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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屆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諮詢會第 6 次會議會議紀錄 

一、時  間：106 年 6 月 30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二、地  點：原子能委員會 2 樓會議室 

三、主  席：潘 欽 

四、出席委員：吳文方、邱賜聰、易 俗、黃雪玲、黃鈺軫、鄧治東、

薛人愷(註：委員排序依筆劃遞增) 

五、列席人員： 
原 能 會：張 欣、李綺思、周 鼎、曹松楠、鄧文俊、郭火生、

許雅娟、馬志銘、劉德銓、江庚晏、林宣甫、黃郁仁 
台電公司：吳才基、康哲誠、梁天瑞、黃咸弘、吳逸群、黃平輝、

張益瑞、丁 宇、蘇瑞烽、魏天佑、康力仁、張力航、
蔡素芬 

六、專題報告： 

(一)核一廠除役計畫審結情形說明（略） 

(二)核三廠 2 號機控制棒驅動軸鬆脫肇因分析與下導管更換計畫審查

情形說明（略） 

七、下次會議之電廠參訪活動地點：赴核三廠行程安排於會前再通知。 

八、前次會議諮詢意見討論： 
(一)有關核二廠 1 號機爐心燃料棒護套破損案，請台電公司對本案處

理狀況提出進度說明。 

委員諮詢提問： 

1. 本案原能會審查意見及台電公司答覆說明，有關加強防護措

施避免再次發生部分，能否提供給委員參考？ 

2. 本案肇因為「爐屑磨損」，能否再針對其成因進一步具體說

明？ 

台電公司回應說明： 

1. 本案至今(106)年 5 月下旬原能會召開 3 次審查會議並提出 12
項審查意見，對於如何防範爐屑磨損造成燃料護套破損之審

查意見，台電公司總共提出 24 項改進措施，目前有 20 項在

實施中，另其他 4 項待完成事項，有 3 項預計在今年 10 月完

成，另 1 項與日本電廠交流部分，日方承諾大約於今年 12 月

來訪進行經驗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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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回應說明： 

1. 本案審查資訊均已公布於原能會對外網頁供民眾參閱，再提

供相關審查結論報告給委員參考。另就本案審查部分，首先

在確認肇因部分，要求台電公司檢視電廠運轉歷史經驗及廠

家過去製造品質文件確認是否為製造瑕疵，並請廠家確認現

場是否進行檢測。依以往爐屑破損經驗，其初始肇因須經觀

察研判，以確認其為裂縫起始點或二次劣化。台電公司也提

供相關清查及廠家檢測結果進行佐證，以確認本案肇因為爐

屑磨損所致。另近期媒體報導機組起動階段輻射偵檢器有動

作情形，主要原因為該機組曾經歷燃料破損，其爐心背景值

較高，因此本次亦檢討爾後若發現有達到疑似燃料破損行動

準則，便會採取必要的行動或及早停機處理，以避免造成爐

心背景過高，影響燃料破損之研判。本案電廠已對爐屑防範

進行強化改善，但仍發生此次破損事件，故也建議電廠參考

國外經驗回饋。另為確保燃料完整性，電廠亦針對全爐心燃

料進行啜吸檢測，檢測結果均為正常。 

2. 「爐屑磨損」基本上為不該在爐心出現異物造成燃料磨損之

統稱，且燃料底座設計之孔洞較小，可防範體積較大之異物

進入爐心，因此能進入為微小之異物，本案審查過程適逢大

修爐心開蓋期間，故要求台電公司於大修期間進行爐內檢

查，但並未找到該異物，以國外經驗案例能找到造成燃料磨

損異物之機率不高。 

諮詢意見決議：依委員意見提供相關審查資料說明，同意結案。 

(二)有關本案熱流分析模式之差異及評估準確度，涉及外界信心度部

分值得重視，將來原能會核管處在撰寫安全評估報告時應清楚交

代，另建議台電公司亦加強分析報告論述，讓民眾瞭解。 

原能會回應說明： 

原能會已於本案核二廠燃料裝載池案審查期間，將相關熱流

分析模式之差異及評估準確度說明納入安全評估報告之內容，並

於今年 4 月 6 日完成本案審查作業，同意台電公司有關本案熱流

分析之答復說明。 

諮詢意見決議：同意結案。 

(三)有關龍門電廠兩部機組資產處置情況是否會影響台電公司營運，

台電公司應澄清說明。 

委員諮詢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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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答覆說明提到要將燃料拆解回收，考量龍門電廠為進步

