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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屆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諮詢會第 8 次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6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二、地  點：原能會二樓會議室 

三、主  席：潘 欽 

四、出席委員：易俗、馬國鳳、黃雪玲、劉志文、蔡克銓、鄧治東、 

              薛人愷(註：委員排序依筆畫遞增) 

五、列席人員： 

原 能 會：張 欣、李綺思、周鼎、曹松楠、何恭旻、嚴國城、

洪進達、李彥憲、洪子傑、林品均、黃郁仁、江建鋒 
台電公司：吳才基、梁天瑞、劉興漢、丁宇、范振璁、康力仁、

簡中宏、張力航、薛進益、張瑛俞、郭譯鴻 

 

六、專題報告： 

(一)核一廠除役停機過渡階段前期安全分析報告及運轉技術規範修

訂及原能會管制說明（略） 

(二)龍門(核四)電廠資產維護管理計畫及原能會安全審查情形（略） 

 

七、前次會議諮詢意見討論： 

(一)核三廠除役計畫可行性評估報告應先報請經濟部確認其作業規

劃，且依核一廠除役要項送審經驗，雖已如期完成除役計畫審

查，然因二階環評環保署仍未審查通過，致仍無法核發除役許

可，建議台電公司對其他單位要求送審項目亦應提早納入時程

規劃。 

諮詢意見決議：同意結案。 

(二)核三廠自辦除役作業規劃僅放射性廢棄物產量與工程專案風險

管理兩項進行委外辦理，建議台電公司針對核一、二、三廠除役

策略應先與經濟部、國營會等所屬營運主管機關進行討論確認。 

委員諮詢提問： 



2 

 

基於核三的除役自主化，未來核電廠分別都會面臨到除役，

台電公司是否有較具體的項目能將除役的技術發展成一個產業，

進而對外做輸出?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本公司已進行相關規劃，並於未來可能成立核能(能源)服務

公司，至於是公營、半公營或完全民營的方式成立，目前還在討

論中，但原則是技術上的自主性要建立，而未來在國際市場方面

本公司也許會成立國家隊，來對國外除役相關事項做推廣。 

諮詢意見決議：同意結案。 

(三)核三廠現階段開始進行除役自辦規劃，應注意相關人力規劃不

致影響電廠運轉維護人力，進而影響運轉安全，建議原能會核管

處注意相關議題發展。 

委員諮詢提問： 

1. 核一、核二廠運轉執照較核三廠早屆期，為何核三廠有可能

較早進行除役作業? 

2. 按照日本的經驗，先進行汽機廠房設備的拆除後放入一些暫

時儲存設施，但按核一廠乾貯設施未啟用的現狀，是否無法

做後續拆除的動作? 

3. 依目前核一、核二乾貯問題，除役相關放射性除污是否可先

行作業? 

4. 本案原能會的答覆說明裡提到「原能會將密切注意台電公司

相關規劃情形，避免影響運轉安全」，是否需要修正「除役安

全」? 

5. 核一、核二規劃上比核三早除役，池內空間不足狀況應早該

預見，為何讓該狀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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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1. 依現況核一、核二除役面臨的情境是相似的，這與核三是不

太一樣的，本公司每個月的除役督導會報，實際上是將核一

至核三的除役作業做整個規劃。國際上一般都是爐心內沒有

燃料再進行除役作業，而除役的作業第一步通常是先從汽機

廠房部分著手，所以像核三這種爐心沒有燃料的情形，計畫

上相對單純。 

3. 爐心仍有燃料時，考量燃料安全除污作業是不能全面進行的，

只有部分管路是可以做的。 

5. 按早期設計是認為用過燃料會回運到原生產國，而且廠區內

也可以規劃做乾貯。所以核一、核二的用過燃料池設計就沒

有那麼大的容量，不過再之後的核電廠用過燃料池設計都是

足夠容納運轉 40 年的用過燃料，例如核三廠、龍門(核四)電

廠。 

 

原能會回應說明： 

1. 因為核一、核二面臨乾式貯存設施無法如期啟用問題，爐心

燃料暫時沒有辦法移出，但核三廠的用過燃料池是能夠容納

40 年用過燃料，所以核三廠可以如期將燃料退出爐心，一旦

燃料開始退出爐心後，實質可以做的除役工作就會比較多。

核一目前準備要蓋的二期乾式貯存設施，台電公司規劃為十

年，本會要求至遲於八年內完成；而且新北市核能安全監督

委員會亦有一些意見，所以實質期程還不能完全確定。若以

上述的狀況來說，核三廠第一個進行實質上拆除工作也是有

可能的。台電公司原來規劃是核一除役的經驗累積給核二，

然後核二除役的經驗累積給核三。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台電公

司規劃核三除役作業要自辦，因為按原定規劃認為屆時除役

經驗的累積是足夠的。但目前看起來除役順序不見得會按原

規劃去進行，因此本案原能會答覆說明是要提醒台電公司在

規劃上要更務實、有時候要機動性的去調整。 

2. 目前針對拆除工作，台電公司還沒提供相關細節。不過基於

燃料還在爐心的狀態，本會參照國外爐心內仍有燃料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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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仍會比照運轉中機組進行管制。 

