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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第七屆第二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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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

形：(略) 

主席徵詢與會人員均無意見後，裁示：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第

七屆第一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洽悉。 

七、 報告事項： 

「核二廠除役低放射性廢棄物營運管理」報告案 

-核二廠新設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規劃說明 

-核二廠一號低放貯存庫清理作業 

-核二廠放射性廢液、固化處理系統機組除役期間運轉安全評估 

(一) 報告內容：略。 

(二) 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委員發言紀要： 

核二廠新設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規劃說明案： 

1、 核二廠新設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未來是否會存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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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廢棄物，。 

2、 台電公司說明貯存設施之申請需符合「放射性廢棄物處理

貯存最終處置設施建造執照申請審核辦法」之規定，是否

表示若日後最終處置找不到時此新設低放射性廢棄物貯

存設施可作為最終處置場。 

3、 新設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耐震設計標準，是否參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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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根據資料，新設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預定地場址南邊

存在潛勢山崩區域及具山崩為地形特徵邊坡，台電公司是

否有做相關的安全分析報告? 

5、 台電公司規劃設置之廢樹脂濕式氧化暨固化系統 

(WOHESS)，與 99 年間申請之 WOHESS是否為同一設備，

此設備已貯放一段時間，是否會影響其相關功能。 

6、 台電公司之 T-box 貯存容器規劃放置於貯存區之底層，其

上層則放置 55加侖桶，中間有樓板分開嗎？ 

7、 台電公司規劃以水車載運雜項廢液，水車是台電公司的水

車嗎，是否備有水車翻覆之意外事件應變計畫？  

8、 有關簡報第 9 頁所述除役保留區每日約有 26 噸放射性廢

液待處理，其來源為何？暴雨、颱風期間放射性廢液是否

因而多產生。 

9、 簡報第 5 頁總廢棄物 191,997桶如何算出? 

10、 台電公司對於核電廠除役作業執行人力規劃為何？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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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主要專長在於營運管理，如何銜接未來除役所需專

長。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新設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將用於貯存低放射性廢棄

物，另高放部份則會興建室內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設

施，上述設施均不會作為最終處置設施。 

2、 台電公司 WHOHESS 設備均定期持續維護保養，規劃於

118 年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完工後運轉啟用，並於正

式運轉前會進行試運轉等相關作業，以確保系統安全運

轉。 

3、 台電公司 T-box 貯存容器較重，將放置於貯存設施下層，

上面若堆疊 55加侖桶，會有適當支撐分離措施。 

4、 運送水車屬於廠內既有設備，已訂有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及

意外事件應變計畫。 

5、 新設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的水保問題，主要為因為設

施興建須評估水保，因新設施距邊坡較遠，應較無邊坡水

保問題。 

6、 台電公司除役期間將繼續使用放射性廢液處理系統及固

化處理系統，與營運期間相同，其運轉均以台電人員為

主，外包商為協助角色。 

物管局說明紀要： 

1、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最終處置設施建造執照申請審

核辦法」係規範設施建造執照申請資格、應備文件及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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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等。貯存設施與最終處置設施性質不同，無法成為最

終處置場。 

2、 依「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最終處置設施建造執照申請審

核辦法」規定，新設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須於建造執

照申請前辦理說明會，請台電公司妥為規劃。 

委員發言紀要： 

核二廠新設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規劃說明： 

1、 台電公司核電廠除役時間可長達 25 年，如何控管計畫期

程與相關經費及人力。 

2、 台電公司應思考如何讓民眾瞭解核二廠除役計畫整體規

劃與目前進度。 

3、 核二廠目前已有第一、二及三號低放貯存庫，台電公司應

向民眾說明新設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必要性。 

4、 核二廠除役放射性廢棄物數量約 13 萬桶之評估依據為

何？10%之餘裕貯存空間是否足夠? 

