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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5 年第 3 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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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七、 宣讀原能會 105年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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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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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業務簡介」及「原能會與地方政府如何協

力監督核電廠」報告案： 

1、報告內容：略。 

2、委員發言紀要： 

(1)目前國內生產正子核醫藥物之設施有幾家，管制措施為何，

如正子核醫藥物遭惡意應用時，民眾可有安全疑慮？ 

(2)國民輻射劑量調查是件很重要的事，環視國際相關機構調查

頻次約數年即更新，反觀國內已相當久尚未重新調查，是否

需加以檢視修正。另醫療輻射使用涉及衛福部醫療行為管理

與原能會輻射安全管制，未來宜就醫療劑量調查部分，與衛

福部共同研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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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輻射偵測中心建置之全國環境輻射監測，數據資料是否為即

時資料，又國內各地分布眾多輻射作業場所，現有 45 處監

測站是否足以因應? 

(4)核研所進行再生能源與新能源領域之研究，與經濟部如何做

區別？ 

(5)業務簡介中未提及核安管制研究中心，另國發會對原能會績

效指標的意見，目前有無改善？ 

(6)目前核一廠 1 號機及核二廠 2 號機長期停機，未來再起動要

注意那些事項？ 

(7)據稱核電廠員工的淋浴間設備破爛不堪，是否可改善？  

3、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1)目前有核研所及 9 家醫院設有正子核醫藥物之放射性物質

生產設施。生產設施在建造前，需提送輻射安全評估報告送

原能會審查，原能會除組成專家審查小組，並透過多重審核

與多重檢查策略，在規劃申請、設施興建、試運轉測試及正

式運轉等 4 階段進行管制，審查合格後發給生產許可。 

原能會核發之許可證內，記載許可之正子同位素最大生產

量，故醫院內之輻射防護人員每日均會確保生產同位素數量

應符合許可內容，並且對正子藥物生產、領取、注射等活度

料帳進行記錄管理及定期實施輻射安全測試，原能會定期會

對生產設施進行輻射安全檢查，以確保輻射安全。 

由於核醫藥物所用的射源半衰期皆甚短，數天後即會衰變迨

盡，因此不會有遭惡意應用之顧慮。 

(2)國民輻射劑量係評估國人每年接受自各類輻射源之劑量，來

源包含天然輻射、放射性落塵、職業輻射曝露、醫療輻射及

核設施等，是重要指標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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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國民劑量之醫療劑量調查部分，目前原能會透過科技計

畫，就納入原能會醫療曝露品保且民眾接受劑量較高之電腦

斷層掃描儀、乳房攝影 X 光機等輻射醫療設備，進行設備

輻射輸出量之曝露品質調查，未來將可提供衛福部訂定診斷

劑量參考水平及原能會輻射偵測中心彙整國民劑量調查之

參用。 

(3)原能會在全國各地建置 45 處輻射監測站，各站均全天候

24 小時全程自動化監測當地的環境輻射量，並透過網站即

時公布資訊，且每 5 分鐘即更新 1 次。 

輻射監測站之功能，係為即時發現境內外核子設施發生異常

事件及掌握其影響程度，至於國內其他輻射作業場所如醫

院，工廠及研究單位等，由於在規劃設計時已考量防範及監

測輻射洩漏，加以所使用輻射源之數量規模或特性，萬一發

生意外事件亦不致影響作業場所以外之環境，故目前國內

45 處監測站用以監測核子異常事件之影響尚屬妥適。 

(4)核研所自 2002 年起擴大研發範疇為核能安全、環境與能源

以及輻射應用 3 項科技領域，由核能擴增新能源與再生能

源技術研發，同時依據 2005 年第 7 次全國科技會議及第 25
次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結論，核研所接受科技部(前國科會)
交賦執行再生能源重點科技計畫，並積極參與規劃國家型

能源研究計畫。國家科技計畫之預算均由科技部規劃整

合，檢討各部會之分工。核研所參與之能源計畫，和經濟

部皆有明確之分工合作，國家資源沒有重複投入之問題。 

(5)目前行政院已將組改法案從立法院撤回，現階段原能會仍

依原有組織條例執行法定職掌，未來將配合行政院組改規

劃結果，再啟動組織改造事宜。至有關績效指標部分，經

與國發會溝通後，仍維持紅、綠燈績效指標，另亦配合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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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施政新增相關研發指標。 

(6)原能會相當注意核電廠機組長期停機下的維護保養，已請

台電公司參考國外的經驗，每隔一段時間重新檢討其定期

維護保養，原能會並將定期視察、持續觀察。 

4、台電公司回應說明摘要： 

核電廠有許多舊式的洗手間與淋浴間，台電公司會陸續進行

更新，以改善員工工作環境。 

5、決定： 

(1)洽悉，同意備查。 

(2)邀請地方政府或公務機關參與核電廠不預警視察、核一廠除

役暨乾式貯存設施訪查、參與核安監督會議，各項與地方政

府協力監督仍請持續進行。 

(3)未來與地方政府共同辦理各項監督核電廠活動，請妥慎規劃

執行細節，並與地方達成共識後實施。 

(二) 「加速微電網建置以提昇再生能源占比及其供電穩定度」報告

案： 

1、報告內容：略。 

2、委員發言紀要： 

(1)微電網是否可以自我隔離？在設計上是否有防呆、防駭裝

置，以避免人為操作產生之危害？另何謂抗災型微電網？ 

(2)有關加電站的普及化及電動汽車的相關整合為何？  

(3)請補充說明附件資料之國外現況比較？另微電網之經濟效

益方面，其成本是否納入再生能源計算？ 

(4)有關核研所微電網示範場域之儲能電池及規模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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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微電網之調度控制、併解聯之層級為何？ 

