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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於去(105)年 8 月 18 日接獲台電公

司提出之「核二廠燃料廠房三樓裝載池設備修改及安裝工作」申請

案，該申請案係台電公司為因應核二廠用過燃料池接近滿儲，乃參考

國外電廠作法，申請將核二廠緊鄰用過燃料池之護箱裝載池(cask 

loading pool) 改為用過燃料貯存空間，各安裝 4組龍門電廠 2號機庫

存之燃料貯存格架。本會經聘請學者專家與本會相關局處同仁組成專

案審查小組，就台電公司所提安全分析報告與台電公司對審查意見所

提出之補充說明及報告修訂內容進行嚴格審查，於 4月 6日函復同意

申請案。台電公司遂於 106年 4月 7日開始進行 1號機現場施工與測

試作業，至 5月 14日完成施工測試作業止，工期總共歷時 33天。本

會於現場施工測試作業期間，除由駐廠視察員進行現場查證外，對於

重要工程項目亦再派員至現場進行查證，並於 4月 21日由本會委員、

審查小組會外委員及會內同仁執行現場施工作業聯合視察。在電廠相

關施工與測試作業完成後，本會亦再派員就申請案之安全評估報告及

台電公司承諾之追蹤事項、施工與測試相關品質文件之完整性與法規

符合性進行現場查證與確認，並於 5 月 17 日由審查小組會外委員及

會內同仁執行完工後聯合視察，確認台電公司已依承諾執行，其結果

與設計要求一致，符合安全標準，於 5 月 19 日同意核二廠 1 號機之

裝載池燃料貯存格架可啟用置放用過燃料。 

經彙總本會同仁及審查小組會外委員於施工測試期間及完工查

證之執行情形與結果，完成本視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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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於去(105)年 8 月 18 日接獲台電公司

提出之「核二廠燃料廠房三樓裝載池設備修改及安裝工作」申請案，

該申請案為台電公司為因應核二廠用過燃料池接近滿儲，乃參考國外

電廠作法，申請將核二廠緊鄰用過燃料池之護箱裝載池(cask loading 

pool) 改為用過燃料貯存空間，各安裝 4組龍門電廠 2號機庫存之燃料

貯存格架。本會經聘請學者專家與本會相關局處同仁組成專案審查小

組，就台電公司所提安全分析報告與台電公司對審查意見所提出之補

充說明及報告修訂內容進行嚴格審查，於 4月 6日函復同意申請案。 

核二廠遂於 106年 4月 7日開始進行 1號機現場施工與測試作業，

至 5 月 14 日完成施工測試作業止，工期總共歷時 33 天。本會於現場

施工測試作業期間，除由駐廠視察員進行現場查證外，對於重要工程

項目亦再派員至現場進行查證，並於 4月 21日由本會委員、審查小組

會外委員及會內相關同仁執行施工期間聯合視察。在電廠完成相關施

工與測試作業後，本會亦再派員就申請案之安全評估報告及台電公司

承諾之追蹤事項、施工與測試相關品質文件之完整性與法規符合性進

行現場查證與確認，並於 5月 17日由審查小組會外委員及會內相關同

仁執行完工後聯合視察。本次專案視察之實施項目及視察人員等，其

視察規劃請參見附件一。 

有關視察期間發現之缺失或待釐清事項，均於現場要求台電公司

立即改善或澄清，且台電公司均已完成改善，故無後續追蹤管制項目。

此次專案視察經現場實地查證後，確認核二廠 1 號機護箱裝載池設備

修改案現場施工作業，均依設計圖面施工，符合安全分析報告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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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安全分析報告後續之追蹤事項，經查證後確認台電公司已依承諾執

