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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察結果摘要 

本次核二廠火災防護視察（每3年）係依據本會程序書NRD-PCD-015「核

安管制紅綠燈視察作業規劃」所規劃之時程進行，由本會核能管制處核二廠

專案小組對核二廠執行視察作業，視察時間為106年3月20日至24日，此次並

邀請新北市政府派員參與觀察其中不預警消防演練視察作業。本次視察主要

依據本會反應器安全基石視察程序書NRD-IP-111.05T「核能電廠火災防護（3

年）」內容，並參照NRD-IP-111.05AQ「核能電廠火災防護（年／季）」、美國

聯邦法規10CFR50 Appendix R「Fire Protection Program for Nuclear Power 

Facilities Operating Prior to January 1, 1979」、美國核管會法規指引RG 1.189

「Fire Protection for Nuclear Power Plants」、美國消防協會（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NFPA）消防法規及 IAEA SAFETY STANDARDS 

SERIES「Fire Safety in the Operation of Nuclear Power Plants」SAFETY GUIDE 

No. NS-G-2.1等相關內容執行。 

本次查證項目包括(1)安全停機演練與消防演練、(2)冷停機維修能力、(3)

通訊、(4)緊急照明、(5)主動式防火、(6)被動式防火及(7)近3年火災防護視察

發現之電廠後續辦理情形查證等。 

本次火災防護視察共有16項視察發現，其中1項已於視察時改善完成，

另2項設備組件問題亦已完成改善，惟其在維護機制上仍有加強空間，故併

同其餘相關視察發現開立注意改進事項AN-KS-106-002-0，要求電廠檢討改

善。相關視察發現經評估並未明顯影響核二廠火災防護能力，故判定屬無安

全顧慮之綠色燈號。 



 2 

報告本文 

反應器反應器反應器反應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基石視察基石視察基石視察基石視察 

R05 火災防護火災防護火災防護火災防護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火災是核能電廠安全風險的重要因素，電廠必須採取適當之火災防護方

案，將深度防禦的觀念延伸到廠內安全重要相關區域，以達到下列目標：(1)

預防火災的發生、(2)一旦發生火災，能快速偵測、控制與撲滅、及(3)對安

全相關的結構、系統與組件提供防護，使得未能即刻撲滅的火災不會影響機

組安全停機。本會已建立相關程序書，於每季、每年及每三年，針對電廠火

災防護作業進行視察，以確認電廠所建立火災防護計畫之適當性和完備性，

並據以確實執行。 

本次視察主要依據本會反應器安全基石視察程序書NRD-IP-111.05T「核

能電廠火災防護（3年）」內容，並參照NRD-IP-111.05AQ「核能電廠火災防

護（年／季）」、美國聯邦法規10CFR50 Appendix R「Fire Protection Program for 

Nuclear Power Facilities Operating Prior to January 1, 1979」、美國核管會法規

指引RG 1.189「Fire Protection for Nuclear Power Plants」、美國消防協會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NFPA）消防法規及IAEA SAFETY 

STANDARDS SERIES「Fire Safety in the Operation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SAFETY GUIDE No. NS-G-2.1等相關內容執行。此外，本次亦就電廠對本會

最近3年執行火災防護視察之視察發現所開立之注意改進事項等之答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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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查證核二廠是否已確實依承諾之改善措施執行。 

