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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10年第 5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整 

二、 地點：視訊會議 

三、 主席：謝曉星主任委員                 紀錄：方鈞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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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第 4 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略) 

主席徵詢與會人員均無意見後，裁示：原能會 110 年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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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地區環境輻射監測計畫」報告案： 

(一) 報告內容：略。 

原能會補充說明： 

輻射偵測中心這幾年來檢測數量與內容皆有大幅度精進，然人

力與經費方面並無明顯增長，其原因係透過自動化、智慧化、網

路化、檢測技術精進等，增加監測量能。檢視現在的檢測量能已

達到人力所能因應之極限，然未來仍將加強自動化、智慧化、檢

測技術精進工作，希望在經費挹注支持與人力充分運用的條件

下，監測作業能做得更好。 

(二)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委員發言紀要： 

1、對於這些年輻射偵測中心檢測數量增加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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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簡報中僅說明 103 年至 110 年檢測件數，宜補述對於歷年

檢測結果項目中(例如劑量評估部分)，是否需特別注意異常

之現象，可供後續研究及政策制定參據。 

2、請問歷年劑量評估結果顯示是穩定或增加之趨勢?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輻射偵測中心於各環境樣品檢測分析之後，會進行個人劑量

評估作業，並定期發行季報及年報，以 110 年第 1 季台灣地

區核設施環境輻射監測季報內容，說明體外曝露劑量分析結

果低於 0.025 毫西弗/季，體內劑量評估小於 0.001 毫西弗，

皆符合游離輻射安全標準每人每年不超過 1 毫西弗之規定，

歷年季報及年報相關評估結果，皆公告於原能會網站，可供

委員及民眾下載參考。 

2、歷年樣品檢測數值都很低，因此歷年劑量評估統計趨勢是穩

定的，另為了讓民眾對於檢測作業成效有感，輻射偵測中心

特別增加與民眾息息相關的飲用水與食物作為監測品項，檢

測結果亦將顯示於原能會網頁上之「台灣環境輻射地圖」資

訊平台，未來將陸續補實該資訊平台，方便民眾隨時查詢與

生活相關之輻射資訊，達到原能會輻安核安民眾心安之政策

目標。 

委員發言紀要： 

民眾長久以來關心食品輻射安全相關議題，請說明日本福島核

子事故狀態穩定後，針對福島縣本身及周遭區域進口至台灣之

食品包括海產品、稻作及其他農產品是否有進行檢測及偵測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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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日本進口食品放射性檢驗部分，衛福部持續委託核能研究所、輻

射偵測中心及衛福部中部檢驗實驗室進行檢測分析，偵測結果

衛福部每日公告於網頁上，輻射偵測中心除衛福部例行委託檢

驗外，亦同時參考美國 99-33 報告與輻射偵測中心歷年檢測結果

加強檢測項目，至今檢測結果顯示：海產物檢測部分大型迴游魚

類相較於台灣海域附近魚種放射性銫-137 活度會較高，但定量

皆小於 1 貝克/公斤，遠低於法規規定 100 貝克/公斤，此數據具

研究性質。除此之外，輻射偵測中心亦將歷年曾檢測出放射性之

食品品項如藍莓、松子、茶葉及香菇等，列為風險較高食品進行

加強檢測；總結來說依輻射偵測中心檢測經驗，僅藍莓檢測結果

曾經超過衛福部所訂立法規標準，其餘品項皆低於法規標準。 

委員發言紀要： 

輻射偵測中心歷年檢測數據十分寶貴，建議應著手進行民眾有

感宣導作業，可以將歷年來的檢測資料，召開記者會以故事性的

敘述方式進行宣導，例如可參考福島核子事故前後環境輻射比

較，經海流循環可能影響之海域與漁產，或可比較鄰近核設施之

自來水廠與遠離核設施自來水廠飲用水之放射性劑量，並以故

事性方式來呈現，改變以科學變動趨勢圖方式呈現，與民眾溝通

時可考慮擇一或二重點說明，使民眾對原能會認同亦可加深民

眾對於單一溝通重點之印象。 

主席說明紀要： 

1、非常感謝委員接地氣之建議，此建議應予以接受並推行。 

2、近期有關台山核電廠疑似放射性物質排放議題之新聞，請原

能會各專責單位說明目前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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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輻射偵測中心：已規劃將飲用水相關數據登載於「台灣環境

