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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全民參與委員會會議摘要紀錄 

一、 日    期：109年 12 月 4日(星期五)下午 2時整 

二、 地    點：原能會 2 樓會議室 

三、 主    席：張副主委靜文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五、 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六、 報告案：109年 7 月 30 日「全民參與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預備會議」之檢討說明。 

報告內容：略。 

七、 討論事項： 

(一) 全民參與委員會作業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1. 報告內容：略。 

2. 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委員意見： 

作業要點第一條有關促進公眾參與活動之辦理成效，可

以寫的更廣一些，如促進民眾的參與，以及參與活動的成

效，另有關諮詢和建言，如何區分？ 

原能會回應說明： 

我們會依委員的意見再修正作業要點，如果委員認為諮

詢和建言是同一件事情，我們就再做文字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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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1) 針對全民參與委員會之流程和機制圖，全民參與委

員會的角色在哪？公眾參與的活動項目和內容是誰

提出來？假如是原能會跟民眾、團體提出來，那民

眾和團體是透過什麼樣的機制提出？民眾和團體跟

委員會委員的關係是什麼？ 

(2) 民眾和團體提出議題的管道是什麼？因為委員會議

跟民眾、團體之間沒有箭頭，所以看不出來他們之

間的關係。 

(3) 以現有公眾參與平台的運作方式，如果沒有委員

會，會有差別嗎？ 

(4) 委員會應該跟參與的團體做溝通才對，應該讓它更

精準地對到這個對象，更精準的達到目標。 

原能會回應說明： 

(1) 第一次委員會議題是由原能會提出，會後委員提出

之建議跟回饋，如未來原能會辦理活動的方向等，

原能會據此提供議題，所以委員會的目的不只是建

議或回饋。 

(2) 原能會在辦理公眾參與平台活動時，會對外徵詢議

題。基本上委員會沒有直接跟民眾和團體接觸，而

是透過現行公眾參與平台跟環團和民眾接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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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後，委員會可對原能會辦理活動之方向回饋意

見，原能會則將辦理成效提供給委員會，所以全民

參與委員會之流程和機制圖上的箭頭缺了一塊，因

為目前規劃委員會是不直接跟民眾和團體接觸。 

(3) 現行公眾參與平台活動辦完後，除內部檢討，也希

望引進外部聲音來協助原能會，讓未來公眾參與活

動辦的更好。 

主席回應說明： 

本委員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促進公眾參與，原能會與民

眾互動時，除蒐集議題，也蒐集辦理過程、方式以及溝

通通暢性等意見，並請教委員提供未來更精進的做法。 

委員意見： 

(1) 建議洽詢公共行政的社會溝通專家，如政大社會治

理中心團隊，他們辦理方式很多元，包括在博物

館、美術館、學校、社大和偏鄉等，溝通方式甚至

還有一對一的對談調查，近幾年社會運動所提到的

社會審議也是他們的專業。 

(2) 不論是環盟和媽盟等團體都在思考如何辦理活動；

建議辦活動時也可結合外部團體合辦，納入新的方

法。 

主席回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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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委員提供的建議，剛剛委員所提的公共行政方面的

社會溝通專家，我們會納入考慮。 

委員意見： 

(1) 請釐清全民參與委員會和原能會公眾參與平台的關

係，原能會是認為原有公參平台機制不足，故希望

委員會積極介入和擴大辦理？如果只是維持現有

的，那就類似活動執行的討論小組，原能會需要的

是一組很懂公眾參與和審議的顧問團體，如果功能

沒有擴充，那我會認為委員會沒有很需要存在。 

(2) 就我所知，原能會目前溝通平台活動範圍是在新北

市、屏東，其他縣市則較少。但如果要讓民眾了解

台灣目前核電情況，值得去各個縣市溝通。所以要

做到全民參與，第一步應該是全民的告知，但如果

只侷限在現有核能電廠管制相關的話，必要性就沒

有很高。 

(3) 作業要點第一項，應該是促進公眾參與以及我們辦

理相關活動之成效。最後的「諮詢跟建議」，我傾向

於提供本會辦理公眾參與相關的或是有關事務，這

樣比較廣。那如果要簡潔的話，就是「之建言」。 

原能會回應說明： 

委員剛剛所提，民眾誤認為主要發電來源的民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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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事件發生後我們已和行政院、教育部開會，後續教育

