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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曲  

輻射災害中，對社區民眾有較大災害風險的為核子事故（核電廠

發生災害）。核子事故的特性有別於其他的災害，它的發生是有時序性

的，非瞬間、即時的，因此在應變上有相對較為充裕的時間。但基於

「防災重於救災、離災優於防災」的重要防災原則，原能會身為輻射

與核能安全的主管機關，除嚴密核能安全管制外，亦妥善規劃核子事

故緊急應變機制，並採用超前部署的策略，以期萬一發生事故時，能

將災損降到最低。 

核子事故的災害管理與其他災

害相同，都涵蓋「減災、整備、應變、

復原」四階段（災害管理機制如圖 1）。

災時應變做得好，災前整備預防不能

少，因此原能會已與中央機關相關部

會、新北市、屏東縣及基隆市等各地

方政府共同合作，建立政府的核子事

故應變機制，讓「公助」量能隨時準

備好。為了讓應變效能極大化，原能

會已積極將核子事故平時防災的整

備及事故時應變規劃與作法，融入 

防災社區的推動，在專家團隊的協 

力下，深入社區，邀集社區居民共 

同參與、思考、提案及行動，建立 

民眾的「自助」與社區的 

「互助」量能，加上政 

府「公助」的資源挹注，          

厚植整體社會核子事故

應變的基礎，建構

有備無患安全

無虞的輻安防

災家園（輻安

防災社區的推 

動體系如圖 2）。 

 

 

圖 1、災害管理機制 

圖 2、輻安防災社區的推動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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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樂章  什麼是輻安防災社區？ 

「輻安防災社區」是居安思危理念的實踐，藉由平時社區居民大

家共同參與、學習、組織，掌握社區所面臨的災害風險，瞭解核子事

故災害萬一發生時最佳的應變方式，建立相互合作模式，並依據應變

計畫完善各項準備措施，俾能有效採取因應行動，將災損降到最低（輻

安防災社區的建立模式如圖 3）。 

社區防災組織是最具體又契合民眾生活的公眾參與模式，民眾角

色從被動轉為主動，當民眾積極參與災前資訊監控，學習災害應變的

知識與技能，除了增強自身的緊急應變能力，也有助於社區行動力、

凝聚力的提升；透過左鄰右舍的相互合作、公私協力，更能創造社區

的永續經營。 

 

 

 

 

 

 

 

 

 

 

 

 

 

 

圖 3、輻安防災社區的建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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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樂章  怎麼推動？ 

要建構安全、安居、安心的輻安防災家園，需要居民與社區的

踴躍參與、專業團隊的協助，以及政府機關的資源挹注。掌握幾個

步驟，可以有效協助居民與社區完備「自助」及「互助」量能，另

外，政府的「公助」量能必須提供協助，使災害

應變效能更為提升。以下就社區的推動流程與政

府的資源挹注進行說明： 

（一）防災社區的推動流程 

輻安防災社區的推動，是由辨識風險開始，

瞭解社區所面臨的核子事故災害風險，才得以擬

定對策，再由居民相互交流討論與演練學習，強化

防救災量能（防災社區的推動流程如圖 4）。 

1. 風險辨識 

在輻射災害中，對社區民眾較有災害 

風險的就是核電廠發生災害，也就是核子 

事故。而核電廠的位置是固定的!並且因核

電廠有多重防護的設計，發生災害的機率

低微，倘若萬一發生事故，也不會瞬間發

生或很快地擴散，一般會有足夠的時間來

應變。然而以風險的角度而言，越靠近核

電廠的社區民眾可能受到輻射影響的風險

越高。 

基於風險管理的理念與「防災重於救

災、離災優於防災」的原則，平時就要在核

電廠鄰近劃定一區域預作應變的規劃與準

備，萬一事故發生時，須立即採取民眾防護

措施，此區域就是緊急應變計畫區（EPZ）。

我國核子事故的 EPZ 為距核電廠 8 公里範

圍內之村(里)行政區(我國 EPZ 的範圍與輻射影響風險示意圖如圖 5)，

EPZ 外受輻射影響風險低，是結合國家整體災害防救機制進行整備應

變，目前核子事故的實質整備範圍已擴展到 16公里。 

 