輻射地圖」資訊平台上，未來將納入委員建議，以故事性思

索執行方法，並於恰當的時機提出。 

2、輻射防護處：有關台山核電廠放射性惰性氣體排放乙事，原

能會於 6 月 14 日得知消息，即立刻蒐集香港、澳門環境輻

射監測站之數據及國外媒體相關報導，亦於 6 月 14 及 15 日

針對此議題於原能會網頁上發表輿情回應，16 日獲悉台山核

電站已向國際原子能總署，說明該電廠確實發生燃料棒破損

之情形，致使其放射性惰性氣體增加，經研判並無立即的核

能安全風險。輻射偵測中心並自 6 月 14 日即開始加強國內

監測取樣分析，核能研究所亦啟動「國際核災輻射塵劑量評

估系統」氣流的走向，近期的分析結果並不會到達台灣，相

關的訊息將持續公告予民眾知曉。 

3、輻射偵測中心：經台山核電廠向國際原子能總署回報該電廠

確實核燃料護套龜裂之情形，致使放射性分裂產物進入電廠

一次側循環水中，為因應此事件，全台 63 個監測站及 20 個

抽氣站，以最靠近台山核電站的高雄監測站加強環境輻射抽

氣偵測，至今已累積 7~8 次偵測結果，顯示無影響，亦於水

庫建立 5~7 個環境輻射監測站，未來若有境外核災事件發生

時，可立即進行取樣，確保國人飲用水輻射安全。 

4、核能研究所：積極配合原能會之監測作為，運跑「國際核災

輻射塵劑量評估糸統」，結果顯示在安全範圍之內。 

主席發言紀要： 

請問核能研究所針對台山核電廠放射性氣體外釋，運跑 1 週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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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國際核災輻射塵劑量評估糸統」所需時間?因考量氣象條件

瞬息萬變，輸入運跑參數隨之變化，運跑時間須確實評估。 

核能研究所回應說明紀要： 

有關「國際核災輻射塵劑量評估系統」，補充說明如下： 

1、「國際核災輻射塵劑量評估系統」每跑 1 個案例約 30 至 60

分鐘。 

2、目前台山核電廠案例，我們是採每天 1 次定期預報擴散趨勢。 

3、氣象局每天更新 4 次全球氣象預報，每次預報未來 8 天風場。 

4、後續若有任何變化恐影響台灣安危，可隨時提升預報頻次，

配合氣象局預報更新，每天 4 次。 

委員發言紀要： 

1、請問台山核電廠放射性惰性氣體主要有哪些？ 

2、請問當中有包含氦氣嗎? 

3、請問氚核種由來? 

4、請問目前是否具備偵測惰性氣體之能力? 

5、若沒有，是否有其他偵測替代方案可以確認如台山核電廠事

件沒有放射性氣體飄散至台灣? 

6、對於台灣核電廠液體或氣體排放監測主要偵測那些核種? 

7、針對簡報中土壤表土及下層土壤核種濃度分布量測結果，其

地點在何處?其擴散時間為多久?核種遷移除時間因素外土壤

物理、化學特性以及環境溫度和濕度皆會影響，目前輻射偵

測中心是否有研究計畫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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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環保團體長久以來持續關心低鈉鹽中鉀 40 的活度及其對應

劑量貢獻，請問是否有相關評估?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若核燃料龜裂核分裂產物將進入反應爐爐水中，液態分裂產

