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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檢討報告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檢討報告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檢討報告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檢討報告 

壹壹壹壹、、、、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中華民國 102年 3月 28日立法院第 8屆第 3會期社會福

利及衛生環境第 9次全體委員會議通過臨時提案：「有鑒於核

電廠高度危險之不可測性，因此國際原子能總署及日本（福

島核災後），將其「核災應變區」乃建議訂在「20或 30公里」

以上，反觀，我國之核災應變區（緊急應變計畫區），政府仍

毫無警覺性及應變力，僅從 5 公里延伸至 8 公里，此舉對整

體災害防救體系毫無助益，實屬不足，為此，要求本會會同

衛生署與台電，於 1 個月內，重新檢討核能電廠周圍之「緊

急應變計畫區」之距離，並提出檢討報告送委員會以保障居

於核電廠周遭之國人安危無虞。」，爰遵決議提出本案報告。 

日本福島事故時，日本政府將疏散居民的範圍由 3公里、

10 公里擴大至 20 公里，使得民眾對核電廠是否能安全運作

失去信心，加上一般民眾對「緊急應變計畫區」的內涵不瞭

解，認為此區域就等於疏散範圍，因此產生我國訂定的緊急

應變計畫區範圍不夠大的疑慮。本會謹就各界疑慮之「緊急

應變計畫區」範圍是否足夠，分析說明如后。 

貳貳貳貳、、、、    「「「「緊急應變計畫緊急應變計畫緊急應變計畫緊急應變計畫區區區區」」」」不等同於不等同於不等同於不等同於「「「「實際的疏散範圍實際的疏散範圍實際的疏散範圍實際的疏散範圍」」」」    

萬一發生核子事故且因放射性物質外釋會影響到民眾輻

射安全，而需進行民眾疏散時，「實際疏散範圍」除考量事故

當時機組狀況外，並須視放射性物質外釋情形及當時氣象條

件來評估決定疏散範圍；以日本福島事故為例，其疏散範圍

是從事故發生時的 3 公里，因事故惡化逐步擴大到 10、20 公

里。而放射性物質的外釋會因氣象狀況，尤其風向產生不同

的分布，主要影響是下風向地區，以日本福島事故為例，放

射性物質的外釋分布並不是整個全區，而是西北方的扇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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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核電廠發生事故時，可能造成影響的區域會因事故的型

態和大小而異，然而越靠近核電廠的民眾可能受到輻射污染

的風險越高，因此基於事先做好風險管理的理念，政府平時

（核電廠正常運轉期間）就要預先擇一鄰近核電廠的區域做

好應變規劃的準備，此區域就稱為「緊急應變計畫區」。緊急

應變計畫區範圍大小係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的評估準則分析計算而得，相關評估準則與評估模式

主要參考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認可的規定與分析工具，計算

評估過程已甚為嚴謹。平時，政府即以此範圍為基礎，進行

各項核災預防的準備工作，例如預警系統設置、碘片分發儲

存、疏散收容規劃、民眾宣導演練、作業程序建立等，俾萬

一核子事故發生時，可即時採取民眾防護措施，降低百姓可

能受到之影響；萬一事故持續惡化，亦可以此範圍所規劃的

平時整備能量，作為後續擴大民眾防護行動範圍的基礎。 

核子事故的發生原因與後果有很多可能情境，其過程是

漸進的，有時序性的，不像地震或土石流災害瞬間發生，一

般都有足夠時間進行民眾防護措施。在以民眾安全為首要及

考量對民眾生活的影響下，緊急應變計畫區民眾防護措施的

執行，將以室內掩蔽為優先考量，避免民眾曝露於放射性物

質外釋環境下。依據美國環保署發表的文獻中，良好的室內

掩蔽(例如鋼筋混泥土房屋)其對加馬射線防護效果可達 80%

以上，若政府下達室內掩蔽的命令，即表示當下掩蔽的防護

效果會比疏散來的有效。若評估需執行疏散行動時，係依距

離核電廠的遠近分階段實施，優先進行靠近核電廠地區及下

風向範圍民眾的疏散，後續再依事故狀況逐步疏散緊急應變

計畫區內其他地區及緊急應變計畫區外民眾，以確保民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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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遭受放射性物質的危害。綜上所述，承平時期預做核災準

備的「緊急應變計畫區」並不等同於事故時「實際的疏散範

圍」。」。」。」。 

參參參參、、、、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在福島事故後之努力在福島事故後之努力在福島事故後之努力在福島事故後之努力 

