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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5 年第 2 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30 分 

二、 地點：原能會 2 樓會議室 

三、 主席：謝曉星主任委員           記錄：萬延瑋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五、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六、 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是個人接任以來的第 1 次原子能委員會議，目前政府的

政策是 2025 非核家園，要做好穩健廢核及核廢管理的安全管制，

希望各位委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原能會已承諾立法院，以後

原則上每月開會 1 次，每年以 10 次以上為目標。往後請各位委

員踴躍提供報告議題，原能會將陸續安排在會議中提出報告。  

七、 宣讀原能會 105年第 1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略) 

宣讀畢，主席徵詢與會人員均無意見後，裁示：原能會 105 年第

1 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相關資料洽悉。 

八、 報告事項： 

(一) 「105 年核安第 22 號演習規劃」報告案： 

1、報告內容：略。 

2、委員發言紀要： 

(1) 核電廠是否每年演習一次？ 

(2) 本次演習的目的是驗證屏東縣「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

計畫」及作業程序書之適切性與可操作性等，該計畫係由

何單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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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演習的疏散範圍有多大？有無安排民間團體參加？ 

(4) 有關上次(第 1 次)委員會議提及「輻射應變技術隊」成員配

置情況為何？係任務編組抑或正式編制？ 

(5) 演習目的是讓現地人實地因應應變情況，另環境檢測與資

訊取得及後續回饋亦為重點，如何演習、取樣並結合國防

能力執行陸海空之監測結果，以判定是否改變撤退範圍和

路線，是否列為隨機抽選議題？有關地震假設事件(如撤退

路線及指揮所損毀)之後續應變作為是否納入演習情境？另

建議將環境監測資料納入兵推劇本。  

(6) 預警系統廣播站是否依人口分佈關聯建置？  

(7) 預防性疏散是否已有科學根據，如氣象及大氣擴散模式

等，氣象局是否可及時支援？實兵演練之預防性疏散時是

否有外界支援？  

(8) 對於弱勢團體的所在、數量等是否有掌控？環境檢測有很

多不同介質，若發生事故時，大規模環境分析化驗能量是

否由南部偵測中心或外界學者專家提供支援？ 

(9) 演習的目的很重要，這次演習情境的想像略微簡單，情境

想像要有科學依據。演習目的並非針對福島事故，而是事

故發生時，會有何影響？如何透過媒體或地方傳達訊息？ 

(10) 簡報中仍未呈現過去演習的經驗回顧，是否應回顧以往演

習的經驗？ 

(11) 福島事故讓我們瞭解資訊透明化的重要，事故發生時要資

訊公開，並請學者專家協助解釋相關數據，疏散時亦應有

解析現況的人員向民眾說明，使民眾安心。至於事故通報、

事故分類、訊息傳遞及新聞發布上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並希望結合民間輻射防護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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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簡報第 23 頁數字統計有誤。 

3、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1)核電廠每年均會辦理廠內演習；原能會每年會擇定一核電

廠，結合中央與地方政府、國軍及在地機關團體等應變單

位辦理大型聯合核安演習。 

(2)「屏東縣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係由屏東縣政

府提出，自 311 福島事故後，屏東縣政府依新核定之緊急

應變計畫區範圍及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本計畫規定，檢討

修訂「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原能會於 103 年

9 月 11 日完成計畫核定及公告作業，登載網址

(http://www.aec.gov.tw/newsdetail/headline/3170.html)。 

(3)原能會每年均有邀請相關民間及環保團體參與核安演習觀

摩，今年亦會邀請。原能會另已於 7 月 15 日在恆春鎮舉行

記者會，邀請緊急應變計畫區內恆春及滿州居民報名參加

今年規劃於 9 月 13 日辦理的民眾防護演練，凡報名演習的

民眾將辦理演習前的說明會，讓民眾瞭解如何做好自我防

護，建立民眾防護應變能力。 

(4)「輻射應變技術隊」係任務編組，成員包括原能會核能技

術處、輻射防護處、綜合計畫處、放射性物料管理局、輻

射偵測中心、核能研究所及核能安全管制研究中心試運組

等單位具專業人員兼任組成，並陸續完成相關 SOP 之建立。 

(5)台電公司於核能電廠民眾防護分析及規劃報告中已訂有運

轉期及事故期間的環境監測計畫作業，故演習時驗證是否

依計畫進行環境偵測取樣作業。另地震假設事件之後續應

變作為等情境及環境監測資料已納入演習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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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對於廣播站之建置，原能會邀請會外專業人士、學者共同

