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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設置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設施安全分析報告

導則 

1. 中華民國94年10月28日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會物字第 0940034854 號令訂定發布全

文4點；並自即日生效 

2. 中華民國100年11月24日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會物字第 1000018323 號令修正發布附

錄第三章第一項及第五章第八項；並自即日生效 

3. 中華民國108年1月18日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會物字第 10800005641 號令修正發布；

並自即日生效 

壹、 依據 

本導則依據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最終處置

設施建造執照申請審核辦法」第三條、第四條及「放射性物料管理

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規定，申請放射性廢棄物貯

存設施建造執照、運轉執照或換發運轉執照者，應撰擬或更新安全

分析報告。 

貳、 目的 

本導則旨在提供經營者申請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設施（以下簡稱

設施）建造執照、運轉執照或换發運轉執照，編撰安全分析報告

（以下簡稱報告）之依循。依本導則所建議之格式內容撰寫者，將

有助於資料準備之完整性，並縮短審核所需之時間。 

參、 報告內容概要 

詳如附錄。 

肆、 修訂 

本導則如有未盡事宜者，得視需要修訂之。 

伍、 實施日期 

本導則自發文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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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設施安全分析報告內容概要 

第一章 綜合概述 

一、 概論 

(一) 緣由及目的 

說明申請設置此設施之必要性與目的，規劃貯存用過核子燃料的

來源、類型、冷卻期、數量及貯存護箱的數量，貯存護箱的原始

核准國家、型號與名稱。 

(二) 專有名詞 

使用政府機關所頒訂之專有名詞，若非常用或自行編譯之專有名

詞，需明確定義並加註原文，以利對照。使用專有名詞的英文縮

寫者，應於報告內文第一次出現時定義並加註英文全文。 

(三) 引用之法規、工業標準及技術規範 

1. 撰寫報告時所採用之各種資料，其調查、分析及評估之方法，

凡於現行法規中有規定者，需從其規定。 

2. 詳列撰寫報告時所引用的國內外法規、工業標準及技術規範，

並註明其名稱、公(發)布單位、日期及版次。 

(四) 參考文獻 

引用法規、工業標準及技術規範以外之其他參考文獻，依內容性

質歸類整理，並詳列文獻出處。 

二、 設施綜合概述 

(一) 位置 

描述設施所在之地點，並以適當比例之地圖說明。 

(二) 貯存系統概述及使用限制條件 

描述該系統之貯存護箱及吊卸運搬機具設備等。說明貯存護箱可

裝填用過核子燃料之類別、數量、特性、設施所能貯存用過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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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料最大容量、貯存護箱吊昇高度限制、表面最大劑量率限值、

貯存護箱之頂部空氣出口或表面溫度限值及護箱內有效中子增殖

因數之最大限值等。 

(三) 使用年限 

說明設施之設計使用年限及其作業時程規劃。 

(四) 作業程序 

簡述用過核子燃料吊卸裝填、運搬、接收、貯存及再取出等作業

程序，並檢附重要之操作流程圖。 

(五) 設施配置 

敘述設施配置，包括設施基座、地上建築物、貯存護箱排列方式

及保安系統等，並使用適當之比例尺繪製設施平面配置圖，標示

比例尺、方位、區域名稱及設備名稱，並提供必要的工程圖或數

位立體模型與資料庫等。 

第二章  場址之特性描述 

設施得引用原核子反應器設施之資料，並註明文件名稱及編號；設施安

全設計與安全評估所需之必要資料，需於相關章節內檢附。 

一、 地形與地貌 

提供一適當比例尺之地形圖、航照與遙測影像，清楚標明設施所有

場界範圍與附近重要地理特徵，包括道路、河川、鄉鎮、山脈、湖

泊及海岸線等。 

二、 地質及地震 

提供並說明區域地質圖、場址地質圖、地質剖面圖及斷層分布圖，

並說明地層分布與岩層位態、斷層分布與特性、場址地層分布與地

質特性、火山分布與特性、地震分析與特性，以及坡地災害分佈與

特性等。 

三、 水文 

提供並說明場址所在地區地表水文、地下水文、附近居民飲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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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海岸環境特性及海嘯等水文特性資料。 

