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8 年第 9 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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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黃朝群、萬延瑋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五、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六、 宣讀原能會 108 年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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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第

8 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相關資料洽悉。 

七、 報告事項： 

「108 年核安第 25 號演習成果報告」報告案：  

(一) 報告內容：略。 

主席說明紀要： 

目前國內各核電廠，每年均會辦理廠內演練，大約 3 年輪流辦

1 次核安演習，兵推大約在 8 月，實兵大約在 9 月。時間的選

擇，主要係考量各參與單位及學校能配合的時程。因 8 至 9 月

是颱風季節，亦會備妥相關因應的 SOP。 

原能會補充說明： 

1、一般的演習大約是半天或 1 天，自從福島事故後，主委對

核安演習的要求要到位，原能會亦一直努力精進。核安演

習為實境演練，甚至跨到夜間，因此時間較長，後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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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委員的指導，讓成果更加豐碩。 

2、本次演習主要是呈現中央跨部會，地方跨區域，軍民共同

參與。最重要是藉由緊急應變的演習，強化核電廠運轉人

員的危機意識，化核災為無形，才能確保輻射安全。整體

演習除了受到評委的肯定，亦受到國際好評，但基於演習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原能會後續仍會持續精進。 

(二) 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委員發言紀要： 

1、「地震」或「颱風」引發核子事故之複合式災害，目前規

劃的「緊急戒備事故」、「廠區緊急事故」及「全面緊急

事故」等 3 階段，14 個議題，是否有歷史資料，就核三廠

地點過去發生地震或颱風(有達核災可能性等級)所致的相

關議題，對動員的相關單位之人力及人數分析? 

2、進一步發生核災(前述 3 階段)，於各階段電廠本身人力及

可協助災害防護所需增加廠外人力，需其他相關單位(中央

及地方)協力處理的人力，方能在各階段以最精實人力讓複

合式災害程度降到最低。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核安演習情境之災損數據，過去主要係引用歷史災損資料

進行假設，今年演習則首次跟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NCDR)合作，因此芮氏規模 7 亦是經 NCDR 推估後，最

有可能發生在恆春附近最大的地震災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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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像複合式災害引發核子事故這種大規模災害，通常需要人

員物資進入災區支援，因此像屏東縣政府可能就需要鄰近

之高雄市政府跨區域的協助，國軍化學兵部隊方面除了南

北支援，中部化學兵部隊也有加入，核三廠方面，則由台

電公司調度修護處南部分處、核一廠及核二廠等支援人員

及設備協助機組搶救作業。 

主席說明紀要： 

1、因為是複合式災害，處理的是最嚴峻的壓力測試狀況，例

如颱風或地震如果造成災害，即使沒有導致核電廠發生事

故，還是會持續關注核電廠的運轉狀況。 

2、核災發生是有時序性的，與地震、火災不同，如果一直想

要疏散，就像去年瑪莉亞颱風期間，台北市政府緊急宣布

下午 4 點起停班停課，將近 150 萬民眾都擠在台北市區，

民眾 4 點到捷運站，7 點才能到家，這會衍生其他問題。

核子事故發生後，到有輻射外釋之前是有一段時間的，因

此核災通常較有充足的時間處理。正規的疏散是有計畫的，

規劃再多的公路、交通工具亦不夠，若演習這樣規劃，反

而應變不會成功。因此在核安演習中，原能會才會依照國

際風險分級、分區分時及預防性疏散的作法，規劃民眾疏

散作業。 

委員發言紀要： 

1、本次演習新增的海上疏散，請問民眾是如何集結，疏散的

路徑規劃為何，疏散到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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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2 天的社區運作演練，規劃詢問現場居民需要多少碘片，

是否和目前的機制不同?目前不是已把碘片分發到居民家

中? 

3、第 1 天的廠內演練觀摩，覺得時間安排較不緊湊。另未觀

摩到斷然處置抽海水部分的演練，有點可惜。 

4、演習除了讓當地民眾及核三廠進行演練，除做好平時整備

作業外，最重要的是檢討現在的應變機制是否完備、有效

率。本次有 7 個應變單位參與兵棋推演，是否有評量個別

單位及整體系統之應變效率? 

5、假訊息的澄清，為何要設計高雄旗山的香蕉超標？若用屏

東縣的農產品，可能較符合實際產生的狀況。 

6、有關恆春鎮長訴求「全鎮參與演習」，以分區分時因應，有

無進一步落實、積極處理鎮長的訴求? 

