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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龍門核能電廠建廠工程進度 

依據台電公司提供之數據，龍門工程總進度至 99 年 8月底為 92.44%（註 1），
較 99 年 7月底進展 0.11%，各分項工程進度詳如下表： 

龍門工程進度表 
 總進度 設計 採購 施工 試運轉 

權重 100% 19% 15% 58% 8% 
一號機 94.48% 99.31% 99.99% 97.05% 54.04% 
二號機 90.24% 97.94% 99.98% 94.88% 20% 
合計進度 92.44% 98.65% 99.99% 96.01% 37.70% 
預定進度 92.65% 98.66% 99.99% 96.01% 40.23% 
落後 -0.21% -0.01% 0% 0% -2.53% 

 
註1：行政院於98年9月18日以院臺經字第0980057452號函核定本計畫第1、2號機商轉日

期調整為100年12月15日、101年12月15日。 
 

二 、截至 99 年 8月重要工程執行概況 

(一) 核島區 

1. 配管工程 

（1） 1 號機反應器廠房持續進行主蒸汽系統、高壓爐心灌水系統、餘熱移

除系統等保溫安裝作業。 
（2） 1號機反應器廠房消防管路水壓測試及清洗完成。 
（3） 2 號機反應器廠房持續進行主蒸汽系統、補水系統、多工系統等管路

安裝銲接工作。 
（4） 2號機反應器廠房泡沫槽及消防箱安裝中。 

2. 機械工程 

（1） 機械設備安裝工程 

a.一號機反應器廠房 

（a） 緊急柴油發電機管路/支架安裝作業。 
（b） 微調控制棒驅動安裝作業。 
（c） 爐內泵沖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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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閥類維修。 

b.二號機反應器廠房 

（a） 控制棒儲存格架組立安裝作業。 
（b） 新燃料儲存格架基礎台施作。 
（c） 濕井底鈑安裝作業。 
（d） 微調控制棒驅動機構管路安裝作業。 

（2）  其他廠房： 

a. 第七台緊急柴油發電機管支撐安裝檢驗。 

b. 大氣控制系統氮氣抽真空、灌氮氣、氮氣沖洗、管支撐安裝作業。 

3. 結構體工程 

（1） 一號機反應器廠房 

a. EL：-8,200~49,700 廠房鋼架、牆面、鋼構浪版塗裝完成。 
b. EL：12,300 Rm. 439混凝土牆面、地坪、廠房鋼架塗裝完成。 

（2） 二號機反應器廠房 

a. EL：18,100~49,700東側外牆塗裝完成。 
b. EL：12,300 Rm. 410、411、414等混凝土地坪塗裝完成。 

(二) 汽機島區 

1.配管工程 
(1) 1號機汽機廠房消防管路準備進行水壓試驗作業。 
(2) 2號機汽機廠房消防管路安裝中。 

2.機械工程 
(1) 一號機 

a. 循環水系統管路防蝕包覆及管束安裝作業。 
b. 海棉球再循環管路橡膠墊片安裝及支撐架修補、支撐架位置安裝檢

驗。 
c. 低壓汽機排汽室噴灑頭測試。 
d. 主汽輪發電機組件安裝。 

(2) 二號機 
a. 主汽輪發電機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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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飼水泵汽機安裝。 
c. 循環水系統管路安裝。 