圖 4、防災社區的推動流程

預防性疏散措施 

圖 5、我國 EPZ的範圍與輻射 

影響風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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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策擬定 

瞭解社區面臨核子事故的災害風險，接著就要擬定相關的應變對

策。藉由強化社區民眾個人防護行動認知、結合社區的人力物力資源、

訂定適合社區的防救計畫、建立防救災組織、預先規劃防護行動並多

加演練，熟習各項應變措施，將有助於災時應變效能的提升（災害應

變效能的提升如圖 6）；核子事故輻安防災社區之防救災組織分工建

議如圖 7。 

 

 

 

 

 

 

 

圖 6、災害應變效能的提升 

圖 7、核子事故輻安防災社區之防救災組織分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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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流討論 

在社區防災組織成立的交流討論過程、社區居民參與輻射防護與

應變資訊內容討論時，以及透過各類工作坊的辦理等方式，都可將社

區居民凝聚在一起，有助於將在地思維融入防救災應變的各項行動中，

更符合社區居民所需（社區居民交流討論照片如圖 8）。 

 

圖 8、社區居民交流討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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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演練學習 

EPZ內社區居民除了透過各類防救災議題的交流討論，平日還可

利用民眾防護月曆、宣導單張、宣導影片、應變手冊等多加瞭解防救

災的知識技巧。另外，透過平日演練，如參與逐里宣導與疏散演練或

核安演習，能更加熟習應變的流程與方法。在演練的過程中，也可檢

視社區在防救災上的不足，以便進一步尋找對策、精進防救災量能（逐

里宣導與疏散演練及核安演習照片如圖 9）。    

 

圖 9、逐里宣導與疏散演練及核安演習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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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的資源挹注 

政府如何協助防災社區建立運行呢？就是藉由法規面、制度面與

實務面三面向通力合作，提供「公助」量能。為讓公助更符社區民眾

所需，原能會由逐戶家庭訪問，瞭解居民需求開始做起，依此進行相

關法令措施的規劃研擬，與地方政府相互溝通合作，使政府的資源挹

注能發揮最大效能（政府的公助施行過程如圖 10）。 

 

 

 

 

 

 

 

 

 

1. 法規面：完備規範，據以依循 

為了強化國家的災害 

防救能力，核子事故緊急 

應變作業已經與災害防救 

法相關作業機制進行結合， 

以因應極端氣候異常所可能

發生的複合式災害。在核子

事故緊急應變法下針對核子

事故分類、民眾防護、應變計

畫與應變中心的作業均訂有

可供依循的法規（核子事故

緊急應變法與相關法 

規如圖 11）。 

 

 

圖 10、政府的公助施行過程 

圖 11、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與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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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度面：中央地方攜手合作，超前部署防護應變 

萬一核子事故發生，原能會將立即與相關部會共同成立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地方政府亦成立地方災害應變中心，進行緊急應變作業與

民眾防護措施（掩蔽、疏散、服用碘片等），提供即時環境輻射與食

品飲水採樣檢測資訊，並定期發布最新訊息，供民眾瞭解（如圖 12）。

我國對核子事故的緊急應變是採超前部署的策略，以民眾疏散行動為

例，即採預防性疏散策略，在尚無輻射影響的情況下，以風險及疏散

必要性進行考量，提前依序疏散不同族群民眾，爭取應變時間並使疏

散行動能有效執行，減少民眾受影響的風險（如圖 13）。另外，政府

亦會盡一切努力，避免事故惡化，積極保護民眾的健康安全。 

 

 

 

 

 

 

 

 

 

 

圖 12、核子事故發生時，中央與地方之分工情形 

 

圖 13、預防性疏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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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務面：溝通學習結伴行，防護演練不可少 

