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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發電現況



國內核能電廠位置圖國內核能電廠位置圖



我國核能電廠基本資料我國核能電廠 本資料



我國現有核能電廠反應器型式

「沸水式 是在反應爐中直「沸水式」是在反應爐中直
接產生蒸汽，並且直接送到
汽機，將蒸汽能量轉為機械

「壓水式」是把反應爐中，所
產生高壓高溫的水，送到蒸汽
產生器 在那裡把另外 個迴能，轉動發電機產生電力。 產生器，在那裡把另外一個迴
路的水變為蒸汽，再送到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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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特性

﹡核能發電是利用核分裂連鎖反應所產生
的能量，帶動汽輪發電機來產生電力。

﹡核分裂連鎖反應產物帶有輻射性，而核﹡核分裂連鎖反應產物帶有輻射性，而核
能電廠一般設計之出力均較火力電廠大
很多，所以『具輻射 及『能量大 成很多，所以『具輻射』及『能量大』成
為核能電廠二大特性。



核能發電與火力發電之差異核能發電與火力發電之差異



核電與燃煤比較核電與燃煤比較



核能電廠不等於原子彈



核能電廠的安全設計



核能電廠的安全設計

核能電廠的安全設計是採取『深度防禦』

的觀念，確保運轉安全。

﹡保留充分的安全餘裕。﹡保留充分的安全餘裕。

﹡安全系統具備多重性、多樣性以符合

單一失效準則。

﹡圍阻體設計具有多層屏蔽的功能﹡圍阻體設計具有多層屏蔽的功能。



核電廠安全機制



核電廠系統與安全核電廠系統與安全



核子設施事件國際評估尺度核子設施事件國際評估尺度



反應爐的五層保障反應爐的五層保障



堅固的圍阻體

﹡德國曾分別以波音707客機及時速高達
766公里的幽靈式戰鬥機來模擬撞擊核
能電廠圍阻體。能電廠圍阻體

﹡美國山迪亞國家實驗室亦進行類似測試。

結果證明核能電廠圍阻體均能承受重大﹡結果證明核能電廠圍阻體均能承受重大
撞擊，以保護內部的核子反應器。



圍阻體模擬撞擊測試圍阻體模擬撞擊測試



抗震設計



環境輻射監測環境輻射監測
輻射分為

天然輻射（66 4﹪）：宇宙射線天然輻射（66.4﹪）：宇宙射線

天然放射性核種

人造輻射（33 6﹪）：醫療應用（33 2﹪）人造輻射（33.6﹪）：醫療應用（33.2﹪）

工業應用

核試爆或核設施核試爆或核設施

輻射劑量率為0 144 微西弗/小時花崗岩建材 輻射劑量率為0.144 微西弗/小時花崗岩建材
輻射劑量率為0.076微西弗/小時



環境自動監測站



核能疑惑的解決

不瞭解 運轉精緻化
運轉

安心

恐懼 管制合理化

管制 監管

安心

放心

不信任

抗爭

監管透明化

宣導大眾化抗爭 宣導大眾化



風險比較



核能電廠的安全管理核能電廠的安全管理



原能會核能安全管制作法原能會核能安全管制作法



核安文化核安文化



核安文化的定義

1991年國際原子能總署提出

核安文化為：

組織與個人建立一種超乎一切的特性與態組織與個人建立一種超乎一切的特性與態
度，在核能電廠各項作業確保安全的重
要性 且能夠得到應有的重視要性，且能夠得到應有的重視

