處置完成後封閉 

 

需開挖連通隧道與

主隧道；進行處置

隧道封塞、回填材

料及緩衝材料移

除，廢棄物罐吊取

及運送 

處置完成後地表設施與機

具維護 

8 處置完成後地表設施與機

具拆除，需於再取出時重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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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岩石隧道開挖工法比較 

考慮因素 線切工法 
鑽炸工法 

D&B 

旋臂式鑽掘機 

Roadheader 工法 

全斷面鑽掘機 

TBM 工法 

應用地質情況 硬岩 任何地質 軟岩至中硬岩 軟岩至硬岩 

投資成本(設備) 較高 較低 低至中等 高 

施工進度及工期 慢 慢 中等 
甚快(地質條件

良好的情下) 

組合場地 無限制 無限制 中等 較大 

最小轉彎半徑 無限制 無限制 約 5 m 
約 200 m 至 300 

m 
開挖斷面形狀 多為矩形 任意 任意 圓形 

開挖斷面尺寸 任意 任意 任意 1.8 m 至 12 m 

開挖面周邊擾動

情形及超挖量 
小 大 小 小 

隧道內通風情形

及費用 

不良 

(配合小規模

爆破) 

不良、高 尚可、中 良好、低 

環境影響(噪音、

震動、廢氣等) 
中 大 小 小 

人力數量 大 大 中 小 

國內施工經驗 無 多 少 中 

施工用電量 小 小 小至中 大 

地質風險造成機

具損失 
小至中 小至中 小至中 小至大 

施工人員安全性 高 低 高 高 

機具重覆使用性 高 高 中 低 

隧道內運碴系統

要求及重要性 
較小 較小 較小 高 

資料來源 
SKB(2014, 
p15-p42) 

朱棟樑與鄭皓

澤(2015，p45) 

朱棟樑與鄭皓澤

(2015，p45) 

朱棟樑與鄭皓澤

(2015，p45) 

註：線切工法資料為參考 SKB (2014, p15-p42)內容進行比較。 

 

表 4-26：我國最終處置技術之關鍵機具設備需求 

階段 技術或工法 關鍵機具設備 

建造 

鑽炸工法、鋼支保工法、新奧工法 油壓鑽堡機、岩栓鑽機 

線切工法 鑽孔機、線切割機具 

機械開挖工法 旋臂式鑽掘機、全斷面隧道鑽掘機、垂

直處置孔鑽掘機、豎井掘進機 

運轉 

運送 運送護箱 

海運運輸 運輸船 

摩擦攪拌銲接 摩擦攪拌銲接設備 

非破壞性檢驗 廢棄物罐非破壞性檢驗機具 

坡道運送 坡道運送車 

廢棄物罐置放 垂直處置之處置車、緩衝材料塊體運載

車、緩衝材料吊車 

封閉 

處置隧道回填 回填材料自動化機械手臂、回填材料塊

體堆疊機、顆粒回填機 

混凝土穹倉封塞 移動式混凝土攪拌機 

灌漿 灌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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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各型式封塞周圍岩體正常運轉期間及受震時之最小安全係數表 

封塞型式 楔型 圓頂型 

案例 內側 外側 內側 外側 

正常運轉 1.8183 1.7179 1.8957 1.7559 

受震時 1.8086 1.7170 1.8950 1.7558 

 

表 4-28：低放與高放處置設施共構概念方案比較 

概念方案\ 

評估條件 
A B C 

(1)土地需求 較多 較少 較少 

(2)場址調查 較易 中等 較難 

(3)設施設計 較簡單 中等 較複雜 

(4)建造時程 較短 中等 較長 

(5)運轉作業 較簡單 較複雜 較複雜 

(6)輻射風險 較高 中等 較低 

(7)環境影響 較高 中等 較低 

(8)經費需求 較低 中等 較高 

 

表 4-29：低放與高放處置設施共構的 SWOT 分析表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1)將最困難的選址溝通程序畢其功於一役與

一地。只要溝通 1 次，不用痛苦的針對低

放與高放找 2 處不同的地點。減低對社會

的紛擾。 

(2)同時集中管理低放與高放，抑低輻射的潛

在危害。 

(1)低放及高放處置設施共構，目前並無完整

的國際經驗，需後續持續的研究評估。 

(2)低放與高放處置計畫彼此牽連，增加場址

調查、設計規劃、安全評估等的困難度與

複雜性。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1)我國低放處置計畫延宕，促使公眾更重視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問題，有利於對低

放與高放處置設施共構概念的進一步討

論。 

(2)鄰避設施的設置，從至少 2 處轉變為僅需

慎選一處，若能取得社會共識，有機會減

低選址爭議。 

(3)低放與高放處置設施共構概念，在能滿足

高放處置的安全條件前提下，將低放處置

於同一場址，具有工程技術面的可行性。 

(1)低放處置場營運期至監管期約需百年，若

再加上高放處置，引致公眾對安全疑慮，

可能降低接受度不易推展。 

(2)低放處置設施欲共構於高放處置設施，因

而衍生的貯存及處置費用須有配套方案

(若低放採中層或深層處置的方案情況)。 

(3)低放與高放處置設施共構使調查、設計、

運轉、封閉等作業更複雜，可能因而衍生

額外的風險(例如對場址母岩完整性的擾

動或核種傳輸途徑的擾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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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現階段處置場建造前與運轉階段環境輻射監測項目需求評估 

項目 試樣站數最少數量 取樣頻度 分析類別/頻度 

環境直接輻射 

熱發光劑量計 20 季 加馬劑量/季 

直接輻射(HPIC) 2 小時 加馬劑量/小時 

環境級蓋革監測儀 8 月 加馬劑量/月 

陸地樣品 

空氣 - - - 

空氣微粒(1) 5 週 總貝他(2)、加馬能譜(3)/週 

水樣 - - - 

河川水 5 季 加馬能譜、氚/季 

飲水 5 季 加馬能譜、氚/季  

地下水 5 季 加馬能譜、氚/季 

生物 - - - 

草樣 4 月 加馬能譜/月 

葉菜 3 收穫期 加馬能譜/每收穫期 

根菜(含地瓜) 3 收穫期 加馬能譜/每收穫期 

米 3 收穫期 加馬能譜/每收穫期 

指標生物(待決定) 1 季 加馬能譜/季 

沉積物試樣 - - - 

岸砂 8 季(4) 加馬能譜/季 

土壤 7 季 加馬能譜/季 

落塵、雨水 1 月 加馬能譜/月 

海域樣品 

海水 3 季 加馬能譜/季 

海產生物(魚、貝類) 2 季 加馬能譜/季 

海藻 1 年 加馬能譜/年 

註 (1)：空氣微粒為連續抽氣，每週更換濾紙濾罐。  

註 (2)：每週空氣微粒總貝他分析結果超過 4 mB q/ m 3，方執行加馬能譜分析。  

註 (3)：加馬能譜分析發現銫 -137 大於原能會規定之 AMDA (可接受最小可測量 )

時，執行鍶 -89、鍶 - 90 分析 (土壤及岸砂除外 )。  

註 (4)：排水口岸砂按月執行；海水於排水口附近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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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環境保護之建造前環境基線監測評估 

監測項目 測定參數 監測地點 監測頻率 
空氣品質 風向、風速、溫度、濕

度、NOx、SO2、CO、

O3、THC、TSP、PM10 

鄰近社區 建造前進行2季，每季1次

之調查。每次連續24小時

測定(不含下雨天及雨後4

小時內) 

噪音振動 噪音、振動 鄰近社區 

運輸車輛通行路

段 

建造前進行2季，每季1次

之調查。每季就「平常

日」、「假日」各進行1次

連續24小時監測 

承受水體水質

及水域生物 

流量、水溫、氫離子濃

度、溶氧量、生化需氧

量、懸浮固體、比電導

度、硝酸鹽氮、氨氮、總

磷、大腸桿菌數、油脂、

化學需氧量、魚類、底棲

生物、水生昆蟲、附生藻

類、浮游植物、浮游動物 

鄰近河道 水質：建造前進行2次調

查，每次間隔至少1個月，

且須跨季 

水域生物：建造前進行4次

調查，每次間隔至少1個月 

土壤 汞 場區 建造前進行1次表土、裏土

採樣及化驗分析 

陸域植物 植物 場區附近 建造前進行4次調查，每次

間隔至少1個月，需於工區

外設置固定樣區 

陸域動物 鳥類、哺乳類、2棲類、

爬蟲類、蝶類 

場區附近 建造前進行4次調查，每次

間隔至少1個月。 

加強蝙蝠與中大型哺乳類

動物調查；部分區段並設

置自動監測設備，需於工

區外設置固定樣區 

海域生態及水

質 

營養鹽、海域水質、葉綠

素、植物性浮游生物、動

物性浮游生物、底棲動物

軟底質、魚類成魚、漁業

資源 

鄰近河到出海口 

鄰近海域 

建造前進行2次調查，每次

間隔至少1個半月，且須跨

季。 

海域底質 銅、汞、鉛、鋅、砷、

鎘、鎳、鉻 

同海域水質監測

處 

建造前進行1次採樣及化驗

分析 

交通運輸 交通量、車種組成、車輛

行駛速度 

運輸車輛行經路

段 

建造工前進行2季，每季1

次調查。每季就「平常

日」、「假日」各進行1次

連續24小時監測 

航空攝影 地形與植被景觀變遷 施工區域周界5 

km範圍 

建造前1次 

正攝影像解析度需優於50 

cm/pixel(含)，高程資料

解析度需優於 

5 m× 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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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環境保護之建造及運轉階段(工區內)環境監測需求評估 

監測項目 測定參數 監測地點 監測頻率 
工區空氣品質 風向、風速、溫

度、濕度、TSP、

PM10 

工區內選擇1點；工區周界外

15 m處 

每月1次，每次量測1

小時以上 

工區營建噪音

(含低頻噪

音)、振動 

噪音、振動 工區內選擇1點；工區周界處

或最近敏感受體外牆1 m處 

每月1次，每次量測2

分鐘以上 

營建工地放流

水質 

溫度、pH、懸浮固

體、真色度、生化

需氧量、化學需氧

量、油脂 

選擇1點；工區放流口 每月1次 

 

表 4-33：勞工作業環境監測需求評估 

監測項目 監測地點 監測頻率 
噪音 地表設施 

地下設施 

每半年1次 

二氧化碳濃度 封裝廠 

地下設施 

每半年1次 

粉塵 地下設施 每半年1次 

 

表 4-34：地下處置設施環境監測之需求評估 

環境監測領域分類 監測項目 監測頻率 
岩石力學 地震 即時監測 

地層抬升或沉陷 每年 1 次 

岩石之應力應變 即時監測 

現有裂隙再活化 即時監測 

隧道支撐結構的承載與變形 即時監測 

地溫 即時監測 

水文與水文地質 降雨量與入滲量 即時監測 

地表水逕流 即時監測 

地下水流量與流向 即時監測 

地下水位變化 即時監測 

導電度 即時監測 

地球化學 地球化學變化 即時監測 

地下水質變化 即時監測 

礦物變化 即時監測 

地下水有機物變化 即時監測 

地下水硫化物變化 即時監測 

異常物 工程材料與外來物質 每月 1 次 

地表環境 土壤與植被 每季 2 次 

動物活動 每季 2 次 

空氣品質 每半年 1 次 

噪音 每半年 1 次 

水質 每月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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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高放最終處置計畫各工作階段費用估算項目 

工作階段 

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 
研究發展費 

調查試驗費 

場址詳細調查與試驗 

研究發展費 

調查試驗費 

法規費用 

處置場設計與安全分析評估 

研究發展費 

設計及安全分析 

法規費用 

處置場建造 

研究發展費 

港灣區建造 

地上設施區建造 

地下處置區建造 

法規費用 

處置場營運階段 

研究發展費 

人事費 

封裝材料以及處置罐運輸費用 

設施維護費用 

電力費用 

保險費用 

地下處置場營運 

再投資費用(地上設施) 

再投資費用(地下處置場) 

法規費用 

處置場初期封閉 

研究發展費 

初期封閉費 

法規費用 

監管 
監管費用 

法規費用 

處置場後期封閉 

地下處置場封閉 

地上設施除役 

法規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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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5：混凝土抗壓矽灰組 

 

 
 

圖 4-66：砂漿抗壓矽灰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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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7：混凝土 pH 值 91 天柱狀比較 
註：試體編號參閱表 4-20。 

 

 

圖 4-68：砂漿 pH 值 91 天柱狀比較圖 
註：試體編號參閱表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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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9：大氣養護條件下不同取代量之砂漿試體乾縮率(W/C=0.6) 

 

 

 

圖 4-70：試體 M 之齡期及應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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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1：快速氯離子滲透試驗(砂漿齡期 18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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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2：各斷面開挖後軸差應力分布圖 
註：(a) K0=1.07，(b) K0,min=0.82，(c) K0,max=1.27。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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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3：各斷面開挖後軸差應力分布圖(K0=1.07) 

註：(a)處置隧道，(b)接合斷面，(c)主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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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4：各斷面受震時軸差應力分布圖(K0=1.07)  
註：(a)處置隧道，(b)接合斷面，(c)主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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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5：處置隧道封塞的生產線程序 

 

 

 

圖 4-76：低放與高放處置設施共構概念方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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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7：低放與高放處置設施共構概念評估技術要項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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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評估 

為能建構處置設施長期之安全，需透過安全論證集合相關科學證

據與各種辯證，並透過資訊公開、透明及可追溯性，整體說明處置設

施在安全上的品質與證明，達到可信度的水平。並提供 SNFD2017 報

告相關工程設計資訊，本年度研究分別為安全評估案例與參數敏感度

分析、安全評估流程建立與方法研究、安全評估分析模式建立與執行、

THMC 實驗與模擬技術研發、核種遷移實驗設施建置及天然類比評估

研發技術，各項成果如以下各節所述。  

 

5.1. SNFD2017報告安全評估案例與參數敏感度分析 

5.1.1. 基本情節評估案例與參數敏感度分析 

本計畫之 105 年成果報告，已針對 SNFD2017 報告中情節與案

例之定義及選定作基本說明，同時呈現參數敏感度分析之結果，對於

腐蝕情節與剪力情節之計算案例進行重要參數之排序。106 年依規劃

辦理國際同儕審查，本研究因應國際同儕審查意見進行修改與澄清，

說明如下：  

有關特徵 /事件 /作用 (Feature,  Event,  Process ,  FEPs)與內部作用

的部分，國際審查專家認為 SNFD2017 報告已明確說明與詳細解釋

FEPs 的處理及闡述台灣 FEPs 資料庫，並於意見交流時提供 FEPs 處

理工具的範例展示。專家認為工作團隊已具備使用 K 區資料建立特定

台灣 FEPs 資料庫的能力，此部分是未來發展與整合新資料的良好基

礎。而該方法考慮可能影響安全功能的特徵與事件之分析，藉以推導

情節與計算案例，此符合目前的國際實務作法。  

而關於處置系統之安全功能、安全功能指標與安全功能指標準則，

如圖  5-1，主要情節選定與其相關之安全功能與指標，依據各別情節

將圍阻安全相關之安全功能分類，列出 3 個主要情節中所需考量之安

全功能、安全功能指標與安全功能指標準則。有關更細部之情節推衍，

可見圖  5-2、圖  5-3 和圖  5-4，其說明安全評估中重要 FEPs 間之交

互作用，以及安全功能如何建構出評估之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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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成果報告已依據腐蝕情節及剪力情節連結相關的模式及

數據，建立 2 個安全評估模式鏈。後續研究團隊則依據前年度成果，

更深入地針對情節分析過程探討其細部所需採用的模式架構，如圖  

5-5 及圖  5-6，以說明 2 個情節於評估過程所需考量之機制。  

本工作團隊亦使用 GoldSim 程式完成參考案例之腐蝕情節與剪

力情節之劑量危害評估，並利用其功能完成參數敏感度分析，此部分

於 105 年成果報告中已進行說明，探討重要參數對於處置設施封閉後

100 萬年劑量之影響。然依據國際審查專家意見，106 年除再次確認

重要參數之影響外，對於案例設定上之敏感度分析亦加以補充。  

有關腐蝕情節圍阻安全之參數敏感度分析，工作團隊參考瑞典

Forsmark 的硫化物濃度最高值為 [HS -]=1.2× 10 - 4  mol/L (SKB, 2010f,  

p24)，而在 SNFD2017 參考案例的現地資料中，可計算出硫化物濃度

最高為 [HS -]=5.37× 10 - 6  mol/L，為進行參數敏感度分析，另增 [HS -]= 

5.37× 10 - 5  mol/L 及 [HS -]=1.59× 10 - 4  mol/L，其數值意義分別為 10 倍

的參考案例最高硫化物濃度，以及於 100 萬年將發生 1 罐廢棄物罐

失效的硫化物濃度。  

在基本案例中，依據水文地質模型之計算結果，目前的處置設施

設計有 133 個處置孔位置與導水裂隙截切，每個處置孔周圍對應的等

效初始通量資訊，可由水流模型提供。圖  5-7 為等效初始通量與腐蝕

深度之累積分布，其中約 70%的等效初始通量集中在 10 - 4  m/yr 至

10 - 5  m/yr；在此 4 種不同硫化物濃度下，對於腐蝕深度影響較大的孔

位，集中在等效初始通量前 15%，而剩餘約有 85%的等效初始通量

變化，僅有不到 10 mm 的腐蝕深度。  

等效初始通量與腐蝕時間之累積分布如圖  5-8 所示，由圖中可

知等效初始通量約有 10%小於 10 - 5  m/yr，在此 4 種不同硫化物濃度

下，對於 47 mm 的銅殼厚度，其腐蝕破壞時間預期皆可超過 100 萬

年。當 [HS -]=1.59× 10 - 4  mol/L 時，與導水裂隙截切之處置孔位置約

有 10%，其對 47 mm 的銅殼厚度之腐蝕失效時間在 300 萬年內，其

中僅有不到 1%會在百萬年腐蝕 47 mm 的銅殼厚度，造成廢棄物罐失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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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剪力情節之圍阻安全失效分析中，是依據廢棄物罐抵抗剪力負

載安全功能，分析廢棄物罐是否能夠抵抗截切處置孔裂隙的剪力位移。

廢棄物罐與剪力位移相關的設計前提，如 SNFD2017 技術支援報告 (3)

中安全功能相關章節所述，在廢棄物罐 -緩衝材料系統抵抗剪力特性

方面已於 SNFD2017 技術支援報告 (2)中討論；在廢棄物罐因地震剪

力造成之破壞機率計算方面，保守考慮廢棄物罐只要受到位移 5 cm

的剪力，就會失效。以下針對相關的重要因子進行定性討論：  

(1) 離散裂隙網路：  

離散裂隙網路在裂隙與廢棄物罐截切分析中，是重要的參數輸入

來源，目前在剪力情節之圍阻安全失效分析中，由於參數來源僅

有 1 組裂隙領域，因此，無法瞭解不確定性之影響。在敏感度方

面，因處置孔是垂直置放，水平裂隙叢集離散裂隙網路參數敏感

度較高。  

(2) 處置孔廢孔準則：  

剪力情節之圍阻安全失效分析，已考慮處置孔截切廢孔準則，可

有效排除可能受剪力破壞之處置孔，效率達 97%，然而分析是基

於理想化之簡化假設；實務上，可以在設計調查階段，進行仔細

的探測，廢棄物罐可能失效的數量，則可低於評估中的預測值。 

(3) 地震引致裂隙位移模擬：  

在地震模擬方面參考一般性研究，將地震引致裂隙的位移量套用

致剪力情節之圍阻安全失效分析，考量不確定性較高，假設條件

以邊界假設為主，在分析上，並保守使用規模 7.5 之地震，忽略

裂隙位態的影響，使用最大的裂隙位移量。  

(4) 地震頻率：  

在極端悲觀假設下，若發生多次的地震，使得裂隙朝相同剪力向

量移動，可累積位移超過 5 cm。  

 

5.1.2. 替代情節評估案例分析研究 

105 年工作所提出替代情節包含擾動情節與隔離失效情節，其中

擾動情節涵蓋全球暖化之極端情境與多次地震頻率之極端情境，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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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情節探討未來人類活動的影響。本年度將擾動情節與隔離失效情

節合併，統稱為干擾情節，包括：極端全球暖化案例、極端地震頻率

案例及未來人類活動。並依據 OECD 國際同儕審查與瑞典 SKB 專家審

查之審查意見，以及台電審查意見修改情節論述與補充說明。106 年

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1) 極端全球暖化案例  

106 年工作，將干擾情節底下的全球暖化之極端情境稱為極端全

球暖化案例，並依據瑞典 SKB 與 OECD 的審查意見，增加全球暖

化的假設依據與背景論述。Hansen and Sato(2012, p2-4)研究指

出氣候系統在新生代 (Cainozoic)時期曾經經歷相當大的變動，其

中可能包含溫室氣體影響氣候相關訊息，因此，對於新生代的了

解有助於評估人類排放溫室氣體對於氣候干預所造成的危險程

度。考量地球能量收支平衡， CO2 的變化是造成新生代氣候變化

的主因，在約 5 萬年至 6 萬年前，印度板塊以每年約 20 cm 的速

度向北推擠歐亞板塊，印度板塊在快速橫越古地中海時，海洋板

塊中豐富的 CO2 被大量的釋出至大氣中，因此，當時大氣中的 CO2

濃度高達 1,000 ppm，嚴重的溫室效應下造就了當時溫暖的氣候

環境，因此，地球在新生代時期相當的溫暖，早期的極區甚至有

著近似熱帶的狀態。在當時的地球上並沒有大型冰層的存在，海

平面比現今高了 75 m。因此，極端全球暖化案例假設，在極端全

球暖化情境下，將導致全球的冰層皆溶解，使海平面上升 75 m。  

離島結晶岩測試區的地下水環境中，低的陽離子濃度會使緩衝材

料形成膠體而流失。保守假設在發生極端全球暖化案例的情境前，

緩衝材料便已受到地下水侵蝕，導致一定質量的緩衝材料流失，

使廢棄物罐表面與地下水接觸，而發生廢棄物罐銅殼的腐蝕反應。 

在極端全球暖化案例發生後，假設海平面大幅上升 75 m，海水

經由深至 500 m 的裂隙，入侵處置孔附近的地下水，導致地下水

鹽度提高。高鹽度的地下水會造成緩衝材料較難形成膠體，致使

緩衝材料流失減緩；然而，在處置孔附近含有海水的地下水，因

海水入侵，易與廢棄物罐銅外殼發生腐蝕反應的核種 (如硫與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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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濃度增加。保守假設在極端全球暖化案例發生後，所有涉及廢

棄物罐銅殼腐蝕反應之核種，皆發生腐蝕反應，保守忽略發生腐

蝕反應的離子間之競爭作用與其他作用之影響，使得廢棄物罐銅

殼的腐蝕速率上升。  

在量化分析極端全球暖化案例時，依據情節描述，需先評估緩衝

材料的侵蝕狀況。緩衝材料侵蝕計算模式係參考瑞典 SKB(2010f,  

p20)，主要為探討緩衝材料受到與處置孔截切的導水裂隙流入之

地下水侵蝕，經過一定時間後，將使緩衝材料中之傳輸機制由原

本之擴散傳輸機制轉變為平流傳輸機制，進而加速廢棄物罐銅殼

腐蝕。在此計算中，緩衝材料損失多少質量後，將發生平流傳輸

機制，緩衝材料曝露在低鹽度地下水環境的時間比例，以及處置

孔周圍導水裂隙之地下水流速度大小，皆是重要的評估參數。  

由於緩衝材料隨時間流失，使廢棄物罐表面與地下水接觸而發生

腐蝕反應。發生極端全球暖化案例後，海水入侵處置孔附近的地

下水，導致地下水中的硫化物濃度增加，進而加速廢棄物罐銅殼

的腐蝕反應。在量化分析廢棄物罐銅殼的腐蝕反應時，假設廢棄

物罐受到地下水中硫化物影響，在一定的面積中均勻受到硫化物

腐蝕，進而減少廢棄物罐銅殼的厚度。廢棄物罐銅殼腐蝕之計算

模式為參考瑞典 SKB(2010f,  p20)，腐蝕計算中，銅殼厚度、處置

孔周圍等效流率、硫化物濃度及腐蝕面積為重要之參數。  

當廢棄物罐銅殼表面因與含有海水的地下水接觸，而加速腐蝕速

率而導致廢棄物罐失效後，地下水將進入廢棄物罐中的空間，核

種將依據各別的特性溶解於地下水中，隨著地下水被帶出廢棄物

罐，並假設緩衝材料已被侵蝕無法發揮圍阻之安全功能，因此，

受污染的地下水直接進入地質圈。在地質圈中核種傳輸過程考慮

岩體對核種之基質擴散及吸附能力，以及水流之傳輸速率與延散

機制，核種最後傳輸至生物圈，進而對關鍵曝露群體造成劑量。 

(2) 極端地震頻率案例  

根據瑞典 KBS-3V 處置概念，將用過核子燃料置於銅殼廢棄物罐

內，並放置於地下 500 m 深處，而廢棄物罐可能因剪力作用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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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而於離島結晶岩測試區，剪力作用產生的來源主要是地震，

因此，當地震發生時，影響地質圈中之裂隙產生錯動位移，對處

置孔造成剪切效應。雖然地質調查證據顯示離島結晶岩測試區的

地震活動性相當低，而太武山斷層活動年代可能超過於 6,000 萬

年前；然而，為涵蓋外部條件所產生的不確定性，仍利用地震觀

測資料，保守假設極端地震頻率之情境並分析其對處置設施所造

成的影響。106 年工作，將多次地震頻率之極端情境稱為極端地

震頻率案例。  

離島結晶岩測試區之地震發生頻率評估，採用截切指數模式進行

分析。利用長期觀測的地震規模與數量之關係，並以最小平方法

進行回歸建立 Gutenberg-Richter (G-R)的指數關係 (Gutenberg, R. 

and C.F.  Richter,  1944,  p186)如式 (5-1)，除以時間則可得到地震

發生頻率。  

 

log10 𝑁(𝑚) = 𝑎 − 𝑏𝑀 (5-1)  

 

其中 M 為地震規模；N(m)為大於地震規模 M 的地震數目； a 值

為一量測特定區域於特定期間之總地震活動率； b 值為大及小事

件間之相關性，一般接近 1。  

參考瑞典 SKB 地震發生頻率評估之方法 (SKB,  2011a, p466)，將

地震發生頻率進行尺度正規化，成為圓心半徑 5 km 的地震發生

頻率。經正規化後得到地震發生頻率為 2.199 × 10−5yr−1，則 100

萬年間約有 22 個規模大於 5 的地震。  

依據參考案例之地質模型，離島結晶岩測試區僅有太武山斷層，

而地震通常僅沿著既有斷層面發生。因此，假設處置設施半徑 5 

km 之地震皆發生於太武山斷層，且地震發生機率與時間獨立，

則太武山斷層發生規模大於 5 之地震頻率為 2.20 × 10−5 yr−1，在

未來 100 萬年約會發生 22 次地震。  

本節所使用多次地震導致廢棄物罐破壞之計算流程跟 SNFD2017

技術支援報告 (3)中第 8.5.5 節的單次地震雷同，但包含保守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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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仍需未來研究之議題。例如：忽略距離斷層 600 m 以上的裂隙

影響、假設剪力位移累積超過 5 cm 即產生破壞，以及裂隙不同

大小之力學行為議題等。  

(3) 未來人類活動  

106 年工作為管理未來人類活動 (Future Human Action,  FHA)，

基於普遍接受的原則，以及考慮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對於人

類健康與環境保護之影響；在安全評估中，所假設的 FHA 情節有

以下幾點考量：  

(a) FHA 在處置設施封閉之後才發生；  

(b) FHA 發生位置位於處置設施上方或附近；  

(c) FHA 只考慮非刻意的人類活動；  

(d) FHA 會影響處置設施障壁的安全功能。  

為提供可能影響處置設施之全面且不同的 FHA，及其背景與目的，

參考瑞典 SKB 方法採用下列分析步驟 (SKB, 2010i,  p18)：  

(a) 技術分析：定義會影響處置設施安全功能之 FHA 人類活動，

並證明這些行為可能會發生。  

(b) 社會因素分析：定義情節框架，描述在可行社會背景下，影

響深部處置設施安全的 FHA。  

(c) 選擇代表性案例：綜合技術與社會分析之結果，選擇 1 個或

多個案例，並說明之。  

(d) 選取案例之情節描述與結果分析。  

技術分析的目的是列舉人類可能影響處置設施的活動，並進行描

述與分析，透過技術分析，辨識出可能影響處置設施的人類活動。

技術分析的方法是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轄下核能署 (Nuclear 

Energy Agency, NEA)的 FHA 工作小組，根據目前技術所建立的；

為了有效分析，避免重複類似目的或影響的活動，因此，將人類

活 動 分 成 熱 影 響 (Thermal impact,  T) 、 水 力 影 響 (Hydraulic 

impact,  H) 、 力 學 影 響 (Mechanical impact,  M) 及 化 學 性 影 響

(Chemical impact,  C)4 類，再根據以下規則，將人類活動分到適

合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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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類活動所造成的影響過程屬於該類別；  

(b) 為了使用某種資源所產生的人類活動，且資源屬於該類別； 

(c) 人類活動所達成的目地屬於該類別。  

從社會方面來看，因社會與知識持續的發展，很難去想像非刻意

入侵活動。由於安全評估橫跨非常長時間的尺度，即使社會與知

識的演進，並不能排除處置設施與其目的被遺忘的可能性，也不

可能保證處置設施監管可維持很長時間。當社會與技術發展突然

產生巨大的改變，處置設施資訊可能會遺失且監管可能會中斷。

因此，合理假設在社會衰退的情形下，可能會使處置設施的相關

資訊遺失，而發生人類無意入侵處置設施的情節。  

依據技術分析與社會因素分析推測，「在岩層中鑽孔」是唯一直

接導致廢棄物罐被穿透並破壞廢棄物罐銅殼的圍阻功能，同時為

非刻意且技術上是可能執行的。因此，選擇「鑽探導致廢棄物罐

穿透」作為處置設施安全評估之 FHA 代表案例。  

評估鑽探案例，只考慮對處置設施位置與目的未知情形下進行的

鑽探，且假定所有與處置設施監管限制相關法規皆已失效，侵入

者具有鑽探至相當深度之技術，且對於鑽探發現具備分析與了解

之能力。由於處置設施相關資訊遺失需要一段時間，因此，鑽探

案例假定發生在處置設施封閉 300 年後。  

鑽探案例的其他假設包括鑽探技術與現今相同，且為了未知目的，

鑽探至相當深度而影響到處置設施，進而導致 1 個廢棄物罐被穿

透；當鑽頭穿過處置隧道時，鑽孔被灌入泥漿保護孔壁且鑽探持

續進行至某個廢棄物罐被穿透，此時放射性物質附著於鑽頭上，

隨著鑽頭被帶至地表，接著，鑽探人員發現有異常狀況，遂停止

鑽探。  

當某廢棄物罐被鑽頭穿透，鑽孔利用泥漿保護孔壁防止塌陷。除

了鑽孔區域，其他回填材料與緩衝材料假設仍維持其安全功能。

含有鑽屑之水會被帶至地表並擴散成 1 個圓形區域，鑽孔會留下

1 個開放的孔洞從被穿透的廢棄物罐直達地表。以長時期的觀點

來看，只要護壁的泥漿維持原狀，預期處置隧道的其餘處置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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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因回填材料與緩衝材料仍維持完整而不直接受到影響。惟鑽孔

