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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8年第 6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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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至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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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略) 

(一)委員發言紀要： 

1、電漿技術有無用在 CFC 冷媒回收，因 CFC 冷媒會嚴重破

壞臭氧層和造成溫室效應，是二氧化碳的幾千倍，是否曾

從事過利用電漿技術把 CFC 和 HCFC 冷媒結構破壞，有

無成功的例子？ 

2、有關核研所利用電漿火炬處理半導體尾氣全氟碳化合物

(Perfluorinated compounds, PFCs)之技轉事宜，應繼續追蹤

瞭解，或許有能力創造新產業。 

原能會補充說明紀要： 

1、依據電漿特性，因為電漿含有高能粒子，與分子碰撞時，

可將分子破壞解離，因此，利用電漿破壞 CFC 和 HCFC 冷

媒結構是可行的，亦有成功案例。惟破壞之後，主要產物

為 CO2、HCl 及 HF，經濟價值低，且後續分離與純化成本

高，實務上可行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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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研所於 2001 年與華懋科技公司簽訂「半導體製程廢氣電

漿處理系統工程合作開發暨技術授權合作開發案」，期程 1

年，總金額 200 萬元(簽約金 100 萬，權利金 100 萬元)。目

前利用電漿火炬處理半導體尾氣技術已相對成熟，國內外

已有多家公司，有能力製作火炬或是整合，已形成產業。 

(二)委員發言紀要： 

核研所電漿爐處理低放射性廢棄物在核研所持續推廣之下，

運用相關技術已完成 8 件技轉/技服案，技轉金額大於 1,800

萬元，促進民間建廠投資大於 25 億元。請具體說明 25 億元

投資情形及廠商領域為何？ 

原能會補充說明紀要： 

公司 建廠投資 
效益(購/租地、

建廠、員工薪資) 

領

域 
公司/工廠 

永續發展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 

固液態工業廢棄物電漿

處理及再利用廠，興建

中(預計 2019 完工) 

22 億元 
環

能 

桃園市觀音環

保園區 

嘉頡金屬股

份有限公司 

廢鋁土回收純化擴廠，

增建第 2 及 3 代生產線

及產能 

2.4 億元 
材

料 
台南市下營區 

台灣電漿股

份有限公司 

生產各類電漿設備，擴

廠( 2008) 增加產能 
1.5 億元 

電

機 
高雄市大寮區 

上述公司已認知核研所可以做為本土技術後援，協助新產品

開發，增加市場競爭力。核研所技轉案雖非單一因素，亦是促

成投資之重要因素。 

(三)主席徵詢與會人員均無意見後，裁示：原能會 108 年第 5 次

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相關資料，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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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告事項： 

「國內含負離子粉商品之檢查與管制」報告案： 

(一) 報告內容：略。 

補充說明： 

1、韓國負離子床墊事件發生於 107 年 5 月，原能會在 107 年

8 月獲知訊息後即調集輻防處、核研所及偵測中心人力及

相關設備成立專案處理小組，積極查察國外輸入及國內製

造的負離子床墊，並對國內各大銷售通路進行清查。清查

結果，並無自韓國輸入輻射超標床墊，僅國內 4 家廠商製

造之負離子床墊有輻射超標情形。原能會即與地方政府消

保官、經濟部標檢局等單位辦理商品回收下架事宜，並追

溯源頭以遏止其繼續生產。 

2、整個查察過程，感謝相關機關協助才得以順利進行。如外

交部協助瞭解韓國處理負離子床墊案的作法、劑量評估方

式，財政部關務署調查是否有韓國輸入輻射超標床墊，另

外透過行政院消保處整合經濟部標檢局、衛福部食藥署及

地方政府擴大辦理負離子商品抽查、檢測、回收下架與銷

毀作業，執行源頭控管及後市場查核。雖然國內查獲輻射

超標商品之數量並無韓國負離子床墊事件來得眾多，但國

內含負離子粉商品之輻射安全影響值得重視。 

主席說明紀要： 

針對以上報告及補充說明，各位委員對於含負離子粉商品之背

景或原能會管制作為是否需要補充，另外針對未來原能會管

制精進作為，希望能藉由此次機會提供相關管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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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委員發言紀要： 

