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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設施高級運轉員 測驗試題  

課目：放射性廢棄物處理技術   

一、 選擇題：(每題 2 分，答案四選一，答錯不倒扣，共 40 分) 

1.（3） 放射性廢棄物之減量管理，最後應採取何種方式，才會有效

減輕倉貯壓力？ (1) 來源減廢 (2) 管末處理 (3) 解除管

制與放行作業  (4) 以上皆是。 

2.（2） 核能電廠的地面洩水，與化學廢液一併中和後，通常應先採

取何種處理方式？ (1) 過濾吸附  (2) 蒸發濃縮  (3) 離

子交換  (4) 以上皆是。【因地面洩水為高導電度廢液】 

3.（4） 放射性廢液處理系統設置的目的？ (1) 收集廢液 (2) 處理

廢液  (3) 貯存廢液  (4) 收集、處理及貯存廢液。 

4. （1） 混合樹脂除礦床之主要功能為去除廢液中的何種物質？ (1)

可溶性雜質  (2) 懸浮微粒  (3) 不可溶性雜質 (4) 有機

碳。 

5.（2） 操作蒸發器時，核種在進料比活度與核種在蒸餾出液比活度

的比值，稱為蒸發器之 (1) 濃縮因子 (2) 除污因子 (3) 

濃縮效率 (4) 分離因子。 

6.（3） 當核能電廠進行除役作業時，放射性非燃性廢棄物須執行何

種處理方式，才可較有效達到減量目標？ (1) 固化 (2) 焚

化 (3) 除污  (4) 熔融 

7.（4） 下列哪個核種為我國沸水式核電廠中常見放射性活化產物？ 

(1) Cs-137  (2) Sr-90 (3) Co-58 (4) Co-60 。 

8.（2） 核能電廠飼水必須去除銹垢的目的是要避免 (1) 管路磨損 

(2) 增加管線周圍的輻射劑量率 (3) 放射性廢棄物產生 

(4) 以上皆是。 

9.（1） 放射性廢棄物焚化設施之袋式過濾器，可將廢氣中大於多少

粒徑的粒子去除效率達 99.9%？ (1)  1μm  (2) 0.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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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3μm  (4) 0.1μm 

10. （3） 放射性污染廢金屬熔融後，鈷-60 會殘留在  (1) 爐渣內 (2) 

粉塵中  (3) 鑄錠內  (4) 以上皆是。 

11.（3） 為確保放射性廢棄物固化體品質，放射性廢棄物的固化處理 

，必須依核准何種文件據以執行？(1) 安全分析報告  (2) 

運轉技術規範   (3) 固化流程控制計畫  (4) 以上皆是。  

12.（4） 放射性廢液的蒸發器運轉過程中，雖會影響蒸發效能，但對 

  於蒸發器本體造成較小負面影響為下列何種現象？(1) 鹽析 

        (2) 積垢 (3) 結垢  (4) 霧沫 。      

13.（2）哪一項不為放射性廢液處理設施之設計首要原則？ (1) 可  

容納並處理停機、起動、運轉時所產生之廢水 (2) 可減少

廢棄物容積  (3) 使大部份處理後廢水能回收再利用  (4) 

降低並控制排放廢水的放射活度，使不超過法規限制值。 

14.（4）放射性廢棄物焚化爐要達到完全燃燒之目標，須注意哪些重 

 要因素？ (1) 進料的成分配比 (2) 燃燒室的操作溫度 (3)       

 廢氣滯留時間   (4) 以上皆是 。 

15. ( 1 ) 依據目前核能電廠固體放射性廢棄物分類方式，下列何者屬    

 於濕性固體放射性廢棄物：(1) 濃縮殘渣  (2) 污染廢油布    

 (3) 爐心元件  (4) 以上皆非 

16.（2）污染廢金屬進入熔爐時需確定不含水或其他液體，以避免產 

 生何種氣體爆炸？  

        (1) 氧氣 (2) 氫氣  (3) 氦氣  (4) 氮氣。  

17.（3）執行放射性廢棄物固化時，現場調配固化劑的範圍與固化流    

 程控制計畫核准之範圍比較為何？ (1) 可忽略範圍 (2)    

