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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10 年第 9 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55 分 

二、 地點：視訊會議 

三、 主席：謝曉星主任委員        紀錄：黃朝群、李昇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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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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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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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能會核能技術處--「110 年核安第 27 號演習成果」報告案： 

(一) 報告內容：略。 

原能會補充說明： 

今 (110)年核安演習，從年初就開始規劃，期間雖然遭遇

COVID-19 疫情，但是停辦不是原能會的選項，因為核災是不

會挑我們想要的時間，因此在盤整視訊會議軟體及評估可行性

後，兵棋推演採全視訊線上作業方式進行，實兵演練方面也因

應最新防疫規定調整為分區、分時段及分流等方式實施，在防

疫第一，演練確實的原則下，完成本次核安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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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委員發言紀要： 

疫情期間若發生實際核子事故，防疫及核安應以何為優先？

最好做風險評估量化比較一下。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本次演習模擬在全國進入二級疫情警戒下，併同發生核子事故

時，其目的就是要考驗各核災應變單位，如何在兼顧防疫下完

成核災應變作業，防疫與核安是同等重要，對此，原能會亦於

本年度訂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期間實施核子事故民眾

防護行動注意事項」及「核子事故各應變中心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疫情之防疫措施及運作機制」，在研擬過程中將防疫

與核安的風險評估想法，邀集各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共同參與

討論，透過本次核安演習兵棋推演狀況設計，務實檢討複合式

災害情境下應變處置作為。 

委員發言紀要： 

1、 肯定原能會在疫情下，仍可完成核安演習相關演練。 

2、 簡報中提到在疫情四級警戒下的應變措施，於兵推主要係

探討哪些內容？ 

3、 對於無人車的應用，參照歐美的實驗現況，部分固定道路

是可以讓無人車上路的，期待無人載具在未來可以呈現於

救災應用。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 在兵棋推演中，以無預警狀況下達，若國內疫情可能進入

四級警戒條件下，各核災應變單位如何調整有效執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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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作業，回應內容包括各應變中心運作機制及跨區域救

災人力支援等，以及執行民眾防護行動時，提醒民眾於居

家掩蔽過程中應注意事項；執行疏散作業以分流分艙方

式，降低搭乘人數，並使用透明膠布區隔與乘車民眾加戴

防護面罩；收容安置作業採低密度收容，並造冊確認可提

供避難收容處所及旅宿業者入住人數，或其他替代收容場

所。 

2、 輻射監測中心除掌握全國 128 個固定式環境輻射監測站

外，萬一事故發生時，亦會以陸海空域形式執行事故區域

環境輻射偵測作業，空域部分除由國軍航特部協助執行大

範圍偵測作業外，近年亦納入空勤總隊能量，拓展國內在

空域輻射偵測量能。而為顧及事故發生態樣，可能會面臨

人車及航空器無法靠近區域，故藉由無人載具特性協助執

行輻射偵測作業，以保護應變人員安全，未來也會參考委

員意見，持續開發並應用於救災領域。 

委員發言紀要： 

1、 本次演習因為疫情關係，沒有邀請關心核能安全的民間團

體及民眾參加，而改用線上直播進行，請問效果如何？ 

2、 本次演習後，是否有因應疫情，修正或調整相關作業規定？ 

3、 核安演習主要是讓國內防救災體系做好相關的準備，並務

實檢視應變人員作業程序及應變機制，民眾參與多寡建議

可朝傳遞訊息方式為主。 

4、 有關本次演習無預警狀況是如何下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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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 因應疫情關係，本次演習雖沒有邀請民間團體參加，但仍

有邀請民間團體代表擔任核安演習觀察員及無預警狀況設

計小組，讓關心核安議題民眾都能充分參與演習辦理過

程，此外，為更進一步落實資訊公開，本次實兵演練首次

採線上直播方式辦理，並透過新聞稿等多元管道傳遞訊

息，當下雖未有眾多民眾即時觀看，但演練結束後，直播

完整紀錄仍留存於本會 YOUTUBE 網站，提供民眾觀看。 

2、 原能會為兼顧防疫要求以及穩健執行核災應變作業，於本

年度訂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期間實施核子事故民

眾防護行動注意事項」及「核子事故各應變中心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防疫措施及運作機制」，過程中並邀