四、 氣象 

提供並說明場址所在地區三年以上之氣溫、平均相對溼度、降雨量

及強度、風速、風向、降雨日數、空氣品質、颱風與氣壓等氣象資

料。 

五、 周圍人口、交通及臨近設施概況 

提供並說明場址附近近十年之人口組成、分布狀況、生活型態變化

及交通；並說明關鍵群體所在地點、生活或活動特性等人文資料。 

六、 其他足以影響設施設計與建造之場址特性因素。 

七、 場址特性參數佐證文件 

場址特性調查結果，應說明設施設計基準與評估所需之場址特性參

數，並檢附明確充分之佐證資料及相關專業技師簽證文件。 

第三章 設施之設計基準 

一、 設施之設計 

(一) 貯存護箱設計 

1. 用過核子燃料特性：包括燃料長度、寬度、重量、型號與鈾重

量、燃料初始濃縮度、燃耗、冷卻時間、衰變熱、燃料完整

性、有效堆疊密度、護套材料與厚度、燃料丸直徑、燃料棒之

陣列型式及數目、水棒及非燃料組件等，並應建置燃料特性資

料庫。 

2. 貯存護箱在正常運作、異常狀況、意外事故及自然災害事件下

之設計基準：應充分考量設施之場址條件、結構體及作業特

性，並能維持結構、熱傳、屏蔽、次臨界及密封功能，且符合

相關法規、工業標準及技術規範之要求。 

3. 受損用過核子燃料之貯存設計：受損或無法正常吊運之燃料，

須裝載於金屬內罐，金屬內罐設計能有效包封燃料顆粒或碎

片，滿足排水、真空乾燥、氦氣回填操作需求，並符合再取出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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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燃耗燃料之貯存設計：應考量氧化層或氫化鋯導致燃料護套

管壁機械強度降低，評估並說明其對燃料護套完整性的影響。 

5. 貯存護箱設計應採經原廠國家核能安全主管機關核准者，並檢

附原廠家向該國核能安全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審查及核准文件

影本，並表列說明因應國內場址特性之各項設計變更。 

6. 貯存護箱涉及重要安全操作(critical to safe operation)之結構、系

統與組件設計變更者，或貯存超過原核准用過核子燃料條件

者，應檢附原設計廠家向該國核能安全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審

查及核准文件影本。 

(二) 構造安全設計 

1. 建築設計：說明設施及地上建築物主要結構物、使用需求規劃

及其配置。 

2. 土木設計：說明設施及地上建築物主要結構物之工程材質與設

計標準。 

3. 結構設計：說明設施及地上建築物主要結構物之耐震設計、防

颱設計、結構分類、設計荷重及載重組合等。 

4. 防洪及防水之設計：說明設施防洪之排水系統、防洪水及海嘯

灌入、防雨水及地下水滲入、邊坡坍方之監測及防治，以及護

岸工程等之設計或措施。設施應採重現期距兩百年頻率洪水

位，並合理考量出水高，以及採必要的防洪設計或相關措施。 

5. 消防系統設計：說明設施內消防系統設計，有特殊之防火、防

爆或除熱等設計者，亦需一併說明。 

6. 設施結構物耐熱性、耐久性、抗腐蝕及耐磨損等之設計。 

7. 其他有關設施本體結構安全之設計。 

(三) 輔助系統及設備之設計 

1. 說明貯存護箱吊卸傳送系統、真空乾燥及惰性氣體充填、放射

性廢棄物處理系統及抗腐蝕等設計或相關措施。設施位於核能

電廠場址內者，並需評估其對所在核子反應器設施既有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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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系統、組件及整體運轉安全之影響，如經評估有潛在影響