部課綱小組在編寫教材時也納入考量。另外現行公眾參

與平台在執行時，需要外部較有實務經驗的專家給我們

回饋，且平台所涉議題不限於核電廠的管制，還有其它

的管制議題，如醫療輻射等，所以層面比較廣。 

委員意見： 

社會溝通很重要，尤其是有多少人知道核廢料處理的困

境。如果要民眾感覺這些都跟他們有關，就要讓他們去體

驗，並一起來解決。我在原能會網站，發現一份在 5 個月

以前核定的作業要點，既然官網已經刊載，我們還討論什

麼？ 

原能會回應說明： 

官網目前刊載的是 7 月份要討論的版本，跟委員說抱歉，

會後我們會移除。 

主席回應說明： 

剛剛委員所提，擴大整個全民參與，包含年齡層、辦理地

區、議題，我認為這可落實到這個委員會，並發揮它的功

能、角度和位階。請承辦單位參考納入委員所提意見，並

重新設計全民參與委員會之流程和機制圖，將回饋機制

納入。 

委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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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對全民參與委員會之流程和機制圖做一些修正。請

將公眾參與平台項目的活動放在最上面，最左邊是原能

會，最右邊是參與民眾團體、最下面是全民參與委員

會。再把這四個部份之間關係連起來，例如原能會跟委

員會之間，現在只有向左的箭頭，委員會有給建議或回

饋，但原能會沒有箭頭回來給委員會，原能會是不是有

議案提供給委員會討論，這樣才會有建議和回饋。所以

原能會跟委員會之間要有雙向的箭頭。原能會跟平台之

間也是，往公眾平台的方向應該是去舉辦會議和做相關

的報告。參與平台回到原能會，則應該是意見的提出和

回饋到原能會。公眾參與平台和民眾跟團體之間關係也

是雙向，至於民眾參與和委員會之間我建議也會有一個

聯繫，當然現行規劃並無直接互動。我建議應該也要有

互動。例如若碰到爭議議題，民眾或許對原能會的處置

不滿意，這時委員會可跟民眾以及原能會協調，這樣委

員會就扮演著和民眾溝通協調的角色。 

主席回應說明： 

謝謝委員的建議，委員建議針對比較重大的議題，委員會

也得以直接跟民眾做一些主動的溝通或協調，建議承辦

單位參酌。 

原能會回應及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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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委員會得以直接跟民眾做主動的溝通或協調等

內容，相關文字會加在委員會的任務，且用「視需

要」，以保留一點彈性。 

(2) 原能會謝主委剛上任時就推動公眾參與，且陸續辦

理了四年，目前在思考下一階段如何提升公眾參與

的功能。現在原能會面臨的問題，就是 2025 後電廠

除役和核廢處置的公眾溝通。對於公眾參與平台任

務的提升，原能會直接想到的是施老師提供的建

議，就是台北市政府全民參與委員會對各局處所做

的公共溝通活動作檢討或提供諮詢。原能會希望委

員在活動前給我們建言，讓原能會辦活動時能抓到

要點，並在活動辦完後給予改進的意見。 

委員意見： 

(1) 建議活動辦理前應先盤點溝通的對象，並思考如何

在有限的時間進行有效的溝通。 

(2) 有關作業要點第二條，委員會的任務，(一)這部份的

「有關活動辦理情形」，建議把它改為有關事務。如

果舉例的話，我建議把這個議題設定列入第一項，

如議題設定、參與互動。剛提到除了建議以外，委

員會也可參與協調溝通，請列進第二項。第五大項

最後一句，我認為可再擴充為：審議本會公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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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務之執行狀況。 

(3) 作業要點第五條有兩個原則，前面的原則可刪除，

另外作業要點第一條，我認為需要敘明原能會公參

議題的範圍，這可納到第一或第二條。 

主席回應說明： 

(1) 作業要點第一點，在提供本會辦理公眾參與之句子

前，可先敘明是針對本會所執掌的業務，將範圍明

確化。 

(2) 針對討論事項案由一，請承辦單位針對委員所提意

見，儘速修正作業要點。修正後再請委員協助確

認，儘可能於今年年底前刊載在官網。 

(二) 110 年全民參與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規劃，提請審

議。 

1. 報告內容：略。 

2. 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主席回應說明： 

下次開會時間，經討論後暫定明(110)年 1 月 22日(星期

五)下午 2時。 

原能會補充說明： 

(1) 針對下一次委員會討論議題，提供資訊讓委員了

解。原能會現已完成核二除役計畫審查，但在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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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署的環評結果。所以下次規劃討論的是核二審查