留下的開放孔洞將會影響該處之地下水文，而周遭之化學條件也

可能會受到影響。隨著時間推移，護壁泥漿會慢慢退化，考慮緩

衝材料與回填材料自我癒合的能力，被穿透廢棄物罐上方的緩衝

材料與回填材料，亦很可能再度膨脹，而將鑽孔填滿 (Å kesson, M. , 

et al. ,  2010,  p165)，因緩衝材料與回填材料本身特性，將再度重

新建立良好的水力與力學條件，發揮圍阻安全功能，故預期鑽探

案例僅會對處置設施造成短期影響 (相對於 100 萬年安全評估尺

度 )。然而，因鑽探時穿透廢棄物罐，導致廢棄物罐圍阻失效。故

保守假設放射性核種隨著破損廢棄物罐中的水流流出，對後來遷

居至此的居住人員造成影響。  

 

依據國際審查小組意見，106 年成果將無意人類闖入情節分類為

特 定 類 別 的 情 節 ， 此 如 同 NEA(2016, p39-42) 報 告 與 IAEA 

HIDRA(2017, p48-49)計畫所討論，符合目前國際上實務作法。目前

國際技術交流群體的趨勢是偏好採用定率式作法，機率式方法被質疑

不適於人類闖入。 IRT 建議計畫的未來階段，要考慮人類無意闖入分

析的最近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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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主要情節選定與其相關之安全功能、安全功能指標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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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腐蝕情節-圍阻安全功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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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剪力情節-圍阻安全功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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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腐蝕及剪力情節-核種傳輸與遲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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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廢棄物罐銅殼腐蝕之模式評估結構  

 

 
 

圖 5-6：地震引致裂隙剪切位移導致廢棄物罐失效之模式評估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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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等效初始通量與腐蝕深度之累積分布 

 

 

 

圖 5-8：等效初始通量與腐蝕時間之累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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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安全評估流程建立與方法研究 

5.2.1. 安全評估方法論研究 

105 年執行成果主要為安全評估方法係參考瑞典 SKB 發展 SR-

Site 的 11 步驟 (SKB, 2011a,  p24)，本年度研究結果則按我國目前之

狀況，將其 11 步驟演譯為如圖  5-9 所示之關聯圖。106 年研究結果

如下說明：  

首先透過 FEPs 資料庫的建置與篩選 (步驟 1)，彙整出我國處置

系統須考慮的 FEPs，進行處置系統初始狀態描述，以訂定處置系統

的邊界條件 (步驟 2)；同時彙整外部條件以探討其對處置系統之影響，

包括氣候變遷相關議題與未來人類活動 (步驟 3)；對已決定的 FEPs，

進行交互作用機制之實驗與分析模式研究，範圍包括用過核子燃料、

廢棄物罐、緩衝材料與回填材料及地質圈等 (步驟 4)；依據工程設計

前提與地質環境的可能演化情況，建立處置概念之安全功能，並訂定

處置系統個別系統之安全功能指標 (步驟 5)。  

於安全評估量化分析中，彙編地質調查與工程設計之相關參數

(步驟 6)，並於安全評估的時間尺度下，探討影響處置系統之參考演

化 (步驟 7)；結合上述步驟 3 至步驟 7 的成果，發展主要情節與干擾

情節，並在主要情節下設定基本案例，同時考量不同演化情況而組合

一系列變異案例  (步驟 8)；透過安全評估模式鏈計算各個案例的劑

量影響 (步驟 9)。此外，對發生機率極低但可能顯著干擾處置系統的

極端外部條件，因在上述主要情節分析中並未考量，如極端全球暖化、

極端地震頻率、未來人類活動，故在步驟 10 進行干擾情節之案例分

析；最後，綜整分析主要情節之各計算案例結果而得到安全評估結論

(步驟 11)，相關結論可回饋至工程設計，透過如此地循環檢視，完成

深層地質處置工程障壁的最佳可行技術探討。安全評估 11 步驟的個

別詳細作法，可參閱主報告 5.2.1 節與技術支援報告 (3)2.5 節。  

SNFD2017 參考案例中，已初步建立安全評估方法論，包含 FEPs

篩選與處理、安全功能與演化分析、情節發展與案例分析等。依據 IRT

意見，SNFD2017 報告展現了可成功應用瑞典 SKB 的 11 個步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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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情節發展的能力。此程序用於本階段考慮 KBS-3 概念與 K 區花

崗岩是適當的。  

IRT 建議，安全評估 11 步驟可以更詳細的流程圖，顯示封閉後

安全評估所有不同步驟之間的必要連結，以詳細的方式分類與顯示不

同情節，在整體中的作法、評估的基準 (依據國家法規、安全功能、

FEPs 的科學知識、設計選項及其他等 )及其與不確定性處理、敏感度

分析的連結。  

 

5.2.2. FEPs資料庫建置  

在 FEPs 資料庫建置研究上，因用過核子燃料的處置牽涉時間太

長、影響空間太大及包含許多不確定性，無法以傳統工程方法直接度

量處置設施的設置，對未來人類與自然環境造成的衝擊；當進行用過

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設施的安全評估時，首先，需儘可能地蒐集、彙整

所有可能產生的潛在效應，並將影響處置設施長期安全之因素，依特

性歸類為特徵、事件與作用 3 類；綜言之， FEPs 資料庫必須考量所

有影響的因素，不論是重要的或不重要的、直接的或間接的、自然的

或人為引起的，透過集合各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充分討論與研究，

確保重要影響因素沒有被遺漏，以作為後續各種情節案例發生原因、

機率、後果與相互影響等評析之依據。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建置的 FEPs 資料庫，自 2001 年

開 始 建 置 ， 隨 著 國 際 NEA FEPs 資 料 庫 的 陸 續 更 新 ， 以 及 配 合

SNFD2017 報告安全評估方法論的建置。 105 年先以 NEA2.1 版本的

資料庫為主體，參考瑞典 Forsmark 安全評估建置的 SR-Site FEPs 資

料庫分類架構；並以 SNFD2017 報告參考案例之場址特性與 KBS-3 處

置設計概念，篩選出 FEPs 關鍵清單，併同作為 SNFD2017 報告參考

案例之安全評估技術展示。 106 年 FEPs 資料庫發展的策略是，重新

整合台灣原始資料庫，以 NEA2.1 版本的電子資料庫為主體，同步參

考 NEA 2014 更新的版本、日本及瑞典安全評估實務經驗及核研所過

去執行經驗，並根據台灣地理區域特性完成臺灣 FEPs 資料庫進版更

新，建置概念如圖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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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FEPs 資料庫的分類方式係參考瑞典 SR-Site 的 FEPs 資料

庫，分 5 大方向進行探討。其中初始狀態、內部作用及變數 3 類，目

前主要以 KBS-3 處置概念及結晶岩岩體做為思考主軸；在外部條件中

探討的範疇，包括全球及區域特性的氣候條件、大尺度的地質作用 (例

如板塊活動 )及未來人類活動等，主要是思考來自處置設施外部對處

置設施的相關影響；關於生物圈，則是採用 IAEA-BIOMASS-6 報告

(IAEA, 2003,  p1-p249)發展的生物圈概念，並參考日本分類經驗而建

置。資料庫分類架構如圖  5-11，細部說明如下：  

(1) 初始狀態  

此部分描述處置單元在可預期初始狀態時，因未被發現的錯誤與

破壞行為而導致的偏差，包括關於初始狀態中工程障壁的耐受能

力或一般性偏差問題，分別依廢棄物罐、緩衝材料、回填材料及

地下設施進行初始狀態之描述。目前台灣 FEPs 資料庫在初始狀

態共收入 18 個目錄。  

(2) 內部作用  

處置設施包含多個子系統及不同組件組合而成，在安全評估中是

重要的關鍵，藉由長期觀點探討處置設施的安全性，需考量各部

組件在安全功能中角色，藉由其作用與彼此間的交互作用可清楚

地勾勒出安全評估須考量的要項。關於內部作用，主要分別由：

用過核子燃料、廢棄物罐、緩衝材料、回填材料、地質圈、底板、

封塞、中央區域、頂部封阻及處置孔封阻等處置設施組件，針對

熱 -水 -力 -化及各種可能影響安全功能的作用進行說明。目前台灣

FEPs 資料庫在內部作用中各個組件及收錄的目錄如下：用過核

子燃料 17 個目錄、廢棄物罐 15 個目錄、緩衝材料 25 個目錄、

回填材料 21 個目錄、地質圈 23 個目錄、底板 15 個目錄、封塞

18 個目錄、中央區域 18 個目錄、頂部封阻 17 個目錄及處置孔

封阻 20 個目錄，共收錄 10 個元件 189 個 FEPs 目錄。  

(3) 變數  

這部分主要依據內部作用之科學論證或分析、實驗，彙整具關連

性的變數，在變數彙整分析中需盡可能考量，在長時間演化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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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內部作用特性的所有因子。此部分同樣依作用的組件進行分

析，包含：用過核子燃料 9 個目錄、廢棄物罐 5 個目錄、緩衝材

料 12 個目錄、回填材料 10 個目錄、地質圈 13 個目錄、底板 10

個目錄、封塞 10 個目錄、中央區域 10 個目錄、頂部封阻 10 個

目錄及處置孔封阻 10 個目錄，共收錄 10 個元件 99 個 FEPs 目

錄。  

(4) 外部條件  

由於含有用過核子燃料的廢物物罐之處置設施主要是位於地下

500 m 深的工程障壁中，故由外向內影響的因素皆須考量，包含

因板塊作用對於母岩地質圈的影響；地表氣候由上至下對處置設

施之影響；關於未來人類的活動由外至內的影響；乃至於一些發

生機率極低的事件或因短時間尺度氣象由外至內的影響，皆須一

一納入，故外部條件 FEPs 分類主要以含氣候相關議題、大規模

地質作用、未來人類活動及其他等進行探討。其目錄敘述分別為：

氣候相關議題 13 個目錄、大規模地質作用 8 個目錄、未來人類

活動 7 個目錄及其他 7 個目錄，共收錄 35 個 FEPs 目錄。  

(5) 生物圈  

生物圈的 FEPs 彙整，係考量我國氣候與地理條件，根據臺灣氣

候型態、水文地形特徵、文化生活及生態系統等綜合考量產生。

內容分別以：熱、水文、物理、化學、放射、遷移及擾動等 7 大

類，加以探討與呈現，其目錄分別包括：熱 1 個目錄、水文 15

個目錄、物理 4 個目錄、化學 4 個目錄、放射 15 個目錄、遷移

34 個目錄及擾動 5 個目錄，共收錄 78 個 FEPs 目錄。  

 

初步建置的臺灣 FEPs 資料，依據各分類的於初始狀態有 18 個、

內部作用有 189 個、變數有 99 個、外部條件有 35 個及生物圈有 78

個，共計 419 個 FEPs 目錄。而台灣 FEPs 資料庫將隨著用過核子燃

料最終處置計畫的演進及發展，配合法規公告、不同工程設計概念、

場址特性調查結果及專家討論座談等持續更新，以完備台灣 FEPs 資

料庫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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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備台灣 FEPs 資料庫之完整性的執行策略則是，根據初步建置

的資料庫進行不同領域分類後，先由不同的功能小組進行內部討論；

而後依據不同的議題，邀請國內相關領域專家進行主題討論；年度再

根據內部功能小組討論及主題專家討論結果，進行年度跨領域的專家

座談討論；最後進行年度檢討，彙整年度工作結論，包括：內部討論、

主題專家會議及年度跨領域會議等資料，回饋下年度作業，概念如圖  

5-12。如此，以滾動式管理方法，不斷進行相關議題討論及回饋檢討

資料庫，期望盡可能收集影響處置設施安全相關之因素，建立完整

FEPs 資料庫。  

主題專家會議的討論，依據 105 年 10 月 28 日年度專家會議建

議，106 年度開始執行，初步規劃 5 大領域進行，分別為：氣候相關

議題、緩衝及回填材料議題、地質構造活動議題、內部作用之地質圈

議題及生物圈與未來人類活動等。106 年度已執行完氣候與緩衝及回

填材料 2 場主題專家討論會議，氣候主題專家討論會議於 106 年 5 月

9 日召開；緩衝及回填材料主題專家討論會議於 106 年 9 月 12 日召

開。在主題專家會議中，依據現階段執行進度，先就主題中彙整的 FEP

目錄及其定義進行討論，同時也提出尚未思考到的議題如：大氣化學，

關於部分議題進行合併，重新納回凍結議題及需進行跨領域討論的議

題如緩衝材料液化與海岸線遷移等。除此之外，關於年度跨領域會議，

除了 104 年 10 月 16 日及 105 年 10 月 28 日舉行外；在 106 年度，

也於 10 月 20 日舉行，106 年度跨領域專家會議共有 7 位委員出席，

與會中專家們強調與民眾溝通的重要性、FEPs 資料庫須與國際同步、

FEPs 與情節發展的連結，以及重要議題選定之策略及資料庫歷年更

新紀錄與資料傳承的重要性等。未來，資料庫也將以滾動式管理，將

106 年的專家會議結論回饋到下年度，並反映在相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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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外部條件演化發展 

氣候變遷及地質活動為最主要影響處置環境安全的外部演化作

用；未來人類活動為影響外部演化極端不確定性的影響因素，因此不

納入參考演化討論；林蔚等 (2011，p30、p33)研究顯示，離島結晶岩

測試區於 1,000 萬年前即呈穩定地塊，無明顯抬升或沉陷，因此，現

階段外部作用演化主要以氣候相關議題應用於處置設施參考演化範

疇進行評析，重要研討項目包括參考冰河期循環、全球海平面變化、

溫度與降雨等氣候因子變異，以及海岸線位移等地形變化影響，並探

討對大氣、地形、生物圈、地質圈及工程障壁等影響。  

本年度本計畫已針對可能影響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設施安全

性的重要外部氣候條件之 FEPs 進行篩選、舉行專家會議進行討論，

並就現階段我國研究情形進行說明，列出可能影響處置系統的重要氣

候議題，彙整國內外相關資訊，考量其可能對處置設施造成的影響，

作為情節發展的邊界條件。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5.2.3.1. 氣候系統與氣候相關議題 

氣候變遷涵蓋了多重時間尺度的特性，由於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

置的安全評估時期須達 100 萬年，與之相關的氣候變遷包含： 12 萬

年週期變化的冰河循環、近年來國際上重視的人為溫室氣體排放所引

發的全球暖化現象等。氣候為影響環境安全的重要外部演化作用，造

成全球環境的溫度、濕度、風場、降雨量、蒸發量，以及海平面、海

洋溫度、鹽度等變化；而這些氣候變化將可能對地質處置設施系統造

成衝擊，造成跨領域之氣候相關議題，如：地形地貌改變、地下水流

場和化學環境改變、海 /淡水界面遷移等，干擾地質處置設施設施所

處之地質環境穩定性，進而影響地質處置設施工程障壁系統的圍阻及

遲滯核種遷移之安全功能。  

(1) 氣候系統  

氣候系統對處置設施有整體性的影響，與演化、海平面變遷有密

切關聯，以千萬年至百萬年的時間尺度而言，海陸分布與二氧化

碳含量變化共同主導地表溫度變化過程；在 10 萬年至 1,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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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度 的 氣 候 變 化 ， 主 要 是 受 到 米 蘭 科 維 奇 循 環 (Milankovich 

cycles)的作用，伴隨著地球氣候系統內二氧化碳消長變化影響；

百年內氣候變化，則受到太陽照射強度、黑子活動、火山噴發等

氣候系統內部機制控制，亦包含人類活動的影響。  

氣候變化的複雜性是來自於地球氣候系統的外部強迫表現與內

部因素交互作用而成，含大氣圈、水圈、冰雪圈、陸圈、生物圈

5 個主要成份，如圖  5-13 所示。而近年來人類活動亦為影響氣

候系統重要的一部分，因其特殊性及影響程度顯著，稱為人類圈。

這些氣候系統中的成份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尺度下，彼此間產生

各種交互作用的過程。  

在地球系統中，冰雪覆蓋面積亦是重要的氣候變數，能影響地表

的能量收支與水氣收支。若無冰雪存在，全球反照率將會下降，

造成平均氣溫進一步的升溫。而海冰與冰蓋 2 者則影響海洋與海

洋環流，其體積變化對海洋鹽度分布、全球海平面升降、海平面

的平衡過程，有很大的影響。冰雪消融產生的淡水將使海水鹽度

隨之改變，進而影響海洋溫鹽環流。  

我國位於亞洲季風區，主要的氣候型態由季風主導，氣候及天氣

主要受到東亞季風區、西北太平洋季風區及全球氣候震盪的影響，

需針對臺灣周圍東亞季風區、西北太平洋過去的年代、年代際變

化及長期趨勢，了解臺灣所在的背景區域氣候變遷的特性。  

(2) 氣候相關議題  

(a) 剝蝕作用  

剝蝕作用，係取決於大地架構及其演化特性及氣候影響，可

能會改變處置設施原本的地質環境及安全性；岩體的抬升與

剝蝕，將縮短處置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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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岩體的沉陷及其可能伴隨的

沉積，將使處置設施逐漸遠離人類生活圈；無論抬升或沉陷，

都會改變處置設施深度的地下水流場、化學特性，進而改變

處置環境的穩定性。  

(b) 海平面的改變與海岸線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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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海平面上升最主要的因素有海水隨溫度升高的熱膨脹

及陸地上儲存的淡水轉移至海洋這 2 部份，後者又以陸地上

的冰消為主；而海岸線遷移則與地表剝蝕、地形抬升、河川

搬運與堆積作用及海平面變化等有關，為地球內部與外部條

件交互作用後的結果。  

冰期時，推論距今約 20,000 年前，海平面較現在低約 120 

m(陳文山等，2004，p40-p55)，全球各處因為海平面下降的

緣故，有海退的現象產生 (圖  5-14)，大陸棚有一半的面積都

露出海面成為陸地，深約 80 m 的臺灣海峽也不例外，造成

臺灣海岸線遷移。之後因間冰期變暖，海平面逐漸上升至現

今的位置。從 20,000 年前至 15,000 年前間海水上升速度較

緩慢，平均約每 1,000 年上升 6 m，15,000 年前至 6,000 年

前之間上升速度約每 1,000 年上升 10 m。6,000 年前至今海

水面變動則趨向穩定，變動不超過 0.3 m 至 0.5 m。在 11,000

年前，海水面上升的速度大於 13 mm/yr， 10,000 年前至

6,500 年前之間，海水面上升速度約 8 mm/yr 至 9 mm/yr，

然而自 6,500 年前以來，海水變動已逐漸減小 (陳文山，2016)。 

(c) 氣候變化對水文 /水文地質的影響  

我國大部分區域的水文地質特性及化學環境地下水來源均

為天水，也就是大氣降水、冰雪融水、地面流水及湖水的滲

透。這些補注量的多寡與氣候變化密不可分，我國現階段在

氣候變化對地下水文的長期影響之研究仍有不足，僅能依前

一次冰期最盛期的氣候條件相對乾冷，溫度較今日低 8 ℃至

9 ℃，年雨量也僅有今日的一半 (劉平妹，2007，p175-p176)，

推測未來冰期亦會有乾冷而降雨量減少的情形，對地下水文

造成影響，但其影響程度尚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與分析。  

(d) 大氣化學  

大氣化學為研究大氣組成、懸浮微粒成份、擴散、累積等物

理與化學反應機制或速率的科學。工業革命前大氣組成與成

份較單純，只有少許污染；工業革命後，污染日益嚴重，不



SNFD-AR2017-V3 
 

5-24 
 

僅造成對流層的大氣組成與化學成分有所變化，也影響平流

層、中氣層之氣體組成，造成臭氧層破壞，使地球動植物皆

受到輻射傷害，對氣候變遷及生物圈演化均造成重要影響。 

(e) 冰河均衡調整  

地殼均衡是指地球內部質量缺失的地殼與質量過剩的地殼

間，透過地殼下物質 (如岩石圈及軟流圈 )的均衡流動來達到

補償的效果，進而達到質量平衡的概念 (杨学样，1992，p22)。

而冰河均衡調整 (Glacial  Isostatic Adjustment ,  GIA)主要是

指地球對末次冰期以來冰消後，地表冰負載壓力及海水負載

壓力變化的反應情形，引起地殼變形，並引發海平面變化、

地球重力場變化、應力場變化與地球旋轉變化等 (汪汉胜等，

2009，p1958-p1959)。目前資料並無顯示出 GIA 模式對本

計畫研究的重要性，但因需探討冰河循環對我國氣候及相關

議題的影響，因此，仍列入次要議題。  

 

5.2.3.2. 氣候演化 

氣候變遷是主要影響處置系統安全的外部因子之一，綜合前述可

能影響氣候之相關條件、與氣候可能影響之相關議題，將氣候變遷統

整為全球冰河循環及全球暖化這 2 項重要的氣候變遷反應。用過核子

燃料處置計畫評估時間尺度為 100 萬年，因此，為對應未來首次冰河

循環，現階段參考瑞典 SKB(2010j,  p10-p14)作法中冰河循環的原理

與方法，針對過去冰河歷史氣候研究資料進行研讀與分析，以作為未

來氣候與氣候相關案例的演化依據，支持安全評估所需之外部演化的

時間框架論述。其中，前一次冰河循環時間約 12 萬年，因此，參考

冰河循環的建立係參考全球歷史資料較豐富的前一次冰河循環數據

進行假設，並重複 8 次循環，達到約 100 萬年時間長度，以進行長期

安全評估。  

(1) 參考冰河循環  

臺灣只在本島 3,000 m 以上之高山，發現冰河遺址 (Hebenstreit  

et al. ,  2011,  p298-p311；王鑫等，2000，p6；楊建夫等，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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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p12)；但是冰河時期全球海平面變化，影響臺灣地表氣候、地

貌、地表與地下水文、水質，進而對生物圈、地質圈、回填材料

與緩衝材料及廢棄物罐，造成影響。  

利用 NOAA(2008)相關資料整理南極冰芯研究結果所定之溫度，

以及紅海海平面重建所得海平面變化數據，繪製古氣候海平面與

溫度變化狀況 (圖  5-15)，做為我國參考冰河循環依據；並根據我

國科技部海洋學門資料庫的海底地形資料，建立不同海平面變化

下，臺灣周圍區域隨時間演化的地表地形模型 (圖  5-16)。依據我

國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報告 (林蔚等， 2011，p30-p33)及計畫

先前研究成果 (工研院，2015)，離島結晶岩測試區於 1,000 萬年

前開始即呈穩定地塊，無明顯抬升或沉陷；故現階段僅考量冰河

循環造成之全球海平面變化，無考慮地殼抬升或沉陷。  

統合上述論述，如圖  5-17 為結合現今海底地形與地表地形資料，

推論出在無人為全球暖化影響下，海平面變化、地表地形模型及

溫度之變化趨勢圖，圖中顯示在未來 16,700 年後，此時全球海

平面約下降 20 m，離島結晶岩測試區臨著海灣；之後隨著海平

面下降，離島結晶岩測試區將逐步變成陸地。而原來屬於海水的

水體，可能因附近河流的灌注逐漸形成淡水湖，進而使地下水鹽

度有所變化。  

 (2) 全球暖化  

(a) 氣溫上升與降雨型態改變  

多數氣候模式所推估 21 世紀末臺灣地區的氣溫上升幅度，

相對於 20 世紀末，將介於 2.0 ℃至 3.0 ℃之間，略小於全

球平均值的上升幅度。在區域與季節方面，北臺灣較南臺灣

的增溫幅度略高，春季較其他季節略低 (許晃雄等人，2011，

p288)。  

雨量推估方面，全球乾濕季越趨明顯的趨勢在 21 世紀將持

續維持，臺灣北、中、南、東 4 個主要分區的未來冬季平均

雨量多半都是減少的，約一半的模式推估減少幅度介於 -3%

至 -22%之間。未來夏季平均雨量變化，除了北臺灣以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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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3/4 的模式推估降水增加，約有一半的模式認為未來夏季

平均雨量變化介於+2%至+26%之間。  

氣溫上升與降雨型態改變，對水資源供給面造成極大的衝擊

和挑戰，亦會造成自然生態環境變遷，影響生物圈與居民攝

食習慣改變。  

(b) 極端天氣事件發生的強度與頻率升高  

相較於 1979 年至 2003 年的颱風頻率，世紀末 2075 年至

2099 年的降水頻率增加 75%。本團隊進一步模擬未來氣候

情境可能發生之大型颱風災害降雨量模擬，得知降雨量將提

升 40%至 60% (TaiCCAT,  2016,  p9)。  

(c) 海平面上升變遷  

全球升溫，冰山溶解會引起海平面上升，導致海岸土地淹沒、

海岸侵蝕及海岸線後退，造成國土流失。海平面上升使沿海

地 區 受 海 水 入 侵 或 暴 潮 的 威 脅 升 高 ， 若 以 代 表 濃 度 路徑

(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 RCPs)情境來進行

討論，我們得出相較於 1986 年至 2005 年，2081 年至 2100

年的全球平均海平面高度：在 RPC2.6 的情境下會上升 0.40 

m(0.26 m 至 0.55 m)，在 RPC4.5 情境下會上升 0.47 m (0.32 

m 至 0.63 m)，在 RPC6.0 情境下會上升 0.48 m (0.33 m 至

0.63 m)，而最嚴重的 RPC8.5 情境，則會上升 0.63 m (0.45 

m 至 0.82 m)；且在 2081 年至 2100 年間，平均每年上升量

是 11 mm(8 mm 至 1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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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安全評估劑量與風險分析技術發展 

國際間對於安全評估劑量與風險分析技術，仍在演進發展中，本

公司持續蒐集與彙整相關研究， 106 年彙整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研究資

訊說明如下：  

ICRP 從 1985 年到 2012 年發表的建議書與報告中，可應用於高

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安全評估包含第 46、60、64、 76、 77、81、82、

103、 122 號報告。報告出版年份與名稱如表  5-1。  

在輻射防護發展中，第 60 號報告 (ICRP, 1990)建議書將所有群

體的曝露情境區分為輻射作業與干預 2 類，而第 103 號報告 (ICRP,  

2007)建議書，則提出以規劃曝露、緊急曝露與既存曝露 3 種曝露情

境取代第 60 號報告的輻射作業與干預。其中的規劃曝露意指在正常

操作輻射源的情狀下，若預期的操作程序偏差或是意外事件，導致失

去對於輻射源的控制或是惡意事件所引發可能導致的曝露。在此情節

中，應考量的面向，包含事件發生的機率及事件發生後造成的曝露劑

量或是影響後果。因此，針對輻射作業中 (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 )可能

發生的情節、發生的機率、產生的後果、可以接受的基準及防護最適

化的採用，為在作業前應進行評估與計畫。  

對於潛在曝露的輻射防護概念，在第 64 號報告 (ICRP, 1993)中

提供了概念架構；應評估放射性可能造成對多數人群的影響，其中需

一併考量到其他可能的影響。而其中的影響機制具有複雜的關係。另

外，在第 76 號報告 (ICRP,  1997)中提出針對選定輻射源的防護概念；

對於單一輻射源考量可能影響的群體，在正常曝露下，影響的是工作

人員、一般民眾、病患等，其機制與發生過程相對較單純。在第 46 號

(ICRP, 1985)與第 81 號 (ICRP, 1998)的報告中，針對長期曝露或是長

半衰期的核種處置應用，則需考量作業影響未來的可能及相關的特性。

因其影響的族群較多，機制也較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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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2 號報告 (ICRP, 2013,  p21)，則直接對於深層地質處置高放

射性廢棄物的輻射防護提出建議。對於報告中建議採取深層地質處置

對於後代的防護價值觀，須包含以下幾點：  

(1) 審慎態度考慮處置設施在未來可能之低水平曝露所造成健康影

響的不確定性。  

(2) 秉持永續發展的原則。  

(3) 回應 ICRP-81 防護原則，對未來的個人或是群體的防護水平要能

與當代一致。  

(4) 當代人義務不僅是確保未來世代的安全與保護，更須負起知識與

資源的傳承。  

 

對於將高放射性廢棄物於深層地質中處置、貯存。在可預期的長

時間演化中，放射性核種將可預期會發生釋出，釋出後的放射性核種

在經過傳輸到生物圈，所可能造成生物群體的輻射曝露；此曝露情境

在 103 號建議書中，可視為規劃曝露中之潛在曝露。  

對於長時間的演化架構下。依照處置作業性質可分為 3 階段：直

接監督期 (time of direct oversight)、間接監督期 (time of indirect 

oversight)與不可監督期 (time of no oversight)。直接監督期相當於處

置設施的運轉階段，設施運轉人員可提供主動式管理；對於間接監督

期，所指在處置設施完成燃料移入而封閉後的初期，在此時期可透過

法規規範而進行監督與監測；而不可監督期則是指處置設施在長時間

封閉後，已經喪失了法規監督、管制的資訊與任何相關的作為。對於

3 個時期隨時間演化與不同處置設施狀態及可能發生的曝露情境，如

表  5-2。  

在不同的處置設施狀態發生的曝露情境不同。在設計基準演化下，

包括天然事件及正常演化下造成的潛在曝露，建議以劑量或是風險約

束規範來規劃曝露情境。非設計基準演化，包括不太可能發生或是極

端事件但會造成人類或是生物圈環境重大影響，此視為緊急曝露或是

既存曝露。對於極端的天然擾動事件及人類無意入侵，不應計入設計

基準演化，故亦不需以劑量或是風險約束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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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發生不同曝露情境應採取的輻射防護