審查預警廣播涵蓋率，並對於山區聽不到廣播地點，要求

台電公司規劃替代措施，如請地方政府以巡迴廣播方式做

為替代方案。廣播站亦備有電池，可延長斷電時的廣播時

間，相關審查報告網址(http://www.aec.gov.tw/緊急應變/政府

平時準備/整備 /緊急應變計畫與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

--5_43_155_893.html)。 

(7)預防性疏散係依照風險分級控管概念，在輻射尚未外釋時

所做預防性措施；原能會主管之核子事故輻射監測中心，

已明定中央氣象局為進駐成員之一，事故發生期間皆會依

氣象條件輻射外釋情境及科學依據提供民眾防護行動建

議。 

(8)屏東縣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已訂定相關弱勢

團體應變作業程序。我國若因事故惡化所需之大規模輻射

分析化驗能量確實不足，目前規劃由會外研究單位建置備

援實驗室，提供事故所需分析化驗能量。 

(9)本次演習係以天然災害伴隨核子事故發生，及模擬各種可能

發生情境推演，藉以發掘潛在問題而改善，細部劇本規劃皆

已納入情境。 

(10)原能會規劃年度演習係以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的目標執

行，對於委員所提過去演習經驗回顧皆有納入本次演習規

劃。 

(11)本次演習有規劃新聞發布作業，演練透過各種管道將事故

資訊全面公開透明，並秉持專業讓民眾安心、放心。 

(12)有關簡報第 23 頁參與民眾統計數據已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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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決定： 

(1)洽悉，同意備查。 

(2)請核技處持續與當地民眾及團體溝通，並請將委員之意見

納入考量，使本次演習順利完成並提高民眾參演人數。 

(3)實兵演練將邀請院長蒞臨視導。 

(二) 「放射性廢棄物安全管制現況」報告案： 

1、報告內容：略。 

2、委員發言紀要： 

(1) 請補充說明核一、二廠乾式貯存設施行政訴訟的重點與進

度？如果勝訴或敗訴如何因應？ 

(2) 有關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為何要修正為「放射性廢料管制

法」，管理法仍然可以執行管制業務。 

(3) 經濟部負責核廢料處理是應該的，但核廢料辦公室似覺規模

較小，「核廢料管理局」都比核廢料辦公室好，建議使用較

正式的名稱。 

(4) 請問成立「行政法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中心」是為了管理後

端基金嗎？成立行政法人後，台電公司是否就沒有處理核

廢料的責任了嗎？民眾可能無法接受。 

(5) 基金管理與行政法人分開運作是否可行？ 

(6) 行政法人負責核電廠外的核廢料貯存與處置，台電公司負責

核電廠內的核廢料貯存。這樣的作法很奇怪，會造成台電

公司不在乎核廢料減量工作。建請經濟部在推動「行政法

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中心」法案時，能參考前述意見。 

 



 第 6 頁 

(7) 台電公司於今年底前向原能會提報「蘭嶼貯存場遷場實施計

畫」，是否有考慮到過程中納入公民參與機制？ 

(8) 原能會、經濟部或國家的哪一個單位，可以建立核廢料公民

參與的平台，讓全國人民理解到核廢料的問題要一起承擔。 

3、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1)核一、二廠乾式貯存設施行政訴訟的爭點包括聽證作業程序

問題、用過核子燃料再取出、近海場址鋼筒應力腐蝕及耐震

技術等議題，物管局已嚴密聽證及審查作業，並就各項爭點

提出答辯。核一、二廠乾式貯存設施行政訴訟分別已召開多

次準備庭，預訂在 8~9 月召開言詞辯論庭。未來原能會勝

訴，台電公司可依原處分執行；倘若敗訴，則會依據敗訴理

由補正原行政處分。 

(2)原能會配合政府組織改造需求，參酌國際經驗管理與管制分

列專法精神，並因應現行核物料管制實務需要，研議將放射

性物料管理法修正為「放射性物料管制法」，以使本法規範

內容符合放射性物料管制目的。至於「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法」

是由台大教授等多位專家學者共同研擬法令草案，該法課以

經濟部管理核廢料、基金運作及完成處置場等責任。 

(3)經濟部在張家祝部長任內，曾於 102 年 11 月 18 日成立核廢

料處理專案辦公室，除推動放射性廢棄物專責營運機構立法

外，並著手研訂「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政策綱領」，做為未來

專責機構推動核廢料業務的準據。其推動成果相當顯著，因

此原能會提議建請經濟部恢復核廢料辦公室運作。 

(4)成立核廢料專責機構已是國際趨勢，「行政法人放射性廢棄

物管理中心」的運作規劃是不負責基金管理的，但台大教授

推動的「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法」，草案中的專責機構則要負

責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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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今天簡報資料「核電廠除役及核廢料管理重要議程」來