5、 新設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規劃容量為 12.5 萬桶，桶數

中是否包含 T-box和 55加侖桶? T-box和 55加侖桶之數量

如何換算？ 

6、 請說明新設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設置中央空調系統

之作用。 

7、 新設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之設計，應納入極端氣候及

地質調查新事證參數資料，並應有現地環境監控。 

8、 台電公司應說明除役作業及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之人力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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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與培訓計畫。 

核二廠一號低放貯存庫清理作業： 

9、 簡報第 15 頁說明清理之放射性廢棄物桶，其表面劑量最

低約 0.0002mSv/hr，已接近背景值，是否有機制減少該類

放射性廢棄物數量。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以核一廠為例，台電公司定期於新北市石門區核一廠除役

監督委員會中，報告說明核一廠除役作業進度，使地方政

府及民眾瞭解除役作業整體進展。 

2、 有關 13 萬桶低放射性廢棄物量，係透過各類放射性廢棄

物盤點估算，以 55 加侖桶容積為計算基礎，並會隨除役

作業進程滾動檢討。 

3、 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空調設備可控制溫、溼度，有助

於低放射性廢棄物之貯存，例如二號庫便設有空調設備。 

4、 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之設計興建，均會考量斷層、耐

震、洪水及極端氣候影響，於環境影響評估時，亦須說明

地下水等相關環境監控項目。 

5、 台電公司會依據相關法規，要求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人員取

得必要資格證照，以確保除役階段人員專長培訓及銜接。 

物管局說明紀要： 

1、 核二廠現仍在運轉階段，台電公司已提出除役計畫並經原

能會審定，目前因環評計畫尚未通過審查，原能會尚未核

發除役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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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能會對於核電廠操作、輻射防護及放射性廢棄物處理都

訂有人員資格規定，人員須經考試合格方能取得證書，以

確保相關人員專業知能。 

委員發言紀要： 

核二廠新設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規劃說明： 

1、 現有核二廠一至三號庫，目前貯存容量僅剩餘約 3.5 萬

桶，惟新設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預定於 118年完工啟

用，是否足以因應此段期間除役作業所需。 

2、 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興建之評估，雖然有一般性氣候

變遷之要求，惟建議台電公司貯存設施之防洪標準應提

高，以保守考量。 

3、 新設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預定地點臨近濱海公路，建

議廠房應加強景觀設計，以提升民眾觀感及接受度。 

核二廠一號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清理作業： 

4、 簡報中有關輻射工作人員劑量，遠低於計畫之劑量標準，

原計畫中之劑量如何評估訂定，有無參考過去工作經驗。 

5、 一號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之清理，涉及刨除等除污作

業，建議增加環境監測項目及頻次，整體環境監測作法應

再檢討。 

核二廠放射性廢液、固化處理系統機組除役期間運轉安全評估： 

6、 核二廠內相關廢液系統、固化處理系統若規劃持續運轉，

台電公司應考量設備及零件之老化、劣化等因素，增加設

備維護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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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核二廠預計 112 年進入除役，台電公司於 112 年至 118 年

之期間工作重點為爐心燃料移出及其他除役設備建置，其

放射性廢棄物產量較少，現有貯存設施應可滿足。 

2、 貯存設施之評估，會將暴雨等極端氣候問題納入考量。 

3、 核一廠室內乾貯設施或核二室內乾貯設施均有景觀設

計，例如核一廠室內乾式貯存設施，可考慮綠建築廠房設

計。 

4、 台電公司會檢討強化核二廠一號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

現行環境監測措施。另關於核二廠除役期間廢液系統、固

化處理系統維護週期，該系統運轉期間已考量設備使用年

限，定期汰換設備零件，此部分將依原有維護方式執行，

另無法汰換部分，如桶槽薄化部份等，亦會強化維護措施。 

物管局說明紀要： 

核二廠除役期間廢液系統、固化處理系統運轉安全評估目前送

本會物管局審查中，本案將參考貯存設施十年再評估之精神，

於系統運轉期間要求台電公司定期提出安全評估報告，持續檢

討精進運轉安全。 

委員發言紀要： 

1、 簡要說明核二廠除役計畫環評現況，台電公司於 107 年 3

月提送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送審，107 年 6 月 26號依環評

大會結論該案進入第二階段環評，台電公司並依結論於

110 年 8月初將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送審，刻正審查中。 

核二廠新設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規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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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5 加侖桶是使用鍍鋅或是不銹鋼材質? 

核二廠一號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清理作業： 

3、 報告第 18 頁提到「規劃除污優先順序為:倉庫高處至低

處、倉庫外側至內側、低汙染至高汙染。」，理由為何?是

否有參考國外經驗? 

