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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8年第 3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22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二、 地點：原能會 2樓會議室 

三、 主席：謝曉星主任委員   紀錄：林崴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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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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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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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施政重點及主管預算編列說明」報告案： 

(一) 報告內容：略。 

原能會補充說明： 

1、 配合政府財政緊縮，原能會近幾年基本需求預算亦大幅減

少，帳面上看起來大致持平，主要係因增加核電廠除役管

制、全國輻射源進出口簽審通關資訊系統建置、以及辦理

年輻射劑量達 1至 5毫西弗輻射屋居民健康檢查等專案費

用，在推動各項管制工作及民眾溝通之基本需求額度上，

仍相當緊縮。 

2、 原能會與科技部共同推動之「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

畫」，無論在管制支援、政策規劃、民生應用之研發，或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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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發表會作業等，承蒙科技部長年來支持學術合作之推動及審

議，特致謝忱。 

3、 核研所往年有能源國家型計畫科技預算支應 2 餘億元支持研

發工作及人才培育，後因計畫退場致相關研發資源匱乏，未來

將因應核電廠除役所需各項關鍵技術需求，積極爭取科技預算

投入核後端產業技術研發工作，以維持核研所研發人力及量

能。 

主席說明紀要： 

1、 因應民眾期待，近年原能會工作越來越繁重，除加強運轉

中核電廠視察及各項輻射安全檢查作業外，亦增加核電廠

除役管制、民眾溝通及公開說明會等工作，在預算逐年短

缺下，仍要確保輻安、核安，並增進民眾信任，每筆費用

支出均需花在刀口上，挑戰極為嚴峻。 

2、 在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部分，透過各項管制議題及民

生應用之研究工作，培育人才投入管制支援及產業發展非

常重要，請科技部未來仍能賡續協助並維持相當資源，原

能會未來亦將逐步提升本項預算。 

3、 立委近期質詢亦非常關注核研所預算短缺及綠能研發人才

流失問題，目前非核家園仍為政府施政主軸，核廢料處理

及輻安檢查亦為重點任務，為確保將來政府輻安、核安管

制工作，得有充足人力及技術能量作為後盾，核研所應積

極爭取科技預算投入核後端產業技術研發，俾國內重要技

術、經驗及人才得以傳承及延續。 

4、 近期民調結果顯示，多數民眾尚不清楚國內核電占比僅約 

1 成左右，顯示能源教育在民眾宣導及溝通部分仍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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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未來在舉辦活動、民眾溝通、文宣製作等，可考量

優先採用國內原創的漫畫作品，使民眾易於瞭解，並達到

宣導推廣效果。 

(二) 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委員發言紀要： 

1、 本次報告案顯見原能會預算不多，但確保核安與輻安的責

任重大。民眾對於安全管制業務期待較大，科技發展及人

才培育似乎較屬於科技部或教育部等其他部會職掌。 

2、 近年因國家能源轉型，核電廠由營運轉向屆期除役，施政

計畫內容宜就非核家園政策及核廢貯存民眾溝通部分強化

其論述並加強其執行。 

3、 請補充說明 108年原能會內部及所屬機關主要預算資源配

置情形。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 原能會職掌主要依據原子能法，概分原子能安全管制及原

子能科技發展部分，由於原子能技術於民生應用範疇甚

廣，除核能發電外，亦包含醫、農、工業之應用，因涉及

原子能技術專業及管制規範，因此目前國內涉及原子能科

技研發及人才培育任務仍宜由原能會統合規劃，或協調相

關部會以合作方式辦理。 

2、 能源轉型屬能源主管機關經濟部職掌，較不宜列入原能會

施政計畫，對於民眾溝通部分，已於「確保核能電廠及廢

料安全」施政重點項下，設定「落實資訊透明，增進民眾

信任」關鍵策略目標，並以落實核能電廠安全管制資訊公



 

 

4 

 