3. 因為除役開始進行之前要先做一個廠址輻射特性調查來建

立除污的基準，以確保除污程度能符合主管機關要求，故確

實需要一些時間。 

4. 本會所提的確是「運轉安全」。因為目前核一、核二是台電公

司委外協助，但核三是台電公司自辦，這代表核三會有部分

人員開始辦理除役相關業務，本會僅是提醒台電公司。依據

委員本案前次會議的意見是不要因同時做除役又做運轉，進

而影響到運轉，因此這邊本會寫得是運轉。 

5. 早期用過燃料池設計的確不是規劃可容納到運轉 40 年所需

的容量，因此核一、核二已參考國外經驗執行格架修改及興

建乾貯設施。核一廠一期乾貯本會也已審查完成，但後續程

序因為涉及到水保問題及放流水問題，未獲得地方政府同意，

故核一乾貯無法使用。所以並不是眼看用過燃料池不夠用而

不先行處理，事實上有參考國外做法辦理。 

 

諮詢意見決議：同意結案。 

(四)台電公司在配置除役期間重要場地設施，如核三廠乾式貯存場

預定地選址之決定程序為何，並請說明相關篩選判定過程。 

諮詢意見決議：同意結案。 

(五)有鑑於 2001 年納莉風災在 SOGO 施工有一個破洞，使得台北市

捷運內淹水，建議台電公司核一廠未來除役施工也要將那些臨

時的開口、孔洞納入防汛考慮的項目中。 

委員諮詢提問： 

    建議各核電廠不論是 200 年一遇的暴風雨，還是要做好預

先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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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回應說明： 

    有關福島後水災防範強化，目前核電廠廠房離地面 6 米高

程以下的開口水密措施，除了少部分較困難的還在進行外，其他

大部分已完成強化。 

諮詢意見決議：同意結案。 

八、專題報告討論： 

(一)專題報告「核一廠除役停機過渡階段前期安全分析報告及運轉

技術規範修訂及原能會管制說明」： 

委員諮詢提問： 

1. 停機過渡階段前期，為何反應爐要開蓋?若不開蓋有什麼考量? 

2. 為何要以 mode 5 作基礎去修改? 

3. 輻射劑量風險是否會因開蓋而提高?由於停機過渡階段前期

會持續 8 年以上，請問開蓋後反應爐內的輻射物質可以藉由

開口上方的水層抵擋 10 年之久嗎? 

4. 基於核一、核二乾貯設施問題，使得部分電廠設備可能運轉

超過 40 年，建議台電公司應將老化管理經驗納入設備維護

考量。 

5. 請解釋簡報內容所提之「仍須保留之系統，如有不再適用之

敘述，亦會同時修正」。 

6. 那關於反應爐保護系統就不需要保持可用嗎?其保持可用與

不保持可用有什麼差別?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1. 從存水量來看，反應爐開蓋時存水量包括上方的爐穴比不開

蓋僅有反應爐內存水量的狀態大非常多，另外考量反應爐內

壓力在開蓋狀態下壓力不會產生，就風險來說開蓋相對會比

較安全。此外若發生事故，整個緩衝的時間也會大非常多，

故一般概念是如果需要長時間停機的狀況之下，都是會維持

在這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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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一廠現行運轉背景本身是涵蓋 mode 1 ~ mode 5。當進入除

