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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1 月 9 日核一廠除役計畫暨乾式貯存設施訪查活動 

訪查會議意見答復說明 

 

編號：1 決議事項 

 

台電公司核一廠第二期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設施，應採具社會共識之室

內乾式貯存型式，於 115 年底完工啟用，以順利移出用過核子燃料，接續

進行除役拆廠作業。請台電公司積極與新北市政府溝通協調，取得第一期

乾式貯存設施水土保持完工證明，俾利儘早移出反應器內之用過核子燃料

，以確保安全。 

台電公司答復說明 

台電公司依照政府政策指示（行政院林前院長全 105年 9月 2日之指示以

及原能會 105 年 09 月 13 日之函文要求），正積極進行核一廠第 2 期室內

乾式貯存設施之規劃設計及可行性評估工作。考量核一廠第 2期乾式貯存

設施由室外改為室內貯存後，需新造建物及設置再取出單元，導致工程量

體及施工期程必然增加，故經儘可能同步進行各項工作並合理調整工作期

程後，仍須至 117 年 12 月方能完工啟用，惟針對大局指示 115 年底完工

啟用之要求，台電公司將戮力以赴，以此為努力目標。 

核一廠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計畫水土保持計畫（以下簡稱水保計畫），

於 102年 12月 20日函請經濟部核轉新北市政府辦理水保計畫之第 2次變

更設計。迄今，新北市政府已 11次檢還水保計畫。依據水土保持法第 14

條規定，新北市政府並未恪守審查期限相關規定，台電公司擬函請農委會

釋示，以作為與新北市政府後續協商溝通之依據。 

原能會答復說明 

核一廠除役計畫載明第二階段為除役拆廠階段，期程為 116~127年，其第

一項工作為用過核子燃料移置乾式貯存設施，因此，乾式貯存設施應於 115

年底完工啟用，始能接續執行除役拆廠作業。另參酌以往核一、二廠乾貯

設施之審查經驗，於 115年底完工啟二期室內乾貯設施之期程，應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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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台電公司應積極推動辦理，以順遂除役作業之進展。 

倘未來二期乾貯設施之設置有不可歸責於台電公司之情事，屆時可依「核

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25條第 2項之規定，申請變更除役計畫時程。 

 

編號：2 決議事項 

 

核一廠除役後電廠之土地再利用、除役期間地方回饋金問題，請台電公司

妥為處理，並加強與地方民眾溝通，做好敦親睦鄰工作，「核一廠除役計

畫社區委員會」的成立跟推動請台電公司積極辦理。。 

台電公司答復說明 

核一廠除役後電廠之土地再利用及除役期間地方回饋金問題，現係行政院

非核家園推動小組之專案諮商議題，將待非核家園推動小組做出相關處理

建議後，遵照辦理。 

有關「核一廠除役計畫社區委員會」已於 106年 12月 12日召開第二次籌

備會，並已初步擬訂相關組織設置要點，台電公司未來亦將協助該委員會

之成立與推動。 

 

編號：3 決議事項 

 

今年 6 月 2 日超大豪雨所造成核一廠部份山坡地質災害情況，請台電公司

儘速完成復原工作，以確保設施安全及紓解外界的疑慮。 

台電公司答復說明 

遵照辦理，針對 6月 2日超大豪雨發生坡損之邊坡，核一廠擬依水土保持

相關法規進行後續邊坡穩定分析暨復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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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4 決議事項 

 

核一廠第一期乾式貯存設施水土保持區外的上坡面有表層土壤滑落情形

，雖不影響乾貯設施安全，但仍請台電公司於 106 年底前向新北市政府提

出水土保持改善計畫，提升乾貯設施的安全性，以利取得水土保持完工證

明，順遂除役作業之推展。 

台電公司答復說明 

台電公司於 106年 12月 6日及 11日分別派員赴新北市政府拜會，溝通坡

面後續修復相關議題，並已就陳報方式及內容取得共識。台電公司已於 106

年 12月 14日依據前揭共識擬具函文並檢附相關書件報請經濟部核轉新北

市政府。 

 