本次視察期間自106年3月20日至3月24日，由本會核管處核二廠專案小

組6人視察團隊進行，視察人力共計26人天，本次視察項目包括有：(1)安全

停機演練與消防演練、(2)冷停機維修能力、(3)通訊、(4)緊急照明、(5)主動

式防火(6)被動式防火及(7)近3年火災防護視察發現之電廠後續辦理情形查

證等，視察方式包括文件審閱、人員訪談、現場查證和抽測等，視察計畫詳

如附件一。另本次視察期間亦邀請新北市消防局人員參與觀察不預警消防演

練活動，並於演練後與本會和核一廠相關人員進行討論和意見交換。 

貳貳貳貳、、、、視察結果視察結果視察結果視察結果    

一一一一、、、、安全停機演練安全停機演練安全停機演練安全停機演練與消防演練與消防演練與消防演練與消防演練 

(一) 視察範圍： 

核能電廠在發生火災後，必須能將機組安全地停機，以確保機組安全，

因此電廠需建立替代停機能力，以確保發生火災導致安全系統受損失效且喪

失正常廠外交流電源時，仍能讓反應器達到並維持在次臨界及熱停機狀態，

同時維持反應爐適當冷卻，並於一定時間內達到冷停機，因此採取對電廠運

轉值班人員口試與現場問答之方式，查證其火災後機組安全停機之因應和處

置是否適當。本次假設狀況為控制廠房電纜分佈室火災，抽測2號機運轉值

班人員對狀況之處理應變情形，包括執行主控制室外停機之指揮與操作、現

場設備操作，以及查證遙控停機專用工具箱應備物品及現場搖控停機盤設備

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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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次視察並於3月22日以不預警方式，假設2號機主變壓器發生電

氣故障之火災事件，視察核二廠消防組織成員，包括電廠值班、消防班、保

健物理、保警及醫務等人員執行滅火與人員防護相關作業情形，視察重點包

括初期滅火、火災通報、消防班支援滅火、請求外部支援、現場搜索、火災

後復原等，視察方式包括實地觀察與人員訪談。新北市消防局第六大隊人員

亦應邀參與觀察本項演練情形，其對現場消防班指揮者制服顏色及現場指揮

站標示與桌具之建議已納入請核二廠研議改善事項。 

(二) 視察結果： 

1. 簡介： 

本項視察有6項視察發現，初步評估視察發現尚未明顯影響運轉人員執

行機組安全停機能力與消防組織人員執行滅火能力，故評估結果屬無安全顧

慮之綠色燈號。 

2. 說明： 

(1) 安全停機演練時，現場操作之工具袋數量為兩件，雖足夠因應演練狀況所

需，然須澄清是否足夠因應雙機組發生狀況時操作所需。 

(2) 依據核二廠程序書500.21盤點兩部機遙控停機盤室相關設備文件備齊情

形，發現缺少部分工具。 

(3) 程序書500.21內容有需再強化修訂之處，包括應載明保險絲種類及個數、

刪除核二廠現有RHR系統已無之蒸汽冷凝模式、電氣盤編號有誤及格式

不盡相同或與現場盤面編號不一致、程序書500.21附件十四之一「撤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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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室前執行策略」第9項之「執行遙控停機盤各開關備用狀況查對表」應

為撤離控制室後至遙控停機盤之執行內容等。 

(4) 本次不預警消防演練，消防顧問未攜帶失火對策等資料，雖然不影響滅火

諮詢作業，惟仍應檢討是否列入標準作業程序，以作為滅火之參考。 

(5) 目前僅消防隊長有配置一套與其他隊員不同顏色之消防服，建議考慮是否

每一班之消防班長配置有一套與其他隊員不同顏色之消防服，以利於出勤

指揮時之識別(演練時現場指揮之消防班長係以配帶臂章方式識別)。 

(6) 建議可參考外界消防隊的作法，因地制宜，設置適當大小易於其他支援人

員辨識之指揮站標示旗，以為識別；並配置可攜式桌椅與白板，作為於現

場指揮站，紀錄與展示各項重要救火資訊之用。 

3. 分析： 

視察發現第(1)、(2)項屬搖控停機室所需工具充足性之問題，第(3)項屬

程序書內容可再精進修訂之問題，由抽查安全停機演練結果，並未發現有明

顯影響運轉值班人員執行安全停機操作之能力，故判定屬無安全顧慮之綠色

燈號。 

視察發現第(4)項屬消防顧問攜帶參考文件可加強之問題；第(5)、(6)項

屬對增進現場消防指揮人員識別度與作業便利之建議，由抽查消防演練結

果，並未發現有明顯影響核二廠人員消防滅火之能力，故判定屬無安全顧慮

之綠色燈號。 

4. 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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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各視察發現已併同其他視察發現，開立注意改進事項，要求核二廠

