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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能持續瞭解國內核能單位對核能專業人員訓練的落實情形，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自 94 年起開始執行訓練專案團隊視察，每四年針對

各核能電廠訓練中心進行人員訓練評鑑視察，並就視察發現提出改善

建議，供未來提升核能電廠人員訓練作業參考。 

本次核一廠訓練評鑑視察於 106 年 8 月 7 日至 10 日舉行，由本會

核能管制處視察人員組成專案視察團隊，針對訓練組織與行政管理、

訓練設施與設備、運轉人員訓練、維護人員訓練、協力廠商人員訓練

等五大項進行評鑑及視察。 

本次視察共有12 項視察發現，經評估相關視察發現尚未明顯影響

訓練之執行與成效，判定屬無安全顯著性之綠色燈號，相關視察發現

並已依各廠共通問題或核一廠之問題，分別開立注意改進事項及視察

備忘錄要求台電公司及電廠檢討加強與精進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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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核能電廠專業人員之知能為核能機組能否安全穩定運轉的重要關鍵因

素，而訓練則為提升相關人員知能、灌輸培養核安文化素養之有效措施，

故各核能發電國家之管制機關對其核電廠業者的核能專業訓練均極為重

視。為持續瞭解國內核能單位對核能專業人員訓練之落實情形，本(106)年

針對核一、二、三廠，依規劃執行每四年一次的人員訓練評鑑視察，期能

經由本項視察，了解電廠對於人員訓練相關作業之執行情形，促進國內核

能專業人員技術知能的持續提升與核能安全文化素養的強化。 

貳、視察計畫說明 

本次依據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管制處程序書 NRD-PCD-015（核安管制紅

綠燈視察作業規劃）內容，依序針對核一、二、三廠之相關訓練作業，分

就(一)訓練的組織與行政管理；(二)訓練的設施與設備；(三)運轉員的訓

練(含運轉人員違規等事項）；(四)維護人員的訓練；(五)協力廠商人員的

訓練等五大項進行視察，以確認電廠是否依相關法規、終期安全分析報告、

承諾之訓練方案與作業程序書執行人員訓練與資格鑑定計畫的規劃、執

行、評估與文件紀錄保存。此外，本次亦就電廠對本會 102 年人員訓練評

鑑視察所提建議事項之改善現況進行查證，視察計畫如附件一。 

參、視察結果 

視察期間除於視察前會議聽取核一廠簡報外，並於視察後會議就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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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察發現及結果與台電公司進行溝通、澄清，以下就各項目之查證結果分

別敘述之。 

一、訓練組織與行政管理查證 

(一) 視察內容 

本項視察係參照核一廠程序書 115「核能電廠專業人員訓練程序書」

及程序書 115.1「核一廠運轉人員再訓練程序書」規定之要求，就核一

廠訓練組織與行政管理之規定與執行情形進行查證，查證要項包括訓練

單位對訓練績效指標之建立及考評情形、測驗之行政管理適切性、訓練

單位對教學評估執行情形，以及電廠對 102 年度視察發現之改善情形

等。抽查項目包括目前訓練中心人員配置、程序書 115 之教材審核與試

教程序執行、103~106 年訓練績效考評、模擬器團體操作訓練教學評估

等之作業與紀錄，查證方式包括人員訪談與文件紀錄查閱。 

(二) 視察發現 

1. 簡介： 

本視察項目有 4 項視察發現，初步評估尚未明顯影響人員訓練之執

行與績效，判定屬無安全顧慮之綠色燈號。 

2. 說明： 

(1)目前核一、二、三廠程序書對於訓練教材與教材試教審核、模擬

器操作訓練與年度現場口試評估/評測、現場熟習等之規定要求並

不一致，例如：核一、二廠規定每年熟悉現場設備之頻次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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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次、訓練教材試教審核程序及成員之規定，核一廠與核二/三廠

