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高級運轉人員測驗命題範圍及重點 

放射性廢棄物營運管理 

綜合 

1. 安全與減廢是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之首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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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設施運轉技術規範之修改均需送原能會審查。 

4. 放射性廢棄物安定化處理的主要目的是增進貯存、運送及最終處

置的安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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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應負擔其廢棄物處理、運送、貯存、最終處

置及其設施除役所需費用。 

7. 我國放射性廢棄物營運管理之目標與願景為： 

1.積極主動做好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使廢棄物問題不再成為核能

發展之爭議焦點。 

2.進行完整規劃與周全準備以突破困難，使所有重大建案皆能順

利完成。 

3.營造永續發展的基礎與環境，促進本土放射性廢棄物產業的建

立。 

8. 主管機關於放射性廢棄物減量與安全性之未來管制策略將著重於

積存放射性廢棄物的減容與安定化，並落實廢棄物的清潔外釋與

資源再利用，以精進減廢成效及提昇營運安全。 

9. 現行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運轉人員資格認可制度與過去之不同

為： 

1.運轉人員分級 



分為運轉員及高級運轉員。 

處理設施內主要流程與運轉安全、處理效率相關之設備或儀

具，應由運轉員或高級運轉員操作。 

負指揮或調度責任之處理設施主管人員，應取得高級運轉員認

可證書。 

2.各級專業技術人員的配套教育訓練 

六年須接受一定時數的學習，經測驗及格發給證明。 

配合實務與技術發展，正面表列課程名稱。 

3.經主管機關測驗合格。 

4.認可證書有效期由 3年增為 6年。 

5.認可證書不限制特定設施。 

6.主管人員應於施行之日起二年內或自新任主管職務之日起二年

內取得高級運轉員認可證書。 

10. 主管機關修訂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具體定義放射性廢棄

物處理設施之目的為： 

1.簡化少量放射性廢棄物處理之管制措施，使施政及營運成本合

理化，提升管制效益。 

2.免除設施內單元設備或系統設備之變更，受到設施興建法規之

束縛。 

11.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之管理之行政要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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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之管理行動為： 