檢討改善。 

 

二二二二、、、、冷停機維修能力冷停機維修能力冷停機維修能力冷停機維修能力 

(一) 視察範圍： 

此項查證主要針對機組於火災事故發生後，機組冷停機路徑上相關設備

核二廠維護之能力進行評估與查證，查證項目包括停機冷卻路徑所需要之系

統設備維護能力與停機冷卻路徑所需要系統設備之電氣、機械、儀控各類組

件備品存量與儲存及維護管制情形，包括電纜、RHR與EDG馬達、ECW馬

達及儀控組件等之儲存環境與檢查紀錄，ECW、RHR、EDG等安全停機路

徑之設備組件備品存量合適性追蹤及評估作業等，視察方式包括人員訪談、

現場設備儲存狀況查證和文件紀錄查證。 

(二) 視察結果： 

1. 簡介： 

本項視察有2項視察發現，初步評估視察發現尚未影響冷停機設備維修

之執行能力，故評估結果屬無安全顧慮之綠色燈號。 

2. 說明： 

(1) 經查核二廠各安全設備已建立有平時相關維護程序書，惟為利於火災後

能儘速修復，應再就機組冷停機之設備、配線因火災受損修復之備品整

備、設備復原作業等建立綜整指引程序，使安全停機設備能儘速恢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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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 經查目前電氣設備存放於A、B級倉庫，每6個月執行檢查，大致以目視

檢查外觀是否生鏽或轉動轉軸是否卡住為檢查方式，建議增加馬達絕緣

量測，以進一步確保設備可用性。 

3. 分析： 

視察發現第(1)項屬火災後維修程序進一步整合問題；視察發現第(2)項

屬備用設備定期維護檢查方式再加強之問題，相關視察發現並未發現有明顯

影響備品功能與火災後維修能力，故評估結果屬無安全顧慮之綠色燈號。 

4. 處置： 

本項各視察發現已併同其他視察發現，開立注意改進事項，要求核二廠

檢討改善。 

 

三三三三、、、、通訊通訊通訊通訊 

(一) 視察範圍： 

火災發生後五分鐘內之初期火災最容易被撲滅，因此迅速、有效地採取

滅火行動是抑制火災損失至最小程度的主要關鍵。如火勢太大無法以滅火器

撲滅時，使用廣播通訊設備通報則是下一步應採取之措施。本項視察主要查

證攜帶式無線通信系統和固定式緊急通訊系統之可用性和可操作性，與通訊

設備之維護作業，以確認核二廠人員能夠適當地執行緊急聯繫工作。視察方

式包括人員訪談、文件紀錄查證及現場測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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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視察結果： 

1. 簡介： 

本項視察共有1項視察發現，經評估視察發現尚未明顯影響系統功能，

故判定屬無安全顧慮之綠色燈號。 

2. 說明： 

經查核二廠用於通訊裝置之一的 PHS現已無備品正常更替，雖預計於

今年底完成 PHS 替換工作，惟核二廠應就現階段如何維持此通訊裝置之能

力品質採取適當因應措施。 

3. 分析： 

本項視察發現屬通訊裝置維護問題，因核二廠仍有其他替代通訊方式，

並不影響整體通訊能力，故初步判定屬無安全顧慮之綠色燈號。 

4. 處置： 

本項視察發現已併同其他視察發現，開立注意改進事項，要求核二廠檢

討改善。 

 

