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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5 年第 6 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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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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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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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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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嶼貯存場營運現況」報告案： 

1、報告內容：略。 

2、委員發言紀要： 

(1)低放射性廢棄物之 A、B、C 及超 C 類分類之標準及蘭嶼貯

存場放射性廢棄物第一、二、三、四類分類之標準為何？ 

(2)貯存場有 23 座壕溝，目前有 10 萬餘桶，每座壕溝是存 4000
多桶嗎？預計還有 3 萬餘桶要到 108 年才能重新檢整完成，

與蘭嶼貯存場的遷場計畫有無衝突？ 

(3)蘭嶼貯存場要重裝的約有 3 萬餘桶，如何避免廢料桶再劣

化？廢料桶材料為何不採用較耐腐蝕之不鏽鋼？ 

(4)蘭嶼貯存場壕溝所收集之廢液目前以濃縮方式處理，濃縮後

之蒸餾液如何處理？濃縮後之廢渣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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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蘭嶼貯存場場區之輻射偵測點共 44 點，請說明量測頻率為

何為每周 1 次，而不是即時偵測。 

(6)低放射性廢棄物之 A、B、C 及超 C 類分類在何處有規範？ 

(7)蘭嶼貯存場產生之廢液自 85 年以後已不再進行排放，然環

境定期採樣之結果仍分析到含有人工核種，該人工核種之來

源為何？ 

(8)簡報中針對蘭嶼貯存場放射性廢料桶依劑量率進行分類，該

放射性廢料桶劑量率為何時量測之資料？是否會持續更

新？ 

(9)蘭嶼貯存場放射性廢料桶之劑量率量測結果，是否標示於桶

身？貯存時是否依劑量率進行分區貯存？ 

(10)台電公司提升營運安全計畫需數年來完成，預算是逐年編

列還是一次編列，是否有立法院不通過執行預算之風險？

預算來源是什麼？ 

(11)蘭嶼地區環境取樣之頻率，請說明其單位為每年幾次或每

季幾次或其他單位？ 

(12)蘭嶼地區取樣站分佈圖上取樣的對象似無地下水，建議應

將地下水取樣分析亦列入。 

(13)請說明放射性廢棄物的分類？ 

(14)蘭嶼貯存場有多少工作人員，是否有進行健康檢查，以確

保工作人員安全？ 

3、台電公司回應說明摘要： 

(1)低放射性廢棄物 A、B、C、超 C 類係以所含核種及其濃度

做分類，以最終處置的觀點解釋： 

A 類：一般而言，在 100 年之後對環境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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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類：要考慮 300 年的風險管理； 
超 C 類：時間會更長一點。 
前述之分類與美國法規的分類相同。 

至於檢整之第一、二、三、四類，是依據蘭嶼貯存場廢料桶

於檢整作業前的狀態來分類： 
第一類：桶身完整； 
第二類：容器有點鏽蝕，可以除鏽補漆； 
第三類：容器鏽穿，但固化體還是完整的，將其裝進 3x4
重裝容器進行貯存； 
第四類：約有 2%(2 千餘桶)，固化體品質不好，必須破碎後

與其他水泥固化劑或減水劑重新固化裝桶。 

(2)壕溝的尺寸隨地型不同而有差異，長的約 80 餘公尺，短的

僅 25 公尺，有分雙拼及單溝，總計 39 個單溝，以 72 公尺

長度的單溝來說，可貯存約 2,000 桶左右。目前尚有 3 萬餘

桶要重新檢整，預計 108 年完成，和蘭嶼貯存場遷場計畫並

無衝突。 

(3)蘭嶼貯存場係採用多重障壁的設計，以往環境監測顯示，對

外在環境並無影響。至於鏽蝕部分，檢整後即不會再產生第

四類桶，另壕溝之間以防水膠膜減少雨水的滲入。55 加侖

桶材質為一般的碳鋼桶(壽命一般 10 年)，重裝容器是鍍鋅

的碳鋼容器，其厚度可以維持 35 年的使用。 

(4)濃縮的目的是減少廢水數量，經濃縮後留下的乾燥固體放射

性低，體積僅約 5 立方米，蒸汽不會往外排，其冷凝水會取

樣做偵測，回收後做道路維修所需混凝土澆置及植物的澆灌

使用。 

(5)蘭嶼貯存場目前係靜態貯存，是以人工進行場區內輻射量

測，量測週期為每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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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低放射性廢棄物係依其放射性核種濃度分為 A、B、C、超