1.積極要求來源減量及管路查漏。 

2.清查廢液處理系統桶槽積存量。 

3.督促處理效能提升與品質之確保。 

4.要求放射性廢棄物分類及待安定化之處理。 

5.審閱除污與污染防治績效。 

6.推動放射性廢棄物減量工作。 

13. 主管機關在放射性廢棄物貯運管理上之積極管制行動： 

1.督促各電廠提出積存放射性廢棄物(保溫材、廢樹脂等)安全處

理與貯存執行計畫，促成積貯廢棄物之有效減容與安定化處

理，降低安全的顧慮。 

2.整合放射性廢棄物產量及核種活度資訊系統，使核能電廠放射

性廢棄物料帳管理電子化，提供正確固化廢棄物及廢樹脂總產

量及核種總活度資訊，並配合最終處置之作業。 

3.推動各電廠清潔廢棄物之解除管制作業，減輕後續營運管理之

負荷。 

14. 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尚有那些問題待解決： 

1.處理問題 

部份貯存廢棄物尚待安定化。 

部份處理設施已老舊需要更新。 

蘭嶼固化體破損須進行檢整。 

2.最終處置 

場址選定遭遇阻礙，公投門檻過高，通過不易。 

15. 我國高放射性廢棄物尚有那些問題待解決： 

1.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設施建造遇阻。 

2.受限於先天之地理、地質條件，國內處置之可行性受質疑。 

16. 主管機關於法規的健全化與務實鬆綁上，採行之方法、訂定之目

標及其預期效果為： 



1.方法與目標： 

修訂法規，重視可行性及適應技術發展趨勢。 

研訂放射性廢棄物由產生到最終處置各階段之技術導則，導引

管理技術體系之建立。 

導引技術研發與實務執行方向， 建立解決放射性廢棄物問題之

完整方案，進而建立放射性廢棄物處理系統統包的技術能量。 

2.效用： 

對放射性物料管理業務精進的實現有全面性的促進作用。 

17. 現行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人員專業資格制度為： 

1.主管機關方面 

建立放射性物料管制人員專業資格及培訓制度，所有放射性物

料檢查人員需依規定完成必要訓練，且審核通過後，領有視察

員或資深視察員證書，始能執行檢查作業。 

2.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方面 

98年 4月 22日發布施行「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運轉人員資

格審查辦法」，建立分級審查機制，強化設施運轉與管理人員專

業訓練，以提昇營運安全及效率。將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運

轉人員分為運轉員及高級運轉員二類： 

處理設施內主要流程與運轉安全、處理效率相關之設備或儀

具，應由運轉員或高級運轉員操作。 

負指揮或調度責任之處理設施主管人員，應取得高級運轉員認

可證書。 

18. 主管機關於積貯廢棄物之減容與安定化處理上，採行之方法、訂

定之目標及其預期效果為： 

1.方法與目標 

修訂低放射性廢棄物安全管理規則，明定廢棄物之長期貯存須

先經減容與安定化。 



促成廢棄物之例行產量、貯存數量、核種總活度的持續降低。 

2.效用 

降低貯存與盛裝成本，提高貯存安全性。 

展現妥善處理國內放射性廢棄物之能力，證明核電是符合永續

發展的能源。 

19. 主管機關於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之管制規劃為： 

1.專案目標 

建置技術溝通平台、完成審查之前置準備。 

如期如質完成建造執照申請之安全審查。 

2.方法 

建立安全審查導則。 

設置技術溝通平台。 

建立專家學者技術審查機制。 

國外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案例研析。 

20. 主管機關為強化貯存安全於法規上所作之變革為： 

修正「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規定放射

性廢棄物處理設施與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所產生之低放射性廢棄

物，未經安定化處理者，貯存不得超過五年。 

97年 10月 22日前未經安定化處理之放射性廢棄物，於修正施行

一年內，出安定化處理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21. 主管機關於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與貯存設施之共識上，做了以

下務實之鬆綁： 

以法規釋示，若不涉及設施本質之變更，兩設施中設備系統之增

設，可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或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之設計修改

或設備變更之規定辦理。 

22. 不屬於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所稱之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之小規模

處理系統，其作業應符合輻射安全防護之相關規定。 



23. 營運管理者負有設施安全的所有責任，縱使委託工作給其他單位

代為執行，仍須負擔所有責任。 

24. 安全分析報告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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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主管機關同意後，再據以施行。 

 
減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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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減廢為加強營運管理、改善處理程序或設備，以避免或減少放射

性廢棄物之產生。 

27. 減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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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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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物品攜入管制為乾性放射性廢棄物減廢最有效之措施。 

30. 核能電廠盛裝廢棄物所使用之塑膠袋係以顏色來區分放射性污染

或清潔廢棄物。 

31. 管制有機溶劑之目的，為抑減廢液總有機碳含量，增加廢水回收

量。 

32. 查漏為減廢之措施。 

33. 廠務管理及廠房去污為減廢之措施。 

34. 焚化及壓縮為減容之措施。 

 
處理 
35. 取樣槽是廢液排放前最後的把關點。 

36. 掌握系統狀況最好方法，就是掌握各槽水質。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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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貯存 

38. 未經安定化處理之放射性廢棄物貯存不得超過 5 年。 

39. 貯存設施每 10年應執行再評估，以確認該設施結構與貯存之安全。 

40. 盛裝容器指用於貯存或處置放射性廢棄物之容器。 

41. 經營者於何種情況下應進行檢整作業： 

1. 貯存設施於接收放射性廢棄物時或運轉期間發現容器有銹蝕、

變形或固化體劣化等，經營者應進行檢整作業。 

2.貯存設施經十年再評估後，發現盛裝容器銹蝕、變形或固化體

劣化時，經營者應提出檢整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檢

整作業。 

 

運送 

42. 低放性廢棄物廠內運送作業車輛速度每小時須小於 30Km。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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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時運送工具外表面之最大輻射劑量率，不得大於每

小時 2 毫西弗。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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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尺處之輻射劑量率，不得

大於每小時 0.1毫西弗。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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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時駕駛座及載人座之輻射劑量率，不得大於每小

時 0.02毫西弗。 

46. 低放射性廢棄物包件經公路運送者，應由訓練合格人員押運，並



攜帶交運文件、物質安全資料表、輻射偵検設備、通訊設備、意

外事件處理裝備及運送計畫。 

47. 低放射性廢棄物之量小於一千公斤且其活度小於放射性物質安

全運送規則中微量包件之活度限值者，得免檢送運送計畫。 

 