3.結構體工程 
（1） 一號機汽輪機廠房 

a. 鋼構油漆塗裝：部分鋼構件需補漆，尚未完成。鋼構螺栓鎖固後塗

裝均已完成。 
b. EL：30,500 C、E機房 20cm牆面面漆完成。 

（2） 二號機汽輪機廠房 

a. 混凝土澆置完成：防水膜收邊、混凝土蓋板。 
b. EL：30,500 3,303.3,304 20cm牆面、雜項鐵件面漆完成。 

(三) 其他重要土木結構工程 

1. 輔助燃料廠房 

（1） 土木分項 8月 12日正式驗收完成。 
（2） 建築分項 EL：12,300 外牆填縫大致已完成，目前東北及西北側因監視

系統管路妨礙無法施作，已由建築組人員協調。 

2. 核廢料廠房 

（1） 結案文件資料整理。 
（2） 安衛環保措施施作、照明安裝、環境加強清理、抽排水作業。 

（四）其他配管工程 
1. 1號機人員進出廠房消防管路水壓試驗完成。 
2. 1號機施工後測試及MCP002系統進行水壓試驗中。 
3. 2號機補水系統管路安裝中。 
4. 2號機人員進出廠房消防管路安裝中。 
5. 2號機冷凝水管安裝中。 
6. 非破壞檢驗室消防管路安裝完成。 
7. 無輻射排水桶槽區管路安裝中。 

 

三 、99年8月份重要管制措施 

（一） 8 月 13 日召開「99 年 8 月龍門電廠核安議題討論會」，此次會議為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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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電公司核安處今年第 3次的會議，討論的議題包括：2號機安全級電

纜托架(Cable Tray)製造廠家資格暨目前工地施工現況、詹記公司 ASME 

NA 資格展延相關作業說明、核安處將如何有效參與電纜重整案、核安處

進行龍門計畫接地系統獨立查證事宜、試運轉測試程序書及測試結果應由

廠家負責簽署之檢討等。 

（二） 8月 19日召開「龍門電廠喪失 345 kV外電檢討會」，由台電公司簡報 7月

9日及 8月 7日連續兩次喪失 345 kV外電之原因及未來防範措施，前者主

要是因為人員整線作業缺失導致變壓器高溫假信號造成跳脫，後者則是因

電纜中繼箱及控制箱漏進水氣而造成短路及跳脫信號。本會除要求台電公

司提出兩次事件之完整報告外，並應檢討採取預防措施以防止外電(345 kV 

& 161 kV)之再度喪失，以提升廠用電源供應之可靠性。 

（三） 8月 19日邀集台電公司召開「龍門電廠電纜線敷設問題討論會議」，會中

主要決議為：將於 9月上旬擇日正式以開會通知要求台電公司至本會專案

報告有關電纜線敷設議題之肇因、相關法令符合性、解決方案及後續影響

等。另於前述會議召開前，提出本案完整之肇因檢討書面報告，內容應詳

述（不僅限下列項目）：設計、施工、監工、包商、工程管理、品管、品

保等各層面之完整檢討及改善方式，並澄清本會第 39 次定期視察離廠會

議所提關切事項及核能工程實務對 Field Run處理原則。 

（四） 台電公司提報龍門電廠 25人報名參加本會核子反應器高級運轉員/運轉員

執照測驗， 8 月 23、24 日於本會二樓辦理個廠特性筆試（如照片 2），8

月 25 日至 9 月 6 日於龍門電廠執行模擬器團體操作、個人操作及廠房現

場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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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龍門核能電廠建廠安全管制支援小組」工作概況 

（一） 1 號機反應器廠房冷卻水系統部份管路洩漏嚴重，台電公司在其下方置一

盛水桶收集漏水。1 號機反應器廠房補水系統部份管路出口處，有洩漏結

晶物沉積狀況，原能會李視察建議發注改要求台電公司清查、改善。 

（二） 1 號機控制廠房執行過壓跳脫測試，係以訊號產生器提供通風系統集管之

流量(假訊號)，當其大於設定值(20000L/s)時，風扇會自動跳脫。本項測試

因訊號產生不順，無法達到跳脫值，故測試未能成功，測試負責人將請電

氣組人員檢修查明肇因。 

（三） 龍門電廠第一次執行「一次圍阻體局部洩漏率測試(Type B&C LLRT)」，查

證 1號機爐心隔離冷卻系統一次圍阻體機械穿越器C類局部測試過程符合

規定，但尚有五項需改善，經建議龍門核電廠營測課執行實際操作的測試

人員及施工處品質組，有關單位均能立即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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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照片 1  龍門電廠一號機汽機廠房現況 

照片 2  龍門電廠高級運轉員/運轉員執照測驗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