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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第六屆第一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年 4月 23日上午 10時至 12時整 

二、地點：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二樓會議室 

三、出席委員與列席人員(敬稱略)： 

出席委員：杜文苓(方俐文代理)、溫育勇、胡文中、李境和、

林朝宗、邱太銘(請假)、張似瑮、張惠雲、張靜文、

施中強、楊木火、廖惠珠(請假)、邱賜聰、錢景常 

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四、主席：劉文忠召集委員                    記錄：藍泰蔚 

五、本次會議簡報： 

1. 「台電公司放射性廢棄物設施意外事件應變作業」（台電

公司簡報）(略) 

2. 「放射性廢棄物設施意外事件管制作為」（物管局簡報）

(略)。 

六、討論： 

(一)前次決議事項討論 

物管局： 

前次決議事項共計 2項說明如下： 

1.請物管局將 SNFD2017報告及歷次審查意見等相關文件，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要求辦理，以落實資訊公開。 

物管局辦理情形： 

有鑑於外界對於台電公司高放處置技術的發展情形，仍

有不同聲音，行政院非核家園專案小組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議也要求台電公司應持續強化公眾溝通，以化解社會各界

疑慮，順遂最終處置計畫之推動。本案將請台電公司適時對

外溝通說明並提出溝通說明結果後，送請物管局辦理後續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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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台電公司依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2018年版)審

查結果，持續精進技術發展，以確保我國高放最終處置技術

可達最佳現有技術且符合國際水準，以提升處置設施的安全

性。 

台電公司辦理情形： 

遵照辦理，將依貴局「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

(2018年修訂版)」審查結果，持續發展及精進相關技術，以

確保我國高放最終處置技術可達最佳現有技術且符合國際水

準。 

楊木火委員： 

前次會議曾要求卓鴻年及去年九月 SKB給台電之建議

報告提供委員參考，但台電公司以商業機密為由，僅有提供

卓鴻年報告。台電公司是否有依 SKB之建議推動最終處置。 

台電公司： 

請楊委員提供明確之報告名稱以利搜尋，另該報告是否

可提供委員，須視與放射性物料安全之關聯及商業行為之保

密需求而定。 

主席： 

請物管局協調楊委員及台電公司，確認該報告是否適合

提供委員。 

(二)本次議題討論 

張惠雲委員：  

目前演練是否均使用中華電信公司之通訊線路，損壞時

如何應變?一般防災會使用兩套不同的通訊系統，確保訊息能

及時正確傳遞。 

台電公司： 

事故發生時，若傳真及電廠內電話均無法通訊，電廠設

有衛星電話可供備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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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木火委員： 

1.  演練題目是採用臨時命題、隨機抽選題目或預先決定? 

2.  核二廠低放射廢棄物貯存庫過去曾發生二次山崩，以及土

石流，為何未就該處進行演練? 

3.  民國 101年物管局請清華大學施純寬教授進行假設複合式

災害情節對乾式貯存設施影響之研究，該研究指出一期乾

式貯存設施，假設山崩之土石覆蓋乾式貯存場情節下，混

凝土貯存護箱數日後會受影響。台電公司應按上述情節設

計演練，以提升國人對台電公司及核能設施場址之信心。 

台電公司： 

1. 目前演練題目採預先決定方式，未來研議比照緊急應變計

畫備 2套劇本進行演練。 

2. 核二廠低放射廢棄物貯存庫未來將考量納入演練。 

3. 乾貯設施附近山坡地已加強監測，106年 1號貯存庫及乾貯

設施已完成安全性檢視，乾貯設施未來將考量納入演練。 

物管局： 

將山崩情節作為演練內容，實務上難以執行，歷年來演

練情節已趨複雜化，情節範圍涵蓋設施內外，並採用聯合演

練方式，結果也會向民眾公開。 

張靜文委員： 

1. 請補充台電公司在事故演練的分工和職責。 

2. 近年來發生地震及海嘯的複合式災害，演練內容似未涵括

發生多地、多廠事故情節? 台電公司是否有足夠人力應對

大規模事故情節?國軍如何支援? 