用過核子燃料管理 

48. 乾式貯存為確保臨界安全，必須維持於次臨界狀態，即中子有效

增值因子 keff應小於 0.95。 

49. 核一廠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之護箱設計年限為 50 年。 

50. 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之護箱係利用自然空氣對流來移除殘餘

熱。 

51. 從核子反應器退出而不再使用的核子燃料稱為用過核子燃料。 

52. 現行台電之核能電廠用過核子燃料之管理策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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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置 

53.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 

54.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之主辦機關為經濟

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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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低放處置設施應採多重障壁之設計，並依廢棄物分類特性分區處

置。 



57. 低放處置設施與安全有關系統及組件之設計，應具有相互替代性

或備份。 

58. 低放處置設施之保安與警示設計，應能防止人員誤闖或占用。 

59. 低放處置設施完成封閉後，應對處置管制地區進行至少五年之觀

察及監測，以確認封閉之完整性。 

60. 建議候選場址須經地方公投同意，經濟部始得核定為候選場址。 

61.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應接收全國所產生之放射性廢棄物。 

62. 核能發電經營者或負責執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者，應提報

最終處置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切實依計畫時程執行。 

63. 用過核子燃料之處置，國際間都採行「深地層處置」的概念，而

「深地層處置」是指地下數百公尺的穩定地層。 

 

外釋 

64. 輻射源及放射性廢棄物，若放射性低微而無安全顧慮，得豁免管

制。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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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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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法規依據為 「一定活度或比活度以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辦法」。 

67. 放行計畫所適用之範圍為管制區內之預期不受污染廢棄物或物

品，經由偵測判定符合放行限值者，得攜出管制區。其法規依據

為輻射防護法第十條授權訂定之「輻射工作場所管理與場所外環

境輻射偵測作業準則」第八條，放行計畫亦應納入「輻射防護計

畫書」內。 

68. 放行計畫適用之範圍為管制區內之所有廢棄物，此偵測作業為判

定廢棄物或物品屬於放射性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其法規依



據為各單位向輻防處所提之「輻射防護計畫書」。 

69. 外釋計畫所適用之範圍為已進入管制系統之放射性廢棄物，若原

先已豁免管制者，不適用本計畫。其法規依據為 「一定活度或比

活度以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辦法」。 

廢棄物管理策略 

70. 為加強放射性廢料之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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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之不利影響，行政院於 86年 9月

核定修正「放射性廢料管理方針」，為我國放射性廢料的管理政策。 

71.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方針的策略重點 

(1) 力行減廢：國內核電廠持續推動廢棄物減量。 

(2) 確保安全：各核電廠均設有現代化貯存庫，台電公司亦繼續

執行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計畫，目前正尋求處置場址地點

中。另蘭嶼貯存場完成檢整重裝作業已於 100年 11月底完成。 

(3) 使用者付費：為避免後代子孫負擔，經濟部已設立「核能後

端營運基金」，以支應未來放射性廢料的處理費用。 

(4) 尊重國際公約：放射性廢料之管理應保障安全與環境保護，

並尊重有關國際公約的規定。 

(5)推動專責機構：經濟部持續推動放射性廢料「營運專責機構」，

目前已成立放射性廢棄物專案辦公室。 

72. 低放射性廢棄物之管理策略為減量固化、安全貯存及妥善處置。 

73. 用過核子燃料之管理策略為近程燃料池貯存、中程乾式貯存、長

程最終處置。 

74. 行政院於 80 年 3 月 1 日核定「核能電廠除役管理方針」，明確宣

示我國核能電廠除役之政策指引。 

 