四四四四、、、、緊急照明緊急照明緊急照明緊急照明 

(一) 視察範圍： 

參照 10 CFR 50 Appendix R與 NFPA Life Safety Code對於緊急照明之規

定，本項視察主要查證操作安全停機設備之區域和進出路徑是否有適當之緊

急照明、緊急照明電池電力之供給是否足夠維持 8小時、緊急照明設備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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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之維護檢查、緊急照明燈處於正常之備用狀態且功能正常，以及緊急照明

燈照度檢測等，抽查範圍包括 1號機汽機廠房、2號機輔機廠房、廢料廠房

等區域緊急照明設備，視察方式包括人員訪談、文件紀錄查證及現場測試等。 

(二) 視察結果： 

1. 簡介： 

本項視察有 2項視察發現，經評估視察發現尚未明顯影響系統功能，故

評估結果屬無安全顧慮之綠色燈號。 

2. 說明： 

(1) 現場抽測發現部分緊急照明設備有故障情形。 

(2) 經查核二廠程序書對於照明設備僅執行供電時間測試，應參照NFPA規定

執行照度檢查並訂定接受標準。 

3. 分析： 

視察發現第(1)項為部分緊急照明燈設備維護問題，核二廠已於視察期間

修復完成；視察發現第(2)項屬於緊急照明設備檢查項目完備性問題，相關視

察發現尚未明顯影響現場區域之緊急照明需求，故評估結果屬無安全顧慮之

綠色燈號。 

4. 處置： 

本項各視察發現已併同其他視察發現，開立注意改進事項，要求核二廠

檢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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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主動式防火主動式防火主動式防火主動式防火 

(一) 視察範圍： 

本項視察主要為查證和審視核二廠火災偵測儀器、自動及手動滅火系統

之安裝、排列、測試及維護情形，以及滅火設施傳送系統的能力，以及與

10CFR50 Appendix R、RG 1.189及 NFPA相關消防法規之符合性，以確保消

防系統具有並維持適當之滅火能力。主要查證內容如下： 

1. 因應 105年 4月 13日核三廠 1號機 CO2消防系統誤動作事件，平行查證

核二廠相關 CO2消防系統(電腦室、4.16KV 開關室)偵側迴路設計是否具

有雙偵測迴路，可避免單一元件失效誤動作。 

2. 核二廠預動式消防水系統一齊開放閥(Deluge Valve)出口管路之動作警

報設計。 

3. 抽查 2號機輔機廠房現場消防系統配置，確認其消防管路配置是否符合終

期安全分析報告要求，於斷管或異常動作時不致對結構系統組件之安全

功能造成損害，以及查證確認輔機廠房消防管路與閥門狀況。 

4. 抽查輔助廠房消防偵測器功能測試程序書 653.8.7 所載偵測器數目及編

號，確認與核二廠圖面及實際狀況一致性。 

5. 抽查汽機廠房偵檢器測試程序書 653.8.2、警報盤測試程序書 653.8、海

龍系統測試程序書 653.8.1.2 之測試紀錄，確認核二廠依規定執行測試

情形。 

6. 抽查二氧化碳冷卻系統儲存槽及現場設備、儀表維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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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視察結果： 

1. 簡介： 

本項視察有 3項視察發現，經評估視察發現尚未明顯影響系統功能，故

評估結果屬無安全顧慮之綠色燈號。 

2. 說明： 

(1) 現場巡查發現二氧化碳冷卻系統桶槽編號2T-44，其散熱鰭片及基座有鏽

蝕現象。 

(2) 二氧化碳冷卻系統桶槽編號 1T-44，其壓力計錶頭1KC-PI-HI及

1KC-PI-HI.HI所貼校正標簽之校正年份為102年，經查證確認儀器校正標

籤未更換，該壓力計錶頭實際已於105年11月完成校正。 

(3) 目前雖有執行二氧化碳儲存槽檢查與管路巡檢，但未建立維護程序書。 

3. 分析 

視察發現第(1)項為儲存槽部份附屬設備鏽蝕問題，並未影響設備功能；

第(2)項係為現場校正標籤未依現況更新問題，實際仍有依規定執行校正；第

(3)項為平時執行之維護檢查作業未建立程序書以為管控紀錄問題，相關視察

發現並未影響系統功能，故評估結果均屬無安全顧慮之綠色燈號。 

4. 處置 

視察發現第(1)項經告知台電公司，台電公司已改善完成。 

視察發現第(2)、(3)項已併同其他視察發現，開立注意改進事項，要求

核二廠進一步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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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被動式防火被動式防火被動式防火被動式防火 