行，其結果與設計要求一致，符合安全標準，故本會於 5月 19日同意

核二廠 1 號機之裝載池燃料貯存格架可啟用置放用過燃料。本會對台

電公司「核二廠燃料廠房三樓裝載池設備修改及安裝工作」申請案之

審查情形及現場施工測試之查證作業等相關資訊，包括台電公司送審

之安全分析報告、本會安全評估報告、現場查證活動等相關訊息，均

已公布在本會對外網站(網址 http://www.aec.gov.tw/焦點專區/核二燃料

裝載池案--218_3033.html)，供民眾查閱。 

貳、視察過程與結果 

核二廠為因應裝載池設備修改及安裝工作順利進行，分別規劃為

先期準備作業及現場施工測試等二階段進行。先期準備作業係在本會

核准申請案前，進行不涉及更動用過燃料池現有設備之準備作業，包

括護箱裝載池的洩水除汙作業、格架運輸至燃料廠房及格架檢查等相

關準備作業；第二階段現場施工測試作業，則在取得本會核准後，進

行後續用過燃料池現有設備之修改測試作業。本會視察範圍包含電廠

執行準備作業及現場施工測試等二階段作業，視察項目主要分成兩大

項，第一大項為査證下列現場施工測試作業之執行情形： 

1.格架廠內運輸。 

2.格架金屬外罩移除及外觀檢查。 

3.格架安裝前之貯存單元拉力測試(Drag Test)。 

4.3號及 4號閘門置放架移除作業。 

5.池內管路盲封銲接與非破壞檢測。 

http://www.aec.gov.tw/%E7%84%A6%E9%BB%9E%E5%B0%88%E5%8D%80/%E6%A0%B8%E4%BA%8C%E7%87%83%E6%96%99%E8%A3%9D%E8%BC%89%E6%B1%A0%E6%A1%88--218_3033.html
http://www.aec.gov.tw/%E7%84%A6%E9%BB%9E%E5%B0%88%E5%8D%80/%E6%A0%B8%E4%BA%8C%E7%87%83%E6%96%99%E8%A3%9D%E8%BC%89%E6%B1%A0%E6%A1%88--218_30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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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格架吊運至裝載池安全作業。 

7.安裝後之貯存單元拉力測試。 

8.限制器支撐之預製與安裝。 

9.護箱裝載池充水後黑度測試。 

第二大項則為安全分析報告承諾事項辦理情形之查證。本次視察

方式包括文件審閱、人員訪談和現場實地作業查證等，其視察結果如

下： 

一、格架廠內運輸查證 

台電公司於106年3月28日將燃料格架自核二廠存放之倉庫搬

運至1號機燃料廠房之吊掛搬運作業，電廠作業人員於倉庫先執行

吊具、吊車及低床板車檢查，再將格架吊掛至低床板車並予繫固，

低床板車依預先規劃路徑及速度將格架搬運至1號機燃料廠房3樓

東側置放，經視察電廠執行格架運送過程，其相關作業包含運送、

吊掛及繫固作業均依所提「格架廠內運輸計畫及應變」報告記載

之規定進行，確認其格架運送期間高度約保持15公分，符合安全

分析報告第7章要求；另外，查證現場指揮手及操作手之人員資格

證照，均符合要求。惟現場視察時，發現附件一C圖標示之1、2

機燃料廠房位置誤植，因該錯誤不影響格架運送，故電廠持續進

行格架運送作業，並順利完成4組格架搬運及置放作業，電廠並已

就誤植部分修訂完成。 

二、格架金屬外罩移除及外觀檢查 

核二廠執行燃料格架外罩移除及外觀檢查時，經現場視察4組

燃料格架外觀，確認其外觀並無受損跡象。另外，並確認電廠品

質人員均有在現場執行品質稽查。 

三、格架安裝前之貯存單元拉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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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架貯存單元拉力測試係針對格架所有貯存單元，逐一採用與

