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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鑑於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外海大地震引發之海嘯，進而導致福

島第一核電廠事故，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執行國內核電廠安

全總體檢後，各核能電廠已考慮可能的海嘯潮高加上其他如天候暴潮的潮

位作為防海嘯設計基準，然考量因應超過設計基準海嘯事件的能力，本會要

求台電公司參照美國核管會作法，以電廠現有抗海嘯設計基準再提高 6 公

尺，以強化防海嘯之能力，並開立核管案件編號 MS-JLD-10104 追蹤。 

台電公司核三廠研擬採用構築防海嘯牆之方式，並提送核三廠防海嘯

能力提升評估規劃報告，內容含括增設防海嘯牆規劃設計、改善緊急海水抽

水系統構造物及其他相關設施防海嘯能力評估及處置等。本會聘請專家學

者協同會內同仁組成專案審查小組，就相關安全議題進行審查，共提出 45

項意見，經就台電公司規劃報告內容，以及對審查提問之答覆內容與承諾修

訂報告內容進行審查，確認台電公司所提規劃報告，已就所涉及耐震安全、

結構評估、海嘯分析、水災危害等各項專業技術議題、所採用分析評估方法、

相關學理與規範依據等提出適當評估與說明，經審查可以接受。並將本會對

台電公司所提規劃報告各相關要項之審查情形與審查結果彙總，提出本審

查結論報告。本案為台電公司之規劃報告，後續本會將持續追蹤台電公司之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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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地區外海發生規模 9.0 強震，隨後並引發

海嘯，造成福島第一核電廠機組因廠區電源喪失及喪失最終熱沉，導致爐心

燃料熔毀及放射性物質外釋之核子事故。鑑於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本會即

要求台電公司檢討現有機組因應事故之能力以及天災發生後可能潛在設備

功能喪失的危險要項，以強化現有核能機組耐地震、防山洪、抗海嘯之機制。

其中，因應海嘯可能的危害，本會要求台電公司參照美國核管會作法，以電

廠現有抗海嘯設計基準再提高 6 公尺，以強化防海嘯之能力，並開立核管

案件編號 MS－JLD－10104 追蹤台電公司辦理情形。 

台電公司於 104 年 9 月提送核三廠防海嘯能力提升評估規劃報告，內

容含括增設防海嘯牆規劃設計、改善緊急海水抽水系統構造物及其他相關

設施防海嘯能力評估及處置等，本案涉及耐震安全、結構評估、海嘯分析、

水災危害等專業議題，本會聘請專家學者與會內同仁組成專案審查小組，就

相關安全議題進行審查，以確認台電公司所提規劃報告之周延性。茲將本會

對台電公司所提規劃報告各相關要項，分就基本資料蒐集及補充調查、設計

準則海嘯模擬與作用力參數分析、防海嘯牆規劃與設計、緊急海水抽水系統

構造物改善規劃，以及其他相關設施(備)防海嘯能力評估及處置等之審查情

形與審查結果，彙總後提出本審查結論報告，以下就各要項之審查情形與結

果分述之。 



2 
 

第二章、 基本資料蒐集及補充調查 

2.1概述 

本章為台電公司於核三廠防海嘯能力提升評估規劃報告書第 2 章與第

3 章之相關內容，包括：核三廠基本水文、地形、地質以及補充地形測量、

補充地質調查與既有管溝之調查結果等基本資料，以提供防海嘯牆規劃設

計所需，內容摘述如下。 

1. 核三廠基本水文資料 

核三廠所在區域之水文條件將決定廠內排水設施是否於設計暴雨條件

下順利將內水排除；此外，當海嘯侵襲時，廠區外水位可能超過廠內排水出

口高程而造成區內降雨短時間內無法排洩，而積存於廠區內，因此進行核三

廠水文資料之蒐集及分析。基本水文資料包括：可能最大時雨量、廠區防洪

及排水系統集水範圍與洪峰逕流量分析，除了參考核三廠終期安全分析報

告(Final Safety Analysis Report, FSAR)第 2.4 節所述內容之外，並引用台電

公司 103 年所完成的核能電廠水災危害再評估計畫成果，作為後續廠區排

水系統檢討與規劃分析之依據。 

2.  核三廠區現有地形與地質資料 

核三廠地處恆春半島之恆春縱谷平原，東側為丘陵，西側為台地，周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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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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三廠區附近的主要河流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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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核三廠北側尚有龍鑾潭及其支

流。 

區域地質方面，台電公司曾進行營運中核能電廠補充地質調查，核三廠

鄰近區域主要出露之地層包括(第三紀中新世)石門層、(第三紀上新世)馬鞍

山、(第四紀更新世)墾丁層、恆春石灰岩、四溝層與太平層，以及(第四紀全

新世)隆起珊瑚礁與沖積層等。 

主要的地質結構為位於核三廠東側約 1.1 公里處之恆春斷層，核三廠位

於斷層下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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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恆春斷層截切晚期更新世的石灰

岩層，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將恆春斷層暫列為第二類活動斷層。 

核三廠規劃之防海嘯牆位置大致位於核三廠第 2 號機反應爐東南側約

80 公尺附近，整體而言，核三廠廠址基礎岩層主要為屬馬鞍山層之泥岩所

組成，夾含粉砂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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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岩層之組成顆粒相近，其間變化多呈漸變，其上覆

太平層則由紅土及礫石層所組成。 

3. 補充地形測量、地質調查與既有管溝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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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測量工作主要是補充既有現地地形測量資料不足之部分。本案台

電公司除使用 103 年補充測量成果外，並參用台電公司「核能設施海嘯侵

襲總體檢」時已經完成核一、二及三廠廠區包含鄰近海域之 1/1000 地形測

量工作成果(等高線間隔為 1 公尺，平坦地形加繪 0.5 公尺補助等高線)，作

為防海嘯牆規劃及未來細部設計使用。 

補充地質調查工作分為現地鑽探取樣、現地試驗、室內試驗及成果整理。

現地鑽探取樣主要針對防海嘯牆(堤)工址及緊要海水泵室，以鑽探及取樣方

式進行，瞭解工址地質狀況，同時亦針對防海嘯堤可能之料源區進行材料取

樣工作，以提供土堤強度評估之參考。本次調查於防海嘯牆(堤)進行鑽探 6

孔，鑽孔深 15~20 公尺；於越堤道路進行地質鑽探 1 孔，鑽孔深度 15 公尺；

緊要海水泵室進行地質鑽探 1 孔，鑽孔深度 20 公尺。鑽探過程中並配合進

行標準貫入試驗及孔內側向變形試驗，並於鑽探完成後於部份鑽孔中埋設

水位觀測井觀測水位，或埋設 PVC 管進行懸盪式井測以求得地層的 P 波與

S 波波速。 

鑽探過程中所取得之土樣或岩樣試驗項目包含土壤一般物理性質試驗、

土壤直接剪力試驗、土壤三軸壓縮試驗、土壤動力三軸特性試驗、岩石一般

物理性質試驗、岩石單軸壓縮試驗以及岩石直接剪力試驗。土堤取樣材料則

進行改良式夯實試驗、重模三軸壓縮強度試驗及重模三軸動態特性試驗。 

依據鑽探及試驗結果，並參考台電公司「營運中核能電廠補充地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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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總結報告核定本」(民國 101 年 11 月)資料，於防海嘯牆及緊要海水泵

室工址於最大鑽孔深度(42 公尺)內地層主要為粉土質粘土、粉土質砂及粘

土質砂等表土層覆蓋於泥岩、砂岩或砂頁岩互層，其中防海嘯牆西側鑽孔結

果，主要以粉土質粘土、粘土質砂及泥岩為主；防海嘯牆東側、引道及緊要

海水泵室則以回填之粉土質砂夾礫石或岩塊、砂岩及砂頁岩互層為主。整體

而言，本區鑽孔所示地質包括表土(含所有風化後之粉土質粘土、粘土質砂

層或回填層)及具有上部馬鞍山泥岩性質之岩盤，其特色為泥岩部份可見剪

裂面密集分布、砂岩部份則屬細砂質，多帶有生物膠結並夾有泥岩(局部呈

互層)。因此整體解釋上，參考岩心紀錄並綜合研判後，將沿防海嘯牆軸線

之地質岩性進一步分層為風化土層、泥岩、砂岩以及砂頁互層等四大類。 

既有管溝調查除蒐集核三廠部分竣工圖說，瞭解主要既有管溝（如進水

管溝、排水管溝、電纜管溝等）在佈置圖中之位置外，亦針對核三廠防海嘯

牆預定位置進行現地勘查及透地雷達檢測調查(施測長度約為 525 公尺)，以

釐清核三廠現地既有管溝確切位置。 

2.2審查情形 

本會專案審查小組對本章審查重點為確認台電公司資料蒐集與補充調

查之完整性，審查情形分別討論於下。 

審查提問 MS-I-18，針對第 2.1 節水文基本資料蒐集是否有包括海象資

料，要求台電公司澄清。台電公司答覆說明規劃報告所使用到之潮位等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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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主要係引用自台電公司「核能電廠水災危害再評估計畫」，針對規劃

報告所使用到之海象資料已於報告補充說明，並將補充說明納入規劃報告

書中，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2.3審查結論 

綜合專案小組對台電公司規劃報告及對審查提問答覆內容審查結果，

台電公司規劃報告已蒐集核三廠區現有水文、地形與地質資料，補充地形測

量以及地質與既有管溝之調查結果，作為核三廠防海嘯牆規劃佈置參考及

海嘯模擬分析之設定參數，經審查小組審查後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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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設計準則 