應用，同樣應遵循 ICRP 的輻射防護之 3 原則 (ICRP,  1990)：正當化、

最適化及個人劑量限值。  

正當化：ICRP 委員會重申：廢棄物管理與處置是歸屬於先前因輻

射作業過程而產生廢棄物的一部分。所以，在衡量輻射作業的正當化

就必須考量到廢棄物管理的選項。在整個輻射作業過程的生命週期間，

須配合社會價值觀念、技術與科學知識，不斷地重新審視正當化。  

最適化：廣義的防護最適化，是指在多樣的防護選項中，以透明

化的系統迭代方式，來達到最佳的可行技術，確保潛在曝露可以做到

合理抑低。最適化需透過良好的體系，以透明的方式進行，亦包括利

害關係人的參與。防護最適化的準則，以輻射源角度建議劑量約束值：

對公眾 0.3 mSv/yr，對工作人員 20 mSv/yr 或是 5 年 100 mSv。而針

對公眾之風險約束值，則為 10 - 5/yr，此需結合劑量與機率整體計算。

不論是劑量約束值或是風險約束值，其主要作為最適化評估的比較選

項，而非是評估輻射的健康影響。  

個人劑量限值：ICRP 認為對於高放處置，對公眾應避免採用輻射

劑量限值而採用劑量約束值。  

在其他事項方面：對於人類無意入侵的防護，應於場址選擇與設

施設計上，儘可能降低其發生的可能性。對於不計入設計基準演化的

極端天然擾動事件及人類無意入侵，不需以劑量或是風險約束規範。

而若設施失效事件發生在直接監督期或是間接監督期，於監測到異常

劑量時，應運用緊急曝露或是既存曝露之防護原則。  

 

5.2.5. 安全評估可信度分析 

所謂安全評估，就是在建立 1 套系統性的分析方法，它可以用來

量化分析處置設施可能造成的危害，一般是以劑量或風險來作為一個

衡量的指標。所謂可信度 (confidence)，即為強調和安全評估有關、

具不確定性的一些參數，其假設應該要清楚、明瞭且可被追溯，另外

也應該要進行相關參數的敏感度分析和討論。因此，安全評估在有了

可信度的支持後，就可以建立或達到所謂的安全論證 (safety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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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之成果已初步參考 IAEA SSG-14 導則附錄 II(IAEA,  2011, p70-

p90)封閉後安全評估之架構，針對數據的不確定性；模式的驗證、校

驗與確認；情節與案例發展；參數敏感度；天然類比；系統管理；同

儕審查共 7 個面向進行初步討論。而 106 年研究結果則進一步參考

IAEA 特定安全導則報告，進行本年度不確定性管理策略討論工作範

疇，其如下說明：  

國際原子能總署 (IEAE)為涵蓋各種類型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

在各發展階段所需的安全論證與支持其論述之安全評估，編訂第 23

號特定安全導則 (簡稱 SSG-23 導則 ) (IAEA, 2012, p1-p114)，提供如

何評估、證實與文件化所有類型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的安全性。

SSG-23 導則共分 8 章，導則條文共有 349 條，主要就各類型放射性

廢棄物進行處置時，在各階段發展安全論證與安全評估時，提供發展

方向、包含組成要素、相關議題，論證文件等指引，並提出管制審查

的建議。針對不確定性管理，於第 5 章封閉後的輻射影響評估內提及，

內容即說明形成安全論證核心元素的封閉後輻射影響評估方法論。概

述並詳細討論程序中各式各樣的步驟。特別是針對輻射影響評估中的

不確定性管理提供指引與建議，也可用於評估結果與評估準則之比較。 

圖  5-18 說明安全論證的構成要素，包括：背景、安全策略、系

統描述、安全評估、反覆和設計最佳化、不確定性管理、限值，管制

與條件以及安全辯證的整合。故由安全論證構成要素架構可知，不確

定性管理確切涉及到包含系統敘述；安全評估；限制、控制與條件；

安全辯證整合，共 4 個主要項目。  

針對安全評估參考案例所執行的計算結果，SSG-23 導則指出，一

旦選用情節經模式化成計算案例後，即應針對這些情節進行確定式或

機率式的分析，並對其結果進行解釋 (如與法規值比較，或是通過不

同組件的通量 )。並應對各類型不確定性的處理與分析進行說明，並

說明對應的敏感度分析。  

SNFD2017 報告安全評估針對所選用的基本情節與干擾情節進行

量化分析，並以不同的演化所組成的案例探討不同組件的釋出通量，

針對這些通量結果進行探討，並呈現所有計算案例分析結果的整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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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安全評估方法論步驟 11)，並就所有分析案例結果中，提出最極端

結果的說明，並與法規的風險限值為基準進行比較。分析結果論述中，

提出本計畫發展階段對參考案例的分析結果，以剪力情節失效且在地

下水流增加情形下的案例將會對關鍵群體中個人造成較顯著輻射影

響，結果仍低於法規之風險限值。在整合分析後提出：經由實際執行

完成整體風險評估，具體了解到安全評估之執行面所需 (包含地質條

件與工程設計 )，回饋於未來研究的規劃，強化安全評估之能力。  

SNFD2017 已提出安全評估對參數不確定性的處理，也針對分析

案例計算所得到的結果，進行腐蝕情節與剪力情節傳輸參數的敏感度

初步分析，獲知影響評估結果的重要參數。  

整體而言，SNFD2017 提及對安全評估的不確定做出來源、本質

與程度的判斷，並以技術可行性為目的，探討安全評估採用的參數不

確定性，並進行初步參數敏感度分析。將針對不確定度管理，持續進

行發展，以利安全評估與安全論證可信度之提升。  

同時，為考量整體性，國際同儕審查對安全評估可信度之建議，

則統一彙整於本報告第 6 章。  

 

5.2.6. 技術發展藍圖與技術發展路徑之研議 

安全評估技術發展是量化證明處置設施具備長期安全可信度的

最佳方式，與地質調查、工程設計的多方相互回饋，將可使處置設施

達到最佳化設計、最佳可行技術探討及效益極大化。現階段已完成以

參考案例為核心，聚焦工作重點，達成技術可行性評估。下一階段將

以整合地質調查 /工程設計 /安全評估，建立數據品質、技術驗證與標

準程序為目標，並針對未來可能提出的候選場址區域，以資訊公開透

明方式，來說明各候選場址區域的安全特性。106 年成果建議技術發

展方向與說明如下：  

(1) SDM(Site Descriptive Model ,  SDM)處置場址描述模型：  

地質調查、工程設計與安全評估 3 方的交互回饋應用，考量 3 方

的專業領域與分工可行性，工程設計可擔任銜接前端的現地調查

數據使用，以及後端的安全評估參數提供；參考國際上對於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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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信賴度提升的作法，可建立 SDM 處置場址描述模型，由安

全評估提出數據需求，由工程設計建立數據接收與查驗的方法，

由地質調查發展適宜調查技術。由於本期已經建立工程設計與安

全評估流程，未來在參數敏感度的評估上，可根據此一流程，反

覆進行檢核與驗證。  

(2) 強化論證安全評估方法論的應用性：  

本階段雖以離島結晶岩測試區完成方法論應用示範，也證明可符

合安全論證之要求，然因數據之侷限性，仍輔以大量假設及採用

國際案例所建構數據與論證，之中可能存在過度理想化及不符合

本土特性之情形。故下一階段仍應積極尋找可適用的數據案例，

包括國際合作、建議的候選場址區域，抑或是適宜的研究區域。

因唯有透過如此不斷的應用與回饋檢討，方可發展出安全評估方

法論的最佳化流程。  

(3) 處置設施參考演化技術發展：  

經由瑞典 SKB 專家的協助，已列舉 35 項重要的內部作用進行探

討，並引入本土數據建立簡易的參考演化。然影響處置設施的內

部作用將遠多於此，且涉及 THMC 耦合效應，也許影響程度不及

重要的機制，但仍需提出科學論證證明之。故後續計畫應大力投

入長期演化研究，除持續本期所列舉的重要內部作用研究外，亦

應加強國際合作 (如 DECOVALEX)，依候選場址區域的特性，盤點

出相關的內部作用，並廣納綜研國際已具體可信之研究成果 (如

廢棄物罐腐蝕作用機制研究 )，達到快速累進技術的目標。同時，

亦需配合本土數據，進行重要成果的適用性與差異性分析。但對

於廢棄物罐受地震剪力效應，此部分因與北歐國家特性迥異，應

建立自主分析技術，例如現地應力演化、地震長期效應對水文地

質環境影響，以及地震對於地形變化影響等議題。並宜多與同處

環太平洋地震帶的國家 (如日本 )，進行技術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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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發表與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相關之報告與建議書 

報告編號 出版年份 名稱 

ICRP-46  1985 Disposal of solid radioactive waste 

ICRP-60 1990 
Recommend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64 1992 Potential exposur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CRP-76 1996 
Potential exposure (Application to select radiations 
sources) 

ICRP-77 1997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policy for the disposal of 
radioactive waste 

ICRP-81 1999 
Radiation protection recommendations as applied to 
the disposal of solid long-lived radioactive waste  

ICRP-82 1999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 in situations of Prolonged 
Radiation Exposure 

ICRP-103 2007 
Recommend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122 2012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n geological disposal of long-
lived solid radioactive waste 

 

表 5-2：處置設施隨時間演化與不同處置設施狀態及可能發生的曝露情境 

設施

狀態 

監管類型 

直接監督期 間接監督

期 

不可監督

期 

設計

基準

演化 

規劃曝露(正常

與潛在曝露) 

規劃曝露

(潛在曝

露) 

規劃曝露

(潛在曝

露) 

非設

計基

準演

化 

緊急曝露 緊急曝露 緊急曝露

或既存曝

露 

人類

入侵 

不相關 不相關 緊急曝露

或既存曝

露 
資料來源：改製自 ICRP(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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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安全評估 11 步驟關聯圖 

 

 

 

圖 5-10：臺灣 FEPs 資料庫建構概念 



SNFD-AR2017-V3 
 

5-35 
 

 

 

圖 5-11：臺灣 FEPs 資料庫建構概念 

 

 

 
 

圖 5-12：台灣 FEPs 資料庫年度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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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全球氣候系統的組成概要圖 
資料來源：SKB(2010j, p23) 

註 (1)：過程、互動與局部變動描述在圖的方框中。  

註 (2)：至左上開始順時針分別為：水循環變化；太陽入射變化；大氣組成與環流

變化；土地利用、植被及生態系變化；海洋循環與生物地球化學變化  

 

 
 

圖 5-14：現今與冰河期海陸分布圖 
資料來源：陳文山(2016) 

註： 27,000 年前至 18,000 年前的冰河時期，全球海面下降約 120 m，造成各

大陸邊緣大半的淺海陸棚露出海面成為陸地 (下圖粉紅色區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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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NOAA 所蒐集數據之古氣候海平面與溫度變化狀況 
資料來源：重繪自 NOAA(2008) 

 

 
 

圖 5-16：臺灣海平面變化下可能地表地形模型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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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離島結晶岩測試區 

 

 
 

圖 5-18：SSG-23 導則所提安全論證構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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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安全評估分析模式建立與執行 

5.3.1. 分析模式的選用與開發 

分析模式根據現階段以廢棄物罐腐蝕與剪力 2 種情節所需來進

行選用，並據以進行安全評估計算。本年度著重於 IRT 對現階段採用

的計算工具與安全評估程序，進行審查並提供建議如下：  

(1) 未來封閉後安全評估的發展，可使用更先進的國際實務作法，如

探究敏感度分析，以提升安全論證的可靠性。隨著安全論證的發

展，在整體安全論證中使用敏感度分析必須更加顯而易見，並且

明確連結到未來研發計畫與情節發展及其處理不確定性的計算

案例。  

(2) 現行計算模擬的科學作法需要明確闡述模式的假設與簡化過程，

以及其需要個別進行輸入數據與結果的不確定性處理。  

(3) 於後續階段的發展中，應用計算流體動力學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  CFD)技術，並結合場址參數之取得，利用這些模式評估

探討相關之參數的影響性，以逐步減少關鍵參數與模式的不確定

性。同時，考慮發展更詳細的地景演化，以支持生物圈概念模式

的發展。  

 

綜整上述 IRT 建議，本年度持續對於本研究精進及規劃，106 年

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本計畫將在下階段之整體研發規劃將持續進行安全評估方法論

的精進與全面性的提升，重點項目包括： (1)功能評估技術發展與安

全 功 能 指 標 研 究 、 (2) 靈 敏 度 分 析 與 工 程 設 計 最 佳 化 應 用 分 析 、

(3)FEPs 研究發展管理與重要性分析、(4)情節發展與量化分析。另配

合相關數據與資料庫的管理，可改進資訊的透明度與可追溯性，藉以

提升安全論證的可靠性。  

由於安全評估時間尺度長達 100 萬年，無法以實驗方式來得到結

果，必定得用建立模式之方式來得到分析結果。而整個模式的整合、

串聯與一致性的可信度，在安全評估的可信度中就顯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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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去年度所建立之安全評估模式鏈，經與瑞典 SKB 安全評估

流程所使用的數值模式進行比較，彙整腐蝕情節 AMF 中模式選用之

軟體清單如表  5-3，剪力情節 AMF 中模式選用之軟體清單如表  5-4。

在與處置設施配置有關之衰變熱、緩衝材料與母岩溫度部分，分別是

使用 ORIGEN-S 和 FLAC3D 軟體；緩衝材料侵蝕計算、銅腐蝕計算，

目前均是參考瑞典 SKB 的經驗公式；剪力位移抗性、膨潤土不均勻回

脹壓力部分，則使用 ANSYS 軟體；廢棄物罐損壞所需地質圈離散裂

隙網、裂隙 /廢棄物罐相交部分，使用的是 3DEC 軟體；近、遠場核種

傳輸有關部分，均是使用 GoldSim 軟體；而與生物圈 BDCF 有關部分，

則是使用 AMBER 軟體。  

不論選用商業化的軟體或發展特定目的的計算軟體，均應符合適

當 的 品 質 保 證 標 準 。 計 算 軟 體 應 進 行 校 驗 (calibration) 、 驗 證

(verification)與確認 (validation)。為提升對選用計算工具的信心，以

下將就上述的整合建議成果，說明整體安全評估模式鏈所選用之軟體、

軟體應用性、分析計算之適用性及模式的基本校驗或可信度說明。  

(1) ORIGEN-S：  

(a) 模式功能與應用範圍說明：  

ORIGNE-S 是 SCALE 程 式 系 統 內 耗 乏 與 衰 變 的 程 式 模 組

(ORNL, 2004, F7.2.1-F.7.5.11)，藉由控制模組進行呼叫使用

或是單獨運跑。ORIGEN-S 的主要目標是在進行耗乏計算時，

可使用自任何標準 ENDF/B 格式核種資料庫處理過之多能群

截面資料。這些程式對於任何給定之反應器燃料組件計算出

具代表性之問題相關中子能譜權重截面資料，並將資料轉換

成 ORIGEN-S 可用之節面資料庫格式。隨時間變化之截面資

料庫，反映出照射期間燃料組成變化的程度。  

ORIGNE-S 的計算分析與核反應器內燃料照射或貯存、管理、

運送及接續化學處理用過核子燃料元素相關。ORIGEN-S 廣

泛地使用在反應器與電廠設計研究、用過核子燃料傳輸研究、

燃耗效應驗證、衰變熱與輻射安全分析及環境影響評估。  

(b) 模式校驗或應用可信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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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過核子燃料特性評估需要相當高成本與專精技術之背景

與能力，才能進行實驗驗證； ORNL 在程式開發時特別關注

程式模式的驗證，針對 SCALE 程式集內的各項模組與功能進

行驗證分析。針對國內案例適用之 BWR 與 PWR 類型用過核

子燃料組件之驗證報告如參考文獻 (ORNL, 1998,  p40-p42；

ORNL, 1996, p41)指出，其結果皆為相對合理可信之結果。  

(2) FLAC3D：  

(a) 模式功能與運用範圍說明：  

FLAC3D 3.00 版是由美國 Itasca Consulting Group Inc.所研

發之有限差分軟體，共有 5 種計算模式：靜力模式、動力模

式、潛變模式、滲流模式與溫度模式，可模擬多種結構形式。

FLAC3D 具有強大內嵌語言 FISH，其具體功能如下：(i)自訂

材料的空間分佈規律；(ii)定義變數，追蹤其變化規律並繪圖

表示或列印輸出； (iii)自行設計 FLAC3D 內部沒有的單元形

態；(iv)在數值測試中可進行伺服控制；(v)指定特殊邊界條

件；(vi)自動進行參數分析； (vii)利用內部定義的 Fish 變數

或函數，使用者可獲得計算過程中節點、單元參數，如座標、

位移、速度、材料參數、應力、應變與不平衡力等。  

FLAC3D 是以外顯有限差分程式，來模擬土壤、岩體或其他

結構物，在達到降伏強度後呈塑性時之三維力學行為。在隧

道工程的熱應力分析上，可藉由 FLAC3D 來了解隧道內部或

坑道，在隨著時間進行時與周圍岩體間之溫度變化、分布與

影響，再以非耦合之方法進一步了解應力與變形行為。  

(b) 模式校驗或應用可信度說明：  

一厚度 L=1 m 的平面片 (plane sheet)，其初始溫度為 0 ℃，

其中 1 側曝露於 100 ℃的恆溫，另 1 側維持在 0 ℃。該平面

在熱通量 (heat flux)及溫度分布皆不改變之情況下，最終達

到平衡態 (equilibrium state) 。此狀態下，暫態 (transient 

state)之溫度分布解析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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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1 為平面 1 側之溫度，其初始值為 0 ℃，   

T2 為平面另 1 側之溫度，其初始值為 100 ℃，   

L 為平面寬度，  

t 為時間，  

z 為橫跨平面之距離，  

κ 為 k/ρCp，  

其中 k 為熱傳導係數， ρ 為密度，Cp 為比熱。  

在 T2 為 0 時，可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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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此平面片熱傳導係數為 1.6 W/m℃，比熱為 0.2 J/kg℃，材料

的密度為 1,000 kg/m3，溫度 T 為 100 ℃。  

將解析解寫成 FISH 語言，與數值解分析結果比較。在 FLAC3D

模型裡，平面片被分割為 25 個柱體區域， z=0 處為 100 ℃

之定溫邊界，z=1 處為 0 ℃之定溫邊界，三維模型如圖  5-19。

在 3 個 熱 歷 時 (thermal time) 中 ， 將 解 析 解 與 利 用 顯 式

(explicit)及隱式 (implicit)求解得到的數值解繪圖比較，其

溫度分布分別如圖  5-20 與圖  5-21。  

圖  5-20 與圖  5-21 中，縱軸為標準化 (normalized)溫度 T/T1，

橫軸為標準化距離 z/L，其中 table2、4、6 包含溫度的解析

解，table 1、3、5 則包含 FLAC3D 之數值解。顯式解的 3 個

熱歷時，分別為 1.45 sec、 7.27 sec 與 72.73 sec；隱式解的

3 個熱歷時，則分別為 1.45 sec、 11.45 sec 與 71.45 se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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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況均在最後一個時間達到熱平衡狀態。由圖可知，無論

顯式或隱式計算，解析解與數值解的誤差均小於 0.1%。  

(3) 3DEC：  

(a) 模式功能與運用範圍說明：  

分離元素法自 1971 年首次發表以來已有 40 餘年，而三維

分離元素法 (3 Dimensional Distinct Element Code, 3DEC)則

是於 1988 年出現第 1 版，目前 3DEC 已來到第 5 版，並加

入離散裂隙網路 (DFN)功能。  

3DEC 普遍利用於分析不連續介質 (discontinuous medium)

的靜態或動態反應，將不連續面 (discontinuities)作為完整

岩石的邊界條件，因此，岩石可以位移、旋轉及變形。應用

領域有：(i)邊坡工程；(ii)採礦工程；(iii)岩石鑽炸效應分析；

(iv) 岩石熱傳分析； (v) 地震引致岩石剪力位移分析。  

(b) 模式驗證或應用可信度說明：  

目前 3DEC 已應用於瑞典最終處置設施，分析地震所引發的

不連續面位移，及工程障壁的熱 -力學分析。瑞典輻射安全主

管機關 2005 年進行審閱瑞典 SKB 的分析程式，並發表正式

報告 (Hicks,  2005, pii)，報告總結認可 3DEC 是國際上經常

應用之軟體，且具高度信心。  

(4) ANSYS：  

(a) 模式功能與運用範圍說明：  

ANSYS 的結構分析型式包含了靜態分析與暫態動力學分析、

挫屈分析及破壞力學分析等，軟體本身具有前後處理功能，

用來建立分析所需的有限元素模型及結果的處理，將應力與

應變量以圖形顯示。ANSYS 結構分析架構為：(i)幾何模型建

立； (ii)定義材料參數； (iii)進行網格切割； (iv)邊界條件及

負載設定； (v)執行分析； (vi)進行結果後處理。  

針對 ANSYS 結構靜態分析，可應用各種非線性模型非線性

材料及高度非線性的接觸面模擬，準確將廢棄物罐中的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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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非線性範圍進行模擬，將分析結果應力與應變以圖形方式

呈現，判定廢棄物罐的最大受力影響位置及安全餘裕空間。 

(b) 模式校驗或應用可信度說明：  

ANSYS 公司致力於工程數值模擬軟體與技術的研發，其主要

產品 ANSYS 在全球眾多行業中被工程師與設計師廣泛採用，

並且 ANSYS 還是世界上第 1 個通過 ISO 9001 認證的分析設

計類軟件。圖  5-22 為 ANSYS 軟件分析的可信度之評估驗證

結果，定義 1 個簡單的有限元素桁架模型，利用 ANSYS 提供

之輸入檔分析求解位移和。  

(5) GoldSim：  

(a) 模式功能與運用範圍說明：  

GoldSim 為一高圖式化且對使用者友善的物件導向軟體，提

供動態及機率模擬方式，可用於商業、工程及科學等領域。

於用過核子燃料處置上，需利用 GoldSim 污染物傳輸模組，

其為 GoldSim 之延伸模組，以數學方式表示地下處置設施，

允許使用者以定率及機率方式，模擬物質 (即污染物 )於複雜

的工程及自然環境系統中傳輸、遲滯及釋出之過程。基本上，

污染物傳輸模組可於輸出系統中特定位置，進行物質通量預

測值及環境中之濃度預測值；如果需要，濃度也可以利用轉

換因子轉換為接受者的劑量或健康風險。  

污 染 物 傳 輸 模 組 具 有 多 種 次 模 組 (contaminant source 、

species、 cell pathway 及 receptor 等 )，可模擬用過核子燃

料之處置設施中近場及遠場傳輸，利用其提供之次模組定義

核種存量、廢棄物罐數量、廢棄物罐損壞模式、緩衝材料厚

度、離散裂隙網路參數及各材質之基本參數，以模擬整個處

置系統；模擬後得到的核種釋出，可整合生物圈模式所計算

之生物圈轉換因子，即可求得關鍵群體之吸收劑量；GoldSim

其具備隨機取樣方法，可機率式的對參數取樣，並對特定結

果進行參數敏感度分析。  

(b) 模式校驗或應用可信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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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Sim 目前已被使用於多國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計畫，如日

本 H12 報告、美國的雅卡山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計畫，以及芬

蘭 POSIVA 公司用於模擬用過核子燃料之近場核種傳輸等。  

(6) AMBER：  

(a) 模式功能與運用範圍說明：  

AMBER 為靈活運用數學模擬運算工具，可供使用者自行建

立動態區塊模型，模擬環境或工程系統中污染物遷移、降解，

並可用於評估例行、意外或長期之污染物外釋情形。  

AMBER 程式可廣泛應用於許多領域上，諸如生物動力學模

擬、農用化學品於環境中之遷移與健康危害評估、核設施污

染整治與除役策略評估工具、核子意外事故後輻射影響評估

及廢棄物處置安全評估等。  

(b) 模式校驗或應用可信度說明：  

AMBER 曾參與 NEA PSAG Level 1B 生物圈模擬比對活動，已

對 AMBER 之確定性與機率性運算功能完成驗證，可參閱

Quintessa 公司之程式驗證報告 (Quintessa,  2011,  p1-p192)。

AMBER 也曾被瑞典核能管制機關 SSI 與瑞典 SKB 所採用，

用於比對處置設施安全評估運算結果。此外在國際研究中亦

有廣泛經驗，如 IAEA ’s BIOMASS 計畫之 ERB 2A 生物圈案例

模擬，目前有超過 30 個國家使用 AMBER 進行各方面研究。  

(7) RESRAD-onsite：  

(a) 模式功能與運用範圍說明：  

RESRAD(RESidual RADioactivity) -onsite ver.  7.0 係由美國

阿崗國家實驗室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ANL)開發的

模擬程式，主要功能在於評估土壤中殘餘放射性物質，經由

水、空氣與生物介質傳輸，致使人類受到輻射曝露影響之程

度。  

RESRAD 可用評估物質殘餘放射性對工作人員或一般民眾造

成 劑 量 與 風 險 影 響 ， 預 設 情 節 假 設 為 農 場 居 民 情 節

(residential  farmer scenario)，為最保守情節假設，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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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據場址特性，選用預設曝露途徑，以評估不同情節下 (例

如郊區居民、工作人員或休閒活動者 )人員所受輻射劑量。  

(b) 模式校驗或應用可信度說明：  

RESRAD 程式集於 1989 年正式發布之前，ANL 已透過手算

與 試 算 表 完 成 早 期 程 式 版 本 驗 證 (Gnanapragasam et al . ,  

2000, p17-p38)，之後亦陸續與其他程式進行功能比對，包

含 DECOM ver.  2.2,  GENII,  PRESTO-EPA-CPG, PATHRAE-EPA, 

MEPAS, MMSOILS 與 DandD 等。RESRAD 程式集已應用於美

國許多除役場址之劑量評估，並有超過 60 個國家下載使用，

並進行相關研究。  

(8) DarcyTools：  

(a) 模式功能與運用範圍說明：  

DarcyTools 是由 SKB、MFRDC、 CFE AB 等 3 機構共同開發

的模擬程式，為模擬孔隙介質與裂隙介質流場的工具，目的

為最終處置之場址調查及安全性評估 (SKB, 2010k, p7)。  

DarcyTools 使用的數值方法為有限體積法，其計算步驟如下：

(1)將模擬區域劃分為數個網格單元； (2)針對每一網格解微

分 方 程 式 後 轉 換 為 代 數 方 程 式 ； (3) 求 解 代 數 方 程 式 。

DarcyTools 有以下特色 (SKB, 2010k, p7)， (1)數學模型：以

守恆定律為基礎；(2)非結構化網格：對於幾何形狀描述有很

大的彈性；(3)連續模式：縱使以裂隙網路建構模型，亦可以

轉換為連續孔隙介質模型進行計算；(4)PARTRACK：利用質

點傳輸方法模擬污染物移動情形。  

(b) 模式校驗或應用可信度說明：  

DarcyTools 為一非商業化軟體，僅由 SKB 進行處置設施地

下水流模擬及分析使用，相關文獻包括說明 DarcyTools 之

概念、方法及方程式 (SKB, 2010l,  p1-p144)、檢驗、驗證及

說明 (SKB,  2010m, p1-p183)、實驗室尺度之地下水流及鹽度

對地下實驗室之影響 (SKB, 1999, p1-p66)、地下水流、水壓

及鹽度於地下實驗室之模擬 (SKB, 2001, p1-p6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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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racMan：  

(a) 模式功能與運用範圍說明：  

FracMan 程式為美國 Golder Associates Inc.公司開發之商業

軟體，結合地質統計理論及裂隙生成模式，將現地量測之裂

隙參數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並依據裂隙生成模式建構三維離

散裂隙網路模型。在最終處置安全評估應用上，可依據分析

尺度的不同，分別在處置孔、處置設施與處置區域等不同尺

度上，進行三維離散裂隙網路模型生成，依據水力邊界條件，

以有限元素法進行地下水滲流場分析及質點示蹤分析。  

FracMan 程式已被廣泛利用在資源探採與地下儲存之公共

利益上，例如礦產與油氣資源開採、地熱能源開發、二氧化

碳地質封存及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等領域，其共同的關鍵

即在於岩體裂隙分布與地下水滲流，並在源項與接收點之間

分析可能之連通路徑。在處置設施安全評估中之應用範圍，

安全評估中源項為廢棄物罐，而接收點則到達生物圈範圍，

而中間的區域主要為近場母岩因開挖行為造成岩體解壓；在

處置孔周圍形成的開挖擾動帶區域，以及遠場岩體破碎區、

斷層帶或大規模不連續面等。離散裂隙網路模式的應用，即

在建立此中間區域的裂隙分布，並依據邊界水頭差造成的地

下水流動，來探討裂隙交接性及連通路徑。  

(b) 模式校驗或應用可信度說明：  

由於 Golder Associates Inc.公司於國際核能後端領域扮演極

重要角色，FracMan 程式已廣泛受瑞典 SKB、芬蘭 POSIVA、

日本 JAEA 等國家機構，應用於裂隙岩體之模型建置、地下

水滲流場分析等項目中。  

 

5.3.2. 廢棄物罐破壞模式評估技術研究 

105 年主要情節針對 2 種廢棄物罐失效的情況進行探討，包含腐

蝕情節及剪力情節。106 年則著重於探討廢棄物罐初始缺陷之破壞模

式，此處之初始失效為探討廢棄物罐銅殼存在 1 個微小穿透的孔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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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後續之演化情形。因廢棄物罐於生產製造時皆需經過嚴密之品

質管控程序，故此破壞模式發生機率極低，屬假想之廢棄物罐失效模

式。  

廢棄物罐初始缺陷情節於瑞典 SKB SR-97 之安全評估階段，曾被

視為主要情節。然而，隨著工業技術及銲接方法的進展，累積許多知

識及經驗，在瑞典 SKB SR-Can 及 SR-Site 之安全評估階段後，即將之

歸類於較不可能發生 (less likely)之情節 (SKB, 2010b,  p68)。  

於設計需求上，廢棄物罐的初始狀態即描述廢棄物罐銅殼不存在

穿透的孔洞瑕疵，然而，此失效模式的分析與處理和廢棄物罐的內部

重要演化有關。於廢棄物罐初始失效案例中，廢棄物罐不具有圍阻功

能，而緩衝材料與地質圈則保有完整的遲滯能力。因此，廢棄物罐初

始失效之案例可展現緩衝材料和地質圈的遲滯能力，並發現與處置設

施相關構成要素的不確定性。然而，廢棄物罐壁上之初始微小缺陷最

後預期將發展成更大的缺陷，之後將進一步探討其發生之相關機制及

情況。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5.3.2.1. 廢棄物罐初始缺陷形式分析 

為進行廢棄物罐初始缺陷之安全評估，瞭解廢棄物罐初始缺陷之

形式、大小及發生頻率是重要之過程，而評估廢棄物罐初始缺陷之形

式、大小及發生頻率，需根據合理的假設與原因。廢棄物罐缺陷資訊

及其發生頻率的統計數據，必須在廢棄物罐生產製造後，經過大量密

封廢棄物罐的檢驗試驗才得以建立；然而，即使在實際取得數據後，

仍需考量其適用性，因為於實際檢測時，若於廢棄物罐上發現缺陷，

對於該廢棄物罐的處理方式可能為將其修復或丟棄，因此，仍無法合

理估算廢棄物罐發生缺陷之頻率。  

關於廢棄物罐初始缺陷發生形式、頻率及大小的假設，說明如下： 

(1) 廢棄物罐銅殼之設計厚度為 50 mm，而廢棄物罐於製造過程可能

因製造偏差或銲接等原因，造成廢棄物罐局部處之銅殼厚度不足

50 mm，此未達到設計厚度之區域稱為廢棄物罐厚度不連續性

(discontinuity)之區域。依據其非破壞性檢測之統計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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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的廢棄物罐中，廢棄物罐銅殼厚度的最大偏差不大於 10 mm，