物主要係偵測碘 131 及碘 133，核電廠運轉規範中對於此核

種濃度有降載檢查之規範要求，氣態分裂產物主要係氪 85及

氙 133。 

2、鈾 235 分裂產物比例本質上依循分裂雙峰圖，氦氣產生機率

應該很低。 

3、氚水係反應爐中的輕水中的氘元素經中子照射後轉變為超重

水，此外在壓水式反應器功率控制會加入化學藥劑，此藥劑

經過中子照射會產生氚，所以壓水式機組氚含量會比廢水式

機組氚含量高。 

4、惰性氣體氪 85 難偵測，國際間有此特殊且昂貴偵測儀器，其

主要目的係偵測核子試爆，目前輻射偵測中心環境輻射偵測

尚未有此技術。 

5、依核能研究所「國際核災輻射塵劑量評估糸統」，進行放射

性氣體擴散路徑模擬，倘台山核電廠有放射性氣體外洩，依

據 6 月 14 日氣象風場預報，1 週內主要受西南季風影響，外

釋之放射性物質會朝該核電廠北北東方向擴散，影響區域以

大陸廣東省為主，不致影響台灣地區。 

6、因核電廠若有事故發生時會外釋多種核種，輻射偵測中心於

全國設有 20 個空氣抽氣站，抽取空氣中的懸浮微粒經濾紙

蒐集後，送計測實驗室分析，將可定性確認外釋放射性核種，

進而輔助研判核電廠可能存在異常機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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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土壤表土及深層土核種定性研究探討，係參考國際原子能總

署第 486號技術報告，其調查地點為車諾比核災後周圍土壤，

依報告內容說明擴散時間約為 40 年，輻射偵測中心於本年

度規劃進行核設施周圍深層土壤核種遷移定性及定量探討，

另有關取樣點土壤物理、化學特性以及環境溫度和濕度等因

素，初步判定與取樣地點之地質、土壤類別及取樣作業時之

氣候相關，未來於研究成果分析時亦會列入考量。 

8、對於民眾關心低鈉鹽鉀 40 放射性疑慮，因食鹽為食品屬衛

福部所管轄，原能會依此議題與衛福部有充分技術討論，就

科學方式分析評估，低鈉鹽攝食進入人體係屬動態平衡，經

評估正常食用造成體內劑量不會超過法規限定標準；輻射偵

測中心正進行國民輻射劑量調查計畫，現階段主要是發現以

往 85 年國民輻射劑量評估，係採引用國際評估報告參數，對

釙 210 體內劑量貢獻評估過於保守，因此著力於釙 210 體內

劑量重新評估；另有關低鈉鹽鉀 40 劑量貢獻初步判斷相當

低，因此是否納入評估範圍，仍待蒐集更多相關數據(如國人

食用量)後再行決議。 

主席發言紀要： 

以銫 137 與其他核種比例推算方法科學驗證上是可以參考的，

此外考量外釋惰性氣體短半衰期之因素，評估影響台灣之機會

不大。此外，台山核電廠特性是世界上功率最大核電機組，因此

可預期對應惰性氣體排放量相對於其他核電廠會是最高。 

八、 決定： 

(一)洽悉，同意備查。 

(二)台灣地區環境輻射監計畫係輻射偵測中心執行台灣環境輻射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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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之作業依據，計畫內容訂立周詳與否至關重要；請輻射偵測

中心每年依情勢及監測結果，滾動性檢討風險較高食物及民生

飲用水等檢測項目，為民眾飲食輻射安全把關，監測結果以資

訊公開方式定期發布，並積極精進偵測技術以面對未來各項新

穎挑戰。 

(三)請輻射偵測中心秉持為台灣地區環境輻射監測專責單位自我期

許，更加完善監測計畫完整性，且持續公布監測資訊，讓民眾

瞭解並認同原能會管制成效。 

九、 臨時動議：無。 

十、 散會(下午 3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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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10年第 5次委員會議簽到單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整 

地點：視訊會議 

主席：謝主任委員曉星 

出席人員： 

龔委員明鑫(請假)、潘委員文忠(劉副司長文惠代)、 

王委員美花(吳組長國卿代)、陳委員時中(劉科長巧菁代)、 

張委員子敬(溫專門委員育勇代)、吳委員政忠(張專門委員家恒

代)、方委員良吉、施委員信民、龍委員世俊、艾委員和昌、 

闕委員蓓德(請假)、錢委員景常(請假)、王委員俐人 

張副主任委員靜文、劉副主任委員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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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人員： 

邵主任秘書耀祖、陳所長長盈、陳局長鴻斌、徐主任明德、 

王處長重德、張處長欣、劉處長文熙、李處長綺思 

列席單位： 

原能會：高科長莉芳 

輻射偵測中心：蔡組長文賢、方技正鈞屹 

國營會：林管理師亮宇 

台電公司： 

  核安處：邱處長顯郎、吳組長東明 

核發處：廖組長瑞鶯 

放射室：詹主任國楨、于組長蓓、劉課長政聰、王耀聰、 

陳柏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