1、請說明國內輻射超標之負離子床墊執行回收下架之數量。 

2、針對國內已確認輻射超標之負離子床墊，請說明要如何讓

民眾獲取相關訊息。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本次共查獲 4 家廠商製造負離子床墊有輻射超標情形，分

別為貝多麗生物公司、拉比特公司、展驛國際公司、伸展

公司，回收下架商品數量分別為：3 床、264 床(含半成品

129 件)、17 床及 5 床，共計 289 床。製造輻射超標含負離

子粉商品計有青松創意公司、恩悠數位公司及金瑞發國際

公司 3 家，回收下架之涼被、能量毯及面膜數量分別為 264

件、18 件、2,191 件。另貝多麗生物技術公司認為，將床墊

內襯以浸泡方式處理可達到較好之負離子效果，因此該公

司生產之床墊劑量評估結果較高。 

2、針對輻射超標之負離子床墊資訊揭露，其作法與消保機關

或地方政府查察違規商品或食品類似，會發布重大消費訊

息，除即時公布於原能會網頁外，行政院消保處亦召開市

售負離子床墊含輻射查核結果記者會公布相關資訊向民眾

說明，同時原能會也設置免付費專線，提供民眾諮詢及受

理商品檢測服務申請。 

委員發言紀要： 

1、國內並未就負離子商品之輻射訂定相關標準，所以負離子

商品輻射超標是指超過天然放射性物質造成一般人年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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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值 1 毫西弗，且該劑量限值屬管制參考基準，非為判別

危險的標準，因此風險溝通至為重要，避免民眾誤解造成

恐慌。 

2、輻防管制係基於線性無低限假設，對於 100 毫西弗以下之

低劑量健康效應，醫學上並無證據指出低劑量輻射是有害

的。而天然放射性物質不僅存在於含負離子粉商品，其廣

泛存在居家生活，例如建材、地磚等。因此原能會未來對

天然放射性物質如何管制將是一個重要課題。 

3、請說明含負離子粉商品劑量評估假設之曝露情節，另外氡

氣於通風及密閉室內之濃度差異大，請說明其曝露情節。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有關含負離子粉商品之評估模式將依據商品使用特性評估體

外及體內劑量，例如床墊係以趴姿，呼吸道距離床墊表面 2公

分，每天睡眠 10小時，並考量睡眠呼吸量為日常三分之一進

行保守評估。針對面膜則是依據商品建議使用時間，離呼吸道

的距離進行評估。另在氡氣濃度量測部分，基於保守考量，採

取密閉室內進行量測並扣除背景氡氣濃度，以進行體內劑量

評估。 

委員發言紀要： 

1、報告中似未揭露負離子商品後市場查核之抽查執行時間、

抽查數量，建議於報告中展現以利於瞭解其查核成果。 

2、負離子產生的來源有許多種類，為避免誤解，建議應明確

區分負離子與負離子粉之差異，因負離子粉主要含有天然

放射性物質，其會產生輻射及氡氣。一般來說，正離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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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離子將中和成電中性，有關簡報圖示之負離子為何種負

離子，請進一步說明。 

3、針對國內抽查負離子商品之結果，建議對負離子粉源料進

行分析，以瞭解其礦石成分等資訊。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有關負離子商品後市場查核之抽查執行自 107 年 8 月迄今