型 BWR，其燃料能否給核一、二 BWR 電廠使用？ 

2. 有關燃料拆解回收與直接賣掉規劃對資產影響為何，請說

明。 

3. 先前曾在媒體報導看到電廠表示，存放機組燃料之發電價值

有新台幣 1000 多億元。 

台電公司回應說明： 

1. 核一、二爐心燃料晶格設計尺寸(Fuel Bundle Pitch)較龍門

小，因此雖龍門電廠與核一、二均使用 BWR 燃料，但無法

直接使用。另興建中核電廠之初始爐心燃料濃縮度分佈與運

轉中核電廠之再填換濃縮度分佈也不同。 

2. 有關燃料拆解或外運等作法目前仍在考量中，仍以資產最大

利益為優先考量。 

3. 目前龍門電廠處於資產保存階段，所述燃料發電價值僅為一

般推算。 

諮詢意見決議：同意結案。 

九、專題報告討論： 
(一)專題報告「核一廠除役計畫審結情形說明」： 

委員諮詢提問： 

台電公司預估核一廠除役作業 25 年的經費為何？ 

台電公司回應說明： 

核一廠除役的費用將由「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支應，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定期會對經費重新預估，以 97 年幣

值預估核一廠兩部機除役將花費新台幣 182 億元，與國際相較合

理範圍值，目前正進行重新評估過程。 

 

委員諮詢提問： 

核一廠執照為 40 年但 8 年過渡期間，燃料仍在爐心內，台

電公司是否評估材料或設備的老化問題？ 

台電公司回應說明： 

核一廠已於延役申請時針對老化管理進行評估檢視，未來除

役爐心內有燃料期間將提出安全分析報告及運轉規範修訂提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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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審查，若審查未通過則依原執照基準管理，以確保機組安全

除役。 

原能會回應說明： 

雖核一先前在延役申請審查案已建立老化管理方案，然台電

公司已主動撤回延役申請案並未完成，因此後續會請台電公司正

式提出除役期間之老化管理方案，以確認電廠在除役仍持續使用

相關系統設備之維護監測作為。 

 

委員諮詢提問： 

1. 台電公司規劃 8 年的停機過渡階段，是否僅針對核一廠，或

未來核二、三廠的除役作業皆規劃 8 年停機過渡階段？ 

2. 另有關 8 年的停機過渡階段期間除輻射場址特性調查外，為

因應後續拆除階段等相關作業，有無專業工程人員配置及未

來人力規劃如何控管？ 

台電公司回應說明： 

1. 除役停機過渡階段 8 年，電廠從運轉狀態轉變為除役狀態，

許多系統安全分類及運轉停用規劃皆須調整、現場設備在拆

除之前要做全系統除汙、全廠輻射特性調查、各項除役期間

工作規劃，以及新建設施準備等。用過核子燃料從爐心退出

至用過核子燃料池等轉移，讓燃料能安全在用過燃料池進行

熱移除。第二階段為除役拆廠階段，台電公司朝除役自主化

目標執行，由員工經訓練後執行除役作業，過程中建立除役

技術與國內產業結合，朝產業自主化目標邁進。目前尚未決

定核二、三廠停機過渡階段的年限。未來將視核一廠除役作

業的效益而定。 

2. 國際上除役經驗以電力公司人員對系統設備瞭解較為可靠，

但在拆除技術方面如切割等作業，是可與國際專業團隊進行

合作，但台電公司亦希望與國內產業鏈結合能自主化，並從

核一除役過程中學到除役技術，未來從核一廠除役技術深耕

之後，能夠往外拓展。 

原能會回應說明： 

針對爐心與用過燃料池仍有燃料期間，除役計畫審查過程已

要求台電公司於今年底提送安全分析報告及運轉規範修訂，若未

經審查同意前，仍比照運轉中電廠規定要求管制。因此電廠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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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組織人力或維護計畫，在變更尚未獲同意前仍須維持。後續隨

