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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11年第 4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54 分 

二、 地點：視訊 

三、 主席：謝曉星主任委員                 紀錄：林明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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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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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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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中輻射偵測作業現況及成果」報告案： 

(一) 報告內容：略。 

原能會補充說明： 

日本福島事件後，為強化我國輻射偵測能量，有 5 項重點工

作，分別為 1.增加全國環境輻射監測站數、2. 擴增備援放射

性分析實驗室、3.發展空中輻射偵測技術(含無人機偵測技術)、

4.建置核子事故輻射偵測圖像化系統及 5.擴大跨部會合作。本

次議題空中輻射偵測系統自 101 自美國引進空中輻射偵測系

統迄今約 11 年，我國有空中輻射劑量偵測與地面污染調查評

估技術，可在核子事故發生時，進行大範圍輻射污染之偵測，

強化事故時緊急應變作業之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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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委員發言紀要： 

1、有關空中偵測技術人員之培訓，每次參與人員是否相同？

那些人是從頭到尾都參與訓練？  

2、空中偵測包含軟、硬體設備，我國是否有計畫自主發展？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近 11年來培訓的人，訓練包含飛行教官及輻射偵檢技術人

員。飛行教官的部分更換較頻繁；技術人員的部分，國軍化

學兵牽涉到其服役年限，所以到近幾年才有固定人員參與

訓練；原能會人員部分，目前的技術人員有從 101 年即參

與空中偵測技術發展，並持續至今。故由原能會資深人員

帶領新進人員，確保整個空中偵測技術維持跟運作。 

2、有關空中偵測軟體(Advanced Visu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Data, 高級視覺化整合數據系統，以下簡稱 AVID)有無可

能自行發展一事，此軟體不僅提供偵測數據結果顯示外，

還包括水線修正、高度修正的計算模組及飛行路線規劃等

功能。未來如經費允許，也可規劃自行發展空中偵測軟體，

現階段的努力目標是先將 AVID分析數據轉出並後續加值

運用。 

3、空中偵測系統從美方引進，不論軟硬體皆為美方提供，故

我國無需投入太多的經費即能保有此項技術。美國所開發

的 AVID軟體為了能夠滿足空中偵測的作業功能，開發金

額是非常的龐大，因為要涉及到飛行載具的應用，所以我

國先找陸軍司令部及航特部協助飛行，後來也協調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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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勤總隊協助飛行，兩個單位提供的飛行載具不同，偵測

時還得考量如油箱位置等因素去調整硬體(偵測器位置)及

軟體(AVID)的修正條件，以提高分析結果的可信度。因目

前無人機為原能會自行開發技術，未來會就實際應用研議

自行開發空偵軟體的可行性。 

主席說明紀要： 

謝謝委員的立意良善，當然事情是有次序性的，如果能做到的

話，盡可能朝那方向執行。尤其在無人機這一塊，就由原能會

自行開發，顯示原能會在研發的基礎和技術上是有能力的。但

剛才講的，在軟體的部分其應用性在核子事故緊急應變這領域，

經費是比較不易籌措的，不過未來有機會可朝這方向發展。 

委員發言紀要： 

1、有關無人機部分，為可更彈性運用，平常之訓練能否更頻

繁？抑或有固定的單位或廠商合作，以加強訓練的頻次？

萬一緊急事故時，是否有簽約配合廠商可即時派上用場？ 

2、 空中偵測主要集中在核一廠、核二廠及核三廠等，有鑑於

無人機的彈性運用等特性，未來是否能在台灣其他縣市執

行空中偵測並產出輻射數據地圖？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無人機訓練部分，核研所皆有定期辦理相關訓練，在飛手

部分主要係請專業無人機廠商支援，但自今(111)年起已開

始自行辦理無人機飛手培訓，目標是要讓培訓人員能取得

專業級操作證照，未來萬一專業無人機廠商因故無法支援

時，受過培訓之人員能及時派上用場。另外，在配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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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皆有簽訂合約配合緊急應變的需求，可即時協助原