和民眾溝通的情形。至於核三除役的部分，核三除

役計畫應該是明年 7 月前送審，後續原能會將針對

相關的公眾溝通的議題、方式做規劃，因此也須了

解公眾溝通活動應加強的部份。此外，原能會的溝

通活動，除了管制活動方面，也辦理科普展，且不

限定展區，目的就是讓民眾認識輻射、電廠除役、

還有核廢怎麼處置等。如果可以，下一次議題原能

會也針對這個部份提供說明。 

(2) 剛剛委員提到有跟博物館合作，原能會最近與博物

館洽詢結果都要等至少兩年，若有現成合作管道，

請提供原能會。 

委員意見： 

(1) 我可以提供政治大學民主創新與治理中心團隊之羅

凱凌教授的聯絡方式。 

(2) 我認為關鍵不在展，而在教育推廣的活動，其實國

家人權館也有意願合作，因為核電除役或核廢料處

理，跟能源轉型正義很有關係，我認為也可跟國家

人權館談談看。 

主席回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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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110)年 1 月 22 日開會除了開會資料上摘錄的兩項參

與平台活動報告，也請納入科普籌辦的資料。 

原能會回應說明： 

今天會議紀錄中會納入下次開會的報告事項新增科普籌

辦的報告。 

主席回應說明： 

下次會議的主持人，經協調由施委員擔任(張副主委為共

同主持人)，請承辦單位儘速通知會內相關單位準備報告

的資料。 

委員意見： 

剛有提到開會可以視需要邀請他人及單位代表出席，因

為下次會討論核三除役的溝通事項，我建議邀請地球公

民基金會視訊參與。 

原能會回應說明： 

如果委員做成決議，下一次會議就會邀請，可以親自出席

也可以以視訊方式參加。 

主席回應說明： 

做成決議，並請承辦單位邀請。 

原能會回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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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有委員建議邀請社會學方面公眾溝通專家，這部分

也列入紀錄。 

委員意見： 

建議可通知政治大學民主創新與治理中心，請他們派員

長期參與協助。 

原能會回應說明： 

沒問題，我們跟杜老師很熟，由她或推薦適當代表參加，

這部分也會列入會議紀錄。 

委員意見： 

(1) 這個委員會，建議考量可以加入核三和蘭嶼地區的

民眾，以了解他們對核電除役的態度。 

(2) 有關作業要點第六條，實務需要邀請其他人員出席

及視訊規定，建議區分開來寫。 

原能會回應說明： 

依委員意見修成兩點，委員會召開方式視實務需要另邀

請其他人與會或代表出席；至於考量疫情等不可抗力因

素則以視訊召開是另外一項。 

委員意見： 

建議如果邀請地球公民基金會出席，至少要提供交通費。 

原能會回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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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邀請實際出席為主，倘無法出席才採視訊方式，另

若實際出席我們會支給交通費。 

八、 結論事項： 

(一) 請承辦單位依委員所提建議事項修正作業要點，並經

委員確認後在年底前公布在官網。 

(二) 下一次會議暫定於明年 1 月 22日下午 2時辦理，報告

事項包括 109年工作參與平台活動辦理情形、核三除役

相關議題，以及科普活動。並邀請公共行政專家或團

隊，以及地球公民基金會列席，請委員屆時再給我們更

多寶貴意見。 

九、 檢附依本次會議委員建議修正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全民參與委員會作業要點」(附件一)與「委員會的流程和

機制圖」(附件二)。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全民參與委員會作業要點 

109年 12月 30日核定 

一、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原能會)為促進公眾參與和提升

辦理安全管制事務之成效，特設全民參與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以提供原能會有關事務之建言，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對於原能會業務範圍所辦理公眾參與之有關事務，如議題設

定、民眾之參與互動、意見回覆追蹤等事項，提供建言。 

(二)其他有助於落實原能會公眾參與及民眾溝通事項之建議。 

(三)對於重大爭議事項，得視需要協助與民眾協調溝通。 

三、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九至十三名，由原能會就下列有關人員聘（派）

兼之：  

(一) 專家學者、社會公正人士或民間團體代表六至九人。 

(二) 原能會與議題相關之業務單位主管三至四人，惟人數不得

高於全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全體委員任一性別比例應占全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四、 本委員會委員之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之。委員出缺時，原能

會應予補聘；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五、 本委員會議以每半年召開乙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加開，以審議原

能會公眾參與相關事務之執行。 

六、 委員會議得視實務需要另邀請其他人員或單位代表出席。 

七、 委員會會議視情況，得以「視訊」方式召開。 

附件一 



八、 委員會議主持人由委員相互推選一人為之。並得視討論議題需要，

由原能會指定一位代表擔任共同主持人。 

九、 委員會議召開時，以全程錄影錄音為原則，並在會議結束後次日

將影音檔置於原能會官網；必要時，經委員會會議同意，開放現

場直播。 

十、 委員會議紀錄及回應資料以會議後二週內上網公開為原則。 

十一、 為利本委員會之運作，原能會得成立議事小組，由原能會議

題相關主管單位人員組成，負責會議前資料準備、會議紀錄及民

間團體回應資料。 

十二、 本要點奉核可後實施。 

 

 

  
 

 

 



 

 

全民參與委員會的流程和機制圖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