者，需提出具體之運轉、維護或行政管制加強措施。 

2. 說明設施再取出單元之設計，應充分考量設施場址、結構體及

作業等特性，並符合適用之相關法規、工業標準及技術規範。 

(四) 公用系統及設備之設計 

說明通訊、電力、供水、供氣、照明、一般廢棄物處理、通風及

排氣等系統之設計。設施位於核能電廠場址內者，並需評估其對

核子反應器設施既有之結構、系統、組件及運轉安全之影響，必

要時應提出具體的運轉、維護或作業管制措施。 

(五) 設施各結構、系統及組件之分類 

就設施內所有結構、系統與組件項目，依其影響用過核子燃料、

貯存系統及環境安全等重要性，區分為「主要安全功能」及「次

要安全功能」之結構、系統與組件等兩類。主要安全功能之結

構、系統與組件，需於品質保證計畫有關章節中詳述之。 

(六) 輻射安全設計 

1. 安全限值：說明設施內外各區域或作業之輻射劑量率及年劑量

限值。 

2. 輻射屏蔽設計：說明貯存系統與設施輻射屏蔽結構體之材料、

組成、比重、厚度、形狀、尺寸與位置等有關設計資料。 

3. 職業曝露合理抑低：說明設施正常運轉期間，合理抑低工作人

員輻射劑量所採行之設計或措施，至少需包括下列各項： 

(1) 輻射管制區及監測區之劃分，含輻射防護及監測設備之設

置。 

(2) 用過核子燃料吊卸裝填、運搬、接收、貯存及管制站等作業

區職業曝露合理抑低之設計。 

(七) 作業安全設計 

1. 說明用過核子燃料之吊卸裝填、運搬、接收、貯存及再取出等

作業設計或相關措施，以及其適用法規、工業標準及技術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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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各項作業在正常運作、異常狀況、意外事故及自然災害事

件下，應能維持結構、熱傳、屏蔽、次臨界及密封功能。受損

用過核子燃料亦併同貯存者，其作業設計應分別敘明。 

2. 說明設施配置圖並描述各重要作業區域之安全設計，包括該作

業區之照明設備、通風排氣系統、監視系統、吊卸運搬機具設

備等，並說明適用法規、工業標準及技術規範之有關規定。 

3. 說明及評估在正常運作、異常狀況、意外事故及自然災害事件

下，各項相關作業對所在核子反應器設施既有結構、系統、組

件及運轉安全之影響，並提出具體之運轉、維護或作業管制措

施。 

(八) 異常狀況、意外事故及自然災害之預防及應變設計 

說明用過核子燃料之吊卸裝填、運搬、接收、貯存及再取出作

業，就設施場址、結構體及作業特性，在異常狀況、意外事故及

自然災害事件下所採取預防之設計或相關措施。 

(九) 利於未來除役作業之設計。就主要安全功能之結構、系統與組件

項目，說明有利於未來除污及除役作業之設計。 

(十) 設計資料需附適當比例尺之詳細圖說，細部設計或分析資料得列

報告附冊備查。 

二、 設施之建造 

(一) 施工特性 

說明施工規劃概要，包括所適用之法規、工業標準及技術規範、

施工階段及施工範圍等。 

(二) 施工計畫 

說明施工項目、時程及管理方法等，設施位於核子反應器設施場

址者，應考量施工期間對核子反應器設施既有結構、系統、組件

及運轉安全之影響，並提出對應施工管理措施。 

三、 設計基準之檢核分析及評估佐證文件 

設施各項設計基準應以「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及其設施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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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及其他有關法規、工業標準及技術規範進行符合性檢核分

析，並檢附明確充分之佐證資料、相關專業技師簽證文件或經第三

方公正機關(構)平行驗證資料，以確認符合安全要求。 

第四章  設施之行政管理、作業管理及人員訓練計畫 

一、 行政管理 

(一) 說明設施建造、試運轉、運轉及除役等各階段作業之組織架構、

編組、功能、責任與權限等，包括與承包商及承製廠商間之分

工。 

(二) 說明人員編制、權責及資格，包括編制員額、職稱、每一運轉班

次人數。各級主管人員之權責與資格，管理、監督及輻射防護人

員之權責與資格等。 

二、 作業管理 

(一) 作業程序 

說明設施各階段作業程序，包括設備製造、維護保養、輻防、工

安及品保等作業程序。 

(二) 審核與稽查 

說明設施各階段作業程序之審核與稽查，包括作業程序變更之審

查，審核與稽查文件之管理等。 

三、 人員訓練計畫 

說明設施各階段之訓練計畫，至少需包括訓練課程內容、時程及授

課人員資格，以及訓練成效評估或資格檢定等。 

(一) 設施及貯存系統之設計。 

(二) 核工原理、輻射防護(含合理抑低)及輻射度量。 

(三) 貯存護箱之驗收要求，包含中子吸收材料之品質保證認證。 

(四) 起重機與索具操作要求。 

(五) 裝填前準備作業，包括燃料與貯存護箱之檢查及測試，與裝填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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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密封作業，包括銲接、洩漏測試、排水、真空乾燥及氦氣充填