一、 緊急應變計畫區緊急應變計畫區緊急應變計畫區緊急應變計畫區之檢討修正之檢討修正之檢討修正之檢討修正 

（一） 核一核一核一核一、、、、二二二二、、、、三廠三廠三廠三廠：100 年 3 月 11 日日本福島核子事故

發生時，正值我國核一、二、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每 5

年檢討之時機，以往我國核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之

分析是以單部機組事故為假設，分析結果均小於 5 公

里，因此依法核定公告為 5公里；因應日本福島多機組

核災事故，本會乃要求台電公司以雙機組事故為分析假

設（註：我國四座核電廠均為雙機組設計），重新計算

核一、二、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結果核一、二廠

仍小於 5公里，核三廠為 7.5公里，考量我國國情與民

眾接受程度，我國核能電廠的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宜一

致，再取劃定範圍之整數，因此本會於 100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27

日核定公告日核定公告日核定公告日核定公告「「「「核一核一核一核一、、、、二二二二、、、、三廠三廠三廠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緊急應變計畫區緊急應變計畫區緊急應變計畫區」」」」為為為為 8公公公公

里里里里。 

（二） 龍門龍門龍門龍門核電廠核電廠核電廠核電廠：因應日本福島核電廠多機組核災事故，於

100年 7月要求台電公司依照核一、二、三廠之分析條

件（雙機組事故、疏散干預基準 50毫西弗），重新計算

龍門核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台電公司於 101年 5

月提出龍門核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評估檢討修正報

告，經本會確認報告之完備性後，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審

查小組進行實質審查。歷經 5次專業審查後，達成以下

結論：若疏散干預基準以 50 毫西弗來考量，龍門核電

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為反應器中心半徑 4.5公里之範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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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符合現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施行細則」第三條規

定的評估準則，然「核一、二、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

業於 100年 10月 27日核定公告為 8公里之範圍，經審

查委員討論，考量我國國情與民眾接受程度，我國核能

電廠的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宜一致，因此審查委員建議

將龍門核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由現有之 5公里擴大為 8

公里。經本會拜訪地方政府進行緊急應變計畫區擴大後

相關配套措施規劃之溝通說明及兼顧地方政府各行政

區域運作的規劃考量後，本會決定龍門核電廠緊急應變龍門核電廠緊急應變龍門核電廠緊急應變龍門核電廠緊急應變

計畫區範圍約計畫區範圍約計畫區範圍約計畫區範圍約 8公里公里公里公里，，，，並於今並於今並於今並於今(102)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2日完成核日完成核日完成核日完成核

定公告定公告定公告定公告。本會另對台電公司提出增設環境輻射偵測站及

進行民眾防護措施之分析規劃檢討等 2 項後續管制要

求，並將此列為未來龍門核電廠核子燃料初次裝填前的

應完成項目。 

有關龍門核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的評估檢討內容

及審查過程分別詳述於台電公司評估檢討修正報告及

本 會 的 審 查 評 估 報 告 中 ， 歡 迎 上 本 會 網 站

（http://www.aec.gov.tw/）查閱。 

二、 緊急應變整備緊急應變整備緊急應變整備緊急應變整備之檢討與精進之檢討與精進之檢討與精進之檢討與精進 

（一） 緊急應變計畫區內緊急應變計畫區內緊急應變計畫區內緊急應變計畫區內：：：：因應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由 5公里

