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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用過核子燃料用過核子燃料

當核反應器爐心內之核
燃料使用效率降低而必燃料使用效率降低而必
須更換時，從反應器退
出的核燃料。出的核燃料

核燃料在反應器爐心中
運轉使用3-5年後，必須運轉使用3 5年後，必須
退出爐心。

國內三座核電廠均採18國內三座核電廠均採18
個月運轉週期，每週期
更換1/4~1/3核燃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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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

用過核子燃料貯存於燃料池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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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3)

商轉
貯存容量

已貯存量
預估每週期(18個月)爐心

核能電廠用過核子燃料貯存容量表

機組 西元年
貯存容量
（束）

預估每週期(18個月)爐心
退出燃料數量(束)

束 公噸鈾

一號機 1978 3,083 2,770 476 100
核一廠

一號機 , ,

二號機 1979 3,083 2,636 454 100

一號機 1981 5,026 3,828 643 170
核二廠

一號機 1981 5,026 3,828 643 170

二號機 1982 5,026 3,716 624 170

一號機 1984 2,151 1,123 451 66
核三廠

一號機 1984 2,151 1,123 451 66

二號機 1985 2,159 1,141 457 66

99.12.10 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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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4)

乾式貯存的特色乾式貯存的特色

將用過核子燃料置於金屬容器內

填充惰性氣體後加以密封

藉由空氣的自然對流冷卻

外部有混凝土護箱來保護
金屬容器並降低輻射劑量

乾式貯存運轉維護容易乾式貯存運轉維護容易、
操作成本低

不會產生二次廢棄物及發生不會產生二次廢棄物及發生
輻射洩漏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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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5)

目前全球33個核能國家(共444座機組)( )
已有18個國家之用過核子燃料採用乾式貯存。

如美國、加拿大、瑞典、西班牙及日本等國家。

美國現有104座
核能機組，已核能機組，已
有55座乾式貯
存設施營運中。

7(資料來源: 2010-2011 Information Digest, USNRC)



前言(6)

密西根州的帕利塞德
麻薩諸塞州的洋基羅威

(Y k R )核電廠
密西根州的帕利塞德

(Palisades)核電廠
(Yankee Rowe)核電廠

亞利桑那州的巴洛維德 康涅迪格州的洋基

(Palo Verde)核電廠 (Yankee)核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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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過核子燃料貯存護箱組成

核一廠乾貯設施(1)

用過核子燃料貯存護箱組成

外加屏蔽混凝土護箱傳送護箱密封鋼筒 外 屏

底座 4.5 x 4.5 公尺
直徑 4.20 公尺
壁厚 0.35 公尺

外徑 3.45 公尺
內徑1.89 公尺
高 5.70 公尺
重 112 73 噸

外徑 2.12 公尺
內徑 1.72 公尺
高 5.13 公尺
重 46 18 噸

封 筒

直徑 1.70 公尺
高 4.84 公尺
重 16.65 噸

高 6.03 公尺
重 81.20 噸

重 112.73 噸重 46.18 噸



設施安全標準

核一廠乾貯設施(2)

設施安全標準

貯存護箱
貯存護箱可耐用50年。貯存護箱可耐用50年。

密封鋼筒可完全包封放射性物質。

不可發生自發性連鎖反應。

具輻射屏蔽。

在意外事故下，仍可確保用過核子燃料的完整性。

用過核子燃料可安全再取出用過核子燃料可安全再取出。

貯存設施
混凝土結構體應具備屏蔽功能混凝土結構體應具備屏蔽功能。

ㄧ般民眾年等效劑量為1mSv ，貯存設施對廠界民眾年等
效劑量≦ 0.05 mSv (一般民眾的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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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貯存設施可耐用50年。



核一廠乾貯設施(3)

核一廠用過核子燃料核一廠用過核子燃料
乾式貯存設施竣工模型乾式貯存場址現況

11



核一廠乾貯設施(4)

用過核子燃料吊卸與運送程序示意圖用過核子燃料吊卸與運送程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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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興建管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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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興建管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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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大管制要項

設施興建管制(3)

六大管制要項

1. 成立核一廠乾式貯存設施興建檢查專案小組。

2. 建置檢查導則及程序書。

3 執行密封鋼筒製程品保檢查。3. 執行密封鋼筒製程品保檢查。

4. 執行用過核子燃料完整性檢驗作業檢查。

促進資訊公開透明化5. 促進資訊公開透明化。

6. 建立民眾參與監督機制。

15



建立核一廠乾式貯存設施興建檢查專案

設施興建管制(4)