INSAG ：安全文化既是態度問題也是體制INSAG 安全文化既是態度問題也是體制
問題



核安文化的四層涵義核安文化的四層涵義

◆核能電廠的設計、興建及運轉都是為了

追求以安全、可靠和有效的方式生產電

力為目標。力為目標。

◆安全文化的觀念，適用於核能電廠的所

有成員有成員。

◆安全原則，雖適用於輻射安全、工業安全

和環境安全，但仍應集中在核能安全上。

◆核能安全是核能電廠的最高價值，而且是永遠◆核能安全是核能電廠的最高價值，而且是永遠

不應放棄的。



維持核安守則維持核安守則
◆電廠定期執行各項查驗工作，並詳盡記
錄及保存。錄及保存。

◆確實遵守各類作業程序書。

◆檢查過程中，如發現設備故障損壞時，
必須更換或經過安全評估，對安全無慮必須更換或經過安全評估 對安全無慮
時，才能繼續運轉。

◆嚴格執行相關罰則條款。◆嚴格執行相關罰則條款。

◆定期向管制單位提出營運報告。

◆經營者 必須配合管制單 對電廠事故◆經營者，必須配合管制單位對電廠事故
之調查與審查。



人為疏失



詹姆斯威爾遜 – 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s)詹姆斯威爾遜 破窗 論( )

破窗理論就是小事情會演變成大事件

工廠或辦公室的窗戶如果破掉，行人會認為

破窗理論就是小事情會演變成大事件

沒有人在管理，少數人就開始對著破掉的窗戶丟

擲石頭，沒多久，窗戶的玻璃就完全破掉。如此擲石頭 沒多久 窗戶的玻璃就完全破掉 如此

一來，行人就會認為不只是大樓沒人管，大樓前

面的街道也沒有人管 街道上就會引來眾多流浪面的街道也沒有人管，街道上就會引來眾多流浪

漢，其結論就是小的無秩序會導致大的無秩序，

最後變成犯罪。

核能安全管制工作又何嘗不是如此！核能安全管制工作又何嘗不是如此！



核安文化績效核安文化績效



核能發電的展望核能發電的展望



環保（反核）人士態度轉向環保（反核）人士態度轉向

綠色和平組織創始人（環保大將）Dr綠色和平組織創始人（環保大將）Dr. 
Patrick Moore與紐澤西州長及環保署長等，
共同成立「潔淨安全能源聯盟 以推動共同成立「潔淨安全能源聯盟」 ，以推動
潔淨、安全獨立的核能為創立宗旨。

Dr. Patrick Moore直言：「科學證據顯示，
核能是友善環境而且安全的能源。如果美國核能是友善環境而且安全的能源。如果美國
核能發電能夠倍增，不但可以增加能源供給，
還可以顯著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還可以顯著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核能再起核能再起