3.1概述 

台電公司所提核三廠防海嘯能力提升評估規劃報告書第 4 章，主要說

明本案相關設計準則與要求，包含設計基準地震、海嘯設計基準水位、海嘯

作用力、防海嘯牆設計準則以及緊要海水抽水系統構造物設計準則、排水系

統設計準則、水工機械設備設計準則、基礎評估分析準則等，分述如下。 

1. 設計基準地震 

核三廠緊要海水泵室(NSCW)屬耐震一級構造物，適用耐震一級設計基

準地震；而本案防海嘯牆為於強震後仍具有防海嘯能力，因此亦採用耐震一

級設計基準地震。經考慮恆春斷層新事證後，本案耐震一級設計基準地震水

平方向定為 0.72g，垂直方向亦為 0.72g。設計基準地震輸入位置為反應器

廠房基礎面(Foundation Level)岩盤之延伸假想露頭面位置，實際應用於本案

適用耐震一級設計基準之構造物(緊要海水泵室及防海嘯牆)時，先行評估

構造物基礎岩盤位置，採用場址與反應器廠房基礎面岩盤性質以及剪力波

速相似之地層位置為輸入位置，並考慮場址效應。此外，人造地震歷時則依

據美國核管會(NRC) 標準審查計畫 SRP 3.7.1 相關接受準則製作。 

2. 海嘯設計基準水位 

依本會核管案 MS-JLD-10104 要求，台電公司需考量現行海嘯設計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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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加 6 公尺之海嘯危害，以強化防海嘯能力。核三廠終期安全分析報告

書(FSAR)現行海嘯設計基準水位為 12.53 公尺，故本案之海嘯設計基準水

位提高至 18.53 公尺，於此可能發生之最大海嘯事件下，以其能量於主要

廠區可溯上到設計基準水位之海嘯作為規劃報告之設計海嘯，據以檢討防

海嘯牆設計及既有重要設施防護海嘯之能力。 

3. 海嘯作用力  

海嘯對陸上構造物之作用力係參考日本國土交通省技術政策總合研究

院之「津波避難ヒル゙等の構造上の要件の解説，平成 24 年」及美國聯邦緊

急 事 務 管 理 署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之 「 FEMA 

P646:Guidelines for Design of Structures for Vertical Evaluation from Tsunamis, 

2008」(以下簡稱 FEMA P646)之建議作法。防海嘯牆設計規畫首先依據日本

國土交通省國土技術政策總合研究院「津波避難ヒル゙等の構造上の要件の

解説」津波荷重算定式之規定，計算海嘯波壓(包含靜水壓及動水壓之影響)，

並據以設計防海嘯牆斷面。後續再依據 FEMA P646 方法，由海嘯傳遞至近

岸區域之溯上過程，評估海嘯溯上遭遇陸上構造物時所造成的各項外力，包

括(1)潮湧力(2)由潮湧所挾帶殘骸造成之殘骸衝擊力(3)水流造成之拖曳力(4)

靜水壓力(5)浮力等。故本案海嘯作用力已分別參考日本與美國的技術規範，

作為設計防海嘯牆及檢核相關設施結構安全之依據。 

4. 防海嘯牆設計準則 

台電公司說明防海嘯牆為擋水構造物，特性屬水壩，因此歸類為水利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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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採經濟部水利署水利構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蓄水與引水篇

辦理設計，且為提升強震後核電廠的防海嘯能力，防海嘯牆之設計基準地震

比照耐震一級之設計，並同時考慮地震與海嘯同時發生之複合災害情境，在

此設計情境下，不可發生如傾倒或滑動破壞之功能失效情形。 

核三廠防海嘯牆將配合廠區之地形、地質條件興建，結構型式可採用鋼

筋混凝土懸臂式擋牆、混凝土重力式擋牆、土堤或混合型式。牆頂高程應滿

足設計海嘯情境下不發生溢堤，牆前需設置防止海嘯淘刷基礎之設施。既有

管線穿過防海嘯牆或基礎處，則考量海嘯牆之載重不致對其造成損壞，海嘯

期間能防止海水由此處侵入廠區。 

考慮之荷重包括：呆荷重(DL)、土壓力(SL)、海嘯作用力(TL)及地震力

(EL)，其中，地震力的部分，在安定分析時依據「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

估技術規範－蓄水與引水篇」第 7.2.1.7 節之建議由尖峰地表加速度值對照

地震係數，據以推算地震作用下之結構慣性力。垂直向地震係數亦比照水平

向以垂直向設計尖峰地表加速度值推估。荷重情況則依「水利建造物檢查及

安全評估技術規範-蓄水與引水篇」的分類方式，計有正常荷重、異常荷重

與極端荷重等三種。正常荷重為 DL + SL；異常荷重包括 DL + SL + EL1 (設計

基準地震)及 DL + SL + TL (設計海嘯)兩種狀況，考慮發生單一災因之狀況；

極端荷重為 DL + SL + TL + EL2 (1/2 設計基準地震)，此為考慮發生海嘯事件

時亦伴隨平常可能發生之地震或洪水之荷重情況，為比“異常荷重”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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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苛之考量。針對以上三種荷重情況的安定分析之安全係數，「水利建造物

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蓄水與引水篇」附屬結構物安全評析解說中列

出建議值以供參考，且為國內各水庫安全評估所引用。下表為一般水利建造

物對荷重情況之定義，並與規劃報告之荷重情況對比列出。 

荷重情況 水利建造物 規劃報告防海嘯牆 

正常荷重 一般操作載重 DL+SL 

異常荷重 正常荷重+OBE 
DL+SL+EL 

DL+SL+TL 

極端荷重 正常荷重+MCE 
DL+SL+TL+EL2 

DL+SL+TL+洪水 

 

台電公司說明，就事件回歸期而言，水利建造物的“極端荷重”僅相當

於本案防海嘯牆的“異常荷重”，亦即本案防海嘯牆設計與「水利建造物檢

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使用相同之安全係數，實際上因其荷重定義較為嚴

苛，在安全考量上優於「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所規定。 

防海嘯牆規劃階段進行結構安定分析，採用剛體平衡法，安定分析時安

全係數應不小於下表之值（參考「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蓄

水與引水篇」附屬結構物安全評析解說），對於土堤(含水泥加勁土堤)構造

物，安定分析僅需考慮抗滑安全係數。應力分析採用工作應力法(Working 

Stress Design, WSD)，容許應力鋼筋混凝土依據「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之規

定配置鋼筋，本階段動態應力分析會建立有限元素分析模型，為考慮結構與

土壤互制作用(Soil-Structure Interaction, SSI)之影響，將結構物四周地表以下

土壤或岩層包含於結構分析模型中，並以電腦程式進行時間歷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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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重情況 基礎承載 抗翻 抗滑 

正常荷重 4.0 1.5 1.5 

異常荷重 2.7 1.2 1.2 

極端荷重 1.3 1.0 1.0 

 

5. 緊要海水抽水系統構造物設計準則 

核三廠緊要海水抽水系統構造物為耐震一級結構，故按耐震一級結構

之規定辦理結構檢核分析，影響其結構設計主要因素包括:地震力、風力、

靜載重、活載重、水壓力、土壓力、上浮力、波浪力、海嘯力及結構服務性

要求等，各荷重組合於設計當時均已考慮，因此本案不再重複辦理檢核。本

案僅考量海嘯設計基準與設計基準地震之提升，故僅考慮海嘯作用、設計基

準地震作用以及海嘯與 1/2 設計基準地震同時作用的極端荷重情況。有關結

構安全檢核係以樑、柱、版主要元件之配筋是否滿足需求，主要結構以美國

混凝土協會出版之規範(ACI-349-13)為標準，此外，因緊要海水泵室為地下

結構，無傾倒及滑動之安定問題。 

6. 排水系統設計準則  

核三廠防海嘯牆設置後，除能防海嘯外，排水系統亦需依原設計標準檢

討增設防海嘯牆後之洪水複合災害情境，考慮暴雨、暴潮、洪水及海嘯等因

子對既有排水系統之影響。參考美國核管會在 NUREG/CR-7046 報告附錄

H 引用美國核能學會(ANS)所建議之複合災害，其中有關暴雨、暴潮及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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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組合，台電公司規劃報告對於既有排水系統檢討主要考慮之情境為: (1)設

計海嘯及 25 年重現期之洪水同時發生;(2)最大可能洪水、2 年重現期風浪及

曾觀測到之最大海嘯水位等三者同時發生。 

另外，在洪水無法宣洩之時間考慮上，本案參考日本  1993 年之 

Hokkaido Nansei 海嘯(北海道南西沖地震海嘯)，在日本本島之 Iwanai 與 

Esashi 實際觀測到之海嘯水位歷線資料，以最保守之最大海嘯溯上時間考

量選 900 秒(15 分鐘)作為現階段廠內排水系統完全無法排出之時間。 

至於排水系統分析之方法則包含降雨-逕流分析、渠道水理分析、海嘯

模擬、淹水模擬等。 

7. 水工機械設備設計準則 

防海嘯牆設置後，對於穿越防海嘯牆之水路、電路管道或渠道，需全面

調查與檢視，並視需要設置擋水設施(自動閘門、垂直式閘門、弧形閘門、

舌閥、蓋板、或防水堵塞)，以避免海嘯由此管道或渠道湧入需防護廠區。

這些水工機械設備之各項組件包含門體與門框構件、吊門機或驅動設備機

構件等。一般而言，若閘門平時為開啟狀態，於海嘯來臨前需緊急關閉，則

機電設備需能承受耐震一級之設計基準地震強度而無功能失效之情形，反

之，若其平時為關閉狀態，於地震下發生機電設備失效時亦不減少其防海嘯

功能，則其機電設備不需考慮耐震一級之設計基準地震強度。水工機械設備

之設計荷重則參照防海嘯牆之海嘯作用力及地震力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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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閘門耐震設計採仿靜態分析，地震分析依據「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