能會支援相關作業。 

2、台灣其他縣市執行空中偵測乙事，此為理想執行的方向，

從 108-110 年在核三廠附近做了 3 年。接下來原本規劃執

行核一廠、核二廠及大台北地區空中偵測，但在規劃時發

現大台北地區有很多限航區，無法在其上空飛行。另大高

雄地區則有更多的軍事設施等限航區，故也無法執行。簡

單的說，偵測中心有嘗試過這樣的努力，但受限於現況大

台北或大高雄地區都陸續碰到限航區的限制，所以並未積

極的規劃執行。現階段將與核研所討論，在未來幾年內規

劃將核一及核二廠半徑 20公里內可飛行的範圍完成。 

核研所補充說明紀要： 

1、有關無人機訓練可考量更頻繁辦理部分，北部輻射監測中

心(即核研所)自 108 年即開始發展無人機空中偵測技術，

每年的演練頻率約 1~3 次，主要都係配合當年度的核安演

習任務(含預演及正式演練)。核研所自 109 年開始，已有

陸續培育具專業級操作證之無人機專業飛手，且自 111 年

起，已有請得標廠商留置一台無人機於核研所，以因應緊

急情況所需、防患未然。 

2、核研所自 108年開始，均是以公開招標方式發包給得標廠

商，委託其協助執行當年度核安演習之無人機專業飛行任

務及緊急應變事故；並自 109年開始，核研所進一步自主

陸續培育無人機專業操作飛手，必要時可立即協助處理緊

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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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1、有關擴散模式的部分，在空中偵測流程中，最後會回饋到

擴散模式修正，請問模式預測及實際偵測的結果是否已達

到高可信度？技術建置能力是否皆由原能會操作？ 

2、建議圖像化系統可與現階段原能會已建置之資料庫做結合

運用，如敏感點位等，提升圖像化可應用成果之豐富性。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擴散模式部分，由輻射監測中心技術組成員中的氣象局負

責，技術上可信度高，也是監測中心的技術核心。近年來

引入操作干預基準的概念，依據地面實測數據的結果，再

結合與擴散模式的模擬結果，做為研議民眾防護行動建議

的參考。 

2、有關現階段圖像化系統與核安演習結合的現況，圖像化系

統是開發給應變人員在核子事故階段使用，核安演習就會

根據事故狀況進行研擬，同時狀況研擬後即進行決策的研

判，決策研判就必須考慮電廠附近的狀況。所以地圖不只

放入偵測數據，也把決策時所需的敏感點資訊如：EPZ範

圍等放入此圖像化系統。未來會跟相關單位討論其他決策

所需的敏感點資訊需求，陸續放入圖像化系統當中。 

委員發言紀要： 

1、偵測儀器是一直放在航空器上面，或者有任務時才架設在

載具上？  

2、空中輻射偵測的偵測高度範圍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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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輻射偵測儀器是由美國提供，係針對核子事故發生時的大

氣輻射劑量進行偵測，這個偵測器對較低劑量之偵測，其

靈敏度是否足夠？ 

4、成果報告沒看到除恆春之外偵測數據成果的呈現，偵測數

據是否會隨海拔高度變化？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目前空偵儀器有 4 台，2 台放在核研所，另 2 台放在偵測