剩餘 1%的廢棄物罐，厚度的最大偏差也不大於 15 mm(SKB,  

2006, p53)；因此，廢棄物罐銅殼的初始穿透孔洞缺陷發生機率

較低。  

(2) 若初始缺陷發生，其最可能的發生位置為廢棄物罐罐體與罐蓋間

的銲縫中。  

 

可能造成穿透孔洞的銲縫缺陷形式 (SKB, 1999, p218)如圖  5-23

所示，包含：  

(1) 銲縫未在銅蓋和罐體間完全融合，這可能是因為材料熱膨脹或銲

槍角度不正確所致。  

(2) 銲接接頭的裂紋可能於修復失敗的接頭時產生。  

(3) 電子束銲機放電會造成電子束暫時斷開，並在銲縫中產生孔洞及

金屬煙塵 (metal fume)。  

 

這些存在於銲縫中的缺陷均可以透過超音波檢測儀器偵測出，若

銲縫中仍存在未被偵測出的缺陷，則其尺寸必須很小，預計其大小將

不大於 1 mm2。如今，沒有真正合適的方法來評估初始失效的廢棄物

罐數量，而對於廢棄物罐的設計需求，其中在廢棄物罐封裝廠的驗收

標準，即規定在 1,000 個廢棄物罐的非破壞檢測中，不得超過 1 個廢

棄物罐存在初始缺陷。然而，實際存在初始缺陷之廢棄物罐預期將低

於此比例。  

 

5.3.2.2. 廢棄物罐失效後之近場演化 

廢棄物罐失效的演化方式複雜，且取決於若干不確定因子。首先，

有關廢棄物罐內部之演化方式，地下水可能藉由失效孔洞進入廢棄物

罐，造成鑄鐵內襯腐蝕，進而產生氫氣，而廢棄物罐內氣體增加與累

積產生的壓力可能非常可觀，將進一步抑制地下水進入廢棄物罐，同

時抑制經過緩衝材料的氣體進入罐體中。當腐蝕作用持續進行，腐蝕

產物的產量將高於內部鑄鐵的間隙空間，如此將施與廢棄物罐銅殼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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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壓力，進而造成原本在銅殼上的缺陷擴張；而腐蝕作用也會造成鑄

鐵內襯的強度減少，如此也將會影響廢棄物罐抵抗圍壓負載的能力，

導致廢棄物罐內襯缺陷的擴張。  

廢棄物罐的演化也可能受廢棄物罐外部的力學負載和熱條件等

外在因子影響，例如，處置設施的溫度升高可能造成地下水進流量上

升，但預期廢棄物罐初始失效不會在處置設施封閉後的 1,000 年內發

生，故地下水進流率受熱條件的影響程度有限。  

在核種傳輸計算中，保守假設廢棄物罐內部不具傳輸遲滯及核種

吸附的能力，一旦廢棄物罐內部被水充滿，假設用過核子燃料和廢棄

物罐與外部存在連通路徑，且廢棄物罐內部為化學惰性的水體積，核

種可於水體積中自由擴散與溶解。當傳輸路徑建立，將忽略廢棄物罐、

用過核子燃料和燃料護套之遲滯能力，以及內部結構障壁的功能。  

 

5.3.2.3. 廢棄物罐初始缺陷案例討論 

於本節中，利用 GoldSim 模擬廢棄物罐各種初始缺陷情況下，放

射性核種於緩衝材料中的濃度改變，並於 SNFD2017 參考案例資料，

加入廢棄物罐初始缺陷模式，評估近場及遠場之核種釋出率及釋出至

生物圈之劑量。  

圖  5-24 為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之近場核種傳輸途徑示意圖，

其中包含廢棄物罐、緩衝材料及近場母岩裂隙；於模擬近場傳輸上，

需利用區塊物件分別描述廢棄物罐中的含水空腔及周圍之緩衝材料。 

(1) 廢棄物罐初始缺陷案例模擬  

於廢棄物罐初始缺陷情節中，傳輸將受水的擴散限制，於驗證案

例中，所考慮之核種為長半衰期之 U-238，並令 U-238 於廢棄物

罐中含水空腔保持最高濃度 (最高濃度將取決於設定之溶解度限

值 )，不考慮廢棄物罐及緩衝材料對 U-238 之吸附行為。  

在模擬方面，共評估 6 個案例下 U-238 於緩衝材料中濃度的改變

情形：  

(a) 考慮等效傳輸阻力封塞，並連接 1 個緩衝材料區塊；  

(b) 考慮等效傳輸阻力封塞，並連接 5 個緩衝材料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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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考慮等效傳輸阻力封塞，並連接 5 個緩衝材料區塊；  

(d) 大尺寸的初始缺陷孔洞，考慮等效傳輸阻力封塞，並連接 5

個緩衝材料區塊；  

(e) 初始缺陷孔洞尺寸隨時間增加，考慮等效傳輸阻力封塞，並

連接 5 個緩衝材料區塊；  

(f) 初始缺陷孔洞尺寸瞬時擴大，考慮等效傳輸阻力封塞，並連

接 5 個緩衝材料區塊。  

於 GoldSim 模擬中，所使用之參數如表  5-5，各案例中初始缺陷

孔洞大小及面積如表  5-6，計算上述情況下 U-238 於緩衝材料中

的濃度改變情況。  

(a) 案例 1：考慮等效傳輸阻力封塞，並連接 1 個緩衝材料區塊  

於此案例中，假設初始缺陷孔洞半徑為 1.26× 10 - 2  m，其對

應到之孔洞面積為 5× 10 - 4  m2，U-238 於第 1 年即開始釋出，

評估至 1 億年，並以等效傳輸阻力封塞連接初始缺陷孔洞與

緩衝材料，觀察 U-238 於緩衝材料中的濃度改變情況，結果

如圖  5-25 所示，U-238 於約 100 萬年在緩衝材料中達到最

大值。  

(b) 案例 2：考慮等效傳輸阻力封塞，並連接 5 個緩衝材料區塊  

於此案例中，假設初始缺陷孔洞半徑為 1.26× 10 - 2  m，U-238

於第 1 年即開始釋出，評估至 1 億年，以等效傳輸阻力封塞

連接初始缺陷孔洞與緩衝材料，緩衝材料分隔之區塊數將影

響模擬釋出率之準確度，因此，將緩衝材料分為 5 個厚度相

等的區塊，觀察 U-238 於第 1 個及第 5 個緩衝材料中的濃度

改變情況，結果如圖  5-26 所示。  

於圖中，因區塊 1 距離初始缺陷孔洞較近，因此，區塊 1 中

之 U-238 濃度與區塊 5 相比會上升較快。  

(c) 案例 3：不考慮等效傳輸阻力封塞，並連接 5 個緩衝材料區

塊  

於此案例中，利用 GoldSim 模擬，假設初始缺陷孔洞半徑為

1.26× 10 - 2  m，U-238 於第 1 年即開始釋出，評估至 1 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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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將初始缺陷孔洞連接至緩衝材料區塊，並將緩衝材料分

為 5 個區塊，觀察 U-238 於有使用等效傳輸阻力封塞及未使

用等效傳輸阻力封塞時，第 5 個緩衝材料中的 U-238 濃度改

變情況，結果如圖  5-27 所示。  

結果圖中，紅色虛線為使用等效傳輸阻力封塞，模擬核種自

初始缺陷孔洞釋出之結果，藍色虛線為未使用等效傳輸阻力

封塞之結果；在未使用等效傳輸阻力封塞的情況下，緩衝材

料中的 U-238 濃度將較早上升。  

(d) 案例 4：大的初始缺陷孔洞  

於此案例中，利用 GoldSim 模擬，假設初始缺陷孔洞半徑為

1.26× 10 - 1  m，其對應到之初使失效孔洞面積為 5× 10 - 2  m2，

與前述案例相比，初始缺陷孔洞面積增加 100 倍；U-238 於

第 1 年即開始釋出，評估至 1 億年，於初始缺陷孔洞及緩衝

材料區塊間以等效傳輸阻力封塞連接，並將緩衝材料分為 5

個區塊，觀察 U-238 於第 1 個及第 5 個緩衝材料中的濃度改

變情況，結果如圖  5-28 所示。  

與案例 1 及案例 2 相比，因較大的初始缺陷孔洞，將使緩衝

材料中的 U-238 濃度提早上升，並達飽和濃度。  

(e) 案例 5：隨時間擴大之初始缺陷孔洞  

於此案例中，利用 GoldSim 模擬，假設初始缺陷孔洞半徑為

1.26× 10 - 2  m，其對應到之孔洞面積為 5× 10 - 4  m2，而初始缺

陷孔洞之半徑將隨時間線性擴大，於 5× 106 年時，孔洞半徑

增加至 3.09× 10 - 2  m，其對應到之孔洞面積為 3× 10 - 3  m2；U-

238 於第 1 年即開始釋出，評估至 1 億年，於初始缺陷孔洞

及緩衝材料區塊間以等效傳輸阻力封塞連接，並將緩衝材料

分為 5 個區塊，觀察 U-238 於第 1 個及第 5 個緩衝材料中

的濃度改變情況，結果如圖  5-29 所示。  

與案例 1 及案例 2 相比，初期孔洞大小近似，因此，緩衝材

料中 U-238 濃度上升速度差異不大，在後期因較大的失效孔

洞，緩衝材料中的 U-238 濃度將較快提升至飽和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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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案例 6：瞬時擴大之初始缺陷孔洞  

於此案例中，利用 GoldSim 模擬，假設初始缺陷孔洞半徑為

1.26× 10 - 2  m，其對應到之孔洞面積為 5× 10 - 4  m2，而初始缺

陷孔洞之半徑於第 1,000 年時增加至 1.78× 10 - 2  m，其對應

到之孔洞面積為 1× 10 - 3  m2；U-238 於第 1 年即開始釋出，

評估至 1 億年，於初始缺陷孔洞及緩衝材料區塊間以等效傳

輸阻力封塞連接，並將緩衝材料分為 5 個區塊，觀察 U-238

於第 1 個及第 5 個緩衝材料中的濃度改變情況，結果如圖  

5-30。  

與案例 5 相比，初期孔洞大小近似，因此，緩衝材料中 U-

238 濃度上升速度差異不大，在 1,000 年時，初始缺陷孔洞

瞬間增大，導致較高的 U-238 釋出率，如圖  5-31 所示，使

緩衝材料中 U-238 濃度上升較快。  

(2) 廢棄物罐初始缺陷之安全評估案例  

於此案例中，假設有一廢棄物罐於製造時即具有一穿透廢棄物罐

的小圓孔缺陷。圖  5-32 及圖  5-33 分別為放射性核種於近場及

遠場的劑量釋出率，紅色虛線為風險限值對應劑量，風險限值為

10 - 6(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2013)，劑量風險轉換係數則採用

ICRP-60 體系所提出 (考量癌症致死率與遺傳效應 )之數值，其值

為 0.073 Sv - 1  (ICRP,  1990, p22)；在近場方面，10,000 年前主要

為 Pu-239 及 Pu-240 為最高，當處置後 10,000 年時廢棄物罐將

失去對核種的遲滯能力，整體劑量之釋出率上升，於 10,000 年

後 Ra-226 之重要性逐漸提升；在遠場方面， Pu 及 Ra 將被母岩

遲滯，降低其釋出率，因此，在遠場則為低 Kd 值的 Cl-36 及 I-

129 為主要劑量貢獻核種。  

 

5.3.3. 工程障壁系統評估技術研究 

在評估處置設施之安全上需考量廢棄物型態、工程障壁，以及受

母岩地質、水文地質、核種傳輸等條件，而上述條件又與評估時間尺

度間有關，因各種內部作用機制將隨時間演化而交互影響，故相互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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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各作用機制，是情節建構合理性與安全評估可信度的重要基礎。強

化對於作用機制之了解，利於分析模型之建立，以及後續評估計算。

藉由 FEPs 資料庫彙整，了解整體內部作用之相互影響關係，同時，

深入潛在影響安全之特定項目 (如膠體形成及遷移 )，即可強化對於處

置設施安全評估之貢獻， 106 年階段性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5.3.3.1. 內部作用的交互分析 

內部作用的交互分析主要基於內部作用，來探討處置系統可能會

發生的變化，檢視這些內部作用在處置系統的交互影響，作為長期安

全評估中所發展之參考演化前端輸入資訊。  

在 FEPs 資料庫中，經過廣泛探討及彙整國際經驗後，以耦合方

式將內部作用與變數進行一連串關係探討，並將數種作用進行連結，

探討系統單元之間的交互關係。以緩衝材料與回填材料中的熱傳輸為

例，其會受許多變異因子影響，如溫度與熱傳輸會交互影響；而緩衝

材料與回填材料中的含水量與地下水流動情形，則會單方面影響熱在

當中的傳輸情形。  

因此，依據 FEPs 資料庫所彙整的作用清單，藉由探討個別系統

單元可能發生的交互作用，進而判斷其影響程度是否需導入模型運算，

或是定義安全功能與安全功能指標；結果若是需導入模型運算，即透

過安全評估模式鏈 (Assessment modeling flow, AMF)建立作用機制與

模型導入關係式，加以考慮隨時間變化之變數，即形成參考演化。  

彙整離島結晶岩測試區如表  5-7 至表  5-11，包含用過核子燃料、

廢棄物罐、緩衝材料、處置隧道回填材料、地質圈等內部作用。並探

討各項作用機制於不同時間或條件下，應使用的方法與模型，以及我

國對於離島結晶岩測試區處理各項內部作用時，應採用本土資料或參

照文獻數據結果。各作用機制探討之目的，詳述如用過核子燃料內部

作用之交互分析 (表  5-7)、廢棄物罐內部作用之交互分析 (表  5-8)、

緩衝材料內部作用之交互分析 (表  5-9)、處置隧道回填材料內部作用

之交互分析 (表  5-10) 與地質圈內部作用之交互分析 (表  5-11)所示，

分別討論了用過核子燃料在廢棄物罐完好或破損時，所發生之影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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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熱力、力學與化學作用在廢棄物罐完整及破損時之交互影響情形；

緩衝材料歷經不同環境時期與地震時，與地下水之間的交互作用情形；

處置隧道回填材料歷經不同環境時期與地震時，與地下水之間的交互

作用情形；地質圈之地下水及岩石，歷經不同環境時期與地震時可能

會發生之作用機制。  

 

5.3.3.2. 膠體形成及遷移 

膨潤土主要由黏土礦物蒙脫石組成，當接觸水溶液時，其提供大

幅度的膨脹能力，而膨潤土可以吸收水並膨脹至其原大小數倍，在處

置孔大小及膨潤土質量固定下，將發展為穩定的膨脹壓力；然而，當

有導水裂隙與處置孔截切時，則可能導致膨潤土類自由 (quasi-free)

的膨脹直到平衡狀態。  

由處置孔膨脹至母岩裂隙中的膨潤土將被膨潤土與母岩裂隙間

的摩擦力阻擋，而膨潤土的密度將隨著膨脹至母岩裂隙中的距離降低，

並隨距離由水合固體 (hydrated solid)轉變為膨脹膏狀物、凝膠及散開

的膠體 (colloid)，而膠體的形成需取決於地下水的組成。  

當固體含量低於 2%至 4%及離子強度低於 10 mM，鈉蒙脫石分

散體如同溶膠 (sols)，即穩定的膠體分散體；而於或接近溶膠 /膠體時

期，懸浮物質 (suspended material)最容易被流動的地下水，以傳輸膠

體的方式侵蝕 (erosion)。  

根據前文所述，當處置場之地下水條件改變，於處置孔中的緩衝

材料所含的膨潤土，將可能於處置孔處產生膠體，而與膨潤土有高親

和力的放射性核種，將吸附於膨潤土產生的膠體上，並隨著地下水被

帶入母岩裂隙中，而因膠體之顆粒較母岩基質 (rock matrix)孔洞大小

要大，將減少放射性核種與母岩基質之作用，即地質圈的遲滯能力下

降，導致較高活度的放射性核種釋出至生物圈中。  

下年度將針對膠體的吸附機制及核種被膠體吸附後之傳輸行為

進行分析，使用軟體與數值模式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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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3. 處置場安全評估 

圖  5-2 為腐蝕情節之圍阻安全發展圖示，當處置孔周圍存在母岩

裂隙，地下水可能經由裂隙與緩衝材料接觸，並逐步侵蝕緩衝材料；

緩衝材料因受地下水侵蝕作用造成質量損失，當緩衝材料損失質量達

到一定程度時，即會使緩衝材料中發生平流，此時工程障壁即喪失所

應提供的圍阻功能；故當緩衝材料中的平流作用發生後，地下水可直

接與廢棄物罐接觸，將加速廢棄物罐之銅殼腐蝕，一旦銅殼厚度被完

全腐蝕時，廢棄物罐即喪失圍阻安全功能，導致地下水流至廢棄物罐

內部，以及放射性核種的釋出。  

圖  5-4 為剪力情節之圍阻安全發展圖示，主要係考慮廢棄物罐之

抗剪力能力、緩衝材料密度，對減緩剪力位移之能力及地質圈裂隙錯

動之位移量與速度。我國剪力作用產生的來源主要是地震，因此，當

地震發生時，將導致地質圈中之裂隙產生錯動，並對處置孔造成剪力

效應；參考瑞典 SKB 在保守的評估中，當處置孔周圍裂隙產生剪力位

移大於 5 cm、剪切速度大於 1 m/s 及緩衝材料密度低於 2,050 kg/m3，

廢棄物罐可維持其圍阻功能；於此報告中，保守假設處置孔周圍裂隙

產生剪力位移大於 5 cm 時，廢棄物罐圍阻安全即失效，此時造成地

下水入侵至廢棄物罐內部，並與用過核子燃料接觸致使放射性核種釋

出。  

倘若廢棄物罐圍阻安全功能失效，則代表地下水流已可侵入至廢

棄物罐內部，並與用過核子燃料接觸，造成用過核子燃料中的放射性

核種溶解於地下水中，並藉由地下水流的流動傳輸行為，經在工程障

壁與地質圈傳輸後，最後釋出至生物圈，此為核種傳輸與遲滯之情節

發展，如圖  5-4；圍阻及遲滯功能相關之作用機制皆會因演化而有改

變，進而造成廢棄物罐之圍阻功能失效，或是各障壁之遲滯功能改變，

並衍伸出各種情節，即可利用核種傳輸模式分析各種情況下對處置場

安全評估劑量結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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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岩體裂隙傳輸評估技術研究 

在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的處置概念中，地下水的流動特性

除了影響緩衝材料的侵蝕及廢棄物罐的腐蝕之外，更是放射性核種在

地層中遷移與分布的重要因素 (JNC,  2000,  pIII-8)，因此，地下水模擬

於安全評估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為了充分瞭解深層地下水的運移，

以及提供緩衝材料侵蝕、廢棄物罐腐蝕及核種於安全評估遠場計算所

需之地下水流相關參數，確定深層地質的水文地質特性及瞭解處置母

岩的物理性質後，再據以建構符合現地狀況之水文地質概念模式，並

進行地下水模擬為一系列重要任務。  

SNFD2017 報告已初步使用離島結晶岩測試區之地質調查成果

(工研院，2015，p1-1-4-20)，以及參考案例之處置設施配置 (核能研

究所， 2016，p1)，建構安全評估所需之地下水流分析模型，完成穩

態流場及質點傳輸模擬，並將相關成果提供安全評估於近場及遠場分

析使用。  

鑑於安全評估方法演練及技術精進所需，本年度持續針對已建構

之地下水流分析模型進行案例分析外，亦同步進行離散裂隙網路功能

評估技術，以及開發裂隙與連體模式等效參數升尺度技術研究，完成

技術可行性評估，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1) 在 離 散 裂 隙 網 路 功 能 評 估 技 術 方 面 ， 應 用 商 用 程 式

FracMan(Wang et  al. ,  2008, p15)、離島結晶岩測試區之地質調

查成果及參考案例之處置設施配置，本年度之執行成果如下：  

(a) 進行離島結晶岩測試區於 1 次實現值下之離散裂隙網路生成

後 (裂隙總數為 13,059,968 個 )，依據參考案例之處置設施配

置，執行處置孔與裂隙截切分析，總計有 247 個處置孔被裂

隙截切，如圖  5-34 所示。  

(b) 在離島結晶岩測試區於 1 次實現值下之離散裂隙網路上建

構連續且正交之 EPM 網格後，應用升尺度技術計算每個網

格內的等效水力傳導係數，達成等效參數升尺度之分析，結

果如圖  5-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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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 FracMan 之 MAFIC 模組進行穩態流場模擬，並使用裂

隙截切處置孔之分析結果進行質點傳輸起始點後，執行質點

傳輸分析。  

(2) 在裂隙與連體模式等效參數升尺度技術研究方面，將自行開發裂

隙網路生成模式，同步開發符合裂隙網路之數值網格生成模式，

利 用 TOUGH 系 列 模 式 之 TOUGHREACT 做 為 計 算 分 析 工 具

(Finsterle et  al. ,  2014, p2-p12; Pruess and Spycher,  2007, 

p1761-p1767)，同時分析裂隙與母岩的地下水流傳輸傳輸行為，

本年度之執行成果如下：  

(a) 由於裂隙在岩體內的關係非常複雜，具有連通 (裂隙相交 )與

不連通 (裂隙不相交 )、裂隙面共線 (2 片裂隙相交之情境 )或

是共點 (3 片或更多裂隙相交之情境 )等特性，且為了提昇計

算效率，在分析中僅保留連通之裂隙或是與特定邊界相連通

的裂隙，即為有效離散裂隙網路 (Lee et al. ,  2011; p1119 -

p1211; Lee,  1990, p100-p120; Long et al. ,  1985, p1105 -

p1115)。為了確認有效離散裂隙網路於空間中的位置及資訊，

本研究首先開發有效離散裂隙網路的搜尋分析工具，獲得上

述之裂隙間的連通關係，包含共線、共線之節點、共點與去

除未連通裂隙等，此資訊可作為後續離散裂隙網路網格生成

之重要邊界資訊。  

(b) 依據步驟 (a)的分析結果，進行離散裂隙網路網格生成，而網

格品質攸關數值模式是否得以求解，為能獲得較佳求解品質

與縮短計算時間，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發展具有良好品質的

網 格 生 成 模 式 (Mustapha et al. ,  2011, p651 -670; Knupp, 

2003, p217-p241)；此外，為能完全解析裂隙岩體內母岩與

離散裂隙網路之交互關係，唯有發展整體三維 4 面體網格或

是透過推導繁複且較一般化的控制方程式 (Berrone et al. ,  

2013, pB487-B510; Berrone et  al. ,  2014,  p838-p853; 

Neuman, 2005,  p124-p147; Peratta and Popov,  2006,  p42 -

p61) 。 有 鑑 於 此 ， 本 研 究 著 手 開 發 TOUGH 系 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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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GHREACT 可用之三維複合域裂隙岩體網格生成模組，將

裂隙平面建構三角形網格，以及母岩塊體以 4 面體形式建立

網格。  

(c) 使用離島結晶岩測試區之水文地質概念模式及相關參數，完

成複合域之裂隙岩層網格建置，並進行穩態流場模擬，並以

三角形網格生成於處置設施區域、以 4 面體網格生成於處置

設施外之其他區域，最終產生 4,530,348 個三角形網格以及

785,848,047 個 4 面體網格，共計 124,723,023 個節點。  

(d) 圖  5-36 為離島結晶岩測試區之複合域裂隙岩層穩態流場模

擬結果，其中，上邊界條件假設為定水頭且與地表等高，其

餘側邊界及底部邊界則設定為不透水邊界；處置設施周圍的

模擬結果進行局部放大後，如圖  5-37 所示。圖  5-38 為使

用複合域進行質點追蹤之功能測試結果，由於功能尚須執行

確認與驗證，下年度將持續精進程式之發展；目前結果顯示

大部分的質點由處置設施釋出後，則向上方移動至地表，少

部分則沿著岩脈走向往東北方向或者往西南方之導水構造

移動。質點傳輸路徑主要目的為提供安全評估於遠場分析使

用，萬一廢棄物罐受到破壞而有質點釋出的情事發生，放射

性核種將隨著地下水而移動至生物圈，質點傳輸路徑即可提

供放射性核種潛在的遷移路徑，以利安全評估分析所需。  

 

5.3.5. 生物圈劑量評估技術研究 

105 年已參考國際原子能總署於 BIOMASS(BIOsphere Modelling 

and ASSment)計畫下，所開發參考生物圈概念模型方法論，完成臺灣

本土生物圈概念模型建置與關鍵曝露群體選定。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

說明：  

106 年則考量氣候變遷下所造成海平面變化與海岸線推移，進行

生物圈情境之演化，並評估放射性物質經由 5 個不同地質圈 -生物圈

界面 (Geosphere-Biosphere Interface ,  GBI)釋出至地表生物圈，對人

類可能造成之影響，劑量評估用參數如表  5-12 所示。經加總 3 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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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飲食習慣之潛在曝露群體 (農耕、淡水漁撈及海洋漁撈 )之劑量，做

為關鍵群體所接受之劑量，推估出 3 個不同氣候時期 (封閉後與當代

環境相似時期、冰河氣候期與全球暖化 )34 個關鍵核種之生物圈劑量

轉換因子 (BDCFs)，其中又可分為穩定核種釋出之 BDCFs(表  5-13)及

瞬時核種釋出之 BDCF pulses(表  5-14)。  

穩定核種釋出之 BDCFs，主要是應用於某些廢棄物罐失效情節

(如腐蝕作用情節 )，其中假設核種由遠場以穩定速率 (1 Bq/yr)釋出進

入生物圈，隨著時間演進，核種於環境介質中濃度將逐漸達到定值；

而瞬時核種釋出之 BDCF pulses，則是應用於某些核種可能於處置設

施封閉後數十年內，經由燃料溶解而瞬間釋出至生物圈之情節。上述

2 種 BDCFs 均用於提供後端 Goldsim 分析軟體進行模式整合，以評估

處置設施造成關鍵群體之危害影響評估。  

本工作項未來將參照 IRT 專家所提出之建議，持續精進我國生物

圈劑量評估劑量技術，包括建立完整地景演化模擬能力，並遵循 IAEA

及國際通用方法，以更系統化方式鑑別出我國生物圈概念模型中之關

鍵群體。  

 

5.3.6. 技術發展藍圖與技術發展路徑之研議 

針對參考案例，現階段已完成以安全評估初步模式的串連與應用。 

106 年成果建議技術發展方向與說明如下：  

(1) 地質調查數據回溯分析、調查技術標準程序與數據驗證研究：  

地質調查數據是影響安全評估的重要關鍵，然數據呈現的方式往

往因不同目的而有不同需求，在本階段仍可發現在數據需求與提

供整合方面，仍存在整合的問題。考量地質調查數據寶貴，下一

階段除回朔既有調查數據分析外，亦將建立數據需求 /供給標準

化程序，調查技術標準化，以及數據驗證品保標準程序研究。  

(2) 安全評估模式鏈技術發展：  

處置設施安全議題涉及多項專業領域，安全評估模式鏈的整合與

應用就備受挑戰，本階段已分就廢棄物罐腐蝕作用及剪力效應等

情節，完成安全評估模式鏈的初步建構與整合，並證明技術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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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然對於達到符合安全評估可信度的量化程度，仍需投入大量

長期研究資源。在下一階段，將基於本期技術成果回饋，處置設

施參考演化技術發展同步，依據本土需求特性，盤點模式鏈開發

需求，廣納國內既有研究資源以建立模式多樣性，並加強國際技

術交流與合作，執行模式驗證及平行比對。如此才可以整合探討

模式鏈的合適性，提升對安全論證的信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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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腐蝕作用模式鏈之模式使用表 

模式 
SNFD2017 報告 

使用之程式 

SKB SR-Site 
使用之程式 

衰變熱 ORIGEN-S ORIGEN-S 

緩衝材料與母岩

溫度 
FLAC3D 3DEC 

緩衝材料侵蝕計

算 

經驗公式 (與 SKB 相

同，包含現地數據) 
經驗公式 

銅腐蝕計算 
經驗公式 (與 SKB 相

同，包含現地數據) 
經驗公式 

近場核種傳輸 GoldSim COMP23 

遠場核種傳輸 GoldSim FAR31 

生物圈 AMBER MARFA 

 

 

表 5-4：地震剪力模式鏈之模式使用表 

模式 
SNFD2017 報告 

使用之程式 

SKB SR-Site 
使用之程式 

衰變熱 ORIGEN-S ORIGEN-S 

緩衝材料及母岩

溫度 

FLAC3D 3DEC 

剪力位移之抗性 ANSYS ABAQUS 

廢棄物罐損壞所

需地質圈離散裂

隙網 

3DEC 3DEC 

裂隙/廢棄物罐相

交 

3DEC MATLAB 

膨潤土不均勻回

脹壓力 

ANSYS ABAQUS 

近場核種傳輸 GoldSim COMP23 

遠場核種傳輸 GoldSim 
FAR31 
MARFA 

生物圈 AMBER 

Ecolego 
MIKE_SHE 
Pandora 
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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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模擬廢棄物罐初始缺陷時所使用之參數 

參數 數值 

廢棄物罐區塊中 U 的有效擴散

係數(De) [m2/s] 

3.898× 10-9 

緩衝材料區塊中 U 的有效擴散

係數(De) [m2/s] 

2.5× 10-11 

廢棄物罐區塊孔隙率(ε) [-] 1.0 

緩衝材料區塊孔隙率(ε) [-] 1.0 

廢棄物罐區塊厚度 [m] 0.05 

廢棄物罐區塊外半徑[m] 0.45 

廢棄物罐區塊高度[m] 4.5 

緩衝材料區塊厚度[m] 1.5 

緩衝材料區塊高度[m] 0.5 

U 的溶解度限值 [mol/m3] 2.0× 10-4 

U-238 盤存量 [mol] 8.405× 103 

U-238 衰變係數(λ) [s-1] 4.925× 10-18 

 

表 5-6：各案例中初始缺陷孔洞半徑及面積 

案例 初始缺陷孔洞半徑 

(rdefect) 
[m] 

初始缺陷孔洞面積 

(Adefect) 
[m2] 