 可更寬鬆範圍  (3) 可更縮小範圍  (4) 視情況而定。  

18.（3）放射性廢棄物焚化爐所使用之絕對過濾器可過濾 (1) 0.1        

 (2)  0.2  (3)  0.3   (4) 0.4μm 以 上 之 粒 子 。          

19.（1）受放射性污染粗糙表面物件的除污方式下列哪一項效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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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1) 化學除污 (2) 機械除污 (3) 電化學除污 (4)  

 熔融除污 。 

20.（2）放射性廢棄物焚化設備，設洗滌塔之目的為：(1) 去除粉塵    

(2) 去除硫及氮之氧化物  (3) 去除有機物 (4) 以上皆是。 

二、 簡答題：(每題 10 分，共 30 分)    

1. 請簡列出放射性棄物熱處理之廢氣處理有哪些設備？(至少寫五

項可改變廢氣之物理化學狀態) 

答：驟冷器、袋式過濾器、濕式洗滌塔、絕對過濾器、活性碳吸附塔、 

除溼加熱器。 

2. 請列出至少五種國內外放射性廢棄物安定化常用的方法及所處理

的廢棄物？ 

答： 

一、 濃縮廢漿→ 水泥固化或高減容固化劑固化。 

二、 污染保溫棉→ 電漿熔融爐低微污染廢金屬→ 高溫熔融爐。 

三、 焚化爐底灰→柏油固化。 

四、 放射性廢樹脂→濕式氧化法。 

五、 可燃性低放射性廢棄物→焚化。 

六、 可壓式(金屬)低放射性廢棄物→超高壓縮。 

3. 若您是廢液處理設施負責人，請簡述放射性廢液因處理設施異常

而發現廢液溢流至設施外之處理程序？ 

答： 

一、 先依據現場作業程序書進行緊急應變之程序處理，並確認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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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傷亡。 

二、 指示值班人員進行廢液進流關閉或隔離及通報主控室值班主

任。 

三、 並通報保健物理人員進行現場輻射偵測與依指示隔離污染範

圍。 

四、 並於事件發生兩小時內通報安全主管機關。 

五、 執行溢流至設施外之受污染物質集中管制暫貯。 

 

三、申論題：(每題 15分，共 30分) 

1.請說明核能電廠運轉時與除役所產生的固體及液體放射性廢棄物 

  特性及處理的異同？ 

答： 

一、 相同處： 

(一) 對於固體棄物均要確實的分類、收集及除污，及解除管制作為，  

 使廢棄物經過適當的處理而安定化。 

(二) 對於液體棄物，要視在何種系統中，並依據高低導電度及放射 

 性濃度分類進行不同的處理程序。 

二、 相異處： 

(一) 運轉時廢棄物大多以了解其物理、化學特性，也可藉由運轉經    

 驗得到預估產量。而除役之廢棄物須經事前慎密規劃、且經偵 

 測後，提出有效確實的分類及處理，在量與質的掌控較不如運 

 轉所產生的廢棄物那樣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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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役產生的物質，經過適當分類後，區分放射性與非放射性廢 

 棄物。非放射性廢棄物以環保法規之事業廢棄物處理，放射性 

 廢棄物則依原子能法規處理與處置。短半化期的放射性物質， 

 可經除污或待輻射衰減後解除管制。 

2.若您是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設施主管，請申論如何強化維修保養作業

及運轉員值班管理，以提升設施安全。 

答： 

一、 所有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貯存設施及其設備均應納入品保體

系，不得有管理上之死角。 

二、 放射性廢棄物相關設備應納入營運管理體系，機、電、儀、修

及品質部門，須配合參與相關設施設備的維護、修理與檢測作

業。 

三、 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貯存設施運轉人員的配置應充足，並應強

化操作人員訓練，並應落實值班人員之管理及訓練，強化工作

紀律及對於程序書、設備操作、緊急應變程序之熟悉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