集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共同參與討論，且透過本次核安演

習兵棋推演狀況設計，務實檢討複合式災害情境下應變處

置作為。未來除依本次委員會議之建議修正及調整相關應

變作業程序書外，亦請各參演單位增納相關防疫作為，俾

使作業程序更趨完善。 

3、 核安演習是平時整備的一環，除年度核安演習外，為鼓勵

更多民眾透過實際體驗瞭解應變作為，地方政府於年度中

亦會規劃逐里溝通宣導暨疏散演練，此外，原能會亦會定

期擇一縣市辦理家庭訪問作業，以務實瞭解民眾緊急應變

需求，及落實民眾核安防護教育。未來仍會透過核安演習，

逐一檢視各單位應變計畫及相關作業程序的適切性及可操

作性，做好核災應變整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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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次演習無預警狀況設計題目係由無預警狀況設計小組各

委員討論決定後彌封，小組成員包括民間團體代表 2 人、

評核委員 2 人、原能會 3 人。原能會管制組人員於推演期

間以視訊方式發布無預警狀況，並透過消防署建置的應變

管理資訊雲端服務(EMIC 2.0)平台同步傳遞，責成各小組

成員交互討論，擬定狀況處置作為。 

主席說明紀要： 

1、 請核能技術處補充說明如何執行民眾對核安演習意見回

饋。 

2、 今(110)年 5 月，國內疫情嚴重，雖然在實兵演練前逐漸趨

緩，不過新北市政府在 9 月 6 日臨時宣布強化疫情措施，

可見計畫是趕不上變化的，因此必須超前部署，擬定各項

可能因應對策。 

3、 除非是遇到非常嚴峻的天然災害(如火山爆發)，才需要民

眾緊急疏散，若僅是一般天然災害、疫情等併同核子事故

發生，其實掩蔽是最好的民眾防護措施，除可避免遭受輻

射塵的曝露，也可避免群聚，下一階段就是分區、分時及

分流等方式，有秩序的疏散民眾，才不會讓民眾堵在路上。 

4、 演習是要將真實的狀況演練出來，因此今年是一個難得的

機會，演練疫情下核災的應變作業，也希望各委員共同檢

視，提供精進意見。 

原能會補充說明紀要： 

原能會為瞭解參與民眾對此次演習的意見與回饋，除透過現場

問卷回收方式之外，亦會搭配演習區域辦理家庭訪問作業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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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今年雖未執行民眾防護行動演練項目，但仍於新北市辦理

家庭訪問，瞭解在地住戶是否有收到本次演習訊息通知，以及

聽到警報聲後防護作為瞭解程度等，以建立民眾安全自我防護

認知及強化應變能力，該統計報告原能會亦會上載於官網，適

時提供外界參閱。 

委員發言紀要： 

1、 演習的目的就是要模擬真實的狀況進行演練，因此，肯定

原能會本次的演習成果。 

2、 演習是否有假設當某分部之指揮官及副指揮官同時無法任

事時，如何讓其下二級之同仁仍能擔任代理人，依舊能執

行相關應變作業。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過去在核安演習中，已有透過無預警狀況下達方式，指定核能

電廠廠內應變指揮官因故無法進行指揮調度，藉以驗證職務代

理人是否及時銜接調度作業；廠外演練部分近年亦適時納入應

變抽演科目，以及跨區域支援機制，同委員建議意旨，藉以惕

勵應變人員的警覺性及落實代理制度，未來原能會仍會持續策

進相關作為。 

委員發言紀要： 

在國內 COVID-19 疫情下完成核安演習實屬不易，但真的在疫

情期間發生核子事故，在事故發生之時，工作人員及民眾接觸

是否有相關的機制掌握？以利後續疫調和早期阻斷傳播鏈。並

且若民眾中有人疑似感染，是否有工作人員分艙分流之規劃

(一組工作人員負責確診或疑似感染病人，另一組人接觸完全

無感染民眾)，以避免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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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 本次演習主要係透過兵棋推演方式，模擬疫情期間相關防

疫應變作為，如地方政府執行民眾收容安置時，均會透過

造冊掌握民眾狀況，藉以檢視核災併同疫情下相關應變機

制及作業程序修正，除保障民眾安全外，亦會兼顧應變人

員執行應變作業之環境安全。 

2、 原能會雖為核能安全主管機關，對於防疫作業也等同重

視，因此在與各應變單位討論下，已訂有「核子事故各應

變中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防疫措施及運作機

制」，提供各應變中心妥為規劃應變人員分艙分流之指引。

以原能會為例，在疫情期間針對辦公同仁分艙分流做法，

就包括異地辦公、居家辦公、跨樓層辦公等策略，降低群

聚感染風險。 

委員發言紀要： 

1、 在疫情的影響下，受限人力及空間限制，對於核災緊急應

變的時間是否有所影響？ 

2、 核災發生後，若資通訊等基礎設施受損，目前有何替代的

多重訊息通知管道？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 原能會規劃核災應變係採超前部署精神，執行相關應變作

