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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屆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諮詢會第 2次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7年 06月 29日（星期五）下午 2時 

二、地  點：原能會二樓會議室 

三、主  席：陳東陽 

四、出席委員：沈子勝、吳文方、吳瑞南、林唯耕、周元昉、邱賜聰、

張一知、潘  欽、蔡文達、蔡克銓(註：委員排序依筆畫遞增) 

五、列席人員： 

原 能 會：高  斌、周  鼎、劉志添、莊武煌、蘇健友、李彥憲、
周宗源、林品均、曹松楠、許明童、孫昌政、江建鋒、

林子桀 

台電公司：吳才基、林志保、曾文煌、梁天瑞、吳東明、林調鈴、
郭譯鴻 

 

六、專題報告： 

(一)核二廠 2 號機 3 月 28 日安全停機後再運轉申請及原能會審查情

形說明（略） 

(二)龍門(核四)電廠核子燃料外運作業及原能會管制作為(含外運後

之管制)（略） 

七、前次會議諮詢意見討論： 

(一)針對核二廠 2 號機升載測試中安全停機事件，後續肇因釐清及

再起動審查應以安全第一優先，且不要有時間壓力，在下一次核

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諮詢會議上再提出專案報告。 

諮詢意見決議：同意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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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專題報告討論： 

(一)專題報告「核二廠 2號機 3月 28日安全停機後再運轉申請及原

能會審查情形說明」： 

委員諮詢提問： 

1. 建議模擬分析的圖表敘述應更為明確，隨時間推移的部分有

極限發散的現象，其模擬分析是否能與實際調校結果比對?

參數組合 TR1=0.2與 TR2=0.75為後來實際使用的參數嗎? 

2. 台電簡報所提「得標廠家在動態調教前須提出參數之靈敏度

分析」之未來精進事項，建議加入穩定度分析。 

3. 基於此事件先是管路壓力變化才引動中子振盪導致跳機，其

管路壓力偵測結果能否納入機組安全停機的要項之一? 

4. 關於程式模擬中有納入 Notch Filter，是否與實際控制迴路

一致?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1. 模擬分析可分為爐心與非爐心兩區塊。在 3 月 28 日停機事

件中，本公司於第一時間須先行釐清為爐心本身自發性(壓

力)振盪抑或為受外力引發的自發性(壓力)振盪。首先確認

當時反應爐功率運行於爐心組態的穩定區，而爐心系統也沒

發生如再循環泵、飼水加熱喪失等使爐心組態進入不穩定區

的狀況。因此當時會影響反應爐爐壓的變因，就是 SB&PR 系

統當時正在做調校測試。然而，為了澄清外界疑慮並承諾原

能會，針對爐心部分進行模擬分析，以此與實際結果交互驗

證不是由爐心引起自發性的振盪，且爐心燃料都是完整無

虞。 

參數組合 TR1=0.2與 TR2=0.75，的確為本次停機後再運轉實

際初次使用的參數。而在第一階段蒸汽旁通壓力控制系統使

用此參數組合，其爐壓控制穩定。但此組參數轉移到第二階

段，當蒸汽旁通壓力控制系統直接控制汽機蒸汽控制閥時，

其爐心監測到些許波動現象。後經電廠專案小組與原廠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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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討論分析後決定調降為 TR2=0.55、TR1維持 0.2 並搭配