7、現在的應變單位應是多年來實際執行後發展出的結果，建

議應變作業流程圖可區分出何者為決策單位、何者為執行

單位。 

8、兵棋推演時，台電公司為什麼把核電廠內的救災單位稱為

「技術支援中心」?廠內沒有成立處理事故的編組嗎？若有，

為何不以該編組參加兵棋推演?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有關海上疏散演練，係依照「屏東縣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

護應變計畫」進行，當里民接到通知後，至後壁湖漁港，

現場會有屏東縣政府的人員進行登記編管，本次海上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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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點為屏東縣東港鎮，若有輻射外釋之下風向疑慮，亦可

改疏散到台東縣。 

2、目前國內碘片，緊急應變計畫區內民眾，平時家裡就備有

2 天份，另依據原能會過去執行逐戶訪問時獲知結果，有

部分民眾反應碘片遺失，故地方政府認為此部分有必要在

演習中進行調查及補發演練。 

3、核電廠觀摩時，感覺演練較不緊湊，係除了觀摩行程及時

間安排，現場執行演練單位必須俟核電廠技術支援中心

(TSC)依狀況演練下令後，才能動作，故在等待過程中會有

較不緊湊的感受。 

4、兵棋推演中參與演練單位，已是歷經多年演練狀況後確立

之應變體系，後續仍會持續檢討精進。 

5、假訊息議題選擇旗山香蕉的原因，主要係旗山香蕉有名氣，

另高雄距離核電廠很遠，若有輻射超標狀況，易發生恐慌，

符合假訊息產生之概念。 

6、有關恆春鎮的訴求，如簡報檢討與精進所示，除了恆春鎮

及滿州鄉 2 村，會在 3 年內完成每一村里之逐里疏散演練

及宣導，以辦理分區分時疏散之專案演練方向規劃，後續

原能會亦會持續與屏東縣政府研議執行方式。 

7、核災應變時，主要決策單位為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另其他應變中心也同時兼顧決策與執行角色，例如屏東縣

災害應變中心，在調度縣內救災資源時是決策角色，依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下令執行民眾防護行動時，則為執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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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核災發生時，事故電廠會成立緊急控制大隊，並分為技術

支援中心(TSC)、作業支援中心(OSC)、保健物理中心(HPC)

及緊急民眾資訊中心(EPIC)，其中 TSC 係由電廠一級主管

組成，屬於電廠應變的決策單位，其餘各中心均為執行單

位。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技術支援中心(原文稱之 Technical Support Center,TSC)該項組

織之名稱，係參考美國業界及核管會統一用詞，亦即是當核能

事故發生時，控制室會請求電廠管理階層動員重要技術成員，

成立「技術支援中心(TSC)」以協助事故之救援及決策之擬定。 

主席說明紀要： 

1、有關應變單位數量，今(108)年演習的規劃算是最小規模的，

各應變單位針對演習呈現，也會有不同的想法，原則尊重各

演練單位的規劃方式。 

2、剛接任原能會主委時，也是同一位鎮長提出類似的訴求，

這次發生此事後，就立即處理因應。若有輻射外釋，擴散

模式會隨地形、風向，故不需要全區一起疏散，而是要採

取分區分時方式進行，這是國際趨勢。實際上在 1 月就跟

鎮長溝通(他也同意)，但是到演習前 2 周才提出另一訴求，

為此亦特別規劃專案式之疏散演練。 

3、演習規劃緊急戒備事故、廠區緊急事故、全面緊急事故等

3 個階段，其實都有不同的議題，不同的狀況。每年核安

演習之重點也都不一樣，並要確保所有人員安全。此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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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不是演戲，希望都要到位，就像電廠內的演練，可能是

應變人員已經演練過很多次，太熟悉導致觀摩的緊湊感不

足。另外，亦在思考，核安演習是著重量(提高參與人數)還

是著重質(細緻演練作業)。 

委員發言紀要： 

1、核安演習在這些年的努力下，要給核技處很大的肯定。假

訊息中為什麼選香蕉，因為香蕉的天然放射性物質含量較

高(鉀 40)，但這是無妨的，假訊息就是看起來像是真的，

實際上是假的。此次兵棋推演，設計香蕉輻射超標至 78μ

Sv/hr(微西弗/小時)，但仔細觀察題目中，輻射偵檢器量測

出來的是 78nSv/hr(奈西弗/小時)，相差 1,000 倍，運用民

眾對科學符號誤判所衍生的假訊息，很符合真實會發生的

狀況。 

2、另今年演習新增項目，包含空勤總隊與輻射數據圖像化整

合系統，請再多說明一下成果。 

3、有關輻射數據圖像化整合系統的數據，是否已開放給民眾

查詢?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感謝委員的肯定，過去空域輻射偵測作業係由原能會與陸

軍航空特戰指揮部合作，建立相關空域輻射偵測程序並辦

理相關教育訓練。為增加空域輻射偵測備援能量，本次特

與內政部空勤總隊商議後，合作進行空域輻射偵測演練。

在演練前原能會均有辦理相關人員及機具之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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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輻射數據圖像化整合系統，輻射監測中心一直都在努