業，並透過兵棋推演模擬真實情境，預為檢視應變人員如

何在疫情影響下，仍能維持核災應變量能。為因應可能突

發狀況，也會透過各種狀況的設計，檢視核災應變量能，

如跨區域支援及備援場所等相關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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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災發生後，若資通訊等基礎設施因故中斷，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會指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協調各大電信業

者儘速修復災區通信，修復前先架設臨時站台、移動基地

台車，搶先恢復通信。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於災區成立前進

指揮所時，會出動救災指揮通信平台車(配有微波、網路、

無線電、視訊會議、衛星電話等設備)，即時與應變中心進

行衛星連線傳遞災訊。核能電廠則會透過無線對講機、微

波電話及衛星電話等，與廠外緊急應變組織保持聯繫。 

主委發言紀要： 

1、 今(110)年是一個難得的經驗，藉由 COVID-19，檢視複合

式災害下的核災應變機制，同時也希望大家能夠集思廣

益，精進後續核災應變作業。 

2、 外界對於核災應變普遍存在一定要疏散的迷思，並且期待

演習能夠演練大規模疏散，但是在沒有完善的規劃下，貿

然進行疏散，只會讓民眾曝露在危險中。而演習應著重應

變人員執行成效，不宜僅以疏散人數多寡為優劣指標。 

3、 輻射災害的特性，就是有時序性及區域性的，再加上疫情，

民眾在核災發生後第一時間要掩蔽或疏散，都尚有討論的

空間；依照國內建築物普遍是鋼筋混凝土的狀況，居家掩

蔽除了可以有效阻擋輻射、降低民眾疏散時因塞車產生可

能的曝露風險，也可以達到防止群聚的防疫措施；希望透

過核安演習，傳達正確的訊息給社會大眾，除了非常緊急

的天然災害(如火山爆發)，就核災而言，即使發生像日本

福島核災的事故，疏散不見得是最佳的防護措施，室內掩

蔽反而是較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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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安演習迄今已舉辦 27 年，個人認為演習只有及格尚未達

高分，因為很難完全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但不應氣餒，

仍應持續不斷學習精進，把問題找出來，謀求最佳最好的

方法，落實演訓並防患未然。 

八、 決定： 

(一) 洽悉，同意備查。 

(二)請持續關注疫情狀況，滾動檢討納入未來演習規劃，並做好

演練備案，以符合真實災害應變實況。 

(三)未來在國內疫情趨緩且可控制條件下，請考量擴大演練範

圍，並與地方政府合作，鼓勵民眾多多參與相關演練，俾於

災害發生時能確保民眾安全。 

(四)核安演習目的係在務實檢視核災應變作業及應變人員熟稔

度，不宜僅以參與人數多寡作為衡量指標，但更應藉此機會，

適時傳遞正確的防護資訊給社會大眾，以落實核安防護教育。 

九、 臨時動議：無。 

十、 散會(下午 3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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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10 年第 9 次委員會議簽到單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55 分 

地點：視訊會議 

主席：謝主任委員曉星 

出席人員： 

龔委員明鑫(請假)、潘委員文忠(魏專案管理師柏倫代)、 

王委員美花(林視導伯相代)、陳委員時中(劉科長巧菁代)、 

張委員子敬(葉科長信君代理)、吳委員政忠(郭副司長箐代)、 

方委員良吉、施委員信民、龍委員世俊、艾委員和昌、 

闕委員蓓德、錢委員景常、王委員俐人、張副主任委員靜文、 

劉副主任委員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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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人員： 

邵主任秘書耀祖、陳所長長盈、陳局長鴻斌、徐主任明德、 

王處長重德、張處長欣、張處長淑君、李處長綺思 

 

列席單位： 

原能會： 

核技處：黃副處長俊源、蘇執秘軒銳、劉科長俊茂、 

黃技正朝群、李技士昇諺 

綜計處：高科長莉芳 

 

國營會：羅管理師兆廷 

 

台電公司： 

核安處：劉處長宗興、吳組長東明 

緊執會：張執行秘書瑞林、盧組長守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