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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第七屆第三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1日(星期三)下午 2時整 

二、 地點：視訊會議/原能會 2樓會議室 

三、 主席：劉文忠召集委員          紀錄：藍泰蔚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五、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六、 宣讀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第七屆第二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

形：(略) 

台電公司說明紀要： 

關於除役期間從業人員與運轉時期薪資差異問題，台電公司已與

工會溝通，課長以上層級人員薪資影響較大，對於現場作業人員

影響相對輕微。 

委員發言紀要： 

核電廠除役後人員薪資減少，恐將影響士氣，課長以上層級人員

薪資減少，恐將降低現場工作人員升遷誘因。 

主席說明紀要： 

委員意見請台電公司參考。 

主席徵詢與會人員無其他意見後，裁示：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

第七屆第二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洽悉。 

七、 報告事項： 

「核二廠除役計畫審查及除役廢棄物安全管制說明」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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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二廠除役準備現況報告」報告案 

(一) 報告內容：略。 

(二) 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委員發言紀要： 

1、 核電廠放射性廢棄物整體規劃，分為除役拆廠、廠內暫

貯、集中貯存及最終處置，未來於各設施間之放射性廢棄

物運送，是否會增加額外風險。 

2、 目前核二廠室內乾式貯存規劃及推動進度為何? 

3、 核二廠乾式貯存設施之耐震設計，是否會參考美國地震危

害分析資深委員會(SSHAC)，所訂定第 3級地震危害度分

析程序(SSHAC Level 3)進行? 

4、 核二廠除役作業，主要是由核電廠員工自行辦理或由承攬

商執行? 

5、 建議台電公司於核二廠除役相關標案中，納入員工至國外

除役電廠實習條款，以現地學習除役工程經驗，並可選擇

如德國等除役經驗豐富的國家，以提升員工訓練效益。 

6、 除役程序書之修訂時機為何?是否有異常事件處理經驗回

饋至程序書之機制?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行政院已核定核二廠第二期室內乾貯計畫之投資可行性

研究報告，台電公司將依期程推動，若後續推動時程延

遲，將配合調整其他除役拆除作業順序，以避免影響整體

除役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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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電公司已逐步培養自主作業能力，例如今年核一廠用過

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計畫統合演練，於無裝填燃料情況下，

核一廠已可自主完成銲接及吊運等作業。 

3、 核一與核二之乾式貯存設施興建，皆有考量耐震相關設

計。 

4、 未來電廠拆除作業相關標案，若有需求將會納入相關出國

訓練條款。目前台電公司已有派員出國學習水下拆除技術

之案例，將來亦會持續派員出國，進行相關除役技術訓練。 

5、 各項程序書皆有修正機制，若有重要經驗回饋，將會修正

於程序書首節或重要章節中強調。 

物管局說明紀要： 

依國際核電廠除役及台電核一廠除役經驗，人力銜接及技術

傳承，為電廠運轉過渡至除役階段之重要議題，鑒於放射性

廢棄管理為除役重要環節，台電公司應確實規劃除役作業人

力與經驗傳承，以確保廢棄物作業安全。 

委員發言紀要： 

1、 若核二廠一期乾式貯存設施無法啟用，是否會影響到二期

之推動，有無相關因應措施。 

2、 核二廠目前尚未取得正式除役許可，相關除役準備工作是

否會受到限制?  

3、 根據台電公司簡報之拆除作業流程，汽機廠房拆除前，是

否會先進行輻射特性調查? 

4、 有關離廠廢棄物確認程序，台電公司是否已制訂廢棄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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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標準與量測作業流程?依據核二廠除役計畫重要管制事

項，清潔外釋計畫修正版時程為 117 年 12 月，台電公司

是否須待計畫核准後，才進行廢棄物離廠作業。 

5、 除役專案組三個分組編制與權責劃分為何?是否為任務編

組或臨時編組，人員組成是否以借調方式?若為臨時編組性

質，將難以有效培育人員專業能力，台電公司應考量除役

人員之職涯規劃。 

6、 國際上已有許多國家具有除役經驗，台電公司是否邀請相

關國外除役專家來協助人員技術培訓。 

7、 公眾溝通與地方參與是除役重要環節，台電公司有無相關

規劃，如雇用當地人員參與除役工作。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核二廠二期室內乾貯設施完工啟用後，一期室外乾貯之貯