(一) 視察範圍： 

本項視察主要查證防火區之防火屏蔽如防火門功能、穿越孔填封是否能

符合區域內火災危害分析的要求，以及現場易燃物之管制情形，並參考美國

10CFR50 Appendix R、RG 1.189、NFPA及IAEA SAFETY STANDARDS 

SERIES「Fire Safety in the Operation of Nuclear Power Plants」SAFETY GUIDE 

No. NS-G-2.1 中，對於Passive Fire Protection Features 之防火阻隔 (Fire 

Barrier)，如防火門功能、可燃物儲存對防火區域的影響等內容，執行相關視

察作業。主要查證內容如下： 

1. 抽查程序書內容適切性與維護檢查紀錄，包括程序書617.5.6.2「防火風

門完整性目視檢查程序書」、程序書796「廠房穿越孔定期檢查程序書」、

617.5.6.3「防火門完整性目視檢查程序書」，確認其內容是否適當，以及

近三年(103年至106年度)是否依規定執行與檢查紀錄完整性。 

2. 現場抽查1號機輔助廠房防火屏蔽，包括防火門功能與穿越孔填封狀況是

否符合要求。 

(二) 視察結果： 

1. 簡介： 

本項視察有2項視察發現，經評估視察發現尚未明顯影響防火屏蔽功

能，故評估結果屬無安全顧慮之綠色燈號。 

2.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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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序書內容適切性部分，617.5.6.3「防火門完整性目視檢查程序書」程序

B為「把門關上並鎖住」，然前一程序A並無開鎖將門開啟之動作，後續程

序亦未見復原之歩驟；另未明訂如何確認防火門間隙符合接受標準之檢查

方式與工具。程序書617.5.6.1「電纜穿越器防火屏蔽檢查程序書」檢查之

內容，對檢查密封性不完整者，僅要求於檢查表上記錄，未敘明後續處理

程序與複檢作業。 

(2) 現場抽查1號機輔助廠房3樓防火門編號54防火門，其門邊間隙約5mm，

已超出程序書617.5.6.3規定之上限4.77mm。 

3. 分析：  

視察發現第(1)項為程序書內容完備性問題，並未影響系統功能，故評估

結果均屬無安全顧慮之綠色燈號。 

視察發現第(2)項為防火門門隙超過程序書限值問題，因超出程度有限且

核二廠已即修復完成，並未明顯影響系統功能，故評估結果屬無安全顧慮之

綠色燈號。 

4. 處置： 

本項各視察發現已併同其他視察發現，開立注意改進事項，要求核二廠

進一步改進。 

七七七七、、、、近近近近 3年年年年火災防護視察發現火災防護視察發現火災防護視察發現火災防護視察發現之之之之電廠後續辦理情形電廠後續辦理情形電廠後續辦理情形電廠後續辦理情形 

(一) 視察範圍： 

本項視察主要係就核二廠對本會近3年執行火災防護視察所開立注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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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事項 AN-KS-105-004-0之處理情形，查證核二廠是否已確實依承諾之改善

措施執行，如程序書修訂完成、人員訓練等。 

(二) 視察結果： 

經查核二廠已依承諾完成程序書修訂與人員訓練，其中失火對策計畫中

1號機DIV I/II 柴油發電機廠房防火分區名稱誤植及將失火對策計畫納入核二

廠品保文件進行管制部分，經查已依承諾完成修訂與納入程序書，人員訓練

部分亦已完成。 

 