二期室內乾貯設施完工，燃料可移出爐心或用過燃料池，其管制

作為也會不同。事實上停機過渡階段亦包含於 25 年除役期間，

因此台電公司應更務實把握各階段前期準備作業。 

 

委員諮詢提問： 

1. 除役期間拆除過程將被動式防火隔間破壞是否影響消防議

題。 

2. 近期電力供應吃緊，核二廠 1 號機啟動，若未來再發生電力

供應問題時，核一廠 1 號機能否啟用與除役規劃關係為何。 

3. 經過今年 6 月 2 日北海岸區域的超大豪雨事件，乾貯區域未

發生嚴重土石坍方問題，台電公司應持續與新北市政府溝通

儘速取得水土保持完工證明。 

4. 大陸目前有 30 幾部營運中的機組，台電公司是否評估將放射

性廢棄物運往處理。 

5. 台電公司如何因應未來機組除役核工人才招募不足的問題，

目前雖仍不影響學校招生，但長期來看仍有壓力。 

台電公司回應說明： 

1. 除役作業初期消防作業將依運轉規模進行。未來將視除役作

業的進展，並參考國際除役電廠作法，分階段方式向主管機

關申請變更。 

2. 核一廠 1 號機目前爐心仍有能量，並保持設備處於可用狀

態，惟啟用需經立法院同意，在運轉執照尚未到期前，其營

運規劃與除役計畫無關。 

3. 有關乾貯水保方面持續與新北市政府溝通，建立密切的關

係。 

4. 目前氛圍仍有困難，將持續觀察注意。 

5. 因應除役年限規劃為 25 年，台電公司核能部門已在轉變，強

化除役後端人力，並配合學校獎學金要求修習相關課程。 

 

委員諮詢提問： 

建議台電公司將核一廠尚未達到燃耗限值的燃料使用完畢，

將能量釋放使可裂物質降低，減少再臨界可能，以利後續除役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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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處理用過燃料之作業。 

台電公司回應說明： 

2 號機爐心燃料皆接近燃耗限值，按照國際作法會移至乾貯

設施。然 1 號機爐心約有 90 幾束新燃料，一般新燃料放射性較

低，但處置作法可能與用過燃料會有所不同，目前正在研議如何

處理這些燃料。 

(二)專題報告「核三廠 2 號機控制棒驅動軸鬆脫肇因分析與下導管更

換計畫審查情形說明」： 

委員諮詢提問： 

有關原廠家西屋公司更換控制棒下導管、支撐銷及支撐螺栓

等備品，為何本案肇因分析未提及，是否因控制棒驅動軸鬆脫造

成相關設備受損。 

原能會回應說明： 

本案更換備品是因為控制棒驅動軸往下掉，造成驅動軸本身

及下導管停駐凸緣(Parking Ledge)受損，在驅動軸部分是用核三

廠備品更換，下導管是由原廠家西屋公司更換，另為更換下導管

相關支撐銷及支撐螺栓等組件須一併更換。 

 

委員諮詢提問： 

本案在人員操作控制棒脫扣工具之複誦”Latch”或”Unlatch”聲
音相近，以人因工程觀點在執行兩個相反動作時，其複誦聲音應

有所區別，建議用中文複誦以避免誤操作。 

台電公司回應說明： 

遵照委員建議，將來在操作相關作業時，人員以中文”脫扣”
或”結合”進行複誦，另操作盤標示亦將一併修訂中文化。 

 

十、決議事項： 
(一)建議台電公司將核一廠尚未達到燃耗限值的燃料使用完畢，將

能量釋放使可裂物質降低，減少再臨界可能，以利後續除役期間

處理用過燃料之作業。 

(二)有關電廠人員在操作控制棒脫扣工具之複誦”Latch”或”Unlatch”

聲音相近，以人因工程觀點在執行兩個相反動作時，其複誦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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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所區別，建議用中文複誦以避免誤操作。 

十一、散會：下午 4 時 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