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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原能會（以下簡稱本會）鑒於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將山腳斷層與恆

春斷層列為第二類活動斷層，與 96 年日本柏崎刈羽核電廠因強震停機事件

之經驗回饋，要求台電公司規劃執行「核能電廠耐震安全再評估精進作

業」，其內容包括：「海域、陸域地質調查」、「地震危害度分析與設計

地震檢討」、「核電廠各安全相關結構、系統及組件(SSCs)耐震餘裕檢討及

適當補強作為」等。其中「海域、陸域地質調查」，台電公司於 101 年 11

月 16 日正式來函提出成果報告，本會隨即聘請地質及地震相關領域之學者

專家針對上述「海域、陸域地質調查」成果之核能電廠廠址地質補充鑽探、

山腳/恆春斷層海、陸域範圍與核電廠鄰近特定地震及斷層活動特性等項，

協助本會執行審查作業，審查期間陸續召開 3 次審查會議，共提出 35 項審

查意見，經彙整審查結果後提出本審查結論報告。 

根據台電公司所提調查結果顯示：山腳正斷層陸域南、北段與海域段

長度累計總長度至少 74 公里，並有向外海再延伸之可能；恆春斷層陸域段

呈現斷層帶，可分為東恆春斷層與西恆春斷層，東、西恆春斷層並在恆春

半島南灣入海前交會，若自海口村起算，海域、陸域總長度至少有 41 公里。 

「海域、陸域地質調查」成果，經本會審查，雖已獲致前述初步資訊，

但是台電公司後續仍有必須再辦理之事項，包括：(1) 依據海、陸域地質調

查成果經審查確認之成果，修訂各核電廠 FSAR 相關章節；並依審查意見

與結果，補充修訂台電公司地質調查成果報告； (2) 進一步執行海、陸域

補充地質調查與地震研究，以釐清相關問題。 

有關山腳斷層可能往外海再延伸一項，本會已先行要求台電公司辦理

擴大海域地質調查；有關活動斷層位移危害分析，本次台電公司所提成果

報告並未著墨，本會已另立管制追蹤案，要求台電公司提出規劃評估方案，

並限期完成改善與採行其他必要措施。 

在後續海、陸域補充地質調查方面，應包括：核二廠廠區線型構造地

質調查、核二廠廠區鄰近地區海陸域線型空間分布關聯性研究、斷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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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補充調查（槽溝開挖或其他替代調查）、海域斷層鑽探、近岸海域地球

物理探測及海底地形測繪補充以釐清潮洲斷層與恆春斷層之關聯性等項

目；在特定地震研究方面，包括：建議就 1909 年地震進一步模擬分析、近

地表斷層活動地震模擬研究分析。以上項目本會亦將立案管制，追蹤台電

公司執行進度，以釐清運轉中核電廠廠區與鄰近區域之地質構造與潛在危

害因素，確保核能電廠安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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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台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震發生頻繁，核能電廠的

廠址地質與耐震安全議題特別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我國核能

電廠建廠之初均依照核能法規進行電廠週遭之地質與地震活動

調查，並據以作為廠址選擇與電廠耐震安全設計之依據。在核

能電廠運轉後，若有新事證顯示可能影響原耐震設計與評估之

基礎，則須就新事證進行必要之調查與重新評估。  

鑑於 96 年與 98 年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分別將山腳斷層

與恆春斷層列為第二類活動斷層，且研判該兩斷層均有向海域

延伸之可能性；另一方面，基於 96 年 7 月 16 日日本柏崎刈羽

核電廠因新潟中越冲 (NCO)大地震造成七部機組全部停機事件

之經驗回饋。因此，本會為進一步確保核能電廠之運轉安全，

於 98 年 10 月要求台電公司分階段規劃執行「核能電廠耐震安

全再評估精進作業」(以下簡稱耐震精進作業 )，其內容包括：「海

域、陸域地質調查」、「地震危害度分析與設計地震檢討」、

「核電廠各安全相關結構、系統及組件 (SSCs)耐震餘裕檢討及

適當補強作為」等工作，並將各階段執行結果提報本會進行審

查，以確保機組系統及相關設備可在設計基準強震來襲時仍保

有充分的工程設計餘裕，執行安全停機功能。  

針對「海域、陸域地質調查」乙項，本會於 99 年初召開兩

次 會 議 ， 邀 請 學 者 專 家 就 台 電 公 司 地 質 調 查 規 劃 內 容 進 行 討

論，以確立地質調查內容與範圍要項之適切性。台電公司於 99

年 11 月開始地質調查作業，工作項目涵蓋 (1)地質文獻資料蒐

集、 (2)斷層變動地形判釋與空中 LiDAR 測量、 (3)地表地質調

查、 (4)斷層陸域地球物理探查、 (5)斷層海域地球物理探查及海

底地形測繪、(6)營運中核電廠補充地質調查、(7)山腳 /恆春斷層

陸域地質調查、 (8)調查成果圖資 GIS 系統建置、 (9)核電廠特定

地震及斷層活動特性研究等子項工作，台電公司原預定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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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8 月底將經過內部審查後之報告初稿，提送本會審查，後因

應日本 311 福島電廠事故，本會遂於 100 年 4 月 22 日召開「耐

震精進作業執行進度報告」會議，決議各項地質調查工作，應

在確保作業品質與資料品質的條件下，提前兩個月完成（亦即

民國 101 年 6 月 30 日以前完成），並將調查報告提送本會審查。

本案成果報告經台電公司委託專家學者進行內部審查，並請經

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審閱後，於 101 年 11 月 16 日正式來函提

出調查成果報告。報告共計 11 冊，包括：  

1 .  地質調查成果總結報告  

2 .  變動地形判釋與空中  LiDAR 測量工作紀實成果報告  

3 .  地表地質調查紀實成果報告  

4 .  斷層陸域地球物理探查紀實報告  

5 .  斷層海域地球物理探查紀實成果報告  

6 .  海域地形測繪紀實成果報告  

7 .  鑽探紀實成果報告  

8 .  實驗室試驗成果報告  

9 .  槽溝紀實及評估報告  

10.  核電廠特定地震與斷層活動特性研究紀實報告  

11.  核一廠降低地下水可行性評估報告  

其中核一廠降低地下水可行性評估乙項與後續耐震評估無

關，另大屯火山活動性探討部分，已由福島事件後核能安全總

體檢之核管案件進行追蹤管制，故不在本次審查範圍。  

由於本案之審查主要是期待能將山腳 /恆春斷層之斷層機制

暨工程參數及營運中的核一、二、三廠廠址地層參數等做進一

步的釐清 /確認，以利作為進行核一二三廠的地震安全分析評估

之輸入之用。因此，本案針對「廠址概況與營運中核電廠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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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調查」、「山腳斷層調查結果」、「恆春斷層調查結果」、

「核電廠鄰近特定地震及斷層活動特性研究」等項報告進行審

查。  

由於本案涉及山腳斷層 /恆春斷層、地表地質、海域地質等

地球物理與調查等專業領域，本會乃聘請地質與地震相關領域

之學者專家共 5 位擔任審查委員協助本會執行審查作業，於 102

年 2 月 7 日召開第 1 次審查會議，期間陸續共召開 3 次審查會

議，提出 35 項審查意見，經綜合整理摘述台電公司所提送海、

陸域地質調查後重要成果，彙整專業委員審查意見與台電公司

答覆內容，完成本會安全評估報告 (Safety Evaluation Report，簡

稱 SER)初稿，本會並於 102 年 8 月 23 日另行召開安全評估報

告審查會議，請委員就報告內容與審查結論進行討論確認後定

稿，審查作業重要歷程詳參附錄一。以下就分就「廠址概況與

營運中核電廠補充地質調查」、「山腳斷層調查結果」、「恆

春斷層調查結果」、「核電廠鄰近特定地震及斷層活動特性研

究」等項分別說明本會審查情形與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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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廠址概況與營運中核電廠補充地質調查 
 

2-1 調查結果概述 

本節內容摘述台電公司營運中核能電廠補充地質調查工作地質調查成

果相關重要內容，如下各小節所示。 

 

2-1-1 本案執行前之核一、二、三廠廠址概況 
 

台電公司彙整了在「核能電廠耐震安全再評估精進作業」海、陸域地

質調查執行前歷年各電廠之探查資料，資料來源包括：各廠規劃調查階段

之岩心紀錄、核能機組廠址開挖紀錄、終期安全評估報告(FSAR)及用過核

燃料乾式貯存場址特性調查評估報告等，各廠廠址概況分別依地形、地層、

地質構造、大地及工程地質特性、地表及地下水文等方面，摘述如下： 

 

核一廠 

 

地形 

核一廠位於新北市石門區乾華里內，地處台灣的最北端，距離台北約

28 公里，為一背山之海岸地形。海岸周遭因長時間受到海水淘蝕和搬運作

用，形成向海緩降之海蝕階地。河口及海岸地形為本區一大特色，有海蝕

地形、風稜石、跳石，富貴角以東沿岸為遍佈礫石之礫岸。鄰近之石門洞

為一特殊地形，為岩石受海浪侵蝕穿洞後，再隨岩盤上昇之海蝕洞。本區

之原始地形為約兩百八十萬年前大屯火山群熔岩流向海洋所形成，為一典

型之火山台地，台地受到河流的侵蝕而成為高度 100 到 150 公尺的小丘。 

核一廠區位於乾華溪與小坑溪之集水區內，附近的主要水系包括石門

溪、乾華溪及小坑溪，均發源自大屯火山區，由南向北出海。 

 

地層 

核一廠鄰近區域出露之地層包括第三紀漸新世、中新世、上新世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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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岩與第四紀更新世之火山岩，沈積岩層包括五指山層、木山層、大寮層、

石底層、南港層、南莊層及桂竹林層，其中五指山層為漸新世至中新世地

層，桂竹林層屬中新世至上新世地層，其餘皆屬中新世地層。核一廠廠址

地表廣泛地被火山碎屑岩及火山物質風化而成之紅土所覆蓋，厚度由 5 公

尺至 10 公尺不等，火山碎屑岩係由原生或再積之安山岩質礫石夾大量之火

山灰構成；桂竹林層伏於火山碎屑岩之下，岩性以厚層或塊狀之灰白色中

至粗粒純淨砂岩或青灰色細粒泥質砂岩為主，間夾青灰色至暗灰色頁岩或

砂、頁岩互層。砂岩富鈣質，堅硬緻密，常含有大量海相微化石。 

根據規劃調查之鑽孔紀錄，核島區地表覆蓋為砂土及礫石(圓礫、火山角

礫)，其下岩盤岩性組成有砂岩、粉砂岩、頁岩及其夾層與互層。 

 

地質構造 

根據過去航照判釋及地表地質調查的結果，水系型態(侵蝕溝)及線性

構造，大致呈放射狀發育，屬角礫岩區之水系特徵，顯示調查區水系型態

未受到地質構造之影響。距離計畫區最近之區域性斷層構造，為位於東南

方約 7公里處之山腳斷層與金山斷層，其中山腳斷層的最近一次活動時間，

可能在距今約 1 萬年以前，暫列為第二類活動斷層，詳見第參章說明；而

金山斷層為逆移斷層，由金山向南延伸至台北盆地南端後，可能連接崁腳

斷層。由以往之鑽探結果顯示，在台北盆地關渡以南地區，金山斷層亦稱

新莊斷層，可能位於山腳斷層之上盤，在關渡以北，則位於山腳斷層下盤，

而兩斷層位置相當接近。在金山沖積平原，斷層為磺溪河谷之沖積層所掩

覆。但在中角西北方，有數個巨大之五指山層礫質粗粒白砂岩岩塊殘留於

桂竹林層之上，顯示金山斷層可能為一逆斷層，層位落差超過3,000公尺(黃

鑑水，1991)。目前研究顯示，金山斷層在 40 萬年內未有活動紀錄，故已

將金山斷層自台灣活動斷層分布圖(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10)中移除。 

 

大地及工程地質特性 

核一廠地下地層之巨觀層次分明；地表以下為約 8.9~23.55 公尺厚之

未固結沈積物，未固結沈積物以下為局部出現之火山角礫岩，其下為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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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FSAR，2010；中興工程顧問公司，2010)。各地層之特性說明如下： 

(1) 未固結沈積物：由岩塊、細砂、粉土質砂及黏土所組成，其厚度越下

游越厚，本層之層序幾無規則可循；標準貫入試驗 N值由 1 至 100 以上，

變化甚大，依岩塊含量而定；單位重亦視礫石含量而異，介於 1.7~2.0 

tf/m
3
。部份細砂、粉土質砂夾層厚度達 6 公尺，其準貫入試驗 N值介於

1~10，直接剪力試驗顯示之凝聚力為 0、摩擦角介於 26.7°~37.1°，等

向壓縮排水三軸試驗顯示之凝聚力為0 kgf/cm
2
、摩擦角介於36.4°~39.2

°；部份黏土夾層厚度達 6 公尺，其標準貫入試驗 N 值介於 3~14。無圍

壓縮試驗顯示之單壓強度為 0.20~0.78 kgf/cm
2
，等向壓縮不排水三軸

試驗顯示之凝聚力為 0.03~0.34 kgf/cm
2
，摩擦角介於 25.4°~35.4°。 

(2) 火山角礫岩層：多為安山岩塊、火山角礫岩組成，標準貫入試驗 N 值

普遍大於 100。 

(3) 砂岩層：由粉質砂岩為主，夾頁岩或砂頁岩互層。單位重隨風化程度

變化介於 1.93~2.23 tf/m
3
間。岩石直剪試驗顯示之摩擦角視岩體而異，

砂岩之凝聚力為 1.0 kgf/cm
2
、摩擦角約 29.5°；砂頁岩互層之凝聚力為

0~2.2 kgf/cm
2
、摩擦角介於 34°~57.5°；岩石單壓強度介於 0.9~29.6 

kgf/cm
2
，平均約 6 kgf/cm

2
。岩石靜彈性試驗顯示之彈性係數介於

200~900 kgf/cm
2
間，柏松比介於 0.19~0.44。 

  

地表及地下水文 

核一廠區地處兩溪流下游谷地，中間為一山嶺將廠區區隔為東西兩部

分，由乾華隧道聯絡東西廠區。東西兩溪流分別為小坑溪及乾華溪。乾華

溪發源於廠區南方約 7.8 公里，海拔 1,074 公尺的竹子山北麓，溪流蜿蜒

長約 8.5 公里，水源充沛，經年有溪水流行，行經西廠區西側向北入海。

東廠區之小坑溪較小，也是北流入海，長僅 4.7 公里。 

核一廠區地下水分為兩層，上層為自由含水層，下層為受壓含水層。上層

為水涵養在砂及礫石組成之沖積層內，這些材料屬高透水性，此層可抽得

水量視溪流水位而定，且局限於相當淺部位之礫石層。下層含水層是位於

桂竹林層內，由一系列透水之砂岩與不透水之頁岩或其他細料所組成，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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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出含壓之微透水層與含水層，可由鑽孔所遭遇到湧水以及核一廠現有之

一些水井可以見到此壓力水頭印證之。 

 

核二廠 

 

地形 

核二廠位於新北市萬里區野柳里(原屬國聖村，後併入野柳村)內，地

處台灣的北端，西南距台北市約 24 公里，東南距基隆市約 12 公里，位於

野柳及磺港間之海灣地帶，為一背山之海岸地區，海岸周遭因長時間受到

海水淘蝕和搬運作用，形成向海緩降之海蝕階地。 

廠區北臨東海，東側之野柳突出海域，西界為員潭子溪，南緣為大屯火山

群之北限。本區地形以海拔 360 公尺以下之低緩丘陵地為主，山脊之走向

主要為東北至東西向，其發育受岩性差異侵蝕所控制，由於岩層之走向為

東北轉東西向，以低角度向東南傾斜，且北面受海蝕的影響，故山脊之東

南坡為順向坡，坡度平緩；西北側則為逆向坡，坡度較陡急，常造成懸崖

絕壁，此種現象以野柳最為明顯，在地形學上稱為單斜脊。廠區位於海蝕

平台所造成之沖積平地，在高潮線以上部分並發育成砂丘地形，不過目前

已為人工改變而不易辨認。小溪及侵蝕溝大部分沿弱岩出露方向發育(岩性

控制，主要為東北至東南走向)，或沿岩層弱面(節理面，即構造控制，走

向為東南至南北方向)擴展。本區南緣為大屯火山群之北延部分，山頭或山

脊為安山岩流所掩蓋，呈現圓丘狀山頭或平台狀山嶺等特徵，單斜脊地形

特徵己不明顯。附近的主要水系包括員潭溪、廠區野溪(兩條)，均發源自

大屯火山區，由南向北出海。 

 

地層 

核二廠鄰近區域出露之地層包括第三紀漸新世、中新世之沉積岩與第

四紀更新世之火山岩，沉積岩層包括五指山層、木山層、大寮層、石底層、

南港層、南莊層及桂竹林層，五指山層為漸新世至中新世地層，桂竹林層

屬中新世至上新世地層，其餘屬中新世地層。核二廠區附近主要出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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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則有木山層、大寮層、石底層及更新世安山岩或火山碎屑岩等火山岩，

岩層一般呈東北-西南走向，露頭以台 2 線沿線出露狀況較佳，廠區內及其

周圍地區亦有不少露頭可供觀察，另於電廠西南方亦有少數岩層露頭，八

斗山接近山頭處則有一安山岩開採場可觀察到大片火山岩露頭。 

廠區基盤地層為木山層，根據電廠 1、2 號機組廠房開挖紀錄(台灣電力公

司，1976)顯示，核島區岩層向東南傾斜 10°~12°，岩性組成為砂岩、頁岩

及其互層；頁岩呈棕至棕灰色、紋層狀，與灰色薄層砂岩構成互層；砂岩

大致有三類： 

(1) 厚層至塊狀、灰白色、富石英，組成細至粗粒； 

(2) 薄層至厚層、白至灰白色，局部夾薄層頁岩； 

(3) 薄層、灰色、富石英，夾有薄層煤，局部夾有砂頁岩之互層。 

 

地質構造 

核二廠在大地構造上位於台灣西部麓山帶之兩大逆衝斷層之間，廠區

西北方的磺溪溪谷研判為金山斷層及山腳斷層之地形表徵，東南方的萬里

瑪鍊溪溪谷則為崁腳斷層地形表徵。此兩大逆斷層之活動大約在晚上新世

以後開始，於同時或其後，台灣北部大屯火山群開始沿地殼薄弱處噴發，

火山噴出物冷卻後形成大屯火山群，此大屯火山群之古噴發點研判係位於

核二廠之西方及南方。本區主要構造有金山斷層、山腳斷層與崁腳斷層，

其中金山斷層同前所述，山腳斷層說明詳第參章所述；崁腳斷層位於金山

斷層之東南，為一規模較大之逆掩斷層，主要走向為北 60°東，北自萬里海

岸起，南至台北士林附近為止，長二十餘公里，斷層東北端延伸入海，西

南端延伸進入台北盆地沖積層底下，二者之延伸性質不明。斷層上盤為五

指山層之下部，下盤由石底層組成，但至台北盆地東北方山區，下盤地層

變為大寮層，至接近台北盆地時則為木山層，層位落差自東向西逐漸縮小，

落差最大處可達二千公尺以上。 

根據地形圖及航照觀察，發現水系型態(侵蝕溝)及線性構造之發育略

具規則性，其一為東北至東西向，與區域岩層之走向變化大致平行；其二

為東南至南北走向，與岩層之走向呈大角度相交。此二方向之線性構造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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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面露頭所現之二組節理面走向吻合，研判係受節理及岩層層面兩地質

弱面所控制。 

根據核二廠 1、2號機組廠房開挖紀錄(台灣電力公司，1976)，核島區

基礎具兩條較顯著的東北─西南向剪裂帶，剪裂大致平直連續，多造成岩

石之脆性破裂，局部夾有剪磨泥、角礫，並可見擦痕，未見側向滑動之證

據；兩條剪裂帶傾向彼此相對，構成地塹，傾角約 45°~80°，西北側陷落約

10 公尺，東南側陷落約 15 公尺。另於核島區西南角亦有一低角度逆移剪裂，

向南傾斜約 20°~30°，其為前述剪裂所截，顯示至少有兩期運動。 

 

大地及工程地質特性 

核二廠地下地層之巨觀層次分明；地表以下為約 10.25~38.85 公尺厚

之未固結沈積物，以下為岩盤。各地層之地工特性說明如下： 

(1) 未固結沈積物：由中細砂、粉土質砂為主局部夾礫石、粉土及黏土。

本層之層次幾無規則可循，其標準貫入試驗 N值由 3~100 以上，變化甚

大，有隨深度增加之趨勢。單位重約介於 1.37~2.16 tf/m
3
，平均為 1.84 

tf/m
3
。直接剪力試驗顯示之凝聚力為 0 kgf/cm

2
、摩擦角約介於 27.5°

~ 38.1°，等向壓縮排水三軸試驗顯示之凝聚力為 0 kgf/cm
2
、摩擦角約

介於 26.9°~37.2°；黏土夾層呈不規則分布，厚度應小於 10cm。礫石層

僅局部分布，厚度約 3.3-11 公尺，標準貫入試驗 N值大於 50。 

(2) 岩盤：由砂岩、頁岩及砂頁岩互層組成。單位重約介於 1.93~2.23 tf/m
3

間。岩石材料之單壓強度約介於 110.7~589 kgf/cm
2
。直剪試驗結果顯

示弱面之摩擦角視弱面種類而異，於層面之凝聚力為 0 kgf/cm
2
、摩擦

角約介於 13.7°~ 31.9°；節理之凝聚力為 0 kgf/cm
2
，摩擦角約介於 23

°~ 30°。岩石彈性試驗顯示之彈性係數約介於 30,800 ~ 85,600 kgf/cm
2

間，柏松比約介於 0.24 ~ 0.37。岩石孔內變形試驗所得之變形模數介

於 21,950 ~ 57,930 kgf/cm
2
間。 

 

地表及地下水文 

核二廠位於海蝕平台所造成之沖積平地，小溪及侵蝕溝大部分沿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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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露方向發育(岩性控制，主要為東北至東南走向)，或沿岩層弱面(節理

面，即構造控制，走向為東南至南北方向)擴展。附近的主要水系包括員潭

溪、廠區野溪(兩條)，均發源自大屯火山區，由南向北出海。 

核二廠區廣域地下水文地質特性如下(FSAR，2010；中興工程顧問公

司，2007、2010)： 

(1) 廠區地下水位約位於地表下 0.6~11.5 公尺。依據尖鹿村測站所記錄之

潮位，此區平均高潮位為 1.59 公尺，平均低潮位為 0.22 公尺，最大潮

差為 2.66 公尺，平均潮差為 1.31 公尺。根據廠區附近區域之量測結果，

近海區域地下水位每日受潮汐之影響應在 5 公分之內，距海較遠處地下

水位受潮汐影響之可能性甚低。 

(2) 核二廠未固結沈積物之地下水流速的分布範圍約在4.63×10
-6
 ~ 8.1×10

-6
 

(m/s)間；依 FSAR(2010)記載，岩層的流速分布範圍約在 10
-3
 ~10

-7
 (m/s)

間，而根據「核二廠用過核燃料乾式貯存場址特性調查評估」計畫報告(中

興工程顧問公司，2007、2010)，岩層的流速分布範圍約在 2.22×10
-10
 ~ 

5.70×10
-10
 (m/s)間。 

 

核三廠 

 

地形 

核三廠位於屏東縣恆春鎮大光里內，地處台灣南端恆春半島之恆春縱

谷平原，東側為丘陵，西側為台地，周緣海灣為珊瑚礁海岸。 

恆春縱谷平原北起海口，南至馬鞍山，平原區高程約 25 公尺，南緣的

馬鞍山高程約 60 公尺。縱谷平原東側為丘陵，中央山脈自北進入恆春半島，

山嶺稜線呈南北走向，高程驟降至 1,000 公尺以下，這些山嶺多為厚層的

紅土覆蓋，構成廣大紅土緩起伏面，高程自北邊的 800 餘公尺向南遞降至

200 公尺，此面可能代表前期侵蝕循環的遺跡，其中里龍山(1061.8 公尺)、

蚊罩山(704 公尺)、四林格山(592.3 公尺)、老佛山(675 公尺)等因岩質較

堅硬抗蝕力較強，於侵蝕過程中殘留下來而呈殘丘狀地形。丘陵地中另一

特徵就是惡地地形，分布於以層理不明的泥岩所組成之墾丁層出露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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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夾有大小不一的外來岩塊，侵蝕後易形成孤山或殘丘。 

縱谷平原西側台地呈一傾動地塊（又稱恆春西台地），傾動面向東緩

傾，大致呈南北向，長約 15 公里、寬約 2~5 公里，西緣高(最高約 188 公

尺)，於海岸邊呈陡直崖壁。台地表層為紅土或或砂質紅土所覆蓋，其下或

有極薄的礫石層，基盤岩層則為砂、泥岩層與石灰岩。 

恆春半島南部海岸有發育良好的珊瑚礁，包括現生裙礁與隆起珊瑚

礁。海灘上則常見砂丘之發育。區域內主要河流包括向東流入太平洋的港

口溪，向西流入台灣海峽的四重溪、保力溪、網紗溪等，這些河流發育數

個良好的階地。 

 

地層 

恆春半島屬於中央山脈的最南端，形成機制為南中國海板塊向東隱沒

至菲律賓海板塊時產生的增積岩體，其加積的物質應來自原沈積於南海洋

盆與大陸斜坡的沉積物，其地質結構係由一系列向西的逆衝斷層構成，由

東向西依序為滿州斷層、大梅溪斷層、恆春斷層。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恆

春半島圖幅(宋國城，1991)，恆春半島地層分層包括潮州層、牡丹層、墾

丁層、馬鞍山層、恆春石灰岩、鵝鑾鼻層、隆起珊瑚礁、階地堆積層與沖

積層。其中馬鞍山層構成核三廠基盤，露頭狀況多不佳，惟於後壁湖漁港

及白紗附近可見良好出露的露頭，地層向西傾斜，傾角約為 45°，岩性為灰

色厚層的鈣質泥岩，其向上漸變為砂質泥岩及砂岩。以往的探查鑽孔中，

在馬鞍山層內偶而鑽遇石灰岩礁及透鏡狀砂。 

根據核三廠 1、2號機組廠房開挖紀錄(台灣電力公司，1979)顯示，核

島區岩層大多向西傾斜，傾角變化大，約 10°~70°，局部在第 2機組有向東

傾斜者，傾角約 40°~70°，構成基礎地盤緩起伏與褶皺；岩性組成則為灰色

塊狀泥岩，厚度不詳，但根據鑽孔岩心，深度至少有 200 公尺；其上則為

近代沖積與坡洗堆積，局部出現隆起珊瑚礁。 

 

地質構造 

核三廠在大地構造上位於板塊碰撞增積岩體上，地質結構係由一系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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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呈南北走向的逆斷層和褶皺構成的褶皺–逆衝斷層帶，由東向西的斷層

有滿州斷層、大梅溪斷層、恆春斷層。滿州斷層為環繞太平山、萬得里山

和猪老束山的逆斷層，斷層面平緩，上盤以牡丹層樂水砂岩為主，下盤則

為牡丹層的砂頁岩薄互層。大梅溪斷層大致呈南北向，為一高角度逆斷層，

斷面向西傾斜，西側為升側，上盤(西側)為較老的石門礫岩，下盤為較年

輕的獅子頭砂岩。恆春斷層相關說明詳第肆章所述。 

另外，根據核三廠 1、2號機組廠房開挖紀錄(台灣電力公司，1979)，

核島區基礎地盤局部褶曲變形，在基礎的東側開挖邊坡上有數條被摺曲變

形的透鏡狀砂體，並發現一些小規模斷層，這些斷層的成因有二：一為馬

鞍山層泥岩沈積同期發育的正斷層系統；其次為馬鞍山層泥岩成岩後，因

區域性的地盤抬昇傾動造成，而根據其上未擾動之珊瑚礁定年結果，形成

年代應老於 31,970 +3,000/-2,000,000 年。 

 