貯存之用過燃料長寬尺寸相符之測試元件放入貯存單元，以拉力

計量測全程之荷重變化，以確認格架有無變形或空間不足產生摩

擦力而造成荷重增加之情形，此測試於格架置入裝載池前及於裝

載池定位後均會執行。 

台電公司於4月7日開始在燃料廠房進行拉力測試，經查證測試

所用之拉力計校正日期為106年3月1日，其有效期間符合一年內有

效之規定；工作人員進行拉力測試期間，於高台作業時均依工安

規定，全程使用安全索。另查證電廠執行格架水平校準台調校作

業與格架拉力試驗作業時，發現電廠雖依規定使用特殊程序書

SP-2016-09進行相關作業，但工作人員逕行以勾選合格代替，未將

水平調校值登錄於程序書中，影響品保紀錄之完整性，經本會視

察員提出糾正並要求立即改善，台電公司即依要求將量測數據登

錄於表格，未影響後續作業時程及有效性；另電廠執行本項拉力

測試，經現場抽查相關品質文件紀錄，確認4組格架之拉力測試結

果均符合低於50lbf之要求。 

四、3號及4號閘門置放架移除作業 

台電公司於4月7日進行護箱裝載池內之池壁突出物切除準備

作業，本項工作係由電廠承包商泰興公司執行，現場作業人員以

氣動切割器進行池壁突出物切割(管路及構件)工作，經查證電廠完

成之池內凸出物切削情形，確認其切削後預留長度約1吋，符合安

全分析報告及程序書之要求；以及台電公司依據安全分析報告之

承諾，執行原有銲道需加做液滲(PT)檢測，以確認切削作業期間原

有銲道未受損，經現場查證非破壞檢測結果，確認池壁原有銲道

未受損；另查證施工現場週邊之輻射劑量，其結果與燃料廠房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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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值劑量相近，符合安全分析報告分析數值。 

五、池內管路封銲作業與非破壞檢驗 

台電公司於4月11日進行池內管路封銲作業時，現場查證銲接

人員資格及領用銲條規格等均符合要求，且獨立驗證第三人機構

之核能監察員（ANII）亦於現場查核確認相關銲接作業，符合要

求。 

現場查證外盲封板銲接作業，其係依台電公司核能部門所核發

之銲接程序說明書(WPS) WP8-T-AG執行，經現場查證使用銲接方

法、銲接母材與使用電流值皆符合WPS要求；現場作業為填角接

頭雖與該WPS所規範之對接之接頭型式不同，經確認該WPS之對

接接頭之銲接已可涵蓋填角接頭之銲接，故毋須另外增訂相關施

工作業程序。 

經現場查證電廠執行池內管路水壓測試之程序、測試壓力、持

壓時間等均符合SP-2016-11「護箱裝載池池壁突出物修改及管路盲

封(含管路洩漏測試)特殊程序書」及1111.02「壓力試驗工作管制

程序」等要求，電廠品質組、台電公司駐核二廠安全小組及核能

監查員均到場進行查證。 

台電公司於4月14日依特殊程序書SP-2016-11之附件「裝載池

各管路內盲封板真空匣試驗程序」執行管路盲封板真空匣試驗程

序之驗證作業，以12吋管及池底2吋管驗證該程序作業之可行性，

該程序書經由台電公司非破壞檢測LevelⅡ人員審查接受。查證現

場執行抽真空之壓力、持壓時間及將真空匣壓置於檢測區上之時

間等均符合程序書規定。 

台電公司於4月18日執行管路盲封板真空匣試驗作業，經查證

現場執行該試驗人員，具中華民國非破壞檢測協會檢定合格之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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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檢測中級(LT LevelⅡ)資格，符合執行人員至少為洩漏檢測(LT)