除役 



75. 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規定，我國核能電廠於預定永久停

止運轉前 3 年即應依「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許可申請審核辦法」

提出除役計畫，經原能會許可後才能進行除役。 

76. 核能電廠的除役拆廠作業時程規劃為下列五個階段： 

(1)第一階段：除役計畫準備與核准階段 

(2)第二階段：停機過渡階段 

(3)第三階段：除役拆廠階段 

(4)第四階段：廠址環境輻射偵測階段 

(5)第五階段：廠址復原階段 

77. 除役廢棄物之管理，主要是放射性廢棄物之分類及解除管制，由

於除役作業會產生大量的低污染物質或廢棄物，有效的分類、明

確的法規及解除管制標準，能使廢棄物經過適當的處理，不但能

減省除役時間，也能降低放射性廢棄物的產量。 

78. 國際上核能電廠除役之方式，通常可分為完全拆除（DECON）、

延遲拆除或稱安全貯存（SAFSTOR）及固封（ENTOMB）三種。

我國之除役策略，規定採完全拆除之方式。 

79. 國外已完成除役之核能電廠，其設施經拆除後，土地經綠化或移

作其他設施再利用。我國現行法令規定，核能電廠將來除役應採

取拆除之方式，拆除之範圍以放射性污染之設備、結構及物質為

主，拆除後之廠址輻射劑量應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之標準。 

80. 核能電廠之除役，台電公司應檢附除役計畫，向原能會提出申請，

經審核合於下列規定，發給除役許可後，始得為之： 

(1)除役作業足以保障公眾之健康安全。 

(2)對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之影響合於相關法令之規定。 

(3)輻射防護作業及放射性物料管理合於相關法令之規定。 

(4)申請人之技術與管理能力及財務基礎等足以勝任除役之執行。 

81. 依據「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之規定，核能電廠永久停止運轉



前 3 年，必須提出除役計畫送原能會審查，發給除役許可後，應

於 25 年內完成除役作業。 

82. 核能電廠除役許可之申請應備文件、審核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必須符合「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許可申請審核辦法」之相關

規定。 

83. 核能電廠除役後之廠址，其輻射劑量應符合下列標準： 

(1)限制性使用者，其對一般人造成之年有效等效劑量不得超過一

毫西弗。 

(2)非限制性使用者，其對一般人造成之年有效等效劑量不得超過

0.25 毫西弗。 

84. 依據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 28 條規定，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應負擔

其廢棄物處理、運送、貯存、最終處置及設施除役所需費用。 

 

違規規定 

85. 依據核子設施違規事項處理作業要點，所稱之違規事項，係指核

子設施之作業事項違反原子能相關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

行政命令及執照文件之規定者。前項之執照文件包括核能電廠終

期安全分析報告、運轉規範及其他經原能會核准之文件。 

86. 違規事項依其情節輕重及影響程度之不同，由重至輕依序分為一

級違規、二級違規、三級違規、四級違規、五級違規等五個等級。

無安全顧慮且未達五級違規之事項列為注意改進事項。 

87. 原能會發現違規情事後，得視其違規情節之輕重，以行政命令提

出糾正。如有違法情事，另依法處理。 

88. 違規事項之情節，符合下列第一款至第五款全部條件或第六款及

第七款條件之一者，原能會得不予糾正： 

 (1) 自行發現。 

 (2) 屬於四級違規或五級違規。 



 (3) 依規定向原能會報告。 

 (4) 已完成改善或將於定期內完成改善。但於承諾期限內無法完

成者除外。 

 (5) 以往之改正措施無法預防此項違規之發生，而提出新的有效

改善措施。但屢次違規者除外。 

 (6) 因救災、救人等緊急狀況下之特別行動。 

 (7) 已於事先陳報原能會核准之案件。 

89. 區分違規事項之等級時，原能會得考量下列之相關因素，酌予提

升或減低違規事項之等級： 

 (1) 是否適時自行發現缺失、主動改正並依規定陳報。 

 (2) 是否故意或過失違反規定。 

 (3) 違規事項之改正措施是否如期完成。 

 (4) 是否曾獲得通知應注意此類缺失之防範。 

 (5) 是否重複發生此類缺失。 

 (6) 違規事項存在時間之長短。 

 (7) 以往安全營運績效之優劣。 

90. 認定違規事項之等級時，原能會得邀請經營者說明。對原能會認

定之違規事項及等級若有疑義時，經營者得於文到後一個月內檢

附具體事由提出書面申覆。原能會對於經營者之申覆內容若有疑

義，得邀請經營者說明。 

91. 一、二級違規事項屬重大違反規定，原能會應立即糾正缺失，並

得另依原子能相關法規要求停止作業、降載運轉、停止運轉、或

進行特定之安全改善。一、二級違規事項原能會應立即發布新聞，

並視需要召開記者說明會。 

92. 三級違規事項屬中度違反規定，原能會應糾正缺失，要求提出具

體改正措施。三級違規事項原能會得視需要發布新聞。 

93. 四、五級違規事項屬輕度違反規定，原能會得糾正缺失，要求提



出具體改正措施。 

94. 區分違規事項之類級，以附件「違規事項之類級區分」為參考依

據。但不以該附件所示範圍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