大地及工程地質特性 

核三廠地下地層之巨觀層次分明；地表以下有約 3~7 公尺厚之未固結

沈積物，以下為風化泥岩，厚約 1.0~8.0 公尺，其下則為新鮮泥岩。 

(1) 未固結沈積物：厚度 3~7 公尺不等，間夾雜棕色砂質黏土且含珊瑚碎

屑，局部有圓形的卵石層，且存在較大之珊瑚礁屑；黏土之壓密狀況良

好且堅硬。另外，在本層內存在自由水層。 

(2) 泥岩：未固結沈積物下為風化泥岩，風化層的厚度約 1~8 公尺，單位

重約 2.18 tf/m
3
。直接剪力試驗顯示之凝聚力為 0.41kgf/cm

2
、摩擦角

約 23°。新鮮泥岩層多呈薄層狀，具發達的節理且較為緊密，部分節理

間夾有黑色黏土。泥岩層之傾角為 20°~60°向西或西北。含水量介於

10~15%，單位重為 2.2 tf/m
3
，無圍壓縮強度為 10 至 16 kg/cm

2
以上。

鑽孔中可見豐富之化石。 

地表及地下水文 

廠區位於恆春縱谷平原的最南端，地勢平坦，小溪及侵蝕溝稀少，在

廠區北側有龍鑾潭，附近溪流均向其匯集。核三廠區地下水賦存於地表未

固結沈積物內，未固結沈積物以棕紅色粘土質土壤夾珊瑚礁碎屑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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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下伏泥岩(透水性約為 10
-8
 ~ 10

-9
 m/s)，其透水性較佳，地下水係沿

著未固結沈積物與泥岩接觸的交界面流動。 
 
 

2-1-2 營運中核電廠補充地質調查 
 
 

核電廠 8公里範圍內地表地質調查成果概述 

 

核一廠半徑 8 公里範圍內出露之地層包括安山岩、火山碎屑岩、桂竹

林層與南莊層，地質構造則有金山斷層、山腳斷層、跳石向斜、下角背斜

等。 

核二廠半徑 8 公里範圍局部與核一廠調查範圍重疊，其範圍內出露之

地層包括安山岩、火山碎屑岩、五指山層、木山層、大寮層、石底層、南

莊層與桂竹林層，地質構造則有金山斷層、山腳斷層、崁腳斷層、大武崙

斷層、跳石向斜等。核一、二廠半徑 8 公里範圍內之調查成果與既有地質

圖幅大致相符。 

核三廠半徑 8 公里範圍內出露之地層包括石門層、馬鞍山層、墾丁層、

恆春石灰岩、四溝層、太平層與隆起珊瑚礁，地質構造則有恆春斷層、老

佛向斜、四林山背斜等，核三廠半徑 8 公里範圍內之調查成果與既有地質

圖幅大致相符。 

 

補充地質鑽探及試驗 

除調查山腳斷層、恆春斷層外，台電公司亦針對核一、二、三廠核島

區附近區域進行鑽探調查，藉鑽孔取得地下岩層岩心，經檢視及判釋岩心，

以瞭解廠址地下地質狀況等。鑽孔完成後亦配合進行孔內 P-S 波速量測，

以暸解廠址之彈性波速度分布及剪力波速達 760 m/s 之參考基盤面位置，

提供後續分析評估參考。各電廠施鑽之鑽孔數量及深度如表 2-1。 

實驗室試驗工作項目則包括土壤一般物理性質試驗、土壤三軸壓縮試

驗(等向壓密不排水)、土壤直接剪力試驗、土壤無圍壓縮試驗、土壤單向

度壓密試驗、土壤動力三軸試驗、岩石一般物理性質試驗、岩石靜彈性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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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岩石動彈性試驗、岩石三軸壓縮試驗、岩石單軸壓縮試驗、岩石直接

剪力試驗、化石鑑定、碳十四定年及岩石薄片分析；其中化石鑑定、碳十

四定年及岩石薄片分析工作係配合斷層陸域調查之深孔鑽探、淺孔排列鑽

探及槽溝開挖探查等進行，其餘試驗項目則配合核一、二、三廠核島區鑽

孔進行。 

 

補充地質調查成果 

核電廠廠址範圍多建物，且多為人工回填(砂、泥、礫石之堆積)覆蓋

層所覆蓋，因此廠區範圍之地質描述著重於地下鑽孔資料(台電公司調查計

畫新增鑽孔與既有鑽孔)、建廠開挖紀錄之研判分析並予以繪製地下地質剖

面。 

 

核一廠 

核一廠廠址地下地層依組成材料與特性分為未固結沈積物、火山碎屑

岩與沈積岩層等 3層；未固結沈積物厚度約在 2.00~12.00 公尺之間，以回

填砂及火山碎屑岩塊及乾華溪谷的現代沖積層之卵礫石為主。火山碎屑岩

厚度變化甚大，在 2.00~14.7 公尺之間，可能為火山活動期產生或其後經

由搬運、堆積作用重新沈積(再積)於乾華溪谷地；由大小不等之火山角礫

或圓礫組成，礫石之間以中至細砂或黏土充填。沈積岩層屬桂竹林層，主

要岩性為砂岩，局部夾少量頁岩或砂、頁岩互層，部分砂岩漸變為粉砂岩，

砂、頁岩之層界有時並不明確；依鑽孔岩心對比推估岩層走向呈北 58°東，

向北傾斜 38°，與孔內攝影不連續面位態調查成果相近。岩層結構大致完

整，岩心顯示岩層層面傾角在 1 號機南側、2號機出桶區、乾華溪旁及二號

機北側廣場之抽水試驗區相當一致，約在 40° 左右；但在停車場區岩層層

面傾角卻轉趨平緩，多趨近於水平，顯示其間有一向斜構造。 

 

核二廠 

核二廠廠址地下地層依組成材料與特性分為未固結沉積物及其下方之

岩層。未固結沉積物包括土層及回填層，厚度約在 1.10~12.45 公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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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向東逐漸增厚。岩層屬木山層，岩性種類為砂岩偶夾頁岩、粗至中粒

疏鬆砂岩、薄層頁岩、砂頁岩薄互層等四類，結構大致完整，核島區西側

及東側岩層層面大致向東南傾斜約 23°，核島區地層較平緩，呈緩起伏狀，

節理面分布不密集，未見軟弱夾心，傾角多呈 50°~70°，除部分夾有數公分

之剪裂泥外，未見明顯剪裂破碎現象。而根據核二廠 1、2 號機組廠房開挖

紀錄(台灣電力公司，1976)，核島區基礎具兩條較顯著的東北–西南向剪

裂帶，構成地塹，剪裂帶局部夾有剪磨泥、角礫，並可見擦痕，未見側向

滑動之證據。 

 

核三廠 

核三廠廠址地下地層依組成材料與特性分為未固結沈積物及其下之泥

岩等兩層。未固結沈積物厚度約 0.3~4.2 公尺不等，組成為棕色砂質黏土

含珊瑚碎屑，局部有圓形的卵石層，且有較大之珊瑚礁屑；黏土之壓密狀

況良好且堅硬。岩層屬馬鞍山層，岩性種類為粉砂岩、泥岩、砂頁岩互層、

泥岩與砂頁岩互層交替、砂頁岩互層與粉砂岩互層等五類，由於岩層組成

顆粒相近，其間變化多呈漸變，鑽孔岩心比對較困難。根據電廠 1、2號機

組廠房開挖紀錄，岩層大多向西傾斜，傾角變化大，約 10°~70°，但在第 2

機組附近局部有岩層向東傾斜者，傾角約 40°~70°，其基礎地盤具緩起伏與

褶皺；岩層常受到輕微到強烈剪切作用形成剪切泥或剪切面。 

 

核電廠廠址地盤特性 

根據建廠地質調查、開挖紀錄、建廠以來廠內各單項工程計畫之地質

調查等，各電廠皆有豐碩之地質資料，本次補充地質鑽探未發現明顯岩盤

弱化現象，茲彙整以往資料及本次補充地質調查成果，將核一、二、三廠

廠址地盤特性如表 2-2～表 2-4 所示。 

 

2-2 審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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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補充地質調查成果與核電廠終期安全分析報告(FSAR)比對方面，審查

意見如下： 

核一、二、三廠補充地質調查成果摘要(簡報 P34): 補充鑽探資料與

FSAR 資料分析比對不足（編號 I-1 續 1.1(1)）；從有限的說明與簡報內容，

無法確認核一、二、三廠補充地質調查與文獻資料或 FSAR 資料大致相符或

局部微調的結論（編號 I-2(6)）；簡報資料 p.34 核一、二、三廠補充地質

調查之成果摘要以「核島區地層與地質構造特性與 FSAR 資料大致相符」，

此代表仍有部分不符。如是，應說明不符之處。於此簡報中其它敘述出現

相似之問題亦均須釐清(編號 I-28) ；台電公司調查計畫應明確呈現並比對

FSAR 資料與補充地質調查之成果。（編號 I-2 續 1(4)）。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FSAR 是歷經數年及許多專家合力完成，亦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本次

之補充地質調查，時間、調查工項有限，目前所得資料並未與 FSAR 資料衝

突。 

台電公司調查計畫於廠區內之地質補充鑽探之目的，並非與 FSAR 資料

分析比對之用。而係為瞭解廠址耐震設計所需之參考基盤面深度與工程特

性，調查結果述於總結成果報告 p3-24、p3-26、p3-28。 

核一廠以往僅有火山角礫與下伏岩盤的界面剖面圖，核二、核三廠則

有建廠開挖紀錄及地質剖面圖；台電公司調查計畫核一廠地質剖面圖已綜

整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及以往鑽孔資料繪製，核二、核三廠地質剖面圖係參

考開挖紀錄及台電公司調查計畫鑽孔資料繪製。 

本次補充地質調查於核一、二、三廠核島區進行之調查，其目的主要

為釐清岩盤剪力波速（Vs）；經比對核一廠 FSAR 報告與本次調查結果，前

者岩層剪力波速設計參考值為 420 m/sec，介於後者之岩層剪力波速

391-840 m/sec 間；核二廠 FSAR 報告岩層剪力波速設計參考值為 690 

m/sec，介於本次調查之岩層剪力波速 402-1,408 m/sec 間；核三廠 FSAR

報告岩層剪力波速設計參考值為 555 m/sec，介於本次調查之岩層剪力波速

392-637 m/sec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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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請刪除前述答覆說明「廠區內之地質補充鑽探之目的，並非與 FSAR

資料分析比對之用」，改用其他正面表述之回覆（編號 I-1 續 2(1)） 

 

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本次廠區內地質鑽探之目的為釐清岩盤剪力波速（Vs）之深度，作為

廠區地震危害度評估時之參考基盤深度，以符合最新核能法規，此結果將

整併於 FSAR 報告內。 

 

審查結果 

本項經審查結果為可以接受。惟後續請台電公司研議依據海、陸域地

質調查並經審查確認之成果，修訂各核電廠 FSAR 相關章節。 

 

 

2. 針對核一廠廠址說明，審查意見如下： 

核一廠補充地質調查發現局部層間剪裂發達，這項發現是否影響電廠

耐震安全？此外，報告亦指出未發現大型剪裂帶或斷層構造，但如何定義＂

大型＂？核一廠補充地質調查分析 Unsaturated gravels 的 P 波(630 m/s)

與 S 波(210 m/s)速度較小，此鬆軟地層是否影響電廠耐震安全？（編號

I-2(1)、編號 I-2(2)） 

請明確說明於核一廠核島區局部層間剪裂發達之意義。而此處所謂之

層間剪裂與斷層有何差異？（編號 I-21）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1) USNRC- Rules and Regulations, Appendix A to Part 100--SEISMIC 

AND GEOLOGIC SITING CRITERIA FOR NUCLEAR POWER PLANTS 對斷層

之定義：為大地構造，沿此構造且平行其斷裂面兩側之地層已有差異

滑移；此外本法規著重於能動斷層（capable fault）對核能電廠動

力影響。另外，PACIFIC ENGINEERS & CONSTRUCTORS CO., LTD.對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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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電 廠 之 GUIDELINES FOR SLOPE PROTECTION EXCAVATION AND 

BACKFILL FOR THE TAIWAN POWER COMPANY YENLIAO NUCLEAR UNITS 1 

AND 2 剪裂帶：特徵乃是高度破碎、原地擠碎，且有糜嶺岩形成或有

角礫、剪裂泥、擦痕、亮面等形成。其成因為地塊上升及地殼縮短作

用導致沉積岩岩層發生因剪力作用而相對滑動。發生滑動之處，滑動

面之間因摩擦力而形成剪裂或剪裂帶。 

(2)震波速度確實較低，但此數據在核一廠調查設計階段（民國 60 年）

即已確知，顧問公司已妥為設計，不致影響耐震安全。 

(3)說明剪切帶與斷層(Glossary of Geology, AGI, 1987)如下： 

剪切帶：受剪應變作用造成之破碎岩體，局部夾含角礫、剪裂泥、擦

痕、亮面等特徵。 

斷層：受大地應力作用造成地層或岩體錯移之地質構造，常伴隨強烈

之剪切帶。 

(4)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光達數值地形、航空照片及衛星影像判釋成果顯

示，無明顯之線型通過廠區。 

 

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依據核電廠法規，局部層間剪裂發達可能不代表能影響核電廠的能動

斷層，但仍請評估並說明其是否影響電廠耐震安全？此外，報告亦指出未

發現大型剪裂帶或斷層構造，但如何定義＂大型＂？（編號 I-2 續 1(1)） 

 

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核一廠補充鑽探岩心可見數公釐至數公分厚剪裂面，即簡報所述無大

型剪裂面，不會影響電廠耐震安全。 

 

審查結果 

台電公司雖仍未具體說明層間剪裂與斷層之差異，但依地質構造現象

之解釋，層間剪裂多伴隨褶皺作用發育，其為大尺度之斷層機會較少，經

審查，基本上本項問題同意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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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核二廠廠址說明，審查意見如下： 

核二廠補充地質調查地質圖(簡報P25,P26)應比對1976年及台電公司

調查計畫成果以彰顯最新成果的貢獻。此外，是否需要增加鑽探，以提升

對廠區地質的瞭解？核二廠補充地質調查發現廠房基礎有2條顯著的東北-

西南向剪裂帶，這項發現是否影響電廠耐震安全？（編號 I-2(3) 、編號

I-2 (4)） 

根據台電公司簡報顯示：於核二廠核島區南北向地質剖面中可見汽

機廠房及核島區均有剪裂帶通過，而於簡報 P.26 及 P.27 所做有關剪裂

帶之敘述均不夠明確，請具體說明此處如何定義所謂的大型剪切帶?而剪

裂帶局部夾有剪磨泥(斷層泥?)、角礫(斷層角礫？)及擦痕，是否即代表

有滑動之證據？又所述「未見側向滑動證據」是否有明確之依據，請澄

清說明(編號 I-23)；核二廠核島區之線型是否有截切土壤層(總結成果

報告 P3-18)攸關該線型之活動性研判，請釐清(編號 I-24)。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由於台電公司調查計畫之廠區地質鑽探目的為廠址岩盤特性調查，已

將鑽探成果套繪至 1976 年之地質剖面圖(即 FSAR)。此兩條剪裂帶原為廠址

基礎開挖時所繪製之開挖紀錄剖面，非台電公司調查計畫補充調查發現；

相關說明詳總結成果報告 P.2-33。 

說明剪切帶與斷層(Glossary of Geology, AGI, 1987)如下： 

剪切帶：受剪應變作用造成之破碎岩體，局部夾含角礫、剪裂泥、擦痕、

亮面等特徵。 

斷層：受大地應力作用造成地層或岩體錯移之地質構造，常伴隨強烈之

剪切帶。 

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光達數值地形、航空照片及衛星影像判釋成果顯

示，無明顯之線型通過廠區。 

石洞山斷層(台北縣萬里金銅礦綜合探勘報告)北延與核二廠最近距離

約 900 公尺，北部海域明確度 LD之線型南延與核二廠最近距離約 415 公尺，

此兩線型延伸均未通過核二廠廠區；另核二廠南方未具名之斷層(台北縣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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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金銅礦綜合探勘報告)與核二廠最近距離約 365 公尺；此三條線型無證據

顯示與廠區內之剪裂帶有關。 

此外，依據核二廠建廠之開挖地質剖面資料，未顯示核島區之剪切帶

切穿沖積層。 

 

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1)核二廠補充地質調查地質圖(簡報 P25,P26)之 NP2-1, NP2-2, NP2-3, 

NP2-4, NP2-5 是否為台電公司調查計畫之成果？簡報 P26 #核島區下方

之鑽井剖面是否為台電公司調查計畫之成果？1976 地質圖是否已因台電

公司調查計畫之鑽探成果，而重新繪製？其差異為何？是否需要增加鑽

探，以提升對廠區地質的瞭解？ 類似說明也需應用於核一廠(簡報

P20,P21)與核三廠(簡報 P31,P32)。（編號 I-2 續 1(2)） 

(2)核二廠廠房基礎有 2 條顯著的東北-西南向剪裂帶，請明確說明其是否

影響核電廠耐震安全？（編號 I-2 續 1(3)） 

 

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NP2-1~NP2-5 為台電公司調查計畫核二廠補充鑽探鑽孔，報告或簡報

所附之地質剖面即是根據開挖紀錄並配合本次鑽孔岩心繪製，岩心所示之

岩層傾斜趨勢及岩性分布與電廠興建開挖紀錄相符。1976 年之地質圖並未

因台電公司調查計畫之鑽探成果而重新繪製。台電公司調查計畫於廠區內

之地質補充鑽探之目的，係為瞭解廠址耐震設計所需之參考基盤面深度與

工程特性，且各電廠廠址自選址至今，已累積了大量地質鑽探成果，建立

出區域性之地質架構，惟針對局部地區之地盤工程特性，仍須賴鑽探取得

樣品進行試驗。核一廠與核三廠亦同。 

建廠階段已評估剪裂面老於 100 萬年，施工時已考量基礎穩定性予以灌漿

處理，不會影響電廠耐震安全。 

 

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1)核二廠廠房基礎有 2 條顯著的東北-西南向剪裂帶，缺乏證據顯示“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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裂面老於 100 萬年＂，應予刪除。（編號 I-2 續 2） 

(2)請刪除 5 月 3日第 2次答覆說明「廠區內之地質補充鑽探之目的，並非

與 FSAR 資料分析比對之用」，改用其他正面表述之回覆。（編號 I-2 續 2） 

 

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1)將於報告內刪除。 

(2)本次廠區內地質鑽探之目的為釐清岩盤剪力波速（Vs）之深度，作為廠

區地震危害度評估時之參考基盤深度，以符合最新核能法規，此結果將

整併於 FSAR 報告內。 

 

審查結果 

經審查，僅有針對核島區之線型是否截切土壤層的部分，同意台電公司

前述答覆說明。 

其餘台電公司答覆說明經審查後，仍不可接受。後續仍需請台電公司進

一步調查斷層在地表上之呈現因受地形及本身幾何形貌之影響，常有彎曲

轉折之現象。而核二廠鄰近地區所現之線型，台電公司應進一步調查以證

明其與廠區所見之剪裂帶無關，而非僅以「無證據顯示與廠區之剪裂帶有

關」交代。 

 

 

4. 有關核二廠區線型構造與鄰近海、陸域線型空間分部之關聯性方面，審

查意見如下： 

核二廠所見一系列之線型構造與海域 ST-II 之線型是否在空間分布上

有其關聯性，應針對此點與以釐清。(編號 I-25)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依據北部海底煤田地質調查資料顯示，龜吼斷層線型由陸域往海域延

伸，雖似可與 ST-II 線型相連，但前者為逆斷層，後者為正斷層，二者特

性並不同，應不相連，故無斷層長度增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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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果 

本項台電公司答覆說明，經審查為不可接受，有關核二廠區所見剪裂帶

之問題，後續仍應於廠區周圍作進一步之地質調查，以釐清相關疑慮。 

 

 

5. 針對核三廠廠址說明，審查意見如下： 

核三廠補充地質調查地質圖(簡報 P31)NP3-4 鑽井附近的傾斜複雜地層

如何解釋？是否為剪切帶？核島區下方的背斜地層構造(簡報 P32)及剪裂

發達是否影響電廠耐震安全？（編號 I-2(5)）；於核三廠廠址地質構造敘述

之剪切發達的意義請說明。(編號 I-26)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此剪切帶與背斜構造係依據 FSAR 之建廠開挖之基地地質圖與台電公司

調查計畫各鑽孔繪製。其中 NP3-4 位於 19.25 公尺具有黑色剪切帶，其上

之層面約 20 度；以下約為 60 度，若將此鑽孔剪切帶延伸至地表，並配合

FSAR 建廠開挖紀錄，顯示具有剪切帶，故以 NP3-4 鑽孔資料以及基地地質

圖推估本區之地下地層構造。此剪切帶發生時間不明，依據超微化石鑑定

具有 Emiliana huxleyi ，發生於 27 萬年以來，然根據建廠開挖之定年資

料，此泥岩層之上珊瑚礁經碳十四定年老於 3 萬 5 千年，此剪切帶未截切

此珊瑚礁，因此依現有資料推估此剪切帶發生於 27萬年至 3萬 5千年之間。

已不屬於核能法規中之 capable fault，不影響電廠耐震安全。  

核三廠廠區 NP3-4 鑽孔 19.25 公尺處之剪切帶厚度僅約 2 公分，推估應

屬局部構造。 

 

審查結果 

本項經審查台電公司答覆說明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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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表地質調查紀實成果報告之核一廠地質剖面(圖3.2.1-3)中之桂竹林

層及南莊層並未出露地表，如何確認其各地層之厚度、位態，及剖面 A

深部安山岩體形貌，請說明。（編號 I-6）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台電公司調查計畫係透過地表地質調查核一廠附近區域之地層位態與

分布，並參考前人研究之地質圖、煤田地質圖與現有之鑽孔資料等，繪製

出本地質剖面圖。 

審查結果 

本項經審查台電公司答覆說明可以接受。 

 

 

7. 核一廠 8公里範圍內地表地質調查：地質剖面 A、B、C之推測地層深度

分布以及位態需再仔細研究。疑點一：核一廠區之地質鑽探顯示廠區岩

盤為高傾角的桂竹林層，但剖面圖之桂竹林層卻近似水平；疑點二：根

據海域震測資料(Lin et al., 2003)，大屯山西側離岸不遠處之台灣海

峽，其桂竹林層以上之地層厚度(包括桂竹林層)約達 2000 公尺，但報

告書之剖面圖卻顯示桂竹林層以上之地層沒有出露，且桂竹林層相當

薄。很明顯的陸域與海域之地層差異甚大，兩者間是否有重要地質構

造，造成此差異，或是陸域地質剖面需再仔細釐清。（編號 I-15）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1)核一廠岩層位態係自廠區東南側之向西北傾斜，向廠區西北側漸趨平

緩，至停車場區即呈水平；地層傾角最大約 45°，無高傾角者存在。本

報告地質剖面已表現地層緩起伏之勢。 

(2)核一廠附近可見桂竹林層露頭，地層甚平緩，其上覆火山碎屑岩，且根

據 FSAR 之地質剖面圖，火山碎屑岩之堆積面係一平整的侵蝕面，與目前

在台 2 線靠海側所見之海蝕平台相當，顯示平台面以上的地層皆被侵蝕

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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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如果回覆屬實，陸域大屯山與西方的台灣海峽之桂竹林層頂部深度差異

甚大(可達約 1 千公尺)，請說明此深度差異如何形成。根據我的看法，核

一廠以西至淡水，火山岩的基盤岩層(即桂竹林層或更老地層)並沒有出

露，推測桂竹林層由核一廠處往西變深，最後與海峽的桂竹林層連接，陸

海域並沒有斷層存在(於富貴角北方海域震測剖面，不見此區有斷層存

在)。（編號 I-15 續 1） 

 

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核一廠 8公里範圍內之地質剖面 A、B、C係依據既有地質文獻、地表地

質調查及廠區地質鑽探成果繪製，調查區域內之桂竹林層厚度變異甚大，

且與上覆火山碎屑岩層呈不整合面接觸，顯示上部地層皆被侵蝕；另桂竹

林層地層呈向西緩傾斜，造成陸海域桂竹林層頂部深度差異甚大。 

 

審查結果 

本項經審查台電公司答覆說明可以接受。 

 

 

8. 核三廠 8公里範圍內地表地質調查：核三廠東側為馬鞍山之獨立地形高

區，其地層為上新世的馬鞍山層。根據廠區鑽井，得知廠區下方的岩盤

亦為馬鞍山層，且地層往西傾斜，並有剪切帶出現。根據此現象推測馬

鞍山及核三廠廠區應受到構造抬升而形成，也就是廠區可能位於構造帶

上。前人研究，如地調所之地質圖或條帶地質圖都將恆春斷層置於馬鞍

山東側，而馬鞍山及其西側皆沒有構造，如果此解釋屬實，則如何解釋

恆春斷層西側有較老的馬鞍山層出露。建議未來研究方向應釐清廠區下

方有無主要地質構造，若有構造存在，其活動性為何?若有構造，此構

造與陸域的西恆春斷層以及海域的 HT-II 線型有何關聯?（編號 I-18）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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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多為透過地表地質調查與構造地形等判釋恆春斷層位置，故將恆春

斷層繪製於馬鞍山東側。根據建廠資料顯示地層有往西傾斜，並有剪切帶。

廠內之馬鞍山層透過沉積學、岩石地層以及古生物地層關係比對結果，顯

示核能三廠之馬鞍山層時代較老，推測可能受其他構造活動影響；其活動

性，根據建廠開挖之定年資料，此泥岩層之上珊瑚礁經碳十四定年老於 3

萬 5 千年，此剪切帶未截切此珊瑚礁，因此依現有資料推估此剪切帶發生

於 27 萬年至 3 萬 5 千年之間。已不屬於核能法規中之 capable fault，不

影響電廠耐震安全。 

 

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根據核三廠 FSAR 報告，此斷層帶因沒有切穿上覆於泥岩的珊瑚礁，推

測斷層帶發生於 27 萬年至 3 萬 5 千年之間。此說明的關鍵在於此珊瑚礁石

灰岩是否直接覆蓋於此斷層帶上，或只是廠區附近的珊瑚礁石灰岩。另外，

若沒有構造活動，堆積於 3 萬 5 千年之珊瑚礁，為何會出現於恆春斷層的

西側陸地上。（編號 I-18 續 1） 

 

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此剪裂帶為核三廠建廠開挖時所見，其並未切穿覆蓋於泥岩之上的隆起

珊瑚礁，此隆起珊瑚礁定年資料顯示老於 35,000 年。 

上述隆起之珊瑚礁出現於恆春斷層的西側下盤，推測為大地構造運動之抬

升所致。 

 

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核三廠廠區之岩盤為局部高區並有斷層帶通過，上述回覆似乎排除此高

區之形成與恆春斷層有任何關係，但也沒有提出此構造高區之可能成因。

請台電說明此高區之可能成因及其活動性。核三廠廠區內之 NP3-4 鑽井之

斷層帶，於先前報告記載含有 Emiliana huxleyi 超微化石，顯示此斷層帶

活動年代小於 27 萬年。為求慎重，台電另將此標本委託國外顧問公司鑑定，

結果卻顯示此化石並非 Emiliana huxleyi，而是較老的 Pseudoemili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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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ata，因此認為此斷層帶為老斷層帶，不具活動性。若是此重新鑑種屬實，

