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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物料管理國際動態資訊 

112年 1月 

標題 1 德國 Grafenrheinfeld核能電廠獲得第二期除役許可 

中文概譯 
德國電力公司PreussenElektra公司已從巴伐利亞州

環境暨消費者保護部獲得Grafenrheinfeld核能電廠(KKG)

第二期除役許可(亦為最終許可)。該電廠僅有一部 1,275 

MWe的壓水式反應器，自 1982 年 6 月商業運轉至 2015

年 6月 27日永久停機。 

2011年 8月，「核能法」第 13條修正案生效，德國

逐步淘汰核能發電。因此，有 8部機組陸續停止運轉。 

PreussenElektra公司於 2014 年提出Grafenrheinfeld核

能電廠除役許可申請，將除役階段分為兩期，並於 2018

年獲得第一期許可。PreussenElektra公司於 2018 年 4 月

開始拆除工作。第二期拆除申請於 2019 年 12 月提交，

於 2022年 12月 20日獲得許可，包括拆除反應器壓力容

器及其周圍的生物屏蔽。 

自Grafenrheinfeld核能電廠開始拆除以來，已移除

燃料組件，移除超過 12,100 個部件，拆除約 3100 噸材

料。拆除的材料已經在廢棄物處理中心拆卸、清洗和測

量輻射。第一期作業已將反應器壓力容器的內部完全拆

除。 

2020年12月，Grafenrheinfeld核能電廠所有燃料組

件均已轉移至國營BGZ公司中期貯存設施的CASTOR型

金屬護箱中。該中期貯存設施自2021年開始運轉。 

資訊來源 World Nuclear News 

日期 2023.01.05 

相關聯結 
https://www.world-nuclear-news.org/Articles/Permit-issued-for-final-

Grafenrheinfeld-dismantlin 

 

標題 2 日本六所村用過核子燃料再處理廠延遲至 2024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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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概譯 
日本核子燃料有限公司(JNFL)宣布，原定 2022年啟

用的日本青森縣六所村再處理廠將再延遲至 2024年開始

商業運轉。該再處理廠目前正處於竣工的最後階段。 

JNFL表示，由於管制機關原子力規制委員會(NRA)

尚在對設計和施工計畫以及工程品質進行合適性審查，

以提高安全性，確保符合新的管制要求，因此JNFL決定

修訂再處理廠的完工日期。JNFL已於 2022年 9月 7日將

此決定通知青森縣和六所村地方政府。青森縣政府則要

求JNFL提供「延遲合適性審查的原因分析及對策」和「六

所村再處理廠完工的作法」。 

JNFL於 2022年 12月 26日宣布，已因應青森縣政府

的要求做出回應，將再處理廠竣工日期定為 2024年上半

年。並表示該時間表是基於綜合判斷，及考慮了三個要

素，即建築工程、設計和施工計畫的合適性審查以及管

制檢查時程。 

NRA於 2022年 12月 21日核准了設計和施工計畫的

第一部分。JNFL於 2022年 12月 26日提出設計和施工計

畫的第二部分申請。預計設計和施工計畫的合適性審查

仍需要大約一年的時間，而核准後的現場管制檢查期約

需 4至 7個月的時間。 

六所村再處理廠的建造工程始於 1993年，最早規劃

於 1997 年完工。然而，其建造和調試過程遭遇多次延

誤。該設施係參考法國Orano公司La Hague再處理廠相

同的技術。六所村再處理廠一旦投入營運，將可達到每

年 800噸的用過核子燃料再處理能力。 

受到 2011年 3月福島第一核能電廠事故影響，核子

燃料循環設施的新安全標準於 2013 年 12 月生效。新增

要求雖因設施而異，但通常包括針對地震和海嘯等自然

威脅的強化措施，另視個案須考量龍捲風、火山和森林

火災等。再處理廠除需評估上述自然災害外，另需專門

針對恐怖襲擊、氫氣爆炸、溶劑洩漏和液體廢棄物蒸發

引起的火災等預擬對策。 

2020 年 7 月 29 日，JNFL獲得NRA的許可，得以修

改六所村再處理廠的安全措施。目前正在安裝額外的設

備和系統，以便在發生嚴重事故時圍阻放射性物質釋

出。其他與安全相關的對策也正在實施，例如防止內部

淹水、加強管道系統的抗震性和改進內部消防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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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來源 World Nuclear News 

