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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6 年第 1 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3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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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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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第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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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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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國輻射檢驗能力現況與未來精進」報告案： 

1、報告內容：略。 

2、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委員發言摘要： 

輻射偵測中心技術能力建立相當好，但其能量、儀器設備及人

力是否足以符合目前國內輻射監測需求？是否有人才斷層問

題？ 

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原能會輻射偵測中心每年儘可能編列預算更新儀器設備，人力

部分則因編制問題，扣除行政人員後約僅有 20 名技術人員，

除例行核設施及環境輻射監測，目前亦需支援衛福部食品輻射

檢測，人力著實吃緊，也正面臨人員老化或退休人才斷層衝



 第 2 頁 

擊，仍需時間逐漸改善，現階段只能儘量利用有限資源發揮最

大成效。 

核能研究所約有十幾個人負責所內核設施相關環境監測， 311
福島事件時，全國食品有百分之八十幾送到該所執行檢測，未

來國家若有需要作為國家實驗室，將配合適時調整設備、人力。 

委員發言摘要： 

(1)台日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技術交流比對 En 值應予說明。 

(2)媒體新聞報導大陸煤礦含有相當量的鈾，燃燒後有可能導致

罹患肺癌比例上升，台電公司是否有檢測火力發電廠所使用

的大陸進口煤礦? 

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1)兩個實驗室分析同地點取樣之同種類(如茶葉)試樣，以 En
值來判斷兩個實驗室各別測量值之間的一致性。 

 

 

XLab1及 XLab2: 兩個實驗室各別測量值 

ULab1及 ULab2: 兩個實驗室各別擴充不確定度 

兩個實驗室間之測量值可接受範圍必須 En≦1。 
即 
En≦1表示兩個實驗室測量值趨一致性，可接受。 
En >1 表示兩個實驗室測量值一致性不佳，必須檢討可能造

成之原因。 

不確定度是表示測量結果的信賴度，國際測量基本語彙中定

義為「與量測結果有關的參數，用來表示量測結果的離散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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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分析量測之總不確定度(又稱擴充不確定度)時，多是先

找出各項誤差值，然後利用均方根法計算出一個數值，一般

情況下就認為此數值即為量測的擴充不確定度。 

(2)對於媒體的報導，寧可信其有，每個核電廠都有輻射偵測部

門，請台電公司積極執行檢測。若檢測結果無異常輻射，即

可排除疑慮。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摘要： 

目前所購買的煤是否來自大陸及煤含鈾的部分均將進一步瞭

解。 

委員發言摘要： 

(1)煤的飛灰及底灰，國外的報導顯示有放射性元素。 

(2)簡報所使用的「煙羽途徑」名詞較不易瞭解。 

(3)簡報內容僅涵蓋輻射偵測中心的能力現況，內涵稍嫌狹窄，

未包括核能研究所檢測能力，建議未來可安排報告該所的職

掌及業務等。 

(4)檢測的程序與方法應該公布，如國家標準(CNS)，若建立標

準作業程序(SOP)，則不會有人力傳承的問題，簡報中對於

SOP 並沒有著墨。 

(5)檢測時間應可縮短，如改變乾燥的程序等。 

(6)食品檢測檢測γ，以銫為準，應該還有其他(如鍶)，只選 1
種檢測似嫌不足？ 

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1)有關對飛灰的輻射評估，以往國內有博碩士論文探討到在燃

煤電廠的工作人員因飛灰所受到的輻射劑量，值得深入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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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但此輻射係屬天然放射性物質，與人工輻射的管理體系

與標準是不一樣的。贊成就台灣火力發電廠應將所用的煤炭

以及產生的飛灰取樣化驗分析。 

(2)煙羽途徑(plume pathway) 指的是事故外釋物質到空氣中沉

降的途徑；簡報內表達的方式似嫌不夠清楚，將會改進。 

(3)未來將擇時間請核能研究所介紹該所輻射檢驗能力現況等

相關業務。 

(4)輻射偵測中心所有分析方法皆有相關程序書，目前標準方法

的 機 制 係 採 用 財 團 法 人 全 國 認 證 基 金 會 (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簡稱 TAF)專家委員認證。 