存護箱，將會移至二期室內乾貯設施。 

2、 核二廠於取得除役許可前，只能進行除役作業規劃，無法

進行實質拆除。另拆除作業實施前，台電公司應提出拆除

作業計畫，並經原能會審查核准後，方能執行。 

3、 輻射特性調查應於拆除作業前完成，包括難測核種比例因

子調查，並做為未來拆除廢棄物分類參考。 

4、 廢棄物離廠量測程序及標準台電公司尚在研擬中，待確立

後，方能據以執行有關作業。 

5、 核二廠二號機尚於運轉階段，目前除役準備工作基於二號

機運轉安全前提下展開。除役專案組人員規劃由核電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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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處人員組成，並依除役推動事項進行分組及劃分權責。 

6、 台電公司重視除役公眾溝通，積極參與地方溝通平台，例

如參與新北市石門區核一廠除役監督委員會各次會議，說

明除役進度。另地方參與除役工作方面，除役中有關拆除

工作及例行性工作將會進行發包作業，依電廠營運經驗，

承包商多會考慮僱當地人力。 

主席說明紀要： 

有關委員詢問核二廠除役組織及人員培訓規劃，請台電公司

以書面補充說明。 

委員發言紀要： 

1、 台電公司用過核子燃料完整性檢測時，如發現破損之用過

核子燃料，將如何處理? 

2、 依 107 年 11 月版之核二廠除役計畫，低放射性廢棄物預

估數量 A類達 12萬餘桶，是否已為減量措施之估算結果，

有無進一步減量空間? 

3、 核二廠除役實務作業，多數將由承攬商執行，台電公司應

確實監督承攬商落實輻射防護訓練。 

4、 許多國家已有反應器機組除役經驗，台電公司之除役規劃

有無邀請國外相關專家指導。 

5、 台電公司應培養自主除役技術能力，短期參訪與長期訓練

之效益不同，是否規劃半年或一年之長期培訓種子人員? 

6、 台電公司應考慮人才培育問題，若僅有保障除役人員薪資

而無願景，將難以提昇人力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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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際間核電廠除役已累積豐富經驗，其除役成本持續降

低，台電公司有無掌握相關資訊? 

8、 台電公司之除役溝通工作是否有具體成效，在地鄉親對電

廠除役態度為何? 

9、 台電公司辦理溝通活動時，是否有就民眾關心議題，例如

環境輻射監測結果加以說明。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用過燃料若有破損情形，會先以特殊容器盛裝後，再裝入

密封鋼桶及護箱，以確保用過燃料貯存安全。 

2、 台電公司將會嚴格要求承包商，於拆除作業時做好輻安與

工安。 

3、 台電公司於核二廠正式除役前，持續參與國際交流合作，

包括參與 OECD/NEA會議、派員至瑞典學習水下切割等，

並聘請美國除役顧問公司，提供除役專業諮詢。 

4、 台電公司透過相關顧問公司進行除役人員技術養成，並將

適時評估人員長期出國培訓需求。期望完整建立除役規

劃、拆除及除污工作等除役技術，培養自主除役技術能力。 

5、 電廠除役成本關鍵為拆除和除污作業，可由經驗累積來降

低相關成本，故核二、三廠除役成本，可經由核一廠除役

經驗，有機會降低。 

6、 台電公司持續落實地方溝通及回饋措施，目前地方民眾對

核二廠除役，多抱持正面態度。 

7、 地方公眾溝通工作，各核電廠及有關單位均持續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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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台電公司因應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要求，已委託政治