為加深民眾對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及民眾防護行動等作為之認知

與瞭解，使事故發生時可配合指示，有效進行防護行動，原能會平日

即結合地方政府，持續進行教育溝通，辦理實地演練，模擬事故狀況，

讓大家得以練習，萬一事故發生時，得以減低慌亂。另外，原能會也

將核子事故發生時疏散作業的集結點、防護站、收容所等資訊於官網、

輻務小站臉書、全民原能會 APP，供民眾瞭解與查詢（如圖 14）。 

 

圖 14、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及民眾防護教育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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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樂章  推動成果 

在社區居民、專家團隊與政府的共同努力之下，EPZ內許多社區

已將核子事故應變納入社區災防的一環，相關的工作坊也產製了融入

在地思維的防災地圖供居民使用，創作的民謠短劇亦已置於 YouTube

網站分享（防災地圖與民謠短劇如圖 15）。另外，實際演練也有許多

居民共同參與，以逐里宣導與疏散演練為例，110年參與人數統計如

圖 16。政府將持續做好一切輻安應變準備、持續提供「公助」量能，

並協助讓「自助」與「互助」效能更加提升，與社區居民共同打造永

續的安心家園。 

 
 圖 15、防災地圖與民謠短劇 

圖 16、110年度逐里宣導與疏散演練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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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協奏曲音樂盒 

小協奏曲 1  緊急應變計畫區 

電廠在多重防護的設計下，發生核子事故的機率低微。但基於風險管理的理念，平時就要在核電廠鄰近區域預

作核子事故災害的應變規劃與準備，萬一事故發生時，須立即採取民眾防護措施，此區域就是緊急應變計畫區（EPZ）。

我國核子事故 EPZ的範圍為距核電廠 8公里範圍內的村（里）行政區（核一、二、三廠的 EPZ範圍如圖 17-19）。EPZ

外受輻射影響風險低，是結合國家整體災害防救機制進行整備應變，目前核子事故的實質整備範圍已擴展到 16 公

里。 

 

 

 

 

 

 

 

 

 

 

 

圖 18、核三廠 EPZ 

圖 17、核一廠的 EPZ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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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核二廠的 EPZ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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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核三廠的 EPZ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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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協奏曲 2  民眾防護行動時序指引 

核子事故發展是有時序性的，依其可能影響民眾的程度，由小到大可分為緊急戒備事故、廠區緊急事故以及全

面緊急事故三類。政府將視事故影響程度發布掩蔽、服用碘片或疏散等民眾防護行動命令，當政府下達掩蔽命令，

即表示當下掩蔽的防護效果會最有效，因此，並不是所有核子事故發生都需要立即疏散。我國對核子事故的應變作

業是採超前部署的策略，考量疏散的交通狀況與安全性，並採取預防性的疏散作業，民眾防護行動時序指引如圖 20。  

 

 

 

 

 

 

 

 

 

 

 

 

 

 

圖 20、民眾防護行動時序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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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協奏曲 3  防護應變一點靈 

為了讓民眾可隨時查詢瞭解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與應變的相關事項，原能會及地方政府均已將相關資料公開於網

站（網址如下），歡迎點選網址，進一步的瞭解，提升自身的核子事故輻射災害防災應變知能。另外，以下亦提供社

區防災資訊相關好站連結，歡迎查詢使用。 

1. 原能會官網/緊急應變：http://www.aec.gov.tw/%E7%B7%8A%E6%80%A5%E6%87%89%E8%AE%8A--5.html 

2.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防災宣導互動網：https://www.dsc.ntpc.gov.tw/Index 

3.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防災社區：https://easy2do.ncdr.nat.gov.tw/community/ 

http://www.aec.gov.tw/%E7%B7%8A%E6%80%A5%E6%87%89%E8%AE%8A--5.html
https://www.dsc.ntpc.gov.tw/Index
https://easy2do.ncdr.nat.gov.tw/commu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