(5)輻射偵測中心未來會持續檢視相關分析方法，朝快速分析、

符合綠色化學的方向努力。 

(6)食品檢測係檢測γ，以 Cs-137 為指標，因日本實驗顯示 88%
劑量來自 Cs-137，另 12%則來自其他核種，所以採 Cs-137
為指標。 

委員發言摘要： 

105 年例行性試樣分析 3,800 件，其採樣係隨機選取抑或系統

性的選取，試樣的資料是否有資料庫可做有系統性的追蹤變

化？檢測資料是否可與地圖連結，點進去即可看到歷年資料。 

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試樣選取原則係依照環境輻射偵測規範每年擬定環境輻射監

測計畫書進行，量測結果皆會彙整成季報、半年報，年報發行，

並公布於網站供民眾查詢，至於檢測資料是否可與地圖連結乙

事，未來將納入考量逐步進行。 

 



 第 5 頁 

委員發言摘要： 

(1)未來是否能說明我國通過 TAF 認證，具有採樣分析檢測能

力的單位其檢測能量、檢測物種及檢測所需的時間。 

(2)緊急事故可小可大，其採樣可能不需精準，但時效性及趨勢

性在作決策判斷時可能很重要，在不同規模情境下所需要的

檢測與分析能力，無法仰賴自動監測站的幫忙，在方法及檢

測能量上，未來有沒有需要再加強的，例如人力之培訓。 

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1)有關我國通過 TAF 環境輻射偵測認證之實驗室，目前有核

能研究所、輻射偵測中心、清華大學與台電公司 4 家，原能

會轄下兩家實驗室之檢測能量與相關問題，已有資料，至於

清華大學與台電公司之能量將進行瞭解。 

(2)原能會將持續加強環測人力之培訓；至於意外事故發生時，

另有一套緊急應變機制，參加的成員除原能會、核能研究所

及輻射偵測中心外，尚會動員國軍、地方政府及相關部會等。 

3、決定： 

(1)洽悉，同意備查。 

(2)肯定輻射偵測中心輻射檢驗相關能力，無論是現場量測或實

驗室放射化學技術皆有相當不錯的能力。為因應未來若發生

各種境內外核子事故所致的大量放射性檢測需求，有必要先

行提升放射性檢測能量以確保民眾的輻射安全，經費人力許

可下應儘速提升加馬檢測能量，後續再規劃難測核種技術研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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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放射性同位素協助新藥開發，促進國人健康」報告案： 

1、報告內容：略。 

2、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委員發言摘要： 

本案係以新興重點政策額度計畫提出申請，建議針對審查委員

意見：是否為新藥開發的必要程序、成本效益、可促成新藥縮

短多少開發時間等，再進行修改。 

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已參考委員建議作修正，除了核能研究所開發的能量外，也透

過國際合作建立技術能力。新藥開發的程序中，對小分子藥來

說有必要性，特別是在申請臨床第三期試驗之前必須完成。另

除產業界外，也希望從學研界方面來促成這個計畫。 

國內新藥開發有此需求者目前都送國外執行委託試驗；本案初

期投資比較大，但新藥若能提早知道藥物是否值得後續開發，

並縮短 2 年、3 年的研發時程，對藥的競爭性會有其效應，量

化的效益希望透過委員會的支持，可以向相關部會、產業界及

學界蒐集到更多的資訊。 

委員發言摘要： 

原能會在行政院單獨爭取計畫較為困難，可與其他部會合作，

較易促成此計畫。 

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本案可和衛福部合作，技術由核能研究所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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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摘要： 