中心，執行任務前才會架設在直升機上面，平時未出任務

時都是由核研所和偵測中心保管維護。 

2、偵測高度的範圍一般會維持在 250-400 公尺，若高於 400

公尺，偵測敏感度會降低；但受限於氣候和地形，直升機

要維持一定高度飛行是不容易的。 

3、另有關偵測儀器敏感度問題，空中偵測的偵檢器是採用大

面積的碘化鈉(NaI)偵檢器，雖然遠距離的偵檢能力佳，但

仍受飛行高度影響，所以飛行技術則列為主要考量，如遇

到丘陵地，則必須飛行較高，敏感度會降低，所以飛行前

協調是很重要的。 

4、另有關成果沒看到偵測數據顯現，本次是以渲染圖檔的方

式顯示偵測結果，大部分測到的都是背景值，另外海拔高

度確實會得到較高輻射劑量率，但目前飛行作業並不在高

海拔區域飛行，所以較無這方面的問題。 

5、飛行載具國軍航特部和空勤總隊飛行載具形式不同，國軍

航特部主要為黑鷹直升機，空勤總隊為海鷗或海豚直升機，

不同機型因其油箱設計差異，偵檢儀器放置位置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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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歷年核安演習有在核一廠內某棟大樓樓頂放置射源，直

升機飛過當下確實可看到輻射數據變化程度，表示此空中

輻射偵測還是具足夠敏感度的。 

核研所補充說明紀要： 

1、有關無人機的飛行高度大約為 100 公尺高。依據現行民航

法規，400 英尺(約 120 公尺)以下由直轄市/地方縣市政府

自行規定，飛行高度擬超過 400英尺則需向民航局另案申

請。 

2、於無人機訓練部分，在歷年核安演習皆委託專業飛行廠商

配合演訓，包括水平間隔飛行、熱點局部範圍偵測等。此

係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108-109年是中華科技大學負責，

110-111年是蒼芎科技公司負責。 

委員發言紀要： 

1、有關空中偵測維運本土化部分，請進行說明。 

2、近年核災的應變皆朝向複合式災害規劃，除了核災以外，

還包括天然災害，在此情況下，國軍航特部及空勤總隊支

援飛行載具的可能性不大，無人機就成為自主能力較高的

一部分。美國在發展無人機有包括軟硬體，而我國在發展

無人機的部分，是否有發展相關的軟體？請核研所針對這

部分進行補充說明。 

3、除了美國和日本外，歐洲是否有其他國家發展空中輻射偵

測，可做為我國未來發展和合作的對象？ 

4、建議經費許可的話，原能會應朝自主發展建立一套無人機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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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 維運能力本土化，主要是維修和運作，維修的部分主要由

核研所主責，並辦理其相關訓練，偵測中心會派員合作，

瞭解目前自主維修是如何進行。另外運作部分，包括：路

線規劃到後面數據分析部分，這些皆涵蓋在辦理的訓練當

中。目前在維修碰到的困難是維修技術，沒有維修元件，

故在過去幾年思考如何結合現有的設備，做適度的更新，

讓未來維修的能力掌握在自己手上，而不需仰賴美國提供

一些維修零組件等，才能完成維修。所以維運本土化主要

是這個部分，系統升級就是希望維運能夠做到自主。 

2、 除了美國和日本外，這幾年偵測中心和核研所主要透過參

加美國召開之空中偵測技術會議與其他國家交流，歐洲國

家包括法國及德國等，都有空中偵測技術的相關應用；國

外除了核災應變外，也有將空中偵測技術應用到戰爭中面

臨核彈威脅運用的相關應用分享。 

3、 早期輻射偵測設備美方是無償借給我們，假如設備零組件

故障，美方皆願意無償派員到台灣維護，近幾年則是因

COVID-19 疫情影響，美方才無法來台協助維修。考量到

空中偵測儀器已使用了約 10 年，一直仰賴美方亦不是最佳

方法，針對這 4 套儀器分析最有可能發生故障部分評估，

可替代數據擷取及傳送模組(Acquisition and Telemetry Unit，

數據擷取及傳送模組，以下簡稱 ATU)之零組件，這部份透

過核研所同仁的努力，也在國內找到可以商用核儀模組來

取代 ATU，目前經測試在實質上有一定的成效；更換後未

來若有故障，可由國內自行採購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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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輻射偵測的目的是要保護人民避免受到不必要的輻射傷害，