編號：5 邱太銘委員  

意見 

乾貯設施可考慮建置即時劑量監測儀器顯示輻射劑量率。 

台電公司答復說明 

遵照辦理。 

 

編號：6 李君禮委員 

意見 

1. 請台電對除役技術來源妥善規劃，並對技術來源之公司就未來尋求合作預

先準備。 

2. 電廠即將除役，台電公司對於現場操作的運轉人員有無未來規劃。 

台電公司答復說明 

1. 台電公司已於多年前積極參與國外除役相關研究組織機構，例如：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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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為OECD-NEA-CPD及WPDD、美國EPRI電力研究所及與英國NDA

除役署簽署備忘錄(MOU)等。其目的即是獲取國外相關除役經驗，進而

朝向推動除役自辦工作目標努力。 

2. 未來電廠開始進入除役後，若用過核燃料仍在反應爐內，相關法規依然

有安全相關系統使用操作要求以確保核安，因此現場運轉人員於此階段

仍須依相關規定輪值，大部分運轉人力仍須維持。 

至於將來核燃料移出廠房置於貯存場址後，運轉值班人力將依個人專長

及意願，在接受相關訓練後轉至其他工作崗位。為使運轉值班人員預先

了解未來除役工作之概況及可能工作專業，公司內部已針對需求提供除

役相關訓練課程，並將持續溝通互動，期使同仁能安心目前工作，並對

未來可能調整預做準備。 

 

編號：7 杜文苓委員 

意見 

1. 欲達成除役自辦工作極大化目標，台電公司應提出未來規劃，包含人員需

求員額，盤點除役工作項目，列明現有缺乏技術能力、人員編制及缺口、

需外包項目及時間表。 

2. 核一廠燃料池將滿池，核一乾貯設施有迫切性，新北市政府至今未核准水

土保持計畫，台電公司應積極補充水土保持計畫內容。 

3. 40 年運轉期對核廢料置放區域周邊居民已接近一生，回饋金的使用應予妥

善規劃。回饋金及工作權保障關係未來地區發展，回饋金使用如何具有公

共性，是未來台電公司重要工作。 

4. 請台電公司積極進行核一廠除役作業，對員額、經費及技術方面的投資規

劃為何。 

5. 除役計畫或者未來台電的工作能力建置說明不是只強調安全或單向和民

眾說明，而是採用相互溝通的理念，使地方溝通更具有效益。 

台電公司答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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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電公司現已就核電廠除役所需之各項工作成立任務小組，如下圖。並

將視工作進展更新、持續推動。 

因應首度面臨的核一廠除役作業，台電公司積極加入國際除役組織推動

國際交流，並藉由舉辦或參加國內外除役技術相關研討及訓練，建立除

役技術能力。現已將除役自辦工作最大化列為目標，委員所關心之自主

除役技術，將由台電公司落實執行。 

2. 核一廠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計畫水土保持計畫，於 102 年 12 月 20 日函

請經濟部核轉新北市政府辦理水保計畫之第 2 次變更設計。迄今，新北市

政府已 11 次檢還水保計畫。綜觀歷次審查意見，均為相同議題之延伸，

且審查意見包含微型樁分析參數及凝灰角礫岩採弱面直剪參數分析等議

題，均屬原核定水保計畫範疇，不屬變更設計審查範圍。目前台電公司持

續依新北市政府之意見進行相關分析與評估，辦理答覆說明作業，並持續

加強與新北市政府溝通協調，期能早日獲新北市政府核發「水保設施完工

證明」。 

3. 核一廠除役後電廠之土地復育及除役期間地方回饋金問題，現係行政院非

核家園推動小組之專案諮商議題，將待非核家園推動小組做出相關處理建

議後，遵照辦理。 

4. 為確保後端基金足以支應所需，每 5 年或在技術、法規及核能發電規模等

有重大變動時，將辦理後端營運總費用重新估算。目前台電公司已重新估

算後端營運總費用，以最新之成本資料，並參考國外實績，估算各項後端

營運工作(核廢料處理、處置、運輸、核能電廠除役等)所需之合理費用，

以確保核能後端各項工作之經費無虞。重估後端營運總費用核定版(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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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值)，係以運轉中 6 部核能機組，運轉壽齡 40 年，高、低放射性廢棄物

