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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年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設施高級運轉員 測驗試題 

課目：放射性廢棄物營運管理 

一、 選擇題：(每題2分，單選題，答錯不倒扣，共40 分) 

1. （2）有關放射性廢棄物的管理，下列敘述何者錯誤○1 放射性廢棄物處理

的主要目的是要能符合貯存、運送及最終處置的安全要求○2 放射性

廢棄物的減量管理應以減容固化為優先 ○3 設施運轉技術規範之修

改均需送原能會審查○4 放射性廢棄物之管理，應能保障國民安全，

維護環境生態品質，避免現代及後世受到放射性廢棄物之不利影

響。 

2. （4）我國放射性廢棄物減量與安全性之未來管制策略，應著重哪些項目

○1 放射性廢棄物的減容與安定化○2 落實廢棄物的清潔外釋與資源

再利用○3 精進減廢成效及提昇營運安全○4 以上皆是。 

3. （2）裝有放射性廢棄物之盛裝容器表面輻射劑量率若超過每小時○1 1 ○2

2 ○3 5 ○4 10 毫西弗者，應採遙控或在加強輻射防護管制下操作。 

4. （2）低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設施之輻射防護設計，應確保對設施外一般人

所造成的個人年有效劑量，不得超過○1  0.1 ○2 0.25○3 0.5○4 1 毫西

弗。 

5. （2）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設施在興建或運轉期間，其設計修改或設備變

更，涉及重要安全事項之時，非經報請主管機關核准，不得為之。

下列何者不屬於重要安全事項？○1 涉及運轉技術規範之修改○2 所

有涉及安全分析報告中未涵蓋之問題○3 涉及安全有關設備之變

更，且須修改安全分析報告，並經評估後有降低原設計標準之虞者 

○4 以上皆是。 

6. ( 3 ) 下列關於放射性廢棄物營運管理之敘述，何者正確○1 減容為加強營

運管理、改善處理程序或設備，以避免或減少放射性廢棄物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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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減廢為對已產生之廢棄物，以焚化、壓縮、高減容或其他處理技

術，減少其體積○3 減量為採行適當之減廢措施及減容處理技術，達

成減少廢棄物產量與體積之目的○4 物品攜出管制為乾性放射性廢

棄物減廢最重要之措施。 

7. （1）低放射性廢棄物包件運送時，除應由訓練合格人員押運外，另須攜

帶必要文件。請問所指必要文件不包括哪一項目○1 安全管制計畫○2

交運文件 ○3 物質安全資料表 ○4 運送計畫。 

8. （4）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經再評估發現盛裝容器銹蝕、變形或固化體

劣化時，經營者應提出○1 最新版安全評估報告○2 重包裝計畫○3 固化

流程控制計畫○4 檢整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9. （3）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建議候選場址須經○1 鄉（鎮、市）代

表會議決通過○2 縣（市）議會議決通過 ○3 縣(市)地方性公民投票

同意○4 全國性公民投票同意之程序後，始得獲選為候選場址。 

10. （1）下列有關放射性廢棄物管理的敘述，何者錯誤○1 管制有機溶劑的目

的，是為了抑減廢液中氯離子含量○2 取樣槽是廢液排放前最後的把

關點○3 掌握系統狀況最好方法，就是掌握各槽水質○4 焚化爐對可燃

廢棄各類成份之限制，目的是控制燃燒熱質、排放廢氣限制，以達

最佳焚化效果。 

11. （3）低放射性廢棄物包件除依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申請核定專案運

送外，運送時運送工具距外表面○1 0.5 公尺 ○2 1 公尺○3 2 公尺○4 5

公尺處之輻射劑量率，不得大於每小時 0.1 毫西弗。 

12. （2）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例規定，負責選址作業的

主辦機關為○1 臺灣電力公司○2 經濟部○3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4 行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料管理局。 

13. （1）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不再接收低放射性廢棄物，並完成除

污、披覆及關閉等必要措施，稱之為○1 封閉○2 監管○3 除役○4 關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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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下列哪一項不是放射性物料管理法規定，核發放射性廢棄物處理、

貯存或最終處置設施建造執照的規定項目○1 與原子能和平使用之

目的一致○2 設備及設施足以保障公眾之健康及安全○3 對環境生態

之影響合於相關法令規定○4 申請人之技術與管理能力及財務基礎

等足以勝任其設施之經營。 

15. （3）低放射性廢棄物之活度小於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中微量包件之

活度限制者，且其重量小於○1 3000 ○2 2000 ○3 1000 ○4 500 公斤，

得免檢送運送計畫。 

16. （2）低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設施之運轉數據若因運轉經驗值改變，須先修