是一個重大新事證。但台電的報告中只有寫出鑑定結果，沒有附上化石照

片及其他輔助說明，令人難以相信此重新鑑種之結果。建議委託中華民國

地質學會協助此標本之種屬鑑定，以昭公信。 

綜合以上，核三廠廠區內及附近為構造高區，且於廠區內之鑽井發現有

剪裂帶。請說明此構造高區的成因及其活動性。於 NP3-4 鑽井剪切帶所見

之超微化石，建議委託中華民國地質學會鑑定此標本之種屬，以昭公信。（編

號 I-18 續 2） 

 

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1)核三廠廠址之局部高區位置與背斜軸部相關(廠區開挖地質紀錄)，廠區

岩盤局部剪裂帶應與褶皺軸部受應力擠壓有關。 

(2)台電公司擬將核三廠 NP3-1、3、4 及 5 鑽井岩心之超微化石及有孔蟲鑑

定報告委託中華民國地質學會複核。 

 

審查結果 

本項台電公司答覆說明，經審查後可以接受。後續請將委託中華民國地

質學會複核之結果，提送本會備查，並併入地質調查成果報告，以昭公信。

本項列入後續管制項目追蹤。 

 

 

9. 於核一廠八公里範圍內地表地質調查所繪之地質剖面 A、B 與 C，火成

岩下之沉積岩均無地質構造現象之發育，請補充說明此為確定之事實，

或是因資料缺乏導致無法繪製。此外，如是資料缺乏，是否有中油或其

他地物資料可協助剖面之繪製，亦請說明。（編號 I-20）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本區地表局部有沉積岩露頭，得以測得位態；另亦有煤田地質圖圖資可

供參考，本區構造應以褶皺為主，其造成地層之緩起伏現象，已於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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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現。 

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地質圖繪製除根據地表地質調查成果，亦參考相關文

獻如下：中油 1/100,000 地質圖、地調所 1/50,000 地質圖、台灣北部金山

至石門間之煤田地質(徐茂揚，1967，比例尺 1/20,000)圖資等。 

此外，中油於尖山湖背斜有一鑽井，其詳細記錄岩性、厚度、時代分層等，

亦為台電公司調查計畫製圖之參考。 

 

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應將相關資料與參考文獻綜整後納入本文說明。（編號 I-20 續 2） 

 

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遵照辦理，將於報告綜整納入相關資料與參考文獻。 

 

審查結果 

本問題僅針對報告內容相關地質構造之繪製，要求提出進一步之說明，

本項經審查後可以接受。後續請將審查結果（含相關資料與參考文獻綜整

後）併入報告內容相關章節補充修訂之。 

 

 

10. 於核二廠八公里範圍內地表地質調查所繪之地質剖面 A中，於廠區附近

木山層厚度之變化代表何意，請說明。(編號 I-22)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此處地層向東南傾斜，局部地層平緩，構成同斜構造。水平地層近地表

部分被侵蝕，在剖面圖中即呈現厚薄之變化。 

 

審查結果 

本項經審查台電公司答覆說明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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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核一、二、三廠均於數十年前開始調查與建廠，於當時國內產學各界對

於活斷層之定義與相關調查研究之觀點與今日均有極大之差異，因此請

以今日活動構造之觀點重新檢視當初之地質調查資料與報告。(編號

I-27)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台電公司調查計畫係根據美國與日本核能法規進行活動斷層調查，主要

針對活動斷層跡通過之線型，規劃調查工項，調查目的為斷層位於地表以

及地下之構造探查，調查工項包含：地表地質調查、地質鑽探、槽溝開挖

調查、變動地形判釋、陸域以及海域地球物理調查以及海底地形測繪等。

其調查流程參考日本核能電廠活動斷層調查，並已遵循其精神執行調查與

分析。 

 

審查結果 

本項經審查台電公司答覆說明可以接受。 
 

 

2-3 審查結果 

1. 在補充地質調查成果與核電廠終期安全分析報告(FSAR)比對方面，後續

請台電公司研議依據海、陸域地質調查並經審查確認之成果，修訂各核

電廠 FSAR 相關章節。 

2. 針對核一廠廠址說明，台電公司雖仍未具體說明層間剪裂與斷層之差

異，但依地質構造現象之解釋，層間剪裂多伴隨褶皺作用發育，其為大

尺度之斷層機會較少，經審查同意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3. 針對核二廠廠址說明，後續仍需請台電公司進一步調查斷層在地表上之

呈現因受地形及本身幾何形貌之影響，成有彎曲轉折之現象。有關核二

廠區線型構造與鄰近海、陸域線型空間分部之關聯性方面，後續仍應於

廠區周圍作進一步之地質調查釐清，證明其與廠區所見之剪裂帶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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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台電公司擬將核三廠編號 NP3-1、3、4 及 5 鑽井岩心之超微化石及

有孔蟲鑑定報告委託中華民國地質學會複核一項，後續應將地質學會複

核之結果提送本會備查，並併入海、陸域地質調查成果報告之修訂，以

昭公信。本項列入後續管制項目追蹤。 

5. 針對部分項次之審查結果，台電公司應將相關資料與參考文獻綜整後納

入海、陸域地質調查成果報告相關章節補充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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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核一、二、三廠補充地質鑽探數量表(摘自參考文件[1]) 

 探查編號/試驗項目 
預定 
深度 

變更後

深度 
完成 
深度 

探查目的 

核
一
廠 

NP1-1 100 m 10.05m 10.05m

廠址地質特性 
NP1-1A - 102 m 102 m 
NP1-2 100 m 102 m 102 m 
NP1-3 40 m 42 m 42 m 
NP1-4 40 m 42 m 42 m 

NP1-5 40 m 42 m 42 m 
水文地質調查及廠址地

質特性 
NP1-6 30 m - 30 m 

水文地質現地試驗井 
NP1-7 30 m - 30 m 
NP1-8 30 m 39 m 39 m 
NP1-9 30 m 21 m 21 m 

NP1-10 - 12 m 12 m 

核
二
廠 

NP2-1 40 m 42m 42m 

廠址地質特性 
NP2-2 40 m 42m 42m 
NP2-3 40 m 42m 42m 
NP2-4 50 m 52m 52m 
NP2-5 40 m 42m 42m 

核
三
廠 

NP3-1 40 m 42m 42m 

廠址地質特性 
NP3-2 40 m 42m 42m 
NP3-3 40 m 42m 42m 
NP3-4 50 m 52m 52m 
NP3-5 40 m 42m 4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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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核一廠廠址基礎地層地物特性 (摘自參考文件[1]) 

項 
次 

地層 
(材料) 

Vp 
(m/sec) 

Vs 
(m/sec) 

柏松比 
Poisson's 

Ratio 
υd 

剪力模數 
Shear 

Modulus 
Gd (kg/cm2 )

楊氏模數 
Young's 
Modulus 

Ed 
(kg/cm2 ) 

體積彈性模數

Bulk 
Modulus 

Kd 
(kg/cm2 ) 

備註 

1 

gravels 

(unsaturated) 

630 

(2,100 ft/sec)

210 

(700 ft/sec) 
0.438 1.26 x 104 3.6 x 104 - 

核一廠終

期安全分

析 報 告

(FSAR) 

gravels 

(saturated) 

1,500 

(5,000 ft/sec)

210 

(700 ft/sec) 
0.487 1.26 x 104 3.75 x 104 - 

Tapu 

Formation 

1,905 

(6,350 ft/sec)

420 

(1,400 ft/sec) 
0.475 5.0 x 104 1.48 x 105 - 

2 

未固結 
沈積物 

870~2,041 246~719 0.413~0.486 1,145~9,454 3,352~26,956 11,323~67,589
本次補充

調查之速

度井測調

查成果 岩層 1,493~2,326 391~840 0.384~0.476 2,737~16,573 8,008~46,808 33,618~111,627

 
 

表 2-3 核二廠廠址基礎地層地物特性 (摘自參考文件[1]) 

項 
次 

地層 
(材料) 

Vp 
(m/sec) 

Vs 
(m/sec) 

柏松比 
Poisson's

Ratio 
υd 

剪力模數

Shear 
Modulus 

Gd (kg/cm2 )

楊氏模數 
Young's 
Modulus 

Ed 
(kg/cm2 ) 

體積彈性模數 
Bulk 

Modulus 
Kd 

(kg/cm2 ) 

備註 

1 

Top of 
rock 

1,950 
(6,500 
ft/sec) 

540 
(1,800 
ft/sec) 

0.40 
6,327 

(90,000 psi)
28,120 

(400,000 psi)
14,060 

(200,000 psi) 

核二廠終

期安全分

析 報 告

(FSAR) 

10 feet 
 Into rock 

2,100 
(7,000 
ft/sec) 

690 
(2300 ft/sec) 

0.35 
10,545 

(150,000 psi)

Turbine
Area

Reactor
Area

Turbine 
Area 

Reactor
Area 

56,943
(810,00
0 psi)

58,349
(830,00
0 psi)

41,477 
(590,000 

psi) 

49,562
(705,000 

psi) 
20 feet 

into rock 

2,100 
(7,000 
ft/sec) 

690 
(2300 ft/sec) 

0.35 
10,545 

(150,000 psi)

2 

未固結 
沈積物 

926~1,852 209~741 0.400~0.489 743~13,493 2,211~37,795 14,167~64,343 
本次補充

調查之速

度井測調

查成果 
岩層 1,538~3,846 402~1408 0.349~0.476 2,732~48,986 8,066~133,460 36,002~311,498

 
 
 
 
 
 
 
 
 
 
 
 



 

 32

 
 

表 2-4 核三廠廠址基礎地層地物特性 (摘自參考文件[1]) 

項 
次 

地層 
(材料) 

Vp 
(m/sec) 

Vs 
(m/sec) 

柏松比 
Poisson's 

Ratio 
υd 

剪力模數 
Shear 

Modulus 
Gd (kg/cm2 )

楊氏模數 
Young's 
Modulus 

Ed 
(kg/cm2 ) 

體積彈性模數

Bulk 
Modulus 

Kd 
(kg/cm2 ) 

備註 

1 mudstone 
1,200 

(4,000~5,000
 ft/sec) 

555 
(1,850 ft/sec) 

0.3~0.4 - 3.0 x 105 - 

核三廠終

期安全分

析報告

(FSAR)

2 岩層 1,299~2,083 392~637 0.420~0.474 3,201~8,486 9,283~24,321 30,841~82,952

本次補充

調查之速

度井測調

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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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山腳斷層調查 
 

3-1 調查結果概述 

「山腳斷層調查」為耐震精進方案海、陸域地質調查重點工作之一，

台電公司委由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協助辦理，調查內容包括：核一、

核二廠電廠半徑 8 公里範圍內山腳斷層所在之金山地區進行斷層條帶地表

地質調查、地質鑽探、陸域地球物理調查，以及於核一、核二廠電廠半徑

40 公里範圍內海域之部份海域進行海底地形測繪、海域地球物理調查等，

以釐清山腳斷層之地質新事證，包括斷層特性及活動性，以及斷層線型於

陸域與海域間之延伸性等，以作為未來更新核電廠終期安全分析報告(FSAR)

與耐震精進方案第二階段地震危害度分析與設計地震檢討之參考依據。 

本節內容摘述台電公司營運中核能電廠補充地質調查工作地質調查成

果相關重要內容，如下各小節所示。 

 

3-1-1 文獻回顧 
 

一、山腳斷層陸域段 

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10)研究成果之台灣活動斷層分布圖，

台灣北部核一廠及核二廠電廠 40 公里範圍內之活動斷層為山腳斷層，為第

二類活動斷層。 

山腳斷層為正移斷層，呈北北東走向，可以分為 2 段：南段自新北市

樹林向北延伸至台北市北投區，長約 13 公里；北段由北投向北延伸至新北

市金山，長約 21 公里(丹桂之助，1939；林朝棨，1957；王執明等，1978；

林朝宗，2005)區域(圖 3-1)。有關山腳斷層之地質構造特性，主要依據經

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特刊 19 號(2007)之調查研究成果摘要說明如下： 

1. 地形 

由地形特徵分析，山腳斷層由台北盆地南端的樹林地區向北延伸至金

山地區。在台北盆地內，山腳斷層被第四紀沖積層所掩覆，雖然以往由地

形特徵認為斷層位於林口台地與台北盆地的交接帶，但由鑽探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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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層跡的位置距台地東緣數百公尺以上；而在盆地內斷層兩側的基盤落差

約 60~220 公尺。 

山腳斷層的北段，在大屯火山區，斷層約沿著大屯山與七星山交界的

鞍部；在金山地區，斷層約沿著山地與平原的交界；鑽探顯示斷層北段兩

側的基盤落差超過 600 公尺，可能即山腳斷層的正移斷層作用所造成的，

而斷距似乎有由南向北增加的趨勢。 

2. 地質 

斷層沿線出露地層包括麓山帶的第三紀地層、大屯火山群的火山岩與

火山碎屑岩，以及林口台地與台北盆地的第四紀地層。 

3. 活動特性 

由大地測量結果顯示，山腳斷層兩側並未有明顯的水平位移速度變

化，但斷層的上盤有明顯的下陷趨勢。山腳斷層的最近一次活動時間，可

能在距今約 1 萬年以前，暫列為第二類活動斷層(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0)。 

 

二、山腳斷層海域延伸 

地調所自 93 年起執行四年期「大台北地區特殊地質災害調查與監測-

地熱流與海域火山活動調查與監測計畫」(王天楷等，2007)中，針對台灣

東北海域進行了密集之震測施測(圖 3-2)。海上震測反射剖面顯示斷層延伸

入海是一系列的區域性正斷層，惟主要斷層線附近有花狀平移斷層的構

造，透過寬頻聲納剖面顯示斷層兩側不相同之沉積構造，代表了斷層之落

差。經由震測對比而獲得之台灣東北外海斷層分布，將震測剖面中之斷層

構造線連接，繪製成台灣東北外海的斷層分布圖(圖 3-3)。 

蕭力元等(1998)認為台灣東北部外海的主要斷層型態為逆斷層再活化

造成之高角度正斷層；郭麗莉等(2008，2010)認為金山斷層(山腳斷層)在

海域的相關位置之構造為兩條呈東北─西南、雁行排列的正斷層(圖 3-4)。 

 

 

3-1-2 調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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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變動地形判釋與空中 LiDAR 測量 

北部測區所用之光達資料係向中央地質調查所提出申請使用，自其所

衍生之資料(Digital Terrain Model、Digital Elevation Model、Digital 

Surface Model、日照陰影圖以及坡度圖)，配合衛星影像、航空照片、正

射影像等進行變動地形判釋。變動地形之判釋與分類係根據日本電氣協會

線性構造及斷層變動地形分類表(JEAG 4601(2007))之規定進行，依各線型

在地形上展現的明確程度，由高至低分別以 LA(紅線)、LB(藍線)、LC(綠線)

及 LD(黃線)予以分類，判釋成果詳如圖 3-5 所示。 

由圖 3-5 所示，依線性方向與明顯性進行山腳斷層北段位置之綜合判

釋，顯示從金山平原與山麓交界，以東北－西南向延伸至大屯火山群內，

最後沿台北盆地之關渡平原與山麓交界發育，其距核一廠區最短距離約 7

公里；距核二廠區最短距離則約 5公里。 

此外，數值地形模型資料除顯示主要線性延伸方向並未連接至核一廠

區內外，在廠區鄰近區域亦未見斷層或裂隙出露至地表；另廠區周邊之火

山熔岩流平台雖具清晰完整之熔岩流流動構造，但未見被錯動或擾動跡

象。於核二廠區內則未見斷層通過或裂隙出露至地表，僅在大坪、二坪附

近之火山熔岩流平台上，有因差異侵蝕與岩漿冷卻收縮而形成之線型。 

 

二、斷層條帶範圍地表地質調查 

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山腳斷層研究成果之斷層位置配合變動地形判釋

成果，規劃橫跨線型之調查路線，由於山腳斷層皆位於山麓區與平原區交

界處，平原區多為沖積層所覆蓋，故路線規劃著重於垂直線型並切穿山麓

地區之溪溝，製作 1/5,000 比例尺路線地質圖，以了解地質狀況並繪製條

帶狀地質圖。台電公司調查計畫經評估後規劃山腳斷層可調查之溪溝為 8

條，位置如圖 3-6 所示。 

地表地質調查結果顯示，整體而言本區所見地層、岩性與前人研究相

當，僅溪溝 1 所見安山岩岩性與鄰近之產狀與既有圖幅之五指山層不符，

綜合野外調查資料，繪製條帶範圍地質圖如圖 3-7 及圖 3-8 所示，斷層位

置及角度之推定係綜合參考台電公司調查計畫野外調查、鑽孔成果及地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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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之鑽孔資料。 

 

三、斷層陸域地球物理探查 

斷層陸域調查區係位於山腳斷層北段之金山地區，主要以淺層反射震

測及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查法進行山腳斷層地下構造形貌之探查與斷層跡之

追蹤，並協助淺孔排鑽孔位及槽溝開挖場址之選址參考依據。 

綜合本區測線淺層反射震測 SCF-RS-01、測線 SCF-RS-02 及測線

SCF-RS-03 震測結果推估不連續面延伸至地表位置，將淺層反射震測推估不

連續面相互連接後，走向約呈東北-西南向，與地調所研判的金山斷層及山

腳斷層走向一致，與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地電阻測線 SCF-RIP-01 所得之地電

阻影像剖面推估剪裂帶範圍相符。 

山腳斷層測區成果推估圖如圖 3-9 所示。前述三條震測剖面與一條地

電阻測線剖面圖，詳參參考文件[1]。 

 

四、斷層海域地球物理探查 

1. 海底地形測繪 

海底地形測繪係以多音束水深 (Multi-Beam； MB)及側掃聲納

(Side-Scan Sonar；SSS)等方法，探查山腳斷層在北部海域(石門至萬里海

域)可能分布區域的海底地形特徵，探查區域如圖 3-10 所示；海底地形所

受之侵蝕作用與陸域地表之風化侵蝕作用雖不盡相同，惟仍可參考日本電

氣協會 JEAG 4601(2007)之規定，以瞭解調查區之海底變動地形特徵。 

(1) 多音束水深調查 

綜合多音束水深調查成果繪製之海底地形光影圖、海底地形等深圖及

海底坡度分析圖等圖資進行變動地形判釋成果資料(圖 3-10)顯示，台電公

司調查計畫海底地形測繪調查區內主要有 2 條近北北東走向之線型條帶

區，包括西側 ST-I 線型條帶區及東側 ST-II 線型條帶區。其中，西側 ST-I

線型條帶區內線性走向及線型延伸趨勢，與陸域之山腳斷層之斷層走向及

線型延伸情況相近。 

測區之前(近岸端)、中段測區，2條線型條帶區的線性特性較清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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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測區末段(外海端)，可能因受後期海底峽谷的侵蝕與花瓶嶼的隆起影

響，西側 ST-I 線型條帶區之線型特性仍能大略辨識其延伸情況，但東側

ST-II 線型條帶區之線型特性則較不清晰。 

(2) 側掃聲納  

整體而言，側掃聲納影像的底質特徵分布與海底地形的構造分布相當

一致(圖 3-11)，尤其是在清楚的線形構造區段與凹陷地形區域，可以清楚

看出兩側中間界線的延伸分布情況。 

在離岸水深分布 100-150 公尺間的區域，線型特徵相當明顯，但是底

質特徵差異並不顯著。然而，調查區水深較深(大於 150 公尺、略分布於基

隆海谷左岸側)之區域，於 ST-I 線型條帶區(略與陸域山腳斷層分布走向一

致)內，沿主要判釋線型之海床底質特徵差異非常顯著，顯示於主要線型兩

側之海床淺部沈積層特性有明顯的差異。於 ST-II 線型條帶區內海床的底

質特徵差異相較不明顯，顯示其淺部沈積層特性較類似。 

 

2. 斷層海域地球物理探查 

斷層海域地球物理探查係以底質剖面(Sub-Bottom Profile；SB)、海

上多頻道反射震測(Multi-Channel Seismic Reflection；MCS)及海上磁測

等方法，探查山腳斷層於北部海域的分布情況， 

(1) 底質剖面 

為進一步查證多音束水深調查之海底光影變動地形判釋結果中 2 條線

型條帶區內線型之地層錯動情形，因此以數條縱切線型條帶區走向方式進

行地質剖面判釋並探討其表層地質構造特性，主要探討剖面位置詳圖 3-12。 

整體而言，底質剖面判釋及對比結果(圖 3-13)顯示，沿著北部海域調

查區內 2 條主要(近北北東走向)線型條帶區(包括西側 ST-I 及東側 ST-II)

內，表層地層多有具地層錯動之斷層構造特徵(圖 3-12)。 

(2) 海上多頻道反射震測 

圖 3-14為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執行之反射震測剖面的三維柵狀檢核成果

圖。 

台電公司調查計畫並未進行海域地質鑽探工作，因此蒐集調查海域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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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之中油地質鑽井 YCL -1 及 YAC -1 等井錄資料，作為反射震測剖面判釋

及地層比對的參考依據。圖 3-15 為台電公司調查計畫規劃經過 YCL-1 鑽井

位置之檢核測線 OR1-960-MCS-a4-1 震測資料移位處理後與鑽井 YCL-1井錄

資料進行地層比對後之反射震測剖面判釋成果。 

根據側掃聲納影像及底質剖面資料，海底地形測繪調查區內主要 2 條

近北北東走向線型條帶區(包括西側 ST-I 線條帶區及東側 ST-II 線型條帶

區)之海床面底質及表層淺層地層反射層訊號於多處具有明顯可確認之斷

層特徵。沿此 2 條線型條帶區以垂直線型條帶區走向方式，檢視海上多頻

道反射震測剖面，以進一步查證較深層地層之地質構造(圖 3-16)。 

依各測線之反射震測剖面判釋對比結果顯示，沿 ST-I 和 ST-II 線型條

帶區之斷層構造之斷層兩側上下盤的相對位置，推測均為斷層傾角大致上

介於 63 度~ 90 度之間之高角度向東南傾之正斷層；沿 ST-I 和 ST-II 線型

條帶區附近之斷層構造亦皆有火成岩侵入體特徵；惟 ST-I 和 ST-II 線型條

帶區附近之斷層構造仍有些微差異，包括： 

A. ST-II 線型條帶區之斷層構造兩側的地層錯移量較 ST-I 斷層明顯； 

B. ST-I 線型條帶區之斷層構造西北側地層為隆起的背斜構造，然 ST-II 線

型條帶區之斷層構造兩側的地層則無褶皺構造現象； 

C. ST-I 線型條帶區之斷層構造東南方存在一交角不整合面，深於此不整合

面的地層的傾角較陡，淺於此不整合面的地層的傾角則較緩； 

D. ST-I 和 ST-II 線型條帶區之斷層構造出露於海床的位置，大致上沿水深

變化較大的邊坡分佈，如大陸棚崩裂處附近。 

(3) 海上磁力探測 

台電公司調查計畫除收集海上磁力探測資料外，亦蒐集舊有的磁力資

料(Hsu et al., 1998; Hsu et al., 2004; Doo and Hsu, 2011)，以建構

台電公司調查計畫調查區域內磁力資料之完整性。(圖 3-17)為整編台電公

司調查計畫海域調查區之磁力異常圖。 

圖3-18為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將二維尤拉解迴旋主要構造指標1(黑色點)

與構造指標 0(白色圈)的結果投影之空間的分布圖，資料顯示構造指標為 1

的佔多數解，係因其所對應的解析訊號的結果遠強於其他的構造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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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其他構造相對來講較難辨識出。依表 3-1 構造指標的定義，顯示在北

部海域主要的地質構造形貌應為狹長火成岩脈，代表在台灣北部外海主要

的磁力訊號是來自於火成侵入岩體。 

 

五、深孔地質鑽探 

圖 3-19 為台電公司調查計畫於山腳斷層金山地區之探查地質鑽孔

(LNB-1~LNB-7) 與地調所以往探查對照圖。 

調查結果顯示，山腳斷層所在位置應界於LNB-1(300公尺)與LNB-3(700

公尺)兩孔之間(詳圖 3-20)，說明如下： 

1. LNB-1 與 LNB-3 兩孔水平距離相距約 68公尺，但兩孔岩盤特性截然不同。 

2. LNB-1 之岩性由上至下依序為全新世沖積層、受剪切作用之南莊層(孔深

68.0 ~ 268.6 公尺)以及南港層（孔深 268.6 ~ 300.0 公尺）。 

3. LNB-3 之岩性由上至下依序為全新世沖積層、更新世礫石層或火山碎屑

層、五指山層（孔深 502.9 m - 586.85 m）、受剪切作用之南莊層(孔深

586.85 ~ 686.1 公尺以及南港層（孔深 681.6 ~ 702.4 公尺），其中孔

深 642.8 ~ 686.1 公尺岩心顯示為高角度強烈剪切帶，具有正斷層之微

構造，此剪切帶之下岩性為具生物碎屑砂岩，為南港層。此外，孔深

586.85 公尺處為五指山層與南莊層以黑色斷層泥接觸，斷層面角度約

25 度，以金山斷層定義為五指山層逆衝至南莊層，因此推測此為金山斷

層。另孔深 642.8 ~ 686.1 公尺岩心顯示為高角度強烈剪切帶，其位於

南港層或南莊層內，推測此剪切帶為山腳斷層活動所造成。從地表地質

調查中角地區之南莊層出露海拔高程約 80 公尺，若將此位置視為金山

斷層逆衝至南莊層最大的層位落差，並配合半地塹盆地厚度估算，則山

腳斷層滑距（Dip separation）落差約 656.27 公尺（金山斷層或南莊

層落差扣除孔口高程），斷層角度則超過 82 度(圖 3-20)。 

 

 

六、斷層活動特性調查 

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原規劃於金山地區進行槽溝開挖，釐清山腳斷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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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地震與斷層活動特性，但根據地電阻影像剖面及淺孔鑽探結果研判，以

及現地勘查，山腳斷層預定槽溝開挖位置之地層以鬆散沙層為主，除極易

崩塌外，其地下水位面高，開挖坡面穩定性不佳，不利於開挖作業機具及

人員安全，故本調查並無進行槽溝開挖工作。 

根據地電阻影像剖面結果(圖 3-21)，下部岩性為泥層，上部主要為火

山碎屑側向變化為砂層的趨勢，整體而言，地層無明顯錯移現象。 

根據淺孔鑽探成果，由下至上地層層序為安山岩質礫石層、砂層夾小

礫石、具黃棕色水平層理之泥層、砂層、具原生生物之泥層、礫石層及土

壤層或砂層，地層之沉積構造多為水平層理或紋理。將各孔位進行地層比

對，地層近乎水平並側向延伸，岩層無明顯落差現象，此結果與地電阻影

像類似。 

 

七、實驗室試驗 

山腳斷層陸域地質調查試驗工作包括化石鑑定、碳十四定年及岩石薄

片分析等試驗。其中碳十四定年試驗共進行 25 組，試驗結果結果於各孔位

的相對關係如圖 3-22 與圖 3-23，資料顯然淺層之泥層與砂層之年代範圍為

11,300-7,430 Cal BP 之間；其下之礫石層年代大於 43,500 Cal BP，兩者

之間為不整合面接觸。 

 

 

3-1-3 山腳斷層金山地區調查成果評估 

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第 19 號特刊所述，山腳斷層可區分為南、

北兩段，南段位處台北盆地邊緣，過去學者研究文獻較為豐碩，考量調查

資源與時間之侷限性，台電公司遂將本項研究著重在山腳斷層北段(即金山

地區的活動性調查)。 

 

山腳斷層金山地區調查成果評估 

(一) 調查(金山)地區附近山腳斷層特性 

由野外調查與地質鑽探調查顯示，山腳斷層自中角地區(台電公司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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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地質鑽孔 LNB-1與 LNB-3 之間通過)以東北往西南向延伸至大屯火山群