微調汽機蒸汽控制閥，直至功率約 58%依然可保持爐心壓力

波動僅有 0.44 psi(約 0.05%以下)，但當功率持續上升時，

原 TR1急速修正爐壓之效益會對油壓管路造成高頻震盪的影

響。為顧及到非安全設備對於機組長期穩定運轉的重要性，

因此修正參數組合為 TR1=0 與 TR2=0.2，其爐心壓力波動維

持 0.7 psi(約 0.07%)以下。 

2. 3 月 28 日停機事件在於 SB&PR 直接使用原廠家所提供被認

為已分析之參數組合進行蒸汽動態測試。實際上該參數組合

中的各個參數還需依動態調校後再做調整，其各個參數微調

對系統影響所得到的變化量為何，才能做為本公司設計變更

(DCR)專案小組參考之依據。上述為台電公司在未來精進有

關靈敏度分析的背景原因。另外台電公司也會要求原廠家依

靈敏度分析出來的參數一定要做穩定度分析，我們再從所有

參數組合中選擇一組最為穩定的參數使用。 

3. 電廠目前蒸汽管路有低壓力偵測，若該管路壓力過低，則會

引動機組安全停機的邏輯。另外 3 月 28 日安全停機當天管

路的壓力波動僅有 2.2 ~ 2.6 psi，並不會引起高頻震動而

對管路造成影響，只會使管路內蒸汽流量隨之變動，實際上

引動安全停機的邏輯是由於該壓力波動週期剛好落在爐心

功率自發性波動週期的偵測範圍。 

4. 當初核二建廠時，原設計廠家 GE就有將 Notch Filter 納入

該設計迴路中。Notch Filter之功能為利用中心頻率來消除

管內共振頻率。然而，從建廠時就存在的類比系統到數位化

過程所使用的中心頻率都未改變，因此模擬中有納入 Notch 

Filter，的確是與實際控制迴路一致。 

委員諮詢提問： 

1. 對於台電公司針對 3 月 28 日停機事件所提之改善與精進措

施，請台電公司以後在更換零件時除了零件測試外，還必須

要有系統測試，經過兩種測試完成後才能正式宣佈併聯發

電，以消弭爾後台電還必須再出來解釋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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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否有判斷標準來確認優化的落實以及分級?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1. 誠如委員所提，核二廠 2號機在停機 600 多天後，實際上在

再起動的整個過程中還是需要有蒸汽才能進行動態調校測

試。因而於今年 6月 5日核二廠 2號機再次起動運轉時，本

公司即對外說明此次整個起動過程直至滿載運轉一段時間

均為測試運轉。實際上系統也有大小之別，如同此次 SB&PR

為小系統數位化更新，電廠機組為整個大系統，基於提供系

統更新的原廠家只了解自身產品的部分，而台電公司對於電

廠這個大系統還是比較熟悉的，因此未來台電公司在面對系

統更新，會更加投入其間的介面管理優化程序。 

2. 在整個 SB&PR動態調校測試電廠已建立一份特殊程序書，對

其系統輸入的參數所反應出的數據亦會有一個接受標準，測

試結果而判定符合接受標準的流程，即為優化程序。至於優

化的程度，則需要藉由不同的參數結果來比較。 

委員諮詢提問： 

1. 1 號機的 SB&PR 是否有同樣的數位化，若有的話。為何 1 號

機不會發生急停，而 2號機會發生急停?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1. 當初核二廠 2部機組設計是蠻相近的，但實際上還是有些許

不同，例如前面委員所提 Notch Filter 的中心頻率是不同

的。本公司事後用 MATLAB分析發現同樣一組參數，1號機一

開始會落在穩定的範圍之內，而 2號機一開始則落在不穩定

的範圍之內，因此最後 2部機組所走的路就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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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龍門(核四)電廠核子燃料外運作業及原能會管制作為(含外運

後之管制)： 

委員諮詢提問： 

1. 此專題報告不應為本諮詢會所須討論之議題，請提出說明。

以往燃料運送的作業是否如同本次核四燃料外運作業到本

諮詢會報告? 

2. 在運送過程中若有經過隧道，其交通管制部分是否有考量到

隧道出口以外甚至封閉型道路閘道先行清空後，戒護車隊再

行進入?若因車輛引擎過熱或追撞造成隧道內發生火災，其

燃料外運作業會變得較為嚴峻且不好控制，建議相關單位應

把這個觀念考量進去。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1. 燃料運送議題是第一次來到本諮詢會議報告。 

2. 台電公司答覆內容因涉及核子保防需求，故不公開。 

原能會回應說明： 

1. 簡單跟各位委員報告，將核四燃料外運作業報告納入此次諮

詢會的議程，是基於台電公司已將核四廠轉入資產管理的階

段，加上燃料開始移出後本會對於核四廠的權責管理會有所

變動，從原本的核子反應器管制轉而偏重電廠資產維護，為

此在這邊跟各位委員做一個龍門電廠現況的說明，因為後續

未來龍門電廠相關議題可能就不會再提報到本諮詢會做相

關說明。 

委員諮詢提問： 

1. 在整個燃料外運過程，IAEA 是否會派人隨行?另外最近有關

伊朗及北韓事件，IAEA 是否有相關規範變更? 