4、 倉庫外側清污時，如何避免污染物逸散?可否在倉庫外側建

一外罩，除污時由罩內抽出氣，讓罩內維持負壓避免污染

物逸散。 

5、 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清理作業時，如遇暴雨情形如何因

應? 

6、 請補充說明核二廠一號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清理作

業，工作人員最高個人劑量。 

核二廠放射性廢液、固化處理系統機組除役期間運轉安全評估： 

7、 簡報提及放射性廢液處理系統核准排放量 90 噸/日、回收

量 855噸/日；洗衣廢液處理系統核准排放量 30噸/日；雜

項廢液處理系統核准排放量 816噸/日，請說明上述廢液來

源。 

8、 簡報第 5 頁，提到「放射性廢液處理系統，其廢液來自

各集水坑、機組洩水、冷凝水除礦器逆洗廢液等。」其

各占比例為何? 

9、 水泥固化系統或是高減容固化系統，兩者廢液來源幾乎一

致，如何決定使用何系統。 

10、 報告第 13 頁提到「三級品保」，請問可否加入地方/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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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無預警品保檢查」? 

11、 台電公司目前正在研議放射性設施運轉人員訓練採用線

上上課，如果有確認採行，是否也開放給一般有興趣的民

眾、環保團體、國內企業參加? 讓有興趣學習設施運轉知

識者，有管道學習。 

12、 日後台電公司核電工程師在除役部門的薪水待遇，比在

運轉部門時少，這樣會讓台電除役部門不易留住優秀的工

程師，請經濟部應立即改善此種不佳的制度，建立優秀人

才想來、留下的環境，以利日後的除役工作。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55 加侖主要材質為鍍鋅及碳鋼，鍍鋅可防止生鏽，碳鋼材

質增加貯存容器強度。 

2、 除污的策略由外向內或低至高，主要目的是防止污染擴

散，最後亦會偵檢確認除污效果。 

3、 台電公司會確保每位輻射作業人員劑量符合法規要求，對

於高劑量曝露之輻射作業，會以增加作業人員等措施，減

少個人劑量。 

物管局說明紀要： 

台電公司部分實體訓練課程受疫情影響，原能會已建議辦理遠

距視訊訓練課程，擴充訓練量能。 

委員發言紀要： 

核二廠新設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規劃說明： 

1、 核二廠進入除役階段後，台電公司對於除役人力組織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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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規劃為何? 

2、 新設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預定於 118年完工，請說明核

二廠除役整體規劃，及新設低放貯存設施屬於除役計畫何

階段之工作項目。 

主席說明紀要： 

請於下次會議，就核二廠除役廢棄物安全管制進行整體說明，

以利委員瞭解核二廠除役計畫全貌。 

八、 決定： 

(一) 洽悉，同意備查。 

(二) 核二廠即將邁入除役階段，原能會核備核二廠 1 號低放射性

廢棄物貯存庫清理計畫，有助於台電公司整備核電廠除役所

需的空間調配，請原能會持續督導台電公司依計畫期程辦

理，並加強輻安及工安，以提升作業安全。 

(三)台電公司配合核二廠的除役廢棄物管理需求，規劃廠內設置

的廢棄物相關設施，為地方民眾關注議題。請原能會做好相

關設施執照申請案的安全把關工作，並要求台電公司做好除

役廢棄物減量、設施興建的社會溝通與資訊公開。 

(四)核二廠放射性廢液、固化處理系統在除役期間仍具有運轉實

益，請原能會督導台電公司做好維護保養、老化管理及自主

三級品保作業，以確保系統運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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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會議簽到單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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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科長國勳代)、李委員境和(請假)、杜

委員文苓、林委員朝宗(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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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科長俊茂、廖技士柏名、劉技士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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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局：陳局長鴻斌、陳副局長文泉、李組長彥良、謝技士正驥、

陳技士依琳、卓技士玉庭、郭組長火生、張技正明倉、洪

技正進達、郭技正嘉仁、林技士清源、王技正錫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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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電公司核二廠：劉副廠長明、李經理長慶、彭經理富福、林課長

傑榮、張益豪、王致勝、李課長志強 

台電公司核能技術處：莊副處長鴻瑜、郭組長東裕、黃課長茂豪、

鄭組長素琴 

台電公司核一廠：陳組長順隆、葉課長丞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