全評估技術規範 -蓄水與引水篇」第 7.2.1.7 節之建議由 PGA 求算地震係

數，以校核計算設備之安全性。針對設計基準地震需提升至耐震一級基準之

閘門，則另以反應譜法進行動態檢核分析。 

各閘門及陸閘之電氣電源設計規劃主要考慮閘門及陸閘之用電乃非經

常性負載，故原則將以廠區內既有電力供應為原則。 

8. 基礎評估分析準則  

本案基礎評估分析準則包括：土壤液化潛能評估及淺基礎承載力分析。

其中，土壤液化潛能評估包括國內實務界常用的液化潛能評估方法、液化潛

能指數分析與液化後土體壓縮產生地表沉陷量估算等；淺基礎承載力評估

方面，淺基礎之極限支承力可根據前章廠址地層之土壤參數分析及歸納之

簡化地層進行估算。 

3.2審查情形 

本會審查小組對本章審查重點為確認台電公司海嘯牆與緊要海水抽水

系統構造物等防海嘯能力設計準則之適切性。對於台電公司規劃報告各項

目之審查情形分別討論於下。 

審查提問 MS-I-09、MS-I-25，請台電公司補充說明在此海嘯牆設計考量

的複合災害（極端事件），提出設計海嘯及 1/2 設計基準地震同時發生之情

境考量的依據。台電公司答覆表示目前研究成果顯示，台灣周圍可能震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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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致之最大海嘯均未達現有核電廠之海嘯設計水位，故兩者可視為各自獨

立事件，同時發生之機率極低。故參考 American Nuclear Society (ANS)所建

議之複合災害機制，當發生最大可能海嘯時，同時發生之地震應考慮“平時

發生之地震規模”。參考目前核電廠運轉基準地震(OBE)最大加速度值為

SSE 的 1/2，故本報告亦參考此比例，將 OBE 視為“平時發生之地震規模”

進行複合災害之檢核。另外，台電公司說明海嘯牆之結構功能係將海嘯阻止

於牆外，無需考慮尾水、蓄水位變化與淤積產生之荷重，故規劃報告考量之

荷重情境應可滿足功能需求，並將補充說明防海嘯牆之荷重組合考量納入

規劃報告書中，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11，建議參考國內外關於防海嘯牆與鋼筋混凝土結構之

設計建議，將防海嘯牆之設計分為初步規劃階段與細部設計階段，並考量正

常荷重、異常荷重、以及極端荷重下，牆體之安全係數須符合保守建議之容

許值。台電公司答覆表示此計畫防海嘯牆設計分為規劃階段及細部設計階

段，規劃階段進行結構安定分析，細部設計階段則以檢核防海嘯牆結構應力

為主。此外，依此計畫考量之「異常荷重」相當於其它類似結構物設計規範

(如 USBR、USACE、FERC、ANCOLD 等)考量之「極端荷重」，經比較，此計畫

所採之安全係數不低於其它規範，應屬保守。關於防海嘯牆之安全係數考量，

台電公司已修訂說明，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12，有關防海嘯牆於極端荷重情況，考量可能之近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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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所造成之危害、極端氣候對海嘯影響、海嘯之時變特性、以及餘震與反

覆海嘯波，建議採用保守合適之載重因子於不同載重組合中。台電公司答覆

說明規劃報告係採用原能會要求之新事證地震與海嘯設計基準，其標準均

較過去大幅增加，故地震與氣候等影響條件應已納入考量，反覆海嘯波效應

已在數值分析中反映。由於未來將採工作應力法(較強度設計法為保守)進行

設計，故無載重組合因子，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14，考量 FEMA 防海嘯牆海嘯作用力評估有新的規範，

與安定性分析安全係數檢核的新事證，以及巨積混凝土保守容許應力值，要

求應再評估檢核防海嘯牆安定性分析。台電公司答覆說明海嘯作用力已依

FEMA P-646(2012 年)修正後重新進行安定分析，結果列於報告附錄，此外，

混凝土容許應力設計準則亦已配合修改，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15、MS-I-27 指出台電公司報告書中與會議簡報檔中，靜

水壓力的公式有誤（缺少海嘯牆厚度尺寸），要求更正。台電公司答覆說明

原靜水壓公式為單位寬度 b 之作用力，將乘上寬度 b，修改為總力，本項答

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19，要求台電公司說明是以何種潮位為基礎進行評估，

是否有考慮天文潮。台電公司答覆說明依據核三廠 FSAR 報告 2.4.5 節，現

行海嘯設計基準為 12.53 公尺 (8 公尺海嘯溯上高 + 4.03 公尺大潮位 + 0.5

公尺出水高)，其中 4.03 公尺即為最大天文潮位。規劃報告之海嘯模擬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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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水位面(基隆港平均中潮位)為基礎水位，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21，要求說明排水系統之設計是否有考慮下游的水位高。

台電公司答覆說明核三廠主要廠區排水系統之設計，係以重力方式將廠區

洪水往外排出，因此只要排水出口之水位高程低於廠區之水位高，洪水即可

順利排出不受下游水位高程影響。而核三廠主要廠要地表高程為 15 公尺，

廠區東側及西側出口高程分別為 10.55 公尺及 10.95 公尺，考慮下游水位、

潮位變化高度遠低於排水出口高程，因此下游水位變化不會影響排水結果，

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36，請台電公司說明海嘯設計的高度(FSAR+6 公尺)位置

指的是岸邊之海嘯高度或海嘯上岸後最終 inundated 的最高 run-up 高度。

台電公司答覆說明 FSAR 中的海嘯高度均係指溯上(run-up)之高度，故所謂

FSAR+6 公尺作為海嘯設計的高度位置定義，指的是廠區周邊之海岸單純地

區或無障礙之溪流，海嘯上岸後最終溢淹的最高溯上高度，並非岸邊之海嘯

高度，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37，針對台電公司報告第二章所提「核能電廠水災危害

再評估計畫」分析成果等陳述，以及報告第 4.3.5 節對「依據國科會委託」、

台電公司「核能發電廠海嘯總體檢評估」計畫、「結果顯示 22 處可能震源

區發生最大可能地震引致之海嘯均未達現有核電廠之海嘯設計基準水位」

等陳述，要求僅得做為本案審查之參考，相關結果由管制案 MS-JLD-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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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後續管制追蹤。台電公司答覆說明雖然「核能電廠水災危害再評估計畫」

與「核能發電廠海嘯總體檢評估」均尚在持續進行中，惟該兩項計畫為最新

相關研究，其成果仍具參考價值，在本報告內文註明“尚未審定”，以避免誤

解，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3.3審查結論 

綜合專案小組對台電公司規劃報告及對審查提問答覆內容審查結果，

台電公司已就本案相關設計準則與要求，包含設計基準地震、海嘯設計基準

水位、海嘯作用力、防海嘯牆設計準則以及緊急海水抽水系統構造物設計準

則、排水系統設計準則、水工機械設備設計準則、基礎評估分析準則等，提

出適當說明，其中，設計基準地震業已考慮新事證的影響，提高至 0.72g，

有關本案海嘯作用力則分別參考日本與美國的技術規範，作為設計防海嘯

牆及檢核相關設施結構安全之依據，經審查小組審查後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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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海嘯模擬與作用力參數分析 

4.1概述 

台電公司所提核三廠防海嘯能力提升評估規劃報告書第 5 章，主要說

明近域海嘯分析模型建置、海嘯溯上模擬程式與參數選用、海嘯設計規模、

海嘯模擬分析與海嘯作用力參數分析等，分別簡述於下。 

1. 近域海嘯分析模型建置 

規劃報告收集近域海嘯模型建置所需之地形水深等資料，為確切反應

出海嘯波傳遞之波形變化，數值模型之網格尺寸的解析度遵循美國核管會

及日本土木工程師學會(JSCE)之建議進行網格配置外，並再採用更細之網格，

同時依不同區域及重要設施分布進行不同大小之網格配置，輔以現地勘查

複核，以使數值模型更能確切反應出現地之地形變化。 

2. 海嘯溯上模擬程式與參數選用 

規劃報告使用中興工程顧問社發展的二維水理分析軟體 SEC-HY21 為

海嘯模擬及溯上分析軟體，其海嘯分析模組發展過程中，已驗證過各項基準

問題，以及古典潰壩問題之非線性解析解，藉以進一步檢驗模式在海嘯溯上、

溯降波形演變及水陸交界移動邊界之分析能力。至於海嘯進入核電廠之取

水及排水孔洞內之模擬，則另採用美國 FLOW-3D 三維水理分析軟體，評估

海嘯侵入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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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報告分析設定之海嘯源是假設於核三廠外海處約 15 公里處有一