台灣畢竟屬人多地狹地區，除了空中偵測外，還有陸域及

車輛輻射偵測。空中偵測當初建置的目的是，萬一事故時

道路不通的情境之下，還有替代方式來進行輻射偵測。所

以如果無道路不通或無法到達之處，主要還是以車輛輻射

偵測方式，告訴民眾當下最即時的輻射資訊，避免民眾受

到不必要的輻射傷害。另複合式災害發生時，原能會合作

的對象有人機方面是陸軍航特部或空勤總隊，皆為國家具

有專業能力的飛行機構，即使在國家遭受複合式災害同時，

仍有足夠的量能執行相關的飛行任務，只要事先規劃協調

安排可行的時間執行空中偵測；大家都是國家防災團隊的

一員，必會依照風險的高低作出選擇。 

5、 有人機和無人機的使用時機原就有差異，無人機原始設計

是針對輻射劑量強度較高的地區。以認知輻射強度較高的

地區即是靠近輻射源處，亦為核電廠附近或廠界之處。事

故時設施經營者更需盡一份心力，針對其廠房或廠區無法

派員偵測之處，更需要無人機偵測的功能。 

核研所補充說明紀要： 

核研所在無人機數據分析處理軟體乃沿用美國國家核子保安

總署(NNSA)開發之 AVID 軟體，與有人直升機採用的數據分

析處理軟體相同，主要係考量建立在相同立基點下進行空中輻

射偵測數據之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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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說明紀要： 

1、複合式災害除了核災以外，還包括天然災害，在此情況下，

國軍航特部及空勤總隊支援飛行載具的可能性不大，開發

自主的無人機技術，無人機就成為自主能力較高的一部分。 

2、在複合性災害時，不管是陸軍航特部或空勤總隊，相信仍

有餘力執行相關的空中偵測飛行任務，但因飛行載具機型

的不同，相關工作仍受制於航特部及空勤總隊。但不論如

何，再次強調無人機基本上是由我方主導，加上其方便等

特性，還是需要強化自己的無人機技術，在急需時就能派

上用場，這才是應變中最重要的。 

3、另外在簡報開頭影片，無人機空中偵測也應該呈現在影片

中，讓各位委員了解無人機的執行現況。 

八、 決定： 

(一) 同意備查。 

(二)當核子事故發生時，空中輻射偵測技術能在短時間內針對大

面積陸地區域，提供輻射污染分布情形與輻射熱點位置等資

訊，並發揮應變之效能供決策參考。本項業務涉及多個機關

間合作，近年來也持續辦理人員訓練、技術交流及建立多重

支援管道，值得鼓勵，請繼續努力。 

(三)請持續推動空中有人機及無人機輻射偵測後續精進工作，保

持與美方之技術合作，並持續辦理訓練維持技術量能，讓空

中輻射偵測技術能穩定運作。 

九、 散會(下午 3 時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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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11年第 4次委員會議簽到單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6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5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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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專門委員雙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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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副局長淑玲代)、吳委員政忠(郭副司長箐代)、 

方委員良吉、施委員信民、龍委員世俊、闕委員蓓德、 

錢委員景常、王委員俐人、邵委員耀祖、張副主任委員靜文、

劉副主任委員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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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人員： 

王主任秘書重德、陳所長長盈(李副所長海光代)、 

陳局長鴻斌、徐主任明德、趙處長裕、張處長欣、 

張處長淑君、李處長綺思 

 

列席單位： 

原能會： 

輻射偵測中心：陳技正兼組長文賢、高技正兼組長薇喻、

劉技正任哲、林技士明仁、林技士品均  

綜計處：高簡任技正兼科長莉芳 

核研所保物組：陳助理研究員韋新 

國營會：林管理師亮宇 

台電公司： 

  核安處：康處長哲誠、吳組長東明 

緊執會：高執行祕書起、郭工程師繼元 

放射試驗室：于組長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