內後，斷層跡不明顯。 

以地層結構觀之，中新世地層(南莊層與南港層)與更新世礫石層、漸

新世五指山層以斷層接觸，顯示漸新世五指山層相對下降後，開始堆積更

新世地層。根據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地表地質調查、台電公司調查計畫與地

調所之地質鑽探結果，顯示金山平原地下為厚達數百公尺之更新世火山碎

屑岩層，此層由東南向西北向增厚，構成半地塹盆地，此盆地為山腳斷層

活動造成金山平原相對於西側麓山帶下降所造成。 

(二) 山腳斷層(金山地區)垂直變動速率 

為釐清山腳斷層活動性特性，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建立中角地區之地殼

垂直變動速率；另新期構造活動之研究，主要在於探討全新世以來之垂直

變動速率，因此計算時僅挑選全新世以來之樣本作為探討對象。計算之參

數有全球海水面變動幅度、古沉積環境、樣本的碳十四年代範圍以及採樣

深度與高程，其中全球海水面變動參考圖 3-24(摘自陳等人，2004)，其他

參數來自台電公司調查計畫之地質鑽探資料。 

依台電公司調查計畫位於金山平原金山區西北側中角地區(簡稱為中

角工區)8 孔地質鑽探(LNB-1 至 LNB-8)之地質鑽探岩樣，選取全新世以來且

排除再堆積之樣本共 9 組(表 3-2)，進行碳十四定年。從地質鑽探資料、化

石產狀與鑑定分析古沉積環境，推測本工區主要為以波浪為主之河口灣體

系。利用相關資料估算本區垂直變動速率，結果顯示變動速率範圍為-0.5 ~ 

0.6 mm/yr，各孔垂直變動速率範圍分別為 0.0 ~ -0.10 mm/yr (LNB-1)、

0.3 mm/yr (LNB-2)、-0.5 mm/yr (LNB-3)、0.6 mm/yr (LNB-4)、0.0 mm/yr 

(LNB-5)、0.4 mm/yr （LNB-6）以及 0.0 ~ 0.4 mm/yr (LNB-7)。整體而言，

本區之平均垂直變動速率為 0.13 mm/yr，並無明顯變化的趨勢。 

 

(三) 山腳斷層(金山地區)活動性探討 

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因無法進行槽溝開挖調查，因此僅利用地質鑽探與

金山平原區變動地形分析進行活動性探討。根據地質鑽探與變動地形推論

結果顯示，山腳斷層(金山地區)在全新世以來活動跡象相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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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鑽孔資料顯示本調查區之全新世地層幾乎為水平層理，碳十四定

年樣本試驗結果亦顯示其垂直變動速率不大；另由金山平原西北側山麓邊

緣之沖積扇與磺溪沖積平原外觀皆保存良好，並無被錯動跡象，顯示山腳

斷層近期構造活動低(圖 3-25)。 

 

(四) 山腳斷層(金山地區)長期滑移速率 

鑽孔 LNB-1 以及 LNB-3 兩孔相距約 68 公尺，以 LNB-3 為上盤沉降區域，

根據鑽孔 LNB-1 與 LNB-3 岩層比對顯示，並配合半地塹盆地厚度估算，山

腳斷層之斷層面角度應超過 82 度；另依碳十四定年資料推估，山腳斷層的

平均垂直變動速率為 0.13 mm/yr，其長期滑移速率約 0.13 mm/yr。 

(五) 山腳斷層(金山地區)地震再現周期 

因無適當位置可施作槽溝開挖，故台電公司調查計畫無法直接據以評

估其地震再現周期。 

依據台電公司調查計畫淺排地質鑽探成果研判，岩層幾乎為水平層

理，又年代年輕於11,300 Cal BP推測，山腳斷層地震再現周期應超過11,300

年。 

 

 

3-1-4 山腳斷層特性總結與評估 

海域調查結果顯示，山腳斷層在北部海域分布長度至少 40 公里(ST-I

線型條帶區)。連接中央地質調查所研究成果之山腳斷層南段(13 公里)與山

腳斷層北段(2 公里；北投至大屯火山群)以及台電公司調查計畫調查山腳斷

層北段(19 公里)與海域斷層跡(40 公里)，初步估算其總長度約 74 公里(圖

31)。 

(一) 山腳斷層陸域(金山地區)斷層特性 

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地表地質調查與地質鑽探結果顯示，山腳斷層北段

於(金山)中角地區，斷層跡應由地質鑽孔 LNB-1 與 LNB-3 之間通過，大致

以東北往西南向延伸至大屯火山群內，另綜合台電公司調查計畫陸域相關

調查研判，延伸至大屯火山群後，斷層跡不明顯，推估其總長度約 19 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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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AR 影像顯示山腳斷層線型未通過核一廠區，且廠區鄰近區域亦未見

斷層線型或裂隙線型出露至地表；核一廠區周邊之火山熔岩流平台具清晰

完整之熔岩流流動構造，亦未見被錯動或擾動跡象。核二廠區內未見山腳

斷層線型通過或裂隙線型出露至地表，於鄰近之大坪、二坪附近之火山熔

岩流平台上，有因差異侵蝕與岩漿冷卻收縮而形成之線型。 

核一、二廠半徑 8 公里範圍內之台電公司調查計畫調查成果與既有地

質圖幅大致相符，金山平原西北側丘陵區之地層為南莊層與桂竹林層，研

判山腳斷層應位於丘陵區之東南側。於丘陵區之磺溪上游支流發現之安山

岩及泥質砂岩與地調所圖幅繪示之五指山層相差甚大，推測泥質砂岩屬桂

竹林層，地調所繪製之山腳斷層跡與金山斷層跡須往泥質砂岩之南側修正。 

根據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地表地質調查、台電公司調查計畫與地調所之

地質鑽探結果，顯示金山平原地下為厚達數百公尺之更新世火山碎屑岩

層，此層由東南向西北向增厚，構成半地塹盆地，此盆地為山腳斷層活動

造成金山平原相對於西側麓山帶下降所造成。因此判斷山腳斷層為正斷

層，斷層面向東傾，角度超過 82 度，斷層下盤為晚期中新世南莊層與南港

層，上盤為更新世火山碎屑岩層（更新世礫石層）。斷層跡自中角地區(台

電公司調查計畫地質鑽孔 LNB-1與 LNB-3之間通過)以東北往西南向延伸至

大屯火山群，斷跡始不明顯，續延至山腳斷層南段，長度至少 19 公里。斷

層未通過核電廠廠區，與核一廠最短距離約 7 公里，位於下盤區；與核二

廠最短距離約 5公里，位於上盤區。 

金山平原區之山腳斷層垂直變動速率約 0.6~-0.5 mm/yr，平均垂直變

動速率為 0.13 mm/yr，整體而言，垂直變動不大惟由鑽孔中全新世以來之

岩層幾乎為水平層理，及金山平原西北側山麓邊緣之沖積扇與磺溪沖積平

原之型態保存良好並無錯動跡象，顯示山腳斷層在全新世以來活動跡象不

明顯。 

台電公司之調查計畫推估山腳斷層陸域(金山地區)相關參數如表 3-3。 

 

(二) 山腳斷層北部海域延伸特性 

北部海域各調查成果中明顯或次明顯之特徵位置顯示，核一、核二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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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部調查海域具有 2 條主要(近北北東走向)線型條帶區，分別為西側 ST-I

線型條帶區及東側 ST-II 線型條帶區(圖 3-26)；於基隆海谷及棉花峽谷上

游分支處一帶，其底質剖面及震測剖面，均有明顯之向東南傾向之地層不

連續面特徵與半地塹盆地地形；西側 ST-I 線型條帶區線型有續往東北延展

分布現象，但 ST-II 線型條帶區線型則漸有不明顯的趨勢；於震測剖面顯

示，半地塹盆地地形常受到基隆海谷與棉花峽谷所侵蝕形成不整合面。 

海上磁測調查結果顯示，西側 ST-I 線型條帶區之發育，可能與火成活

動有關，附近地層亦明顯有被抬升現象，推測其出現與更新世到第四紀火

成活動應有相依關係。東側 ST-II 線型條帶區沿線，並無伴隨火成活動現

象，但近岸端的線型條帶區之東南側則有較明顯的不連續存在。 

由於北部調查海域 2 條主要線型條帶之發育皆呈正斷層機制，且具有

半地塹盆地地形，ST-II 往東北延伸後半地塹盆地地形雖漸不明顯，但整體

而言此兩線型條帶應為受張裂作用之影響所造成，與陸域之山腳斷層發育

機制相當；其中 ST-I 線型向陸域之延伸可與山腳斷層相接，若其為山腳斷

層，則山腳斷層海域的分布長度至少有 40 公里；ST-II 線型條帶則因對應

之陸域範圍並無任何正斷層存在，因此推測 ST-II 線型之發育尚未向陸域

延展。 
 

3-2 審查情形 

1. 有關擴大海、陸域地質調查方面，審查意見如下： 

臺灣北部海域斷層調查應向北延伸以確認斷層長度，並應明列執行期

程，儘速完成（編號 I-1.2）；針對擴大海域地質調查作業時程，請依本會

102 年 4 月 8 日會核字第 1020005725 號函辦理（編號 I-1 續 1.2）；應再深

入探討海域斷層的活動性以及海陸斷層型態的差異（編號 I-3.4）。另針對

本案總結報告章節 9.2 建議，包括：廠址剪力波速、淺孔排鑽及增設海底

地震儀等項，請台電公司說明辦理情形（編號 III-1）。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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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規劃於擴大地質調查案進行斷層海域微震監測，有助於了解

斷層的活動性。 

山腳斷層向北延伸情況之調查，已列為本公司「營運中核能電廠擴大

地質調查工作」的工項之一，原規劃於 102 年 4 月底前以評選方式完成決

標，工期約 16 個月（亦即預定 103 年 8 月底可得報告初稿），現大會第一

次審查會議意見，已超出原調查工項，可能需併入擴大地質調查案考量，

且大會表示至少召開三次審查會議（預計於 102 年 5 月底完成審查作業），

故陳請  大會同意本公司依審查會議結論，重新規劃擴大地質調查工作之

招標資料，並調整調查工期，再辦理招標作業。 

審查期間台電公司表示，擴大地質調查案已於 102 年 5 月 2 日上傳政

府電子採購網公開招標(5 月 3 日起刊登)，預定 5 月底截標，6 月 20 日前

完成公開評選（評選會議有出席率規定，評選日期不易敲定）， 7 月初與評

選最優之廠商議價決標。 

 

審查結果 

台電公司已於 102 年 7月 10 日電核發字第 1020010498 號函函復本會，

有關擴大地質調查案已於 102 年 6 月 13 日決標，工期 480 日曆天，預計 104

年 1 月底提送總結報告。經審查結果為可以接受。 

本會並已於 102 年 7 月 15 日以會核字第 1020009391 號函，要求台電

公司務必充分整合人力資源，如期與如質完成擴大調查工作，並應於本案

執行期間之 160、320 及 480 日曆天第一、二階段報告初稿及總結期末報告

初稿後的 2 週內，向本會提出執行工作簡報，以作為本案執行之管制時間

點。 

 

 

2. 有關海、陸域線型構造關聯性綜合研判方面，審查意見如下： 

山腳斷層綜整內容(簡報 P51): 雖然 ST-II 線型條帶區陸域範圍無明顯

對應之斷層跡，但應就文獻資料(簡報 P38)、地形與 LiDAR 測量(簡報 P39)

強化說明為何崁腳斷層與 ST-II 線型條帶區無關（編號 I-1 續 1.1(2)）。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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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地形測繪工作紀實報告中之第五章結論，第 8 點對於 ST-Ⅱ線形在陸域範

圍無可對應之斷層構造宜更具體說明（編號 I-6）。就北部海域之調查資料

而言，建議可考慮由不同之震測剖面評估 ST-2 線形之段距(如有資料的

話)，以評估其未延伸至陸地之合理性。如未有相關震測資料，請說明是否

考量增補上述資料 (編號 I-29) ；應強化崁腳斷層的辨識，及其對核二廠

的影響評估。例如，海域斷層 ST-II 極有可能為崁腳斷層向北的延伸（編

號 I-3.2）。有關崁腳斷層的滑移特性及活動歷史應加強整理前人研究證據

與結論或增加輔助調查，據理說明其活動性與 ST-II 之關聯性（編號 II-1）。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既有文獻記載崁腳斷層為逆斷層，未有如山腳斷層之再活化證據，屬

於非活動斷層；而現地調查時，在台 2 線濱海一帶崁腳斷層線型附近可見

五指山層、木山層及石底層岩盤露頭，未發現半地塹陷落地形，與海域 ST-II

線型之地物探查所見半地塹陷落現象完全不同，顯示此二者並非同一構造。 

ST-II 往陸域延伸之區域，根據地表地質調查顯示該區域為岩盤性質，

並未發現海域調查工項之半地塹盆地形貌特性，且無明顯地形線性可延

伸，故以現有資料推估 ST-II 在陸域範圍內並無發現可對應之斷層構造。 

另根據臺灣北部海底煤田地質調查工作報告(1966)之海域地球物理探

查，位於萬里地區野柳東側海域具有兩條平行之斷層，西側為龜吼斷層，

東側為崁腳斷層，前者海域段可與 ST-II 線型重合，後者則為海域崁腳斷

層往陸域崁腳斷層延伸，兩者不會相連，因此，台電公司調查計畫之 ST-II

線型與崁腳斷層無關。 

 

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龜吼斷層與 ST-II 線型是否為海陸連結的斷層構造？其東側的海域與

陸域崁腳斷層是否亦應考慮於核二廠的耐震評估中？石洞山斷層是否可能

北延接近核二廠區，並與緊鄰核二廠外海的線型連接？建議可使用 LiDAR

資料與海陸域地形資料，以比對上述可能的海陸域斷層構造。（編號 I-1 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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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I 往陸域延伸之區域，根據地表地質調查顯示該區域為岩盤。然而

根據核二廠地表地質調查(簡報 P24)顯示崁腳斷層附近為大寮層、木山層及

五指山層。應就文獻資料(簡報 P38)、地形與 LiDAR 測量(簡報 P39)強化說

明為何崁腳斷層與 ST-II 線型條帶區無關。若能有崁腳斷層附近的淺層反

射震測成果，當能更清楚說明 ST-II 與崁腳斷層之關係（編號 I-3 續 1.回

覆 2）； 

請就文獻資料、地形與 LiDAR 測量強化說明核二廠附近海陸斷層構造

的連結與分布。(編號 I-3 續 2)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a)依據北部海底煤田地質調查資料顯示，龜吼斷層線型由陸域往海域

延伸，雖似可與 ST-II 線型相連，但前者為逆斷層，後者為正斷層，二者

特性並不同，應不相連；(b)依據中央地質調查所公布之資料，崁腳斷層非

屬活動斷層，故不需納入核二廠之耐震評估考量；(c)根據台北縣萬里金銅

礦綜合探勘報告資料顯示，石洞山斷層止於核二廠西南方約 1.2 公里處，

並未往北延伸；(d)從台電公司調查計畫 LiDAR 資料顯示，本區域鄰近之線

型以 Lb 與 Ld 為主，皆未通過核二廠廠區，最接近之線型位於核二廠東北

方約 2.3 公里處。 

依據台灣北部海底煤田地質調查報告與台北縣萬里金銅礦綜合探勘報

告資料顯示，龜吼斷層線型由陸域往海域延伸，雖似可與 ST-II 線型相連，

但前者為逆斷層，後者為正斷層，二者特性並不同，應不相連；從台電公

司調查計畫 LiDAR 所衍生之數值地形模型資料顯示，本區域鄰近之線型以

Lb 與 Ld 為主，且皆在核二廠 2 公里之外。 

 

審查結果 

本項台電公司答覆說明經審查後不可接受，後續仍需請台電公司就海

陸地體構造的演化差異、或以反轉構造(inversion structure)之觀念，補

充地質調查並加強論述，以釐清相關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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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述明未進行槽溝開挖的原因，是否能有其他替代措施(例如地質鑽探)

因應？（編號 I-3.1）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山腳斷層部分，因預定開挖位置之地下水位甚高，若進行槽溝開挖將

因地下水引致溝壁無法順利觀察。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已於地質鑽探以定年

分析獲得相關斷層參數。 

 

審查結果 

由於槽溝開挖是取得活動斷層重要參數（包括：再現週期與滑移速率

推估）之關鍵，而「核能電廠耐震安全再評估精進作業」之地震危害度分

析，亦有賴斷層參數作為重要輸入，台電公司後續仍請研議以槽溝開挖或

其他任何可能之替代方案(例如：密集排鑽)，以取得更充分的證據，進行

活動斷層參數推估。 

 

 

4. 海域反射震測剖面的品質佳(簡報 P46)，應再局部放大重要區域，並進

行地層與斷層構造解釋。（編號 I-3.3）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已詳細說明於斷層海域地球物理紀實成果報告第 5 章。 

 

審查結果 

本項經審查結果為可以接受。 

 

 

5. 台灣東北外海海底地形測繪及海域地球物理探查：反射震測資料顯示金

山外海有明顯正斷層構造(如 MCS-N-2 以及 MCS-N-3)、海床測繪也發現

明顯線型。由地物測勘資料似乎顯示此這些海域斷層為活斷層，但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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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橫跨斷層兩側的鑽井岩心資料，其斷層活動性並不清楚。建議台電於

後續計畫，推動海域淺井鑽探，以取得岩心，研究海域斷層活動性及活

動歷史（編號 I-16）。台電有關台灣北部外海 ST-II 地形特徵與活斷層

之調查全部採用地球物理方法，目前探勘結果只具間接性的證據，下一

階段應增加海底樣品之採樣以增加推論之確切性（編號 II-2）。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1)依國內既有之資源與設施，於海域進行鑽探實有困難。本公司於後續之

地震危害度評估時，將採保守之評估。 

(2)本公司已規劃於擴大地質調查案進行斷層海域微震監測，有助於了解斷

層的活動性。 

 

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回覆 1：海域鑽探是得知海域斷層活動性的關鍵手段，建議必須執行。固

然國內沒有海域鑽探能力，應積極尋求國外資源，解決問題。建議海

域鑽探另成一案，分頭進行。 

回覆 2：請說明如何由微震監測得知海域正斷層 10,000 年來的活動性?如

果在未來監測期間該斷層沒有發生地震，那這些斷層就不是活斷層了

嗎?如果斷層附近發生了很小、零星的地震，那這條斷層是活斷層嗎? 

（編號 I-16 續 1） 

 

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依國內既有之資源與設施，於海域進行鑽探實有困難；建請同意由國

家資源如國科會或中央地質調查所進行，較具公信力。另外，海域微震監

測之目的係為蒐集地震資料，利用微震所得資料進行地震重定位

（relocation），並以重定位結果分析震源機制解（focal mechanism），以

釐清斷層發震機制與活動斷層之微震情形，供地震危害度評估與分析之需。 

 

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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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淺層鑽探是釐清海域斷層活動性的關鍵方法，建議台電需要進行

海域淺層鑽探（編號 I-16 續 2）。海底樣品對於活斷層之確認有其必要性，

台電仍須對其可行性進行評估或尋求其他替代方案（編號 II-1 續 1）。 

 

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將辦理「營運中核能電廠擴大地質調查工作」契約變更或另案進行橫

跨斷層兩側之海域鑽探，考量國內海域鑽探能力與探查標的，鑽探位置初

步規劃於水深 20 公尺附近，以研究海域斷層活動性及活動歷史。 

 

審查結果 

本項經審查結果為可以接受。橫跨斷層兩側之海域鑽探，將列入後續

補充調查予以管制。 

 

 

6. 核二廠南南西方附近山區，由 LiDAR 地形資料判釋，似乎有較平坦之熔

岩流平台被 2 條線型截切之現象，若是如此，是否代表核二廠附近山區

有活動斷層存在?（編號 I-17）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依 LiDAR 影像顯示，此熔岩流平台為東南向西北傾斜之緩坡地形，且

平台之地形受到兩條東北西南向之線形所截切，暫稱為東南線形與西北線

形。而本熔岩流平台之基底岩盤為大寮層岩層，西北側線形以北為凝灰岩

(凝灰質砂岩)，以南則為頁岩，而頁岩上覆岩層為火山碎屑岩。 

LiDAR 影像亦顯示，東南線形構造為現生河流通過處，因此推測此線形

為河流下切侵蝕所造成；至於其西北線形構造，係因此平台為東南向西北

傾斜之緩坡地形，上有數條東南向西北流動之小侵蝕河流，但是，向西北

流動時受到凝灰質砂岩所阻擋，因而改道形成西南－東北向之小侵蝕河

流，形成此地形線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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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回覆似乎完全排除此二線型為斷層之可能性，而以河蝕崖解釋。由於

此二線型緊鄰核二廠，其線型走向與位置與海域之 ST –II 線型(斷層)似

乎可對應，建議於後續計畫需再詳細釐清此二線型成因。針對回覆，東南

線型現在有河流流過，並不一定據此可判斷此線型為河蝕崖。西北線型切

過熔岩流平台，為何於露頭不見熔岩流?而是線型西北方為凝灰岩(凝灰質

砂岩)東南方為頁岩上覆火山碎屑岩。這些岩性都出現在熔岩流平台上嗎?

（編號 I-17 續 1） 

 

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根據臺灣北部海底煤田地質調查工作報告(1966)之海域地球物理探

查，位於萬里地區野柳東側海域具有兩條平行之斷層，西側為龜吼斷層，

東側為崁腳斷層，前者海域段可與 ST-II 線型重合，後者則為海域崁腳斷

層往陸域崁腳斷層延伸，兩者不會相連，因此，台電公司調查計畫之 ST-II

線型與核二廠剪切帶無關，詳見附件一。 

台電公司調查計畫重新現地查核線型之特性，位於熔岩流平台與其西

北方線型交界處北側發現安山岩質熔岩流，其節理發達、部分開裂，切割

岩體為許多岩楔，可見墜落、崩落塊體，並未發現有斷層作用之現象(如擦

痕、剪磨泥等)。於現地查核熔岩流平台並無露頭出露，僅有發育良好之風

化土壤層，基盤可發現頁岩出露，熔岩流平台係由地形上特徵辨識，顯示

其母岩與西北線型之北側之岩性相異。 

 

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第一次回覆與第二次回覆之內容差異甚大(如熔岩流平台上的岩性說

明)，請再確認說明熔岩流平台上的二條線型是否為斷層構造。因熔岩流平

台上的二條線型，相當接近核二廠，請再後續補充研究，確認此流平台上

的二條線型是否為斷層構造。（編號 I-17 續 2） 

 

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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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二廠南南西方附近山區之2條線型(LiDAR地形資料判釋為明確度LB)

與北部煤田地質調查報告之龜吼斷層與石洞山斷層線型吻合，其中，龜吼

斷層線型由陸域往海域延伸，雖似可與 ST-II 線型相連，但前者為逆斷層，

後者為正斷層，二者特性並不同，應不相連；石洞山斷層止於核二廠西南

方約 1.2 公里處，並未往北延伸，2條線型均非活動斷層(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0)。 

 

審查結果 

本項答覆說明經審查同意前述線型不一定為活動斷層，後續請併入第 2

項「有關海、陸域線型構造關聯性綜合研判方面」審查結果所述，補強論

述，以釐清相關疑慮。 

 

 

7. 根據地調所之斷層條帶地表地質調查結果(林啟文等，2007)，金山地區

之排孔鑽探之北方排孔(LNB-1, LNB-3, LNB-2)及南方排孔(LNB-4, 

LNB-5, LNB-6, LNB-7, LNB-8)，預計橫跨山腳斷層之上下盤。鑽探結

果顯示地表以下深度 16-41 公尺間的沉積物年代約介於 7680-9560 之

間。經台電解釋認為這些井皆沒鑽獲斷層，而斷層應位於 LNB-1 以及

LNB-3兩井之間，斷層傾角>82度，全新世以來(11300 calendar year BP)

無活動跡象。另，台電認為海域 ST-1 線型(即為山腳斷層往海域延伸之

斷層)上盤之地塹沉積物皆老於全新世，故海域 ST-I 線型(斷層)非為活

動斷層。茲提出以下幾點疑點： 

(1)有沒有可能本期計畫的所有鑽井(LNB-1 至 LNB-8)皆鑽探於山腳斷層

的上盤，因此各井鑽遇地層才沒有明顯錯動。 

(2)若全新世山腳斷層沒有活動，為何會有厚達至少約 40 公尺的全新世

沉積物堆積於山腳斷層上盤(此等厚度無法以全新世海水面上升解

釋)。 

(3)雖然海域 ST-1 線型/斷層上盤之地塹沉積物沒有鑽井，但認為地塹沉

積物皆老於一萬年。為何屬於同一個地塹，陸上山腳斷層上盤全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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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積物至少厚達 40 公尺，而海域同一地塹卻解釋沒有全新世沉積物。

如此解釋牽強。如果陸域都已堆積至少約 40 公尺厚的全新世沉積物，

位於海水面以下的海域地塹，豈不堆積更厚才屬合理? 