1 1.26× 10-2 5× 10-4 
2 1.26× 10-2 5× 10-4 
3 1.26× 10-2 5× 10-4 
4 1.26× 10-1 5× 10-2 
5 第 1 年為

1.26× 10-2，逐漸

線性擴大，於第

5× 106 年時為

3.09× 10-2 

於第 1 年為

5× 10-4，於第

5× 106 年為

3× 10-3 

6 第 1 年為

1.26× 10-2，於第

1,000 年時瞬時

擴大為 1.78× 10-2 

於第 1 年為

5× 10-4，於第

1,000 年為 1× 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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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用過核子燃料交互作用機制 

FEPs編號/作用名稱 
SNFD2017參考案例的應用方式 參考SR-Site計畫 

的應用 

臺灣本土 

須自行評估 廢棄物罐完好 廢棄物罐失效 

TWF01 
核種衰變 

評估用過核子燃料核種的輻射強

度及核種存量，並依核種衰變特

性計算核種強度隨時間的變化；

採用ORIGEN-S程式分析。 

評估用過核子燃料核種釋出時的

輻射強度及核種存量，並依釋出

時間計算核種衰變。 
- Y 

TWF02 
輻射衰減/熱產生 

評估用過核子燃料核種衰變所產

生的衰變熱；採用ORIGEN-S程式

分析。 

可忽略。 - Y 

TWF03 
誘發核分裂(臨界) 

探討用過核子燃料誘發核分裂及

在廢棄物罐中達到臨界的可能

性。 

探討因廢棄物罐失效，導致核種

遷移離開廢棄物罐，而誘發核分

裂及達到臨界的可能性。 
- Y 

TWF04 
熱傳輸 

探討用過核子燃料的餘熱如何傳

輸至廢棄物罐；採用CFD Ansys

程式分析。 

衰變熱影響主要反映於封閉後初

期，隨時間受核種衰變，可忽

略。 
- Y 

TWF09 
殘留氣體輻射分解/酸化形成 

產生的量太少而可忽略。 不相關。 Y - 

TWF12 
燃料溶解 

不相關。 

當廢棄物罐破損，地下水與用過

核子燃料接觸，探討各核種在地

下水之溶解度。 
Y - 

TWF13 
間隙核種存量溶解 

不相關。 

若地下水侵入至燃料護套，因耗

乏產生燃料丸膨脹而存在的間隙

核種存量，可能釋放到燃料護套

空隙，分析時以瞬間釋出作為悲

觀假設。 

Y - 

TWF17 
放射性核種傳輸 

不相關。 
以GoldSim程式評估放射性核種

傳輸。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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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廢棄物罐交互作用機制 

  

FEPs 編號/作用名稱 SNFD2017 參考案例的應用方式 參考 SR-Site

計畫 

的應用 

臺灣本土 

須自行評估 廢棄物罐完好 廢棄物罐失效 

TWC02 
熱傳輸 

用過核子燃料與廢棄物罐間的熱

傳機制會影響廢棄物罐表面溫

度，進而影響緩衝材料的溫度及

性質等；採用 FLAC3D 程式模式

分析。 

衰變熱主要影響封閉後初期，

受核種衰變與時間之影響，可

忽略。 

- Y 

TWC03 
鑄鐵內襯變形 

探討廢棄物罐受到外力影響時

(如地震)，鑄鐵內襯的變化情形。 

廢棄物罐失效後可忽略此機

制。 

Y - 

TWC04 
外力引起廢棄物罐

變形 

探討廢棄物罐受到外力影響時

(如地震)，銅殼的變化情形。 

廢棄物罐失效後可忽略此機

制。 

Y - 

TWC11 
廢棄物罐腐蝕 

探討地下水與廢棄物罐接觸後，

與銅殼之間的腐蝕作用情形。 

廢棄物罐失效後可忽略此機

制。 

- Y 

TWC15 
放射性核種傳輸 

不相關。 以 GoldSim 程式評估放射性核

種傳輸。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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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緩衝材料內部交互作用機制 

FEPs 編號/作用名稱 

SNFD2017 參考案例的應用方式 參考 SR-Site 計

畫 

的應用 

臺灣本土 

須自行評估 
再飽和/封閉後與 

當代環境條件相似階段 

經過長期的飽和/封閉後與 

當代環境條件相似階段 
地震 

TWBu02 
熱傳輸 

評估衰變熱由廢棄物罐傳輸至緩

衝材料的影響；以 FLAC3D 程式

評估。 

評估衰變熱由廢棄物罐傳輸至緩

衝材料的影響；以 FLAC3D 程式

評估。 
 Y - 

TWBu04 
在未飽和條件時的

水吸收與傳輸 

緩衝材料周圍母岩的地下水，因

膨潤土孔隙負壓而被其吸收。 
不相關。 不相關。 Y - 

TWBu05 
在飽和條件時的水

傳輸 

在未達到完全飽和條件下，由

TWBu04 進行考量。 

水力傳導係數小於 10-12 m/s 時，

可忽略，因為此時由擴散方式主

導。 

不相關。 Y - 

TWBu07 
管流/侵蝕 

探討地下水入侵緩衝材料，導致

緩衝材料流失之情形，其會影響

廢棄物罐腐蝕條件。 

不相關。 暫不考慮。 Y - 

TWBu08 
膨脹/質量再分布 

緩衝材料吸水之後會有回脹之現

象，此會影響本身之密度，以及地

下水在當中的傳導度等。 

綜合評估因為離子交換、鹽度與

廢棄物罐塌陷導致緩衝材料變化

之行為。 

暫不考慮。 Y - 

TWBu10 
物種的平流傳輸 

探討溶解於地下水中的物質，以

平流方式於緩衝材料傳輸之情

形。 

探討溶解於地下水中的物質，以

平流方式於緩衝材料傳輸之情

形。 

暫不考慮。 Y - 

TWBu11 
物種的擴散傳輸 

探討溶解於地下水中的物質，以

擴散方式於緩衝材料傳輸之情

形。 

探討溶解於地下水中的物質，以

擴散方式於緩衝材料傳輸之情

形。 

暫不考慮。 Y - 

TWBu12 
吸附(包含離子交換) 

探討溶解於地下水中的核種，通

過緩衝材料時所產生之吸附行

為。 

探討溶解於地下水中的物質，通

過緩衝材料時所產生之吸附行

為。 

暫不考慮。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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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緩衝材料內部交互作用機制(續) 

FEPs 編號/作用名稱 

SNFD2017 參考案例的應用方式 
參考 SR-Site 計畫 

的應用 

臺灣本土 

須自行評估 
再飽和/封閉後與 

當代環境條件相似階段 

經過長期的飽和/封閉後與 

當代環境條件相似階段 
地震 

TWBu13 
雜質變化 

探討地下水流經緩衝材料時，部

分緩衝材料溶解或沉澱之行為。 

探討地下水流經緩衝材料時，部

分緩衝材料溶解或沉澱之行為。 
暫不考慮。 Y - 

TWBu14 
水溶液的質變與反應 

探討地下水流經緩衝材料時，在

當中的化學物質產生之化學反

應或其他變化。 

探討地下水流經緩衝材料時，在

當中的化學物質產生之化學反

應或其他變化。 

暫不考慮。 Y - 

TWBu15 
滲透作用 

探討膨潤土與岩石之交界面，因

離子流動性差異進而影響膨潤

土性質的行為(如水力傳導係數

或回脹壓力)。 

探討膨潤土與岩石之交界面，因

離子流動性差異進而影響膨潤

土性質的行為(如水力傳導係數

或回脹壓力)。 

暫不考慮。 Y - 

TWBu16 
蒙脫石變質 

探討緩衝材料中的蒙脫石因化

學反應所造成的變質行為。 

探討緩衝材料中的蒙脫石因化

學反應所造成的變質行為。 

在緩衝材料、

廢棄物罐與

母岩進行綜

合考量。 

Y - 

TWBu18 
蒙脫石膠體釋出 

當地下水與緩衝材料接觸時，部

分緩衝材料中的蒙脫石會以膠

體之型式釋出，探討其釋出情

形。 

陽離子強度大於4 mM時可忽略。

否則進行評估。 

陽離子強度大於4 mM時可忽略。

否則進行評估。 
暫不考慮。 Y - 

TWBu25 
放射性核種於水相的

傳輸 

因工程設計的初始條件可達到

圍阻功能，此時期預計不會發

生。 

以GoldSim程式模擬核種傳輸。 

以 GoldSim

程式模擬核

種傳輸。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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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回填材料內部作用交互機制 

FEPs 編號/作用名稱 

SNFD2017 參考案例的應用方式 參考 SR-Site 計

畫 

的應用 

臺灣本土 

須自行評估 
再飽和/封閉後與 

當代環境條件相似階段 

經過長期的飽和/封閉後與 

當代環境條件相似階段 
地震 

TWBfT03 
在未飽和條件時的

水汲取與傳輸 

探討地下水在回填材料的傳

輸作用。 
不相關。 不相關。 Y - 

TWBfT04 
在飽和條件時的水

傳輸 

在未達到完全飽和條件下，由

TWBfT03 進行考量。 

水力傳導係數小於 10-12 m/s 時，可

忽略，因為此時由擴散方式主導。 
不相關。 Y - 

TWBfT06 
管流/侵蝕 

以實驗之經驗進行定量評估

回填材料的管道/侵蝕。 
不相關。 暫不考慮。 Y - 

TWBfT07 
膨脹/質量再分布 

回填材料吸水之後會有回脹

之現象。 

綜合評估因為離子交換、鹽度與廢棄

物罐塌陷導致緩衝材料變化之行為。 
暫不考慮。 Y - 

TWBfT09 
物種的平流傳輸 

探討地下水中的物質(溶質)

在回填材料傳輸中的平流行

為。 

水力傳導係數小於 10-12 m/s 時，可

忽略，因為此時由擴散方式主導。 
暫不考慮。 Y - 

TWBfT10 
物種的擴散傳輸 

探討地下水中的物質於回填

材料以擴散方式傳輸之情形。 

探討地下水中的物質於回填材料以

擴散方式傳輸之情形。 
暫不考慮。 Y - 

TWBfT11 
吸附(包含主要離子

的交換) 

探討地下水中的物質通過回

填材料時所產生之吸附行為。 

探討地下水中的物質通過回填材料

時所產生之吸附行為。 
暫不考慮。 Y - 

 



SNFD-AR2017-V3 
 

5-69 
 

 

表 5-10：回填材料內部作用交互機制(續) 

FEPs 編號/作用名稱 

SNFD2017 參考案例的應用方式 
參考 SR-Site 計畫 

的應用 

臺灣本土 

須自行評估 
再飽和/封閉後與 

當代環境條件相似階段 

經過長期的飽和/封閉後與 

當代環境條件相似階段 
地震 

TWBfT12 
回填材料雜質的變

化 

探討地下水流經回填材料時，

部分緩衝材料溶解或是沉澱

於其中之行為。 

探討地下水流經回填材料時，

部分緩衝材料溶解或是沉澱於

其中之行為。 

暫不考慮。 Y - 

TWBfT13 
水溶液的質變與反

應 

探討地下水流經回填材料時，

在當中的化學物質產生之化

學反應或其他變化。 

探討地下水流經回填材料時，

在當中的化學物質產生之化學

反應或其他變化。 

暫不考慮。 Y - 

TWBfT14 
滲透作用 

探討滲透作用對回填材料特

性的影響。 

探討滲透作用對回填材料特性

的影響。 
暫不考慮。 Y - 

TWBfT15 
蒙脫石變質 

探討回填材料中的蒙脫石由

於化學反應等所造成的變質

行為。 

探討回填材料中的蒙脫石由於

化學反應等所造成的變質行

為。 

暫不考慮。 Y - 

TWBfT16 
回填材料膠體釋出 

探討回填材料中，膠體釋出的

機制。 

探討回填材料中，膠體釋出的

機制。 
暫不考慮。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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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地質圈內部作用交互機制 

FEPs 編號/作用名稱 

SNFD2017 參考案例的應用方式 
參考 SR-Site 計畫 

的應用 

臺灣本土 

須自行評估 開挖與運轉階段 
封閉後與當代環境

條件相似階段 
剩餘冰河期 地震 

TWGe03 
地下水流 

暫不考慮。 
透過 DarcyTools 模

擬地下水流情形。 

透過 DarcyTools 模

擬地下水流情形。 
暫不考慮。 - Y 

TWGe05 
岩石的位移 

應用於隧道受震

穩定性分析研

究，暫不考慮對

長期安全之影

響。 

暫不考慮。 暫不考慮。 暫不考慮。 - Y 

TWGe06 
再活化(沿著現有不

連續面的位移) 

因開挖導致裂隙

再活化，進行對

岩體導水係數改

變之研究，暫不

考慮對長期安全

之影響。 

衰變熱導致裂隙再

活化暫不考慮。 

大地應力變化導致

裂隙再活化暫不考

慮。 

大地應力變化導致

裂隙再活化暫不考

慮。 

應用廢孔準則進

行處置孔配置，

並透過 3DEC 程

式計算廢棄物罐

失效數量。 

評估地震發生頻

率。 

- Y 

TWGe07 
破裂 

因開挖導致開挖

擾動帶與處置孔

剝落，進行對岩

體導水係數改

變，以及處置孔

幾何形狀改變之

研究，暫不考慮

對長期安全之影

響。 

衰變熱導致處置孔

剝落，進行對岩體導

水係數改變，以及處

置孔幾何形狀改變

之研究。 

暫不考慮。 暫不考慮。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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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地質圈內作交互作用機制(續) 

FEPs 編號 

作用名稱 

SNFD2017 參考案例的應用方式 
參考 SR-Site 計畫 

的應用 

臺灣本土 

須自行評估 開挖與運轉階段 
封閉後與當代環境

條件相似階段 
剩餘冰河期 地震 

TWGe11 
溶解物質的平流傳

輸與混合 

(1)鹽類的平流與散

布。 

(2)混和物的組成評

估。 

(1)鹽類的平流與散

布。 

(2)混和物的組成評

估。 

(1)鹽類的平流與散

布。 

(2)混和物的組成評

估。 

(3)氧的滲透。 

不相關。 Y - 

TWGe12 
裂隙與岩石基質的

溶解物種擴散傳輸 

流動與靜止地下水

中鹽類的擴散。 

流動與靜止地下水

中鹽類的擴散。 

流動與靜止地下水

中鹽類的擴散。 
不相關。 Y - 

TWGe13 
種化與吸附 

不相關。 核種吸附模型導入

簡化後的分配係數

算法。 

種化在選擇分配係

數的時候已有考慮。 

核種吸附模型導入

簡化後的分配係數

算法。 

種化在選擇分配係

數的時候已有考慮。 

不相關。 

Y - 

TWGe24 
水相中的放射性核

種傳輸 

此時期預計不會發

生失效，不相關。 

利用 GoldSim 程式

模擬核種釋出時，在

母岩裂隙中透過地

下水傳輸的情形。 

利用 GoldSim 程式

模擬核種釋出時，在

母岩裂隙中透過地

下水傳輸的情形。 

利用 GoldSim 程

式模擬核種釋出

時，在母岩裂隙

中透過地下水傳

輸的情形。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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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生物圈劑量評估用人類攝食參數 

食物 單位 最佳估計值 最小值 最大值 

農

作

物 

稻米 kg-fw × y-1 46.9 45.0 48.6 
穀類 kg-fw × y-1 39.8 34.2 43.7 

根類蔬菜 kg-fw × y-1 64.3 61.3 67.6 

葉菜類 kg-fw × y-1 63.4 59.1 67.0 

水果 kg-fw × y-1 128.0 118.9 138.6 

畜

產

品 

牛肉 kg-fw × y-1 4.2 3.1 4.9 

羊肉 kg-fw × y-1 1.3 1.0 1.6 
豬肉 kg-fw × y-1 38.1 36.4 40.1 

雞肉 kg-fw × y-1 31.9 29.8 33.8 

牛肝 kg-fw × y-1 0.2 0.0 0.0 

雞肝 kg-fw × y-1 0.3 0.0 0.0 

雞蛋 kg-fw × y-1 17.0 16.4 18.0 

牛奶 kg-fw × y-1 15.6 14.6 16.8 
淡

水

海

產 

淡水魚 kg-fw × y-1 9.2 7.7 10.8 

淡水甲殼類 kg-fw × y-1 1.6 1.0 2.1 

海

水

海

產 

海水魚 kg-fw × y-1 9.2 7.7 10.8 

海水甲殼類 kg-fw × y-1 1.6 1.0 2.1 

海水軟體動

物類 
kg-fw × y-1 9.8 6.1 13.4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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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穩定速率釋出之生物圈劑量轉換係數 

核種 
封閉後與當代環境 

條件相似階段 
冰河氣候期 全球暖化 

C-14 5.6 × 10−13 2.7 × 10−13 4.7 × 10−17 
Cl-36 3.7 × 10−13 2.0 × 10−13 2.4 × 10−15 
Ni-59 3.0 × 10−14 1.9 × 10−14 5.8 × 10−18 
Se-79 3.0 × 10−11 2.4 × 10−11 2.7 × 10−16 
Sr-90 9.8 × 10−13 5.0 × 10−13 2.6 × 10−17 
Zr-93 2.2 × 10−13 1.2 × 10−13 1.2 × 10−16 
Nb-94 4.6 × 10−12 4.5 × 10−12 1.6 × 10−12 
Tc-99 1.5 × 10−13 7.7 × 10−14 9.1 × 10−17 
Pd-107 1.3 × 10−14 7.0 × 10−15 3.8 × 10−18 
Sn-126 2.5 × 10−12 1.6 × 10−12 2.7 × 10−14 
I-129 1.7 × 10−11 1.0 × 10−11 1.3 × 10−14 
Cs-135 1.4 × 10−12 6.5 × 10−13 1.9 × 10−16 
Cs-137 4.2 × 10−13 2.1 × 10−13 1.3 × 10−17 
Pb-210 8.2 × 10−12 4.4 × 10−12 4.9 × 10−16 
Ra-226 1.4 × 10−10 7.5 × 10−11 1.4 × 10−14 
Ac-227 1.2 × 10−11 6.8 × 10−12 4.1 × 10−15 
Th-229 2.2 × 10−10 1.9 × 10−10 2.2 × 10−13 
Th-230 1.1 × 10−10 9.2 × 10−11 1.0 × 10−13 
Th-232 1.2 × 10−10 1.0 × 10−10 1.2 × 10−13 
Pa-231 4.8 × 10−10 2.8 × 10−10 2.0 × 10−13 
U-233 6.3 × 10−12 3.3 × 10−12 1.3 × 10−14 
U-234 6.1 × 10−12 3.2 × 10−12 1.3 × 10−14 
U-235 5.9 × 10−12 3.1 × 10−12 1.5 × 10−13 
U-236 5.8 × 10−12 3.1 × 10−12 1.2 × 10−14 
U-238 5.6 × 10−12 2.9 × 10−12 1.1 × 10−14 
Np-237 7.0 × 10−12 4.4 × 10−12 6.8 × 10−14 
Pu-238 5.1 × 10−12 3.7 × 10−12 3.5 × 10−15 
Pu-239 3.8 × 10−11 3.2 × 10−11 1.1 × 10−13 
Pu-240 3.6 × 10−11 3.0 × 10−11 8.7 × 10−14 
Pu-242 3.7 × 10−11 3.0 × 10−11 1.2 × 10−13 
Am-241 2.2 × 10−11 1.8 × 10−11 1.4 × 10−14 
Am-243 6.6 × 10−11 5.8 × 10−11 9.1 × 10−14 
Cm-245 1.1 × 10−10 8.9 × 10−11 1.3 × 10−13 
Cm-246 9.3 × 10−11 7.7 × 10−11 6.4 × 10−14 

註：單位為 Sv/yr per 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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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瞬時核種釋出之生物圈劑量轉換係數 

核種 
封閉後與當代環境 

條件相似階段 
冰河氣候期 全球暖化 

C-14 4.8 × 10−16 2.1 × 10−16 1.3 × 10−20 
Cl-36 8.7 × 10−16 4.6 × 10−16 1.2 × 10−19 
Ni-59 2.3 × 10−17 1.2 × 10−17 1.4 × 10−21 
Se-79 2.8 × 10−15 1.8 × 10−15 6.1 × 10−20 
Sr-90 1.1 × 10−14 5.7 × 10−15 6.2 × 10−19 
Zr-93 3.5 × 10−16 1.8 × 10−16 2.7 × 10−20 
Nb-94 6.8 × 10−16 4.3 × 10−16 4.2 × 10−16 
Tc-99 4.3 × 10−16 2.2 × 10−16 2.1 × 10−20 

Pd-107 1.3 × 10−17 6.9 × 10−18 8.7 × 10−22 
Sn-126 1.6 × 10−15 8.4 × 10−16 6.3 × 10−18 
I-129 4.9 × 10−14 2.9 × 10−14 2.8 × 10−18 

Cs-135 1.2 × 10−15 5.9 × 10−16 4.4 × 10−20 
Cs-137 7.4 × 10−15 3.7 × 10−15 3.0 × 10−19 
Pb-210 2.4 × 10−13 1.3 × 10−13 1.5 × 10−17 
Ra-226 9.1 × 10−14 4.7 × 10−14 8.9 × 10−18 
Ac-227 3.9 × 10−13 2.1 × 10−13 1.3 × 10−16 
Th-229 1.6 × 10−13 8.6 × 10−14 7.1 × 10−17 
Th-230 7.0 × 10−14 3.7 × 10−14 2.4 × 10−17 
Th-232 7.6 × 10−14 4.0 × 10−14 2.7 × 10−17 
Pa-231 2.6 × 10−13 1.4 × 10−13 5.0 × 10−17 
U-233 1.8 × 10−14 9.1 × 10−15 3.0 × 10−18 
U-234 1.7 × 10−14 8.7 × 10−15 2.9 × 10−18 
U-235 1.6 × 10−14 8.4 × 10−15 3.3 × 10−17 
U-236 1.6 × 10−14 8.4 × 10−15 2.7 × 10−18 
U-238 1.5 × 10−14 8.0 × 10−15 2.5 × 10−18 

Np-237 2.0 × 10−14 1.2 × 10−14 1.5 × 10−17 
Pu-238 3.9 × 10−14 2.4 × 10−14 2.6 × 10−17 
Pu-239 4.2 × 10−14 2.6 × 10−14 2.9 × 10−17 
Pu-240 4.2 × 10−14 2.6 × 10−14 2.9 × 10−17 
Pu-242 4.1 × 10−14 2.5 × 10−14 2.7 × 10−17 
Am-241 3.4 × 10−14 2.2 × 10−14 2.5 × 10−17 
Am-243 3.4 × 10−14 2.2 × 10−14 2.9 × 10−17 
Cm-245 7.4 × 10−14 3.9 × 10−14 3.8 × 10−17 
Cm-246 7.4 × 10−14 3.9 × 10−14 2.4 × 10−17 

註：單位為 Sv/yr per 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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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FLAC3D 的平面薄片熱傳導網格 

 

 

 

圖 5-20：顯式解的溫度比較(解析解=點，數值解=線) 

平面薄板之熱傳導

區域：
標準區塊顏色

軸：
X，Y，Z

平面薄板之熱傳導
選取時間下之溫度資料曲線說明：

1 thtime = 1.45455
3 thtime = 7.27273
5 thtime = 72.7273
2
4
6

標準化距離

標
準
化
溫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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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隱式解的溫度比較(解析解=點，數值解=線) 

  

 

 

圖 5-22：ANSYS 軟件分析的可信度驗證 
註：圖左為簡單的有限元素桁架模型，圖右為 ANSYSY 求解位移量之結果 

  

平面薄板之熱傳導
選取時間下之溫度資料曲線說明：

1 thtime = 1.45455
3 thtime = 11.4545
5 thtime = 71.4545
2
4
6

標準化距離

標
準
化
溫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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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銲縫中產生初始缺陷之類型 
資料來源：重繪自 SKB(1999, p218) 

註：(左)銲縫缺乏融合、(中)銲接接頭裂紋、(右)電子束銲機放電產生之缺陷。 

 

 
 

圖 5-24：近場核種傳輸途徑示意圖 
註：於 SNFD2017 報告中，僅考慮 Q1 緩衝材料/母岩路徑。 

 

 

 

 



SNFD-AR2017-V3 
 

5-78 
 

 

 

圖 5-25：使用等效傳輸阻力封塞連接 1 個緩衝材料區塊時，緩衝材料中 U-238

隨時間之濃度改變情況 

 

 

 

圖 5-26：使用等效傳輸阻力封塞連接 5 個緩衝材料區塊時，第 1 個及第 5 個

緩衝材料中 U-238 隨時間之濃度改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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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7：使用與不使用等效傳輸阻力封塞連接 5 個緩衝材料區塊時，第 5 個緩

衝材料中 U-238 隨時間之濃度改變情況 

 

 

 

圖 5-28：初始缺陷孔洞之面積較案例 1 大 100 倍，並使用等效傳輸阻力封塞

連接 5 個緩衝材料區塊時，第 1 個及第 5 個緩衝材料中 U-238 隨時間之濃度改

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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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9：初始缺陷孔洞將隨時間線性增大，並使用等效傳輸阻力封塞連接 5 個

緩衝材料區塊時，第 1 個及第 5 個緩衝材料中 U-238 隨時間之濃度改變情況 

 

 

 

圖 5-30：初始缺陷孔洞於 1,000 年時面積增大為初始值的 2 倍，並使用等效傳

輸阻力封塞連接 5 個緩衝材料區塊時，第 1 個及第 5 個緩衝材料中 U-238 隨時

間之濃度改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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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案例 5 及案例 6 中，廢棄物罐初始缺陷孔洞釋出至緩衝材料的 U-238

釋出率 

 

 

 

圖 5-32：初始缺陷案例於近場的劑量釋出率 
註：圖例依照年有效劑量高低排列，括號內為峰值劑量(μ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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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初始缺陷案例於遠場的劑量釋出率 
註：圖例依照年有效劑量高低排列，括號內為峰值劑量(μSv)。 

 

 
 

圖 5-34：使用 FracMan 進行處置孔與裂隙初步截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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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5：等效水力傳導係數之 Kxx 分布(x=191,500 剖面) 

 

 

 

 

 

 

圖 5-36：離島結晶岩測試區之複合域裂隙岩層穩態流場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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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7：處置設施離散裂隙穩態流場模擬結果 

 

 

 

圖 5-38：離島結晶岩測試區之複合域質點傳輸移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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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HMC實驗與模擬技術研發 

5.4.1. 硫化物對緩衝材料侵蝕速率研究 

緩衝材料之設計，主要目的為保護廢棄物罐不受處置環境周圍有

害物質影響，有效阻隔與遲滯核種外釋至人類生活圈或有害物質入侵

破壞廢棄物罐，因此，選用之膨潤土材料成份應不可對廢棄物罐產生

有害之影響。我國現階段參考處置概念，使用銅質外殼鑄鐵內裡之材

質製作廢棄物罐，而硫化物為造成廢棄物罐腐蝕之重要因子。為提供

廢棄物罐厚度設計與腐蝕評估，以及緩衝材料設計之功能驗證數據，

針對環境影響對緩衝材料及回填材料特性之試驗研究，建立「硫化物

對緩衝材料侵蝕速率研究」，以確認處置環境及膨潤土材料中，硫化

物的生成及其產物對廢棄物罐的腐蝕影響。本階段之研究主要著重於

設備之建置與技術發展之建立，為瞭解硫酸鹽在緩衝材料中之擴散行

為，特建置硫酸鹽擴散試驗設備，以取得硫酸鹽之擴散係數。106 年

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建立「緩衝材料擴散試驗設備」之試驗程序，使用特製之擴散腔

體，及利用濃度差概念使讓硫酸鹽離子擴散穿越試樣，最後將分析結

果帶入擴散公式，便可求得膨潤土內之硫酸鹽離子於不同條件下的擴

散係數，以建立未來緩衝材料設計與功能評估驗證技術之基礎，所求

得之資料可提供廢棄物罐之耐久性評估參數，並可使用於其他硫化物

相關試驗參考。  

執行擴散試驗所設計之容器如圖  5-39 所示，試驗容器照片如圖  

5-40 及圖  5-41 所示。容器 2 側為裝載溶液供溶質擴散的腔體，中心

則使用不同厚度之孔洞篩網，並調整容器內體積，以固定試驗塊體尺

寸與密度。  

試驗使用菲克第二定律 (Fick ’s 2nd law)作為擴散公式，考慮 1-D

非平衡狀態擴散時，可以式 (5-4)表示 (García-Gutiérrez et  al. ,  2006,  

p37-p41)：  

 

𝜕𝐶

𝜕𝑡
= 𝐷𝑎

𝜕2𝐶

𝜕𝑥2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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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𝐶=溶質濃度。  

t=時間。  

𝑥=擴散距離。  

𝐷𝑎=視擴散係數 (apparent coefficient)，為考慮溶質與多孔材料相互

作用而導致的遲滯效應，所得出之擴散係數。  

 

以 定 濃 度 穿 越 式 擴 散 法 (Through-Diffusion with constant 

concentration in the reservoirs )作為試驗方法，其起始條件及邊界條

件如下：  

(1) 膨潤土塊體內硫酸鹽濃度為 0 

(2) 溶質端 C=C0 保持固定  

(3) 擴散端 Cd=0 保持固定  

可以式 (5-5)表示：  

       

C(x > 0, t = 0) = 0 

C(x = 0, t > 0) = C0 

C(x = d, t > 0) = 0 

(5-5)  

 

其中，  

𝐶=溶質濃度。  

t=時間。  

𝑥=擴散距離。  

𝑑=膨潤土塊體厚度。  

 

圖  5-42 為累積擴散量對試驗時間作圖，待系統達到平衡後，以

達平衡之數據點做回歸直線，並取對 x 軸之截距做為遲滯時間  (time-

lag)， 𝑡𝑒，便可利用式 (5-6)計算得出視擴散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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𝐷𝑎 =
𝑑2

6𝑡𝑒
 (5-6)  

 

其中，  

𝐷𝑎=視擴散係數 (apparent coefficient)， [m2 ∙ 𝑠−1]。  

𝑑=膨潤土塊體厚度， [m]。  

𝑡𝑒=遲滯時間， [s]。  

 

此外，試驗使用無因次時間指標， 𝑡𝑑，可評估系統是否達到平衡

(Crank, 1975, p50-p52)，如式 (5-7)：  

 

𝑡𝑑 =
𝐷𝑎𝑡

𝑑2
 (5-7)  

 

其中，  

𝑡𝑑=無因次時間指標， [ ∙]。  

𝐷𝑎=視擴散係數 (apparent coefficient)， [m2 ∙ 𝑠−1]。  

𝑡=試驗時間， [s]。  

𝑑=膨潤土塊體厚度， [m]。  

 