叁叁叁叁、、、、結論結論結論結論 

針對本次火災防護各相關查證，包括安全停機演練與消防演練、冷停機

維修能力、通訊、緊急照明、主動式防火及被動式防火等查核結果，核二廠

已建立相關之作業流程及管控機制，但仍有部份視察發現，須核二廠澄清說

明和檢討改善。本次視察共有16項視察發現，其中1項已於視察時改善完成，

另2項設備組件問題亦已完成改善，惟其在維護機制上仍有加強空間，故併

同其餘相關視察發現開立注意改進事項AN-KS-106-002-0，要求核二廠檢討

改善。相關視察發現經評估並未明顯影響核二廠火災防護能力，故判定屬無

安全顧慮之綠色燈號。 

 

肆肆肆肆、、、、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1. NRD-IP-111.05T「核能電廠火災防護（3年）」，2007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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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RD-IP-111.05AQ「核能電廠火災防護（年／季）」，2007年版。 

2. 美國聯邦法規10 CFR 50 Appendix R。 

3. NFPA消防法規。 

4. IAEA SAFETY STANDARDS SERIES 「Fire Safety in the Operation of 

Nuclear Power Plants」SAFETY GUIDE No. NS-G-2.1, 2000。 

5. Regulatory Guide 1.189 “Fire Protection for Nuclear Power Plants”, October 

2009。 

6.核二廠終期安全分析報告、核二廠技術手冊、相關程序書與廠家設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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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6年第1季核能二廠火災防護專案視察計畫 

 

一、視察人員 

    核管處核二廠專案小組成員 

二、視察時程 

（一）視察時間  ：106年3月20日至3月24日 

（二）視察前會議：106年3月20日上午10時00分 

（三）視察後會議：106年3月24日下午13時30分 

三、視察項目 

（一）安全停機演練與消防演練 

（二）冷停機維修能力 

（三）通訊 

（四）緊急照明 

（五）主動式防火 

（六）被動式防火 

四、其他事項 

（一）視察前會議，請提出有關火災防護以下簡報 

1.電廠現行火災防護計畫。 

2.近3年相關硬體設備與軟體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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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確保火災後安全停機能力及替代停機能力之相關作業說明。 

4.近3年注意改進事項與視察備忘錄改正情形。 

（二）請核二廠先行準備視察所需之相關文件 

1.火警後停機操作劇本(含遙控停機盤停機操作)。 

2.近3年火警後安全停機訓練紀錄與教材。 

3.近3年通訊及緊急照明設備等測試、維修與檢查紀錄及相關程序書。 

4.近3年防火屏蔽(如門、牆、damper、填封)、消防設備等測試、維修

與檢查紀錄及相關程序書。 

（三）請電廠惠予安排本次視察所需場地及文書作業設備，並指派專人擔任

本次視察時間之相關聯繫事宜，另請於106年3月13日前提供視察前會

議簡報及操作劇本。 

（四）本案承辦人：陳○○    聯絡電話：02-2232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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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核能電廠注意改進事項 