訂安全分析報告內容者，○1 不須原能會同意○2 須原能會同意○3 設施

主管同意即可○4 單位主管同意即可。 

17. （3）下列有關放射性廢棄物外釋的敘述，何者錯誤○1 外釋計畫所適用之

範圍為已進入管制系統之固體放射性廢棄物○2 外釋計畫的法規依

據為 「一定活度或比活度以下放射性廢棄物管理辦法」 ○3 輻射源

及放射性廢棄物，若放射性低微而無安全顧慮，得以外釋○4 當受管

制的輻射源及放射性廢棄物經處理或衰減至可忽略的程度，已無安

全顧慮，得解除其管制。 

18. （4）下列有關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的敘述，何者錯誤○1 超Ｃ類廢棄

物非經主管機關核准，不得於低放處置設施進行處置○2 低放處置設

施之設計，應確保其對設施外一般人所造成之個人年有效劑量，不

得超過○．二五毫西弗○3 低放處置設施應採多重障壁之設計○4 低放

處置設施完成封閉後，應對處置管制地區進行至少十年之觀察及監

測，以確認封閉之完整性。 

19. ( 1 )下列關於低放性廢棄物運送的敘述，何者錯誤○1  廠內運送作業車輛

速度每小時須小於 50Km○2 包件除依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申請核

定專案運送外，運送時駕駛座及載人座之輻射劑量率，不得大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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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 0.02 毫西弗 ○3 包件經公路運送者，應由訓練合格人員押運 ○4

包件除依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申請核定專案運送外，運送時運

送工具距外表面二公尺處之輻射劑量率，不得大於每小時 0.1 毫西

弗。 

20. ( 3 )下列何種系統規模未達放射性物料管理法施行細則第五條所稱之

「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設施」之規定○1 每日處理量達二十五公斤以上

之焚化、熔融或高溫裂解系統○2 每日處理量達一公秉以上之液體放

射性廢棄物處理系統○3 每日處理量達一千公斤以上之放射性廢棄物

固化處理系統○4 每日處理量達一千公斤以上之固體放射性廢棄物壓

縮處理系統。 

 

二、簡答題 (每題 10 分，共 30 分) 

1.請說明放射性廢棄物管理的行政要求。 

答： 

1.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應負責減少放射性廢棄物之產生量及其體積。 

2.管理者負有設施安全的責任，縱使委託工作由其他單位代為執行，仍

須負擔所有責任。 

3.管理者有責任確保放射性廢棄物系統與設施在設計、建造、作業與除

役後，均能符合法規之要求。 
 

2.請說明我國現行核能電廠用過核子燃料的管理策略。 

答： 

1.近程採核能電廠內燃料池貯存。 

2.中程採廠區乾式貯存。 

3.長程推動深地層最終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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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說明可辦理處置設施運轉人員訓練的三類機(關)構。 

答： 

1.主管機關。 

2.主管機關核准之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貯存、最終處置設施或核子反應

器設施經營者。 

3.政府立案從事訓練業務之機構。 

 
 

三、申論題 (每題 15 分，共 30 分) 

1.國際原子能總署針對放射性廢棄物管理提出九項管理原則，其中包括超越

國境防護原則、後代子孫保護原則、廢棄物減量原則、廢棄物管理各階

段間妥適安排原則、及放射性廢棄物設施安全原則，請您就上述五項原

則任選三項，提出您對如何應用於放射性廢棄物管理的觀點。 

答：(參考答案，可依工作經驗研提放射性廢棄物管理的觀點) 

1.跨越國境保護原則： 

(1)應以相同之可接受水準，確保境外人類健康與維護環境。 

(2)應與鄰國簽署協定，交換放廢跨國境排放及放射性核種遷移等相關資

訊。 

(3)放廢之進、出口，接收國應具備充分的管理及技術能力，並設置安全

管制機關，以確保符合國際安全標準。 

2.廢棄物減量原則： 

(1)在設計、運轉及除役期間，應採取適當的措施，儘可能減少放廢體積

與活度。 

 3.廢棄物管理各階段間妥適安排原則： 

(1)放廢管理包括前處理、處理、固化包裝、貯存及處置各階段，各階段

彼此關連。 

(2)任一階段之管理，應充分考量與後續各階段(尤其是處置階段)之關連

性，兼顧及安全與效率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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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放射性廢棄物設施安全原則： 

(1)在選址、設計、建造、運轉、除役(或處置場封閉)期間，須確保設施安

全。 

(2)預防意外事件，及意外事故發生後限制其後果。 

(3)選址階段須考量影響設施安全的場址特性，但亦須考量場址受設施開

發之影響。 

(4)在設計、建造、運轉、除役(或處置場封閉)期間，須確保人類健康在可

接受的水準。 

(5)須評估設施安全及其對環境之影響。 

(6)建立適當的品質保證及人員資格取得及訓練制度 

5.後代子孫保護原則： 

(1)合理保證後代子孫輻射影響不會高於現今可接受的水準 

(2)長期輻射曝露，應考量不準度 

 

2. 假設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貯存接收廢棄物時或運轉期間，發現容器銹

蝕、變形或固化體劣化之情形，須進行檢整作業，請說明您的處理作法，

及應考量符合的規定(至少三項)。 

答： 

1. 處理作法請依實務經驗敘述 

2. 應考量符合的規定 

(1) 氣候條件不適宜進行檢整作業時，停止作業。 

(2) 檢整作業人員，應接受輻射防護作業、檢整作業操作、緊急應變處理

及工安衛生等訓練。 

(3) 檢整作業時，在主管機關認可之輻射防護人員監督下進行。 

(4) 檢整完成之盛裝容器依第十二條之規定標示。 

(5) 檢整後盛裝容器表面之非固著性污染限值，依第十一條之規定。 

(6) 檢整作業區之空浮濃度依游離輻射防護法規之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