3. 物管局對演練的時序劃分明確，如事故發生一小時內需完

成環境監測，但不同情況下污染物之逸散時間不同，時序

安排是否合理? 

4. 物管局簡報第 10頁，判斷點之判定原則應予說明。 

5. 物管局簡報第 13頁，除台電公司應演練事項，物管局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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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應一併敘明。 

台電公司： 

1. 針對複合式災害情節已訂有完整之標準作業程序，包含動

員全廠人力機制，以及國軍支援機制。 

2. 污染物尚未逸散至設施外的情況下，可藉由現場已設置之

PRM進行偵測。 

物管局： 

將依委員意見修正簡報第 10、13頁 

主席： 

複合型災害一旦發生，恐為大規模受災範圍，較難發生

只影響單一放射性物料設施情形。 

張似瑮委員： 

1. 過去 10年來，各廠及蘭嶼貯存場如何設計其演練題目，各

廠演練重點不同，是否有進行經驗回饋? 

2. 依每次演練而訂，輻射暴露情節亦不同，應依暴露情節來

考量環境監測的取樣方向。 

3. 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是否設置有固定式空間劑量監測器，

106年演練看到人員以手持式偵檢器量測貯存桶表面劑

量，當下空間劑量率為何？ 

4. 根據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意外事故針對

的是放射性物料，物管局為何多聚焦於放射性廢棄物設施

之演練? 

5. 簡報內演練應對措施都停留在物管局層級，假設意外事故

等級再往上提升，如何作為? 

6. 提醒一件事情，雖民眾有知的權利，但意外事故發生時，

公告內容應注意不隨意造成民眾恐慌。 

台電公司： 

1. 有關各廠演練計畫係依特性設計，但會透過同儕組織做經

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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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故一旦發生，會依照設施特性及可能造成之污染擴散規

劃取樣作業，通常會針對下風方向做取樣，並將取樣結果

與評估之擴散範圍做比對分析。 

3. 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均設有空間劑量監測儀，空間劑量超

過設定值會警示人員疏散，如果發生空浮，會切換成內部

循環，避免空浮擴散。事故發生時，人員會著鉛衣及面具

保護，並用長桿量測以減少輻射暴露，事故現場量測人員

所接受劑量及現場空間劑量均會做成書面報告。 

物管局： 

1. 根據法規，意外事故是針對放射性物料設施，但實務上，

電廠演練重點放在放射性廢棄物設施演練，核研所基於設

施的多樣性，對於放射性物料及放射性廢棄物設施演練都

有著墨。 

2. 當意外事故等級提升時，如為核災事故，則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有建構完整應對機制，並進行對應之演練。 

胡文中委員： 

1. 電廠內事故不會只是有單一的掉桶事故，應考慮提高意外

事故情節規模。 

2. 針對 106年演練部分，移除廢料桶時是否有更換抓具? 

3. 台電公司：有更換成夾具以便進行廢料桶移除，並進行抓

具之檢修後，再將抓具裝回。 

主席： 

放射性物料設施會根據法規先排除易發生重大天然災害

之地點，同時設施運轉前其安全分析報告須提出意外事故評

估，落實意外事故演練，使相關人員熟悉演練程序。 

李境和委員： 

1. 台電公司、物管局在意外事故應對措施已參考原子能總署

之要求執行，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已設有過濾器，若無外

釋，應可不必進行環境監測，而以救人、控制現場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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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2. 廠外運送事故更為複雜，包括氣候、人員救護、污染隔離

等層面，未來有外運需求時，應就運送事故進行演練。 

物管局： 

針對放射性廢棄物運送事故，原能會設有輻射災害應變

隊之應變機制，物管局亦會派員前往支援。 

主席： 

放射性廢棄物運送作業申請時會提出運送計畫，載明意

外事故之評估，及緊急應變措施。另考量民眾觀感，執行環

境監測有助減低民眾疑慮。 

錢景常委員： 

演練要求事故發生後 5分鐘內回報，似有難度，劇本是

否有參考依據或是基於模擬結果所得? 