(4)反射震測剖面、海床底質剖面皆顯示海域 ST-1 斷層切穿至海床，並

於斷層正上方海床留下明顯線型。這些證據指示 ST-1 斷層為近代活

躍之活斷層，非為老於一萬年之構造。另外，相鄰陸上山腳斷層上盤

之地塹沉積物有厚達約 40 公尺的全新世沉積物，海域之近岸地塹屬

同一盆地，應有類似厚度或更厚之全新世沉積物，如果上述推測屬

實，海域 ST-1 為活動斷層。如今欲證明 ST-1 非為第一類活斷層，需

有海域鑽井資料顯示地塹沉積物皆老於一萬年。建議海域鑽探為釐清

海域斷層是否為活斷層的關鍵方法，無法避免，請台電另成立一案，

積極進行相關研究。（編號 II-3）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1)依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地質鑽探 LNB-1 與 LNB-3 資料，LNB-1 深度 68 公尺

以上為全新世泥層，深度 68 公尺以下為斷層帶，而 LNB-3 深度 502.9

公尺以上為火山碎屑岩（更新世礫石層）與全新世沖積層，502.9-589.9

公尺之間為五指山層，589.9 公尺以下為斷層帶，由於全新世沖積層並

無明顯斷層活動跡象，因此斷層帶前緣位於 LNB-1 東側，亦即 LNB-1 位

於山腳斷層下盤，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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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地質鑽探碳十四定年分析顯示沖積層之年代從 9,560

至 7,680 Cal. B.P.，此時期全球海水面低於現今海水面約 40 公尺，故

應有足夠堆積空間沉積，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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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前僅能由陸域調查成果發現一萬年以來之沉積層，海域調查成果無法

判釋是否具有此沉積層或其厚度，僅能從現有資料推測海域沉積層不明

顯，其可能受到侵蝕作用或沉積速率低所致。 

(4)目前陸域調查成果顯示一萬年以來山腳斷層上盤之沉積層並無活動跡

象，此結果與中央地質調查所成果相符。而此斷層跡可往海域延伸至

ST-I 線型，以海底地球物理探測結果，此線型與地下構造相當活躍，然

活動年代不明。由於台電公司調查計畫於海域地形與地球物理探查發現

具有壓力脊之特性（如下圖），因此，陸域山腳斷層與海域 ST-I 線型之

活動性不同，可能因壓力脊造成分段。 

 

 

 

 

 

 

 

 

 

 

 

 

 

 

 

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1).震測剖面顯示海域 ST-I 斷層上盤之基盤已位於海床下約 1000 公尺

處，基盤上之沉積層反射清楚、呈往斷層方向發散之樣貌。海域震測資

料與上述回覆「海域沉積層不明顯，其可能受到侵蝕作用或沉積速率低

所致」不符。 

壓力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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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電之前結論認為 9000 年來海水面上升時可於金山平原堆積厚達 40公

尺的沉積物，但於金山外海卻為侵蝕或不堆積狀態，此點論述不符地質

學原理。一般於海進時，若基盤保持穩定、沒有沉陷，該地區為侵蝕狀

態。 

(3)海域調查發現斷層崖及壓力脊，這些斷層崖正下方即連接於震測剖面所

見的大規模正斷層。台灣及其海域為侵蝕率極高的地區，這些地形構造

不可能形成於一萬年以前，保留至今。依照地質學原理推斷，這些構造

皆為年輕於一萬年的活動構造。然而，若海域 ST-I 斷層上盤沒有沉積物

定年之資料，仍然無法驟下此結論。 

綜合以上，陸上山腳斷層與海域 ST-I 斷層的活動性說明，須以符合地

質學原理以及符合資料事實之觀點來論述此構造之活動性。為了解 ST-I 斷

層之活動性及斷層滑移速率，建議進行海域淺層鑽探。（編號 II-3 續 1） 

 

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1)經檢核海域地球物理探勘成果顯示，ST-I 線型與山腳斷層上盤確實均具

有厚度不一之沉積層。 

(2)承答覆說明(1)，金山外海 ST-I 線型東側海床存在厚度不一之沉積層，

將據以修正成果報告。 

(3)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地質鑽探成果顯示，一萬年以來金山地區山腳斷層無

活動跡象，非指整段山腳斷層。 

綜合以上，將辦理「營運中核能電廠擴大地質調查工作」契約變更或另

案進行橫跨斷層兩側之海域鑽探藉以獲取海底樣品，以釐清 ST-I 線型的活

動性及活動歷史，考量國內海域鑽探能力與探查標的，鑽探位置初步規劃

於水深 20 公尺附近。 

 

審查結果 

本項經審查後建議台電公司針對金山地區陸域及海域正斷層活動性之

判釋，應忠於地質資料，並以符合地質學原理的論述討論之。如今之地質

證據與論述，並無法排除如台電公司所提報告指稱金山地區之山腳斷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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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外海之延伸斷層(即 ST-1 線型)於 1 萬年內不曾活動(即不是第一類活

動斷層)。 

陸域部分，根據台電公司報告資料，山腳斷層主斷層面發生於 LNB-1 及

LNB-3 兩鑽井間，但若於 1萬年以來，斷層沒有活動，為何於 1萬年來的沉

積物已深埋至地下約 40-50 公尺處。因此合理懷疑山腳斷層於全新世時期，

其主要活動帶並不位於主斷層面上(即位於 LNB-1 及 LNB-3 兩井之間)，而

是位於 LNB-1 以西、靠山之一側。建議於 LNB-1 以西至西側山麓，進行密

集排鑽及其他相關研究，尋找確切的山腳斷層全新世時期的可能斷層帶以

期能正確判釋山腳斷層之活動性。 

另外，請台電公司仍須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建議，於鑽孔LNB-1

與 LNB-3 間進行補充排鑽，以進一步確認斷層帶內構造、近地表之變形狀

況與過去斷層活動事件。 

海域調查的部分，台電公司仍需積極辦理橫跨斷層兩側之北部海域沉積

物鑽探及研究工作，以進一步釐清台灣北部外海正斷層之活動性及活動歷

史。 

以上所述之本項審查結果，將納入後續補充地質調查案管制。 
 

 

3-3 審查結果 

1. 有關擴大海、陸域地質調查方面，台電公司已於 102 年 6 月 13 日完成

決標，工期 480 日曆天，預計 104 年 1 月底提送總結報告。本會並已於

102 年 7 月 15 日以會核字第 1020009391 號函，要求台電公司務必充分

整合人力資源，如期與如質完成擴大調查工作，並應於本案執行期間之

160、320 及 480 日曆天第一、二階段報告初稿及總結期末報告初稿後的

2 週內，向本會提出執行工作簡報，以作為本案執行之管制時間點。 

2. 有關海、陸域線型構造關聯性綜合研判方面，後續仍需請台電公司就野

柳東南側 ST-II 線型之海陸地體構造的演化差異、或以反轉構造

(inversion structure)之觀念，補充地質調查並加強論述，以釐清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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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其未延伸至陸地之合理性等相關疑慮。 

3. 由於槽溝開挖是取得活動斷層重要參數（包括：再現週期與滑移速率推

估）之關鍵，而「核能電廠耐震安全再評估精進作業」之地震危害度分

析，亦有賴斷層參數作為重要輸入，台電公司後續仍請研議以槽溝開挖

或其他任何可能之替代方案(例如：密集排鑽)，以取得更充分的證據，

進行活動斷層參數推估。 

4. 海域鑽探乃是探查海域斷層活動性的關鍵方法，台電公司應積極辦理橫

跨斷層兩側之北部海域沉積物鑽探及研究工作，以進一步釐清台灣北部

外海具有正斷層性質之線型活動性及活動歷史。本項列入後續補充調查

予以管制。 

5. 依據 LiDAR 地形資料判釋結果顯示：核二廠南南西方附近山區之 2 條線

型與北部煤田地質調查報告之龜吼斷層與石洞山斷層線型吻合，經審查

認為台電公司需就目前對前述線型為非活動斷層之論述再補強，後續仍

請併入第 2 項「有關海、陸域線型構造關聯性綜合研判方面」審查結果

所述，補強論述，以釐清相關疑慮。 

6. 據台電公司報告，陸上金山地區山腳斷層主斷層面發生於 LNB-1 及

LNB-3 兩鑽井間，但若於 1 萬年以來，斷層沒有活動，為何於 1 萬年來

的沉積物已深埋至地下約 40-50 公尺處。因此合理懷疑山腳斷層於全新

世時期，其主要活動帶並不位於主斷層面上(即位於 LNB-1 及 LNB-3 兩

井之間)，而是位於 LNB-1 以西、靠山之一側。建議於 LNB-1 以西至西

側山麓，進行密集排鑽及其他相關研究，尋找確切的山腳斷層全新世時

期的可能斷層帶以期能正確判釋山腳斷層之活動性。此外，亦請台電公

司仍須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建議，於鑽孔 LNB-1 與 LNB-3 間進

行補充排鑽，以進一步確認斷層帶內構造、近地表之變形狀況與過去斷

層活動事件。 

7. 針對部分項次之審查結果，台電公司應將相關資料與參考文獻綜整後納

入海、陸域地質調查成果報告相關章節補充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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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料來源：山腳斷層北段條帶狀地質圖(摘自中央地質調查所，2007) 

 
圖 3-1 山腳斷層條帶地質圖(摘自參考文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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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沿由北向南依次排列之震測剖面將主要明顯斷層錯動之繪製位置相連 (王天楷等，2007) 

圖 3-2 台灣東北部海域震測分布及震測剖面斷層延伸位置對比圖(摘自參考

文件[1]) 

(王天楷等，2007) 

圖 3-3  台灣東北外海斷層分布圖(摘自參考文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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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富貴角海域海洋地質圖(郭麗莉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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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核一、二廠鄰近區域之變動地形判釋成果 (摘自參考文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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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山腳斷層條帶狀地質調查之分區探查位置圖（摘自參考文件[2]） 

 
圖 3-7 山腳斷層條帶狀地質平面圖（摘自參考文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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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山腳斷層條帶範圍地質剖面圖（摘自參考文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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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山腳斷層北段(金山地區)地球物理探查成果推估圖（摘自參考文件

[1]） 
 

 

ST-I 

ST-II 

基隆海谷 

棉花峽谷支流 

 
圖 3-10  核一、核二廠北部海域-多音束水深調查海底地表構造線形判釋成

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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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核一、核二廠北部海域-側掃聲納影像套疊海底地形等深線成果圖 
 

 
圖 3-12  核一、核二廠北部海域-側掃聲納及底質剖面之剖面線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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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核一、核二廠北部海域-(a)水深(MBES)、(b)側掃聲納(SSS)及(c)底

質剖面(SBP)剖面圖(剖面 ST-I-31 及剖面 ST-II-36)綜合判釋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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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核一、核二廠北部海域-海上多頻道反射震測剖面三維柵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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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核一、核二廠北部海域-海上多頻道反射震測剖面移位後剖面判釋

成果圖(OR1-960-MCS-N-a-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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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核一、核二廠北部海域-海上多頻道反射震測移位後剖面判釋成果

圖(OR2-1477-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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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核一、核二廠北部海域-海上磁力探測整編完之磁力異常圖 

 
圖 3-18  核一、核二廠北部海域-海上磁力探測一階解析訊號(amplitude of 
first-order analytic signal)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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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山腳斷層金山地區本計畫探查與地調所以往地質鑽孔位置圖 

 

 
說明：LNB-1 與 LNB-3 之間黑灰色為山腳斷層帶；LNB-3 之 586.86 公尺處為金山斷層位置 

圖 3-20  山腳斷層金山地區-深孔鑽探地質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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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山腳斷層金山地區-淺孔鑽探地質剖面圖 
 
 
 
 
 

 

 
 

圖 3-22  山腳斷層金山地區-深孔鑽探碳十四定年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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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山腳斷層金山地區-淺孔鑽探碳十四定年結果 
 
 
 
 
 
 

 

 
 

圖 3-24  不同學者估算之全新世以來全球海水面變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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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山腳斷層(金山地區)-西北側山麓邊緣保存良好之沖積扇與沖積平原 
 
 

 

 
 

圖 3-26  山腳斷層北段與海域推估之斷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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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磁力判釋之構造指標定義（摘自參考文件[1]） 

N 磁源模型 尤拉解相較於模型的位置 

0 接觸或落差大的斷層 頂部及邊緣 

1 薄岩脈或落差小的斷層 
岩脈中心的頂部或 
斷層的半落差處 

2 垂直或水平的圓柱形體 中心 

3 球體 中心 

 
 

表 3-2  山腳斷層金山中角工區-垂直變動速率計算之相關資料表 

鑽井名稱 鑽孔高程 樣本深度 推測之古水深 樣本年代 垂直變動速率 備註

LNB-1 12.451m 33.70 m 0 - 2 m 8,960 - 8,460 0±0.3 mm/yr  

LNB-1 12.451m 41.60 m 0 - 2 m 9,560 - 9,520 -0.1±0.1 mm/yr  

LNB-2 10.820m 31.60 m 0 - 2 m 9,250 - 8,630 0.3±0.4 mm/yr  

LNB-3 10.377m 42.85 m 0 - 2 m 9,550 - 9,480 -0.5±0.5 mm/yr  

LNB-4 5.432m 16.65 m 0 - 2 m 8,160 - 7,870 0.6±0.2 mm/yr  

LNB-5 5.511m 27.20 m 0 - 2 m 8,980 - 8600 0.0±0.3 mm/yr  

LNB-6 6.430m 22.56 m 0 - 2 m 8,600 - 8,420 0.4±0.2 mm/yr  

LNB-7 5.759m 16.90 m 0 - 2 m 7,920 - 7,680 0.4±0.2 mm/yr  

LNB-7 5.759m 27.40 m 0 - 2 m 9,010 - 8,720 0.0±0.3 mm/yr  

註：樣本年代為 Cal B.P 

 
 

表 3-3  山腳斷層陸域(金山地區)相關參數 

斷層 
名稱 

斷層 
長度 

性質 
斷層 

角度與傾向
斷層走向 

垂直 
變動速率

長期 
滑移速率 

活動性或 
地震再現周期 

山腳斷層 74 km 
正斷層， 

具有左移作用 
82 SE 北偏東 45 度

0.13 
mm/yr 

0.13 
mm/yr 

11,300 Cal BP 以來

無活動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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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恆春斷層調查 
 

4-1 調查結果概述 

本節內容摘述台電公司營運中核能電廠補充地質調查工作地質調查成

果相關重要內容，如下各小節所示。 

 
4-1-1 文獻回顧 
 

恆春斷層 

恆春斷層為逆移斷層，呈北北西走向，由屏東縣車城鄉海口向南延伸

至恆春鎮南灣，長約 16 公里(詹新甫，1974)；以核三廠 40 公里範圍區域

而言，涵蓋整個恆春斷層。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特刊第 23 號(2009)，

恆春斷層截切晚期更新世的石灰岩層，暫列第二類活動斷層，其條帶狀地

質圖如圖 4-1 所示。。 

斷層位於台灣最南端的恆春半島西側地區逆衝斷層系統之中，從大地

構造上，此斷層性質相近於西部褶皺-逆衝斷層帶特性。由地形特徵分析，

恆春谷地與中央山脈的交界處，由北至南構成一北北西走向的線型，北段

由海口村至四重溪間呈現線狀崖，中段由四重溪至恆春鎮東門鎮南宮線型

較不明顯，南段由鎮南宮至南灣只在赤牛嶺西側山麓下呈現線型(陳文山

等，2004)。由於過去的地質調查從未有文獻記載恆春斷層的地表露頭，皆

由地形以及兩側岩層差異作為界定與劃分斷層的依據，推測斷層位置鄰近

於山麓與平原的交會處(六角兵吉與牧山鶴彥，1934；石崎和彥，1942；詹

新甫，1974；陳文山，1985；楊貴三，1986；Pelletier and and Stephan, 

1986；宋國城，1991；陳文山等，2005；李珀儂，2008；陳柏村與紀權窅, 

2010；陳文山等，2010)。 

斷層所在之恆春半島有許多不同的地層劃分(六角兵吉與牧山鶴彥，

1934；詹新甫，1974；陳文山等，1985；宋國城，1991)，本項調查研究採

用陳文山等(1985)的地層劃分，主要出露地層包括石門層、里龍山層、馬

鞍山層、墾丁層、恆春石灰岩、四溝層、太平層、隆起生物礁、階地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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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與沖積層。石門層以青灰色砂頁岩互層為主。里龍山層以厚層砂岩為主，

偶夾砂頁岩互層與礫岩層。馬鞍山層下段為砂頁岩互層，上段為泥質砂岩。

墾丁層以混雜無層序的泥岩為主，夾各種岩性的岩塊，泥岩具鱗片狀葉理。

恆春石灰岩，以石灰岩為主，偶夾粉砂岩與泥岩凸鏡體。四溝層主要為泥

質砂岩偶夾頁岩與砂岩。太平層以厚層礫石層為主，局部夾有砂層。隆起

珊瑚礁分布於恆春半島沿岸，階地堆積層與沖積層由砂與礫等組成。 

近幾年來，中央地質調查所為釐清恆春斷層分布，其於恆春谷地內利

用地質鑽探進行恆春斷層調查，從岩心記錄配合海階中珊瑚進行定年分

析，推測斷層分布與計算垂直變動速率，但至今斷層近地表位置尚屬推測。

楊貴三(1986)由地形特徵推測本斷層是由尖山向南南東延伸，經恆春東

方，向南過馬鞍山入海。陳文山等(2010)在四重溪與南灣地區進行淺層鑽

探並以排鑽方式布置，其認為依照目前地形資料分析與鑽井資料，全新世

以來活動的恆春斷層北段應位於現今明顯地形崖的位置(海口村至四重

溪)，南段區域大致位在山麓前緣與恆春谷地的交匯處；於南灣地區則沿著

馬鞍山附近或東側向南延伸至南灣灣內的核三廠 NSCW 排水口，之後進入南

灣海域。 

高溥聲(2008)以多音束水深探測方法測繪恆春南灣與恆春西台地以西

的海域地形，認為恆春斷層在海域上向南的延伸並不清楚(圖 4-2)，只能根

據些許地形的落差來當作依據，而恆春斷層在海域上向北的延伸，則與紅

柴峽谷北坡的地形陷落有關(圖 4-3)。 

由近期的大地測量資料顯示，恆春斷層兩側位移速率並未有明顯的差

異，而近期恆春半島的地表變形則明顯受到 2006 年外海地震的影響。根據

地質調查所活動斷層調查結果，恆春斷層截切晚更新世的石灰岩層，暫訂

為第二類活動斷層，根據定年資料估算，斷層北段東側屬抬升環境，西側

谷地屬沉陷環境，其垂直位移速率約 7.5±0.14mm/yr(陳文山等，2010)，另

恆春西台地的抬升速率大於 10mm/yr，顯示其傾斜作用仍持續中，研判在恆

春半島西側海域中應存在一逆移斷層，造成恆春西台地的傾斜，以及恆春

谷地的相對下陷。 

陳柏村等(2010)認為恆春谷地中有兩條斷層，稱 E 斷層及 M 斷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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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E 斷層靠近恆春谷地的東緣，即以往認定之恆春斷層，M斷層位於谷

地中間，雖有較大的斷距，但晚期更新世以後並沒有活動紀錄。 

 

潮州斷層 

潮州斷層為逆移斷層，兼具左移性質，呈南北走向。斷層可以分為 2

段：北段由高雄縣六龜鄉寶來村向南延伸至屏東縣三地門鄉大津村，長約

28 公里，本段又稱土壟灣斷層(鳥居敬造，1933)，南段由大津村向南延伸

至枋寮鄉加祿村，長約 61 公里(Tomita, 1955)，總長約 89 公里。在六龜

以北，土壟灣斷層也稱為樟山斷層(詹新甫，1964)；與台電公司調查計畫

相關之核能電廠 40 公里範圍區域，屬於潮州斷層之南段。 

本斷層位於中央山脈與西部麓山帶及屏東平原的交接帶。潮州斷層北

段，除了中央山脈前緣的山麓線外，楊貴三(1986)野外觀察地形特徵發現

位於六龜孤兒院西南荖濃溪北岸的階地，可能因斷層作用(土壟灣斷層)使

下游階面隆起。在紅水坑溪口，紅水坑礫岩中有呈現左移形式的小斷層，

西側長枝坑層也有強烈的剪切現象(土壟灣斷層)。潮州斷層南段位於屏東

平原與中央山脈的交接帶，屏東平原呈現平坦的沖積扇平原，沖積扇與中

央山脈之間有 3 條南北走向的線型：最東側的線型，位於中央山脈與一向

西傾斜的低矮坡面的交會處；中央的線型，位於主要扇階面的東緣，崖面

向東傾斜約 10°~25°，崖坡較其東側的線狀崖更加陡峭；最西側線型位在主

要扇階面的西緣，崖面向西傾斜約 3°~4°。 

斷層沿線出露的地層包括樟山層(或潮州層)、牡丹層、長枝坑層、糖

恩山層、六龜礫岩、紅水坑礫岩、L礫石層、扇階礫石層、階地堆積層與沖

積層(六角兵吉與牧山鶴彥，1934；張錫齡與鍾振東，1956；詹新甫，1964；

宋國城，1991；陳文山等，2006)。樟山層，以硬頁岩、板岩為主，夾變質

砂岩或兩者的互層，在三地門及隘寮溪以南，本層又稱為潮州層。牡丹層，

以砂頁岩互層為主偶夾厚層砂岩(陳文山等，1985；宋國城，1991)。長枝

坑層，岩性以青灰色砂頁岩互層。糖恩山層，主要為厚層砂岩，上部為粉

砂岩段。六龜礫岩，以厚層礫岩為主，夾厚約 20~150 公分的透鏡狀砂岩。

紅水坑礫岩，以淘選度差的厚層礫岩層與礫質砂岩為主，礫岩層與砂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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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層泥岩呈互層，礫石以板岩與或硬頁岩為主，且已呈紅土化。陳文山等

(2006)在青葉以南的扇階之下，發現傾斜(傾角 40°~50°W)的紅水坑礫岩。L

礫石層，由六龜礫岩細分出來的地層，厚度小於 50 公尺，礫石為青灰色砂

岩，淘選不佳，多為角礫至次角礫狀。扇階礫石層，礫石主要為板岩與變

質砂岩，厚度可達數十公尺。階地堆積層與沖積層，以礫石、砂與泥為主。 

斷層的北段為階地礫岩層或沖積扇礫石層所掩覆，為盲斷層的形式；

而在斷層南段的新埤附近，斷層在近地表處造成沖積扇礫石層的撓曲，板

岩逆衝於礫石層之上，研判潮州斷層在更新世晚期可能有活動，歸類為第

二類活動斷層，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特刊第 23 號(2009)所繪，潮洲斷

層其條帶狀地質圖如圖 4-5 所示。 
 

 
4-1-2 調查成果 
 

一、變動地形判釋與空中 LiDAR 測量 

本項研究以空載光達掃瞄技術（LiDAR）取得並衍生出涵蓋核三廠南部

測區精度 1 公尺之數值地形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DTM)、數值高

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數值地表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日照陰影圖以及坡度圖，再輔以航照影像及衛星影像，針對南部

測區進行恆春斷層之變動地形判釋，包括構造線型及地形變動特徵。此外，

亦納入由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墾管處)建置之南灣海域多音束掃瞄海底地

形資料，一併判釋分析。 

變動地形之判釋與分類仍根據日本電氣協會線性構造及斷層變動地形

分類表(JEAG 4601(2007))之規定進行，依各線型在地形上展現的明確程

度，由高至低分別以 LA(紅線)、LB(藍線)、LC(綠線)及 LD(黃線)予以分類，

判釋成果詳如圖 4-6 所示。 

綜合判釋結果，陸域 LiDAR 影像資料呈現之構造線型有二，包括恆春

西台地上之低緩開闊褶皺及恆春斷層線型。其中恆春斷層線型可能受人為

開發或因地層軟弱、膠結差，易受侵蝕致地形特徵不易保存；另根據多音

束水深海底地形掃瞄所建置之數值地形模型資料顯示，陸域恆春斷層線型



 

 81

往南延伸之海域具明顯清晰之線型崖，推測應為恆春斷層之海域延伸分布

位置。 

又於後壁湖正南方珊瑚礁體上之線型，除截切最高之礁岩平台外，局

部線型向平台兩側較低位階面延伸，產生 2~5 公尺之高差，顯示本系列線

型係於礁岩平台形成後發育。由於線型整體長度不足 1 公里，可能為局部

發育者。 

此外，於墾丁南方海域，恆春斷層上盤之一系列之伸張裂理，應屬斷

層上盤之局部構造現象，因僅侷限於小區域，且位置較遠、延伸方向亦未

通過廠區，推論不致於造成廠區之安全影響。 
 

 

二、斷層條帶範圍地表地質調查 

恆春斷層條帶調查區溪溝包括網紗溪(溪溝 1)、東門溪(溪溝 2)、東門

溪右岸支流(溪溝 3)及無名溪(溪溝 4、5、6)，位置如圖 4-7。網紗溪溪口

附近為生物碎屑與陸源沉積物混雜形成之具交錯層理石灰岩(恆春石灰

岩)，其上游則有剪裂破碎之灰黑色泥岩(墾丁層)出露。 

東門溪及其右岸支流出露岩層多為無層理剪裂泥岩(墾丁層)，東門溪

可見砂岩或礫岩岩塊夾於泥岩中，右岸支流則發現大型砂岩/頁岩互層與砂

岩/礫岩互層，狀似本調查區外之石門層或里龍山砂岩，惟砂岩中可見煤

線，故可排除為石門層或里龍山砂岩之可能性，其應為夾於泥岩中之塊體，

屬於墾丁層之外來岩塊。 

溪溝 6中段坡度甚陡，自下而上出露岩段為： 

(1) 具完整珊瑚礁體之厚層塊狀石灰岩； 

(2) 層面平緩之灰黑色泥質砂岩； 

(3) 生物碎屑與陸源沉積物混夾之鈣質砂岩或生物碎屑石灰岩； 

(4) 層面平緩之泥質砂岩出露，膠結疏鬆，內常可見生物化石破片或砂棒

生痕； 

(5) 生物碎屑與陸源沉積物膠結之層狀鈣質砂岩或碎屑石灰岩。 

本區所見地層、岩性與前人研究相當，僅多發現墾丁層外來岩塊與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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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砂岩或碎屑石灰岩的分布，綜合野外調查資料，繪製條帶範圍地質圖如

圖 4-8、圖 4-9 所示，斷層位置及角度之推定則係綜合參考台電公司調查計

畫野外調查、鑽孔成果及地調所之鑽孔資料。 
 

三、斷層陸域地球物理探查 

潮州斷層測區成果推估圖如圖 4-10 所示，淺層反射震測推估不連續面

延伸至地表位置分別位於測線 CCF-RS-01 測線位置 1,460 公尺處及測線

CCF-RS-02 測線位置 1,500 公尺處。往南於楓港區域測線 HCF-RS-05 之反射

震測剖面，並無發現明顯之不連續面。前述三條震測剖面，詳參考文件[1]。 

恆春斷層測區成果推估圖及各測線反射震測剖面圖如圖 4-11 所示。由

淺層反射震測結果顯示，此區域內共兩組反射訊號不連續面，將其相互連

接後，走向約呈北北西-南南東，與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研究成果的恆春

斷層走向大致相符，且與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查結果之剪裂帶範圍一致。這

兩個不連續面分別位於恆春鎮東、西緣，東側之不連續面位於山脈及谷地

交界處，北起車城沿山脈前緣往南經恆春鎮東緣至南灣；西側之不連續面

位於恆春谷地內，長度較短，北起恆春五里亭機場南端往南經恆春鎮西緣

至龍鑾潭南側。 
 

 

四、海底地形測繪 

海底地形測繪係以多音束水深及側掃聲納等方法，探查恆春斷層在南

灣海域及海口以北海域可能分布區域的海底地形特徵，海底地形所受之侵

蝕作用與陸域地表之風化侵蝕作用雖不盡相同，惟仍可參考日本電氣協會

線性構造及斷層變動地形分類表(JEAG 4601(2007))，判識調查區之海底變

動地形特徵。 
 

多音束水深調查 

多音束水深調查之水深資料，一般可處理繪製成海底地形光影圖及海

底地形等深線圖等資料，本項調查研究為進一步進行海底地形之線性構造

分析，亦將多音束水深調查之水深資料處理繪製成海底坡度分析圖，以協



 

 83

助展示與辨識。綜合變動地形判釋成果資料，如圖 4-12 所示，以下分為恆

春斷層往北延伸跟潮州斷層關係，以及恆春斷層往南延伸兩部分討論。 

(1) 恆春斷層往北海域之延伸特性探討：海底地形測繪結果顯示，恆春斷

層往北海域調查範圍內並未發現明顯之變動地形線性構造特徵，但在恆

春谷地北側近岸海域，具有兩至三階緩坡之平台面存在；另位於恆春谷

地北側與恆春西台地西側間近岸海域，有一系列崖面向西傾且略呈南北

向之懸崖線型，其特徵顯示為海底崩塌形成。 

(2) 恆春斷層往南海域之延伸特性探討：海底地形測繪結果顯示，南部海

域南側恆春斷層往南延伸的海域部份，有兩條北北西走向發育之線型條

帶區，東側為 HT-I 線型條帶，西側為 HT-II 線型條帶。東側 HT-I 線型

條帶區內之線形延續性佳，多以 LA 為主，其延伸長度約 23 公里；西側

HT-II 線型條帶區內之線形則呈現帶狀分布的狀態，由於可能受兩條東

西走向峽谷地形的破壞，致線形延續性差，如勉強相連，長度約略為

12 公里長。 
 

側掃聲納  

將南部海域側掃聲納調查成果資料的嵌合影像圖資與繪製之地形等深

線資料套疊，另亦套疊多音束水深判釋(線型)成果。整體而言，側掃聲納

影像的底質特徵分布與海底地形的構造分布相當一致，如圖 4-13 所示，其

中陸域恆春斷層以南的海域部分，海床特徵與地形上的線形構造分布大致

上相符；陸域潮州斷層以南的海域部分則無明顯的海床特徵。HT-I 與 HT-II

線型條帶區兩側的底質差異並不大，側掃聲納影像上所呈現的結果，主要

還是與地形起伏與侵蝕作用所造成的訊號強弱變化有關。 
 

 

五、斷層海域地球物理探查 

斷層海域地球物理探查係以底質剖面、海上多頻道反射震測及海上磁

測等方法，探查恆春斷層於南部海域的延伸分布情況； 

 

底質剖面探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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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台電公司調查計畫於核三廠南部海域調查區內之底質剖面所判釋