孤立波，波傳遞方向則垂直於海岸。為避免海嘯波傳至邊界後，受邊界影響

造成數值之不正確反射，進而影響計算域內原來應有之流場，模擬邊界條件

採用非反射邊界條件。至於底床糙度，採曼寧 n 值方式給定，參考鄰近有

關曾進行過海域模擬所採用之值，以保守方式給定為 0.028(水深小於等於 1

公尺時)~0.012(水深大於等於 10 公尺)。至於陸上區域，因無實測資料，故

參考周文德(1959)之 Open Channel Hydraulics 書中不同地表覆蓋情況下之 

n 值，同時考量地表之植被、人為設施等影響後，設定陸上區域曼寧 n 值

採用 0.045。 

3. 海嘯設計規模 

為找出核三廠防海嘯牆設計對應之海嘯規模，規劃報告以無海嘯牆之

情況下，利用海嘯模式進行海嘯溯上模擬分析，以試誤法方式，逐步加大外

海之海嘯初始波高，直至其能量於廠區之溯上高程可達廠區之溯上高約 

EL.18.53 公尺，再將設計海嘯最大溢淹範圍結果，與地形 EL 18.53 公尺等高

線比較，比對結果良好，故將以如此試誤出大小等級之侵襲核三廠的海嘯視

為規劃報告之設計海嘯。 

4. 海嘯模擬分析與海嘯作用力參數分析 

海嘯溯升取決於地形與周遭建物等，故同一海嘯於不同處之溯上高度

亦不相同。對於核三廠增設海嘯牆後設計海嘯之模擬結果所示，防海嘯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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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揮阻擋海嘯於主要廠區外之功能，進一步檢視海嘯水位高程，於防海嘯

牆西側處由於局部地形效應影響，局部區域之最大溯上高可達約 EL 19.8 公

尺，由於超越防海嘯牆頂部分屬於海嘯撞擊防海嘯牆所激起之波浪部分，其

作用力已遠小於海嘯本身之作用力，故於防海嘯牆頂設置 1 公尺高之防浪

牆，除可確保廠區內不受海嘯之影響外，亦為較經濟之設計。模擬結果亦顯

示防海嘯牆臨海側，海嘯最大流速約為 5~6 公尺/秒，但發生最大流速處於

同一時間點上往往未必是最高水位，設計上將依據增設防海嘯牆後的海嘯

模擬分析所得之流速、潮湧高度等結果進行海嘯對陸上構造物之作用力計

算，海嘯作用力包含：殘骸衝擊力、海嘯潮湧力、及結構體局部沒入狀態下

之拖曳力及靜水壓力等。 

為瞭解防海嘯牆臨海面於設計海嘯作用時之水位及流速變化情形，將

沿海嘯牆方向每 10 公尺截取一觀測點位，分別於牆前約 1~2 公尺處淬取其

水位及流速值，並將其影響各牆面處之最嚴重的時刻之水文參數沿牆水平

剖面展示成圖。並依防海嘯牆於海嘯作用期間之各點水位高(WSE)、流速(u)

及 hu2等參數，檢核各設計斷面之防海嘯牆結構是否滿足結構之安定性。 

 

4.2審查情形 

本會審查小組對本章審查重點為確認台電公司海嘯模擬與作用力參數

分析之合理性與適切性。對於台電公司規劃報告各項目之審查情形分別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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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於下。 

審查提問 MS-I-01，針對規劃報告使用中興工程自行研發之 SEC-HY21 模

擬海嘯溯上高度與海嘯波速，要求補充說明此軟體的理論基礎、波傳模型、

計算方法、網格處理與邊界條件等資訊。台電公司答覆說明已詳細敘述此軟

體的理論依據，並修訂規劃報告，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02、MS-I-34，要求補充說明核三外海 15 公里產生孤立

波之設置位置依據及初始波高之合理性與保守性。台電公司答覆說明報告

已詳細說明孤立波設定的理論依據，以及能量等效的選定。此外，並以針對

震源位處馬尼拉海溝作為代表性之海嘯誘發成因進行海嘯模擬分析，以為

本案設計海嘯之驗證，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03，針對模擬近岸海嘯波高與波速時，海底床粗糙度之

影響使用曼寧 n 值方式給定，報告書中提及是參考鄰近有關海域模擬所採

用的數值，但並未給出參考文獻，要求補充說明目前採用海底水文調查資料

為最新的資料。此外，在水深介於 1-10 公尺間，報告書並未提及曼寧公式

中的 n 值給定標準，考量 n 值對海嘯波速的影響，請台電公司於報告書中

就此說明，並請於報告書中說明核一廠，核二廠，核三廠均採用相同設定的

依據。台電公司答覆說明主要參考中興公司過往於台灣各地海域有關之計

畫，初步擬定海域可能的 n 值，並以情境擬合配合相關文獻的方式，決定陸

域可能的 n 值。並利用國外案例含溯上及水位觀測紀錄的海嘯事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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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之率定驗證後(含海嘯傳遞及溯升驗證)，再以相同之參數進行國內有紀

錄之海嘯案例模擬(僅有潮站資料，並無溯升紀錄)，輔以加強說明規劃報告

使用之參數的適用性。核三廠之底床糙度，採曼寧 n 值方式給定，於水深大

於 20 公尺之海域，因水深較深，底床剪應力可忽略不計，因此給定 0。而

於水深 0~20 公尺之海域，則考慮底床剪應力隨水深變化，於水深較淺時，

曼寧 n 值較大；水深較深時，曼寧 n 值較小。規劃報告參考鄰近有關曾進

行過海域模擬所採用之值，以保守方式給定為 0.028(水深<=1 公尺)，0.012 

(水深 >= 10 公尺)，水深介於 1 公尺~10 公尺間則取內插計算。陸上區域，

因無實測資料可供率定驗証，故參考周文德 (1959)之 Open Channel  

Hydraulics 書中不同地表覆蓋情況下之 n 值，同時考量地表之植被、人為設

施等影響後，經評估後陸上區域曼寧 n 值採 0.045，本項答覆說明經審查可

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04，要求說明給定之陸地曼寧 n 值是否適合核三廠廠址

現地狀況。台電公司除依前述答覆內容說明如何初步擬定海域可能的 n 值，

再決定陸域可能的 n 值，以及加強說明規劃報告使用之參數的適用性外，

再說明參考日本對於海嘯數值模擬之曼寧 n 值取為 0.03。規劃報告以核三

廠海嘯牆興建後為例，於相同入射海嘯條件下，分別以曼寧 n 值 0.03 與

0.045 進行模擬並比較其差異，其結果顯示底床糙度對模擬結果的影響不大。

且就此案之設計條件而言，係以海嘯溯上高度為設計條件，調整 n 值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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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異動亦連帶造成其他參數的變動，於最後的結果並無明顯差異，本項答覆

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05，行海嘯數值模擬時，演算時距會影響到數值結果。

報告書提及數值計算演算時距以滿足 CFL(Courant-Friedrichs-Lewy)條件為原

則，並給定 CFL=0.5 於數值計算中。惟不同 CFL 的值會影響到數值結果，請

補充說明使用 CFL=0.5 的依據為何。台電公司答覆說明演算時距滿足 CFL 是

為了滿足計算之穩定條件，而 CFL=0.5 為在二維非結構性有限體積法下的最

佳穩定條件。在滿足穩定條件的情況下，模擬結果不會因 CFL 的不同而有所

差異，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06，針對使用之 SEC-HY21 基本上屬於二維淺水波模型，

要求就未使用完整三維波傳模型模擬近岸海嘯波高與波速，說明其合理性。

台電公司答覆說明不同之海嘯模式，若求解之控制方程式相同(如皆為求解

淺水波方程式)，在相同網格及參數條件下，理論上不同模式求答案將是一

樣的。以核三廠遭受海嘯侵襲為例，分別採用 COMCOT 與 SEC-HY21 並在相

同網格條件下的模擬結果，結果顯示兩不同模式在相同條件下的模擬結果

相當吻合，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08，參考日本 311 福島核災後對核能電廠防海嘯能力之

設計概念重新檢討結果，要求就海嘯之「時變特性」，與其伴隨之海嘯水流

對防海嘯牆側面與基礎之沖刷效果對防海嘯牆的安定性分析影響之考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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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提出說明。台電公司答覆說明針對海嘯水流對防海嘯牆側面與基礎之沖

刷效果，已採用 FLOW3D 進行相關模擬計算，計算結果顯示海嘯牆底部最

大流速為 1.8m/s。參照一般護岸工程之混凝土塊工法所適用的流速範圍約

8 公尺/s，遠大於模擬計算之結果。故將在防海嘯牆前方設置水泥加勁土層

以防止海嘯對基礎之侵蝕，防海嘯堤臨水面則另舖設 40 公分厚鋼筋混凝土

面板加強抗侵蝕能力，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有關於防海嘯牆前方

設置水泥加勁土層以防止海嘯對基礎之侵蝕，以及防海嘯堤臨水面舖設 40

公分厚鋼筋混凝土面板加強抗侵蝕能力部分，將列入後續管制追蹤事項。 

審查提問 MS-I-20，針對核三廠海嘯發生最有可能的來源為馬尼拉海溝

(Manila trench)，說明採用實際震源情境的考量（例如，科技部所給定的震

源），以及不同情境的差異性，亦即採實際震源情境海嘯所帶來水量的多寡，

與採用孤立波的方式之差異性，請就此進一步討論以增加使用孤立波做為

海嘯源的可靠度。台電公司答覆說明依據國科會(現科技部)民國 100 年「台

灣潛在高於預期之海嘯模擬與研究」之報告所述：“在侵台海嘯源之擬定部

分，以收集台灣歷史地震與海嘯研擬預期最大之海嘯規模，並參考 2011 日

本海嘯事件，予以合理之安全係數，以達評估超越預期之海嘯危害。”依此

可知，其擬定之震源參數已透過安全係數方式調整，以達超越預期。而依台

電公司於「核能發電廠海嘯總體檢」之評估報告，採用國科會擬定震源之模

擬結果顯示，在零水位情況下對核三廠廠區內最大溯上水位達 4.53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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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說明雖國科會之震源已有參考 2011 日本海嘯事件，並予以合理之安全係