看，未來核廢料管理業務繁重，包括核一、二、三廠除役、

核一、二廠二期乾貯設施、蘭嶼貯存場遷場、高低放廢料處

置設施及集中貯存設施等，以台電公司核後端處目前的人

力，很難有好的承擔。因此原能會樂見「行政法人放射性廢

棄物管理中心」成立，與後端處分工作好核廢料管理工作。 

(6)依據行政法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中心草案，該中心之業務範

圍包括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及核電廠外的貯存設

施，而台電公司核能發電在電廠內所產生之核廢料，則自行

貯存於電廠廠區貯存設施內。 

(7)蘭嶼貯存場遷場作業以往係與最終處置計畫連結，惟台電公

司未能如期於今年 3 月擇定處置場候選場址，須於今年底

前向原能會提報處置計畫應變之具體實施方案，因此蘭嶼

貯存場之遷場可與處置場選址脫勾。原能會樂見台電公司

的規劃過程中，參酌委員意見，納入公民參與機制。依據

國外推動公民參與凝聚共識的機制，以美國為例，美國亞

卡山計畫擱置後，能源部即籌組藍帶委員會(BRC)，經過兩

年的公眾參與討論後，為能源部擬定新的核廢料管理策

略，此為希望經濟部恢復「核廢料辦公室」運作的原因之

一，該辦公室原已在規劃執行相關工作。 

(8)原能會對於推動與公眾的溝通對話，蔡副主任委員及相關同

仁已於近期拜訪很多的環保及核能監督團體，並規劃溝通

平台。 

4、經濟部回應說明摘要： 

(1)有關加速推動行政法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中心設置條例草

案部分：經濟部參酌主要核能國家作法及我國國情，籌設專

責機構以推動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提出相關草案。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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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於 105 年 2 月 1 日送請立法院審查，行政院為重新檢視法

案內容之妥適性，已於 105 年 6 月 23 日函請立法院撤回本

案，經濟部將依據行政院意見酌予修正後，再送審議。 

(2)有關恢復核廢料辦公室運作部分：經濟部回應原能會的看

法，設置核廢料辦公室有助於處理核廢料問題。早期配合政

府組織改造，經濟部將改制為經濟及能源部，由能源署負責

核廢料相關業務。但因為組改不順利，為無縫接軌核廢料管

理，由經濟部能源局、台電公司及原能會核研所於 102 年

11 月 18 日成立核廢料處理專案辦公室，推動設立國家級專

責機構。但後來首長因不同思維而將其裁撤，業務回歸國營

會，成立任務編組，經濟部將暫維持該運作型態。 

(3)經濟部在推動「行政法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中心」法案時，

曾辦理多次公聽會，這個運作模式就是參採公聽會時各界意

見定案的。 

(4)成立行政法人不會免除台電公司核廢料管理的責任，因此台

電公司仍是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所規範的廢棄物產生者。 

5、決定： 

(1)洽悉，同意備查。 

(2) 2025 非核家園是政府的既定政策，「穩健廢核」及「核廢處

理」的安全監督是原能會未來的重點業務，必須切實監督台

電公司做好核電廠除役拆廠的規劃，也應要求台電公司切實

執行核廢料的中期貯存及最終處置計畫。 

(3)建請經濟部參照國際核廢料管理成功經驗，積極推動核廢料

專責機構的立法作業，並請考量恢復經濟部核廢料處理專案

辦公室之運作，積極推動核電廠除役及核廢料處理之整體策

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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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電公司未如期擇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的候選場

址，將於今年 9 月向經濟部提報放射性廢棄物集中式貯存的

可行性研究報告，啟動最終處置計畫的應變方案。為使蘭嶼

貯存場之遷場可與處置選址脫勾，原能會已要求台電公司應

於今年底前提報「蘭嶼貯存場遷場實施計畫」，請台電公司

切實妥為規劃辦理。 

九、 臨時動議： 

(一) 這次會議是改組後的第 1 次會議，請說明原能會在非核家園政策

下的定位，以及本委員會之功能？ 

(二)有關本委員會的委員對於原能會的施政有無決策的權利，或者僅

是提供施政的參考建議？ 

原能會回應說明： 

(一)原能會是核能安全的主管機關，同仁秉持專業，負責核電安全、

輻射防護、緊急應變、以及核廢料安全的監督工作，也肩負原子

能科技發展。配合政府「2025 非核家園」政策目標，加強監督

核能安全、除役及核廢料安全管制等工作。 

(二)原能會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機關，對於核能安全監督方面，卻尚未

獲得普遍民眾的信任。為改變這現象，原能會委員會特別在這次

改組時，納入外部不同領域的專家。各位委員可以把外面的聲音

帶進來，並以社會大眾的角度思考問題，提出跨領域專業見解，

共同處理問題，譲民眾可以安心放心。另本委員會過去委員沒有

設定任期，本次也特別明訂任期為 2 年。 

(三)原能會是首長制，非委員制，因此主任委員會對所有施政決策負

責任，但會充分徵詢並尊重各位委員的意見，對施政主軸有幫助

的，一定會採納。 

十、 散會(中午 12 時 4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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