可能斷層出露海床以及發現噴氣之位置，繪置於水深圖（如圖 4-14），顯示

在台電公司調查計畫研究船底質剖面測線可探查之海域，陸域潮州斷層並

無往南延伸至海域調查區內。 

此外，從陸域恆春斷層南延之南灣海域區跡象顯示，斷層沿東側(HT-I)

線型構造特徵延續性較於西側佳,但西側(HT-II)構造延續呈現帶狀分布的

狀態，由於可能受兩條東西走向峽谷地形的破壞，致使其線型延續性差。 

 

海上多頻道反射震測探查成果 

根據側掃聲納影像及底質剖面資料，海底地形測繪調查區內主要 2 條

近北北東走向線型條帶區(包括東側 HT-I 線條帶區及西側 HT-II 線型條帶

區)之海床面底質及表層淺層地層反射層訊號於多處具有明顯可確認之斷

層特徵。故亦沿此 2 條線型條帶區以以垂直線型條帶區走向方式，檢視海

上多頻道反射震測剖面，以進一步查證較深層地層之地質構造，剖面位置

詳圖 4-15。圖 4-16 則為南部海域反射震測部分測線建構之三維剖面分布

圖，其中圖(a)為恆春台地以西的 MCS-S-19-1、MCS-S-25、MCS-S-30、

MCS-S-35、MCS-S-40-2、MCS-S-45、MCS-S-50 和 MCS-S-54 等測線之震測剖

面；圖(b)為恆春以南的 MCS-S-1、MCS-S-4、MCS-S-8、MCS-S-13-1 和

MCS-S-18-1 等測線之震測剖面，依稀大致可見泥貫入體的三維分布特徵。 

此外，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將震測剖面所判釋的泥貫入體(圖 4-17)和推

估斷層出露海床的位置繪於水深圖上顯示(圖 4-18)，潮州斷層並無延伸至

台電公司調查計畫測線可及之調查測區。整體而言，深層泥貫入體分布範

圍大致從測區最北端至南灣西北方為止，其最頂端位置附近則有噴氣和具

泥火山地形特徵。另南灣近岸剖面除淺部地層具有由平移斷層所造成之開

花狀構造特性外，剖面東端的地層亦有被褶曲現象；往南離岸越遠之剖面，

淺部地層具有由平移斷層所造成之開花狀構造特性逐漸變少；至七星岩以

南側線剖面，僅局部可發現具斷層構造。 

 

海上磁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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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瞭解研究區域的地下構造特徵，整合台電公司調查計畫磁力異常

資料與收集舊有的磁力資料進行分析(Hsu et al., 1998; Hsu et al., 2004; 

Doo and Hsu, 2011)，使整個區域資料更加完整。圖 4-19 為南部海域調查

區整編完之磁力異常圖。除了近海岸山脈及調查區域西南側外圍有一些較

高磁化強度的物質(其中，海岸山脈的高磁性主要是呂宋島弧碰撞的火成物

質)外，台灣南部海域地層主要仍為沈積物或沉積岩，組成物質磁化強度都

較低，彼此差異性(contrast)又小，致測線密度相對稍嫌不足，且對於較

小規模的差異在解析上亦不足，因此在南部海域調查區域之磁力調查對於

斷層位置的解析上沒有較明顯跡象。 

圖 4-20 為南部海域-海上磁測較高振幅一階解析訊號(amplitude of 

first-order analytic signal)分布，依解析訊號成果，調查區東邊，主

要高振幅解析訊號的分布其走向約為南北向，應與呂宋島弧碰撞台灣有

關。調查區南端，尤其在七星岩以南，一系列高振幅解析訊號排列的走向

都為東北-西南向，其中於測區東南邊(約距核三廠 35 公里)之底質剖面與

側掃聲納影像可辨識有斷層的分布，其走向亦為東北-西南向，與磁力資料

分析的結果一致，推測成因為菲律賓海板塊擠壓所造成。由於此辨識斷層

的走向(東北-西南向)約略平行核三廠西南部海岸線，值得後續追蹤評估發

生較大地震及海嘯的可能性。 
 

 

六、地質鑽探與實驗室試驗 

地質鑽探係以既有探查成果為基礎，在四重溪南岸、柴櫛山附近及核

三廠內佈設鑽孔，並進行碳十四定年、化石鑑定與岩石薄片等樣本採樣與

後續實驗室試驗，以釐清地層架構與斷層關係。 

根據地質鑽探成果與相關資料繪製恆春谷地南、北地區地質剖面，以

下分為四重溪與柴櫛山兩個工區簡述之： 

四重溪工區剖面約位於恆春谷地北部四重溪南岸，除根據本計畫深孔

鑽探與中央地質調查所相關鑽孔(四重溪北側鑽孔)進行剖面地質圖繪製

外，如圖 4-21 所示，此剖面具有 25 組碳十四定年資料(本次研究 16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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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質調查所 9 組)，並利用此年代資料建立全新世以來之推估時代線

(11,000、10,500 以及 8,000 Cal BP)，以提供後續斷層活動性評估。 

其中，鑽孔編號 LSB-2 於孔深 96.25 公尺岩樣之碳十四定年資料為

43,430 ~ 42,620 Cal BP，又研判之本孔斷層面約位於 88.1 公尺處，顯示

西恆春斷層在 43,430 ~ 42,620 Cal BP 之後斷層有活動跡象。另本工區鑽

孔岩樣之全新世沉積層未被截切或變形，推測西恆春斷層於此區之主斷層

面應在全新世沉積層後，且並無再活動現象，惟因斷層剪裂帶已經逆衝至

晚期更新世沉積層之上，故推論西恆春斷層於此工區之活動時間介於 

10,000~40,000 年之間。 

 

柴櫛山工區剖面約位於恆春谷地南部，由西向東橫跨恆春南段西台地

東側一部分、馬鞍山至柴櫛山一帶。根據鄰近相關地質鑽探、地電阻影像

剖面、核三廠 FSAR 相關地質鑽孔及開挖資料，以及本項研究 11 組碳十四

定年資料等顯示，本區域地層除土壤層在 10,000 年內之外，其餘地層皆老

於 30,000 年。如圖 4-22 所示，其中根據鑽孔 LSB-5(位於孔深 36.6m 及

162.95m)與鑽孔 LSB-7(位於孔深 134.75m)的碳十四定年分析結果，剪切帶

岩層之沉積年代大於 43,500 年；若依超微化石之鑑定成果，推估此斷層剪

切帶可能切過並挾有 NN14~NN17 之岩層。此外，全新世之沉積層甚少，且

其未具有剪切現象，推測西恆春斷層帶於此區在全新統後並無活動之跡

象。由於生物碎屑砂岩之上段馬鞍山層中具有剪裂紋理，且此層頂部碳十

四定年結果約為 40,000 年，故推論西恆春斷層於馬鞍山地區之活動時間為

介於 10,000 至 40,000 年之間。 

 
 

七、斷層活動特性調查 

經由地電阻影像剖面與淺孔排鑽結果研判，本項研究於核三廠廠區內

進行槽溝開挖一處（廠址編號 TR-S2-1），以釐清恆春斷層活動性及特性之

參考依據。 

依據槽溝開挖之剖面與定年分析結果綜合評估，僅在西牆與南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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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切紋裡，主要位態為北偏西 70 度，向南傾斜 52 度，此位態與恆春斷層

北偏西 20 度向東 45 度（四重溪工區）或 70 度（陳文山等，2010）不符，

目前推論此剪切紋裡可能為恆春斷層或恆春西台地斷層之背衝斷層、或是

恆春斷層活動時在地表斷層帶內造成之變形行為。剪切作用活動時間推估

年代應晚於 Cal 1530-1380BP。 

 
 
4-1-3 恆春斷層調查成果評估 

LiDAR 影像顯示恆春地區構造線型包括恆春西台地上之低緩開闊褶皺

及恆春斷層線型；恆春斷層陸域線型自竹坑村海域至四重溪之間，線型與

海階特徵清晰，四重溪至南灣地區沿斷層跡則多不明顯，惟南灣海域之地

形資料則顯示有一明顯之線型崖，與陸域斷層線型相對應。 

核三廠半徑 8 公里範圍內之既有地質圖幅與台電公司調查計畫調查成

果大致相符，僅部分小範圍之地層邊界需調整。根據地表地質調查成果，

恆春谷地東側丘陵區之地層分布，自北而南之主要地層為石門層、墾丁層、

馬鞍山層。 

陸域反射震測結果與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查結果相當，此區域內共兩組

反射訊號不連續面，連接後之走向約呈北北西-南南東，分別位於恆春鎮

東、西緣，東側之不連續面位於山脈及谷地交界處；西側之不連續面位於

恆春谷地內。 

南部海域海底地形未見潮州斷層往南延之海域線性構造特徵，而地物

探勘結果亦未發現地層不連續現象，惟本區海底堆積作用盛行，本事證可

能係堆積物掩蓋之結果，尚不足以論斷潮州斷層與恆春斷層之連接性。 

綜整探查成果，恆春斷層之陸域斷層跡為一斷層帶，係石門層逆衝至

馬鞍山層所產生之剪切帶岩層；斷層帶東側稱為東恆春斷層(E 斷層)，西側

稱為西恆春斷層(M 斷層)。M斷層由竹坑村海域往南經恆春谷地中間、恆春

鎮西側至馬鞍山東側省道台 26 號後，併入 E 斷層；E 斷層由竹坑村海域往

南沿恆春谷地東側與山麓交界延伸，往南與 M斷層合併後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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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坑村海域以南至海口村海口里以北，海域長度約 2 公里，海口村海

口里以南至南灣地區，陸域長度約 16 公里。斷層帶自竹坑村海域起，向南

延展，於四重溪地區寬約 650 公尺，於恆春鎮附近寬約 1,000 公尺，至柴

櫛山地區約 200 公尺，至馬鞍山與南灣地區之間合併。恆春斷層為逆斷層，

斷層面向東傾，M 斷層角度約 40°~50°，E 斷層角度約 70°。斷層未通過核

電廠廠區，與核三廠(反應爐)最短距離約 1.1 公里，且廠區位在該斷層下

盤。 

南灣海域反射震測剖面則發現本區多具高角度之線性構造，部分剖面

可見疑似泥貫入體之反射訊號。南灣海域顯示具有 2 條線型(HT-I 及

HT-II)，其中 HT-I 線型向陸域之延伸可與恆春斷層相接，若其為恆春斷層，

則恆春斷層北部與南部海域的分布長度分別為 2 公里及 23 公里；本斷層陸

域長度約 16 公里，總長度約 41 公里。 

M 斷層最近活動時間介於 10,000~40,000 年，E 斷層最近活動時間年輕

於 4,450～4,310 年。斷層垂直變動速率於柴櫛山地區(恆春谷地東側山麓)

為 1.5~4.9 mm/yr，四重溪地區與南灣地區(恆春谷地)平均垂直變動速率約

0.7 mm/yr，顯示山麓地區變動速率遠大於谷地區域，亦即 E斷層活動性較

高，且在 4,000 年以來持續活動。 

 

 

4-1-4 恆春斷層特性總結與評估 
 

綜整探查成果，台電公司調查計畫重新界定恆春斷層之特性與斷層跡

分布。恆春斷層之陸域斷層跡為一斷層帶，係石門層逆衝至馬鞍山層所產

生之剪切帶岩層；斷層帶東側稱為東恆春斷層(E 斷層)，西側稱為西恆春斷

層(M 斷層)。M斷層由海口往南經恆春谷地中間、恆春鎮西側至馬鞍山東側

省道台 26 號後，併入 E 斷層；E 斷層由海口往南沿恆春谷地東側與山麓交

界延伸，往南與 M 斷層合併後入海。斷層帶自竹坑溪以南起，向南延展，

於四重溪地區寬約 650 公尺，於恆春鎮附近寬約 1,000 公尺，至柴櫛山地

區約 200 公尺，至馬鞍山東側與南灣地區之間合併。斷層未通過核電廠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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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與核三廠(反應爐)最短距離約 1.1 公里，位於斷層下盤。 

恆春斷層為逆斷層，斷層面向東傾，西恆春斷層（M 斷層）角度約 40~50

°，東恆春斷層（E 斷層）角度約 70°。斷層上盤為石門層或馬鞍山層，下

盤為馬鞍山層，E斷層與 M斷層之間為石門層逆衝至馬鞍山層所產生之剪切

帶岩層；M 斷層最近活動時間介於 10,000~40,000 年，E 斷層最近活動時間

為年輕於 4,450～4,310 年。 

恆春斷層垂直變動速率於柴櫛山地區(恆春谷地東側山麓)為 1.5~4.9 

mm/yr，四重溪地區與南灣地區(恆春谷地)垂直變動速率約 0.7 mm/yr，顯

示山麓地區變動速率遠大於谷地區域，亦即山麓與谷地交界處以東區域之

東恆春斷層（E斷層）活動性較高，且在 4,000 年以來持續活動。 

南部海域海底地形未見潮州斷層往南延之海域線性構造特徵，而地物

探勘結果亦未發現地層不連續現象，惟本區海底堆積作用盛行，前述之事

證可能係堆積物掩蓋之結果，尚不足以論斷潮州斷層與恆春斷層之連接

性。而南灣海域有北北西走向發育之線型(HT-I)，應為恆春斷層之南延，

長度約 23 公里；而斷層陸域長度約 16 公里，往北至竹坑溪外海海域長度

約 2 公里，總長度約 41 公里。 

 

4-2 審查情形 
 

1. 恆春斷層綜整內容(簡報 P75): 陸域(楓港)震測結果，未發現反射層錯

動現象，位於核三廠附近之淺層反射震測成果(簡報 P62: HCF-RS-01 B, 

HCF-RS-01 C, HCF-RS-01 D)應再具體解釋說明。（編號 I-1 續 1.1(3)）

海底地形測繪工作紀實報告 2-35 頁中有關潮州斷層與恆春斷層關係的

說明過於簡略，請補強說明。（編號 I-7）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根據陸域(楓港)震測結果，未發現反射層錯動現象；但位於核三廠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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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之淺層反射震測成果，具有反射層錯動現象。另根據地表地質調查，海

口至竹坑沿海具有隆起珊瑚礁出露，推測恆春斷層位於海口至竹坑之間，

離海岸一公里範圍內。從陸域、海域地球物理以及海底地形探查皆顯示在

調查區域內並無恆春斷層跡之跡象。另從斷層活動速率而言，全新世以來，

東恆春斷層於 4,000 年以來持續活動，且恆春斷層上盤的抬升速率可達 4~7 

mm/yr（陳文山等，2005），而潮州斷層的活動性似乎不高，故從活動性而

言，恆春斷層向北延伸是否與潮州斷層連接尚無定論，但研判應不屬於同

一斷層。若恆春斷層於海域繼續往北延伸，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恆春半島

地質圖圖幅顯示，楓港地區具有一橫移斷層存在，為楓港斷層，推測恆春

斷層可能受到楓港斷層所影響而停止於楓港斷層。 

根據日本電氣協會線性構造及斷層變動地形分類表之原則，潮州斷層

與恆春斷層間之海底地形並未發現明顯之線性構造，不足以將此兩條斷層

連接。 

 

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楓港斷層的特性尚待了解，因此無法證實＂ 恆春斷層可能受到楓港斷

層所影響而停止於楓港斷層＂之推論。恆春斷層是否向北延伸，需實施近

岸海陸聯測，方有可能釐清。（編號 I-1 續 2(3)）恆春斷層向北延伸終止於

楓港斷層仍屬推論，其是否續向北延伸仍須確認。請台電提供新資料確認

或後續提出調查計畫進行評估。（編號 I-7 續 2） 

 

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將辦理「營運中核能電廠擴大地質調查工作」契約變更或另案進行近

岸海域地球物理探測及海底地形測繪，以釐清恆春斷層北延之位置。 

 

審查結果 

本項台電公司答覆說明經審查結果可以接受，台電公司承諾將進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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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岸海域地球物理探測及海底地形測繪，納入後續補充地質調查予以管制。 

 

 

2. 請述明未進行槽溝開挖的原因，是否能有其他替代措施(例如地質鑽探)

因應？（編號 I-3.1）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恆春斷層，因核三廠內地下管線密佈且複雜，而廠外部分因恆春斷層

線形跡不明確，故無法選擇適宜地點進行開挖。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已於地

質鑽探以定年分析獲得相關斷層參數。 

 

審查結果 

由於槽溝開挖是取得活動斷層重要參數（包括：再現週期與滑移速率

推估）之關鍵，而「核能電廠耐震安全再評估精進作業」之地震危害度分

析，亦有賴斷層參數作為重要輸入，雖然本次調查台電公司已於核三廠廠

區內進行一處槽溝開挖，但是開挖所呈現的剪切紋理主要位態與恆春斷層

走向/傾向等位態資料並不一致，後續仍請研議以槽溝開挖或其他任何可能

之替代方案(例如：密集排鑽)，以取得更充分的證據，進行恆春斷層參數

推估。 

 

 

3. 強化核三廠附近的 LiDAR、反射震測、海底地形的綜合解釋。（編號

I-3.5）位於核三廠附近之淺層反射震測成果(簡報 P62: HCF-RS-01 B, 

HCF-RS-01 C, HCF-RS-01 D)應再與地質鑽探、LiDAR 及海底地形等調

查成果進行綜合解釋。（編號 I-3 續 1 回覆 5）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地質調查成果總結成果報告第 5 章及第 9 章已詳述及整合地質鑽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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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AR、反射震測及海底地形等調查成果並進行綜合解釋。 

核三廠附近各項探查成果綜整說明於總結成果報告 p5-133~152。 

 

審查結果 

本項台電公司答覆說明經審查結果可以接受。 

 

 

4. 接近核三廠的東恆春斷層活動性較強(4000 年以來持續活動)，且與海

域 HT-I 線型可能串連，是否影響電廠耐震安全？（編號 I-3.6）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補充地質調查成果已供另案進行地震危害度評估。但 102.2.18 - 20

同業審查(Peer Review) 地震危害度評估方式時，委員建議依法規進行

SSHAC Level 3 後，再評估是否影響電廠耐震安全。 

 

審查結果 

本項台電公司答覆說明經審查結果可以接受。 

 

 

5. 如何以海底地形、側掃聲納、底質剖面、反射震測確認 HT-II 線型於近

陸岸海域發育不明顯？（編號 I-3.7）位於恆春斷層東側為墾丁層外來

岩塊與恆春石灰岩(簡報 P60)；而位於恆春斷層西側的核三廠附近是否

有類似證據？位於核三廠附近之陸域淺層反射震測成果(簡報 P62: 

HCF-RS-01 B, HCF-RS-01 C, HCF-RS-01 D)應再具體解釋說明，以釐清

HT-II 是否與陸域斷層活動有關。（編號 I-3 續 1 回覆 7）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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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海底地形來看 HT-II 線型近陸岸為一緩坡特性，無明顯突降之地形

崖。另從側掃聲納、底質剖面、反射震測亦無明顯之不連續面存在，因此

HT-II 延伸至近陸域之特性並不明顯。 

震測剖面 HCF-RS-01B、HCF-RS-01C、HCF-RS-01D 之解釋剖面述於總結

成果報告 p5-24~25。HT-II 線型對應於測線 HCF-RS-01B 剖面，未發現有明

顯訊號不連續之地層錯動跡象。 

 

審查結果 

本項台電公司答覆說明經審查結果可以接受 

 

 

6. 潮州斷層與恆春斷層連接性問題：由屏東枋寮外海近岸之反射震測剖面

(MCS-S-53)，顯示此剖面沒有斷層經過，且此剖面東側之地層明顯往西

傾斜，暗示潮州斷層位於此剖面之外的東側與海岸之間，也就是陸上的

潮州斷層並非如前人研究所言，往外海連接於枋寮峽谷附近。潮州斷層

應位於近岸的海域。但目前所收集的海域反射震測資料，皆離岸遠，使

得不易追蹤潮州斷層如何往外海延伸。建議台電公司另外成立後續調查

計畫，利用陸海跨域反射震測技術，收集陸海域近岸反射震測資料，以

協助釐清潮州斷層與恆春斷層之關聯性。（編號 I-19、編號 I-31）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依本區海域地形及國內既有之資源與設施，於本區進行陸海跨域反射

震測技術實有困難。 

 

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固然國內沒有陸海跨域震測能力，應仍積極尋求國外資源，以釐清潮

州斷層與恆春斷層關聯性。（編號 I-19 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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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依國內既有之資源與設施，進行陸海跨域震測能力實有困難；建請同

意由國家資源如國科會或中央地質調查所進行，較具公信力。 

另根據地表地質調查，海口村至竹坑沿海具有隆起珊瑚礁出露，推測

恆春斷層位於海口至竹坑之間，離海岸一公里範圍內。從陸域、海域地球

物理以及海底地形探查皆顯示在調查區域內並無恆春斷層跡之跡象。從斷

層活動速率而言，全新世以來，東恆春斷層於 4,000 年以來持續活動，且

恆春斷層上盤的抬升速率可達 4~7 mm/yr（陳文山等，2005），而潮州斷層

的活動性似乎不高，故從活動性而言，恆春斷層向北延伸是否與潮州斷層

連接尚無定論，但研判應不屬於同一斷層。若恆春斷層於海域繼續往北延

伸，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恆春半島地質圖圖幅顯示，楓港地區具有一橫移

斷層存在，為楓港斷層，推測恆春斷層可能受到楓港斷層所影響而停止於

楓港斷層。 

 

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台電公司前述回覆並沒有提出可靠的新事證，說明恆春斷層往北止於

楓港斷層。另外，於 102 年 5 月 29 日會議中，台電公司簡報認為陸上潮州

斷層往南並沒有與恆春斷層相連；而且陸上潮州斷層往海域延伸推測應位

於枋寮峽谷以西之位置。以上結論並沒有任何地質與地球物理證據支持，

請再詳細研究潮州斷層與恆春斷層之關係。（編號 I-19 續 2） 

 

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將辦理「營運中核能電廠擴大地質調查工作」契約變更或另案進行近

岸海域地球物理探測及海底地形測繪，以釐清潮州斷層與恆春斷層之關係。 

 

審查結果 

本項答覆經審查結果為可以接受。有關釐清潮州斷層與恆春斷層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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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納入後續補充地質調查案予以管制。 

 

 

7. 就恆春斷層之調查而言，核三廠廠區南方之槽溝開挖所得之相關資料與

調查單位所提出恆春斷層之地質概念模式不符，請釐清。(編號 I-30)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遵照辦理，將於地質調查成果總結報告修正槽溝所見之構造歸諸於恆

春斷層帶前緣變形帶之一部分。 

 

審查結果 

本項台電公司答覆說明經審查結果可以接受，後續請台電公司依審查

結果修訂報告內容。 

 

4-3 審查結果 

1. 有關潮州斷層與恆春斷層是否可能相連接，現階段海、陸域調查結果對

於有效釐清潮州斷層與恆春斷層之關係尚有不足，後續請台電公司持續

進行近岸海域地球物理探測及海底地形測繪等補充地質調查，本項並應

納入後續補充地質調查予以管制。 

2. 由於槽溝開挖是取得活動斷層重要參數（包括：再現週期與滑移速率推

估）之關鍵，而「核能電廠耐震安全再評估精進作業」之地震危害度分

析，亦有賴斷層參數作為重要輸入，雖然本次調查台電公司已於核三廠

廠區內進行一處槽溝開挖，但是開挖所呈現的剪切紋理主要位態與恆春

斷層走向/傾向等位態資料並不一致，後續仍請研議以槽溝開挖或其他任

何可能之替代方案(例如：密集排鑽)，以取得更充分的證據，進行恆春

斷層參數推估。 

3. 針對部分項次之審查結果，台電公司應將相關資料與參考文獻綜整後納

入海、陸域地質調查成果報告相關章節補充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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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恆春斷層條帶狀地質圖（摘自中央地質調查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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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恆春南灣海域地形圖(高溥聲，2008) 

 

 

圖 4-3 恆春西台地海域地形圖(高溥聲，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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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恆春谷地之 E 斷層及 M 斷層(陳柏村等，2010) 
 



 

 99

 
 

圖 4-5 潮州斷層南段條帶狀地質圖(摘自中央地質調查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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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南部測區之變動地形判釋成果（摘自參考文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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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恆春斷層條帶狀地質調查之溪溝或路線位置（摘自參考文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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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恆春斷層條帶範圍地質圖（摘自參考文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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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恆春斷層條帶範圍地質剖面圖（摘自參考文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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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斷層陸域地球物理探查潮州斷層測區成果推估圖（藍線為各測線位

置，摘自參考文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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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斷層陸域地球物理探查恆春斷層測區成果推估圖（藍線為各測線位

置，摘自參考文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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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南部海域多音束水深調查-海底變動地形判釋成果圖 
（摘自參考文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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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南部海域側掃聲納調查-側掃聲納影像套疊海底地形等深線成果圖

（摘自參考文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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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 底圖以灰階呈現之多音束水深。 

2. 黃色星號為 EK 判釋之噴氣位置;紅色三角型為判釋之可能的構造斷層位置。 

 
圖 4-14 核三廠南部海域-底質剖面判釋可能的構造斷層位置 

（摘自參考文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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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南部海域-海上多頻道反射震測探查測線位置圖 

（摘自參考文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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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S-54 

MCS-S-50

MCS-S-45 

MCS-S-40-1 

MCS-S-35 

MCS-S-30 

MCS-S-25 

MCS-S-19-1 
MCS-S-18-1 

MCS-S-13-1 

MCS-S-8 

MCS-S-4 

MCS-S-1 

 

 
說明： 

圖(a)為恆春以西 MCS-S-19-1、MCS-S-25、MCS-S-30、MCS-S-35、MCS-S-40-2、MCS-S-45、MCS-S-50
和 MCS-S-54 的三維反射震測剖面分布； 

圖(b)為恆春以南 MCS-S-1、MCS-S-4、MCS-S-8、MCS-S-13-1 和 MCS-S-18-1 的三維反射震測剖面

分布。 

 
 

圖 4-16 恆春谷地之 E 斷層及 M 斷層(陳柏村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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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底圖以灰階呈現之多音束水深； 
2. 紅色區域為小於等於一秒雙程走時之泥貫入體範圍，區域外圍的黑色線代表確定的泥貫入體邊

界，因測線長度的限制，有些地方無法確定其延伸的範圍，所以沒有黑色線框住； 
3. 黑色圓點為泥貫入體最頂端的位置； 
4. 橘色菱形為反射震測判釋可能的構造斷層位置；橘色三角形為泥火山；橘色圓點為 EK 判釋之噴

氣位置。 

圖 4-17 南部海域-海上多頻道反射震測判釋泥貫入體和斷層構造位置（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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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參考文件[1]） 
 

 
 

圖 4-18 南部海域-海上多頻道反射震測剖面線與判釋不連續面於海床位置

圖（摘自參考文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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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紅色框代表測區範圍，CF:潮州斷層;MF, EF: 恆春斷層;Q:七星岩;F:鳳眼礁。 

 
 

圖 4-19 南部海域-整編完之磁力異常圖（摘自參考文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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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紅色框代表測區範圍，CF:潮州斷層;MF, EF: 恆春斷層;Q:七星岩;F:鳳眼礁。 

 

圖 4-20 南部海域-海上磁測較高振幅一階解析訊號(amplitude of first-order 
analytic signal)分布（摘自參考文件[1]） 

 
 
 
 



 

 115

 
 
 
圖 4-21 四重溪工區地質剖面圖及採樣位置、碳十四定年分析成果、推估年

代線（摘自參考文件[1]） 
 
 
 

 
 

圖 4-22 柴櫛山工區剖面及其相關調查(紅色虛線為推測之剪切面；黑色虛

線為地層) （摘自參考文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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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核電廠鄰近特定地震及斷層活動特性研究 
 