C 類，國內法規(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

理規則)已有規範，在一般的文獻上也都有列述。 

(7)過去曾量到少量的人工核種 Co-60，係因早期蘭嶼貯存場有

排放廢水。而目前地下水的量測，均無量測到人工核種。 

(8)固化桶表面劑量率統計表，不是在同一時間量測，是個別入

庫的時間；量測時間介於 96 年至 100 年，個別量測時間有

資料庫可供查詢。由於衰變，現在的劑量率會比統計表上的

小。 

(9)檢整重裝時依序由壕溝將固化桶移出，並利用鋼構廠房或處

理中心作為緩衝空間，檢查處理後，按次序放回，回存時均

會量測表面劑量率，每桶皆有一張工令單(含取出、放回時

間及歸類等相關資料)，均貯存在低放射性廢棄物資料庫 
(含有核種及活度等數據)。 

(10)「提升營運安全計畫」的經費係分年編列，立法院基本上

很支持該計畫，其預算來源是後端營運基金。 

(11)環境輻射監測計畫上列有取樣週期，分為每季、每半年及

連續偵測的熱發光劑量計(TLD)。 

(12)蘭嶼貯存場內壕溝的底部有地下水，所以地下水的監測主

要在場內，每季均會在場內的 9 口井取地下水進行分析，

是場內輻射監測計畫的一環。 

(13)我國放射性廢棄物之分類，係參照美國聯邦核能法規 
10CFR61 的定義，區分為高放射性廢棄物與低放射性廢棄

物兩類。高放射性廢棄物係指貯存在核能電廠用過核燃料

水池內的用過核燃料，其他的均屬低放射性廢棄物；目前

蘭嶼貯存場貯存的都是低放射性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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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蘭嶼貯存場計有 11 位工作人員，每年均會接受核能體檢，

從過去的資料看來，並無特殊的狀況。 

4、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蘭嶼貯存場目前仍約有 3 萬餘桶廢料桶為單桶貯存，但壕溝

內濕氣重，為提升貯存安全，台電公司計畫將所有 55 加侖桶

先放到 3x4 重裝容器，以避免鏽蝕。未來在處置作業時，將

設阻絕核種外釋的工程障壁，低階廢料桶的材質對處置安全

的影響並不大。 

5、決定： 

(1)洽悉，同意備查。 

(2)請台電公司就「蘭嶼貯存場提升營運安全實施計畫」妥善規

劃準備，並適時向地方民眾溝通說明，紓解民眾疑慮。 

(二) 「蘭嶼貯存場安全管制作為」報告案： 

1、報告內容：略。 

2、委員發言紀要： 

(1)蘭嶼貯存場放射性廢棄物僅第一、二、四類置入 3X4 貯存

容器內存放，為何第三類廢棄物桶不置入 3X4 貯存容器內

貯存？ 

(2)有關放射性廢棄物之運送作業，國內是否有相關法規加以規

範?若蘭嶼貯存場之放射性廢棄物欲送回原產生單位，依現

行法規是否須路經之地方政府同意始得進行？ 

(3)蘭嶼貯存場遷場規劃方案，短期目標為將放射性廢棄物遷回

原貯存地，除送回原產生單位外，是否考量其他地方？即使

地方政府反對，仍需保持類似龍門電廠之建廠精神盡力達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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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蘭嶼貯存場遷場實施計畫即將於年底送原能會審查，現今已