均採境內處置方式為計算基礎，估算相關後端費用為新臺幣 3,353 億元，

至 105 年 12 月底止，後端基金餘額已累計 3,219.88 億元。 

根據台電公司核能後端營運總費用估算及每度核能發電分攤率計算報告

，核一廠每部機組之除役費用為新台幣 79 億 1500 萬元，核二廠每部機

組之除役費用為新台幣 105 億 2300 萬元，核三廠每部機組之除役費用為

新台幣 108 億 9600 萬元，6 部機組總計新台幣 586 億 6800 萬元(含準備

金預估為 675 億)。 

因應首度面臨的核一廠除役作業，台電公司積極加入國際除役組織推動

國際交流，並藉由舉辦或參加國內外除役技術相關研討及訓練，建立除

役技術能力。現已將除役自辦工作最大化列為目標，委員所關心之自主

除役技術，將由台電公司落實執行。 

5. 有關台電除役計畫或者未來工作能力建置說明方式，已從單向和民眾說明

轉變為小型座談、節慶、宗教、文化、急難救助及老人弱勢等多向溝通，

達到相互溝通的理念，使地方溝通更具有效益。而為進一步深化相互信賴

並強化溝通，台電公司已於本(106)年第 2 次「新北市核能安全監督委員

會」提案成立「核一廠除役社區委員會」，期能藉由前述委員會建構台電

公司與地方居民的溝通平台並將資訊透明化更臻完善。 

 

 

編號：8 邱賜聰主席 

意見 

核一乾貯設施有迫切性，台電公司應更積極推動，否則除役計畫無法依規

劃執行；爐心貯有燃料會影響機組長期安全及增加人員值班需求；也可能

影響電廠運作及安全，對外說明時可再強化此方面敘述。 

台電公司答復說明 

考量乾式貯存設施係為執行核電廠除役作業所需之關鍵性必要設施，台電

公司規劃已完工之核一廠第 1 期乾式貯存設施作為少量短期使用，並積極

進行核一廠第 2 期室內乾式貯存設施之規劃，待第 2 期室內乾式貯存設施

開始營運後，屆時第 1 期乾式貯存設施少量使用部分，將一併移入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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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乾式貯存設施內存放。 

自推動核一廠乾式貯存計畫以來，台電公司除向各主管機關強調該計畫之

迫切性，業已於各公開場合、睦鄰活動中向地方居民及意見領袖強調乾式

貯存設施對供電穩定、燃料營運、除役計畫、地方回饋金補助之重要性，

未來俟「核一廠除役社區委員會」成立後亦將於該委員會中針對該設施之

必要性做重點敘述。 

 

編號：9 楊木火委員（書面意見） 

意見 

1. 建立除役技術自主中有關技術移轉部分，是台電將核一除役工程開國際標

透過合約要求得標者需有國內合作廠商且需技轉或其他方式。還是透過合

約要求技轉給台電，台電再培養其下包，日後讓台電核工部門成為國際核

電除役業之專業廠家；請台電公司說明其詳細計畫。 

2. 台電公司近期辦有關除役、核廢等研討會應開放讓委員能參加。 

3. 核一廠內周遭易崩塌之坡地應考慮種植較能抓住土壤之樹林，加上人工植

生護坡。 

台電公司答復說明 

1. 目前台電公司核能發電事業部面臨轉型需求，正在規劃成立相關子公司

。在除役技術方面，已與核能研究所洽詢合作機會，未來將朝向共同合

作，核研所以技術入股方式參與前述子公司。 

2. 有關台電公司辦理之除役、核廢等研討會，若未涉及廠商智慧財產權且

經研討會簡報者同意，均將歡迎委員參加、共同討論。 

3. 針對 6 月 2 日超大豪雨發生坡損邊坡，核一廠擬依水土保持相關法規進

行後續邊坡穩定分析暨復原工作，後續會將委員意見(種植較能抓住土壤

之樹林，加上人工植生護坡)納入考慮。 

 

編號：10 邱太銘委員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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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應與在地廠商形成技術合作夥伴，建立團隊，放眼未來大陸核電