初級(含)以上證書之要求；電廠執行檢查人員，則有台電公司認證

之LT LevelⅡ證書，符合評估及判讀工作須持有LT LevelⅡ(含)以

上之要求。另於現場查證10吋管之真空匣測試過程，發現該項檢

查與評估作業並非由台電公司檢查人員執行。此項為台電公司於

安全分析報告之承諾，其將負責該項之檢查與評估作業。經本會

要求台電公司執行前述作業時，須符合安全分析報告之承諾，由

台電公司人員直接執行。故台電公司以具有中級檢測人員重新執

行該項檢查作業，且重新再執行已完成12吋管之相關檢查作業，

本次現場查證12吋管、10吋管及6吋管等3口管路之盲封板真空匣

試驗結果，均未發現洩漏情形，符合要求。 

另外，針對防止異物入侵護箱裝載池作業，現場查證電廠已於

裝載池旁設立管制站，要求對所有攜入護箱裝載池工具及物品均

須登記，並於工作結束後核對，抽查結果執行情形符合要求。 

六、格架吊運至裝載池安全作業 

台電公司於燃料格架完成相關檢查及池內墊板、承載板安裝

後，進行後續之格架運輸至護箱裝載池內。執行該項作業前，經

本會現場視察發現護箱載池旁之護欄高度近1.3公尺，要求台電公

司澄清說明吊運路徑，以及針對現場吊運時如何確保格架與池壁

間保持適當距離以避免碰撞，亦要求一併說明。台電公司就吊運

路徑重新檢視規劃後，已能避開護箱載池旁之護欄，符合保持吊

運時格架底部離路徑之物件一定高度，避免碰撞之要求；至於格

架置於裝載池過程中，除維持與池壁一定距離外，台電公司亦於

格架外部設置防護墊，以防範萬一碰觸時對格架或池壁之任何損

傷。本項吊運作業，經現場查證確認未發生格架與池壁碰觸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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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執行期間電廠品質人員亦在現場執行品質查核作業。 

七、格架安裝後之貯存單元拉力測試 

台電公司於4月29日完成4組格架吊運至護箱裝載池後，依據

SP-2016-12「裝載池燃料格架安裝特殊程序書」進行格架定位及水

平調整工作。台電公司以10噸吊車進行格架B01之水平定位作業，

約吊離池底1~2cm來執行移動，水平調整接受標準為容許誤差

±4mm；基腳高度調整應在±15mm內，經現場查證後確認均符合程

序書要求。 

台電公司完成4組格架水平調校後，於5月2日開始進行格架安

裝後之假燃料拉力測試。本項測試期間，電廠核技組、機械組、

品質組、工安組及台電公司駐核二廠安全小組均派員全程參與查

核確認，符合安全分析報告之管制承諾事項A-I-07-05及B-I-06-2 

(即拉力測試時全程應有品質人員見證)之要求。另查閱拉力計校正

日期為106年4月7日，仍於1年有效期內符合要求。本項測試作業，

經現場查證格架之每一貯存單元的測試結果，均符合接受標準。 

八、限制器支撐之預製與安裝 

在台電公司開始進行護箱裝載池壁限制器安裝作業前，本會已

先行查證格架限制器預製作業之執行情形，經抽查確認對於限制

器下料切割部分，台電公司已建立「構件裁切表」對6片板材分別

列出其構件編號及對應之尺寸、材質及材質證明編號及爐號等資

訊，查核台電公司所提供之材質證明比對，未發現不符情形。 

有關限制器銲接作業部分，經現場查證並實際核對現場「銲接

工作查證表」及「銲接熔填材料管制表」均經權責人員查證簽署，

未發現缺失。台電公司於5月3日開始進行護箱裝載池壁限制器安

裝作業，經現場查證使用之扭力扳手編號為ME-SD02-TW90F，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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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日期為106年3月20日，有效期限至107年3月19日，符合規定；

於限制器安裝完成後，經查證確認4組限制器與格架之間隙均大於

5mm，符合程序書規定。 

九、護箱裝載池充水後黑度測試 

格架黑度(blackness)測試係以中子源驗證所有格架內之中子吸

收板，均已依設計要求正確安裝。台電公司於5月12日開始執行黑

度測試，本項係依程序書SP-2016-10「護箱裝載池燃料格架中子毒

素衰減能力測試作業程序書」執行。測試期間電廠品質組及台電

公司駐核二廠安全小組均全程在現場執行相關測試之查證，符合

安全分析報告承諾。本項執行測試前，經查證台電公司執行中子

偵檢器水中計數率校驗作業，確認在相同工作電壓下，所使用之

中子偵檢儀器於水中計數率無異常偏移，符合規定。 

經現場抽查相關品質文件紀錄，確認所有格架中掃描檢測最大

讀值均小於最大紀錄值的50%，符合接受標準；另查證台電公司執

行檢測作業過程中，有關程序書要求沉水偵測腔室於檢測時往上

拉之上升速率每分鐘約200公分之要求，查證結果確認符合程序書

要求。 

十、安全評估報告後續管制事項辦理情形 

本會審查核二廠護箱裝載池設備修改案後，後續管制要求及台

電公司承諾事項共有15項，其中須於現場施工階段完成與確認項

目共有11項，3項則屬完工後確認事項，另1項有關機組運轉狀態

不得超過103.7% OLTP之使用限制部分，此為中幅度功率提昇之持

照熱功率限制，原已於核二廠運轉技術規範中規定。針對施工期

間及完工後須確認事項，經查證確認台電公司均已依據承諾完成

相關事項，查證結果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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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設備修改案品質成套文件查證 