數。而在此情況下，核電廠廠區現有高程仍位於海嘯溯上高程之上而不致受

影響。然考量到現有事證可能有所不足，方有規劃報告之海嘯牆規劃。而海

嘯牆之設計高程及原則，是以現有海嘯防護高程加 6 公尺方式為之，並不

是針對某一海嘯源為假想對象進行防護。台電公司再說明海嘯為一種能量，

溯上高度為其達岸邊後之擁有總能量轉化為位能方式呈現，因此擁有相同

溯上結果的不同海嘯，從能量觀點來看，其擁有總能量是一致，因此無論採

用的為孤立波或實際海嘯，若其溯上高度一樣，其能量及作用力結果無差異，

台電公司再依審查小組要求，以震源位處馬尼拉海溝作為代表性之海嘯誘

發成因進行海嘯模擬分析，作為本案設計海嘯之驗證，並將模擬分析與驗證

納入報告附錄，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26，要求報告內應載明設計海嘯之初始條件，包括位置、

波高及水深，以及計算域之大小範圍。另外，請說明海嘯源位置對分析結果

的影響。台電公司答覆說明此計畫之設計海嘯，造波使用之孤立波參數為水

深 700 公尺、波高 2.7 公尺。以能量觀點來看溯升問題，相同溯上高度其最

大之作用力不會有所差異，但不同海嘯源的位置影響範圍、海嘯到達時間等

應該有所差異，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28，請對所採用數值模式 SEC-HY21，如控制方程式及

底床摩擦公式及數值方法（例如，unstructured FV）等說明之。台電公司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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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說明已在規劃報告中加以說明，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29，要求給定外海水位歷線的位置。台電公司答覆說明

已於報告新增圖示外海水位歷線觀測點之位置，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

接受。 

審查提問 MS-I-33，要求說明海嘯模擬分析所得 run-up、inundation 分

布及所採流速值之合理/保守性。台電公司答覆說明已假設核三廠發生震源

位處馬尼拉海溝作為代表性之海嘯誘發成因，以試誤法使溯上高度達 EL 

18.53 公尺之地震規模來分析，驗證本案設計海嘯之合理性。台電公司再依

審查意見，針對模擬分析內容中有關對核能三廠影響衝擊最大海嘯源之依

據及正確性、再核算並確認破裂面寬度、海嘯模擬初始高程應考量斷層面

(fault plane)之地栓(asperity)效應、海嘯作用力之比較圖中三條曲線中何者作

用力係由 P646 2008 公式 6-6 所控制等項提出說明。另考量現階段有的海

嘯牆之設計安全係數餘裕不大，在湧潮力之計算利用淺水波方程式所算出

之速度推估動水壓力計算之不確定性，要求台電公司考慮單位寬度進行二

維計算，並以 Flow-3D 直接計算海嘯牆之受力，以評估/比較利用淺水波方

程式計算受此力之差異性。台電公司答覆另以水深 1m、平均流速 8m/s 的

水流條件，流經一寬 1m 之正方柱體，假設底床為水平且不考慮底床摩擦剪

應力，利用 FLOW3D 軟體以三維 CFD 模式進行水流衝擊方柱體之模擬結果

所得方柱體所受作用力平均值，再與以 P646 2008 年版公式求得方柱受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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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後者所得數值較前者為大。另提出依據設計準則(配合 P646 2008 年版)

或數值模擬結果或依照 P646 2012年版(100%理論值)計算所得之海嘯作用力

(含靜水壓力、動水壓力及殘骸衝擊力)結果，說明於極值上並無太大差異，

僅數值模擬結果因納入底床摩擦力及地形效應而呈現較低數值，但與保守

之理論值相較，其差異亦不大，故可視為一合理數值。而依據設計準則所得

之海嘯作用力最大，故細部設計將採用設計準則進行相關計算以取得較保

守之設計，且仍滿足 FEMA P646 2012 年版之規定校核，以上答覆內容經審

查可以接受。有關答覆中承諾細部設計時將採用設計準則進行相關計算以

取得較保守之設計，且仍滿足 FEMA P646 2012 年版之規定校核乙項，將列

入後續管制追蹤事項。 

4.3審查結論 

綜合專案小組對台電公司規劃報告及對審查提問答覆內容審查結果，

台電公司已依核三廠現地地形採用符合相關法規指引要求之網格尺寸解析

度，建置近域海嘯分析模型，且本案海嘯溯上模擬程式與參數選用亦已與歷

史海嘯紀錄與實際海嘯源進行驗證，確認參數設定之合理性。另本報告已對

設計海嘯規模、海嘯對陸上構造物之作用力則有考量殘骸衝擊力、海嘯潮湧

力及結構體局部沒入狀態下之拖曳力及靜水壓力等提出適當說明與分析，

經審查小組審查後可接受。有關答覆中承諾細部設計時將採用設計準則進

行相關計算以取得較保守之設計，且仍滿足 FEMA P646 2012 年版之規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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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以及於防海嘯牆前方設置水泥加勁土層以防止海嘯對基礎之侵蝕，以及

防海嘯堤臨水面舖設 40 公分厚鋼筋混凝土面板加強抗侵蝕能力等項，將列

入後續管制追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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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防海嘯牆規劃與設計 

5.1概述 

台電公司所提核三廠防海嘯能力提升評估規劃報告書第 6 章，主要說

明防海嘯牆方案之研擬與評選、地震分析、液化潛能評估結果、防海嘯牆安

定分析分析、管道/渠道及進出通道之擋水設施規劃以及廠區排水系統檢討

等，分別簡述於下。 

1. 防海嘯牆方案研擬與評選 

為提升核三廠核島區防範超越設計基準的海嘯能力，核三廠海嘯防護

高程將為 EL 19.0 公尺。台電公司參考既有地形、地盤特性與核三廠廠內設

施佈置現況，最終規劃於核三廠南一號道路佈設防海嘯設施。此外，並考量

未來之通行需求，規劃引道做為海嘯牆前後兩側通行之用。而原先在南一號

道路底部及兩側有多種型式的輸水、機電管路穿越或埋設，亦需考量對其影

響。 

防海嘯牆結構主體採用巨積混凝土重力式擋牆，基礎深入岩盤以獲得

良好之支撐。工程分為牆體段及引道段，其中牆體段之防海嘯牆長約 500 公

尺，其與循環水進/出水暗渠交錯部分，原為渠道施工時之回填土，海嘯牆

施作時將挖除後採混凝土回填鑲補。防海嘯牆高程 EL 19 公尺以上的部分

將設置 1 公尺高之防浪牆。引道段為由海嘯牆頂至廢料倉庫之引道長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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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高程變化由 EL 20.0 公尺降至 EL 16.5 公尺，引道坡度 3.5%；海嘯牆

頂往重件碼頭之引道約 170 公尺，高程變化由 EL 20.0 公尺~EL 10.5 公尺，

引道坡度 5.6%。 

2. 地震分析 

防海嘯牆地震分析採用核三廠岩盤露頭處之設計基準地震加速度反應

譜，水平加速度值基準值為 0.72g，垂直加速度值基準值亦為 0.72g，並依美

國核管會 SRP 3.7.1 文件中相關規定，製作與反應譜相符之人造地震歷時。

此外，亦依據防海嘯牆規劃位置之鑽探結果，進行場址效應分析，最終得到

防海嘯牆所在位置之最大地表加速度值，如下表所示。 

防海嘯牆 

設計基準地震情況 1/2 設計基準地震情況 

水平加速度

(g) 

垂直加速度

(g) 

水平加速度

(g) 

垂直加速度

(g) 

1.22 0.75 0.58 0.38 

 

3. 液化潛能評估與抗液化基礎設計 

綜合液化安全係數、液化潛能指數 PL 及震陷量評估分析結果，防海嘯

牆工址在局部地區之回填層或表土層(高程位於 EL 10.9 公尺~EL 14.0 公尺

間)可能有抗液化安全係數小於 1.0 之情形發生，惟由於防海嘯牆之基礎面

位於 EL 12.0 公尺，基礎面下可能發生液化情形之土層最大厚度僅剩 1 公

尺，為確保防海嘯牆之安定性及防護高度，故將基礎面以下至岩盤(泥岩/砂

岩)間之回填層或表土層土壤全數挖除，並以混凝土填補，形成人工岩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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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防海嘯牆將不受土壤液化之影響。至於緊要海水抽水系統構造物因屬

既有結構，依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第十一章，經分析判定可能

液化之土層，應折減其耐震設計用之土層參數。 

4. 安定分析 

核三廠防海嘯牆在規劃階段，應考慮結構穩定，以決定適宜斷面。混凝

土重力式防海嘯牆之安定分析係依據「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

範-蓄水與引水篇」之相關規定，採用剛體平衡法檢核結構穩定，由於本段

防海嘯牆之長高比大於 3，故採二維模式分析。 

防海嘯牆所承受之海嘯力則分別考慮日本國土交通省建議之海嘯波壓

力及美國 FEMA P646 建議之海嘯力，安定分析之計算成果顯示不論是採用

日本國土交通省建議之海嘯波壓力或採用美國 FEMA P646 建議之海嘯力，

海嘯牆體抗滑、抗翻、抗浮之安全係數均符合設計準則之規定。 

5. 管道、渠道及進出通道之擋水設施規劃 

對於核三廠穿越防海嘯牆之水路管道、渠道及電氣管道，主要之擋水設

施為鋼構自動閘門、蓋板等設施。自動閘門平時可允許廠區水路之水流順利

排出，當海嘯侵襲時，因外水壓作用可自動關閉閘門擋水；惟設計時需考量

防止翻越設施，避免自動閘門因海嘯衝擊而往上掀開，失去擋水功能。 

電氣管道設備考量可設置擋水牆或密封鋼罩，倘如現場環境無法施行，

則將地上物設備遷移至防海嘯牆保全區域內，其開孔或功能井可裝設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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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罩；地下管路採用管路封塞劑施以封堵；管溝部分加設密封鋼罩或改以地