相當接近提送期限，請說明目前規劃辦理情形？ 

(5)台電公司應針對蘭嶼貯存場遷場實施計畫之短、中、長期執

行目標，進行可行性評估，以增進計畫之落實性。 

(6)由以往經驗很多實施計畫皆未確實施行，希望蘭嶼貯存場遷

場實施計畫可以確實落實。 

(7)蘭嶼貯存場遷場規劃方案之短期目標(遷回原貯存地)施行

時易變成政治問題，建議可積極推動中、長期目標。 

3、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1)有關第三類廢棄物桶在第 1 次檢整時，即已裝到 3X4 貯存

容器內存放。 

(2)有關放射性廢棄物之運送作業，係依據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

規則(參考國際原子能總署之規定)辦理，需提出運送計畫

(包括保安計畫及緊急應變計畫)，並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始

能運送，與國際作法一致，不需取得地方政府的同意；但實

務上核一廠的核廢料要運到核二廠焚化爐去焚化，仍需知會

金山區公所。  

(3)台電公司會於 12 月提出蘭嶼貯存場遷場實施計畫及時程。

為符合世代正義，台電公司務必努力以赴。 

(4)蘭嶼貯存場遷場是個滿困難的問題，但仍必須要面對，行政

院蘭嶼真相調查小組已成立，真相調查報告出來後，可能會

有遷場及補償的問題需要處理；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也成立

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其第 1 項工作即是核廢料的處理、

貯存及最終處置，包括蘭嶼遷場的問題。台電公司將放射性

廢棄物遷回核能電廠之計畫雖面臨反彈，但不能就此放棄，

仍應想方設法，盡一切力量，勇於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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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電公司回應說明摘要： 

(1)最終處置兩個候選場址，因涉及地方公投，一直未能順利推

展，長期性的作法就是修改公投的內涵，是未來選項之一。 

(2)放射性廢棄物退回核能電廠及核能研究所，亦是目標之一，

但可能不是較適當的方法。 

(3)蘭嶼貯存場的遷場，需要找個適當的時間點。短期目標將持

續溝通，但的確有其困難度，當初核一廠放射性可燃廢棄物

運至核二廠焚化爐焚化，三更半夜被擋下來，無法通行，警

察也無法處理，這就是台灣的民意。另一方面，蘭嶼貯存場

若短時間無法遷場，台電公司將責無旁貸會做好其安全及敦

親睦鄰的工作，讓大家瞭解核廢料係處於安全的狀態。 

目前集中式貯存的地點規劃為離島(無人島或準無人島)，是

外界(媒體或非政府組織)較能接受的方案，其不僅是處理蘭

嶼貯存場核廢料的問題(當然蘭嶼貯存場的問題是最重要

的)，未來核一、二、三廠除役時的廢料亦需集中貯存。目

前社會上對集中式貯存較有共識，希望委員能夠支持並給予

指導，共同推動集中式貯存，使該案可以更順利。 

(4)最終處置目前是與地方政府溝通及辦公投的狀態。集中式貯

存設施已向經濟部建議，期有公正的組織、公開的程序及公

平的規範來選場址，由政府機關成立選址委員會，與民眾及

非政府組織有一個溝通的平台。至於蘭嶼貯存場放射性廢料

桶遷回原核能電廠需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乙事，台電公司已至

新北市核能安全監督委員會報告，並嘗試溝通，惟反應均為

負面。另有關「蘭嶼貯存場遷場實施計畫」，一定會在今年

12 月底前提報，但在執行面上，與利害關係人的溝通是未

來要嚴肅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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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決定： 

(1)洽悉，同意備查。 

(2)請台電公司積極規劃「蘭嶼貯存場遷場實施計畫」，並適時

與地方民眾及公民團體溝通說明，爭取認同與支持。 

(3)原能會應持續辦理蘭嶼環境輻射平行監測作業，嚴密監督蘭

嶼地區的環境輻射，確保民眾健康安全及環境品質。 

八、 散會(下午 3 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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