開、將公開說明會納入安全管制機制、擴大管制政策公眾

參與民眾溝通為重要執行策略。 

3、 原能會 108 年預算，綜計處編列約 7,357 萬元，主要用以

推動施政規劃及考評、國際合作及保防、公眾參與及溝通、

學術合作及支援核電廠除役管制技術、海域輻射調查及國

民劑量評估等工作；輻防處編列約 5,590 萬元，主要用以

執行各項輻射源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檢查、輻射屋處理

及其居民健康照護、醫療品保推動、各項輻安管制技術精

進等；核管處編列約 6,005 萬元，主要用以執行各項核電

廠安全管制工作，以及後福島核安法規、材料劣化、除役

過渡期間、耐震管制等技術精進工作；核技處編列約 1,717

萬元，主要用以執行核電廠保安及緊急應變管制、輻射災

害分析能力、防救與應變機制精進等工作；另一般行政編

列約 3 億 3,542 萬元，主要用以支應人事費及基本行政事

務等工作。 

4、 各所屬機關 108年預算，核研所編列約 18億 2,531萬元，

主要用以支應人事費、核設施維護、原子能及綠能研發等

工作；偵測中心編列約 9,212 萬元，只要用以支應人事費

及環境輻射偵測等工作；物管局編列約 8,763 萬元，主要

用以支應人事費、各項核廢料管制及技術發展工作。 

委員發言紀要： 

民眾溝通宣導為民眾瞭解並支持政府施政之重要一環，會議資

料較難看出其資源配置情形。除編列於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

究計畫「政策推動及風險溝通」項下，是否尚有其他項目支應?

建請說明每年相關經費額度與主要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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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原能會對於公眾參與及民眾溝通業務，主要編列於基本需求預

算下，預算每年僅約 150萬元左右，科技預算編列原子能科技

學術合作研究計畫「政策推動及風險溝通」領域，部分係補助

學術界執行科普推廣及風險溝通等專題研究計畫，以 108年補

助學界預算 2,130 萬元，用於科普推廣及溝通部分約 660 萬

元，近年主要產出為原子能教材、數位影音、實境體驗等科普

教材之開發、推廣活動及民眾溝通機制之設計。 

主席說明紀要： 

在民眾溝通宣導部分，受限前述預算不足，部分管制業務之公

開說明會或核電廠鄰近地區居民溝通等支出，係由相關業務單

位基本需求預算或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撙節支應，預算雖較

為分散，惟彼此資源並無重疊。 

委員發言紀要： 

台灣應發展高端的核醫設備，建立產業。現在放射醫療設備全

靠進口連可防輻射的鉛玻璃也是。健保做得好，設備方面應該

要有策略改變現狀。 

主席說明紀要： 

在發展原子能產業技術部分，目前核研所核醫藥物研製，主要

用於診斷造影，如生產氯化亞鉈(鉈-201)注射劑等凍晶製劑，

並已提供國內 50餘家醫院使用，每年造福國內病患 10幾萬人

次之診斷檢查，高階放射醫材部分近年亦已投入相關應用研

究，並有初步成果。此外，該所因應未來核後端產業發展需求，

近期已向行政院科技會報爭取 4年期約 8億元之科技計畫，用

以發展核電廠除役拆解工法、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低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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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廢棄物處理及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等產業關鍵技術。 

委員發言紀要： 

1、 原子能技術在醫療應用部分，清華大學與榮總研究團隊已

利用該校水池式反應器開發「硼中子捕獲技術」治療癌細

胞，適合用於緊急醫療，該技術所需中子源亦可透過改良

醫院加速器引出，對於未來實際臨床應用將具潛力。 

2、 輻射防護涵蓋範疇甚廣，包含核電廠除役、放射醫學應用、

研究及工業應用等，建議可增加此部分預算比率。 

3、 「永續能源技術及策略研究」施政重點列入原能會施政計

畫內，相較原能會法定職權係以原子能安全管制及民生應

用發展為主，似乎格格不入，在原能會組織改造後，是否

將其回歸經濟及能源部。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目前核電廠除役涉及廠址輻射調查及輻射技術分析部分，已納

入核電廠除役相關研發經費內，目前輻射防護領域支援管制研

究科技預算部分，已包含輻防法規、放射分析及儀器校正、輻

射應用劑量評估、放射診療品保、計畫曝露及風險評估、心導

管及血管攝影品保、動物診療人員曝露管制等重點管制需求。 

主席說明紀要： 

1、 國家能源轉型工作涵蓋教育宣導、技術研究及產業發展等

面向，目前屬跨部會推動事項，原能會主要分工角色，係

運用核研所累積多年研發經驗及跨領域人才，協助部分綠

能產業關鍵技術之研發工作，並未直接涉入國家能源政策

之主導及產業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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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能會組改後之「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及核研所改制