(6)建議本案至行政院院會報告時，應將其他再生能源議題一併

納入；附件中之國外現況及技轉實績請移至本文；最後建議

的部分，有關法規面或行政命令之增訂，應有明確進程及配

套提出。 

3、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1)目前微電網設計具有獨立運轉功能，當大電網發生意外災害

時，微電網能與大電網解聯獨立運轉，即是所謂「自我隔

離」，微電網區域內具自主發電設備及調度功能，能提供緊

急用電，故獨立型微電網亦可設計成具有抗災功能。至於防

呆、防駭之問題，目前以自動化功能與防呆機制設計開發同

時考量，俟各階段性技術成熟後，會再進行各項安全性評估。 

(2)有關電動車研發部分，核研所與裕隆公司共同合作相關技術

之研發，目前裕隆公司即提供一部納智捷電動汽車進行充放

電實驗，研究利用微電網技術減緩電動汽車充放電對區域電

網的電力衝擊。至於加電站之設置，需由台電公司依地域特

性審核規劃。 

(3)目前歐、美、日、韓、中國大陸等各國依其需求及優勢，均

投入微電網之相關研發，因國際市場需求日增，國內相關業

者皆積極開發，並期待政府在此投入資源，藉此搶攻國外市

場。目前微電網的成本比現有發電成本高，但在離島上使用

非常具有競爭力及經濟效益。根據台電公司資料，目前台灣

離島的用電成本約 15-22 元/度，應用再生能源及微電網技

術確實能大幅降低離島發電成本，國際上各國亦是於離島推

廣應用；至於在台灣本島的推廣，則以增加電網容納再生能

源能力為考量，以配合推動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

20%之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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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研所目前採用磷酸鋰鐵電池及釩液流電池等，此類電池規

模可做到 MW 級規模，技術沒有問題，國外也有實例。 

(5)核研所目前微電網技術，已可接受台電桃園區處調度進行與

大電網解聯、併聯、卸載，使再生能源對於大電網的衝擊減

至最小，因此，建議在再生能源高占比之各區域，分別建置

微電網，紓緩全國性問題。 

(6)有關本案至行政院院會報告時，將依照委員意見將其他再生

能源議題等相關建議一併納入。 

4、台電公司回應說明摘要： 

台電公司一直積極推動再生能源之開發，微電網是其中的推

動重點之一，目前是在新店福山國小、離島(澎湖七美、望

安等)推行，至於併網的部分，台電公司會整合全盤規劃。  

5、決定： 

(1)洽悉，同意備查。 

(2)微電網計畫執行已有初步成果，技術移轉及扶植產業也有一

定成效，相關技術並獲國際獎項，值得肯定，為配合推動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 20%」之政策目標，請加速

辦理。 

(3)規劃於行政院院會報告。  

九、 說明事項： 

「有關蘭嶼貯存場遷場案，應先透過社會民主程序，以法制化或

具體政策條文，明定遷場、後續復原與賠償等事項之整體規範，

以取信於民」說明案： 

(一)說明內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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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員發言紀要： 

1、目前受限於法令，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選址要辦理地

方公投，地方政府不配合，造成窒礙難行；另集中式貯存場

是否能依規劃時程達成？ 

2、是否能找到無人的島礁來處置核廢料？ 

3、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有關「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選址要辦理地方公投」乙

事，本會曾詢問中選會及內政部民政司，若地方政府不辦理

公投，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

立法意旨，經濟部亦可自行辦理公投；至於集中式貯存設施

則應依相關法令，重新規劃檢討所需作業時程。  

4、經濟部回應說明摘要： 

(1)有關原能會物管局所提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候選場址

之地方性公投可由經濟部辦理部分，雖依法未限制不得由經

濟部辦理，惟考量由經濟部自辦公投，將引發社會產生公信

力疑慮，且在社會未有共識之前提下，辦理公投係僅完成行

政程序，恐未能完成選址，對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仍未

有實質進展。 

(2)總統於 105 年 8 月 15 日赴蘭嶼與當地居民座談，宣示將成

立溝通平台共同面對以凝聚共識，爰有關蘭嶼貯存場問題經

濟部將督同台電公司配合辦理。 

5、台電公司回應說明摘要： 

經濟部在 101 年 7 月 13 日將台灣本島的台東及離島金門的

小坵列為候選場址，但礙於地方公投等，始終不順，台電公

司責無旁貸將持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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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在的社會氛圍，任何一個地方只要有反對意見，就會面

臨作業上的困難，集中式貯存也會遭遇類似的困難。台電公

司將於 9 月提出可行性評估報告，將向經濟部及原能會報

告，基本上未來集中式貯存(包括低放射廢棄物及高放射性廢

棄物)會選定離島或準無人島，屆時將以蘭嶼貯存場的遷移為

優先考量。至於選址確定後，需進行地質調查、環評、施工

設計、土地取得等，是台電公司及經濟部的權責，接著進行

真正的施工及最後的營運。未來仍需有跨部會的溝通協調，

故成立行政院的推動委員會或小組是有其必要的。 

6、決定： 

蘭嶼遷場程序、後續復原與賠償等事宜，係屬經濟部、台電

公司及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管理會之權責範疇。未來適當

時機再請經濟部、台電公司說明蘭嶼遷場議題。  

十、 臨時動議： 

議題：目前貯存在蘭嶼貯存場的廢料桶是否有紀錄，劑量是否超

過背景值？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摘要： 

台電公司已於 100 年底完成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每桶均有

量測，資料都完備，來源都清楚。歷年來之偵測結果均在自然環

境背景輻射變動範圍內。 

十一、 散會(下午 3 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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