編 號 AN-KS-106-002-0 日 期 106年 4月 20日 

廠 別    核二廠 

注改事項：本會 106年 3月 20日至 3月 24日執行核二廠 106年第 1季「火

災防護查證」專案視察之要求檢討改善事項，請檢討改進。  

內  容： 

一、安全停機演練與消防演練 

1. 安全停機演練時攜至現場操作之工具袋數量為兩件，請澄清是否足夠因

應雙機組發生狀況時操作所需。 

2. 依據程序書 500.21附件十三，盤點兩部機遙控停機盤室相關設備，相

關文件、通訊設備與工具備齊情形，發現缺少管鉗及鉗子，請檢討改善。 

3. 程序書 500.21附件十三要求遙控停機盤室應準備保險絲，然未確實寫

明保險絲種類及個數，請改善。 

4. 程序書 500.21內仍保有 RHR系統蒸汽冷凝模式操作步驟，而現有 RHR

系統已無該模式運轉組態，程序書內容與現況不符，請改善。 

5. 程序書 500.21附件所列各項執行策略所載電氣盤編號格式不盡相同，

與現場盤面編號亦不一致，另附件十四之六第 7 項記載之電氣盤編號

1/2R3B13有誤，請檢討。 

6. 程序書 500.21附件十四之一「撤離控制室前執行策略」第 9 項為「執

行遙控停機盤各開關備用狀況查對表」，此應為撤離控制室後至遙控停

機盤之執行內容，請澄清。 

7. 本次消防演練時消防顧問未攜帶失火對策等資料，雖然不影響滅火諮詢

作業，惟仍應檢討是否列入標準作業程序，以作為滅火之參考。 

8. 目前僅消防隊長有配置一套與其他隊員不同顏色之消防服，建議考慮是

否每一班之消防班長配置有一套與其他隊員不同顏色之消防服，以利於

出勤指揮時之識別，請澄清。 

9. 建議參考外界消防隊的作法，因地制宜，設置適當大小易於其他支援人

員辨識之指揮站標示旗，以為識別；並配置可攜式桌椅與白板，作為於

現場指揮站，紀錄與展示各項重要救火資訊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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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電廠注意改進事項(續頁) 

二、冷停機維修能力 

1.  核二廠各安全設備雖已建立有相關維護程序書，惟為利於火災後能儘速

修復，應再就機組冷停機之設備、配線因火災受損修復之備品整備、設

備復原作業等建立綜整指引程序，使安全停機設備能儘速恢復可用。 

2.  目前電氣設備存放於 A、B級倉庫，每 6個月執行檢查，大致以目視檢

查外觀是否生鏽或轉動轉軸是否卡住為檢查方式，應檢討增加馬達絕緣

之量測，以進一步確保設備可用性。 

三、通訊 

1.  經查核二廠用於通訊裝置之一的 PHS現已無備品正常更替，雖預計於

今年底完成 PHS替換工作，惟現階段仍應就如何維持此通訊裝置之能

力採取適當因應措施。 

四、緊急照明 

1. 現場抽測包括 1號機汽機廠房、2號機輔機廠房、廢料廠房等區域緊急

照明設備，發現部分緊急照明設備有故障情形。 

2. 經查核二廠程序書對於照明設備僅執行供電時間測試，應參照 NFPA

規定執行照度檢查並訂定接受標準。 

五、主動式防火 

1. 二氧化碳冷卻系統桶槽編號 2T-44 之散熱鰭片及基座有鏽蝕現象，請

改善。 

2. 二氧化碳系統維護缺少維護程序書，無法查證二氧化碳儲存槽檢查、

管路巡檢後之結果，請改善。 

六、被動式防火 

1. 程序書 617.5.6.3「防火門完整性目視檢查程序書」內容，其中程序 B

係「把門關上並鎖住」，惟前一程序 A 並無開鎖將門開啟之動作，後

續程序亦未見復原之歩驟，請澄清。 

2. 程序書 617.5.6.1「電纜穿越器防火屏蔽檢查程序書」檢查之內容，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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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電廠注意改進事項(續頁) 

檢查密封性不完整者，僅要求於檢查表上記錄，未敘明後續處理程序

與複檢作業，請檢討增訂。 

3. 程序書 617.5.6.3對於防火門之門頂、門邊及門底的間隙訂有檢查之接

受標準，惟未明訂如何確認防火門間隙符合接受標準之檢查方式與工

具，請檢討增訂。 

4. 現場抽查 1 號機輔助廠房 3樓編號 54防火門，其門邊間隙約 5mm，

已超出程序書 617.5.6.3規定之上限 4.77mm。 

參考文件： 

核二廠程序書 500.21、617.5.6.1、617.5.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