於現場施工測試結束後，本會另組成視察團隊於5月15至17日

針對本設備修改案現場施工品質成套文件進行查證，其視察發現

與處理情形分述如下： 

（一） 查證發現限制器計算書有關螺桿座銲道評估之補充說明，

尚未依設計文件變更程序完成核定。經要求改正後，確認台

電公司已依1103.01「電廠設計修改管制」程序書規定，完成

核定程序，並納入品質文件。 

（二） 查證銲工人員資格紀錄，本案銲工計有2名，未見其中一名

人員之資格證明。經要求改正後，確認台電公司已將該名銲

工資格證明補充納入品質文件中。 

（三） 依電廠品質組所訂查證計畫，其中「切除後構件四周之襯

板進行VT檢測」部分，經查證發現於品質文件未見品質人員

針對此部分訂定查證點之紀錄。經要求改正後，台電公司已

將SP-2016-11程序書8.0維護查證表7.1.6、7.2.6、7.3.6、7.5.1

中之查證紀錄補正。 

（四） 查證格架限制器Type 1 SE之銲接工作查證表，發現其圖面

編號1003-260-C-012 R0為設計圖面，非實際製造所依據圖

面，台電公司檢視後確認為文件整理疏失，並將實際製造所

依據圖面編號1003-260-M-002R0補正於格架限制器Type 1 

SE之銲接工作查證表中。 

（五） 查證盲封板裁切作業之品質文件中，發現僅有裁切計畫，

未見相關檢驗紀錄。經要求改正後，台電公司已將所盲封板

檢驗紀錄，補正於SP-2016-11程序書之構件裁切計畫中。 

十二、聯合視察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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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在本案施工期間，於4月21日由本會委員、審查小組會外

委員及會內同仁等共同執行現場施工作業聯合視察；以及台電公

司完成相關施工與測試作業後，亦復於5月17日由審查小組會外委

員及會內同仁等共同執行完工後聯合視察。前述二次聯合視察並

皆召開視察會議，其視察會議紀錄均已公布於本會對外網站（網

址： http://www.aec.gov.tw/webpage/control/nuclear/files/index_20_4-12.pdf、

http://www.aec.gov.tw/webpage/control/nuclear/files/index_20_4-15.pdf）。 

參、 結論 

本次執行核二廠 1 號機燃料廠房護箱裝載池設備修改案現場

施工與測試作業之專案視察，共有 7 項視察發現，其中 6 項視察

發現為電廠作業程序書內容不夠完整、作業程序需再釐清或文件

標示誤植者，經本會提出要求台電公司澄清與修改後，台電公司

均已完成作業程序書修改或澄清；另有 1 項為台電公司執行管路

盲封後真空匣測試，其執行與檢查評估之人員與安全評估報告之

承諾不符，台電公司因此重新執行該段管路盲封後真空匣測試。

至於完工查證執行品質文件查證部分，其所發現保存紀錄完整性

等問題，均於視察期間要求台電公司說明與澄清，並已完成改善。 

綜合此次現場視察結果，確認核二廠 1 號機燃料廠房護箱裝

載池設備修改案現場施工與設計圖面一致，施工完成後之非破壞

檢測及功能測試皆符合要求，另施工作業人員資格經查證亦符合

規定，視察期間台電公司品保與電廠品質人員均於現場執行品質

稽查與查驗作業，符合安全分析報告之承諾與要求。此外，本會

於核二廠 1 號機燃料廠房護箱裝載池進行貯存燃料期間，亦將持

續注意電廠對裝載池燃料貯存之監測情形，以確保用過燃料貯存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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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核二廠護箱裝載池增設燃料貯存格架案現場視察規劃 