仍持續執行，針對宣稱負離子商品抽查係由經濟部標檢局

及衛福部食藥署辦理，分別抽檢 15 件及 10 件，共計 25

件，將依委員意見增列於報告中。 

2、含負離子粉商品之內含釷、鈾系天然放射性物質，因衰變

過程釋放輻射，間接產生電子並釋放到空氣中，其與空氣

中的氧分子結合，形成帶負電的負氧離子，例如 O2+e−→

O−+O。 

3、就目前原能會對輻射超標負離子商品原料的瞭解，初步分

析研判屬於獨居石或鋯石粉，主要其釷232活度濃度較高，

僅需少許添加即可達到相當程度之負離子效果，後續將請

核研所協助進行負離子粉成分之完整瞭解。 

委員發言紀要： 

中華負離子發展協會網站引用農委會林務局資料指出現代醫

學研究，空氣負離子對人體各系統均有不同程度之生物效應，

且森林富含負離子，鼓勵民眾多接觸大自然。我國民眾亦有買

負離子吹風機、空氣清淨機及個人貼身用品等風氣，韓國已禁

止廣告宣稱負離子的健康效應，我國對此觀點研究成果需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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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整合，以利政府能負責任地做些適當措施，讓大眾對負離子

有更正確認知。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有關農委會林務局網頁所指負離子對人體之生物效應，係指自

然現象所產生；市售負離子吹風機、空氣清淨機及個人貼身用

品等風氣係透過通電產生電暈效應，釋放大量電子；含負離子

粉商品則是添加天然放射性物質，並透過其衰變產生後續負離

子現象。基於輻射防護觀點，將天然放射性物質添加於商品中

需考量其正當性，即利需大於弊。負離子商品所含天然放射性

物質產生之輻射或氡氣，對人體產生體內、體外曝露即為弊；

如證實負離子商品具有健康效益即為利，因此須同時考量。此

外，衛福部就負離子對人體之健康影響刻正進行相關研究，相

關研究結果將是原能會管制上重要的參考依據。 

委員發言紀要： 

1、為了讓社會大眾能瞭解其風險，以利於後續風險溝通，建

議從風險評估的角度考量抽檢項目，並對暴露情境詳細說

明。 

2、建議除了從各項商品的角度去評估輻射釋出源之外，可考

慮民眾在生活中可能接觸到的產品及環境，以受體角度進

行整體評估，以利於與民眾進行風險溝通。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感謝委員提供不同角度的評估方式，以利於做好公眾溝通

的工作，降低民眾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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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本次查察含負離子粉商品結果顯示，應用於親膚性、

近呼吸道、長時間使用之商品，其對人體產生之輻射風險

較高。未來輻防管制將參考委員建議，共同考量商品之特

性與民眾可能接觸產品及相關曝露情境之整體效應，以利

有效溝通。 

委員發言紀要： 

建議可仿效韓國成立天然放射性物質教育或研究中心，對此逐

步將抽查結果轉為資訊收集概念，以利於瞭解天然放射性物質

進口、流向及後續商品使用，並探討商品是否須有標示之空間，

完整蒐集相關資訊以建立相關管制標準。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原能會將考量成立相關編組，參考韓國天然放射性物質安全中

心的做法，在核研所設立天然放射性物質安全的專責單位，具

有商品、原料檢測及輻射劑量評估服務，資訊蒐集及教育宣導

等功能，作為原能會對天然放射性物質管理的技術後盾。 

八、 決定： 

(一) 洽悉，同意備查。 

(二)輻防處因應韓國負離子床墊事件，透過跨部會合作建立國內

含負離子粉商品之查核機制，成效良好值得肯定。建請經濟

部及衛福部繼續依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第 61 次會議決議

協同原能會辦理含負離子粉商品之查核作業，確保相關民生

消費產品之輻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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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輻防處持續關注國際管理趨勢，適時與衛福部研議含負離

子粉商品宣稱對人體健康功效之正當性，並定期跨部會研商

相關商品管理之權責。 

(四)為強化相關管理，原能會決定設立天然放射性物質安全專責

單位，請核研所及輻防處積極辦理。 

九、 臨時動議：無。 

十、 散會(下午 3 時 3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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