擴大為 8 公里，台電公司已依本會要求於 101 年底完成

「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內民眾防護措施分析及規

劃」檢討報告(內容包含人口分布、輻射偵測計畫、民

眾預警系統、民眾集結、疏散及收容等項目)，刻正由

本會邀請學者專家及地方政府共同進行審查作業中，預

定於今年 6月底前完成審查；俟核定公告後，地方政府

將據此訂定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包括各種



 5 

方式之預警警報通知、掩蔽作業之執行、碘片發放及服

用通知、疏散作業之執行等事項，俾使相關規劃工作更

加完善，並透過演習（演練）來驗證規劃作業之可行性

與強化作業細節，逐步落實應變計畫和培養政府相關單

位與民眾之應變能力，確保民眾之安全。 

假設發生嚴重核子事故，當有輻射外釋或外釋之虞

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設置成立，並同時進行輻射監測

與劑量評估計算，若判定機組事故將持續惡化需採行疏

散作業時，將以階段性疏散(離電廠近到遠)之概念作為

疏散之原則，以避免造成交通堵塞或因不必要的疏散造

成民眾生命財產的損失，在這樣的原則下由地方政府協

助民眾執行疏散作業，未來也會在這樣的概念下，定期

執行疏散演練，強化民眾防災應變能力。 

（二） 緊急應變計畫區外緊急應變計畫區外緊急應變計畫區外緊急應變計畫區外：：：：在參考日本福島事故經驗後，為因

應萬一事故影響區域擴大的情況，本會對緊鄰核電廠緊

急應變計畫區外的區域，亦已規劃結合災害防救體系，

執行民眾防護措施的準備、教育與演練。例如建立國家

碘片儲存庫，規劃臨時及較長期收容所、增購防護裝

備、擴大輻射偵測範圍及溝通宣導等。各種強化措施除

了協調行政院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在原有基礎上充分

結合相關災害防救體系外，亦就法制面進行配套檢討，

如將每個核電廠每年提交之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額

度，由 2,400 萬元提高至 5,400 萬元，以充裕相關作業

經費，並自 102 年起適用；規劃核子事故併同重大天然

災害發生之複合式災害應變機制，並已於 101 年 2月納

入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此外，行政院提送大院

之災害防救法修正草案，已將輻射災害正式列為該法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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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種類之一，未來國內有關災害之預防、整備、應變及

復原作業，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將朝向全災害之救災一

元化，以有效運用國家救災資源。相關整備摘要彙整如

下表： 

整備規

劃區別 

區域民眾

防護應變

計畫 

預警

系統 

碘片 

分發 

演習 溝通 

宣導 

輻射偵

測規劃 

疏散收容

規劃 

緊急應

變計畫

區內 

(8km) 

基隆市、

宜蘭縣新

增；新北

市及屏東

縣修訂 

5-8

公里

增設 

需採購

及補發

5-8 公

里居民 

依新

範圍

規劃

辦理 

持續

辦理 

預先規

劃偵測

站及路

線 

依修訂之

防護計畫

執行相關

作業 

緊急應

變計畫

區外 

民眾防護

規劃納入

地區災害

防救計畫  

結合

民防

警報

系統 

集中庫

存方式

保管，

視需要

分發  

觀摩

及必

要演

練  

持續

辦理 
  

預先完

成輻射

偵測佈

點規劃

及路線

圖  

以掩蔽為

優先、結

合天然災

害之收容

規劃作整

備  

三、 法規研修法規研修法規研修法規研修 

汲取日本福島事故應變之經驗，並參酌美國及國際原子

能總署相關風險分級控管之規範與建議，以及依照核電總體

檢的檢討結果，考量緊急應變計畫區外亦應預先規劃民眾防

護措施，以因應核子事故持續惡化之發生，本會正研擬於核

子事故緊急應變法修正草案將緊鄰核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外

的一定範圍增列「防護準備區」的定義，執行必要的防護準

備工作；此外，規劃於嚴重事故發生之虞時，即進行 3 公里

內民眾、學校及特定團體（行動不便/居家照護等）預防性疏

散，此即依災害風險分級控管原則，確保救災之有效與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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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防災重於救災，離災優於防災」，緊急應變是核能安全

深度防禦最後一道防線。為了讓日本福島事故不在台灣重

演，行政院已進行我國核電廠安全防護總體檢，未來如果發

生超出電廠設計基準的重大事故，核能電廠會以防止爐心燃

料熔毀和避免輻射大量外洩為首要任務，啟動「斷然處置程

序」，將所有可運用的生水或海水等水源注入反應爐，以防止

像福島電廠出現升溫、爐心熔毀、氫爆等連續惡化的情況。

即使注水後可能導致反應爐從此作廢，也在所不惜，以確保

民眾生命安全。萬一「斷然處置」的效果也不如預期理想，

危害還有持續擴大的跡象，政府會立即依緊急應變計畫啟動

相關的民眾防護措施。 

越靠近核電廠的民眾可能受到輻射污染的風險越高，緊

急應變計畫區就是為了確保緊鄰核電廠一定範圍內的民眾不

會受到確定性的輻射傷害，若將緊急應變計畫區擴大為「20

或 30 公里」以上，反而可能會降低核電廠周邊民眾(其處於

最大風險)防護行動的有效性。 

汲取日本福島事故應變之經驗，並參酌美國及國際原子

能總署相關風險分級控管之規範與建議，本會正研擬核子事

故緊急應變法修正草案，除現行的「緊急應變計畫區」，另規

劃增列「防護準備區」，將政府現行預做防災整備的一些作業

納入規範，民眾防護措施將更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