下管路。上述規劃之相關擋水設施將於第二階段時進行詳細設計。 

6. 廠區防洪及排水系統檢討 

核三廠完成防海嘯牆後，區內之排水系統檢討考慮情境包括下列： 

(1) 複合情境 1：「最大可能降雨」、「2 年重現期風浪」及「500 年重現期

洪水與 0.4 倍 PMF 取小者」同時發生，經檢討本項複合情境對於廠區

原排水系統並無影響。 

(2) 複合情境 2：「最大可能洪水」、「可能最大颱風經過+超越機率 10%之

高潮位」同時發生；綜合評估結果，因排水系統出口高程仍高於出口

水位，且排水系統之設計排洪能力仍高於最大可能降雨(PMP)所產生

之逕流量 15.6 cms，因此本複合情境對於廠區原排水系統並無影響。 

(3) 複合情境 3：「設計海嘯」及「25 年重現期之洪水」同時發生；本項複

合情境為考量在設計海嘯發生時，核島區內之洪水在暫時無法排水的

情況下，可能之淹水情況。經估算道路積水深度約為 0.12 公尺，仍低

於核三廠安全停機設備所屬區域所在建物之最低入口高程，因此不受

淹水影響。 

(4) 複合情境 4：「最大可能洪水」、「2 年重現期風浪」及「曾觀測到之最

大海嘯水位」同時發生。綜合評估結果可知，增設防海嘯牆後，因排

水系統出口高程仍高於出口水位(0.18+0.339 = 0.519 公尺)，且排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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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之設計排洪能力仍高於最大可能洪水所產生之逕流量 15.6 (cms)，

因此本項複合情境對於廠區原排水系統並無影響。 

 

5.2審查情形 

本會審查小組對本章審查重點為確認台電公司新規劃之防海嘯牆方案

評選、地震分析、液化潛能評估結果、防海嘯牆安定分析、管道/渠道及進

出通道之擋水設施規劃以及廠區排水系統檢討等之合理性。對於台電公司

規劃報告各項目之審查情形分別討論於下。 

審查提問 MS-I-07，報告書中關於於海嘯作用力評估，已考慮海嘯波壓

力，海嘯潮湧力，殘骸衝擊力，拖曳力，靜水壓力與動水壓力等。同時，假

設侵襲之海嘯可完全被防海嘯牆抵擋，不考慮海嘯撞擊後造成防海嘯牆沒

入水體之情況。惟參照之 FEMA P646” Guidelines for Design of Structures for 

Vertical Evacuation from Tsunamis”規範為 2008 年版，此規範於日本 311 福

島核災後，已於 2012 年修訂，對海嘯作用力評估方法有變動，要求台電公

司就此提出說明。台電公司答覆說明海嘯作用力依 FEMA P-646(2012)修正

後重新進行之安定分析結果顯示，殘骸衝擊力大幅增加，但潮湧力與上浮力

均降低，重新計算安定係數均滿足設計準則要求，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

接受。 

審查提問 MS-I-10，考慮設計之防海嘯牆為巨積混凝土，其裂縫未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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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限狀態即會產生。由於裂縫將直接影響浮力之分佈及大小，因此防海嘯牆

之浮力設計宜加以考慮有裂縫之情況。台電公司答覆說明若牆體存在裂縫

但無排水路徑，牆底上浮力分布不致改變；若裂縫連接排水路徑，上浮力則

會降低。安定分析考慮之上浮力係由海嘯產生，鑽探成果顯示海嘯牆沿線表

土以粉土與粘土為主。實際上，防海嘯牆前地面厚度 1 公尺之水泥加勁土

與岩盤基礎均為更低透水性之材料，地面至牆底深度尚有 3 至 5 公尺，前

述滲流計算結果顯示海嘯不致滲透至牆底形成上浮力，因此安定分析所假

設之海嘯上浮力相當保守，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13，針對防海嘯牆細部設計時是否考慮採用強度設計法

進行設計，透過符合現行鋼筋混凝土構造物之配筋需求，使防海嘯牆具有充

足之強度與韌性，抵抗餘震與反覆海嘯波，並進行非線性動態分析，考量土

壤結構互制行為，檢核混凝土之容許應力落於保守允許值內等，請台電公司

考量。台電公司答覆說明，核三廠採用之防海嘯牆類似水壩之無筋混凝土靜

定結構，並無韌性容量，且大地震後，仍須保持強度抵抗海嘯侵襲，宜採容

許應力法設計。進行分析時，土壤動態效應亦將納入考慮，本項答覆內容經

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14，考量 FEMA 防海嘯牆海嘯作用力評估有新的規範，

與安定性分析安全係數檢核的新事證，以及巨積混凝土保守容許應力值，要

求應再評估檢核防海嘯牆安定性分析。台電公司答覆說明海嘯作用力已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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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A P-646(2012 年)修正後重新進行安定分析，結果列於報告附錄，此外，

混凝土容許應力設計準則亦已配合修改，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16，依據目前針對核三廠規劃設計之防海嘯牆，其設計

海嘯係假設一孤立波直接入射廠區。惟根據學者研究，核三廠港灣地形易有

重複海嘯波的發生，要求將重複海嘯波的可能性與所產生的影響納入考慮。

台電公司答覆說明海嘯產生的原因為地層錯動造成地表位移，並間接抬升

水位，抬升後之水位受重力影響往四周傳遞形成海嘯。由於海嘯波是由不同

頻率的波組成，不同頻率的波其運動之波速不同，在傳遞過程中將逐漸分離，

造成波高降低並產生多波之海嘯之現象(dispersion，頻散效應)。另海嘯波在

遭遇結構物、海岸後，受地形影響將造成波的反射，反射後之波將依反射後

之方向再往外傳遞。由於以上兩種因素，實際觀測到之海嘯水位變化，受頻

散效應及地形影響，將形成重覆、多波之情況發生。規劃報告於海嘯模擬時，

為考慮到地形之反射效應，模擬範圍盡可能將鄰近區域包含在內，以核三廠

為例，數值模型之模擬範圍擴大至整個恆春半島。此可由模擬之歷線變化得

知，雖設計海嘯採孤立波，然水位歷線模擬結果亦呈現出多波之變化。海嘯

模擬是為取得海嘯動態過程中之海嘯力的變化，由模擬取得當海嘯可以溯

上達到設計高度時，可能之流速變化，並據以檢核設計是否可以安全適宜。

而海嘯的變化有漲退過程，當第一波海嘯退去後，對海嘯牆而言因該波海嘯

已經退去，此時海嘯牆前並無水體存在，因此在第一波海嘯退去後，對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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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而言，第一波之海嘯作用力已作用在海嘯牆上並隨退水後消失。綜合上述，

海嘯波對海嘯牆之作用力分析，各海嘯波可視為獨立事件，因此實際上海嘯

侵襲時可連續好幾波，但於作用力的實務評估上，僅檢視最大之海嘯波的作

用力，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22，要求應採用 FEMA(2012)之版本重新計算整個海嘯

牆之受力及安定分析。另外，海嘯牆與基礎之摩擦力設定為 0.7 是否合適，

一併要求台電公司澄清。台電公司答覆說明核三廠因防海嘯牆直接座落於

岩盤上，故原抗滑安定分析採用海嘯牆基礎與岩盤間之摩擦係數，台電公司

依審查意見，經檢討後調整摩擦係數為 0.6，另依 FEMA P-646(2012) 修改之

海嘯作用力再進行安定分析，分析結果仍符合要求，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

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23，規劃報告中說明核三廠的最高溯升可達 19.8 公尺，

原因是因為海嘯撞擊防海嘯牆表面水體所造成的波浪，因較不具破壞力，故

採用 19 公尺的防海嘯牆外加 1 公尺的防浪牆的方案。要求台電公司就海嘯

長波，提出上述論述之依據。台電公司答覆說明由於核三廠之防海嘯牆於臨

海面為垂直牆設計，因此水體撞擊後，海嘯能量將立即轉成位能，其結果將

造成水體直接垂直往上運動，並以碎波方式消散能量。此種溯上變化由於其

運動方向與海嘯牆平行，因此其對牆而言其作用力影響輕微，本項答覆內容

經審查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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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提問 MS-I-24，針對核一廠在計算海嘯牆安定分析時所用之水體密

度（含沙）不同，要求再確認三個廠的計算方式是否一致。台電公司答覆說

明核一、二、三廠已再統一採取相同之水體密度（含沙）計算海嘯作用力與

海嘯牆底部之上舉力，並重新檢核海嘯牆之安定性，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

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30，要求就沈積物侵蝕累積影響之評估情形進一步說明。

台電公司答覆說明關於沉積物侵蝕，已於海嘯作用力計算中考慮沉積物後

之攜砂密度，取ρ= 1100 kg/m3 (參照 FEMA P-646-2012 年版, Section 6.5.1)；

另於工程設計上，在防海嘯牆前方設置水泥加勁土層以防止海嘯對基礎之

侵蝕，防海嘯堤臨水面則另舖設鋼筋混凝土面板加強抗侵蝕能力。海嘯退水

後，沉積物累積對緊要海水泵室之取水池可能造成影響，對防海嘯牆之擋水

功能則無影響，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36，請台電公司蒐集 ASCE 7 2016 年版之海嘯專章