並不一致、年度模擬器團隊演練評測表之評估要項，核一廠與核

二/三廠亦不同，台電公司宜檢討研議採取一致性做法。 

(2)程序書 115.1 對參訓學員上課出席異常時之訓練時數認定，如：遲

到或早退。雖已採取以簽到/退紀錄表登載之時間為計算依據，但

並未將相關作法納入程序書，建議應檢討納入。 

(3)依程序書 115「核能電廠專業人員訓練程序書」訓練教材試教評估

與審核之相關內容顯示，訓練教材應有經教學評估小組評估與審

核之試教過程。惟表 115.33”試教審核表”僅有主辦部門課長/經

理之核章，並無經教學評估小組審核之紀錄，應改善。 

(4)目前核一廠對於支援班及補課人員參與模擬器操作訓練課程之方

式，原則上以參與演練的討論為主，並未輪替擔任操作或觀察組

角色，宜針對此一情形檢討並建立適當規定，以增進相關人員的

之訓練效果。 

3. 分析： 

第(1)項視察發現為各廠對人員訓練相關執行內容不儘相同，可再研

議整合之議題；第(2)項為對於運轉人員參與訓練課程時間之管理與認定

宜納入程序書管制；第(3)項視察發現為訓練教材試教審核程序可再精進

之議題；第(4)項視察發現為部分人員參與模擬器操作訓練課程之方式，

應再強化之問題。以上之查證結果，均為提醒及須精進加強者，經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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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對訓練執行與績效造成明顯之影響，判定屬無安全顧慮之綠色燈

號。 

4. 處置： 

本項已併同其他視察發現開立注意改進事項及視察備忘錄，要求台

電公司及核一廠進行檢討與強化精進。 

二、訓練設施與設備查證 

(一) 視察內容 

本項視察係參照核一廠程序書 115「核能電廠專業人員訓練程序

書」、程序書 122「核能電廠模擬器結構管制程序書」及 122.1「核能一

廠模擬設施驗證程序書」內容，就核一廠訓練設施與設備狀況進行查

證，查證要項包括模擬器軟/硬體設備維護計畫及管理、模擬器可用率、

其他教學設備之維護及管理，以及電廠對 102 年度視察發現之改善情形

等。抽查項目包括目前模擬器配合現場改善案之更新情形、模擬器妥善

率與運轉特性測試及現場實際運轉特性符合情形、因應核安總體檢管制

案件(CS-JLD-10306)針對雙機組事故之訓練和演練所建置之設備狀

況、全迴路模擬設備與實物模型(MOCKUP)維護狀況等，查證方式包括

人員訪談、文件紀錄查閱與訓練設施實地巡查等。 

(二) 視察發現 

1. 簡介： 

本視察項目有 1 項視察發現，初步評估尚未明顯影響人員訓練之執



 - 5 - 

行與績效，判定屬無安全顧慮之綠色燈號。 

2. 說明： 

因應核安總體檢管制案件(CS-JLD-10306)所建置之二號機模擬器

並未與一號機模擬器在同一建築物中，宜就講師如何監看與評估雙機組

操作訓練之方式妥為規劃。 

3. 分析： 

本項視察發現為對於講師執行訓練教學與評估方式之提醒事項，

經評估尚未對訓練之執行造成明顯之影響，判定屬無安全顧慮之綠色

燈號。 

4. 處置： 

本項已併同其他視察發現，開立視察備忘錄請電廠檢討加強與精

進相關作業。 

三、運轉人員訓練查證 

(一) 視察內容 

本項視察係參照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理辦法、電廠陳報經

本會核准之運轉員再訓練方案以及核一廠程序書 115.1「核一廠運轉人

員再訓練程序書」相關規定與內容，就核一廠運轉人員再訓練與資格

鑑定相關作業之執行情形進行查證，藉以瞭解運轉人員訓練是否能符

合再訓練要求。查證要項包括運轉人員訓練(含考照前之加強訓練與已

持有執照人員之再訓練)之考評及執行成效、持照運轉人員訓練內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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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報本會核准之運轉員再訓練方案符合情形、運轉人員模擬器操作評

鑑實施狀況，以及電廠對 102 年度視察發現之改善情形等。抽查項目

包括程序書 115.1 之執行情形及相關規定是否符合運轉人員再訓練方

案之要求、運轉人員(持照與非持照)之再訓練紀錄、考照人員加強訓練

情形、電廠對模擬器與現場操作訓練之執行與評核作業紀錄與實地抽

查模擬器團體操作訓練執行情形，以及電廠對 102 年度視察發現之改

善結果，包括人員疏失案例納入訓練情形。查證方式包括人員訪談、

文件紀錄查閱及作業執行查證等。 

(二) 視察發現 

1. 簡介： 

本視察項目有 2 項視察發現，初步評估尚未明顯影響人員訓練之執

行與績效，判定屬無安全顧慮之綠色燈號。 

2. 說明： 

(1)於 8月 9日上午抽查持照人員模擬器團體操作訓練情形，發現參訓

人員未依程序書 104.31「反應度管理政策」規定，於抽棒時指派支

援人員協助核對棒位。 

(2)105年間模擬器團隊演練評測之紀錄表格，經查有部分與目前程序

書規定之評測表格版本並不一致。 

3.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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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為運轉人員模擬器團體操作訓練應再加強者；第(2)項為評