一、視察期程與規劃 

階段 時  程 視察工項 視察人員 

第一階

段-準備

作業 

03.29~03.30 1.格架運輸(倉庫-燃料廠房) 核管處 

03.31~04.19 

2.格架金屬外罩移除及外觀

檢查  
核管處 

3.格架第一次拉力測試 
核管處 

第二階

段-施工

測試作

業 

T+3(註 1) 
1.池內 3號、4號閘門置放架

移除 

審查小組

聯合視察 

(註 2) 

核管處、 

輻防處、 

物管局(註 3) 

T+11 2.池內管路盲封焊接及測試 

T+20 
3.墊板、承載板及格架吊掛與

安裝 

T+26 4.第二次拉力測試  

T+26 5.格架限制器組裝 

T+30 6.黑度測試  

註： 

1. T=本會核准 DCR案後台電公司開始施工日(4月 7日)，後續執行時程將視電

廠實際執行而調整。 

2. 審查小組聯合視察原則安排於下列期間，先安排電廠進行簡報後，再至現場實

地勘查 

3. 核管處全程參與現場查證，輻防處及物管局就安全分析報告負責審查章節查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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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察重點： 

階段 視察要項 

第一階段 

準備作業 
1. 準備作業(運送路線勘查，參考 SER)是否依程序執行。 

2. 格架運輸過程是否確實固定。 

3. 拆封後格架外觀是否完整。 

4. 吊掛作業的工安相關規定符合承諾，吊車之選用是否合適。 

5. 用過燃料池廠房吊掛作業是否避開經過用過燃料池區域。 

6. 拉力測試執行與結果紀錄是否完整並符合程序書規定。  

第二階段 

施工測試作

業 

 

1. 準備作業是否已完成，符合承諾且適當: 

(1) 人員訓練 

(2) 工作前會議 

(3) 應備工具 

(4) 緊急應變作為(原承諾是否相符及足夠)。 

(5) 作業程序書 

(6) 3號水閘門安全性(密封性)確認。 

2. 池內管路切割、盲封焊接作業及非破壞檢測測試是否符合規定: 

(1) 人員資格 

(2) 執行 

(3) 品保紀錄 

(4) 異常處理… 

3. 墊板、承載板、限制器格架安裝是否與設計相符。 

4. 池內作業執行防止異物入侵是否確實。 

5. 池內作業人員動火、工安等之安全查證。 

6. 池內作業人員之輻射防護作業是否符合承諾與規定。 

7. 拉力測試/執行與結果紀錄是否完整並符合程序書規定。 

8. 黑度測試/執行與結果紀錄是否完整並符合程序書規定。 

9. 吊掛作業安全：吊運路徑與吊車之選用是否符合規定。 

10. 池內作業、吊掛作業、焊接作業、非破壞檢測等之品保機制查

證。 

11. 共通查證項目： 

(1) DCR文件完整性，包括測試/完工查驗報告文件是否完整；

相關作業程序書/文件圖面修改。 

(2) 廠務管理。 

(3) 與設計圖面是否相符。 

 