上述公式中，當 𝑡𝑑> 0.45，對應於試驗時間即可判定系統已達到

平衡。試驗前先設計膨潤土塊體條件，如膨潤土種類、飽和密度等等，

將壓實塊體安裝至擴散試驗腔內，如圖  5-40，並於容器 2 側注入去

離子水使其飽和，如圖  5-41；待塊體飽和後，抽出溶質腔內之溶液，

並置換為硫酸鹽水溶液，再予以循環，使溶質腔內之濃度保持固定。

擴散腔內水溶液於一定時間間隔取樣，並記錄取樣週期，並重新注入

新水溶液，維持擴散腔內濃度為 0。最後，分析樣品之硫酸鹽濃度，

並作圖、計算，即可求得硫酸鹽於試驗環境下之視擴散係數𝐷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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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腐蝕氣體對緩衝材料侵蝕速率研究 

隨著地下水入侵，因腐蝕而產生之氣體可能受緩衝材料阻擋而無

法逸散，累積至高壓後發展出氣體通道，進而影響緩衝材料之遲滯安

全功能，故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氣體於緩衝材料內之遷移過程與特性，

評估其對緩衝材料安全功能之影響。本研究有系統的規劃並建置氣體

傳輸實驗設備，使用密封耐高壓之不鏽鋼容器，連接水循環裝置及注

氣設備，建置定容一維氣體傳輸試驗裝置，達成初步研究技術之建立。

106 年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為完整探討氣體於緩衝材料之傳輸過程與特性，本研究規劃並建

置了「緩衝材料氣體滲透試驗裝置」，用以探討回脹壓力、氣體滲透

性及觀察一維流場下之氣體傳輸曲線與特性，包含突破壓力與閉合壓

力，建立氣體於緩衝材料內傳輸之基本概念。  

此試驗為小型定容邊界之一維氣體傳輸試驗，考量在現地環境下，

緩衝材料體積受限於周圍母岩，因此，採用固定體積之邊界條件可更

準確之探討緩衝材料特性；而一維氣流之優勢為變因較少，藉由良好

之控制條件，可較快速且直接求得所需之實驗結果，且氣流路徑可定

義，可用以計算三維氣流試驗無法測得之氣體滲透性。  

試驗設備主要由 4 大部分組成，分別為「試驗模具」、「供水系

統」、「注氣系統」及「數據擷取裝置」 (如圖  5-43)。   

(1) 試驗模具：  

是盛裝試體並進行氣體傳輸作用的容器 (如圖  5-44)，因膨潤土

吸水後會膨脹產生壓力，且氣體聚積過程亦會累積高壓，故試驗

模具須具備耐高壓、不易變形及密封性佳等特性；其材質為 304

不鏽鋼，內徑 50 mm，外徑 110 mm，高度可調整為 10 mm 至

50 mm ，可承受 25 MPa 之壓力，上方連接荷重元，在注水飽和

階段可即時量測膨潤土試體之回脹壓力，後續注氣試驗過程也可

偵測其應力變化；而考量氣體試驗易受溫度變化影響，除室溫控

制外，模具在試驗過程中會置於恆溫水槽內，避免溫度波動。  

(2) 供水系統：  

則主要負責供給循環水使試體預先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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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氣系統：  

主要負責穩定且精細之氣體供應及量測，為避免氣體傳輸過程發

生氣體吸收孔隙水導致試體發生去飽和之現象，泵浦將氦氣打入

系統前，氣體會通過氣體加溼槽；而在氣體泵浦與試驗模具之間

設有壓力計，用以監測並記錄注氣過程之氣壓變化；下游端裝設

有氣體除水設備及氣體流量計，以即時觀察氣體突破現象的發生。 

 

此外，實驗過程之重要監測數據皆會由數據擷取裝置進行擷取，

並記錄至電腦內，項目包含應力、氣壓及氣體流率。  

氣體滲透試驗之流程可分為預先飽和及注氣試驗兩大部分，膨潤

土塊體會先預壓成形至試驗模具內，即開始進行注水之預先飽和試驗；

水泵浦會供給循環水流使試體吸水飽和，過程中荷重元持續監測應力

變化，當應力上升達平衡時，代表塊體已達飽和狀態，該值即為回脹

壓力，對應的即為抵抗氣體進入緩衝材料之應力。試體飽和後則進入

注氣試驗，將試驗裝置之閥件調整為單向注氣模式，以氣體泵浦供給

氦氣，過程中氣壓會逐漸累積上升；當達突破壓力時，氣體將以形成

氣體通道之形式快速洩出。此時，注入端壓力陡降，下游端流量計將

針測到大量氣體出流，該情況即稱為突破現象；突破後氣流進入近似

穩態 (steady-state)階段，該階段之氣體流率及注入端氣壓可代入伯

肅業定律 (Hagen-Poiseuille relationship)及達西定律 (Darcy ’s law)計

算氣體滲透性 (如式 (5-8))。  

 

Φ =
dV

dt
= 𝓋𝜋𝑅2 =

𝜋𝑅4(𝑃𝑖 − 𝑃0)

8𝜇𝑔 𝐿
×

𝑃𝑖 + 𝑃0

2𝑃0
=

𝜋𝑅4

16𝜇𝑔𝐿
(
𝑃𝑖

2 − 𝑃0
2

𝑃0
) (5-8) 

 

其中，  

Φ=出口端流率， [𝑚3/𝑠]。  

V=出口端流體體積， [𝑚3] 。  

P i=出口端壓力， [kgf/𝑚2]  。  

P0=為入口端壓力， [kgf/𝑚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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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試體半徑， [𝑚] 。  

μg=動黏滯係數， [Pa ∙ 𝑠] 。  

L=試體長度， [𝑚] 。  

 

本年度已完成氣體滲透試驗裝置之建立 (如圖  5-45)，透過良好

控制條件下之實驗室實驗，了解氣體於緩衝材料內之傳輸過程與特性，

進而評估氣體遷移過程對緩衝材料安全功能之影響。  

 

5.4.3. 地下水化學組成對緩衝材料/回填材料影響研究 

膨潤土因為其具備之吸附與膨脹特性，成為目前國際間最主要使

用的緩衝材料 /回填材料本研究亦已彙整各國對於地下水化學組成與

緩衝材料 /回填材料之相互關係研究，如表  5-15。影響膨潤土礦物吸

附能力的主要因素包括膨潤土類型、膨潤土粒度及溶液介質；膨潤土

的膨脹行為則主要因為水分子進入礦物晶層增加晶層間距，以及受到

陽離子交換作用影響所控制。由於膨潤土的礦物晶體帶負電，因此，

溶液當中的離子濃度與類別，將直接影響膨潤土礦物晶層之間的離子

交換行為，而可能改變膨潤土的吸附與膨脹能力。因此，膨潤土與水

的交互作用機制，是緩衝材料功能評估的重要考量；膨潤土的吸附與

膨脹行為可能因為水體當中不同離子成分而改變，需要研究分析地下

水當中的不同參數對緩衝 /回填材料之影響，以及評估緩衝材料 /回填

材料膨脹能力，在參考案例的地下水條件下，探討其是否能夠維持設

計需求。本研究針對環境影響對緩衝材料及回填材料特性之試驗，探

討地下水對膨潤土材料之回脹特性及礦物組成影響。利用實驗室調配

模擬參考場址之地下水，並改變不同的濃度倍數，進行水樣對膨潤土

回脹試驗，分析膨潤土在不同濃度水樣條件下之回脹行為，回脹試驗

方法為固定體積限制位移以量測垂直應力，並於試驗完成後分析膨潤

土樣本之成份變化。 106 年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在膨潤土中，蒙脫石層的負電荷和層間空間的電荷補償陽離子關

係特殊，可說明膨潤土回脹能力與地下水離子強度間的關係。水分子

可以侵入各個蒙脫石層之間，產生層間離子溶液；然而由於對電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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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陽離子不能自由地從礦物表面擴散。如果層外的水具有較高

化學電位 (chemical potential)，水將傳輸至層間空間中，使層間距離

增加，造成膨潤土膨脹。這水的吸入程序將持續直到化學電位相等；

在純水的情況下，理論上將導致無限膨脹。因此，膨潤土吸水程度可

以比其他土壤材料大好幾個數量級，並且具有獨特的膨脹特性。  

若膨潤土總體積固定時，吸收到層間空間中的水將限制為最初孔

隙體積。當孔隙完全充滿導入的水時，吸收驅動停止；水將持續移動

以平衡層間離子濃度，並由此改變系統中的化學電位。層間距離將因

此增加，使層間空間濃度降低，而最終距離將是該位置蒙脫石層電荷

的函數。高濃度層間溶液和供水溶液之間的離子濃度差將導致黏土中

形成滲透壓 (回脹壓力 )，其等於系統中水的化學電位。部分化學電位

可能因孔徑的均質性，由機械穩定結構部分抵銷，例如蒙脫石層的複

雜堆疊或是附加礦物。  

此外，針對地球化學作用對膨潤土中蒙脫石的影響，蒙脫石的溶

解作用非常緩慢，作為系統地球化學作用中重要性低；因此，孔隙水

與附屬礦物的相互作用及蒙脫石表面反應，將是系統地球化學作用中

的重要作用，這些作用影響膨潤土對酸鹼的緩衝能力、氧化還原的緩

衝能力及陽離子吸附作用，反應相關參數依據膨潤土類型而有所不同，

包括：碳酸鹽的溶解 -沉澱反應；陽離子交換反應；蒙脫石表面質子化

-去質子化反應；硫酸鹽溶解 -沉澱；膨潤土中的氧化還原作用，如黃

鐵礦氧化、菱鐵礦溶解 /無定形三價鐵氫氧化物沉澱。次要反應包括

二氧化矽相 (石英、方晶石和無定形二氧化矽 )的溶解 /沉澱、鋁矽酸

鹽礦物 (例如斜長石或鉀長石 )的溶解 (Arcos et  al. ,  2006,  p20-p22)。  

綜上所述，地下水離子濃度將影響蒙脫石回脹能力。若地下水濃

度夠高，緩衝材料 /回填材料回脹壓力將顯著降低；地下水溶解的成

分可能與膨潤土系統地球化學作用相關，影響其化學緩衝能力。  

為探討我國參考案例中之地下水成分對緩衝材料 /回填材料回脹

性能之影響，依據工研院地質調查結果，配製合成離島結晶岩測試區

地下水，其離子強度約為 2.54 mM，成分如表  5-16；另外，依據美

國材料試驗協會規範，配製標準海水，成分如表  5-17(ASTM D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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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其離子強度約為 780 mM；將 MX-80 膨潤土與配製之不同濃度

之水溶液混合，放置於 100 mL 量筒中， 5 組試驗量筒添加的溶液由

左至右分別為：去離子水、合成地下水、合成海水、10%合成海水、

1%合成海水。將混合物靜置數小時，並隨時間觀察記錄，第 1 分鐘、

第 120 分鐘、第 780 分鐘時的觀察結果如圖  5-46、圖  5-47 及圖  

5-48。試驗觀察結果顯示，MX-80 膨潤土自由回脹能力與水溶液離子

強度相依；意即水溶液內電解質濃度越高，水分越不容易移動至蒙脫

石晶格內部，造成回脹能力下降；而合成離島結晶鹽測試區地下水離

子強度低，回脹能力受影響程度較合成海水微小。  

 

5.4.4. 緩衝材料熱-水-力-化耦合縮尺實驗研究 

本研究以小尺度耦合縮尺實驗模型試驗，探討夯實膨潤土材料受

熱 -水 -力作用交互影響下之水份傳輸變化及壓力變化，同時發展感測

器的安裝技術與感測器耐久性測試。本階段先針對熱 -力作用之影響，

主要著重於設備之建置與技術發展之建立。106 年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為控制膨潤土樣本含水量之條件，採用環境試驗箱將膨潤土材料

的溫濕度條件保持恆定，以溫濕平衡之方式控制土樣含水量，俟土樣

含水量達 9%且平衡時取出，以單軸靜態壓實法製作乾密度為 1,600 

kg/m3、直徑 15.6 cm、厚度 5 cm 之試驗塊體。本實驗模型規劃埋設

溫度計 13 個、壓力計 3 個及濕度計 3 個，共計 19 個感測器，如圖  

5-49。將壓製完成之膨潤土塊體，以工具刻製合適之孔洞及導線通道，

並將感測器安裝於塊體中 (圖  5-50)，再將膨潤土塊體堆疊裝設至試

驗模具中。為了使注入試體之水更均勻滲透至膨潤土中，先於容器內

壁鋪一層不織布，再將顆粒狀之膨潤土填充料於塊體外圍分層放入搗

實 (圖  5-51)，並記錄總共填入的重量，以提供後續計算總體密度及

數值模擬的依據。待膨潤土填充料填充完成，將已鑽孔之上蓋板置於

墊塊上，並逐一拉出導線，於導線和孔的交界處塗上環氧樹脂 (AB 膠 )

防水，再將上蓋板與不鏽鋼容器用 8 顆螺栓迫緊鎖固後，安裝 PVC 注

水管 (圖  5-52)。試體容器組裝完成後，置入恆溫水槽中以試體的邊

界條件，恆溫水槽溫度為 23℃(圖  5-53)。最後，連接感測器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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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器、加熱棒與電源供應器，調整功率開始加熱，同時開始記錄實

驗數據。  

在溫度方面，本實驗之加熱方式採用定功率，圖  5-54 為溫度變

化歷程，當加熱一段時間俟溫度達到穩定後，為觀察各項感測器回復

的情形及靈敏度，於試驗第 114 天時將加熱器關閉，待溫度降至環境

溫度 23℃及各項感測器數值平穩後，於第 155 天時再次將加熱器開

啟。在相對濕度方面，如圖  5-55 所示，在前期加熱階段，W2 及 W3

之相對濕度皆先後由 45 %降至 35 %；由於 W2 較 W3 距熱源近，故

較早發生濕度變化及平衡，且因加熱使水氣由內而外傳遞，故可於第

76 天時觀察出 W3 之濕度值始高於 W2。為確認膨潤土塊體中的濕度

分布與溫度之關係及確認感測器之靈敏度，在溫度及濕度條件達平衡

時關閉熱源，初始降溫時水氣由外而內傳遞，將使濕度值下降，於第

115 天可觀察出此結果，而後因水氣持續向內傳遞，外部水氣流經感

測器，使相對濕度上升，W2 及 W3 皆回復到相對濕度 42 %；其後再

次開啟熱源時，可觀察出 W2 及 W3 濕度再次下降，相對濕度分別為

35%及 41%。濕度變化驅勢中亦可得知愈接近熱源，濕度受熱的影響

愈顯著。W1 因安裝時接觸不良故無顯示數據變化。圖  5-56 為壓力

變化歷程，由圖可知無論是升溫或是降溫階段，溫度對壓力的影響較

不顯著，且都低於精度值 0.009 MPa 以下。後續進入注水階段，將持

續觀察及記錄壓力變化之情形。  

 

5.4.5. 緩衝材料熱-水-力-化耦合特性研究 

本研究擬建立具備溫度場之三軸試驗設備，探討不同壓實密度緩

衝材料受溫度作用的力學特性，試驗獲得緩衝材料受溫度影響下之、

凝聚力、摩擦角及剪力強度，以評估緩衝材料受熱 -力作用對力學特

性的影響。採環境三軸試驗儀，為執行緩衝材料熱 -力作用下之力學

特性研究，建置環境三軸試驗儀 (如圖  5-57)，儀器具備模擬地下環

境狀態之能力，如地溫梯度、廢棄物衰變熱、地下水壓、地下水流、

現地應力與廢棄物罐自重等。環境三軸試驗儀可施加軸向荷重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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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圍壓為 20 MPa，孔隙水壓為 20 MPa，孔隙氣壓為 2 MPa，以及

溫度 100 ℃。  

緩衝材料選用膨潤土 MX-80 進行塊體製作，其顆粒密度為 2,780 

kg m3⁄ ，自然含水量為 16%至 18%，塊體壓實結果，平均乾密度為 1,600 

kg m3⁄ 。緩衝材料熱 -力實驗條件，溫度 30 ℃、60 ℃和 90 ℃，每個溫

度條件進行圍壓 0 MPa、 4.0 MPa、 8.0 MPa、 12.0 MPa、13.5 MPa、

15.0 MPa 等條件，軸向荷載為 0.8  mm min⁄ 。  

實驗方法以圖  5-58 之實驗應力負載路徑進行應力的控制，其中

𝜎3為圍壓，𝜎1為軸向負載。進行單軸壓縮實驗時，使 𝜎3=0，施加𝜎1；

進行溫度作用之三軸壓縮實驗時，先將溫度提升至測試溫度，再施加

𝜎3至指定圍壓，隨後施加 𝜎1至試體破壞。 106 年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圖  5-59 至圖  5-61 為平均乾密約 1,600 kg m3⁄ 之試驗塊體，於溫

度 30 ℃、60 ℃和 90 ℃的軸差應力─應變曲線。緩衝材料單軸壓縮強

度於 30 ℃為 2.4 MPa； 60 ℃為 2.2 MPa； 90 ℃為 0.4 MPa，溫度 30 

℃和 60 ℃強度差異不大，但隨溫度增加至 90 ℃時，強度急遽下降。

緩衝材料三軸壓縮，相同溫度作用下，隨著圍壓的提高，軸差應力也

隨之增加，軸差應力─應變曲線斜率也隨之變大。軸差應力─應變曲

線在圍壓 8.0 MPa 以下，其軸差應力強度隨溫度提升至 60 ℃，有明

顯變強的現象，實驗溫度 30 ℃，圍壓 4.0 MPa，其軸差應力強度為

6.7 MPa；圍壓 8.0 MPa，其軸差應力強度為 7.2 MPa。實驗溫度 60 

℃，圍壓 4.0 MPa，其軸差應力強度為 6.9 MPa；圍壓 8.0 MPa，其軸

差應力強度為 9.9 MPa。圍壓增加超過 12.0 MPa，溫度 60 ℃相較於

溫度 30 ℃，其軸差應力強度皆有下降之現象。最後實驗溫度提高至

90 ℃，在任一圍壓下，其軸差應力強度皆明顯降低。  

最後，將圖  5-59 至圖  5-61 實驗結果之軸差應力強度與圍壓，

繪製成圖  5-62 之空間破外包絡線，並線性迴歸各個溫度實驗結果，

計算凝聚力與摩擦角，實驗結果顯示，溫度 30 ℃，摩擦角為 13.99  ∘，

凝聚力為 1.1 MPa，溫度 60 ℃，摩擦角為 12.48 ∘，凝聚力為 1.5 MPa，

溫度 90 ℃，摩擦角為 11.12  ∘，凝聚力為 0.8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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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緩衝材料熱-水-力-化耦合數值模擬研究 

本研究計畫以深層地質處置為基本概念，考慮膨潤土具備之熱學

與力學性質，暫不考慮地下水流之影響，藉由 FLAC3D 數值分析軟體

模擬深層垂直處置之廢棄物罐熱衰變行為，建立我國本土處置場近場

熱 -力耦合模擬技術，完成熱 -力耦合平行驗證與本土處置場熱 -力耦合

現地模擬分析，並討論廢棄物罐熱衰變時間歷程之溫度對其周遭工程

障壁之影響。為確立本數值分析之適用性，擬以瑞典 SKB R-09-04 報

告「用過核子燃料之最終處置策略」(Hökmark et  al. ,  2009, p1-p154)

之解析解案例，做為本數值模擬進行平行驗證之目標。確認本數值分

析之適用性後，期能進一步運用於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深層地質處置設

計。首先建立處置設施熱學 -力學耦合計算模型，並提出運算方案，以

有效推估相應之溫度場與應力場；其次，將考慮多孔處置設施及其周

圍之多重障壁系統，以各組成材料之特性及處置設施內部之幾何配置

作為主要參數，藉由數值分析，針對各相關參數在系統再飽和程序開

始前之影響效應進行評估。  

本研究針對深層地質處置設施近場演化程序，應用有限差分法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進行模擬，考慮多處置孔分析模型，以三

維幾何模型描述其熱力 -力學耦合效應，探討處置設施營運期間至再

飽和前之溫度場與應力場。同時採用國內可能採用之回填材料及緩衝

材料特性參數，進行處置設施熱學 -力學耦合效應之模擬，並評估各

種處置條件、材料參數對處置設施工程障壁功能的影響，提供處置設

計之參考。 106 年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分別與瑞典 SKB R-09-04 文獻中 (Hö kmark et al. ,  2009)， 3 項案

例進行平行驗證如下，案例 1：單罐模型之溫度驗證。熱傳溫度歷時

之數值分析結果如圖  5-63，最後，將本研究之分析結果與瑞典 SKB 

R-09-04 文獻作一比較，如表  5-18。  

案例 2：緩衝材料最高溫度之驗證。溫度歷時分析結果如圖  5-64，

另以熱流分析軟體 (Ansys Fluent)計算緩衝材料之最高溫度，將其與

瑞典 SKB R-09-04 及本研究之分析結果，整理如表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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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緩衝材料與孔壁之長時間溫度歷時之驗證。以 FLAC3D

運跑得到之緩衝材料與岩壁共 1,000 年之溫度歷時如圖  5-65，將岩

壁與緩衝材料在 1,000 年之溫度數值，整理如表  5-20 與表  5-21，

整體近場 (岩體、岩壁與緩衝材料 )於處置後 1,000 年之溫度分布如圖  

5-66。  

為 進 行 本 土 化 參 數 之 處 置 場 數 值 分 析 ， 本 研 究 設 計 無 限 域

(Infinite domain)對稱邊界 (Symmetry boundary)之數值模型，搭配數

個不同處置孔間距之數值模型進行處置設施熱力 -力學耦合分析。處

置後 100 年之近場各監測點溫度歷時如圖  5-67。  

遠場全模型、近場圍岩、回填材料、緩衝材料及廢棄物罐於處置

16 年後之最大主應力分布結果輸出，如圖  5-68 上部。  

將近場由初始力學平衡至加入熱源模擬分析後之最大主應力分

布狀態，包括模型之處置隧道頂拱、側壁、垂直處置坑之圍岩側壁、

回填材料、緩衝材料及廢棄物罐之最大主應力結果，彙整於表  5-22。  

經上述 3 項與瑞典 SKB R-09-04 報告之驗證 (Hö kmark et al. ,  

2009)，可說明無論在單罐或多罐處置條件下，使用之分析工具雖不

同，但當與文獻使用相同參數與條件輸入時，均可得到與文獻相符之

結果。由模擬結果可說明本研究之數值模型與數值分析方法兼具正確

性與合適性。  

數值模擬廢棄物罐置入處置設施 100 年後之全域溫度分布狀態，

如圖  5-68 下部左側，近場圍岩之溫度分布如圖  5-68 下部右側。由

數值分析結果可知，廢棄物罐於結晶岩地層中之放熱效應，在處置

100 年後對地下環境溫度之變化，不影響處置設施之安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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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各國對於地下水化學組成與緩衝材料/回填材料之相互關係表 

國家 參考文獻 內容摘要 

瑞典 SKB TR-10-47 “Buffer, backfill and closure 
process report for the safety assessment SR-
Site” 

蒙脫石礦物結構與

回脹特性 

瑞典 SKB TR-06-16 “Geochemical evolution of the 
near field of a KBS-3 repository” 

膨潤土與地下水近

場地球化學特性 

芬蘭 Posiva Working report 2013-24 “Ion-Selective 
Electrodes in Porewater Chemistry 
Measurement of Compacted Bentonite” 

壓實膨潤土與地下

水離子交互作用 

中國 Applied Clay Science,2014, “Effects of pH and 
temperature 011 the swelling pressure and 
hydraulic conductivity of compacted GMZ01 
bentonite” 

壓實膨潤土中離子

的擴散係數實驗 

註：因瑞典之研究較符合本研究之規劃，故目前針對瑞典之研究成果說明並與本年度之回脹試

驗結果連結。 

 

表 5-16：離島結晶岩測試區地下水配置成分表 

化合物 濃度(g/L) 

NaCl 0.0572 

NaNO3 0.0504 

K2SO4 0.008 

MgSO4．7H2O 0.0145 

Mg(NO3)2．6H2O 0.0013 

Ca(NO3)2．4H2O 0.0888 

 

表 5-17：ASTM D1141-98 標準海水成分表配製 

化合物 濃度(g/L) 

NaCl 24.53 

MgCl2 5.2 

Na2SO4 4.09 

CaCl2 1.16 

KCl 0.695 

NaHCO3 0.201 

 

表 5-18：單罐熱傳第 10 年溫度比較 

 INER R-09-04 
罐頂溫度(℃) 71.74 71.263 

孔壁溫度(℃) 40.00 3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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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時間(年) 10 10 
註：R-09-04 參考文獻為 Hökmark et al., 2009. 

 

表 5-19：緩衝材料最高溫度比較 

 FLAC3D CFD R-09-04 
緩衝材料最高

溫度(℃) 

88.8 89.5 89.0 

最高溫度發生

時間(年) 

12.2 12 10-15 

註：R-09-04 參考文獻為 Hökmark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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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岩壁運跑 1,000 年之溫度值 

Mid-height rock wall temperature 
Year INER(℃) R-09-04(℃) Difference(%) 
1st 45.5 45 1.1 
2nd 49.2 48.1 2.2 
5th 54.3 53.3 1.8 

10th 59.3 59 0.5 
20th 61 60 1.6 
30th 62.6 62.1 0.8 
40th 62.1 61.3 1.3 
50th 60.4 60.3 0.2 

100th 55.9 55.3 1.1 
200th 50.4 50.1 0.6 
500th 46.6 45.3 2.8 

1000th 43 40.7 5.3 

 

表 5-21：緩衝材料運跑 1,000 年之溫度值 

Canister-top buffer temperature 
Year INER(℃) R-09-04(℃) Difference(%) 

1st 79.4 81 -2.0 
2nd 82.7 84.7 -2.4 
5th 86.9 88.7 -2.1 

10th 88.1 90 -2.2 
20th 87.4 88.1 -0.8 
30th 85 85.4 -0.5 
40th 81.6 82 -0.5 
50th 79.3 79 0.4 

100th 66.2 67.4 -1.8 
200th 57.4 58.3 -1.6 
500th 49.5 50 -1.0 

1,000th 44.1 41.7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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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近場最大主應力變化彙整 

位置 熱力-力學耦合數值模擬 16 年之結果 

初始力學平衡狀態 

最大主應力[MPa] 

置入熱源後狀態 

最大主應力[MPa] 

處置隧道

頂拱 

12.9 20 

處置隧道

側壁 

13 20 

處置坑圍

岩側壁 

13.3 53.4 

回填材料 13 30 

緩衝材料 13.2 94.5 

廢棄物罐 14 132 

 

 

 

 

圖 5-39：擴散試驗容器設計示意圖 
註：Porous supports (孔洞篩網)；In-reservoir (溶質腔)；Out-reservoir (擴散腔)；Filter papers 

and stainless steel filters (濾紙及金屬篩網)；Compacted clays(壓實塊體)。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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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ous supports

Compacted clays Filter papers and stainless steel filters

5cm

20cm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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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0：擴散試驗容器照片 

 

 

 

圖 5-41：擴散試驗容器組裝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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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2：正規化累計擴散量對正規化試驗時間之分布示意圖 
註：Normalized cumulative mass (正規化累計擴散量)；Normalized diffusion time (正規化試驗

時間)。 

 

 

 

 

 

圖 5-43：緩衝材料氣體滲透試驗設備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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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4：試驗容器剖面示意圖 

 

 
 

圖 5-45：緩衝材料氣體滲透試驗裝置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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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6：自由回脹試驗靜置 1 分鐘後之照片 

 

 

 

圖 5-47：自由回脹試驗靜置 120 分鐘後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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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8：自由回脹試驗靜置 780 分鐘後之照片 

 

 

 

 

圖 5-49：感測器埋設立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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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0：感測器佈設 

 

 

 

圖 5-51：安裝完成之試驗塊體及填充膨潤土填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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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2：於四周安裝 PVC 注水管 

 

 

 

圖 5-53：將安裝好的試體容器放入恆溫水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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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4：溫度變化歷程 

 

 

 

圖 5-55：濕度變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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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6：壓力變化歷程 

 

 

 

 

圖 5-57：環境三軸試驗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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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8：實驗應力荷載路徑 

 

 

 

圖 5-59：溫度 30℃之緩衝材料軸差應力─應變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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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0：溫度 60℃之緩衝材料應力─應變曲線 

 

 

 

圖 5-61：溫度 90℃之緩衝材料應力─應變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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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2：p-q空間破壞包絡線 

 

 

圖 5-63：單罐熱傳溫度歷時變化 
資料來源：右圖 Hökmark, H. et al. (2009,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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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4：初始溫度為 0 ℃之溫度歷時 

 

 
 

圖 5-65：緩衝材料與岩壁運跑 1,000 年之溫度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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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6：岩體、岩壁與緩衝材料運跑 1,000 年之溫度分布 

 

 

 
 

圖 5-67：本土化參數處置孔近場溫度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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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8：處置 16 年後處置孔遠場與近場應力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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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核種遷移實驗設施建置 

5.5.1. 核種遷移實驗 

本計畫所建置核種遷移實驗室核設施，主要功能為模擬及彙整深

地層處置中的重要及難測核種之遷移參數 (如：分配係數與擴散係數 )，

作為國內唯一運用熱測試放射化學實驗與模擬交互驗證的系統性研

究單位，提供最終處置場之安全評估及工程障壁設計時所需本土化參

數輸入之完整性及重要參考依據，並強化評估模式的合理性。  

本年度已完成評估鎝 (Tc)、銫 (Cs)2 種核種之分配係數 (Kd)值所

需之實驗，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過去在室內實驗室量測核種擴散係數，大都是以穿透擴散技術

(through-diffusion technique)為主，本研究也採用穿透擴散方法，將

其中樣本位於 2 個含水管柱之間，包含「循環端」和「擴散端」的管

柱。  這種方法是假設 2 個管柱中的濃度保持恆定，從而實現樣品的

穩態擴散之方法 (García-Gutiérrez et al. ,  2006, p37)。因此，從穩態

測量估計有效擴散係數 (De)，另外，穿透擴散方法一般適用於弱吸附

性示踪劑。在本文中使用 Cs 和 9 9Tc 通過膨潤土的穿透擴散實驗，實

驗結果應用 Crank J .(1975, p50-p52)開發的累積濃度法，以獲得穿透

擴散實驗的分配係數 (Kd)，相關參數之計算公式及邊界條件如 5.4.1

節式 (5-4)及式 (5-5)所示，根據此兩式可求得累積濃度與時間之關係

式如下：  

 

𝑄𝑡

𝐶0
=

𝛼𝐴

𝑑
[𝐷𝑎𝑡 −

𝑑2

6
− ∑ (−1)𝑛

2𝑑2

𝑛2𝜋2

∞

1
𝑒𝑥𝑝 (−

𝐷𝑎𝑛2𝜋2𝑡

𝑑2
)] (5-9)  