物管局： 

為加速演練流程，106年演練是設定事故發生時，恰有

視察員在廠內視察，劇本是配合當時情境而設定。 

張靜文委員： 

演練需盡可能模擬、對於複雜情節做出合理應對，劇本

似有脫離初衷。 

主席： 

雖符合標準作業程序，但請物管局未來應設定合理演練

時序。 

林朝宗委員： 

1. 311地震曾造成大規模災害，單獨就放射性物料設施進行意

外事故演練其效益不大。 

2. 一期乾貯設施目前尚未通過水土保持計畫，致實際運轉尚

無具體時間點，其演練目的為何? 

邱賜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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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報中有提及 106年演練，但 107年似無演練，彰顯管制

單位對緊急應變重視程度，建議每年選擇一電廠進行演練 

2. 觀察核二、三廠以往事件，焚化爐如果發生意外事故，悶

燒起火冒煙，動用廠內消防車勢必引起外界重視，如何在

最短的時間內提供廠外環境偵測數據、何時應提出環測數

據?讓民眾放心。發生此類情況，台電放射試驗室扮演角色

為何?何時放射試驗室應進行支援? 

3. 新聞發布非常重要，但簡報中沒提及台電公司規劃，請台

電公司再思考新聞發布各單位分工權責。 

物管局： 

從 106年開始，每一電廠擇定一個設施進行演練， 106

年選定核二廠廢棄物貯存庫，107年選定核研所進行演練，

演練重點即為焚化爐火災，經過演練檢討，兩個設施程序書

都有需要精進之處，雖然為縮時快速之演練，但人員包括設

施人員、物管局人員均能因此熟悉演練流程，發揮演練的價

值。 

台電公司： 

有關放射性廢棄物設施意外事件之新聞發布措施及放射

試驗室之支援機制，會參考委員意見檢討精進現行程序書。 

楊木火委員： 

1. 意外事故中有些為小規模，有些可能演變成對大區域造成

影響，是否有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連結之機制? 

2. 102、103年我國委請歐盟對核電廠進行壓力測試，其他核

研所及台電公司三個電廠之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是否亦

有進行? 

3. 核研所六氟化鈾若規劃運往英國處理，運送作業是否會提

出運送計畫?包括運送事故的緊急應變演練，由於六氟化鈾

於 70℃氣化，運送過程應多加注意。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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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謝謝委員提醒，有關更大規模之意外事故，物管局會配合

原能會進行應變作業，台電公司亦有針對核子事故之標準

作業流程。 

2. 未來六氟化鈾運送作業時，請核研所強化運送作業應變措

施。 

台電公司： 

歐盟並未對台電公司三個電廠之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進

行壓力測試。 

楊木火委員： 

核一廠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遭遇強震、山崩等最壞

的狀況應進行設想，對完整山崩情節進行演練並不難。 

邱賜聰委員： 

建議可採兵推方式也可達到演練效果。 

溫育勇委員： 

基於核一廠除役環境影響評估案(下稱除役環評案)正在

審查中，核二除役環評案也會送審，核一除役環評案在 3月

18號第三次會議時決議提送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並建

議對緊急應變規劃進行報告，有關今天報告內容，及委員所

提專業意見，建議摘要或部分整合納入提委員會報告事項，

有助於核一除役環評案審查通過。 

主席： 

謝謝委員建議，請台電公司依委員建議準備相關資料。 

七、決議事項： 

1.台電公司及物管局報告案，洽悉。 

2.設施經營者每年執行之異常事故應變演練及聯合演練，有

助於提高危機意識、熟稔作業程序及應變措施，請物管局

持續督促台電公司及核研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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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放射性廢棄物設施發生異常事件及天然災害之即時通

報機制，請台電公司及核研所建立制度化的監測與通報體

系，期能迅速提供監測數據，發佈相關訊息落實資訊公開。 

八、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