核能發電的未來（一）核能發電的未來（ ）

◆核能工業界的自覺提升營運績效

◆全球環保議題轉向溫室效應與氣候變化

所以：所以

核能的存廢已不再是焦點，因為

◆核能有非碳能源的特性◆核能有非碳能源的特性

◆其他再生能源遙不可期

◆某些發電方式成本過高

因此：因此：

核能發電→欲火重生的鳳凰



鳳凰再現的原因

◆民意高漲

◆電力需求快速成長

◆非碳性能源◆非碳性能源

◆溫室效應的威脅

◆核安的表現讓民眾放心

◆再生能源遙不可期◆再生能源遙不可期



核能發電的未來（二）核能發電的未來（ ）
◆OECD ：核能是對抗全球暖化關鍵方法之一。

◆聯合國：降低CO 排放最具經濟效益的方法◆聯合國：降低CO2排放最具經濟效益的方法，
就是增加核能發電。

◆瑞典民調：82%支持繼續核能發電， 21%主張◆瑞典民調：82%支持繼續核能發電， 21%主張
新建電廠。

◆歐盟秘書長：要達成京都議定書的CO 減量標◆歐盟秘書長：要達成京都議定書的CO2減量標
準，在未來25年歐盟需74座核電廠。

◆歐盟副主席：從經濟或環境層面而言，放棄核◆歐盟副主席：從經濟或環境層面而言，放棄核
能絕非妥善之舉。

◆布希總統：美國應提高核能發電的比率，以對◆布希總統：美國應提高核能發電的比率，以對
抗全球暖化趨勢。



為何核能發電再被接受為何核能發電再被接受



核能發電的目前措施

◆執照更新及功率提昇

◆新型反應爐研發設計◆新型反應爐研發設計

◆安全文化觀念推廣並落實

◆擴展宣導溝通管道



執照更新及功率提升（一）
（License Renewal & Power Uprate）

◆40年是為巨額投資攤還的考量。◆40年是為巨額投資攤還的考量

◆核電廠設備在營運期間，有定期更換與

維護測試，必須符合安全標準，其可靠

性並不能單存以年限來考量。性並不能單存以年限來考量。

◆基於經濟考量、未來電力需求及其他能

源分配等因素，營運者可提出申請。

◆執照更新措施，可穩定經濟成長，並能◆執照更新措施，可穩定經濟成長，並能

增加就業機會。



執照更新及功率提升（二）執照更新及功率提升（二）

◆美國

104部機組，至2007年底，執照更新延長20年，
48部已完成審核， 10部審核中，功率提升，已核部已完成審核 部審核中 功率提升 已核
准114次，共增加14741 MWth(4914 MWe) 。

◆德國：A New Look at New Entrants報告指出：◆德國：A New Look at New Entrants報告指出：

唯一能讓德國達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與確

保能源供應安全雙重目標的途徑 就是讓保能源供應安全雙重目標的途徑，就是讓

現有核能電廠延壽。

德國核能電廠延壽的唯一障礙就是政治。



美國核能工業的窘境美國核能 業的窘境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has encouraged the nuclear industry, 

which now has 18 new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various stages of 
li i d i i llicensing and siting approval.

◆過去25年來未建新核電廠

◆核電技術落後

◆加緊與日本合作◆加緊與日本合作

▼研發新一代核電廠技術

▼核能政策修訂符合新電廠需求

▼管制經驗交流▼管制經驗交流



中國核能工業的近況中國核能工業的近況

至2007年底，中國已有11部核能機組商業運
轉，佔發電量1.9%，有5部機組建造中，另計畫至
2020年總核能裝置容量將到達40 GWe，並期望
2030年達到120-160GWe。現有或計畫中的機組除
自製外，亦分別從法、俄、加、美等國引進。長期
目標是反應器設計及建造之自給自足，核燃料循環
亦是。

中國是目前僅次於美國的能源CO2排放量最高2
國家，為了對抗溫室效應、避免燃煤嚴重環境污染
及運煤問題(中國燃煤發電佔80%)，積極發展核能( )
係其不可或缺的選擇。



核反應器的演進



GE新型核電廠新型核電廠



新型反應爐設計概念新型反應爐設計概念

◆降低爐心熔毀機率

◆設計簡單化但具更充分的安全餘欲

◆60年營運設計並可產生85%的功率◆60年營運設計並可產生85%的功率

（目前約70%）

◆提供比燃煤更廉價的電力

（目前約低15%）（目前約低15%）

◆大幅縮短建廠時間至3-5年◆大幅縮短建廠時間至 年

◆建立標準化及高水準的設計準則



全球核能夥伴計畫（一）全球核能夥伴計畫（ ）

美國能源部2006.02.06倡議

目標：

◆降低美國對國外石化能源的依賴。◆降低美國對國外石化能源的依賴。

◆利用全新核燃料循環技術回收能源減少

廢棄物。

◆鼓勵各國發展與使用核能◆鼓勵各國發展與使用核能。

◆降低核武擴散的風險。◆降低核武擴散的風險



全球核能夥伴計畫（二）全球核能夥伴計畫（二）

利益：利益：

◆提供豐富能源，且不會產生二氧化碳或

其他溫室氣體其他溫室氣體。

◆用過核燃料可重複利用，減少廢棄物並

降低核武擴散顧慮。

◆保障開發中國家建設核電，以符合能源◆保障開發中國家建設核電 以符合能源

需求。

◆用過核燃料作最有效益回收 使美國之◆用過核燃料作最有效益回收，使美國之

地質處理場的數目降至一個。



全球核能夥伴計畫（三）



結 語結 語
核能發電絕對不是唯一能源的選擇，在
利與弊權衡比較 其可靠性 穩定性利與弊權衡比較，其可靠性、穩定性、
經濟效率、輸出功率、對環境衝擊及鈾
礦存量豐厚等因數下，卻是可以考慮的
選擇。選擇

設計者、營運者、運轉者絕對比一般人
更了解其所存在的危險 必定會以更嚴更了解其所存在的危險，必定會以更嚴
謹的心境及肅穆的心態來操作控制如此
複雜精密且安全的設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