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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5 年第 4 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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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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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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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修法現況」報告案(併請經濟部提出對修法

之看法)： 

1、報告內容：略。 

2、委員發言紀要： 

(1)「管理」、「管制」之異同為何，就字面而言「管理」範圍

較為廣泛，含有管制意涵。本次修法係在立法院審查時，「放

射性廢棄物管理法」與「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易產生混淆，

其關鍵性的修正及修法理由似乎不夠充份，此點可由行政機

關向立法委員解釋。另外目前的修法進度為何? 

(2)從經濟部的意見看來，似乎無能力及意願負責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之管理，原能會之因應與想法？ 

(3)經濟部願意承擔最終處置的推展責任值得肯定，建議原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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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就現行法規檢討屬於管理、管制之部分，管理部分可做為

經濟部未來發展放射性廢棄物相關規範基礎之參考。另「放

射性物料管理法」修法草案中，關於除役期限展延規定，未

敘明展延期限及次數限制，以及展延情境條件等，可能導致

除役期限無限期延長。 

3、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1) 「管理」、「管制」以英譯較容易瞭解，管理為 management，
而管制為 regulation，其內涵確實有別，可從各國制定的管

理法中發現，管理法規範事項為政府有關機關的權責劃分、

專責機構的設立營運、後端基金管理及設施選址作業程序等

事項；而管制法則規範核物料設施之場址調查、興建、運轉、

除役、封閉及監管等階段的安全管制事項。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修法係因應政府組織改造、立法委員提出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法草案」及經濟部提報「放射性廢棄物

管理中心設置條例草案」，而一併檢視「放射性物料管理

法」，同時依原能會法規會的審查意見，重新編修罰則章節

條文。 

目前政府組織改造有關原能會部分，已暫時停頓，而之前經

濟部提送之「行政法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中心設置條例草

案」及立法委員的「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法」雖於立法院成案，

但皆已撤回，因此「放射性物料管理法」修法已無急迫性，

本案修法將參酌經濟部意見，俟政府對核能安全委員會的組

織改造明確後，再行推動修法作業。 

(2)放射性廢棄物管制應有獨立管制機關，放射性廢棄物的管理

也應有管理單位，特別是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是國家責任，

國際間則多由經濟及能源主管部會負責，並設置專責機構推

動。經濟部負責管理後端基金、設立「核廢料處理專案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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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及推動「行政法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中心設置條例」立

法，成立專責機構執行放射性廢棄物營運管理業務，符合國

際潮流，有關最終處置的成敗關鍵，經濟部及台電公司具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 

(3)對於現行法規屬於管理、管制之部分，以及「放射性物料管

理法」修法草案中有關除役期限及展延規定，將審慎研議辦

理。 

4、經濟部回應說明摘要： 

(1)行政院已要求經濟部於今(105)年 10 月底前將經濟及能源部

與其附屬機關的組織法一併再送行政院審議，包括籌設專責

機構，最終處置亦可望將由經濟部所屬的專責機構負責執

行，短時間內應會加速其推動，因此「放射性物料管理法」

修法現階段已無急迫性。 

(2)依「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經濟部

對核電廢棄物之管理是責無旁貸，最終處置計畫經濟部核定

時，亦將送交原能會審查。 

(3)目前國內放射性廢棄物的產生，除核能發電外，醫農工學及

研究機構亦會產生廢棄物，應由專責機構負責處理，目前經

濟部正在推動「行政法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中心設置條例」

草案，未來「放射性物料管理法」配合該條例修正較為妥適。 

5、決定： 

(1)洽悉，同意備查。 

(2)參考經濟部對物管法修法時機的建議，本案俟行政院組織改

造對核能安全委員會有具體指示後，再為推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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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修正草案」報告案： 

1、報告內容：略。 

2、委員發言紀要： 

(1)從過去發生的危機經驗來看，災害發生時第一時間適時將資

訊公開是相當重要，核子事故相關資訊之公開方式為何？ 

(2)何謂顧客導向？  

(3)何謂免震棟？ 

(4)何謂安全參數顯示系統？ 

(5)請說明基金之來源為何？有關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修正條

文第二項第六款「其他有關支出」之規定，是否有空白授權

之虞？ 

(6)緊急應變計畫區及其鄰近區域的範圍大小分別為何？緊急

應變計畫區範圍評估計算的風險考量基準為何？本法案修

法通過後未來演練的規模為何？ 

(7)核子事故輻射監測中心的運作方式為何？ 

(8)大陸沿海核能電廠發生事故時，我國如何因應？對於事故之

發生是否立即公開，對於資訊之公開，在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法裡有無規範？ 

(9)緊急計畫應變區是依風險來劃設，係依據什麼事故的來源?
範圍的考量是以何種核災的外釋劑量為基準？ 

3、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1)依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規定，核子事故

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經營者應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於 15 分鐘內，以電話通報原能會，原能會接獲通報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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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視事故狀況研判是否需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當事故達

緊急戒備事故基準時，原能會將動員全部人員設置成立緊急

應變小組及完成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並通

知核子事故輻射監測中心、核子事故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及核

子事故支援中心二級開設，隨後中央各部會及地方各單位應

變人員將依各自任務展開事故評估、劑量評估、輻射偵測、

交通管制、民眾防護措施準備等各項緊急應變作業，並將會

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統一發布新聞稿，提供媒體正確資訊，

避免民眾不必要恐慌。 

(2)委員提供有關用詞之建議，原能會會將簡報內容中之「顧客

導向」用詞改為「利害關係人」。 

(3)「免震棟」係日本用語，指「緊急應變作業場所」，原能會

將修正簡報中用語，改為正確名稱。依「國內核能電廠現有

安全防護體制全面體檢方案總檢討報告(行政院 101 年 8 月

3日院臺科字第 1010041863號函備查)」第四章第三節第(三)
項之「核能電廠緊急應變場所功能檢討」內容，原能會要求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應參考日本核能電廠免震棟作法，設