等。 

(七) 運搬輔助機具之操作、接收貯存及監測作業。 

(八) 設施之保安與通訊系統。 

(九) 異常狀況與意外事故之應變及改正措施。 

(十) 其他特殊作業項目。 

第五章  設施運轉計畫 

本章內容至少需包括下列各項，於申請設施建造執照時，需說明初步規

劃；申請運轉執照時，需詳細說明之。 

一、 運轉作業程序 

(一) 吊卸裝填 

說明欲裝填之用過核子燃料完整性檢測方法及判定標準，裝填前

後之燃料束識別確認程序；貯存護箱入池前檢查作業、入出池吊

卸操作程序、貯存護箱真空乾燥、充填氦氣及密封銲接之作業程

序、氫氣濃度監控與排除、測試程序及接受標準。 

(二) 運搬 

說明貯存護箱與運搬輔助機具之檢查、裝載、除污及吊卸操作等

程序，以及執行上述作業時維持熱移除能力、次臨界與輻射防護

之措施。說明運搬規劃路線、地下埋設物種類、埋設深度，以及

運搬方法、人員及車輛之污染管制措施等。 

(三) 接收及貯存 

說明貯存護箱接收、貯存及再取出作業規劃。 

(四) 作業流程 

以流程圖標示操作順序及控制方法，重要步驟需說明預防事故之

措施，並註明相關系統及設備之操作特性與限制條件。 

二、 貯存檢視作業 

說明設施輻射劑量監測、貯存護箱溫度與密封監測及例行檢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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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劃。 

三、 輔助系統及設備之運轉。 

四、 公用系統及設備之運轉。 

五、 設施各項系統及設備之維護保養。 

六、 設施材料評估及接受測試 

說明貯存護箱及與安全有關重要組件之材料選擇、特性及其適用的

法規、工業標準或材料證明文件；並說明各項有關非破壞性檢測，

以及結構、壓力、洩漏、材料測試等測試結果及合格標準。 

第六章  設施之安全評估，含預期之意外事故評估 

說明用過核子燃料吊卸裝填、運搬、接收及貯存等作業，在正常運作、

異常狀況、意外事故及自然災害事件下，均能確保安全。評估項目至少

需包括下列各項，相關計算書需留存備查，並經第三方公正機關(構)平行

驗證，評估結果與設計基準及法規限值，需經經營者自行檢核，並確認

其保守性。 

一、 臨界安全評估 

分析設施在正常運作時，用過核子燃料之吊卸裝填、運搬、接收及

貯存等作業均能維持次臨界狀態，至少需說明下列項目： 

(一) 臨界設計準則。 

(二) 用過核子燃料特性。 

(三) 臨界計算。 

(四) 臨界基準驗證。 

二、 結構評估 

結構、系統與組件區分以下五類，依序說明結構設計特性、設計準

則與工業標準、材料性質及結構計算分析等內容。 

(一) 具密封性者。 

(二) 鋼筋混凝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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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上建築物。 

(四) 其他主要安全功能者。 

(五) 次要安全功能者。 

三、 熱傳評估 

為確認衰變熱移除系統能可靠運轉，需證明主要安全功能之結構、

系統與組件及燃料護套之溫度，在正常運作時，均能符合限值。報

告中需說明下列項目： 

(一) 衰變熱移除系統。 

(二) 材料溫度限值與熱傳性質。 

(三) 熱傳負載及周遭環境狀況。 

(四) 分析方式、模型及計算。 

四、 輻射屏蔽評估 

確認貯存護箱、運送與設施之屏蔽設計能提供適當之輻射防護，屏

蔽功能需能確保工作人員及民眾之輻射劑量符合法規限值。報告中

至少需說明下列項目： 

(一) 輻射源種類與性質。 

(二) 貯存護箱及運送作業屏蔽。 

(三) 屏蔽組成及細節。 

(四) 屏蔽計算分析。 

(五) 輻射劑量評估。 

五、 密封安全評估 

說明貯存系統之密封作業與密封分析，報告中至少需說明下列項

目： 

(一) 密封系統與作業說明。 

(二) 密封分析。 

(三) 密封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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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避免用過核子燃料劣化之評估。 