5-1 研究成果概況 

本節內容摘述台電公司營運中核能電廠補充地質調查工作地質調查成

果相關重要內容，如下各小節所示。 

 

5-1-1 核電廠特定地震研究 

依據核能電廠地震危害度評估相關法規要求，除了針對特定斷層活動

可能引致之地震需納入考慮外，歷史地震之震源機制以及其他可能對核電

廠產生威脅的區域性特定地震亦必須加以研究，以通盤評估地震對核能電

廠之影響。因此在「核能電廠耐震安全再評估精進作業」之海、陸域地質

調查作業之中，台電公司應本會要求辦理歷史地震以及其他可能對核電廠

產生威脅的區域性特定地震評估，然而，因為此類地震通常已超過地質調

查技術所能涵蓋的範圍，因此，台電公司在調查計畫中除蒐集區域性歷史

地震的原始資料及現代觀測資料外，並運用地震重定位等技術分析較大規

模的地震機制與孕震構造，並據以評估。 

台電公司在調查計畫針對北部核一、二廠以及南部核三廠之特定歷史

地震事件進行地震紀錄資料蒐集及分析工作，主要包含下列特定地震： 

1. 鄰近核一、二廠之特定歷史地震：1694 年康熙台北湖事件、1867 年 12

月 18 日基隆海嘯事件、1909 年 4 月 15 日鄰近台北盆地地震、1920 年

6 月 5 日花蓮東方近海地震等之歷史地震紀錄及文獻。 

2. 鄰近核三廠之特定歷史地震：1959 年 8 月 15 日恆春地震、2006 年 12 月

26 日屏東外海地震等。 

上述六筆特定地震之基本資料詳如表 5-1，特定歷史地震震央位置與核

電廠地理位置相對關係如圖 5-1 所示。 

 

台電公司綜合整理前述六筆特定地震之歷年來專家學者對震源參數研

究與定義，探討特定歷史地震與鄰近構造之關聯並以特定地震、特定規模

對核一、二、三廠進行地震活動對核電廠之影響評析，並評估若再發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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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地震時，各核電廠可能的最大地表加速度(PGA)值。 

特定地震對核電廠可能造成之最大地表加速度值，台電公司係先依據

各地震之震央位置及深度，計算其與核電廠之震源距離後，再將特定地震

規模（包括不同地震規模之間的經驗轉換）及震源距離分別帶入 Lin(2009)

地殼衰減式、Lin & Lee(2008)隱沒帶堅硬地盤衰減式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

心(NCREE, 2010)堅硬地盤之強地動衰減公式計算，求得特定歷史地震對核

一、二、三廠廠址所在地引致地震動之影響，整理如表 5-2 所示。 

其中，核三廠在 2006 年屏東外海雙主震發生時，廠內兩部機組皆運轉

中，地震監測儀記錄到的資料顯示各加速度均未超出設定值。主震 I 事件發

生時，自由場地震儀(SG-YT006(E))紀錄最大加速度值(0.16g)出現在東西方

向，主震 II 事件最大加速度則是出現在南北方向(0.16g)。中央氣象局在墾

丁的強震站所記錄到的主震 I 事件加速度歷時亦顯示東西方向 PGA 約為

0.16g，與核電廠數據極為接近。因 2006 年屏東外海地震為隱沒帶地震，不

適用地殼地震衰減式，採用隱沒帶地震衰減式之計算結果，以隱沒帶內部

型(Intraslab)代入計算而得 PGA=0.16g 及 0.18g，相當符合實際觀測值，後

續地震危害度分析中應採用隱沒帶地震衰減式來進行此震源的強地動值推

估。另外，對核一廠、核二廠影響最大的是 1867 年發生於基隆外海的地震，

推估的最大地表加速度 PGA 可達 0.2g (NCREE 2010 年衰減式)；1694 年古

地震推估對核一、二廠所在地位置的最大地表加速度分別為 0.11g 與 0.13g；

1909 年台北板橋地震對核一、二廠所在地位置的最大地表加速度約為

0.12g，以上皆仍低於核一、二廠的耐震設計基準值。綜合以上初步評估結

果顯示：目前這六筆特定歷史地震對核一、二、三廠廠址所在地引致地震

動之影響，仍低於核一、二、三廠建廠階段之設計地震值。 

 

 

5-1-2  2006 年 12 月 26 日屏東外海地震分析  

2006 年 12 月 26日屏東外海發生規模 7.0 的雙主震，因係屬深層地震(震

源深度分別為 44.1 公里與 50 公里)，無法以一般地質調查方法探討其發生

機制及後續影響，台電公司在其調查計畫遂利用現有陸域及海域地震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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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體構造研究成果，探討這個深層地震的震源機制及可能的構造型態，

並引進日本地震模擬技術以模擬核三廠及其周圍地盤的強地動行為。 

首先進行地震重定位，使用地震資料包含了陸域及海域地震儀兩個部

分。陸域地震資料使用核三廠周遭半徑 40 公里內中央氣象局所佈設的地震

網資料，共有三個短周期地震站，分別為恒春站(HEN)，墾丁站(TWK1)以

及墾丁雷達站(SEB)以及與短周期墾丁站共站的寬頻地震站(TWKB)；海域

地震資料則採用屏東外海雙主震後，國立中央大學地球物理研究所與臺灣

海洋大學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合作佈放的 11 個海底地震儀(Ocean Bottom 

Seismometer, OBS)臨時地震網，其目的為記錄 2006 年屏東外海雙主震之餘

震序列資料，資料收集時間從 2006 年 12 月 27 日 17:00 (UTC)到 2007 年 1

月 3 日 23:00 時(UTC)共約七天的時間，所使用的感測器為主頻 4.5Hz 由 Geo 

Space 公司所製造的 GS-11D 感測器，波形採樣率為 125Hz 並搭配 GPS 時

間進行時間校正。 

本項研究分別採用改良式震源掃描演算法（ISSA）、最大交集演算法

（MAXI）以及雙差分地震定位演算法（hypoDD）進行重定位，藉由準確

的餘震重定位提供更有力的證據，推測可能的地體構造以及評估該區域的

孕震潛力，地震重訂位之結果分別如圖 5-2～圖 5-4 所示。 

綜合以上的定位結果，可歸結出三種定位方法所定位的餘震震央的分

佈主要以西北-東南走向。而震源分佈在北緯 21.9 度以北時，表現出明顯往

東傾的線性特性，與 2006 年屏東外海雙主震中 12:26 UTC 的主震 I 震源機

制解中的西北-東南向且往東傾的破裂面相符合，但往南過了斷層中段(約為

圖 5-2 中的剖面 3)，該線性特性則不再存在。此外 hypoDD 的重定位結果北

緯 21.9 度東南以南的震源分佈依稀有另一往西傾的線性分佈存在，但由於

證據較不充足無法確認。 

根據分析結果推論，由於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區域屬於歐亞大陸地殼與

南中國海海洋地殼之間的過渡型地殼，在受到菲律賓海板塊持續往西北方

碰撞隱沒以及台灣造山運動荷重等因素影響下，隱沒地殼持續產生撓曲累

積應力，當累積應力超過地殼所能負荷的強度後便產生破裂發生地震，也

就是造成高角度東傾正斷層屏東外海主震 I 的主要原因。此外由餘震震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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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結果可推測主震 I 的斷層破裂面西北邊界可達東經 120.4，北緯 22.1

度。當主震 I 發生後由於區域的應力場產生變化，8 分鐘後屏東外海主震 II

也接連發生。雖然餘震震源分佈與主震 II 之間並不如與主震 I 一般有明顯

的線性特性來判斷其破裂面位態，但由震央分佈仍可推測主震 II 的破裂面

是位於主震 I 東側，且與東南側的餘震分佈有關。 

台電公司調查計畫進一步根據 2006 年 12 月 26 日地震測站波形資料之

研究成果及地體構造的瞭解，進行核三廠區域特定地震的震波模擬。地震

模擬技術是利用地震學的理論來進行假設地震測站的震波推演，在日本已

行之有年，本項研究參酌日本柏崎刈羽電廠於 2007 年中越沖地震後的地震

模擬經驗，並參考日本地震調查研究推進本部所提出的 Hybrid 合成法與地

震模擬執行方針等相關技術及執行準則，針對 2006 年 12 月 26 日屏東外海

地震，進行模擬核三廠及周圍地盤的強地動行為，執行程序如下： 

A. 蒐集 12 月 26 日屏東外海地震陸域及海域地震測站之波形觀測資料。 

B. 建立分析模型之速度構造及場址條件 (velocity structure and site 

condition)。 

C. 由強震測站之波形資料反演斷層滑移模式或由經驗格林函數法直接推

估特徵震源模型，推估地栓面積(asperity area)、平均滑移量(mean slip)、

應力降(stress drop)等，其中巨觀參數包含：斷層總破裂面積、總地震矩、

斷層面之平均應力降狀態等；微觀參數包含各 asperity 之區塊個數分布

及合成面積、各 asperity 之應力降、有效應力、平均滑移量及滑移時間

函數等。此外，亦須考慮斷層破裂之起始點及破裂速率等參數。 

D. 考慮特徵化震源模型，以彈性波傳理論之頻率波數法 (FK) 進行小規模

地震事件低頻震波模擬。 

E. 考慮小規模地震事件之震波路徑及場址條件，以隨機格林函數法(SGF)

進行高頻震波模擬。 

F. 統合 SGF+ FK 之 Hybrid 合成法計算高低頻(寬頻)震波模擬結果，並以 1 

Hz 為高低頻核對及濾波之基準。 

G. 實測波形與模擬波形之校核。 

台電公司本項研究於核三廠內假定四個彼此相距約 1 公里的虛擬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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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個別命名為 NPP001、NPP002、NPP003，以及一處於核電廠區內之自

由場強震站位置相同之 NPP004 測站，根據本計劃鑽孔速度井測資料，決定

其虛擬測站之場址分類為 C 類，以模擬四個實際地震觀測站相同的特徵化

震源模型及地震參數，計算四個假設核三廠內虛擬觀測站之加速度模擬地

震波。四個虛擬測站於加速度表現上，模擬之水平加速度最大值範圍在

96~167 cm/sec2，對應約為 0.10~0.17g，垂直加速度最大值範圍在 63-77 

cm/sec2，對應約為 0.06~0.08g，加速度歷時之強震延時約 15 秒，其中，虛

擬測站 NPP004 模擬結果與核三廠實際觀測加速度波形比較，整體而言擬合

的相當不錯，如圖 5-5 所示。這表示台電公司調查計畫運用混合合成法模擬

特徵化震源模型，初步已經可靠地模擬核三廠場址的強地動反應。 

 

5-1-3 山腳斷層與恆春斷層錯動評估與斷層參數研究 
 

「核能電廠耐震安全再評估精進作業」之海、陸域地質調查，目的之

一即為將地質調查成果彙整出可提供地震危害度分析（包括：定值法地震

危害度分析(DSHA)與機率法地震危害度分析(PSHA)）所需的各項參數，包

括：區域震源劃分與活動特性、斷層震源幾何與活動特性、隱沒帶震源幾

何與活動特性、強地動特性探討、廠址地層性質等。其中，與活動斷層相

關之參數則應包括： 

(1) 斷層三維幾何(包含：線型位置、走向、傾角、破裂深度等)。 

(2) 斷層機制型態(正斷層、逆衝斷層或平移斷層)。 

(3) 可能錯動量及造成之核電廠廠區地盤變形量。 

(4) 最大斷層破裂面積(rupture area)。 

(5) 斷層長期與短期滑移速率(slip-rate)。 

(6) 最大可能地震規模。 

(7) 地震再現週期(recurrence interval)。 

依據美國 NRC RG1.208 及 Standard Review Plan(SRP)等相關規定，台

電公司彙整了山腳斷層與恆春斷層相關文獻及地表地質調查、斷層陸域及

海域地球物理探勘、海底地形測繪、深孔鑽探、淺孔排鑽及槽溝開挖（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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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恆春斷層進行一個槽溝開挖）結果等調查成果資料，分別建立山腳斷層

與恆春斷層之斷層參數，其中並明列經驗推估公式與依據之參考文獻，如

表 5-3 與表 5-4 所示，可供「核能電廠耐震安全再評估精進作業」下一階段

之核電廠地震危害度分析應用。 
 

 

5-2 審查情形 

1. 簡報內容僅陳述各單項計畫成果，較缺乏綜整及明確的建議。台電應有

專任人員負責耐震地質調查工作的規劃、執行與綜整。應綜整地質調

查、斷層及地震活動以執行本報告之評估。（編號 I-1.1）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山腳斷層及恆春斷層之綜整內容，已列於簡報第 50-52、75-77 及 112

頁；建議列於簡報第 113 頁。本案之規劃係委託核能研究所辦理，執行與

綜整則委託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理，執行過程委託核研所監造，

台電公司則由核發處土木組科長擔任本案之專責人員，加上專業廠商之協

助應可執行本工作。 

 

審查結果 

本項提問主要在於提醒台電公司應加強對地質調查成果綜整能力與論

述，本會對調查成果各要項內容之疑問已提出審查意見，請台電公司答覆

說明，故本項不再表示意見。 

 

2. 核一廠及核二廠的耐震評估應考量 2002 年 3 月 31 日花蓮外海淺層地震

及大臺北盆地震波擴散效應(例如核三廠的耐震評估已考量 2006 年 12

月 26 日屏東外海地震)，核一廠及核二、三廠的審查級地震地表加速度

分別設定為 0.5g 及 0.67g，顯然太低。核一、二、三廠的地震 PGA 評

估仍需強化。核一、二廠的地震活動特性應考量 2002 年 3 月 31 日花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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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海地震的實測資料。（編號 I-4）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臺北盆地震波擴散效應屬於 site effect 範疇，而核一、二廠已經由台電

公司調查計畫地質鑽探工項得到相關土層參數；核一廠及核二、三廠的審

查級地震地表加速度分別設定為 0.5g 及 0.67g 係依美國核管會法規，為各

廠設計基準地震之 1.67 倍，符合要求。 

台電公司將於「營運中核能電廠地質穩定性與地震危害度再評估計畫」

針對地震動評估，採用面震源(Area Source)方式納入花蓮外海地震之實測資

料，判斷為非斷層觸發之地震，並經由衰減公式的建立，評估對核一、二

廠之影響結果。 

經查 2002 年 3 月 31 日花蓮外海地震的實測資料，核一廠位於反應器

廠房基座之地震儀量測紀錄為 0.021g，核二廠位於反應器廠房基座之地震

儀量測紀錄為 0.024g，皆遠低於設計基準地震(核一廠 0.3g、核二廠 0.4g)。 

 

審查結果 

核一廠及核二、三廠的審查級地震地表加速度設定，係屬「核能電廠

耐震安全再評估精進作業方案」第三階段耐震餘裕評估之工作範疇，屆時

將另案辦理審查，非本次地質審查工作之範疇，其餘台電公司答覆說明經

審查可以接受。 

 

 

3. 核電廠鄰近特定地震及斷層活動特性研究報告中有關 GPS 資料模擬斷

層論移量之分析宜考量斷層面的地栓(asperity)可能受鎖定之影響，並不

能完全反映長期斷層滑移行為。（編號 I-8）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目前使用 GPS 資料模擬斷層面上之滑移行為，已考量斷層面上可能之

地栓(asperity)受鎖定之行為。雖無法直接推估斷層的長期滑移速率，但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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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估間震期斷層活動行為之參考使用。 

 

審查結果 

本項台電公司之答覆說明經審查可以接受。 

 

 

4. 本計劃針對區域活動斷層做深入調查與分析並獲得具體斷層形貌及滑

移速率資料，未來應加強利用這些具體資料對斷層引致地表地動量做出

動態模擬，以提供未來地動量評估使用。（編號 I-9）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台電公司調查計畫雖未進行動態模擬，但本公司已另辦理「營運中核

能電廠地質穩定性與地震危害度再評估計畫」進行評估，以獲得各廠地表

地震動資料。 

 

審查結果 

2006 年 12 月 26 日發生於屏東外海的地震紀錄完整，台電公司調查報

告對此地震做了深入的分析，內容含括：中央氣象局所記錄之地震活動分

佈，並利用地震重定位及新區域模型加強地震定位的精度；再利用波型數

值模擬及強地動資料分析，進一步了解地震源的破裂過程及震波傳播之放

大及衰減特性，透過地震分析所獲得之詳實資料，應用於對核三廠進行模

擬預估廠址之地震動，亦對該雙主震的特性有深入的了解，當可有效減少

廠址地震動預估之不確定性。本次台電公司所提之調查報告對屏東外海的

雙主震的分析已相當完備，值得肯定，惟 2006 年屏東外海雙主震為震源相

對較深之地震，其影響範圍大，且破裂面未至地表，其引發之地震動特性

與淺層斷層破裂之行為有所差異，未來仍需收集更多資訊（尤其是核電廠

井下地震儀建置計畫完成後）及深入調查近地表斷層活動，再透過地震模

擬的方式進行淺源地震模擬研究分析，當可有效降低核電廠廠址地震動之

不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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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計劃的斷層分析研究應考量海域斷層錯動對產生海嘯的影響並進行

評估。（編號 I-10）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台電公司調查計畫並未進行海嘯評估，但本公司依據國科會所列 22 個

海嘯源(內含山腳斷層及恆春斷層，斷層長度均大於台電公司調查計畫所列) 

模擬海嘯結果，均遠小於各廠之防海嘯設計高程。 

 

審查結果 

有關核能電廠海嘯危害評估，本會已於核安總體檢後，開立核能管制

追蹤案（CS-JLD-10102, KS-JLD-10102, MS-JLD-10102）要求台電公司重新

評估水災（包含海嘯）廠外危害，不在本案審查範疇之內。 

 

 

6. 未來應加強對海域微震之監測以確定海域線形的活動性。（編號 I-11）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台電公司表示已列入後續「營運中核能電廠擴大地質調查工作」的工

項內。 

 

審查結果 

本項台電公司之答覆說明經審查可以接受，後續海域微震之監測工

作，納入管制事項。 

 

 

7. 台電公司調查計畫營運中核能電廠補充地質調查工作核電廠鄰近特定

地震及斷層活動特性研究紀實報告所選用的強地動衰減式僅有一組且

非 well-known，據此所推估的在核三廠特定歷史如 1959/8/15 核三東南

外海地震之地動加速度也明顯低估(表 1.3-2)，報告中也在該表註 4 中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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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此點，所用強地動衰減式又依賴震源機制，而古老地震本來就是這點

不甚清楚。此外，報告中 MW-ML 規模轉換式也似與歷次核電廠相關報

告所用不同。以上點出表 1.3-2 所示各值之可信賴度是值得商榷的，因

此請再考量加用其他組 well-known 且應用在歷次核電廠相關報告之強

地動衰減式及 Mw-ML 規模轉換式並評析之。（編號 I-12）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核電廠鄰近特定地震及斷層活動特性研究紀實報告內是選用三組強地

動衰減式，分別是林柏伸(2009)(式 1.3-1)、Lin and Lee(2008)(式 1.3-2)及國

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NCREE, 010)(式 1.3-3)，將更新表 1.3-2，增加歷次核

電廠相關報告所用之強地動衰減式及 MW-ML規模轉換式之結果進行比較。 

表中欄位「地震規模 MW」增加以 Wu et al.(2001) 的 MW-ML關係式推估的

MW，打*星號者，前者使用 Lin and Lee(2008)之 ML to MW 轉換式，後者使

用 Wu et al.(2001)之 MW to ML 轉換式計算而得。 

打* *星號者係參考鄭世楠等人(2010)的估計成果，2006 年的屏東外海地震

則直接採用實際觀測資料計算的 MW。 

對應的「PGA(Lin, 2009)地殼衰減式」欄位也增加以 Wu et al.(2001) MW

所計算的 PGA 值。 

 

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請於報告中增加因表 1.3-2 的增修所作的綜合評析，如這些歷史地震與

山腳/恆春斷層之關連性。（編號 I-12 續 1） 

 

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表 1.3-2 乃評估運用不同之 PGA 衰減式套用於特定歷史地震對於核能

電廠的影響，綜合說明如下： 

(1)對於西元 1694 年康熙台北湖事件地震的評估，核一廠運用 Campbell‘s 

form(簡稱 CA 衰減式)及 Joyner and Boore’s form(簡稱 JB 衰減式)所推估

的 PGA=0.13g 為各組衰減式之最大值。而核二廠所推估的 PGA 以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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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減式所推估的 0.15g 為最大。 

(2)對於西元 1867.12.18 地震的評估，核一廠運用 CA 衰減式所推估的

PGA=0.23g 為最大；而核二廠以 CA 衰減式所推估的 0.24g 為最大。 

(3)對於西元 1909.04.15 地震的評估，因該地震之地震深度為 80 公里，屬於

隱沒帶地震，其他衰減式並不適用，僅使用 Lin and Lee (2008)的衰減式

進行評估，評估結果核一廠與核二廠皆為 0.12g。 

(4)對於西元 1920.06.05 地震的評估，核一廠運用 JR 衰減式所推估的

PGA=0.05g 為最大；而核二廠以 JR 衰減式所推估的 0.06g 為最大；核三

廠以 JR 衰減式所推估的 0.02g 為最大。 

(5)西元1959.08.15地震對於核三廠的PGA評估，以 JR衰減式所推估的0.09g

為最高。 

(6)西元 2006.12.26 地震對於核三廠的 PGA 評估，由於兩次地震皆屬於隱沒

帶地震，採用 Lin and Lee (2008)的衰減式進行評估，其中 20 時 26 分的

事件推估的 PGA 為 0.16g，而 20 時 34 分的事件推估的 PGA 為 0.18g。 

(7)表 1.3-2 中使用的兩組 Mw-ML 規模轉換式，對於西元 1694 年康熙台北

湖事件地震及西元 1867.12.18 地震所推估的 Mw，以 Wu et al.(2001)所推

估的Mw較高。兩組Mw-ML規模轉換式所推估的Mw皆應用於Lin (2009)

的衰減式中，對兩地震事件的 PGA 推估仍低於其他衰減式所推估的

PGA。 

綜上，這些歷史地震若再度發生，在核電廠可能引致的最大地表加速

度均仍低於電廠的設計基準地震。表 1.3-2 所列之特定歷史地震中，1867

年 12 月 18 日的地震可能與山腳斷層北段的活動有關，但 1694 年地震仍無

法直接證據與山腳斷層活動相關。 

 

審查結果 

本項之台電公司答覆說明可以接受，請依審查結果修訂報告內文表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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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報告中表 4.1.1及 4.1.2分別為台電公司調查計畫所得有關山腳斷層及恆

春斷層參數表，其中，山腳斷層之「地震重複週期」引用 Cheng et al 

（2007）為 543-746 年，恆春斷層則依據槽溝開挖推估超過 1380 年或

同樣引用 Cheng et al （2007）論文 之 650-1048 年；另外，山腳斷層「最

近一次活動時間」引用 1697 郁永河之歷史文獻為 1694(?)年，恆春斷層

則依據中央地調所之更新世晚期或依據陳文山等（2006）的報告

4450-4310 年持續活動。以上除了依據槽溝開挖推估超過 1380 年勉強為

台電公司調查計畫之成果，其餘皆為 literature survey，請問台電公司調

查計畫針對山腳斷層及恆春斷層之上述「地震重複週期」及「最近一次

活動時間」主要研究成果及對於 literature survey 立場/結論為何?（編號

I-13）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本報告之恆春斷層槽溝開挖調查結果顯示該地區僅發現一次古地震現

象，且其在 1,380 Cal B.P.之後並無活動，故其再現周期超過 1,380 年。 

山腳斷層則透過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地質鑽探之碳十四定年分析，調查區域

之沉積層年代約 11,300 Cal B.P.，且沉積構造為水平紋理，另根據地形判釋，

金山地區之山麓沖積層以及金山平原並無錯動之跡象，因此推估山腳斷層

於 11,300 年以來並無活動跡象。前人研究認為山腳斷層南段地震活動時間

為西元 1694 年，但山腳斷層南段若與北段地震活動特性相同，則山腳斷層

地震再現周期將超過 1 萬年。 

 

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台電公司並未具體回答本題”台電公司調查計畫針對山腳斷層及恆春

斷層之上述「地震重複週期」及「最近一次活動時間」主要研究成果及對

於 literature survey 立場/結論為何”。例如，對於“前人研究認為山腳斷層南

段地震活動時間為西元 1694 年”的立場及看法仍未回答，”但山腳斷層南段

若與北段地震活動特性相同，則山腳斷層地震再現周期將超過 1 萬年”那山

腳斷層南段與北段地震活動特性是否相同？本研究看法為何？且若山腳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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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地震再現周期將超過 1 萬年，則與 Cheng et al 2007 paper 引用國際知名專

家為 543-746 年之「地震重複週期」相差太大。（編號 I-13 續 1） 

 

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1)1694 年的事件並無法直接推測與山腳斷層活動相關，目前地質資料顯示

山腳斷層北段與南段的活動特性並不相同。 

(2)Cheng et al (2007)文章中之地震重複週期 543 年係以 Youngs and 

Coppersmith(1985)特徵地震模式，利用斷層破裂面積、滑移速率、地震

規模與累積次數關係式之斜率(b 值)等參數計算而得；地震重複週期 746

年則以 Matsuda(1975)的斷層滑移速率與地震重複週期間之關係式計算

而得。 

(3)不同學者試圖釐清各種地質現象，針對同一地質現象或事件常採用不同

的調查方式或範圍，因每種調查工法其精度、理論以及參數等不同，導

致相同之研究區域因而有不同結論或解釋之差異性。 

 

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仍未針對問題”台電公司調查計畫針對山腳斷層及恆春斷層之上述「地

震重複週期」及「最近一次活動時間」主要研究成果及對於 literature survey

立場/結論為何?”具體回答，請再答覆。（編號 I-13 續 2） 

 

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既有文獻資料與本次調查成果顯示，山腳斷層與恆春斷層之「地震重

複週期」與「最近一次活動時間」如下表： 

 

 地震重複週期(年) 最近一次活動時間(年

前) 

備註 

文獻資料 調查成果 文 獻 資

料 

調查成果 

山腳斷層 543-746a  319 b  Cheng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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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段 al., 2007 a；

郁 永河，

1697 b 

山腳斷層

北段 

 超過 11,130  11,130 

東恆春斷

層 

650-1,048 

a 

超過 1,380  1,380 

西恆春斷

層 

 10,000-40,000

年之間 

 10,000-40,000

年之間 

各文獻立場與結論為學術研究，且文獻亦有相關之專業人士審查，然

各研究於學界尚有不一致之處，故台電公司調查計畫僅收集各文獻資料，

以利進行後續耐震評估之參數來源。 

 

審查結果 

本項台電公司之答覆說明經審查不可以接受。 

「核能電廠耐震安全再評估精進作業」之海、陸域地質調查，目的之

一即為將地質調查成果彙整出可提供地震危害度分析（包括：定值法地震

危害度分析(DSHA)與機率法地震危害度分析(PSHA)）所需的各項斷層參

數，若僅只是收集文獻資料，未經合理評估與判斷，如何作為地震危害度

分析的輸入參數。因此，後續補充地質調查仍須聚焦於山腳/恆春斷層參數

評估與研究，以具體可信的地質調查證據訂定合理之參數。本項列入後續

管制項目。 

 

9. 由 2/7 本次簡報中，似乎對於山腳斷層及恆春斷層在海域部份之長度及

走向仍因受限於海域調查之實施而尚待進一步確定，此點也將表示斷層

之可能最大規模仍不得而知。因此在營運中核能電廠補充地質調查工作

核電廠鄰近特定地震及斷層活動特性研究紀實報告中表 4.1.1及 4.1.2之

長度數據應說明此點。（編號 I-14）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山腳斷層於海域調查，斷層跡已達調查範圍(40 公里)邊界，本公司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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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案辦理擴大調查，以瞭解斷層有無分段點及其實際延伸之長度與走向