置具耐震、防淹水、輻射屏蔽、獨立通風、緊急電源、爐心

與圍阻體重要參數資訊、設施內外通訊、維生物質及空間足

夠等功能之緊急應變作業場所，以確保核能電廠應變人員搶

救及應變作業順遂。 

(4)「安全數據顯示系統(Safety Parameter Display System)」：能

於線上即時顯示核能電廠爐心與圍阻體重要運轉參數，確實

掌握事件整體狀況，並可利用本系統進行事故評估與分析，

以作為採取應變措施之重要參考資訊。 

(5)依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及施行細則，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

者(台電公司)每年應繳交 5,400 萬元/廠，3 座核能電廠計 1
億 6,200 萬元/年。原能會設置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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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預

算法等相關法令辦理基金相關事宜。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單位

(如國防部、地方主管機關等)每年辦理平時整備工作所提報

之經費，需經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管理會審查通過後，再

送行政院審議及立法院審查。 

(6)緊急應變計畫區係指核子事故發生時，必須實施緊急應變計

畫及即時採取民眾防護措施之區域，其範圍大小係依核子事

故緊急應變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參照風險的概念採用機

率法的評估準則分析計算而得，原能會於 100 年 10 月 27
日核定公告核一、二、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擴大為 8
公里；而本法案第三條所稱鄰近區域，係指緊接緊急應變計

畫區之區域，為因應核子事故持續惡化而預為規劃民眾防護

措施之區域，其範圍大小將於未來本法案通過後於核子事故

緊急應變法施行細則中明定之。另外本法案修法通過後，緊

急應變計畫區及其鄰近區域等區域將分別依不同的風險大

小進行相應的平時整備規劃及演練。 

(7)核子事故輻射監測中心係為任務編組，平時核能電廠演習或

發生核子事故時，由原能會與其所屬機關、中央氣象局、台

電公司、陸軍司令部及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等單位派員

組成；原能會另訂有「核子事故輻射監測中心作業要點」，

該中心負責實施人員、車輛及環境等之輻射偵測，以及研判

事故程度與影響範圍、民眾輻射劑量評估及防護行動建議作

業等任務。 

(8)萬一大陸東南沿海發生核子事故，將依照災害防救法及原能

會 103 年 5 月函頒之「境外核災處理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

執行各項緊急應變作業。 

(9)福島事故後重新計算範圍是依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施行

細則的 3 個條件，以及同一廠址的雙機組事故計算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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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釋量則依據我國核能電廠反應爐內放射性的情況來計算。 

4、經濟部回應說明摘要： 

當初組改規劃核研所歸屬經濟及能源部，因此經濟部願意在

緊急應變法下承擔更多工作，目前組改進程不確定，核研所

將來是否會歸屬經濟及能源部，不太清楚，未來緊急應變法

通過之後，需要核研所多予支持協助，俾經濟部可以負擔多

出來的工作。 

5、決定： 

(1)洽悉，同意備查。 

(2)請原能會核技處依法制程序辦理後續提報行政院審議相關

事宜。 

(三) 「核二廠 2 號機主發電機避雷器受損事件安全管制作業」報告

案： 

1、報告內容：略。 

2、委員發言紀要： 

(1)對於台電公司與廠商間於設備發生故障責任歸屬，原能會如

何管制？  

(2)本次事件台電公司通報的情形？ 

(3)本次事件肇因是否已查明？另煙霧如何產生？ 

(4)科學園區半導體廠風險管理有一套完整方案，可供核能電廠

參考。 

3、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1)原能會係安全監督主管機關，在評估一件事情時，是以安全

管制監督角度來看，對於台電公司與廠商的商務問題，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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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入。然對於設備可靠度維護相關問題，一定會要求台電公

司提出必要說明。 

(2)本次事件台電公司確實有依規定通報原能會，原能會駐廠視

察員亦就現場狀況瞭解後回報。 

(3)審查委員對肇因已有某種程度的共識，同時要求列出所有可

能的肇因，以完備對應改善措施。另煙霧應係由突波吸收電

容器內之絕緣油因高溫汽化生成。 

4、台電公司回應說明摘要： 

(1)核能電廠核災險目前是 42 億，僅是設備損害險，至於衍生

的損失，譬如發電損失，不在承保範圍內，至於工程方面有

工程保險。目前核災部分正在修法，俟修法後將配合提升。 

(2)核能電廠有關鍵組件的管理機制，對於會影響核安或機組運

轉的，均列為關鍵組件，在維護方面，會特別監管；另外在

安全設備方面，其管理機制係設備故障的機率，若超過一個

範圍，即會進入檢討並找出肇因，使其回歸正常。 

5、決定： 

(1)洽悉，同意備查。 

(2)本次事件為立法院與民眾高度關心的焦點，原能會已以專業

與安全的角度，聘請國內外專家學者與會內同仁一同進行事

件報告的審查與調查，請原能會核管處將相關資訊上網公

布，讓民眾瞭解原能會對本次事件之調查結果，以及所採取

的各項管制措施。 

(3)針對後續台電公司承諾辦理事項，亦請原能會核管處持續追

蹤台電公司改善執行情形。  

九、 散會(下午 4 時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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