日期 2023.01.05 

相關聯結 
https://www.world-nuclear-news.org/Articles/Rokkasho-reprocessing-

plant-completion-delayed-aga 

 

標題 3 馬來西亞和迦納執行廢棄密封射源鑽孔處置計畫 

中文概譯 
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提供技術和工程設計協助馬

來西亞和迦納首次建造廢棄密封射源(DSRSs)鑽孔處置

設施，此為IAEA推動的先導計畫，經費來自加拿大政

府的贊助。 

廢棄密封射源是核子應用所產生的主要放射性廢棄

物。密封射源普遍應用於醫療、工業和農業設施等不同

領域。 

IAEA表示，對於放射性廢棄物數量很少的國家，

理論上可以將其以安全、可靠及永久的方式處置於地下

鑽孔中。鑽孔處置系統是一個完善的工程系統，能夠在

地下幾十公尺深的特製鑽孔中，處置各類廢棄密封射

源。 

在馬來西亞，建造鑽孔處置設施的準備工作已進入

最後階段，預計在六周的施工期間後，該設施即可投入

使用。IAEA亦協助馬來西亞原子能署(MNA)和原子能

許可委員會(AELB)制定指導文件；輔導鑽孔處置設備和

工具的設計及採購；展開技術測試和落實施工能力等。 

IAEA派往馬來西亞的專家團，工作重點為測試和

指導處置作業和設備的使用，以及監督鑽孔設施的建

造。IAEA亦在整個設施建造過程中提供技術援助和意

見諮詢，並透過建立建造能力來發展其運轉所需的專門

知識。 

迦納的鑽孔計畫也處於實施的後期階段，在管制核

准過程中取得了重大進展。鑽井設施建造預計將在許可

審查程序完成後立即開始。 

迦納原子能委員會輻射保護研究所放射性廢棄物管

理中心負責推動鑽孔處置計畫，將以此解決該國廢棄密

封射源的問題，進而培養該國核能發電計畫所需的人力

https://www.world-nuclear-news.org/Articles/Rokkasho-reprocessing-plant-completion-delayed-aga
https://www.world-nuclear-news.org/Articles/Rokkasho-reprocessing-plant-completion-delayed-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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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術能力。 

2022 年 9 月，IAEA廢棄密封射源技術中心(DSRS 

TeC)啟動了一項新的同儕審查服務，以支援資源和能力

有限的國家管理其廢棄密封射源。 

資訊來源 World Nuclear News 

日期 2023.01.06 

相關聯結 
https://www.world-nuclear-news.org/Articles/Borehole-disposal-proje

cts-under-way-in-Malaysia-a 

 