測未採用最新表格版本之問題，但不影響實質評測之內容。以上之查

證結果經整體評估未對訓練執行與績效造成明顯之影響，判定屬無安

全顧慮之綠色燈號。 

4. 處置： 

本項已併同其他視察發現，開立注意改進事項及視察備忘錄要求電

廠檢討加強與精進相關作業。 

四、維護人員訓練查證 

(一) 視察內容 

本項視察係參照核一廠 115「核能電廠專業人員訓練程序書」內容，

就核一廠維護人員訓練情形進行查證。查證要項包括訓練方式與內容是

否符合工作職能所需、相關訓練是否依程序書規定執行，以及電廠對 102

年度視察發現之改善情形等。抽查項目包括程序書 115 內容適切性、教

材審查與試教程序執行、自辦訓練方式、103~106 年訓練績效考評、新

進人員訓練規劃、檢驗員訓練之執行情形等。查證方式包括人員訪談與

文件紀錄查閱。 

(二) 視察發現 

1. 簡介： 

本視察項目共有 3 項視察發現，初步評估尚未明顯影響維護人員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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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之執行與績效，判定屬無安全顧慮之綠色燈號。 

2. 說明： 

(1) 建議參照核二/三廠作法，依據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及其訓練規

定，於程序書 115 中明訂各類維護人員所需之資格及訓練時數需求

規定。 

(2) 台電公司核發處核能營運專業人員訓練計畫作業程序書 6.2.2.1，說

明各廠應依工作性質，將訓練課程區分為必修之核心課程或選修兩

部分，惟視察發現針對維護人員之自辦訓練計畫課程，並未有必修

或選修之區分。 

(3) 依核一廠作業程序書 115 第 5.4.4.4 節規定，核安與品質教育訓練時

數為每人每年 3 小時，惟查 105 年相關紀錄，電氣組及環保化學組

分別有 2/1 員不符合規定時數，應檢討改善。 

3. 分析： 

第(1)、(2)項視察發現為程序書對相關訓練內容再精進之建議事

項；第(3)項應為電廠對人員訓練管控需再加強之問題。以上查證發現經

評估未對訓練執行與績效造成明顯之影響，判定屬無安全顧慮之綠色燈

號。 

4. 處置： 

本項已併同其他視察發現，開立注意改進事項及視察備忘錄請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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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加強與精進相關作業。 

五、協力廠商人員訓練查證 

(一) 視察內容 

本項視察係參照核一廠相關程序書，包括程序書 115「核能電廠專

業人員訓練」、程序書 131「核一廠承包商管理要點」、程序書 133「核

一廠承包商各類技術工作人員資格檢定」等之內容，就核一廠協力廠商

人員訓練執行情形進行查證，查證項目包括進廠人員職前講習、協力廠

商人員專業證照管理等，抽查項目包括進廠人員訓練與專業證照管理紀

錄。查證方式包括人員訪談與文件紀錄查閱。 

(二) 視察發現 

1. 簡介: 

本視察項目 2 有項視察發現，初步評估尚未明顯影響人員訓練之執

行與績效，判定屬無安全顧慮之綠色燈號。 

2. 說明:  

(1) 查進廠訓練簽到紀錄115.1A表，發現105 年10月7日新進(支援)1人

及105年8月24日包商1人，進廠訓練時數為1小時，與程序書115之

5.3.1.1節的進廠訓練時數不得少於3小時的規定不符。 

(2) 查進廠訓練簽到使用紀錄115.1A表，該表已於104年改版修訂，查

證發現有未依新表登錄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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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 

第(1)項視察發現為電廠對少數人員進廠訓練時數不足之管控需加

強之問題；第(2)項為訓練表格未更新，但不影響簽到紀錄。以上之查證

結果經評估未對協力廠商人員訓練執行造成明顯之影響，屬無安全顧慮

之綠色燈號。 

4. 處置: 

本項已併同其他視察發現，開立注意改進事項及視察備忘錄要求電

廠檢討加強與精進相關作業。 

 