1. 建立核一廠乾式貯存設施興建檢查專案

整合本會資深檢查員與具土木、水利、地質及環工
專業人力，成立專案檢查小組。

督促台電公司建立並實施一套有計畫、定期的整體
性稽查制度 查證設施興建須符合專案品保計畫之性稽查制度，查證設施興建須符合專案品保計畫之
要求與執行成效。

規劃例行 定期及專案檢查方式 輔以學者專家技規劃例行、定期及專案檢查方式，輔以學者專家技
術諮詢，查核台電公司執行自主品管/品保成效，以
確保施工品質。確保施工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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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興建管制(5)

2 建置檢查導則及程序書2. 建置檢查導則及程序書
名 稱 檢查項目

乾貯設施組件之設計管制檢查程序書 密封鋼筒 碳鋼內襯乾貯設施組件之設計管制檢查程序書 密封鋼筒、碳鋼內襯、
屏蔽蓋

廠外製造商製程品保檢查程序書 密封鋼筒、碳鋼內襯、廠外製造商製程品保檢查程序書 密封鋼筒 碳鋼內襯
屏蔽蓋

廠內製造組件與建造乾貯設施檢查程序書 基座、混凝土護箱、
外加屏蔽外加屏蔽

品保實務及功能檢查程序書 台電三級品保

混凝土澆置前、中、後作業檢查程序書 基座、混凝土護箱、
外加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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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檢查導則(IG-1)與查核表(IG-2) 整體



設施興建管制(6)

重點查核項目重點查核項目

水保整地及
乾華橋改建

貯存基座 混凝土護箱
乾華橋改建

1. 自主品管/品保成效
2. 邊坡穩定補強設施

1. 自主品管/品保成效
2. 混凝土材料貯存2. 邊坡穩定補強設施

3. 擋土結構施工及品質要求
4. 排水設施及植生
5 滯洪沉砂池

2. 混凝土材料貯存
3. 材料試驗(認證)品質文件
4. 下層土層壓密度
5 基座整體尺寸、方位、平整度5. 滯洪沉砂池

6. 工安防護
7. 其他巡查/見證點及停留

檢驗點

5. 基座整體尺寸、方位、平整度
6. 鋼筋組立要求
7. 混凝土配比要求
8 混凝土澆置作業及養護要求檢驗點 8. 混凝土澆置作業及養護要求
9. 工安防護
10. 其他巡查/見證點及停留檢驗點

18註:參考興建檢查導則IG-1, IG-2



設施興建管制(7)

3. 執行密封鋼筒製程品保檢查

97.12~99.08共計執行8次，完成25只密封鋼筒廠製品
保檢查。

督促台電公司強化品管/品保稽核，以確保密封鋼筒督促台電公司強化品管/品保稽核 以確保密封鋼筒
品質符合要求。

19密封鋼筒組件組裝直縫銲道液滲檢測



設施興建管制(8)

4 執行用過核子燃料完整性檢驗作業檢查4. 執行用過核子燃料完整性檢驗作業檢查

確認用過核子燃料護套及結構之完整性後，始得
進行乾式貯存作業進行乾式貯存作業。

99.03~08共計執行3次檢查作業，完成256束用過
核燃料完整性抽樣檢驗核燃料完整性抽樣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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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興建管制(9)

5. 促進資訊公開透明化
http://www.aec.gov.tw/www/policy/meeting/index_1.php

•於本會全球資訊網建置「核一廠乾貯

管制專區」，提供民眾正確資訊，期管制專區」 提供民眾正確資訊 期
使民眾因瞭解而安心、放心。
•各項申請文件與管制報告均可上網瀏
覽/下載。覽/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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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興建管制(10)

6. 建立民眾參與監督機制

邀請地方代表、環保團體或學者專家參與監督，以增
進民眾對乾貯設施安全之瞭解。

建置「核一廠乾貯管制專區」，推動資訊公開及公眾
參與，讓公眾瞭解乾貯設施之實際運作。

建立民眾對乾貯設施建造品質及安全運轉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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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興建管制(11)

民眾參與監督初步規劃

邀請對象
新北市政府與石門區公所推派代表(3~5人)
環保聯盟、主婦聯盟、環境品質基金會(3~5人)
具土木 水利或地質等學者專家(3 5人)具土木、水利或地質等學者專家(3~5人)

辦理時機
場址整地完成(100年6月) 、混凝土護箱製造作業(101年01月)及場址整地完成(100年6月) 、混凝土護箱製造作業(101年01月)及
貯存基座完成(101年7月)

參與方式
設施現勘

勘查結果說明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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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監督意見的回應與公開



結語

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攸關核能電廠的營運安
全。本會將善盡主管機關的職責，作好用過核子
燃料乾貯各階段的審查及檢查作業 以確保設施燃料乾貯各階段的審查及檢查作業，以確保設施
安全。

本會已建立乾貯資訊專區，提供民眾核一乾貯各
項安全管制資訊，未來將推動民眾參與監督，希
能讓民眾安心，進而放心。能讓民眾安心，進而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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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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