注射放射性同位素的試驗動物屍體廢棄物，後續處理問題須納

入考慮。 

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試驗動物注射的碳-14，活度不超過 15μCi，符合核能研究所內

部規定，屍體為固體廢料送至焚化場處理，焚燒後氣體需經活

性碳罐處理。 

委員發言摘要： 

為擴展服務對象，需 1 億元建立設備，花多少時間建立能力？

每年需求量？軟體解析能力方面，在藥物動力學是否有能力？

應考量有多少貢獻，以提高本案的優先度。 

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廠商及學研界對本案均有需求，本案不只考慮產業界，亦考慮

新藥開發的能量。業界有經費可以送到國外做，學研界則無經

費，由協助學研界證實藥物的效果，有助於吸引產業界投資。

幾十萬美金，學研界無法負擔，但若不能使用碳-14 藥物進行

動物實驗，其競爭力是有限的，為了扶植學研界，因此效益不

全是用成本效益來衡量。 

委員發言摘要： 

藥物實驗驗證方法係多元化，並非一定要使用碳-14 標誌分析

方法。核能研究所的任務是否包括新藥開發？ 

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核能研究所的任務是應用原子能科技造福民生、造福國家。核

醫藥物的研發已執行 20 餘年，為開發核醫藥物、實驗室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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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環境，若推動此技術平台，不僅對核醫藥物有更好的開發環

境，且可提供給國內其他藥物開發的學研界、產業界有更好的

應用平台。 

委員發言摘要： 

肯定核能研究所對核醫藥物研發的努力及成果，但似與原能會

之任務有分歧。輻射偵測中心的業務非常重要，在有限的經費

資源下，應優先考慮支持輻射偵測。 

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對於輻射偵測中心之業務已有考量並規劃執行。至於本案不一

定由原能會主導，亦可由衛福部主導，在相關技術下發揮最大

效益。 

衛福部食藥署發言摘要： 

有關請衛福部協助制定的規範，若是指國際醫藥法規協和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ICH），衛福部食藥

署已依照國際 ICH M3 Guidance訂定藥品非臨床試驗安全性規

範。 

經濟部技術處發言摘要： 

經濟部技術處支持核能研究所進行核醫藥物開發已有 10 餘年

歷程，前期產出包括鎝-99m-TRODATE1 分子照影劑應用於人

體腦部 dopamine 轉運體活度變化具有優異之巴金森氏症等腦

部病變照影診斷效果，已廣為國內醫學中心使用，且已技轉業

界外銷於巴西等國家。而碳-14 同位素用於小分子藥物開發觀

察動物體內藥物分布為重要指標之工具，為國內學界醫藥研發

及生醫產業發展有其重要性，建議原能會及科技部允宜儘量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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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決定： 

(1)洽悉，同意備查。 

(2)核研所新藥開發產業值得肯定，本案相關細節部分，與有關

部會更進一步的洽商後，再繼續討論。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主席補充說明： 

有關媒體報導「核廢料傾倒台灣海域」乙案，關係台灣海域

生態與國人健康安全，原能會非常重視，已邀集相關部會舉行「外

傳核廢料傾倒台灣海域案」跨部會調查專案小組，為落實公民參

與及資訊公開透明，亦邀請 4 個公民團體參加跨部會調查專案小

組會議，徵詢民間的意見及建議。另於 2 月 17 日完成「外電報

導核廢料傾倒台灣海域案初步查證報告」，公開上網，並召開記

者會說明查證結果及後續調查作業。 

經初步查證應屬未經確認之情事；就目前的事證，仍無法判

斷相關真假，故需進一步及深入的查證。在真實性尚未定論前，

將擴大執行海洋監測，並洽談相關部會協助推動「台灣海域輻射

監測調查計畫」。  

本案若在 1 個月內無進一步發展，原能會將就目前查證結

果，於下次委員會議中報告。 

十、 散會(下午 4 時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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