大學執行「核廢料設施選址社會溝通計畫」，以強化對一

般公眾、在地民眾或 NGO團體之溝通宣導。 

物管局說明紀要： 

除役成本包含核廢料安全管理費用，請台電公司切實執行相

關工作，並有效控管除役成本及後端基金之運用。 

委員發言紀要： 

1、 台電公司簡報第 9頁提及「確認離廠廢棄物清潔無污染」，

與外釋標準之意義不同，建議修正。 

2、 核二廠除役保留區範圍規劃新建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

庫，並安裝濕式氧化暨高效率固化系統(以下稱 WOHESS

系統)，該系統製程需使用雙氧水，台電公司應遵循相關權

責單位對雙氧水貯放及使用規定，並注意工安問題。 

3、 國際間已有類同 WOHESS 系統之使用經驗，建議台電公

司派員至國外瞭解，以熟悉該系統之營運。 

4、 近期新聞報導業界開發超高性能混凝土，可應用於核廢料

貯存容器開發，目前核研所已開發高性能混凝土結構完整

容器(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 Container, HPCC)，台電公

司並使用於盛裝核二廠劣化固化桶，惟另於核一廠招標採

購 83 加侖熱浸鍍鋅鋼桶，台電公司應說明 HPCC 之使用

規劃。 

5、 有關核二廠除役環評案進度，環保署已於 9 月 16 日完成

召開「核能二廠除役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專案

小組會議，會議結論請台電公司就委員意見於 12 月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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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關佐證說明。 

6、 提醒台電公司對核二廠除役之非放射性污染廢棄物管

理，應參考核一廠經驗，做好規劃並納入先期之準備工作。 

7、 對除役人員而言，職涯沒有前景比減薪問題更為關鍵，提

醒台電公司應重視人員之心理建設，人員情緒安定對作業

安全也有助益。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台電公司對於 WOHESS 系統之運作及雙氧水管理，會切

實遵循相關法規，確保作業安全。 

2、 超高性能混凝土之 HPCC之材料應用，台電公司會關注相

關技術應用之可行性 

3、 台電公司目前規劃以兩年至三年時間對同仁進行心理建

設，鼓勵同仁以電廠除役為志業，專注於工作。 

物管局說明紀要： 

原能會將要求台電公司確認WOHESS系統相關權責單位之安

全規定。 

主席說明紀要： 

1、 請台電公司依委員建議修正簡報，以避免誤解。 

2、 台電公司應就盛裝容器之使用進行整體規劃，並應考量後

續處理、貯存、運送及處置等作業之相容性問題。 

委員發言紀要： 

1、 建議台電公司相關除役程序書以中英文撰寫，除可訓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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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能力外，亦有利於加速整合技術文件，即參與國際招標。 

2、 建議台電公司於未來核二廠離廠再確認中心運作時，同意

NGO團體或地方居民隨時至現場查核作業情形。 

3、 台電公司簡報提及拆除作業流程，為先進行系統化學除污

作業，再進行輻射特性調查，先後順序考量為何? 

4、 今日許多委員提及除役人員之心理建設議題，建議於下次

會議討論。 

主席說明紀要： 

除役人員之心理建設議題列入未來討論議題，待台電公司有

具體規劃後再適時提出討論。 

八、 決定： 

(一) 洽悉，同意備查。 

(二) 原能會依規劃期程完成核二廠除役計畫審查作業，後續請掌

握環境影響評估辦理進度，於確認符合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

法要求後核發除役許可；並請原能會持續監督台電公司確實

依除役計畫推動現場除役拆廠作業，妥善辦理輻射防護、放

射性廢棄物管理等工作，確保除役作業安全。 

(三) 請原能會督促台電公司落實除役許可核發前準備作業、做好

人力銜接及經驗傳承規劃，以順利銜接除役作業，並要求台

電公司積極辦理公眾溝通、強化公開資訊，以建立共識，俾

利核電廠除役作業順遂推動。 

九、 臨時動議：無。 

十、 散會(下午 16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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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第七屆第三次會議簽到單 

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1日(星期三)下午 2時整 

地點：視訊會議/2樓會議室 

主席：劉副主任委員文忠 

出席人員： 

邱委員濟民、吳委員國卿(林伯相視導代)、李委員境和、杜委員文

苓、林委員朝宗、邱委員賜聰、施委員中強、郭委員瓊文、張委員

似瑮、張委員惠雲、楊委員木火、廖委員惠珠、錢委員景常 

 

列席單位： 

原能會：吳科長景輝、劉科長俊茂、黃技士議輝、劉技士德芳 

物管局：陳局長鴻斌、李組長彥良、謝技士正驥、陳技士依琳、楊

技士偉鑫、郭組長火生、張技正明倉、洪技正進達、郭組

長明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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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核能後端營運處：張處長學植、邱組長鴻杰、游課長慧婷、

劉專員紹楷、蔡專員志維 

台電公司核二廠：林副廠長調鈴、康經理力仁、彭經理富福、陳專

員明興 

台電公司溝通中心：傅督導廣基 

台電公司核能技術處：王翊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