六、 異常狀況、意外事故及自然災害事件之安全評估 

經營者需就設施操作環境條件與貯存系統特性，預測用過核子燃料

運轉可能發生之異常狀況、意外事故及自然災害事件並辦理相關安

全分析，所有事件分析結果需符合結構、次臨界、密封、輻射劑量

法規限值等安全設計要求，密封系統仍能維持結構完整，無放射性

物質洩漏之虞。 

(一) 異常狀況之安全評估 

說明每一項異常狀況之可能發生原因、評估方法、結果影響分

析、主要輻射曝露途徑及情節、工作人員及設施外民眾所接受之

輻射劑量評估、及改正措施等。 

(二) 意外事故及自然災害事件之安全評估 

說明每一意外事故及自然災害事件之發生原因、評估方法、結果

影響分析、設備或系統防護措施、主要輻射曝露途徑及情節、工

作人員及設施外民眾所接受之輻射劑量評估等。 

(三) 超越設計基準事故分析 

應就場址、設施及作業特性，合理地進行超越設計基準事故分析

並提出說明，其分析結果仍應維持貯存護箱完整性。 

第七章  輻射防護作業與環境輻射監測計畫 

如設施係附屬於核子反應器設施內時，得引用原核子反應器設施之相關

計畫。但需依設施之特性，詳細說明引用之方法及原則。 

一、 輻射防護作業計畫： 

依設施之輻射特性，參考「游離輻射防護法施行細則」相關規定撰

寫輻射防護作業計畫，內容需包括輻射防護管理組織與權責、人員

防護、醫務監護、地區管制、輻射源管制、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意

外事故處理、合理抑低措施、輻射偵測紀錄保存及其他主管機關指

定事項等。 

二、 環境輻射監測計畫： 



13 

應依「輻射工作場所管理與場所外環境輻射監測作業準則」規定撰

寫環境輻射監測計畫。 

第八章 消防防護計畫 

如設施係附屬於核子反應器設施內時，得引用原核子反應器設施之相關

計畫。但需依設施之特性，詳細說明引用之方法及原則。 

一、 消防工作之組織及行政管理。 

二、 火災災害分析及影響評估。 

三、 防火設計及措施。 

四、 火警偵測及消防能力評估。 

五、 相關單位之消防及救護支援。 

六、 防火及消防有關設備之維護及管理。 

七、 防火及消防有關之人員訓練。 

第九章 保安計畫與核子保防計畫 

如設施係附屬於核子反應器設施內時，得引用原核子反應器設施之相關

計畫。但需依設施之特性，詳細說明引用之方法及原則。 

一、 保安計畫內容至少需包括下列各項： 

(一) 保安工作之組織、管理及訓練。 

(二) 保安區域之劃定及管制。 

(三) 周界實體阻隔物、入侵偵測及警報監視系統。 

(四) 保安通訊設施及與警察機關協調支援事項。 

(五) 保安系統測試、維護及各項紀錄保存。 

(六)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申請運轉執照時，需說明有關門禁管制及進出人員查核措施，包括人

員酒精及毒品防治篩檢方案，以及警衛之部署與運用、保安事件應

變、防範內部破壞措施及保安系統整體效能評估等事項。 

二、 核子保防計畫至少需包括下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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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際原子能總署之料帳管理要求。 

(二) 貯存量及其明細：說明用過核子燃料中鈾、鈾－235及鈽之重量及

總重。 

(三) 識別與貯放位置：說明每一用過核子燃料元件之識別，包括燃料

元件型式、序號、批次、流水號及置放位置等相關紀錄。 

(四) 變動記錄：用過核子燃料之異動原因及其紀錄。 

(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者。 

第十章  品質保證計畫 

為確保貯存系統與設施之設計、建造及運轉品質，申請建造執照時需提

出建造及設計品質保證計畫，申請運轉執照時需提出營運品質保證計

畫，其內容需包括： 

一、 品保政策與組織。 

二、 品質保證方案。 

三、 設計管制。 

四、 採購文件管制。 

五、 工作說明書、作業程序書及圖面。 

六、 文件管制。 

七、 採購材料、設備及服務之管制。 

八、 材料、零件及組件之標示與管制。 

九、 特殊製程管制。 

十、 檢驗。 

十一、 試驗管制。 

十二、 量測及試驗設備管制。 

十三、 裝卸、貯存及運輸。 

十四、 檢驗、試驗及運轉狀況之管制。 

十五、 不符合材料、零件或組件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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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改正行動。 

十七、 品質保證紀錄。 

十八、 稽查。 

第十一章  除役初步規劃 

說明設施未來之除役構想，包括除役時機、除役目標、放射性廢棄物處

理、財務規劃、及預定未來提出除役計畫書之日期等內容。除役初步規

劃應進行貯存護箱廠外運送可行性評估並提出說明，評估報告留存備

查，經要求者應提報備查。本設施設計已考量有利於未來除役作業之事

項，需一併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