𝐷𝑎 =
𝐷𝑒

𝛼
  

𝛼 = 𝜃 + 𝜌𝑏𝐾𝑑  

 

其中，  

𝐶=溶質濃度。  

t=時間。  

𝑄𝑡=累積之總溶質莫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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𝑑=膨潤土塊體厚度。  

𝐴=溶質之擴散截面積。  

𝐷𝑎=視擴散係數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𝐷𝑒=有效擴散係數 (effective diffusion coefficient )  

α=膨潤土塊體之容量因子 (capacity factor) 

𝜃=膨潤土塊體孔隙度。  

𝜌𝑏=膨潤土塊體密度 (bulk density)。  

𝐾𝑑=分配係數。  

 

當系統達平衡時 (即 t→∞)，式 (5-9)可表示如下：  

𝑄𝑡

𝐶0
=

𝑉 ∑𝐶𝑡

𝐶0
=

𝛼𝐴

𝑑
[𝐷𝑎𝑡𝑥 −

𝑑2

6
] (5-10)  

 

其中，  

∑𝐶𝑡=累積之總溶質濃度。  

𝑉=擴散端體積。  

 

根據 Crank J.(  1975, p50-p52)的圖形法，以每日累積濃度 (
∑𝐶𝑡

𝐶0
)與

時間 (𝑡𝑥)作圖，待系統達平衡後，以達平衡之數據點做回歸直線，可

得穩態漸近線 (如  

圖  5-69 所示 )，穩態漸進線可以式 (5-10)來表示，利用其斜率及

截距可求取相關參數，計算公式如下：。  

𝐷𝑎 =
𝑑2

6𝑡𝑥
 (5-11) 

𝐷𝑒 =
𝑚 ∙ 𝑉 ∙ 𝑑

𝐴
  

𝑅𝑓 =
𝐷𝑒

𝜃𝐷𝑎
= 1 + (

𝜌𝑏𝐾𝑑

𝜃
)  

 

其中，  

𝑅𝑓=遲滯因子 (Retardation factor)，可用來計算分配係數𝐾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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鎝 (Tc)之研究方面，核種鎝 (Tc)元素的夯實膨潤土穿透擴散實驗

結果如  

圖  5-70 所示，結果顯示在氧化環境下，陰離子元素鎝 ( 9 9TcO4 -)

易遭受膨潤土表面的負電荷排斥不易吸附，所以，9 9TcO4 -對膨潤土吸

附性差，在乾密度 1.2 g/cm3 至 2.0 g/cm3 範圍內時，分配係數 Kd 值

約為 1.810 - 6  m3/kg 至 7.710 - 6  m3/kg (施宇鴻等人， 2017，p1)。

批次實驗 9 9TcO4 -對膨潤土分配係數 Kd 值約為 0 m3/kg，與 SKB 報告

文獻中鎝 (Tc)元素在膨潤土批次實驗 Kd 值相似 (SKB,  2010n, p176)

穿透擴散實驗與批次實驗結果皆顯示，核種鎝 (Tc)元素的分配係數

Kd 值非常小，在夯實及分散的狀態下都不易被吸附膨潤土所吸附。  

核種鎝 (Tc)元素在粉碎母岩 (離島結晶岩 )批次實驗及穿透擴散

實驗結果，顯示在氧化環境下，批次實驗對結晶岩分配係數 Kd 值約

為 6.410 - 4  m3/kg，與 SKB 報告文獻中鎝 (Tc)元素在結晶岩批次實

驗 Kd 值約為 4.010 - 4  m3/kg 相似 (SKB, 1997, p65)；穿透擴散實驗

Kd 值約為 4.5910 - 4  m3/kg，因為分配係數 Kd 值很小，顯示 9 9TcO4 -

對離島結晶岩吸附性差 (Shih et al. ,  2017,  p1114)。  

銫 (Cs)研究方面，核種銫 (Cs)元素的膨潤土批次實驗及夯實膨潤

土穿透擴散實驗結果，顯示在氧化環境下，分散膨潤土批次實驗分配

係數 Kd 值範圍約為 0.366 m3/kg 至 0.48 m3/kg，與 SKB 報告文獻中

銫 (Cs)元素的膨潤土批次實驗 Kd 值約為 0.015 m3/kg 至 0.56 m3/kg

相似 (SKB,  2010n,  p178)；夯實膨潤土在乾密度 1.2 g/cm3 至 2.0 g/cm3

範圍內時，穿透擴散實驗 Kd 值約為 0.094 m 3/kg 至 0.004 m3/kg，本

實驗目前已進行 250 天，但仍未到達穩態，實驗持續進行中。  

核種銫 (Cs)元素在粉碎母岩 (離島結晶岩 )批次實驗及穿透擴散

實驗結果，顯示在氧化環境下，批次實驗對結晶岩分配係數 Kd 值約

為 6.810 - 2  m3/kg，與 SKB 報告文獻中銫 (Cs)元素的結晶岩批次實驗

Kd 值約為 510 - 2  m3/kg 至 2.510 - 1  m3/kg 相似 (SKB, 1997, p60)；

穿透擴散實驗 Kd 值約為 0.24 m3/kg 至 0.3 m3/kg，因為分配係數 Kd

值相對較大，顯示 Cs 與 Tc 比較， Cs 對離島結晶岩吸附性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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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結晶岩為花崗岩，花崗岩的孔隙度遠低於膨潤土，核種於花

崗岩的擴散速率遠較膨潤土慢，不適合利用上述之穿透擴散實驗來進

行實驗，因此本研究另外採用內擴散實驗方法配合拉塞福背向散射分

析儀 (RBS)，探討 Cs 在台灣離島結晶岩內的擴散分布情況，以計算擴

散係數，其相關之研究數據可應用於核種於遠場的安全評估中。內擴

散實驗與穿透擴散實驗不同之處在於，穿透擴散實驗以分析擴散端水

溶液中的核種濃度隨時間之變化狀況來進行擴散係數之計算，而內擴

散實驗方法是以分析核種於固體介質內的濃度隨擴散距離之分布來

進行擴散係數之計算。實驗方面，將花崗岩薄片表面磨平並將其中一

面貼附於載玻片上，再浸泡於濃度 10 - 2  mol/L 的 Cs 溶液中，浸泡 14

天後將花崗岩薄片取出，再以 RBS 進行濃度分析。由於花崗岩礦物組

成並非均勻分布，因此任意選取 3 個不同位置進行分析，以觀察 Cs

擴散係數之差異，RBS 分析訊號如圖  5-71 所示，將能量介於 1.6 MeV

至 1.8 MeV 之訊號放大，並分析其隨擴散距離之分布狀況，繪製成圖  

5-72，利用軟體 X-RUMP 計算 Cs 於花崗岩薄片 3 個位置之擴散係數，

分別為 2.0610 - 1 9  m2/s、3.5810 - 1 9  m2/s 及 7.1910 - 1 9  m2/s (Tsai,  

2017)。結果顯示 3 個位置之擴散係數均屬於同一數量級。  

 

5.5.2. 膠體於工程障壁及岩體裂隙之傳輸行為評估技術 

近年來的研究指出，在具有膠體的環境中，膠體會吸附放射性核

種，並經由岩體裂隙之地下水流傳輸，而大幅增加核種的遷移能力。

因此，瞭解膠體對核種遷移行為的影響，在建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

置環境特性資料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膠體係指粒徑介於 10 - 6  m 至

10 - 9  m 間的懸浮顆粒，包括鐵氧化物、鋁氧化物、微生物及高分子量

有機物等。此類物質具有高比表面積與陽離子交換能力，且多帶負電

性；因此，極易與放射性核種進行吸附及脫附反應。再者，膠體會隨

著水流快速移動，不僅會改變核種的分佈係數，也增加其外釋至環境

的機率，對人體健康造成潛在威脅。因此，主要在研究膠體於工程障

壁及岩體裂隙的地下水相中，對核種的吸附與遷移行為影響，作為最

終處置功能或安全評估之參考。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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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蒐集彙整了國外不同處置設施 (日本、瑞典、芬蘭、德國、

加拿大 )的研究經驗，如表  5-23 所示，顯示不同國家都有針對現地的

地下水中的膠體做分析研究，也依現地條件進行蒙脫石膠體及矽膠膠

體的穩定性實驗，並了解在不同環境下，膠體對核種的吸附與遷移行

為的影響，所以，國內膠體研究也將根據國外案例經驗，進行國內現

地條件下，膠體遷移相關實驗規劃。  

膠體於工程障壁及岩體裂隙之傳輸行為評估，可依膠體放射性核

種遷移的影響評估流程 (圖 5-73)步驟進行討論：  

(1) 地區地下水樣成分之取樣及分析 (pH 值、Eh、成分組成 )。  

(2) 確認膠體是否存在，檢查地下水樣中是否有天然膠體存在，如果

有需進行膠體濃度分析，除了天然存在膠體檢測之外，還需要分

析緩衝材料工程上產生的膠體，是否能存在於地下水環境中，如

果膠體不存在，即可不必要進行膠體放射性核種遷移的影響評估。 

(3) 確認膠體是否安定，確定有膠體的存在後，此時需實驗在地下水

環境膠體是否安定 (穩定存在 )。  

(4) 確認膠體是否可移動，需實驗在地下水環境膠體是否能在母岩裂

隙或緩衝材料中移動，進行膠體遷移的評估。  

(5) 確認膠體是否能吸附放射性核種，進行膠體核種吸附實驗，評估

膠體對不同核種的分配係數 (Kd)值。完成以上 5 個步驟即可對膠

體核種遷移影響做初步評估，目前已建立膠體於工程障壁及岩體

裂隙之傳輸行為評估技術，以供安全評估分析應用。未來會持續

更新研究結果，並擴大研究區域範圍至各個可能的水樣環境之膠

體核種遷移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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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國外膠體研究案例彙整 

國家 單位 膠體形式 岩

石

形

式 

研究項目 實驗方

法 

核種 參考文獻 

日本  JAEA 鉱山坑道

地下水膠

體、蒙脫

石膠體

(Na型日

本山形縣

產膨潤

土：クニ

ゲルV1® ) 

結

晶

岩 

膠體濃

度、粒徑

分佈、化

學組成、

測量地下

水膠體、

放射性核

種分配係

數 

批次實

驗、膠

體穿透

遷移實

驗、單

一裂隙

核種遷

移實驗 

Am-
241、Se-

79、Cs-

135、Np-

237 

JNC (2002a)、

JNC 
(2002b)、上

田真三與黑澤

進(2002)、黒

澤進(2007) 

瑞典 Ä spö 
HRL(SKB) 

Forsmark
場址的地

下水膠

體、蒙脫

石膠體

(MX-80、

Na型和Ca

型膨潤土) 

結

晶

岩 

膠體穩定

性測試、

粒徑分

佈、地下

水膠體組

成特性及

傳輸的潛

力 

批次實

驗、膠

體及示

踪劑傳

輸實驗 

Cs、Sr、

U、Am 

SKB(2005) 

芬蘭 Posiva Olkiluoto
場址的地

下水膠

體、矽膠

膠體、蒙

脫石膠體

(MX-80、

Na型和Ca

型膨潤土) 

片

麻

岩 

膠體穩定

性測試、

地下水膠

體組成特

性、粒徑

分佈、放

射性核種

吸附實驗 

批次實

驗、膠

體裂隙

傳輸實

驗 

Eu-152、

Sr 

Posiva (2009) 

德國 KIT-INE 蒙脫石膠

體(MX-

80、

FFBEX、

Rokle、

Milos) 

結

晶

岩 

放射性核

種與膠體

吸附特性

研究、膠

體與放射

性核種相

互作用的

機制模式

建立 

批次實

驗、膠

體管住

傳輸實

驗 

Cs-134、

Cs-137、

Sr-85、

H-3、

Eu、U、

Pu、

Am、

Np、

Tc、Th 

KIT-
INE(2010) 

加拿大 Whiteshell 
URL 

矽膠膠

體、蒙脫

石膠體 

片

麻

岩 

發展及驗

證高度破

碎岩石中

核種遷移

影響、膠

體在地質

圈中對核

種遷移的

影響 

膠體核

種遷移

實驗 

Br-82、

Cs-134、

Sr-85、

Am-241 

Vilks et 
al.(1996)、 

Valtteri 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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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9：擴散系統達穩態之穩態漸近線 

 

 

 

圖 5-70：Tc 於夯實膨潤土之穿透擴散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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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1：Cs 擴散於花崗岩中之 RBS 分析訊號 

 

 

 

 

圖 5-72：Cs於花崗岩中之擴散濃度分布 

 



SNFD-AR2017-V3 
 

5-124 
 

 

 

 

圖 5-73：膠體放射性核種遷移的影響評估流程圖 
資料來源：上田真三與黑澤進(2002，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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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天然類比評估研發技術 

國內天然類比案例研究著重於國內考古遺址之金屬文物研究，研

究目的是藉由瞭解鐵器或青銅器在台灣地質環境下之腐蝕狀況，以類

比未來處置設施廢棄物罐或鑄鐵內襯在地質環境中可能發生的腐蝕

情形，作為安全評估的佐證資料。 106 年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本研究所收集之樣品文物包含青銅器及鐵器，青銅器由距地表深

度約 1.5 m 處挖掘出土，鐵器則由距地表深度約 3 m 至 4 m 處挖掘出

土，依照同一地層所出土的碳粒，利用碳 14 進行定年，結果顯示為

距今 900 年至 1,600 年前之器物。  

腐蝕深度分析主要是利用微電腦斷層掃描儀 (Micro-Computed 

Tomography, Micro-CT)獲得影像後，藉由影像的灰階變化，可得知金

屬材料密度高低的變化，以分析其腐蝕深度。  

   鐵器之Micro-CT分析結果顯示腐蝕深度範圍約為 1 mm至2.7 mm，

樣品為距今 900年前至 1,600年前之器物，保守估計以 1,000年計算，

因此，估算鐵器腐蝕速率為 1 mm/1,000 yr至 2.7 mm/1,000 yr(等於 1 

μm/yr至 2.7 μm/yr)。關於國際上鐵器文物腐蝕速率研究方面，H12報

告之研究結果顯示鐵器的長期腐蝕率約為 31.8 μm/yr，而H17報告則

為小於 10 μm/yr，瑞士國家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專責機構 (National 

Cooperative for the  Disposal of Radioactive Waste,  Nagra)於1994年

的研究結果為 10 μm/yr (Alexander,  2015, p88)，與這些數據相比之

下，本研究所分析之鐵器文物腐蝕速率也在小於 10 μm/yr之範圍內。 

   青銅器之分析結果顯示腐蝕深度範圍約為 0.075 mm至 0.883 mm，

腐蝕 速率 保守 估計 以 1,000年來 計算 ，青 銅飾 品腐 蝕速 率為 0.075 

mm/1,000 yr 至 0.883 mm/1,000 yr( 等 於 0.075 μm/yr 至 0.883 

μm/yr)。Johnson and Francis(1980,  p3.1-p3.14)曾進行廣泛性的古銅

器腐蝕研究，並嘗試由銅器的年代估算腐蝕速率，結果顯示銅的長期

腐蝕率介於 0.025 μm/yr至 1.27 μm/yr之間，平均腐蝕率約 0.3 μm/yr，

本研究所分析之樣品分析結果也落於此範圍內。  

本研究樣品挖掘自宜蘭縣南澳鄉之漢本遺址，根據遺址現場之土

壤分析結果顯示，土壤之含水率為 24.8%、pH 值為 7.12、氯離子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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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為 9.1110 - 5  mol/L、硫酸根離子濃度為 1.1710 - 4  mol/L，而離島

結晶岩測試區地下 300 m 至 500 m 之地下水氯離子濃度為 9.7710 -

4  mol/L，總硫濃度為 1.0510 - 4  mol/L，而廢棄物罐腐蝕主要受硫化

物濃度所影響，比較上述數據可發現，遺址淺地表地下水之硫濃度，

與離島結晶岩測試區深地層地下水硫濃度差異並不大。金屬文物埋藏

於地底下約 4 m 深度 (偏氧化環境 )，且地處亞熱帶潮濕氣候，而用過

核子燃料廢棄物罐，將埋藏至還原環境 (500 m 深度 )，雖然兩種環境

條件並不相同，但在處置設施在封閉前的開挖及運轉階段，地表之氧

氣會因開挖過程而進入設施中，此時處置設施為氧化環境。  

上述對於國內可能的天然類比研究案例，因與最終處置場的相關

物理和化學條件不一致，無法充分了解與定義初始、演變與系統邊界

條件，以及材料可能不同於處置場所考慮使用者，所採用的理論基礎

與模式亦不相同，無法準確的重現處置場情況，難以被用於模擬與定

量預測。因此，該類比案例研究僅類推、探討與處置系統的相似性，

狹隘地應用於地質處置中到長期安全的一般可行性研究。  

在國際天然類比案例方面，本年度蒐集之資料著重於膨潤土類比

案例之蒐集，有關膨潤土之研究，其中一項議題為地下水 pH 值對膨

潤土的影響，由於最終處置設施之設計中，為了避免地下水之流入，

會需要灌漿以填滿處置設施周圍的裂隙，而灌漿材料為水泥材料，通

常水泥材料之孔隙水為鹼性 (pH 值約為 12.5 至 13)，雖然研究指出，

膨潤土在 pH 值為 12.5 至 13 的環境下會分解而改變特性 (Alexander,  

2012, p179)，但若使用低鹼性 (pH 值小於 11)之水泥材料，是否仍會

對膨潤土產生影響則有持續探討研究之必要性，因此，芬蘭 Posiva、

英國核能除役局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委員會 (Nuclear Decommissioning 

Authority-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Directorate,  NDA-RWMD)

及瑞典 SKB 曾合作成立賽普勒斯天然類比研究計畫 (Cyprus Natural 

Analogue Project,  CNAP)，研究之場址為賽普勒斯 (Cyprus)，賽普勒

斯是歐洲與亞洲交界處的一個島國，位於地中海東部，該地具有高鹼

性 之 地 下 水 及 膨 潤 土 礦 場 ， 賽 普 勒 斯 膨 潤 土 天 然 類 比 研 究 成 果

(Alexander,  2012,  p172)  顯示，膨潤土組成分析顯示並無發現蒙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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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解 的 現 象 ， 但 膨 潤 土 表 面 有 部 份 蒙 脫 石 轉 化 成 鎂 鋁 皮 石

(palygorskite)，鎂鋁皮石的形成原因仍需進一步研究，尚無法完全否

定膨潤土與高鹼性流體反應而產生變質的可能性，若保守假設膨潤土

會受到 pH 值 11 的地下水影響而轉化成鎂鋁皮石，根據膨潤土礦場

之調查顯示，雖然鹼性地下水與蒙脫石接觸作用之時間相當長，但僅

在部分小區域才有辦法進行之鎂鋁皮石轉化反應，代表蒙脫石與鎂鋁

皮石間之轉化作用有諸多限制因此，類比於處置設施中低鹼水泥材料

時，鹼性的孔隙水並不會對膨潤土性質造成嚴重的影響 (Alexander, 

2013, p248)。近年來日本、菲律賓及瑞典專家也組成研究團隊針對此

議題進行研究 (Fujii ,  2017)，研究場址位於菲律賓 Narra 礦場，雖然

並非膨潤土礦場，但其黏土礦物富含蒙脫石成分，且該礦場之地下水

pH 值大於 11，研究結果顯示，蒙脫石在地下水含有鐵離子或鎂離子

的情況下，會受到高鹼性條件進行轉化作用形成不同型態之蒙脫石種

類 ( 如 富 含 鎂 離 子 之 蒙 脫 石 Saponite 或 富 含 鐵 離 子 之 蒙 脫 石

Nontronite)，但並不會因此減少其回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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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同儕審查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研究時程長遠，且相關研究所涵蓋之

專業廣泛，大部分核能先進國家皆以國際合作及同儕審查方式，確保

研究技術及成果與國際同步。  

台電公司自 95 年原能會核定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後，

皆依處置計畫書執行相關研究工作，現階段首要目的即於 106 年提出

SNFD2017 報告，前述報告章節架構係依據主管機關要求，參考日本

H12 報告章節架構編擬，因此，針對 SNFD2017 報告，台電公司「用

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遵照主管機關之要求，除了執行過程成立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諮詢委員會」定期提供專業建議、持續與國

內外專家進行技術交流之外，接受國際最新處置技術執行建議，並於

106 年完成之 SNFD2017 報告時，經國際同儕審查，以確認其技術品

質符合國際水準。  

 

6.1. SNFD2017 報告國際同儕審查 

台電公司遵照主管機關要求，籌組「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

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之國際同儕審視專家團隊，其審查流程如下述： 

(1) 國際同儕審查策劃者 Hans Riotte 依據 OECD/NEA No. 6082 之

「國際同儕審查導則」籌組國際審查小組，並提出 SNFD2017 報

告之 Terms of Reference，確定審查作業流程及期程。  

(2) 106 年 3 月底召開國際同儕審查 Orientation meeting。  

(3) 106 年 5 月 9 日 IRT 完成 SNFD2017 主報告及技術支援報告初期

審查並提供書面意見。  

(4) 台電公司於 5 月至 8 月期間完成 2 批次審查意見答復。  

(5) 106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召開國際同儕審查工作會議。106 年

12 月底已將經過國際同儕審查之 SNFD2017 報告提交原能會審

查。  

 

 



SNFD-AR2017-V3 
 

6-2 
 

6.2. 整體審查發現 

(1 ) SNFD2017 報告的成熟度  

(a)  針對原能會設定的 3 項階段目標， IRT 認為 SNFD2017 報

告在台灣建立建造地質處置場的適當工程能力與處置場址

長期安全評估技術 2 方面，已大致符合。針對花崗岩及使

用離島結晶岩測試區資料， SNFD2017 報告研究亦證明：

「有適當能力與先進方法能適當地確認台灣能否找到合適

的花崗岩體進行地質最終處置」。預期一旦正式進入選址

階段，此種方法將可做為基準，以供評估潛在可行花崗岩

母岩。  

(b) 從國際觀點來看， SNFD2017 報告研究即所謂的初步安全論

證，相當於其他國家計畫早期階段產出的類似報告，目的在

於以通案的方式向決策者、管制機關及其他利害相關者，證

明與溝通地質處置的安全性。  

(c) 藉由建立參考案例並採用 2 個卓越與先進處置計畫 (瑞典與

芬蘭 )的經驗與處置概念，SNFD2017 報告在數個領域、範疇

與分析的細節上，超越某些其他國家早期階段所做的初步安

全論證。  

(d) 根據國際標準與經驗， SNFD2017 的研究結果適合於即將到

來的決策參考，且其經證明的地質調查、處置場工程與安全

評估之認知與技術能力，足以允許台灣處置計畫向前推動，

SNFD2017 報告符合計畫目的。  

(2) 資源與能力  

(a) SNFD2017 報告表現出極佳的工作成果，其融入了花崗岩處

置之國際知識，並且良好的整合台灣 3 個組織 (台電公司、

核研所與工研院 )的地質處置技術專業。  

(b) 對科研人員具備廣泛的能力、能積極參與討論、提出問題、

及自信地答覆意見，極為印象深刻，特別是包含年輕專業人

員提供了未來的延續性。  

(3) SNFD2017 報告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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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符合 SNFD2017 報告的目標，採用日本 H-12 報告架構，在

處置計畫早期階段是足夠的。  

(4) 安全評估方法論  

(a) 已成功應用瑞典 SKB 情節發展的 11 步驟方法。已說明安全

論點。考慮 KBS-3 概念與離島結晶岩測試區數據，已發展並

量化參考演化與一系列情節。  

(b) 建議未來持續借鏡國際上的良好作法，由上而下的方法，著

重於發展中間層級的安全功能。  

(c) 整體的安全評估相關議題在此階段是適當的。  

(5) KBS-3 處置概念  

當知識與模式從不同處置環境條件移轉時，對邊界條件的瞭解是

關鍵，採用 KBS-3 處置概念，對台灣處置計畫是有直接的幫助。

鑒於目前台灣處置設施優先考慮以花崗岩母岩環境做為目標地

質環境，採用 KBS-3 系統有明顯的好處。  

(6) 不確定性與敏感度分析  

(a) 改進不確定性處理的方法是國際持續發展、關注的技術領域。 

(b) SNFD2017 報告已認知處理不確定性的重要性，需要在未來

反覆發展安全論證中，持續發展精進，亦將有助於管理與獲

取地質資料，且益於評估工具的能力發展，支持逐步減少安

全評估的參數與模式的不確定性。  

(7) SNFD2017 報告 3 大目標  

(a) 台灣能否找到合適的花崗岩進行地質處置？  

在台灣可能存在科學上適用於地質處置的花崗岩母岩。並且

其識別與確認此花崗岩母岩，將是處置計畫下一階段的主要

重點。  

(b) 台灣地質處置技術能力是否完備？  

SNFD2017 報告成功地建立 KBS-3 處置概念進行本土化的步

驟。 IRT 認為對於多重障壁系統原則的說明與描述已足夠，

且於現階段聚焦工程障壁系統相容性評估的設計工作，整體

上是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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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台灣地質處置設施長期安全性之評估技術是否建立？  

已具評估地質處置設施封閉後長期安全之能力。成功應用瑞

典 SKB 的方法，結合 KBS-3 處置概念與離島結晶岩測試區

花崗岩資料，已評估一系列情節的劑量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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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為達成 2017 年提出「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技術可行性評

估報告」(簡稱 SNFD2017 報告 )之目標，本計畫依據日本 H12 報告規

劃 SNFD2017 報告之預定章節架構，分成 3 大工作主軸「地質環境」、

「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安全評估」等技術發展，逐年規劃並完

成相關的研究 /調查工作，就 106 年度執行成果摘要說明如下：  

 

7.1. 地質環境 

(1) 針對區域環境地質：  

(a) 本島結晶岩體分布廣泛，部分持續受到弧陸碰撞影響地區，

具有快速抬升與剝蝕趨勢；但位於北部張裂帶上，部分屬於

受琉球隱沒帶西移影響的地區，則轉為受到正斷層作用控制，

具有長期沉陷趨勢。過去地質紀錄顯示，一旦埋入海下，氣

候循環性變遷對地質圈的影響將降低。  

(b) 西部離島結晶岩體，維持千萬年前地形地貌特徵，屬於長期

地殼穩定地區，地質圈受海水面升降週期性影響，可能在冰

期處於沙漠環境，在間冰期則為海島環境。  

(2) 針對深層地質特性：  

(a) 以深層地質代表性地質、構造、水文地質數據，建置的參考

案例地質概念模式，完成三維地下水流模擬及三維裂隙網路

升尺度模擬，顯示離島結晶岩體島嶼環境深層地質的海淡界

面演化，短期內明顯受裂隙構造帶分布所控制，長期則會演

化成島嶼典型的海淡界面碗狀分布。  

(b) 以 4 個基準裂隙分布模式驗證 FracUps，並將 FracUps 應用

於離島結晶岩體的連通 DFN 範例，計算升尺度後的 EPM。

平均而言，此 4 個案例的地下水質量通量相對誤差均不超過

0.04%，由此可驗證此升尺度理論的正確性。  

(c) 本島結晶岩體區域性水文地化特性，主要受到片岩及大理岩

等圍岩的影響，於百餘公尺深就呈現還原特性的地下水，因

地質演化歷程，經歷了輕度至中度變質作用，主要組成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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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長石類礦物中，均間夾或富集具核種吸附能力的礦物，

如綠泥石類、雲母類、絹雲母類、方解石等。因此建立 3 種

模擬情境案例，包括深層封閉裂隙情境 (CaseZ1/K1，代表深

層地下水屬於封閉系統，與外界隔絕 )、深層開放裂隙情境

(CaseZ2/K2，代表深層地下水因流動使二氧化碳的含量維持

定值驅動風化作用 )、淺層開放裂隙情境 (CaseZ4/K4，代表

淺層地下水受其上方未飽和層的高二氧化碳含量影響，驅動

風化作用 )，以此作為後續研發基礎。  

(3) 針對地質處置合適性研究：  

(a) 持續建立大地構造的微震監測、連續全球定位系統監測地殼

變動及驗潮站相關的長期監測技術，對於北部張裂帶結晶岩

體區域性深層地震特性與地表沉陷趨勢的量測結果，可能反

映區域應力由南往北，由擠壓轉為張裂應力環境，支持過去

文獻論述此區大範圍的地殼變動機制。  

(b) 經海潮、逆氣壓以及基準偏移改正後的驗潮站資料，仍包含

海水面變動與地表垂直變動訊號，因此計算成果為相對於岸

邊基準點之 SLR 速率，顯示臺灣四周海域相對海水面呈現上

升情形，後續研究將提供驗潮站資料分析區域地殼變動之用。 

 

7.2. 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 

(1) 輻射源項及核種特性研究：  

廢棄物罐之源項相關功能評估，106 年已完成廢棄物罐頂部與側

邊的屏蔽分析，並評估廢棄物罐的表面輻射劑量率；臨界分析部

分則參考瑞典 SKB 經驗，並完成本土化新燃料的臨界特性評估，

整合上述 2 項資訊，已可保守確認，絕大多數廢棄物罐會維持在

次臨界。極少數運轉條件特殊之用過核子燃料組件，未來再以個

案方式獨立進行研究。下階段的研發，仍需持續隨著源項評估資

料、核種數據資料庫、廢棄物罐設計等更新而持續進行相關評估

研究。  

(2) 處置概念與系統設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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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處置概念與設計流程及佈置研究：  

處置系統之地下設施位置選擇位於 R1 岩體中，海拔 -500 m

深，介於地質構造 D4、D5、F1、F2 和海岸線之間，容納潛

能為 3.5，可依需求增加處置區域面積。處置隧道長度 300 

m，間距 40 m，隧道數量 62 條，與主隧道交角設計為 90 ˚，

考慮剝落可能性，長軸方向為 N60 ˚W。考慮安全距離，處置

孔距離 F1 或 F2 皆大於 100 m，處置設施容量為 2,728 個廢

棄物罐，可置放預估廢棄物罐數量 2,505 個，可供 8.2%的處

置孔損失。根據處置孔損失評估，處置孔損失主要來源為考

慮地震引致裂隙位移之廢孔，處置設施可能損失 7%處置孔，

仍在處置設施設計容量以內。實務上，處置孔廢孔後，透過

間距最佳化，設計 2,728 個處置孔是保守的。  

(b) 地震危害度分析：  

本研究針對本島東部結晶岩測試區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參

考美國核能電廠等級法規 RG 1.208(U.S.  NRC, 2007, p3)及

ANS-2.26(American Nuclear Society,  2004, p12)進行地震危

害度分析。將測試區 320 km 範圍內之地震目錄進行更新並

濾除前震和餘震，使地震目錄符合柏松模式，並收集範圍內

所有可能之斷層震源及面震源。在 40 km 範圍內之震源則挑

選 較 大 之 斷 層 系 統 ， 琉 球 隱 沒 帶 界 面 型 震 源 ， 並 依 臺灣

SSHAC LEVEL 3 計畫 (台電公司， 2016，p1-22)所得到之數

據，決定其詳細參數以利敏感度分析。地震動衰減律亦依法

規要求使用 NGA WEST2，以提供均布危害度反應譜 30 個頻

率點的計算值。機率式地震危害度分析提供 2 組回歸期之危

害度曲線和反應譜，在核設施所關心之 10,000 年回歸期下，

測試區所受到之 PGA 為 0.51 g。執行參數拆解後  得知影響

測試區之主要震源規模區間，於高頻下為 5.5 至 6.0，而距

離區間則為 15 km 至 25 km。低頻為規模 7 至 7.5，距離 100 

km 至 200 km 之震源。參數拆解之結果可依反應譜產生控制

地震波形，並提供地盤反應分析使用。就地盤反應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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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的趨勢地下 500 m 相對於地表處在 10 Hz 地範圍內之