廠除役的商機。 

台電公司答復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台電公司將朝向國內產業合作之方式建立除役團隊，提升

技術水平，以期建立實務經驗並累積實績後開拓國際除役市場。 

 

 

編號：11 邱賜聰主席 

意見 

張景森政務委員認同利用核一廠除役建立國家技術團隊構想，台電公司應

考量和核研所技術合作。 

台電公司答復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台電公司不排除任何具有除役相關能力之國內廠商，以期

共同組成除役國家技術團隊。 

 

編號：12 李境和委員 

意見 

1. 請台電公司規劃設計三號貯存庫以滿足除役產生低放廢棄物之貯存需求。 

2. 如何處理除役拆廠產生的清潔廢棄物及極低微放射性廢棄物，台電公司應

予考量。 

台電公司答復說明 

1. 台電公司現已規劃設計 3 號貯存庫，以因應除役產生低放射性廢棄物之

貯存。 

2. 除役拆廠產生的清潔廢棄物(廢金屬)擬依放行作業流程規定執行辦理，放

行廢金屬依「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呆廢料及下腳處理要點草案」標售

辦理。依照國際除役經驗，除役拆廠產生的可外釋廢棄物數量約為全部

產生廢棄物數量的 90 %以上，故考量資源再利用，採取外釋處理，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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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資源廢棄物，可有效減少低放射性廢棄物產出。外釋計畫將依據「

一定活度或比活度以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辦法」、「放射性物料管理法

」及「一定活度或比活度以下放射性廢棄物外釋計畫導則」等規定辦理

。每批次核准外釋之廢棄物，將由讓售合格廠商進行回收再利用。若經

量測及分析後，未符合外釋限值或輻射劑量率限值之固體廢棄物，則暫

貯於核一廠低放射廢棄物貯存庫及/或材料倉庫，待其放射性核種衰變後

再重新執行外釋作業流程。 

非放射性廢棄物，則可依據環境保護署之「廢棄物清理法」將電廠產生

之事業廢棄物，再細分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棄物；一般事業

廢棄物可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清理單位處理，而有害事業廢棄物則須依「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處理。 

 

編號：13 邱太銘委員 

意見 

貯存倉庫可考量使用叉動車取代吊車，以增加貯存空間。 

台電公司答復說明 

謝謝委員指教，將此意見列入考量，做為除役興建三號貯存庫整體性容器

佈置、擺放、動線規劃參考 

 

編號：14 劉文忠局長 

意見 

台電公司雖有進行社區溝通宣導活動，希望台電公司邀請地方民眾參訪核

廢料設施，增進民眾對核廢料設施安全性的了解，提升民眾對核電廠除役

之信心，蘭嶼貯存場開放民眾及遊客參訪，即是很好的範例，可供參照辦

理。 

台電公司答復說明 

公共政策的資訊公開透明化已是全民共識，台電公司各核能電廠亦歡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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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蒞臨參訪，各核能電廠之參訪聯絡窗口及相關細節亦公開於台電網頁，

惟因核能電廠內貯存核子物料而必須遵守核子保防相關規定，開放程度自

然無法與蘭嶼貯存場相提並論，故台電公司近期已針對北部展示館、南部

展示館進行展品更新、強化硬體功能，並於展示館舉辦各式睦鄰活動，俾

深耕地方社區之溝通宣導。 

 

編號：15 王重德處長 

意見 

除役技術在地化不只是成立國家規模的技術團隊，應再提升技術水平，增

加國際競爭力。 

台電公司答復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台電公司將朝向國內產業合作之方式建立除役團隊，提升技

術水平，以期建立實務經驗並累積實績後開拓國際除役市場。 

 

編號：16 楊進成處長 

意見 

核二乾貯設施因尚未取得地方政府核發之逕流廢水許可致未能施工，台電

公司有無考量採取行政救濟管道 

台電公司答復說明 

有關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一再(迄今共計9次)以非技術因素檢還或駁回營

建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不進行實質審查，已影響台電公司之權益

至鉅，故台電公司已於 106年 12月 1日提起訴願請求救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