 



6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1. 在核子燃料封緘過程中裝箱前，IAEA 會派員前來現場視察。

而目前已封箱完成，兩位 IAEA 視察員也已離開台灣。本公司

目前並未看到 IAEA 有因伊朗及北韓事件，而有變更相關燃

料運送的規範情事。 

九、臨時動議： 

     委員諮詢提問： 

1. 核電廠所使用的 SOP 作業程序書是否與原廠家所提供之使用

手冊及維護手冊有所出入? 

2. 核電廠大修作業，有非核能體系的單位來支援，例如來自火力

電廠的支援人力，他們是否能清楚分別火力電廠與核能電廠

的 SOP作業程序書並確實執行?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1. 以核二廠為例，核二廠 SOP 作業程序書被建立成為測試及維

護的基本標準程序，建立的過程則會參考原廠家所提供的相

關資料，並經過核能電廠運轉審查委員會（SORC）審查，這些

作業程序書的建立，原則上會先參考業界的經驗並比原廠家

所規範的更加嚴格及保守。若後續 SOP 作業程序書有任何版

本更新，則會通過核電廠內部的品質組及文件管制中心來管

制並確保其 SOP 作業程序書的版次正確性。基本上其他核能

電廠也是依此原則建立並管理自有的 SOP 作業程序書。 

2. 相對於火力電廠，核能電廠維護工作的 SOP 作業程序書一定

來得較完整及嚴謹，甚至兩者的 SOP 作業程序書有不互通共

用的情況。而兩者唯一共通的標準在輸配線路那區塊，原因為

台電公司輸配線路所使用的標準為供電處提供，且供電處具

有的經驗及技術是台電公司內最為先進的，故本公司核能電

廠也因循該標準。但考量核電廠長期穩定運轉，還是會以較嚴

格保守的態度做為檢修維護準則。例如 6月 12日核二廠發現

主變壓器至開關場入口引接線 A 相夾板溫度偏高，按台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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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標準在溫差 15°C 以下需加強監測並於下次大修中優先檢

修，但本次核二廠為如前述考量機組長期穩定運轉，立即於當

日傍晚降載解聯進行調整檢修。 

十、決議事項： 

請台電公司及原能會就以下諮詢意見做書面答覆說明： 

(1) 台電公司燃料外運報告的結語說明，〝本公司遵照政府政

策，執行核子燃料運回原製造廠後續處理〞，但報告第四

頁說明〝奉立法院決議：全力於109年底前全數移出核四

燃料棒〞，兩者不一致，宜清楚界定權責。 

(2) 曾在國際研討會看到國外核電廠建有物理設施(障礙)避

免有不法車輛(尤其是大車)直接衝入廠區，國內治安相

對良好但核電廠似無相關的設施，宜檢討是否加強。(本

案核四更宜加強) 

(3) 建議將核二廠2號機再起動運轉過程的細節、人員參與的

經驗必須妥適記錄，並做好人員培育；對於技術細節及參

數數值代表的工程反應，應傳承相關細節及經驗。 

(4) 基於核二廠2號機經驗，對於有關控制迴路的招標案，應

要求進行穩定性分析。建請台電公司以後在更換零件時

除了零件測試外，還必須要有系統測試，測試完成後才能

正式宣佈併聯發電，以消弭爾後台電還必須再出來解釋

之問題。 

(5) 核子燃料棒是否屬於核子反應器設施的一部分? 

(6) 有關現有核電廠之安全與穩定度排序及核電在電力供應

上之重要性，請台電公司可多與外界溝通。 

十一、散會：下午 04時 30分。 

註：本次會議為本屆第二次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