役階段的時候，現有的運轉規範勢必就不能完全適用，因此

本公司要將不適用的部分，除了 mode5 外的部分給刪除掉。 

3. 基本上核一廠反應爐開蓋時上方會有一層很厚的水層做屏

蔽，且在這個開蓋的過程中，輻射劑量上不會因此有變化。 

4. 實際上核一廠的老化管理在延役申請過程中已經完成相關

老化管理程序書。但原先相關老化風險評估，是合適於全功

率運轉，而在今年 12 月 1 日送審的最終安全分析報告(FSAR)、

運轉技術規範(TS)主要是為不再使用之系統去做修改。針對

未來停機過渡階段前期狀態，本公司成立了一個團隊開始研

究在灌水的條件下，相關環境因子、輻射劑量等的研究，後

續再做老化管理之評估。另外維護保養相關事項也含蓋在相

關訂定的老化管理程序書中。 

5. 系統在運轉中在最終安全分析報告(FSAR)中有一些敘述，舉

例來說，一個系統如果有好幾種功能，有些功能是運轉才要

用，有些功能是停機之後還要用的，在停機除役後還是要用

的部分，那本公司就對該系統在運轉中會用到的功能做一個

修改，保留。 

6. 爐心保護系統其主要功能是將控制棒全入確保反應爐急停

狀態，因為在除役期間核一廠就已經預先將所有控制棒全入

至爐心內並鎖住在頂點，所以爐心保護系統其引動的功能在

除役期間已經沒有實質功能，因此本公司才將這個系統排除

可用。一般爐心保護系統是透過控制棒驅動機構蓄壓的方式

來將控制棒插入爐心到頂點，但當控制棒原本就完全插入爐

心並用機械方式鎖住時，若蓄壓的爐心保護系統一旦再動作，

其突然釋壓的結果會對系統結構體造成不必要的壓力波衝

擊及應力。 

原能會回應說明： 

1. 反應爐開蓋與大氣連通，其壓力就是大氣壓力，雖然停機後

不會有運轉產生的壓力問題，但若不開蓋的話，若變成封閉

系統，理論上蓋起來的相對風險可能會較高。另外在開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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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下遇到不預期的狀況如大地震造成斷管，其槽內水位下

降時，因為開蓋，所以進行補水及各種救援措施會較容易。 

2. 基於安全分析報告(SAR)或是運轉技術規範為核電廠執照的

基準，也是本會對核電廠管制最主要的參考文件。所以在這

種情況之下，台電公司希望針對過渡期間修訂相關文件。因

此台電公司現在已送至本會進行審查。另外有關 mode 5+，

是考量未來進入停機過渡階段前期，其期程比一般大修長很

多，所以對設備的維護保養需要加強，因此對台電所提之大

修 mode 5 模式，我們要求強化，因此是 mode 5+。  

3. 以目前用過燃料池為例，燃料上方之水深有輻射屏蔽之功能，

因此至少要保持一定水位以上且不能隨意降低其水位高度，

而用過燃料可以放在用過燃料池中數十年。因此爐心上方只

要維持適當水量屏蔽應不會是問題。 

 

 

(二)專題報告「龍門(核四)電廠資產維護管理計畫及原能會安全審查

情形」： 

委員諮詢提問： 

1. 目前龍門(核四)廠區內是否有乾式貯存場，可以將核一用過

燃料移至龍門(核四)貯存? 

2. 簡報內容所提「龍門(核四)電廠一號機 75 項管制項目包含福

島電廠事故相關之管制要求，其中尚未結案者 40 項。」是否

有關安全? 

3. 簡報內容所提「未來燃料外運作業」是否會遭到地方政府

的反對? 

4. 有關龍門(核四)電廠轉型成火力電廠之可行性。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1. 目前沒有乾式貯存場。 

2. 當初是規劃封存，故有關尚未結案的部分包含福島事故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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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安全是以機組運轉為前提，待未來啟封後再行處理。當

然未來若機組要運轉時，本公司也會將之先行全部結案。 

3. 核電廠在每次大修之前，都會有一批新燃料進廠，而外運為

此作業之逆程序。此議題本公司也在新北市的核安監督委員

會上報告過了，並沒有得到特別的反對或意見。 

4. 有關龍門(核四)電廠，本公司董事長曾指示要轉為綜合電力

區(火力、綠能)，而如新聞所提綠能先行，火力尚在規劃評估

但還沒定案，本公司初步上也做相關民調去了解。(民調部分

尚未統計結束，故不先行公佈) 

原能會回應說明： 

1. 核一廠用過燃料考量兩廠地方政府與民眾的反彈，應不可能

做兩廠之間的移轉。 

九、決議事項： 

(一)基於核一、核二乾式貯存設施問題，使得部分電廠設備可能 

運轉超過40年，建議台電公司應將老化管理經驗納入設備維 

護考量。 

(二)今年5月台電多達779台電腦遭受勒索病毒入侵，原能會對此

發佈新聞稿指出原能會訂有「核能電廠關鍵數位資產資通安

全計畫審查導則」，要求台電公司據以落實關鍵數位資產之

資安防護。由本項聲明可看出原能會並未受該導則1.4節所述

僅適用於興建中電廠之拘束，此一務實積極作法值得肯定；

唯仍建議原能會考慮修改該導則1.4節規定，將運轉中核電廠

納入適用範圍。 

(三)核電廠除役後，電廠輸變電設施可以再利用，其他後續處理

規劃為何?請台電公司說明。 

十、散會：下午 04 時 00 分。 

註：本次會議為本屆最後一次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