後之「國家龍潭原子能科技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刻均已

送請立法院審議，未來國家龍潭原子能科技研究院屬行政

法人，由核能安全委員會為監督機關，該院除可接受原能

會捐（補）助，延續既有核能安全、輻射應用等研究領域

外，亦得基於自主營運及研發工作需求，得有接受其他機

關補助執行綠能、生醫等研究工作之彈性。 

委員發言紀要： 

1、 近年原能會各項原子能管制作為顯示，原能會在專業能力

上毋庸置疑，但大部分民眾對於原能會職掌較為陌生，建

議未來在民眾宣導及溝通上，可以使用如漫畫等較活潑方

式，較容易引起民眾之興趣及回饋。 

2、 今日是 422地球日，總統接見環保團體亦指出非核家園的

教育工作應該再加強。未來核能教育可透過原能會、環保

署及教育部等部會以跨部會合作方式推動，此外，在核電

廠除役及核廢料處理的民眾宣導溝通經費上，亦可尋求經

濟部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之支應。 

3、 另近年原能會因預算萎縮問題，可透過行政院政務委員協

調各部會，針對國家科技發展重要議題，以跨部會合作方

式共同推動支應。 

教育部發言紀要： 

核能教育部分，建議從能源多元化的方向切入，十二年國教課

綱已將能源教育納入重大議題之一，中小學可以透過課程融

入、彈性課程或校本課程來增進相關認知。原能會及經濟部可

從專業面提供輕鬆、活潑的素材資源，後續再研議跨部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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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合作。 

科技部發言紀要： 

科技預算編列部分，原能會 109年所提科技計畫申請額度相較

108年己有增加，審議過程宜妥為說明其必要性及效益性。跨

部會合作部分，原能會除了與經濟部共同推動科技計畫外，亦

參與科技部綠能相關研究議題，期望集合各部會專長及研究能

量並發揮綜效。 

主席說明紀要： 

原能會未來科技研發將積極強化與各部會之合作，並透過政務

委員強化部會間之橫向聯繫，在民眾溝通上，亦將與文化部合

作整合文創資源及產業生態，提升漫畫等宣導品的跨界媒合及

行銷推廣。 

委員發言紀要： 

1、 在環境教育部分，一般是以生態教育為主，惟核能及核廢

料處理涉及永續環境及世代正義，亦屬於環境教育之一

環，建議原能會未來可強化與環保署或非政府組織(NGO)

於環境教育方面之合作。 

2、 原能會對於科研成果效益是否有自我評估機制或計畫退場

機制，另對於補助學術研究計畫可考量加強原能會與學術

界之互動，如研究議題雙向溝通或科普教材共同設計，俾

研究成果符合原能會需求。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 在核能及核廢料民眾推廣教育部分，以往原能會係與科教

館或地方政府教育局合作推廣，未來亦將強化與環保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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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環保局之聯繫與合作。 

2、 對於目前科技計畫研發成果效益自評，原能會目前已有機

制(原能會及所屬機關個案計畫管制評核作業要點)列管各

計畫執行情形並視需要進行實地查核，亦邀請同儕學者、

專家進行研究成果效益考評，考評結果亦做為後續計畫調

整及退場之參考。 

3、 補助學術合作研究部分，係以任務導向方式，由原能會依

政策需求訂定研究主題，每項補助計畫亦由原能會派員共

同參與計畫之執行及檢討，並依規定(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

研究計畫管考作業規定)就各研究成果是否形成政策基

礎、支援安全管制分析，及具民生應用潛力等效益進行檢

視及評估。 

八、 決定： 

(一) 洽悉，同意備查。 

(二)原子能技術已普遍應用於醫、農、工業領域，由近年預算趨

勢分析，整體預算資源逐年遞減，各單位對 108 年度法定預

算應有效的使用，未來請積極爭取科技預算投入民生應用技

術研發及前瞻基礎研究，並強化跨部會合作及跨領域研究之

計畫推動。 

九、 臨時動議：無。 

十、 散會(下午 4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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