等。將於報告中加註說明。 

恆春斷層於海域調查範圍(亦為 40 公里)內，由南灣往南方海域延伸僅

約長 23 公里，由海口往北方海域延伸約長 2 公里。 

 

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有鑑於核一、二廠安全分析報告及第三次 10 年整體安全評估報告均認

為核一、二廠的海嘯設計高度係以 1867.6.11(26.10’;122.25’)更遠位置之海底

火山爆發所引起之海嘯。因此 3/29 簡報第 39 頁，海上磁測所 locate 出的海

底火山位置與 1867.12.18 地震震央位置(25.18’; 121.42’)相距不遠，其活動性

如何及其海嘯威脅等台電均應有所評估。（編號 I-14 續 1.） 

 

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台電公司調查計畫之報告或簡報所示之北部海底火山位置與1867年12

月 18 日之地震震央位置(25.18’; 121.42’)並不相同，請詳次頁圖；另台電公

司調查計畫為補充地質調查，並不包含海嘯評估，有關於海底火山與海嘯

評估等，將另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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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再審查意見 

核電廠鄰近特定地震及斷層活動特性研究紀實報告中只提到

1867.12.18 的地震，並說是台灣史上最大的海嘯紀錄，此論述明顯與台電核

一、二廠 FSAR 所載海嘯設計之 1867.6.11 不同，報告應再補充修正，另海

域磁測圖的相關解說也應有所著墨。（編號 I-14 續 2） 

 

台電公司再次答覆說明 

(1)將補充修正核電廠鄰近特定地震及斷層活動特性研究紀實報告如下： 

核一、二廠 FSAR 歷史海嘯紀錄資料顯示，臺灣東北海域具有兩個重

大海嘯事件分別為 1867 年(1867.6.11)與 1918 年；另地震紀錄資料顯示，臺

灣北部具有兩個規模較大之地震事件分別為 1867 年(1867.12.18)與 1909

年。有關 1867 年之地震/海嘯事件，究竟發生於哪一日？有二種說法，一為

1867 年 6 月 11 日，另一為 1867 年 12 年 18 日，目前尚無定論。 

(2)台電公司調查計畫海域磁力探測成果綜整於「地質調查成果總結報告」 

(p.4-101~4-106)，臺灣北部主要的磁力訊號來自於火成侵入岩體；磁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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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高區存在於大屯火山區、海底火山(S)、基隆嶼及花瓶嶼等區域，並

無直接證據顯示前述磁力異常高區位置與歷史地震震央有所關聯。 

 

審查結果 

本會審查委員建議台電公司要確認目前核一、二、四廠海嘯設計之基

準（例如：1867 年海嘯事件之海嘯源位置及發生日期），後續補充地質調查

應要將海域磁測擴及到該區域。 

由於有關核能電廠海嘯危害評估，本會已於核安總體檢後，開立核能

管制追蹤案（CS-JLD-10102, KS-JLD-10102, MS-JLD-10102）要求台電公司

重新評估水災（包含海嘯）廠外危害，本項審查擬移由前述管制追蹤案進

行管制。 

 

 

10. 本案總結報告第 4 章推估山腳斷層北段之平均垂直變動速率為

0.13mm/yr，長期滑移速率約 0.13mm/yr，但是總結報告第 7 章斷層參數

研究所使用之數值卻為 0.15mm/yr，後續斷層參數彙整表亦使用

0.15mm/yr 作為長期滑移速率，請澄清說明。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本項差異係因有加入新的 C14 定年資料修正，但出報告時修正資料來

不及回饋至斷層參數研究所致，後續修訂報告，將統整修正為 0.13mm/yr。 

 

審查結果 

現階段台電公司所提出之斷層長期滑移速率仍須再作斟酌，後續補充

地質調查仍須聚焦於山腳/恆春斷層參數評估與研究，以具體可信的地質調

查證據訂定合理之參數。本項列入後續管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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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審查結果 

 

1. 2006 年 12 月 26 日發生於屏東外海的地震紀錄完整，台電公司調查報告

對此地震做了深入的分析，內容含括：中央氣象局所記錄之地震活動分

佈，並利用地震重定位及新區域模型加強地震定位的精度；再利用波型

數值模擬及強地動資料分析，進一步了解地震源的破裂過程及震波傳播

之放大及衰減特性，透過地震分析所獲得之詳實資料，應用於對核三廠

進行模擬預估廠址之地震動，亦對該雙主震的特性有深入的了解，當可

有效減少廠址地震動預估之不確定性。本次台電公司所提之調查報告對

屏東外海的雙主震的分析已相當完備，值得肯定，惟 2006 年屏東外海雙

主震為震源相對較深之地震，其影響範圍大，且破裂面未至地表，其引

發之地震動特性與淺層斷層破裂之行為有所差異，未來仍需收集更多資

訊（尤其是核電廠井下地震儀建置計畫完成後）及深入調查近地表斷層

活動，再透過地震模擬的方式進行淺源地震模擬研究分析，當可有效降

低核電廠廠址地震動之不確定性。 

2. 有關加強對海域微震之監測，以確定海域線型構造之活動性，台電公司

已列入「營運中核能電廠擴大地質調查工作」，後續海域微震之監測執行

與結果，本會將納入管制。 

3. 有關要求台電公司確認目前核一、二、四廠海嘯設計之基準（例如：1867

年海嘯事件之海嘯源位置及發生日期），後續補充地質調查應將海域磁測

擴及到該區域。由於有關核能電廠海嘯危害評估，本會已於核安總體檢

後，開立核能管制追蹤案（CS-JLD-10102, KS-JLD-10102, MS-JLD-10102）

要求台電公司重新評估水災（包含海嘯）廠外危害，本項審查擬移由前

述管制追蹤案進行管制。 

4. 有關山腳/恆春斷層長期滑移速率、地震再現週期等相關參數，現階段台

電公司所提之總結報告仍有待斟酌，後續補充地質調查仍須聚焦於山腳/

恆春斷層參數評估與研究，以具體可信的地質調查證據訂定合理之參

數。本項列入後續管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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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09 年的地震，由於其震源深度較深(80 公里)，雖計算出的地動值很小

(0.04~0.12g)，但是考量其規模與震波衰減效應，可能有長週期的地震波

會影響核能電廠，建議進一步進行地震模擬分析。 

6. 有關活動斷層「可能錯動量及造成之核電廠廠區地盤變形量」一項，係

屬斷層位移危害分析之範疇，本次台電公司所提之成果報告並未著墨，

本會另已於因應 OECD/NEA 壓力測試同行審查之後續追蹤要求，立案管

制(核管案件編號：CS－JLD－10201、KS－JLD－10201、MS－JLD－

10201、LM－JLD－10201 等四件)，要求台電公司提出規劃評估方案，

並限期完成改善或採行其他必要措施。 

7. 針對部分項次之審查結果，台電公司應將相關資料與參考文獻綜整後納

入海、陸域地質調查成果報告相關章節補充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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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本次研究選定之特定歷史地震（摘自參考文件[1]） 

編 
號 

年 月 日 時 分 緯度 經度 地點 
震源

深度

規

模

死亡 
人口 

全毀 
房屋 

備註 

1 1694 4~5    25 121.5 台北地區  7   
地陷、形成

康熙台北湖

2 1867 12 18   25.3 121.7 台北、基隆、新竹  7   
海嘯、地裂

、人死數百

3 1909 4 15 3 54 25 121.5 台北附近 80 7.3 9 122  

4 1920 6 5 12 21 24 122 花蓮東方近海 20 8.3 5 273  

5 1959 8 15 16 57 21.7 121.3 恆春 20 7.1 16 1214 恆春地震 

6 

2006 12 26 20 26 21.69 120.56
屏東墾丁地震站

西南方 38.4公里
44.1 7 2 3 屏東地震 I

2006 12 26 20 34 21.97 120.42
屏東恆春地震站

西方 33.1公里 
50.2 7   屏東地震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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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特定歷史地震對核一、二、三廠廠址引致地震動之影響評估（摘自參考文件[1]） 
 

註 1：核一二三廠 VS30 參考補充地質調查速度井測結果。 
註 2：震源深度一欄，打星號者*為未知，其值為假設值(震源距離也因假設之震源深度而改變)。 
註 3：震源機制一欄，SS：走向滑移斷層，N：正斷層，打星號者*為未知，假設為走向滑移斷層。 
註 4：根據文獻記載(呂新民，1960)1959 恆春地震於恆春有震度 5，此表計算所得之 PGA 僅 0.06g 似乎低估許多，其原因推測可能因缺乏斷層面資訊所致。 

核電廠 
名稱 

歷史地震名稱 

核電廠

VS30 
(m/s) 
(註 1) 

震央距

(KM)
震源距

(KM)

震源

深度

(KM)
(註 2)

震源

機制

(註 3)

地震規模

ML 
地震規模

MW 
PGA(Lin, 2009)
地殼衰減式 

PGA(Lin & Lee, 
2008) 

隱沒帶堅硬地盤

衰減式(註 4) 

PGA(NCREE, 
2010) 
堅硬地盤 

核一廠 1694_0400 461 33.00 38.59* 20* SS* 7 6.86 0.07 - 0.11 
核一廠 1867_1218 461 12.21 23.43* 20* SS* 7 6.86 0.12 - 0.20 
核一廠 1909_0415_0354 461 32.40 86.31 80 SS* 7.3 7.4 - 0.12 -  
核一廠 1920_0605_1221 461 161.29 163.21 25 SS* 7.5 8 0.03 0.04 0.02 
核二廠 1694_0400 620 27.56 34.05* 20* SS* 7 6.86 0.07 - 0.13 
核二廠 1867_1218 620 11.56 23.10* 20* SS* 7 6.86 0.11 - 0.20 
核二廠 1909_0415_0354 620 25.97 84.11 80 SS* 7.3 7.4 - 0.12 - 
核二廠 1920_0605_1221 620 150.04 152.11 25 SS* 7.5 8 0.03 0.05 0.03 
核三廠 1920_0605_1221 510 260.28 261.47 25 SS* 7.5 8 0.02 - 0.01 
核三廠 1959_0815_1657 510 64.30 67.34 20 SS* 7.1 7.2 0.05 0.06* 0.06 
核三廠 2006_1226_2026 510 34.49 61.48 50.9 N 7 7 - 0.16 - 
核三廠 2006_1226_2034 510 34.62 53.66 41 SS 7 6.9 - 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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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山腳斷層參數表(1/2)（摘自參考文件[1]） 

斷層參數 斷層參數數據 研究方法 參考文獻 

斷層分支 整段 

北段 南段自台北縣樹林向北

延伸至台北市北投區；

北段由北投向北延伸至

台北縣金山 丹桂之助，1939；林

朝棨，1957；王執明

等，1978；林朝宗，

2005；本計畫海域調

查成果 

南段 

長度 (km) 整段 74 

北段 61 (海域 40km) 1.遙測地形判釋。 
2.地表地質調查與河階

地形研究。 
3.地物探勘瞭解地下地

層錯動情形。 
4.既有鑽探瞭解跨斷層

之地層差異。 

南段 13 

深度 (km) 15 

斷層面三維幾何模型 
本計畫建置斷層面幾

何模型 
面積 (km2) 

整段 
1980 

北段 1632 

南段 348 

走向 北北東 
地形、航照判釋、地震

地表破裂判釋 
林啟文等，2000 

傾斜角度 
(度) 

0~1 公里：82 度 
1~3 公里：75 度 
3~6 公里：60 度 
6~9 公里：45 度 
9~12 公里：30 度 
12~15 公里：15 度 

斷層面三維幾何模型 
本計畫建置斷層面幾

何模型 

斷層機制 正斷層 

1.斷層鄰近地震機制 
2.跨山腳斷層鑽井資料

3.遙測地形判釋 

丹桂之助，1939； 
林朝棨，1957； 
王執明等，1978； 
林啟文等，2000； 
林朝宗，2005 ； 
詹瑜璋等，2005； 
詹瑜璋等，2006； 
饒瑞鈞等，2006。 

短期滑移速

率(mm/yr) 

北段 
平行斷層走向 1.1(左移)
垂直斷層走向 3.1(壓縮)
抬升率 5.5 

GPS2002~2006 之速度

場分析 
饒瑞鈞等，2006 

南段 

平行斷層走向 3.8(左移)

垂直斷層走向 0.1(壓縮)

沉陷率 8.5 

平行斷層走向差異不大

垂直斷層走向 0~-4(伸張)

GPS2004~2010 之速度

場分析 
饒瑞鈞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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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續) 山腳斷層參數表(2/2) (修改自參考文件[1]) 

斷層參數 斷層參數數據 研究方法 參考文獻 

長期滑 
移速率 
(mm/yr) 

北段 0.13*(垂直變動) 
分析山腳斷層兩側的鑽井岩

芯紀錄與定年資料。 

本計畫推估 

南段 

0.69~1.80(垂直變動) Huang et.al., 2007 

1.2~1.5(垂直變動) 
分析台北盆地內鑽井岩芯紀錄與定

年資料 
陳文山等，2008 

2.3~3.3(垂直變動) 
分析五股剖面的鑽井岩芯紀錄與定

年資料 
Chen et al., 2010 

單一事件 
變位量 

(m) 

1. 2.3 公尺的垂直位移量。 

2. 3.3~4.5 公尺的垂直位移量。

3. 3.7 公尺的垂直位移量。 

分析山腳斷層兩側的鑽井岩

芯紀錄與定年資料。 
Huang et.al., 2007 

最大可能 
地震規模 

(MW) 

整段 7.3 
北段 7.2 MW = 4.86 + 1.32 log L,  

 
σ=0.34 

Wells and Coppersmith,
1994(正斷層) 

南段 6.3 

整段 7.3 
北段 7.2 MW= (1.32 ± 0.122) log (L) + 

(4.817 ± 0.132) 
吳相儀，2000  

南段 6.3 

整段 7.2 
北段 7.1 log Le = (1/2) log M0 - 8.08 

 
Mw = (2/3) log M0 - 10.7 

Yen and Ma, 2011 
Kanamori, 1977 

南段 6.2 

地震重複 
週期(年) 

543~746 

Younngs &Coppersmith, 1985

Matsuda, 1975 

Bolina, 1970 

Cheng et al., 2007 

最近一次 
活動時間 

1694(？) 
歷史文獻《裨海記遊》記載，

康熙台北湖之古地震事件 
郁永河，1697 

*台電公司所提地質調查成果總結報告將山腳斷層北段長期滑移速率誤植為 0.15mm/yr，經核對後予以修

訂為 0.13mm/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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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恆春斷層參數表（摘自參考文件[1]） 

斷層參數 斷層參數數據 研究方法 參考文獻 
斷層分支 無分段   

長度(km) 41(海域 21 公里) 
由屏東縣車城鄉海口向南延伸

至恆春鎮南灣 
詹新甫，1974； 
本計畫調查 

寬度(km) 
15.96 深度/sin70° (東恆春斷層)  

21.21 深度/sin45° (西恆春斷層)  

深度(km) 15 地震深度剖面推估 鄭錦桐，2002 

面積(km2) 
654.5 長度×深度/sin70° (東恆春斷層)  
869.7 長度×深度/sin45° (西恆春斷層)  

走向 北北西 地質調查及遙測判釋 中央地調所 

傾斜角度 
(度) 

70/東（東恆春斷層） 地質調查，地質鑽探 
詹新甫，1974； 
本計畫調查 

45/東（西恆春斷層） 地質鑽探 本計畫調查 

斷層機制 逆移 地球物理測量、地殼變形觀測 董倫道等，2006 

短期 
滑移速率 

(mm/yr) 

2003-2004
未有明顯差異，可

能具左移分量 
GPS 測量 

陳建良等，2006 

2002-2008
平行斷層走向 3.5
垂直斷層走向 5.3

饒瑞鈞等，2008 

2002-2006 高程 0.5-0.6 水準測線 中央地調所 

長期 
滑移速率 

(mm/yr) 

抬升速率 4.2±0.2 階地定年 陳文山等，2010 
抬升速率 7.5±0.14 鑽探對比 陳文山，2006 

垂直變動速率： 
0.7 mm/yr (西恆春斷層);

1.5-4.9 mm/yr (東恆春斷層)
長期滑移速率為 

1.0 mm/yr (西恆春斷層);
1.6-5.2 mm/yr(東恆春斷層)

分析恆春斷層兩側的鑽井岩芯

紀錄與定年資料。 
本計畫推估 

單一事件 
變位量(m) 

超過 3.5m 槽溝開挖 本計畫推估 

最大可能 
地震規模 

(Mw) 

7.0 MW = 5.00+1.22 log L, σ=0.28 
Wells and 
Coppersmith, 1994 
(逆斷層) 

7.0 
MW= (1.32±0.122) log (L) + 

(4.817±0.132) 
吳相儀，2000  

6.9 
log Le = (1/2) log M0 - 8.08 

Mw = (2/3) log M0 - 10.7 
Yen and Ma, 2011 
Kanamori, 1977 

地震 
重複週期 

(年) 

超過 1380 年 槽溝開挖 本計畫推估 

650-1048 
Younngs &Coppersmith, 1985 
Matsuda, 1975 
Bolina, 1970 

Cheng et al., 2007 

最近一次 
活動時間 

更新世晚期 截切晚期更新世的石灰岩層 中央地調所 

4,450-4,310 年持續活動 隆起珊瑚礁之海階 陳文山等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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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本次研究選定六個特定歷史地震與核電廠地理位置相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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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上圖藍點為定位後的震央位置，上投影震源機制解亦繪於圖中。下圖依序為剖面 1~6 的震源分佈。

主震 I 之側投影震源機制解亦繪於剖面圖 1~3 中以供比對。 

 
圖 5-2 採用改良式震源掃描演算法(ISSA)之定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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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垂直剖面 1~3 中高角度東傾的震源分佈線性特徵(紅色橢圓標記)，推測與屏東主震 I 的破裂面分佈

相關) 

 
圖 5-3 走時殘差均方根小於 1.0 秒品質較佳的 MAXI 定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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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垂直剖面 4 中的紅色橢圓形示高角度東傾的震源分佈特徵，藍色橢圓形示另一可能的西傾線性特

徵。 

 
圖 5-4 雙差分地震定位演算法 hypoDD 定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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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虛擬測站 NPP004 模擬結果與核三廠實際觀測加速度波形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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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審查總結 

基於山腳斷層與恆春斷層列為第二類活動斷層之新事證，與 96 年日本

柏崎刈羽核電廠因強震停機事件之經驗回饋，本會要求台電公司規劃執行

「核能電廠耐震安全再評估精進作業」，其中台電公司所提「海域、陸域地

質調查」成果報告，經審查顯示已就核能電廠廠址地質補充鑽探、山腳/恆

春斷層海、陸域範圍與核電廠鄰近特定地震及斷層活動特性等項進行調查

研究，初步結果顯示：山腳斷層為正斷層，斷層面向東傾，斷層上盤為更

新世火山碎屑岩層，斷層下盤為晚期中新世南莊層與南港層，斷層陸域南、

北段與海域段長度累計總長度至少 74 公里，並有向外海再延伸之可能，核

一廠廠址位於下盤區，核二廠廠址則位於上盤區；恆春斷層陸域段呈現斷

層帶，可分為東恆春斷層與西恆春斷層，東、西恆春斷層並在恆春半島南

灣入海前交會，根據台電公司調查結果，若自海口村起算，海域、陸域總

長度至少有 41 公里，核三廠廠址位於斷層下盤區。 

此外，藉由一系列的海域地質調查與地球物理探勘，在臺灣北部海域，

除了山腳斷層海域延伸段(編號 ST-I)之外，尚有編號 ST-II 具有正斷層作用

之線型構造，而恆春半島以南海域亦發現編號 HT-II 具有逆斷層作用之線型

構造，這些線型構造之活動性尚不明確，後續仍有待進一步調查研究。 

本會針對「廠址概況與營運中核電廠補充地質調查」、「山腳斷層調查

結果」、「恆春斷層調查結果」、「核電廠鄰近特定地震及斷層活動特性研究」

等各章報告進行審查，綜合各章節之審查結論與後續仍須要求台電

公司辦理事項，說明如下：  

1. 請台電公司研議依據海、陸域地質調查並經審查確認之成果，修訂各核

電廠 FSAR 相關章節。本項列入後續管制要求項目追蹤。 

2. 針對核一廠廠址說明，台電公司雖仍未具體說明層間剪裂與斷層之差

異，但依地質構造現象之解釋，層間剪裂多伴隨褶皺作用發育，其為大

尺度之斷層機會較少，經審查同意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3. 針對核二廠廠址部分，需請台電公司進一步調查斷層在地表上之呈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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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形及本身幾何形貌之影響，形成有彎曲轉折之現象。此外，核二廠

區線型構造與鄰近海、陸域線型空間分佈之關聯性方面，應於廠區周圍

作進一步之地質調查，例如：ST-II 線型之海陸地體構造的演化差異，

或以反轉構造(inversion structure)之觀念，執行補充地質調查並加強論

述，以釐清評估其未延伸至陸地之合理性等相關疑慮。本項列入後續管

制要求項目追蹤。 

4. 針對核三廠廠址部分，有關台電公司委託國外對廠址鑽井剪切帶所見之

超微化石及有孔蟲之鑑定報告結果，顯示超微化石是較老的

Pseudoemiliania ovata，不具活動性，然為求公信力，台電公司擬將核三

廠編號 NP3-1、3、4 及 5 鑽井岩心之超微化石及有孔蟲鑑定報告委託中

華民國地質學會複核，後續應將地質學會複核之結果提送本會備查，並

併入海、陸域地質調查成果報告之修訂。本項列入後續管制項目追蹤。 

5. 有關山腳斷層擴大海、陸域地質調查方面，台電公司應依規劃時程，充

分整合人力資源，如期與如質完成擴大調查工作，並應於本案執行期間

之 160、320 及 480 日曆天第一、二階段報告初稿及總結期末報告初稿

後的 2 週內，向本會提出執行工作簡報，以作為本案執行之管制時間點。 

6. 槽溝開挖為取得活動斷層重要參數（包括：再現週期與滑移速率推估）

之關鍵，而「核能電廠耐震安全再評估精進作業」之地震危害度分析，

亦有賴斷層參數作為重要輸入。現階段成果報告中對於山腳/恆春斷層

長期滑移速率與再現週期等參數內容仍待斟酌，須進一步進行地質調

查，以具體可信的地質調查證據，據以訂定合理之參數。後續仍請台電

公司研議以槽溝開挖或其他任何可能之替代方案(例如：密集排鑽)，以

取得更充分的證據，進行活動斷層參數合理推估。本項列入後續管制項

目追蹤。 

7. 海域鑽探乃是探查海域斷層活動性的關鍵方法，台電公司應積極辦理橫

跨斷層兩側之北部海域沉積物鑽探及研究工作，以進一步釐清台灣北部

外海具有正斷層性質之線型活動性及活動歷史。本項列入後續管制要求

項目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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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依據 LiDAR 地形資料判釋結果顯示：核二廠南南西方附近山區之二條線

型與北部煤田地質調查報告之龜吼斷層與石洞山斷層線型吻合，認為台

電公司需就目前對前述線型為非活動斷層之論述再補強，後續仍請併入

第 2 項「有關海、陸域線型構造關聯性綜合研判方面」審查結果所述，

補強論述，以釐清相關疑慮。本項列入後續管制要求項目追蹤。 

9. 據台電公司報告，金山地區山腳斷層主斷層面發生於 LNB-1 及 LNB-3

兩鑽井間，但若於 1 萬年以來，斷層沒有活動，為何於 1 萬年來的沉積

物已深埋至地下約 40-50 公尺處。因此合理懷疑山腳斷層於全新世時

期，其主要活動帶並不位於主斷層面上(即位於 LNB-1 及 LNB-3 兩井

之間)，而是位於 LNB-1 以西、靠山之一側。建議應於 LNB-1 以西至西

側山麓，再進行密集排鑽及其他相關研究，尋找確切的山腳斷層全新世

時期的可能斷層帶以期能正確判釋山腳斷層之活動性。並請台電公司依

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於內部審查之建議，於鑽孔 LNB-1 與 LNB-3

間進行補充排鑽，以進一步確認斷層帶內構造、近地表之變形狀況與過

去斷層活動事件。本項列入後續管制要求項目追蹤。 

10. 有關潮州斷層與恆春斷層是否可能相連接，現階段海、陸域調查結果對

於有效釐清潮州斷層與恆春斷層之關係尚有不足，後續請台電公司持續

進行近岸海域地球物理探測及海底地形測繪等補充地質調查。本項列入

後續管制要求項目追蹤。 

11. 本次台電公司所提之調查報告對 2006 年屏東外海的雙主震的分析已相

當完備，值得肯定，惟屏東外海雙主震為震源相對較深之地震，其影響

範圍大，且破裂面未至地表，其引發之地震動特性與淺層斷層破裂之行

為有所差異，未來仍需收集更多資訊（尤其是核電廠井下地震儀建置計

畫完成後）及深入調查近地表斷層活動，再透過地震模擬的方式進行淺

源地震模擬研究分析，當可有效降低核電廠廠址地震動之不確定性。本

項列入後續管制要求項目追蹤。 

12. 有關加強對海域微震之監測，以確定海域線型構造之活動性，台電公司

已列入「營運中核能電廠擴大地質調查工作」，後續海域微震之監測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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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與結果，本會將納入該項作業管制事項追蹤。 

13. 有關要求台電公司確認目前核一、二、四廠海嘯設計之基準（例如：1867

年海嘯事件之海嘯源位置及發生日期），後續補充地質調查應將海域磁

測擴及到該區域。由於有關核能電廠海嘯危害評估，本會已於核安總體

檢 後 ， 開 立 核 能 管 制 追 蹤 案 （ CS-JLD-10102, KS-JLD-10102, 

MS-JLD-10102）要求台電公司重新評估水災（包含海嘯）廠外危害，

本項審查移由前述管制追蹤案進行管制。 

14. 1909 年於台北附近發生的地震，由於其震源深度較深(80 公里)，雖計算

出的地動值很小(0.04~0.12g)，但是考量其規模與震波衰減效應，可能

有長週期的地震波會影響核能電廠，建議台電公司進一步進行地震模擬

分析。本項列入後續管制要求項目追蹤。 

15. 有關活動斷層「可能錯動量及造成之核電廠廠區地盤變形量」一項，係

屬斷層位移危害分析之範疇，本次台電公司所提之成果報告並未著墨，

本會另已於因應 OECD/NEA 壓力測試同行審查之後續追蹤要求，立案

管制(核管案件編號：CS－JLD－10201、KS－JLD－10201、MS－JLD

－10201、LM－JLD－10201 等)，後續請台電公司依據前述管制追蹤案

之要求，提出規劃評估方案，並限期完成改善與採行其他必要措施。本

項後續仍由前述管制追蹤案追蹤辦理情形。 

16. 台電公司應將審查意見相關答覆說明、資料與參考文獻綜整後納入海、

陸域地質調查成果報告相關章節補充修訂之。本項列入後續管制要求項

目追蹤。 
 
 
 
 



 

 149

參考文件 

 

1. 「營運中核能電廠補充地質調查工作地質調查成果總結報告」，中興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1 年 11 月。 

2. 「營運中核能電廠補充地質調查工作地表地質調查紀實成果報告」，中

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1 年 11 月。 

3. 「營運中核能電廠補充地質調查工作斷層海域地球物理探查紀實成果

報告」，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1 年 11 月。 

4. 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管制指引編號 Regulatory Guide 1.208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 March ,2007.  

 

 



 

 150

附  錄(略) 
 
 

附錄一   審查作業重要歷程 

附錄二   審查意見與台電公司答覆 

附錄三   歷次審查會議紀錄與台電公司答覆 

附錄四   台電公司 102 年 2月 7 日第 1次審查會議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