肆、結論與建議 

本次針對核一廠之人員訓練與資格鑑定作業，就訓練組織與行政管

理、訓練設施與設備、運轉人員訓練、維護人員訓練、協力廠商人員訓練，

以及 102 年視察發現之改善現況等項進行查證結果，核一廠已設置相關硬

體設備進行人員訓練，並就訓練教材、執行與評估建立對應程序，訓練之

執行亦大致依訓練方案執行，然亦發現有可再檢討與加強精進之處。 

在制度面部分，各廠在教材審核程序、模擬器操作訓練與現場口試評

測內容不儘相同，台電公司宜再研議整合後採取適當一致作法；在維護人

員訓練方面，亦建議應依總處程序書建立相關人員必修核心課程，並納入

相關程序書。在執行面部分，對於目前支援班及補課之持照運轉人員參加

模擬器操作訓練之安排，應加強其參與度；有少數人員之訓練時數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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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規定為低，需檢討建立稽催制度以加強管控。另外，亦發現有部分訓練

紀錄未採用程序書更新後表格之情形。 

本次查證相關發現，主要屬訓練上可再精進加強之事項，經評估未對

人員訓練執行與績效造成明顯之影響，判定均屬無安全顧慮的綠色燈號，

相關視察發現亦已發注意改進事項及視察備忘錄，要求台電公司及電廠檢

討加強與精進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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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6年核能電廠人員訓練與資格鑑定視察計畫 

一、視察目的  

確保運轉中核能電廠人員訓練與資格鑑定的規劃、執行、評估、文件

紀錄、保存維護等均符合各廠終期安全分析報告、10 CFR 50.120及

10 CFR 55等相關規定要求。 

二、視察人員 

(一) 領隊：李副處長綺思(代理人：何科長恭旻) 

(二) 成員：顏志勳、張自豪、方集禾、趙國興、王惠民。 

三、視察時間 

核一廠：106年 08月 07日至 08月 10日 

核二廠：106年 08月 14日至 08月 17日 

核三廠：106年 09月 04日至 09月 08日 

四、視察項目 

(一)訓練的組織與行政管理。 

(二)訓練的設施與設備。 

(三)運轉員的訓練。 

(四)維護人員的訓練。 

(五)協力廠商人員的訓練。 

五、其他事項 

(一)視察前會議核一、二廠為視察第一日上午 10時，核三廠為視察第一

日下午 2時；視察後會議核一、二廠為視察最後一日下午 1時 20分，

核三廠為視察最後一日上午 1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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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察前會議時，請各核電廠針對人員訓練與資格鑑定現況進行簡報。 

(三)請各廠於視察前，備妥下列資料及設備： 

1. 人員訓練與資格鑑定相關程序書。 

2. 人員訓練與資格鑑定紀錄。 

3. 筆記型電腦三台(可連接廠內網路)。 

(四)聯絡人及電話：趙國興(02)2232-2148 電郵：kschao@aec.gov.tw 

 
 
 

 
 

mailto:wphuang@ae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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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電廠注意改進事項 

編 號 AN-CS-106-007-0 日 期 106 年 10 月 13 日 

廠 別 核一廠 承辦人 顏志勳 2232-2168 

注改事項：本會 106 年執行「核能電廠人員訓練與資格鑑定」專案視察之視

察發現，請檢討改善。 

內  容： 

一、 訓練的組織與行政管理 

1. 依程序書 115「核能電廠專業人員訓練程序書」訓練教材試教評估與

審核之相關內容顯示，訓練教材應有經教學評估小組評估與審核之

試教過程。惟表 115.33”試教審核表”僅有主辦部門課長/經理之核

章，並無經教學評估小組審核之紀錄。 

二、 運轉人員訓練 

1. 於 8 月 9 日上午抽查持照人員模擬器團體操作訓練情形，發現參訓

人員未依程序書 104.31「反應度管理政策」規定，於抽棒時指派支

援人員協助核對棒位。 

三、 維護人員訓練 

1. 依核一廠作業程序書 115 第 5.4.4.4 節規定，核安與品質教育訓練時

數為每人每年 3 小時，惟查 105 年相關紀錄，電氣組及環保化學組

分別有 2/1 員不符合規定時數。 

四、 協力廠商人員訓練 

1. 查進廠訓練簽到紀錄 115.1A 表，發現 105 年 10 月 7 日新進(支援)1

人及 105 年 8 月 24 日包商 1 人，進廠訓練時數為 1 小時，與程序書

115 之 5.3.1.1 節的進廠訓練時數不得少於 3 小時的規定不符。 

參考文件：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