標題 4 法國專責機構提出高放射性廢棄物深層地質處置設施建

造執照申請 

中文概譯 
法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專責機構Andra已為規劃中

的高放射性廢棄物工業中心(Cigéo)深層地質處置設施提

出建造執照(DAC)申請。 

Andra規劃在巴黎東部的Meuse/Haute地區Bure附近

的粘土岩地層中建造與運轉Cigéo處置設施。經費來自

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EDF電力公司、Framatome公司和

法國替代能源和原子能委員會。它將容納 83，000 立方

米的長壽命高放廢棄物(HLW)和中廢棄物(ILW)。 

Cigéo以 1991年，2006年和 2016年通過的三項法律

為框架，並在 2005 年和 2013 年辦理兩次全國性公開辯

論。Cigéo的設計借鑒了Andra多年來進行的研究，特別

是其位於Bure的地下研究實驗室。 

2026年1月，Andra向法國核安管制機關核子安全局

(ASN)提出建照執照申請(法文縮寫為DAC)。ASN將主

導審查，並得到其技術部門如輻射防護和核安全研究所

(IRSN)等的支援，審查作業預計將持續約 30 個月。隨

後，協商階段將收集有關地方政府和國家當局的意見。

最後，規劃於 2026 年公開徵求公眾意見。此程序結束

後，若ASN提出正面建議，則政府將核發建造執照，

Cigéo即可開工建造。 

Cigéo的處置設施位於地下約 500公尺深處。將在運

轉階段逐步擴建(因為會陸續接收廢棄物包件)。地下設

施將包括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區和低與中廢棄物處置

https://www.world-nuclear-news.org/Articles/Borehole-disposal-projects-under-way-in-Malaysi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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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連通隧道和技術支援設施等。預計運營一百年時，

Cigéo將使用約 15平方公里的地表面積。 

Cigéo的地表設施將分布在相距數公里的兩個區

域，分別為斜坡道區和豎井區。斜坡道區的設施將用於

廢棄物包件的接收和檢整，並準備通過斜坡道將其轉移

到地下設施。豎井區的設施將主要用於開挖和建造地下

設施以及處理挖掘產生的岩屑。 

資訊來源 World Nuclear News 

日期 2023.01.18 

相關聯結 
https://www.world-nuclear-news.org/Articles/Application-lodged-for-c

onstruction-of-French-repo 

 

標題 5 瑞士專責機構將進行深層地質處置場址地方回饋之討論 

中文概譯 
瑞士核子貿易組織Swissnuclear即將開始與當地社區

和各州討論設立放射性廢棄物深層地質處置場的支付和

補償費用問題。2022 年 9 月，瑞士北部的Nördlich 

Lägern已被提議做為處置場址。 

本討論階段的目的是初步瞭解合作夥伴的需求，並

準備後續協商階段，此外，亦涉及如何設計可持續的世

代正義解決方案和社區合作方案。Swissnuclear將代表電

力公司以夥伴關係和開放的心態進行協商。 

Swissnuclear指出，支付和補償費用是廢棄物產生者

核能發電公司和聯邦政府(負責小產源廢棄物)向深層地

質處置場和封裝廠所在社區的自發性回饋款項。透過支

付和補償費用獎勵當地社區對解決國家任務的貢獻。 

討論階段之後將進入協商階段，目的是達成雙方可

接受的合約安排。協商階段的結果只有在處置設施的一

般執照具有法律約束力後才能生效，預計最早在 2029年

生效。支付和補償的討論是獨立於法定選址程序之外

的，選址程序由處置專責機構Nagra根據技術和科學標

準以及區域專案規劃實施。 

2022 年 9 月，經過 14 年的選址過程，Nagra提議將

瑞士北部的Nördlich Lägern做為深層地質處置場址，同

時在Aargau州Würenlingen市現有的Zwilag中期貯存設施

https://www.world-nuclear-news.org/Articles/Application-lodged-for-construction-of-French-re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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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建造一座用過核子燃料封裝廠。處置場的入口，

即所謂的地面設施，將建在Zürich州Stadel市的Haberstal

地區。 

Nagra正在準備處置場和封裝廠的一般執照申請，

預計將於 2024年提交給聯邦委員會。管制機關和聯邦政

府將審查申請文件，之後再提報聯邦委員會和國會核

定。最終結果將由全國公投決定。Nagra規劃低放深層

地質處置場於 2050 年啟用；高放深層地質處置場則於

2060年啟用。 

資訊來源 World Nuclear News 

日期 2023.01.23 

相關聯結 
https://www.world-nuclear-news.org/Articles/Discussions-due-on-pro

posed-Swiss-repository-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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