震動有衰減趨勢，而低頻地輸入地震結果則呈現較為明顯的

衰減。  

(c) 災害歷史地震震源模型及其敏感度分析研究：  

本研究將臺灣海峽原始的三維 S 波速度構造轉換為 P 波波

速，並平均後得到一維的 P 波及 S 波速度構造供模擬使用。

透過混合法地震波模擬程式模擬 1604 年泉州地震可能的 3

種機制，並各別假設了應力降為 3 MPa、 10 MPa 及加入

Asperity 的情形，得到寬頻 3 分量加速度波形、加速度反應

譜 。 由 本 研 究 所 模 擬 的 反 應 譜 曲 線 ， 在 0.4 Hz 以 下 與

NGA_East 衰減律的曲線比較接近，而在 0.4 Hz 以上則與

Lin2012 衰減律比較相似。整體而言，泉州地震的反應譜表

現與臺灣島內的地震較為相似。而由所得之 3 分量加速度波

形中取得 PGA，將 PGA 轉換為震度，與歷史震度比較發現，

加入 Asperity 的假設所得之結果相對於未加入 Asperity 者，

更接近歷史文獻所描述之結果。由於真實的地震斷層面並不

一定是均值的破裂，在斷層面上會有數塊區域有著較大的滑

移量，因此，在加入 Asperity 的結果發現更接近歷史文獻所

描述之結果，其中以應力降設定為 10 MPa 的 Model B 其震

度分布趨勢，與歷史震度分布最相近。  

(d) 廢棄物罐剪力設計需求研究：  

依據離島結晶岩測試區的現地應力量測資料，作為整個模擬

模型的初始應力輸入，閩粵濱海斷裂帶地震機制為走向滑移，

依震源參數研究結果區分數個模型，source_2 和 source_5 在

個別地震規模類別 (7.3 和 8 以上 )的模型中，皆有較大的裂

隙剪力位移，原因包括：離島結晶岩測試區在模型中位於斷

層上盤，地震後有較大的張應力；離島結晶岩測試區與震源

距離較近。  

地震規模 7.3 模型的模擬結果顯示，地震後，裂隙剪力位移

量皆小於 0.1 mm，仍然處於彈性變形行為，庫倫應力變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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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於±0.5 MPa，沒有裂隙受震後，達到剪力破壞，剪切速度

皆小於 0.035 mm/s。裂隙剪力位移大於 5 cm 的情況，僅出

現於地震規模 8 以上，震源模型 source_5 的裂隙叢集 1 和

叢集 3，剪力位移分別為 69.33 mm 和 68.65 mm，剪切速度

尖峰值約為 80 mm/s，可產生 50 mm 剪力位移的最小裂隙

半徑為 219 m。若依裂隙剪力位移量，評估閩粵濱海斷裂帶

seg_2 對於不同裂隙叢集的影響程度，裂隙叢集 1 和叢集 3

影響最大，處置設施設計必須特別注意測量。而裂隙叢集 5

則是幾乎不會受到影響。  

(3) 廢棄物罐研發技術：  

(a) 廢棄物罐金屬材料抗蝕性能測試驗證：  

在參考案例的腐蝕初步評估中，所考慮到的腐蝕過程包括在

有氧和無氧條件下的全面腐蝕、局部腐蝕、微生物腐蝕及應

力腐蝕龜裂。針對參考案例的地質調查獲得之地質特性資訊，

進行處置環境條件的初步分析，在測試區環境較特別的是處

置設施深度的地下水非常稀釋，總溶解固體為約 200 mg/L、

pH 值在 8.2 至 9.8 範圍略微鹼性、氯化物含量約 0.001 mol/L。

由於測試區深層地下水中的氯離子含量遠低於瑞典、芬蘭或

加拿大深層地下水，對於腐蝕反應機制影響的差別，將會出

現在早期有氧且地下水入侵緩衝材料剛飽和時期，此時除了

全面腐蝕亦可能伴隨局部腐蝕，但由於近場環境的緩衝材料

本身含有適度的氯離子，可以供給孔隙水溶液減少銅殼鈍性

的發生以避免局部腐蝕，因此，在有氧環境中腐蝕機制還是

以氧的全面腐蝕為主，當進入無氧階段，則以硫化物的全面

腐蝕為主。參考案例封閉初期氧氣誘發腐蝕評估結果為腐蝕

深度 0.102 mm；而局部腐蝕的評估結果，在參考案例的環

境下，僅有緩衝材料未飽和時期可能發生局部腐蝕，與各國

評估結果相似，在封閉初期氧氣誘發局部腐蝕可用孔蝕比值

做保守評估，若使用表面粗糙度之評估結果將相近於使用孔

蝕比值經驗值之結果。此外，微生物腐蝕及應力腐蝕龜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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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臺灣參考案例之評估結果與瑞典、芬蘭、加拿大、日

本、瑞士之評估結果相似，微生物腐蝕及應力腐蝕龜裂皆傾

向不會發生 (SKB, 2001,  p131)，並不會有微生物會直接造成

處置環境中的銅發生嚴重腐蝕，微生物對腐蝕的影響主要來

自還原反應間接造成銅發生腐蝕反應，而應力腐蝕龜裂則是

因為應力腐蝕龜裂的條件不容易同時達成，因此，不會發生

應力腐蝕龜裂之現象。經整體的研究總結，在臺灣參考案例

的腐蝕初步評估與國際案例之評估結果相近，若廢棄物罐有

完整的緩衝材料保護，於百萬年內廢棄物罐不會發生腐蝕破

壞失效，可避免廢棄物罐內之核種釋出。  

(b) 廢棄物罐受地震裂隙錯動影響之數值分析：  

由分析過程之經驗，當廢棄物罐承受長期負載，考慮銅殼承

受 10 萬年的潛變效應，受到地震引致岩石裂隙位移的分析，

結果發現如下：  

(i) 裂隙位移作用位置的影響：  

廢棄物罐為等斷面細長結構但在 1/4 處發生剪切作用，

將有產生最大應力反應，此現象為因受剪力裂隙位移 5 

cm 作用於膨潤土再由膨潤土作用於廢棄物罐，廢棄物

罐會因為膨潤土的束制作用，當位置越靠近 2 端，造成

廢棄物罐的作用細長比變小，勁度提高，進而造成較高

的應力影響。  

(ii) 作用角度的影響：  

角度越接近於水平向時，廢棄物罐承受的剪應力將會越

小，因轉換成軸力和剪力相互作用，可造成廢棄物罐較

小的應力，但此行為可能會造成廢棄物罐的銅殼產生挫

屈情況；於數值處理方面，因為挫屈造成元素扭轉過度，

將形成收斂性上的困難，但目前在 Abaqus 的程式中仍

可處理。  

(iii) 應變觀測與安全係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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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潛變效應的影響，造成外部銅殼應力提高、鑄鐵內襯

的降低，導致廢棄物罐鑄鐵安全係數上的提升，在觀察

外部銅殼潛變量高達 0.4%，總應變為 1.7%，綜合整體

上來看，材料的極限應變為 50%，故此可確保廢棄物罐

不至於受長期剪力作用破損，而確保廢棄物罐的完整性。 

(c) 廢棄物罐破裂韌性試體鑄造與特性量測：  

本年度試製小型鑄件，先行累積控制鑄造品質的經驗，改進

鑄造方式，進而完成 BWR 全斷面縮尺小型鑄鐵內襯試體 (長

度 300 mm)，並完成該試體的加工及品質量測。  

(d) 銅質材料摩擦攪拌銲接與非破壞性檢測技術可行性評估：  

 本年度完成厚度 10 mm 及 15 mm 之長銲道銲接，由銲道剖

面觀察得知，攪拌區為細小之等軸晶粒，熱影響區為較母材

為略為粗大化之等軸晶粒。進給速度越快，在攪拌區的晶粒

尺寸則會越細化。檢驗單板長 300 mm× 寬 50 mm 之 2 板銲

接試片的銲道品質顯示，整體上的銲接品質良好。  

(4) 緩衝與回填材料研發技術：  

(a) 緩衝 /回填材料基本性質試驗  

本研究完成緩衝 /回填材料基本性質試驗，試驗成果如下：  

(i) XRD 分析結果 MX-80 與 SPV-200 主要晶相成份為蒙脫石

(montmorillonite)和石英 (quartz)，而 GMZ 膨潤土中晶

相 成 份 有 較 多 組 成 ， 包 含 蒙 脫 石 、 石 英 及 長 石

(feldspars)。MX-80 和 SPV-200 有較高蒙脫石含量，分

別佔 73.85%及 72.55%。而 GMZ 膨潤土中蒙脫石含量

約為 66.20%。  

(ii) 乾密度與熱傳導係數呈現線性的正相關，乾密度愈高其

熱傳導係數也隨之提升，不同含水量亦影響熱傳導係數

特性，含水量愈高，熱傳導係數愈高。MX-80、SPV-200

及高廟子膨潤土之熱傳導係數在密度條件 1,200 kg/m3

至 1,750 kg/m3 之間之熱傳導係數皆介於 0.3 W/m∙K 至

0.7 W/m∙K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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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不同乾密度膨潤土回脹壓力， MX-80 乾密度範圍在

1,000 kg/m3 至 1,660 kg/m 3，對應的回脹壓力範圍在

0.28 MPa 至 13.0 MPa； SPV-200 乾密度範圍在 800 

kg/m3 至 1,550 kg/m3，對應的回脹壓力範圍在 0.15 MPa

至 5.80 MPa；GMZ 乾密度範圍在 1,250 kg/m3 至 1,640 

kg/m 3，對應的回脹壓力範圍在 0.392 MPa 至 6.1 MPa。

依 緩 衝 材 料 設 計 需 求 ， 回 脹 壓 力 需 大 過 於 2 MPa ，

SPV200 在乾密度約 1,250 kg/m3，可以達到設計需求，

MX-80 在乾密度約 1,330 kg/m3，可以達到設計需求，

而 GMZ 則需要在在乾密度約 1,430 kg/m3，在工作性上

GMZ 需要使用比 MX-80 或 SPV-200 更多的材料來製作

成緩衝材料塊體，才能達到回脹壓力 2 MPa 的設計需求。

MX-80 型膨潤土水力傳導係數在乾密度 1,580 kg/m3 至

1,660 kg/m3 為 5.9×10 - 1 4  m/s 至 4.75×10 - 1 4  m/s，對比

於 SKB 試驗結果 (Karnland et  al. ,  2006, p47)水力傳導

係數在乾密度 1,538 kg/m3 至 1,641 kg/m3 為 4.0×10 - 1 4  

m/s 至 2.0×10 - 1 4  m/s，試驗結果相近；可說明水力傳導

係數試驗建立之可行性，並符合緩衝材料設計需求之水

力傳導係數，需低於 10 - 1 2  m/s 之安全要求。  

(b) 回填材料設計施工研究  

依我國目前處置隧道設計尺寸底部寬度 420 cm、高 480 cm 

(含頂拱 )，目前參考設計最大回填材料塊體尺寸可設計為 70 

cm 長、 66.7 cm 寬、51 cm 高，頂拱部分可採用較小尺寸塊

體 70 cm 長、 60 cm 寬、 25 cm 高，回填材料塊體及處置隧

道岩壁間之間隙及處置隧道底床則以膨潤土填充料填充。考

量回填材料施工效率及回填均勻度之要求，採用預壓製膨潤

土塊體後，至隧道堆疊之方式回填。依據塊體壓製試驗得知，

MX-80 型膨潤土於含水量 17%時，壓製塊體密度達乾密度

1,700 kg/m3，所需之壓力約為 15 MPa，所需之抗壓機容量

約 5,000 Tf。回填材料塊體幾何尺寸將隨處置隧道回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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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方法而隨之變更。膨潤土填充料可以現有之滾壓式的壓錠

設備製作膨潤土顆粒，粒料幾尺寸可依填充率進一步測試取

得最佳之粒料尺寸。處置隧道塊體回填方法，主要採機械控

制自動安裝為主，可減少人員輻射曝露之問題。回填材料本

身之設計參數，需依相關驗證試驗或數值分析進一步精進，

以符合安全功能之設計條件。本研究目前完成水力傳導係數

及回脹試驗，確認回填材料參考設計密度範圍。參考材料為

MX-80 型膨潤土，其蒙脫石含量為 73.85%，MX-80 型膨潤

土乾密度於 1,450 kg/m3 時，純水條件下的回脹壓力約為 5 

MPa，考量地下水條件影響，以模擬本土地下水條件下其回

脹壓力約為 3 MPa，皆符合參考設計之要求。在乾密度 1,450 

kg/m3 時，水力傳導係數皆小於 9× 10 - 1 2  m/s，亦符合參考

設計之要求。  

(c) 緩衝材料高圍壓力學參數測試：  

本研究利用高圍壓三軸，探討不同統體單位重 (18 kN/m 3、

20 kN/m3)、不同圍壓及不同含水量下，對緩衝材料之強度

影響，分別施加 0 MPa、10 MPa、20 MPa、30 MPa 之圍壓，

以模擬低圍壓至高圍壓之情形，並調配含水量 17%與近飽和

狀態下之試體，模擬地下水未入侵與當有地下水入侵時之變

化情形，共 16 組試驗，以及利用單向度壓密試驗的初步結

果，以土壤力學之 Cassagrande 法推估膨潤土的壓縮性質。

根據本研究試驗結果得出下列結論：  

(i)  試體在自然含水量情況下，具有一定的強度及良好的支

撐效果，隨著圍壓與試體單位重增加，所能承受應力也

越大，因此，當現地圍壓上升時，緩衝材料能抵抗適量

的外力，在無水入侵的條件下具有量好的穩定性。  

(ii)  當有水入侵時，緩衝材料會因含水量改變或有沖蝕情況

發生，導致單位重降低，強度會大幅度下降，但隨著圍

壓的上升，其強度不會有明顯的改變，且為一定值，因

此，在緩衝材料飽和情況下也具有一定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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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此報告之試驗結果提供緩衝材料力學參數作為設計考

量，力學參數結果參見報告內容，須依現地條件及考量

各種因素選擇適當之配比，高單位重之試體提供較良好

的強度，長期穩定性也較高，但其試體製作較不易。  

(iv)  單向度壓密試驗的初步結果，其壓縮參數仍有待釐清，

因初期壓密與回脹現象同時發生，需進行長時間觀測才

能較準確推估其壓縮情形及參數，目前研究數據僅供參

考之用，本研究仍持續進行長時間壓密試驗。  

(d) 緩衝材料振動反應測試：  

依照瑞典 KBS-3 的處置概念建立 1/10 縮尺廢棄物罐模型與

感測器及緩衝材料塊體，透過地工離心機使離心模型處於 10 

g 離心加速度場下，分別輸入 1 Hz、2 Hz、3 Hz，15 週期之

不同等振幅之類正弦波模擬輸入地震，監測廢棄物罐頂部與

底部的加速度反應，作用在罐身的接觸壓力分布與緩衝材料

的孔隙水壓變化，並觀察膨潤土塊因振動引致導水裂隙的發

展情況。結論如下：  

(i) 比較不同試驗條件下，於處置初期狀態下之受振反應，

加速度與接觸應力為最大，緩衝材料飽和狀態地下水入

侵下次之，而處置初期地下水入侵下為最小。地下水之

入侵後，回脹膨潤土可以有效束制廢棄物罐，減緩廢棄

物罐之受振反應。  

(ii) 處置初期狀態下，廢棄物罐為自由站立時，廢棄物罐頂

端會有加速度延遲的現象。有地下水入侵之情況下，回

脹之膨潤土將緩衝材料與廢棄物罐間隙補滿，使圓筒試

驗箱、緩衝材料及廢棄物罐整體振動行為一致，與 H12

報告中說明中尺寸試驗在振動下為剛體行為相同。  

(iii) 試驗結束後緩衝材料檢視下，D-N 試驗最上層之緩衝材

料塊發生破裂。D-W24 與 D-W42 試驗之緩衝材料破裂

可能原因為，廢棄物罐振動、緩衝材料之回脹壓力及圍

束應力之解除。但於緩衝材料飽和狀態下 W-W23 及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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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43 試驗並無破裂發生，原因為於 27%含水量下，緩衝

材料呈現塑性性質。  

 (5) 處置設施設計 /建造 /運轉 /封閉 /管理技術研發：  

(a) 隧道支撐系統材料規格研究：  

本研究以混凝土之 pH 值為最主要考量，首先輔以抗壓性質

及水力傳導性質做為低鹼混凝土的本土化地開發。在 pH 值

的試驗結果中降幅以 60%矽灰取代的配比在齡期 91 天降低

pH 值幅度達 18%為當中最高。各配比抗壓值皆高於標準

280  kg/cm2，抗壓強度也皆在要求標準值的 150%之上，在篩

選的部份，矽灰選用與瑞典 SKB 相同之 40%矽灰取代率考

量其抗壓能力較 50%及 60%取代率高。透水方面因加入了

細度較高之礦物摻料矽灰、飛灰與爐石，可反應出較低的水

力傳導係數，在 28 天齡期測量時各配比皆已通過水力傳導

係數之標準。  

(b) 最終處置場建造 /運轉 /封閉等技術關鍵機具設備需求研究： 

分析國內最終處置技術與關鍵機具的需求，在地下設施建造

方面，因應國內地質特性，國內在隧道工程建造方面具有蓬

勃的發展，因此，隧道開挖與建造之各種技術工法與機具等，

國內各工程界在交通隧道與水利隧道等方面皆已有相關機

具操作的技術與能力。運送與運轉方面，參考瑞典採用海運

方式以運送護箱進行用過核子燃料運輸的作法，我國後續可

自行研發合適的運送方式或機具，亦可考量由專業廠商提供

服務。對於坡道運送車，現階段可針對現有大型貨運車進行

機具改良，增進輻射屏蔽能力；摩擦攪拌銲接機具、垂直處

置之處置車、緩衝材料塊體運載車與緩衝材料吊車等為最終

處置場運轉階段重要的機具設備，目前國內尚無相關機具設

備，未來可透過與瑞典 SKB 及芬蘭 Posiva 的技術合作，加

強相關機具的研發。而封閉方面，目前國內尚未具備有回填

材料自動化機械手臂、回填材料塊體堆疊機與顆粒回填機等

機具，然而，由於國內在精密儀器與自動化儀器的研發、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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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與應用等，皆在蓬勃發展中，未來可應用於回填材料自動

化機械手臂、回填材料塊體堆疊機與顆粒回填機等機具的研

發與製造上。  

環境監測相關法規在國內實施已超過 20 年，且我國無論是

在核能電廠與低放貯存場均有環境輻射監測案例，台電公司

亦有專責之放射試驗室，具備豐富的環境輻射監測經驗；而

國內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審核程序嚴格且討論面向廣泛，伴隨

所需的環境監測項目的內容與監測頻率，也都會詳加討論，

顯現技術在國內已無障礙，而擬定環境影響評估申請文件之

顧問公司，以及執行監測與檢驗的單位，在國內也有專業公

司、公私營機構可執行，因此，環境保護之監測也沒有技術

問題。至於勞工作業環境之監測，目前已成為各單位的例行

工作，最終處置場在運轉時，可聘請具有經驗的行政人員執

行此工作或是經由內部訓練養成執行能力。綜上所述，我國

在最終處置場環境監測技術方面，均具有可行性。  

(c) 最終處置廢棄物罐再取出技術探討：  

參考國際執行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國家之再取出策略，以

及規劃案例，完成對我國用過核子燃料再取出規劃工作，進

行設施與機具研擬、流程制定及施工準備事項分析；廢棄物

罐再取出之技術，可提供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政策在處置階段

萬一轉向時使用；用過核子燃料再取出技術的優點如下：  

(i) 透過可逆的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方案，使公眾了解最終處

置的原理與意義，增加公眾接受度及信心。  

(ii) 未來發展出廢棄物處置更先進技術，再取出可增加未來

處置之彈性；且提供未來世代更多選項可進行考量與評

估，無須一昧承擔上一代的決策。  

(iii) 保有再取出技術能力，若處置設施發生緊急狀況或安

全危害時，可利用再取出進行補救工作。  

(iv) 若未來科技對於用過核子燃料有更好的處置方式，或發

展出再利用之技術，再取出可保有處理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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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最終處置設施品質管理需求研究：  

研究過程從了解處置設施運轉流程開始，並探討國際上最終

處置設施針對營運期間所規劃之品質系統案例。詳述各個階

段的流程，並且構思可行的方案，部分方案則需於後續進行

更進一步的研究，方能對方案可行性與成本效益經濟性等加

以評估，例如廢棄物罐銅殼、鑄鐵內襯、緩衝材料、回填材

料與封塞材料之製程及隧道施工的品管方法等。  

現階段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發展主要目標是瑞典 KBS-3 本

土化，也就是需將 KBS-3 之廢棄物罐、緩衝材料與回填材料、

處置隧道、封塞設計等各系統、組件、結構的設計基礎，逐

步由國內處置計畫自行建立能力與掌握關鍵技術，並依照我

國國情與地質特性加以改進。我國採用 KBS-3 最終處置設施

系統為本土化發展對象，大部分流程方案可取材瑞典或是芬

蘭，材料設備等亦可參考其經驗開發。瑞典及芬蘭 2 國已經

進入建造執照申請與核定階段，所有工程設施均有詳細的測

試驗證，就我國的發展進度而言，未來仍可持續吸收 2 國的

處置設施運轉操作的實務經驗，使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工

程設計技術持續地改良與進步。  

(e) 最終處置計畫成本估算  

目前已初步完成假想離島場址之最終處置計畫成本估算主

方案及替代方案結果，過程中已蒐集各國用過核子燃料處置

現況、建立成本類別與成本架構、成本估算模式、成本估算

情節等，爾後將持續精進配合選定之場址更新。  

 

7.3. 安全評估 

(1) SNFD2017 報告安全評估案例與參數敏感度分析：  

現階段已完成主要情節及干擾情節之建立，並細部探討情節發展

過程中考慮的重要 FEPs 及安全功能，透過安全功能確認各項重

要標的是否符合安全功能指標，並於過程中探討重要機制的變化，

進而建構不同評估案例，最後，利用 GoldSim 程式彙整重要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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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訊，完成案例的評估，並進行重要參數之敏感度分析，說明

重要參數對處置設施封閉後 100 萬年劑量的影響程度，同時探討

情節中重要參數設定對於圍阻能力的影響；下期將考量本土條件，

並參考國際案例作法，提升評估案例的多元性並強化敏感度分析

之應用。  

(2) 安全評估流程建立與方法研究：  

SNFD2017 參考案例中，已初步建立安全評估方法論，包含 FEPs

篩選與處理、安全功能與演化分析、情節發展與案例分析等。後

續將如 IRT 的建議，廣納研析國際的實務作法 (如 PAMINA、MeSA

等大型研發計畫或 OECD/NEA 定期舉辦的國際研討會 )，持續更

新發展更健全與全面性的安全評估方法論，執行中，並將如同 IRT

建議，會進行更多細節的流程圖以更明確說明與強化各步驟間之

聯結與相互關係。  

(3) 安全評估分析模式建立與執行：  

現階段已彙整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安全評估模式鏈所

使用之商業化軟體，並說明軟體應用性、分析計算之適用性及模

式驗證或可信度說明，再綜合上年度完成之安全評估模式鏈，可

清楚描述各模式間之交互關係，以提升對計算結果的信心；下期

將以現有數值模式為基本，並考慮國內處置未來計畫目標，以國

際案使用主流程式為比較對象，提升下期研發分析工具。  

(4) THMC 實驗與模擬技術研發：  

考量深層地質處置場環境具有廢棄物罐及地溫產生的熱影響、地

下水之水力作用及地下水化學作用，以及地下應力與各工程障壁

間的力學作用，分別考量處置環境熱、水、力、化等條件對緩衝

材料及回填材料之影響，規劃相關試驗設備及建立數值模擬技術，

以做為工程設計及安全評估之論證來源。106 年之研究主要著重

於試驗設備之建置及數值模型驗證，已完成緩衝材料硫化物擴散

試驗設備建置，以取得硫化物於緩衝材料中的擴散係數；緩衝材

料氣體滲透試驗裝置，觀察氣體通過緩衝材料之傳輸過程與特性；

為瞭解處置場環境中地下水對緩衝材料及回填材料特性影響，進



SNFD-AR2017-V3 
 

7-15 
 

行「地下水化學組成對緩衝材料 /回填材料影響研究」探討地下

水質對膨潤土材料之回脹特性及礦物組成影響，利用人工調配離

島結晶岩測試區之地下水及不同濃度之合成海水，試驗 MX-80 型

膨潤土自由回脹行為，試驗觀察結果顯示，水溶液內電解質濃度

越高，水分越不容易移動至蒙脫石晶格內部，造成回脹能力下降。

另考量膨潤土材料受熱 -水 -力耦合特性影響，建立熱 -水 -力縮尺

模型試驗，106 年完成試驗模型建置及熱 -力階段測試；耦和特性

參數試驗部份，建置具溫度場之三軸試驗設備，以量測不同密度

條件下膨潤土材料受溫度作用之力學特性；熱 -水 -力耦合數值模

擬研究部份，本年度建立熱 -力耦合模擬數值模型，完成數值模型

之平行驗證，並以本土處置母岩條件，分析不同時間尺度下處置

場近場溫度分布，可做為處置場廢棄物罐及處置隧道間距設計分

析之參照。  

(5) 核種遷移實驗設施建置：  

核種遷移實驗方面，本年度已完成評估鎝 (Tc)、銫 (Cs)2 個核種

之分配係數 (Kd)值所需之實驗，實驗方法上以批次吸附實驗及穿

透擴散實驗為主。Tc 於膨潤土之研究方面，在氧化環境下，穿透

擴散實驗結果顯示當夯實膨潤土之乾密度為 1.2 g/cm 3 至 2.0 

g/cm3 範圍內時，所得之分配係數 Kd 值約為 1.810 - 6  m3/kg 至

7.710 - 6  m3/kg，而利用批次吸附實驗所得之分配係數 Kd 值約

為 9.4310 - 3  m3/kg，2 種實驗結果皆顯示，核種鎝 (Tc)元素的分

配係數 Kd 值非常小，代表在氧化環境下，陰離子 9 9TcO4 -易遭受

膨潤土表面的負電荷排斥影響而不易吸附，所以，膨潤土不論是

在夯實狀態或分散狀態，對 9 9TcO4 -的吸附能力都不高； Tc 於粉

碎母岩 (離島結晶岩 )之吸附研究方面，在氧化環境下，利用穿透

擴散實驗獲得之 Kd 值約為 4.5910 - 4  m3/kg，利用批次實驗獲

得之分配係數 Kd 值約為 6.410 - 4  m3/kg，由結果可知分配係數

Kd 值很小，顯示了 9 9TcO4 -對離島結晶岩之低吸附性。  

銫 (Cs)研究方面，Cs 於膨潤土之研究方面，初步研究顯示在氧化

環境下，批次實驗結果所獲得之 Kd 值範圍約為 0.366 m 3/kg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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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 m 3/kg；擴散實驗結果顯示，當夯實膨潤土在乾密度 1.2 

g/cm3 至 2.0 g/cm3 範圍內時， Cs 之 Kd 值約為 0.094 m 3/kg 至

0.004 m3/kg，由於 Cs 吸附性高，因此擴散較慢，本實驗目前已

進行 250 天，但仍未到達穩態，實驗持續進行中。  

Cs 在粉碎母岩 (離島結晶岩 )之研究方面，顯示在氧化環境下，利

用批次實驗所得之 Kd 值約為 6.810 - 2  m3/kg；利用穿透擴散實

驗所得之 Kd 值約為 0.24 m3/kg 至 0.3 m3/kg，由以上數據可知，

相較於 Tc， Cs 對離島結晶岩吸附性較強。  

除了上述實驗外，另外，也利用內擴散實驗方法配合拉塞福背向

散射分析儀 (RBS)，探討 Cs 在台灣離島結晶岩的擴散分布情況；

由於花崗岩礦物組成並非均勻分布，因此，選取 3 個不同位置進

行分析，結果顯示 Cs 於花崗岩薄片 3 個位置之擴散係數，分別

為 2.0610 - 1 9  m2/s、3.5810 - 1 9  m2/s 及 7.1910 - 1 9  m2/s。  

膠體遷移研究方面，本年度蒐集彙整了國外不同處置設施 (日本、

瑞典、芬蘭、德國、加拿大 )的研究經驗，並根據國外案例經驗，

建立膠體於工程障壁及岩體裂隙之傳輸行為評估技術，相關流程

共分為 5 個步驟，第 1 步驟先確認要分析討論的地區地下水樣成

分，第 2 步驟確認膠體在所欲討論的地下水樣中是否存在，第 3

步驟確認膠體是否安定，第 4 步驟確認膠體是否可移動，第 5 步

驟確認膠體是否能吸附放射性核種，整體評估流程如圖  5-73，

未來將依照此評估流程，依照國內地下水條件進行後續膠體遷移

之實驗，以供安全評估分析應用。  

(6) 天然類比評估研發技術：  

目前臺灣國內考古文物之研究成果顯示，鐵器文物方面，鐵器腐

蝕速率範圍介於為 1 μm/yr 至 2.7 μm/yr 之間；青銅文物研究方

面，青銅飾品的腐蝕速率為 0.075 μm/yr 至 0.883 μm/yr。以埋

藏環境之角度來看，金屬文物埋藏於地底下約 4 m 深度 (偏氧化

環境 )，且地處亞熱帶潮濕氣候，而用過核子燃料廢棄物罐，將埋

藏至還原環境 (500 m 深度 )或乾燥氣候條件下，因此，可預期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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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罐之腐蝕速率將會較青銅文物低，此研究成果可作為功能安

全評估之支持論證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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