(chapter 6)之可能技術內涵並反映至本案之海嘯牆設計分析。台電公司答復

說明 ASCE 7-16 對於海嘯力之規定，大致上係引用 FEMA P-646 之規定，但

細部之規定則仍須待 ASCE 7-2016 正式出版後才能看出其中差異。因此，規

劃報告將持續注意 ASCE 7-16 之相關訊息，俟其出版後將可作為規劃報告設

計之參考，目前則仍依既有之 FEMA P-646 2012 進行設計，本項答覆內容經

審查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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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提問 MS-I-38，依據核三廠 102 年注意改進事項 AN-MS-102-012

指出有三處位置可能溢淹，要求針對該三處位置提出評估結果及防範措施

規劃之適切性提出說明。台電公司答覆說明，針對東側海嘯高度，可能有少

量海水越過牆頂，因此海嘯牆將增設置 1 公尺防浪牆，使防護高度及越堤

道路面均達 EL.+20 公尺，俾防止海嘯溢越。另依據 103 年 8 月測量結果顯

示，廠區西側高地脊線之高程均在 EL.+20 公尺 以上，超過防海嘯牆頂高，

不致溢淹至主廠區。針對低於 EL.+20 公尺之廠區排水渠道，將在廠區外設

置逆止閥，僅允許水由廠內流出，阻止海嘯由廠外灌入；相關方案已納入規

劃報告第 6.4 節「管道、渠道之擋水設施規劃」中，亦將相關設計納入後續

設計與施工，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有關針對低於 EL.+20 公尺之

廠區排水渠道在廠區外設置逆止閥部分，納入後續管制追蹤事項。 

審查提問 MS-I-39，報告所提「在各種防海嘯牆型式中，以土堤及混凝

土重力式防海嘯牆兩者最適合建於淺基礎上。」，惟其與所提日本範例不同，

要求針對防海嘯牆與核島區的基礎說明其異同，並針對日本範例提出核三

廠防海嘯牆排除樁基礎的澄清說明，另請提出與核三廠規劃相同之日本範

例為佐證。台電公司答覆說明核三廠核島區之圍阻體與汽機房等結構均為

直接座落在岩盤之筏式基礎，防海嘯牆亦將直接座落於岩盤。採用樁基礎之

目的係將結構荷重透過基樁傳遞至下方堅硬土層或岩盤，通常用於基礎承

載能力不足之工址。此防海嘯牆基礎為岩盤，由地質鑽探之試驗成果顯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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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足以承受防海嘯牆之受力，因此無須採用樁基礎。實務上，基礎型式之

選擇與工址地質有關，相同結構在不同工址可能採用不同基礎型式。若未來

須提高防護標準，可對海嘯牆加高加厚，亦可在新增部分採用椿基礎。台電

公司並提出日本女川電廠的防海嘯堤、美浜発電所外海側之防海嘯堤、以及

泊発電所的部分防海嘯牆為例說明。審查小組針對台電公司所提日本電廠

案例，實際上在直接面對海嘯波衝擊部分，均為有樁基礎之設計，請台電公

司澄清核二、三廠的重力式混凝土剛性海嘯牆可以視為 fixed base 來分析

的理由。台電公司答覆說明防海嘯牆有約 1/3~1/2 埋入於土層中，並非淺置

於表土，且基礎已予擴大，以確保其安定性。同時，動力分析結果結果亦顯

示重力式防海嘯牆在設計載重作用下僅有約 4.8 公分之位移量，且此位移是

來自於土體之變形而非牆體的滑動，亦顯示重力式結構之穩定性，此結果並

經國震中心同行審查覆核。至於分析時是否假設為 fixed base 部分，由於結

構動力分析模型已直接模擬牆體與土體間之接觸行為，故已不再設定為

fixed base，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40，針對報告所提許多項目皆在第二階段細部設計時進

行，請彙整提出本案規劃納在第二階段之項目。台電公司答覆將第二階段細

部設計主要工作包含(1)防海嘯牆詳細設計(含針對料源區之第二階段鑽探

調查)；(2)管道、渠道之擋水設施規劃；(3)緊急抽水系統改善規劃等，詳細

內容列於規劃報告第 11.2 節，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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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提問 MS-II-01，要求應將一定範圍內之港口納入考量，同時針對船

舶殘骸衝擊力之最大質量為 5 噸之合理性提出說明。台電公司答覆說明參

考日本女川電廠之做法，提出核三廠調查方法。依循 FEMA P646 2012 之公

式計算，船隻重量 5 噸之殘骸衝擊力已遠大於女川電廠之計算。審查小組

再提出審查提問，考量 105 年在北海岸擱淺的德翔輪若在海嘯的推動下撞

擊防海嘯牆時，原本的設計是否仍滿足安定性分析？另對假設流速大小之

適切性提出說明。台電公司答覆說明若以北海岸擱淺之德翔輪為例，其船身

吃水深度為 8.6 公尺，已大於防海嘯牆前之最大水深 4.59 公尺，又船身長

達 168 公尺，易受地形起伏影響，未到達防海嘯牆前即因水深不足而擱淺，

不致於撞擊防海嘯牆。由於一般動力船舶於海嘯時均可採適當之避退措施，

不會隨海嘯漂流，且外海作業船隻均為動力船舶，而若考慮無動力船舶，則

5 噸之假設應已屬保守。FEMA P646 所列出之常見殘骸物亦以漂流木與貨

櫃為主，其最大重量亦僅至 3.8 噸，並未考量大型船舶之撞擊。至於以整體

海嘯作用力(潮湧力加殘骸衝擊力)進行比較，設計海嘯最大之整體作用力仍

大於分析最大震源規模之最大之整體作用力(亦為流速最大處)，故以設計海

嘯進行殘骸衝擊力之計算屬適宜，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5.3審查結論 

綜合專案小組對台電公司規劃報告及對審查提問答覆內容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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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規劃報告針對防海嘯牆建置規劃與設計，所進行地震分析、液化潛

能評估、防海嘯牆安定分析、管道/渠道及進出通道之擋水設施規劃以及廠

區排水系統檢討，確認相關評估結果均符合安全要求，經審查小組審查後可

接受。有關依液化潛能評估結果採取抗液化基礎設計、低於 EL.+20 公尺之

廠區排水渠道在廠區外設置逆止閥，以及相關排水渠道(排水閘門需考量防

止翻越設施)及電氣管道之擋水設施部分，將列入後續細部設計管制追蹤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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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緊急海水抽水系統構造物改善規劃 

6.1概述 

台電公司核三廠防海嘯能力提升評估規劃報告書第 7 章，主要說明緊

要海水泵室構造物土木結構校核分析與安全評估、構造物地面層改善方案、

機房內部海嘯水位評估與擋水設施規劃等，摘要分述如下，另有關緊要海水

泵室防海嘯能力提升設計準則，可參照本報告第三章設計準則 3.1 節概述，

各項內容簡述於下: 

1. 緊要海水泵室土木結構校核分析與安全評估 

在地震分析方面，核三廠採用之設計基準地震反應譜，業已考慮恆春斷

層新事證，並以設計反應譜相符之人造地震歷時，作為結構動力分析之輸入

地震。此外並考慮場址效應分析，應用土壤受震反應分析程式 SHAKE91 建

立工址土層及岩盤模型，並藉此獲得自由域(Free field)之地震加速度歷時及

土壤於大應變狀態下之動態特性參數。而在土壤結構互制分析方面，則引用

SASSI 程式求得之結構物地震反應，供後續核三廠緊要海水抽水系統構造

物安全評估之用。 

在結構分析方面，針對最大考量地震、海嘯力、土壓力、水壓力及其相

關組合進行分析評估。分析輸入地震力加速度均以前述土壤結構互制分析

之結果為基準。地震力則以擬靜力及動態時間歷時分別考慮輸入分析。擬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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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分析時所輸入之動態土壓力之地震力，以結構土壤互制分析結果產生之

各土層位置之對應加速度值，並依據國內『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7.3.4

節之建議，計算地震時之主動土壓力係數 KAE。動態時間歷時分析時所輸入

之動態土壓力則以土壤彈簧透過土壤結構互制而產生。 

在結構安全評估方面，採用美國 CSI 公司所發展之電腦程式 SAP 2000

建構結構分析模型(以梁及版元素模擬結構體)，進行 3D 有限元素分析。而

後以梁元素分析成果檢核各主要元件之容量需求比(capacity-to-demand ratio)

是否滿足；版、牆的部分則以 SAP2000 分析應力需求，並以手算驗證，逐

項進行構件鋼筋量的檢核。此外亦考量海嘯來襲，樓版承受海水上湧力作用

時之樓版配筋檢核。評估結果顯示核三廠緊要海水抽水系統土木構造物，包

括梁、版、牆等，分析結果為不需要改善。 

至於為保護內部機電設備之防淹水設施檢討與改善方面，經初步評估

現有出入口水密門應尚無破壞之虞，但其出入口側牆高度不足，海嘯可能由

頂部灌入機房，故須進行改善，以防海嘯由頂部灌入機房。現有出入口之水

密門將於細部設計階段補充分析檢討其強度，並視需要補強。此外，地面層

抽水機房上部通風口及維修口皆未達海嘯防護標準，亦須改善(佈設鋼構防

護牆)以抵抗海嘯的侵襲。 

2. 機房內部海嘯水位評估與擋水設施規劃 

為確保機組區將不受海水侵襲，依據新推估之海嘯水壓就相關封堵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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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檢討校核機房內部防護範圍內之開孔蓋板強度是否足夠，並視需要補強