 14 

附件二 

核二廠燃料廠房三樓裝載池設備修改及安裝工作 

管制承諾事項查證結果 
 

項

次 
承諾事項 查證結果 

1 

核二廠於本案現場作業前，將此四條管路

池壁外第一道隔離閥予以檢修來確認可確

實關閉，確認該閥可發揮隔離池水功能。 

經查證電廠於 4 月 6

日完成，查證結果符

合要求，相關文件紀

錄完整。 

2 

除非未來重新以較高爐心熱功率進行熱流

分析，並另案陳送管制單位審查通過，機

組運轉狀態不得超過 103.7% OLTP 之使用

限制。 

已於運轉技術規範

明訂限值。 

3 

3號閘門已規劃放置於燃料廠房東側靠牆

橫放豎立，並以固定裝置進行固定。相關

規劃及細部設計，依電廠程序書 1103.06  

發變電系統以外設施修改作業程序書進

行，可承受 0.67g之地震力。 

經查證電廠於 5 月

10日完成，查證結果

符合要求，相關文件

紀錄完整。 

4 

每部機燃料格架在安裝後均有一套完整之

DCR成套文件並存放於核二廠資料管制中

心(DCC)以利日後追溯，其內容包含前述製

造階段、開箱階段、安裝階段及安裝後測

試階段等相關品質文件。 

經查證電廠已依承

諾執行，相關品質文

件紀錄完整。 

5 
拉力測試時有品質人員全程見證，並有書

面之測試紀錄，由執行者及品質人員簽署。 

經查證電廠已依承

諾執行，相關品質文

件紀錄完整。 

6 
黑度測試時有品質人員全程見證，並有書

面之測試紀錄，由執行者及品質人員簽署。 

經查證電廠已依承

諾執行，相關品質文

件紀錄完整。 

7 電廠於施工前將舉行共同作業組織協調 經查證電廠已依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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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將於會中針對工作人員安排相關訓

練。另外，在每次作業前的工具箱會議也

會將相關應變及處理程序以重點方式作提

示。以確保相關工作人員都能了解假設發

生輻射異常事件時之應變程序及工作過程

中發生地震時之處理及應變程序。  

諾執行，相關文件紀

錄完整。 

8 

電廠於進行燃料吊運前，將進行吊運訓

練，關於不同格架高度將請負責訓練的講

師列入訓練教材；每一次吊運作業前之工

具箱會議，也將進行相關注意事項之提示。 

經查證電廠已依承

諾執行，相關文件紀

錄完整。 

9 

電廠將於現場施工前，將由電廠主辦組、

品質組及駐廠安全小組依燃料格架採購規

範進行本案 8組燃料格架品質文件之審

核，並有書面審核紀錄，該紀錄及相關品

質文件之電子檔及紙本資料於本案完工後

一併作為 DCR結案文件，並存放於核二廠

資料管制中心，以利日後之追溯，使符合

本案燃料格架之品質文件完整與紀錄保

存。  

經查證電廠已依承

諾執行，相關文件紀

錄完整。 

10 

若格架因掉落事件發生變形，電廠將依不

符合品質案件處理管制程序書 1115.01開立

NCD(Nonconforming Condition Disposition)

進行後續工程評估、選擇適當處理工法，

以及執行包括停用已修剪/拉力異常格架之

行政管制，以符合品質要求。  

現場施工期間無格

架掉落事件異常發

生。 

11 

正常運轉期間，清洗池、裝載池與用過燃

料池之水位高度均維持在標高 0’上下。核

二廠機械組目前正準備於護箱清洗池安裝

水位尺，完工後運轉值班部門將修訂例行

巡視表以增加水位查證項目，據以執行巡

視確認工作。 

經查證電廠已於 4月

11日依承諾執行，相

關品質文件紀錄完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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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燃料廠房 1 樓北側走道其輻射分區於護箱

裝載池安裝格架後將劃分為示警區，並進

行行政管制。  

有關燃料廠房 1樓北

側走道劃分為示警

區 並 進 行 管 制 部

分，電廠於燃料格架

置放燃料後已完成

標示、圍籬示警等行

政管制措施。 
13 

燃料廠房 1 樓北側走道其輻射分區於護箱

裝載池安裝格架後，經實際偵測結果達 0.05

毫西弗/小時以上時，即劃分為輻射示警

區，電廠將會執行標示、圍籬示警等行政

管制措施。  

14 

落實自主檢查：電廠將訂自主檢查表，項

目包括確認現場區域輻射監測器、連續空

浮監測器功能正常、候工區位置已確認、

工作人員正確配掛 TLD及 EPD、執行切

割、研磨作業已通知 HP、已備妥鉛毯等屏

蔽設備、備妥除污紙巾與防污塑膠袋等項

目。  

經查證電廠已依承

諾執行。 

15 

電廠將於護箱裝載池改作為用過燃料池

後，將視需要機動加設一個移動式區域輻

射偵檢器。 

經查證電廠已依承

諾事項加設移動式

區域輻射偵檢器。 



 17 

 

  

照片一  現場燃料格架運送及外觀檢查查核 

 

 

照片二  現場執行格架拉力測試(左)及管路封銲作業(右)查核 

 

   

照片三、 護箱裝載池吊運(左) /黑度測試作業(右)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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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四 4月 21日現場施工視察及視察後會議 

 

 

 

 

照片五 5月 17日現場完工視察及視察後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