力開發，包含整合固定式輻射監測站與機動式輻射偵測儀，

不管是過去的點、線到現在的面，希望能提供應變指揮官

完整的資訊，作為決策的參考。 

3、目前系統是開發給核子事故應變階段時工作人員使用，預

計 109 年可以開放給民眾查詢。目前正在補充全島的環境

背景輻射偵測數據，設計用不同的顏色來呈現不同的背景

輻射狀況。並希望核電廠的附近多設幾個偵測點，因此會

佈放機動式輻射偵測儀。系統中圓點圖示是佈放機動式輻

射偵測儀的點位，線是利用車輛載具進行偵測所測得的結

果，輻射偵測結果分成 6 種顏色做區隔。目前比較遠(距離

核電廠 8 至 16 公里)的部分，由國軍化兵部隊提供，目前

刻正克服即時傳輸與介面整合的技術問題，後續希望國內

所有的輻射監測站的數值都能整合到這個系統中。 

委員發言紀要： 

1、本次核安演習運用無人機進行輻射監測、海上廣播疏散等

作業，值得肯定，建議未來持續精進。 

2、感謝輻射監測中心在彙整全台輻射地圖之積極作為。考量

災害可能持續變化，建議未來於兵棋推演中，因應動態災

情設計情境，持續強化形成輻射監測研議與採樣策略之演

練。 

3、建議未來納入非當地居民(如：外來遊客)參與演習，並擴大

演習區域廣納現場民眾，提升演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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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需地方(鄉、鎮、區)公所及社區動員民眾參與演練部分，未

來可考量結合民安演習，增加地方政府及社區參與頻率。 

5、未來演習時，建議參酌「108 年災害防救演習綱要計畫」實

施原則，儘量避免搭建舞台及增加無腳本演習比例。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有關無人機演練及於兵棋推演中強化決策面呈現，會持續

辦理及檢討精進。 

2、為讓業者及遊客瞭解核災應變作為，演習前我們也已請墾

管處指導當地商家並設置告示牌，現場墾管處、屏東縣政

府警察局與消防局、海巡署第六岸巡隊、警政署保七總隊

第八大隊等單位均全力投入指揮與疏導演練，未來會持續

檢討精進。 

3、民安演習或災害防救演習，主要是集中式示範演練。未來

會與地方政府研議，以提升地方政府及社區災害防救能力。 

4、本次演習實兵演練，已提醒地方政府儘量避免搭建舞台，

未來仍會持續請地方政府務實辦理演習。另有關無腳本或

無預警演習，是一直持續推動辦理之項目，未來亦會持續

精進。 

委員發言紀要： 

1、針對核電廠，萬一發生事故，第一要務避免人員受傷，另

核電廠周圍，是否有估算多大範圍的土地是可以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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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污後的廢水，是否不用特別處理。但如果在收容場所也

有偵測、除污，除污廢水如何處理?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核能電廠鄰近地區，會劃定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之決定

係依電廠發生最嚴重之雙機組事故為計算基礎，目前國內

3 個核電廠都是 8 公里。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內，政府平

時就會做好相關整備及防護作業，目前國際上多數採取 3

公里作為預防性的疏散範圍。輻射污染範圍劃定及管制係

依輻射監測的結果。目前我國已採超前部署與預防性疏散

方式，因此民眾若有污染，也屬輕微污染，除污的水一般

沒有置留的必要性。目前預防性疏散的時機，都是在輻射

外釋前執行，防護站的偵測只是在確保民眾均無輻射污染，

在收容場所亦執行輻射偵測，主要是讓民眾安心。 

2、有關除污廢水方面，都會經過檢測(包含直接輻射量測與濃

度測定)，若其污染程度符合排放規定，原則可直接排放。

今年演習在恆春機場防護站演練中，輻射監測中心已與國

軍支援中心建立有關廢水收集之標準作業程序，會先放在

防護站合適的地點，經過偵測確認符合排放標準後，才會

排放。 

委員發言紀要： 

輻射災害通常伴隨其他災害發生，因此原能會在災情模擬與國

家災害防救中心(NCDR)合作，有助於複合性災害之情資蒐集

及處理。惟簡報中呈現己新增之「輻射災害情資網」，目前在

原能會及 NCDR 相關網站均未見該網頁。若「輻射災害情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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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對外開放，請提供相關網址或查詢路徑；若尚未對外開放，

請說明預定開放時程或其他考量因素。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輻射災害情資網已對外開放，並提供輻射監測站的即時數據。

另有一些給應變人員用的參考資料，是需要密碼登錄才能查詢。 

主席說明紀要： 

演習，就是演練加學習，每一次演習就算盡了全力，還是無法

完全到位，雖然大家的要求不完全一樣，但是要求務實與呈現

真實氛圍的精神是一樣的。 

八、 主席結論： 

(一) 洽悉，同意備查。 

(二)請原能會持續與地方政府及各應變中心協調合作，辦理好核

安演習，並注意資訊公開，讓民眾都有參與演練的機會。 

(三)請原能會持續透過各種管道落實民眾溝通宣導工作，不僅僅

是在核安演習的時候，在平時就要傳達正確民眾防護及輻射

安全訊息。 

九、 散會(下午 3 時 39 分) 

 

  



 
 

12 
 

 



 
 

13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