或更新。海嘯侵襲期間，海水將由緊要海水抽水系統進水口灌入抽水井，並

向上湧升，故在改善規劃設計前藉由 FLOW-3D 進行三維水理分析，以設計

海嘯之規模模擬海水進入泵室後在內部產生之水位高程，據以規劃擋水設

施，保護重要設備之安全。評估結果顯示耙污機房內部耙污機無法完全水密，

該處亦有多項格柵開孔及通氣孔，海嘯仍將會由此侵入機房內部，但耙污機

室及抽水機機電設備室之間已設有擋水牆，可保護抽水機機電設備免受海

嘯侵襲，故此區不需改善。但惟仍可檢討對可設蓋板處之各開孔複核檢討其

強度，視需要補強或更新，以減少海嘯侵入量。抽水機房擋水牆及水密門經

評估比較原設計水頭，以本案之最高海嘯高程 EL 19.0 公尺計算，本處之最

大水頭載重增加約 13.8%，考慮海嘯屬短期載重，依 AISC 及國內鋼構設

計規範，鋼材容許應力可提高 1.333 倍，仍大於載重增加比例，故評定現有

擋水牆及水密門應尚屬安全。惟將依據新推估之海嘯水壓，檢討複核機房內

部防護範圍內之開孔蓋板強度是否足夠，並視需要補強或更新。其他穿牆未

完全封堵處及與下層層儲水區有管路及操作孔相連部分，則可加強其水密

性。以上相關擋水設施將於第二階段細部設計時進行檢討複核。 

6.2審查情形 

本會審查小組對本章審查重點為確認核三廠緊要海水泵室構造物土木

結構校核分析與安全評估、構造物地面層改善方案、機房內部海嘯水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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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擋水設施規劃等之適切性。對於台電公司規劃報告各項目之審查情形分

別討論於下。 

審查提問 MS-I-17，提到依據目前針對核三廠規劃設計之防海嘯牆，緊

要海水泵室被排除在保護範圍內，要求就緊要海水泵室的水密性與構造物

抵抗海嘯衝擊力的必要措施詳加考慮，並應特別考量海嘯夾帶殘骸漂流物

產生的衝擊力，以及構造物頂部對海嘯衝擊力的抵抗措施，並就規劃設計之

排氣管鋼罩對海嘯夾帶殘骸物的衝擊力抵抗效果進行檢核。台電公司答覆

表示上述事項均已納入細部設計考量內容，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細部設計階段對緊要海水泵室相關構造物抵抗海嘯衝擊力之檢核將納入後

續管制追蹤事項。 

審查提問 MS-I-31，要求說明緊急海水泵室計算樓版安全時是否考慮空

氣效應（亦即利用 Flow 3D 是解兩相流）。台電公司答覆說明規劃報告採用

FLOW-3D 模擬時，流體模擬設定是採單一流體並考慮自由液面，而自由液

面即為兩相流問題，因此模式內部實際解算仍是採用二相流，惟”空氣相”

部分予以簡化求解。模擬分析考慮空氣效應後之模擬結果差異為氣室的產

生與否，在有氣室的情況下，該氣室受到之壓力由泵室內外之水位差造成，

而氣室受到的壓力如未能經由開孔排出而洩除，仍會完整的傳給樓板。核三

廠緊要海水泵室因各層樓板均有開孔，當海水由底部湧入時，空氣可經由開

孔排出而洩除壓力，故空氣效應之影響甚小，計算時並未計入，本項答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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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41，要求就海嘯退水後抽水井仍足夠 30 分鐘運轉水量

提出評估分析結果。台電公司答覆說明依據核三廠 FSAR，緊要海水泵室

(NSCW)取水池容量 266454 ft3加上泵室內部容量，總共有 350382 ft3作為最

終熱沈。萬一發生海嘯退水或其他故障時，由於取水池進口底檻高於池底，

故水池仍能保留蓄水，蓄水量可供繼續運轉 30.75 分鐘，本項答覆內容經審

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42，針對規劃報告所述「最大壓差約為 20,000 Pascal 

(=2.0 t/m2)發生於 P3 點位置，由於此向上壓力尚低於樓版自重 2.16 t/m2，

故此樓版受海水上湧力時仍屬安全。」，要求就其餘裕不多提出澄清說明。

台電公司答覆說明由樓版上層與下層配筋量之對應彎矩強度為 118.35 tf-

m/m，可求得樓版之極限均佈荷重為 49.9 tf/m2，遠超過 2.0 t/ m2，故安全並

無疑慮，台電公司並就此修訂報告內容，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審查提問 MS-I-44，要求台電公司補充說明原建廠階段核三廠緊要海水

抽水系統構造物的設計規範、設計載重、設計參數等資料，並與目前安全檢

核所採用的情況逐項列表對照，並就差異處提出說明。台電公司答覆說明原

設計至今已達 35 年，鋼筋混凝土設計規範已有多次修訂，故規劃報告依據

現行規範進行檢核。由於地震與海嘯設計條件與原設計不同，規劃報告特別

針對此兩項載重條件檢核結構安全性。其中，土壤結構互制分析需要大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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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過去由於理論與運算能力限制，只能將分析簡化處理，故原設計以二維

模型進行分析，近二十年來電腦技術大幅進步，分析理論與工具更為成熟，

規劃報告採用三維模型進行土壤結構互制分析，使分析成果更加合理，台電

公司並提出差異對照表及說明，本項答覆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6.3審查結論 

綜合專案小組對台電公司規劃報告及對審查提問答覆內容審查結果，

台電公司規劃報告已就核三廠緊急海水抽水系統構造物土木結構校核分析

與安全評估、構造物地面層改善方案、機房內部海嘯水位評估與擋水設施規

劃等，提出適切的評估與檢核，經審查小組審查後可接受。有關規劃報告說

明須補強及於細部設計時進行檢討複核事項，包括(1)依據新推估之海嘯水

壓，檢討複核機房內部防護範圍內之開孔蓋板強度是否足夠，並視需要補強

或更新；(2)加強其他穿牆未完全封堵處及與下層儲水區有管路及操作孔相

連部分之水密性；(3)以鋼筋混凝土結構及植筋方式加高緊急海水抽水系統

構造物出入口側現有擋水牆；(4)於「地面層抽水機房上部通風口及維修口」

規劃佈設鋼構防護牆，以抵抗海嘯侵襲等部分，將列入後續管制追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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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其他相關設施(備)防海嘯能力評估及處置 

7.1概述 

台電公司所提核三廠防海嘯能力提升評估規劃報告書第 8 章，主要說

明因應核三廠興建防海嘯牆，對於既有邊坡防海嘯能力評估及處置，簡述如

下。 

新增防海嘯牆之東側將與現有駁坎(堡崁磚護坡)銜接，將防海嘯牆直接

貫入坡面之岩層，且因銜接處前後皆為堡崁磚護坡保護，故評估東側邊坡應

具有防海嘯衝擊能力。 

新增防海嘯牆之西側與既有之高地(高程最高約 EL 22.0 公尺) 銜接，

屬整治後之平緩自然邊坡，表層多為風化表土層，故亦將防海嘯牆直接貫入

該坡面之岩層中外，並於該處邊坡表土層設置坡面保護工，以提供足夠之防

海嘯衝擊能力。 

台電公司針對防海嘯牆銜接既有自然邊坡處進行仿靜態穩定分析，以

瞭解該邊坡於設計基準地震下之安定性。分析結果顯示於地震力作用下邊

坡穩定之最小安全係數為 1.22，防海嘯牆上方邊坡最小安全係數為 1.25，

應無滑動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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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審查情形與結論 

綜合專案小組對台電公司規劃報告審查結果，台電公司規劃報告已就

其他相關設施(備)防海嘯能力評估及處置提出適當之說明，其中亦將於新增

防海嘯牆之西側與既有之高地(高程最高約 EL 22.0 公尺) 銜接處表土層設

置坡面保護，以提供足夠之防海嘯衝擊能力，經審查內容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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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審查總結 

綜合本會專案審查小組就台電公司規劃報告內容，以及對審查提問之

答覆內容與報告修訂內容進行審查，確認台電公司所提規劃報告，已就所涉

及耐震安全、結構評估、海嘯分析、水災危害等各項專業技術議題、所採用

分析評估方法、相關學理與規範依據等提出適當評估與說明，經審查可以接

受。 

下列於規劃報告及答覆時所承諾於細部設計與建造時需辦理事項，將

列入後續管制追蹤事項。 

1. 採用 FEMA P646 2008 年版設計準則進行相關計算，且以 FEMA P646 

2012 年版之規定進行校核，確認其保守性。 

2. 強化防海嘯牆抗侵蝕能力，包括於防海嘯牆前方設置水泥加勁土層，

以防止海嘯對基礎之侵蝕，以及於防海嘯堤臨水面舖設 40 公分厚鋼筋

混凝土面板，加強抗侵蝕能力。 

3. 依液化潛能評估結果採取抗液化基礎設計。 

4. 排水渠道及電氣管道依評估結果設置適當之擋水設施計，其中針對低

於 EL.+20 公尺之廠區排水渠道，在廠區外設置逆止閥，另排水閘門需

考量具防止翻越功能。 

5. 針對緊急海水抽水系統(NSCW)泵室結構物之抗海嘯能力進行強化與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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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包括： 

(1) 加高泵室出入口側現有擋水牆，以及於地面層抽水機房上部通風口

及維修口佈設鋼構防護牆。 

(2) 檢核緊要海水泵室相關構造物抵抗海嘯衝擊力(含海嘯夾帶殘骸物的

衝擊力)及機房出入口水密門與內部防護範圍內之開孔蓋板強度是否

足夠，並視需要補強或更新。 

(3) 加強其他穿牆未完全封堵處及與下層儲水區有管路及操作孔相連部

分之水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