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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的核能發電已逾 40 年，對已經產生的核廢料均須加以面對並妥善管

理。行政院曾於 1997 年修正頒布「放射性廢料管理方針」，確立「加強發電、

醫學、農業、工業、教學、研究及其他產業所產生放射性廢料之管理，保障國

民安全，維護環境生態品質，避免現代及後世受到放射性廢料之不利影響」的

安全管理政策，並符合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的核廢管理基本原則。 

在核廢管理體制方面，經濟部及台電公司負責執行核廢料處理、貯存、最

終處置作業，原能會負責核子安全管制，環保署負責環境保護管制、勞動部負

責職業安全衛生監督、地方政府負責水土保持安全管制。整體而言，我國核廢

料安全管理已依照「放射性廢料管理方針」切實執行，並符合國際原子能總署

之核廢管理基本原則。 

我國自民國 67 年開始使用核能發電，陸續設置 3 座核能電廠 6 部機組。依

據台電公司的估算，3 座核能電廠運轉至完成除役，約將產生 60 萬桶低放射性

廢棄物，以及 22,210 束的用過核子燃料。 

核廢料是既存的事實，是當今世代無可旁貸的責任，而最終處置則是核廢

料的最終安全歸宿。掌握國際間對於核廢料最終處置技術及世界各國高、低放

最終處置場址選擇與興建近況，有助於了解國際處置趨勢，提升我國核廢處置

管制動能。本報告彙整國內外相關資訊，並作為我國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安

全管制精進的參考。 

 

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 

2.1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 

(一)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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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主要來源為核能電廠之受污染衣物、工具及廢棄的零

組件等，約占 90%；另亦有來自醫、農、工、研等機構產生的放射性廢棄物，

約占 10%。低放射性廢棄物所含的放射性核種以鈷-60 及銫-137 為主，其半化

期分別為 5.2 年及 30.2 年，故經過約 300 年後大部分的放射性，會自然衰變至

與環境背景輻射值相當。 

低放射性廢棄物減量是使廢棄物產生量與放射性儘可能減少之概念，減量

工作成效越好，可降低未來處置費用，也對環境更友善。低放射性廢棄物減量

最直接的方法是從源頭減少廢棄物的產生，核電廠設有放射性廢棄物處理系

統，可以處理運轉時產生的放射性廢棄物，有除污設備可減量，也有焚化爐、

壓縮機可減少體積。經由原能會持續推動低放射性廢棄物減廢策略，並要求台

電公司管理措施之精進，三座核能電廠歷年的固化低放射性廢棄物，已從 72

年最高峰 12258 桶，降至 107 年 189 桶，每年產量降為達原先之 1/60，減量成

效卓著 (圖 2-1)。 

低放射性廢棄物常用之盛裝容器包括 55 加侖容器、3x1 盛裝容器、3x4 盛

裝容器及高完整性容器(HIC)及其他少量特殊規格盛裝容器，其中 55 加侖容器

主要盛裝 A 類廢棄物，於處置後即進行封填隔離。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之規定，不適合固化或固化後不符合規定之Ａ類

廢棄物，應盛裝於設計使用年限至少能維持一百年結構完整之容器，或封存於

具相同容器功能之工程障壁中，或以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方法進行處置。不

適合固化或固化後不符合規定之Ｂ類廢棄物及Ｃ類廢棄物，應盛裝於經主管機

關核准之高完整性容器或以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方法進行處置。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的設計，世界各國皆採「多重障壁」的概念，

將放射性廢棄物隔離於人類生活環境之外，此種處置方式亦為國際原子能總署

認可與推薦的作法。「多重障壁」係指包含處置設施用以阻滯放射性核種之瀝

濾、洩漏、及吸附遲滯核種遷移之廢棄物固化體、盛裝容器、緩衝及回填材料、

工程結構物、以及場址地層等工程與天然障壁等層層包覆之多重組合。在多重

障壁保護作用下，正常狀況地下水不會與放射性廢棄物接觸造成核種遷移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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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即便在意外狀況下，藉由多重障壁的安全設計，亦能確保人類環境之安全，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多重障壁概念如圖 2-2。 

 

圖 2-1 各核能電廠歷年固化廢棄物產量圖 

 

圖 2-2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多重障壁概念示意圖 

緩衝與回填材料是藉由對水之不同傳導性，及具有放射性核種吸附特性的

緩衝與回填材料，隔絕放射性核種之瀝濾、洩漏或吸附遲滯核種的傳輸，以減

少核種遷移或吸附遲滯核種傳輸；或利用高傳導性回填材料於處置場區加速引

導地下水或地表水流排放，使水體不會與放射性核種接觸，確保安全。 

工程結構部分一般為鋼筋混凝土之結構物，除確保長期結構安全外，亦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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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處置設施受到一定程度外力時仍能維持結構與輻射安全之要求。此外該工程

結構亦屬低傳導性之材料，並具有輻射屏障之特性，同為多重障壁之一環。 

低放射性廢棄物含放射性核種之水體於處置岩盤流動過程中，若天然障壁

為低傳導性且裂隙少或為不連通、對放射性核種具高吸附性，則可有效遲滯核

種遷移，藉由放射性核種之長時間遷移，使放射性核種衰變至符合人類環境安

全之範圍。 

目前各國已運轉或規劃中的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多採近地表處置

(near surface disposal)方式，也就是將廢棄物埋藏於地表或地下，可分為地表壕

溝、混凝土窖與地下數十公尺深之坑道處置。另少數國家規劃採深層地質處置

(deep geological disposal)，將低放射性廢棄物放置於地下數百公尺的岩層中，使

其隔離於人類生活圈。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方式的選擇，必須配合當地自然、社會、環境與廢棄

物特性等進行通盤考量，所以各國採取的作法不盡相同。目前法國、美國、日

本、南韓、瑞典、德國及芬蘭等國家，都已興建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

且運轉中。各國的處置方式雖因本身條件而異，但可以達成將低放射性廢棄物

與人類生活環境隔離，以保障大眾安全，維護環境品質。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係屬於長期性工作，從場址選擇開始到處置

場運轉、封閉、監管及免於監管，需歷經數十年或百年之久，因此處置安全考

量可依其階段性目標與任務概分成處置場建設階段、處置場運轉階段與處置場

封閉監管階段。 

設施經營者於選定處置場址後，需調查更詳盡的場址資料，掌握場址特性，

在考量處置設施結構及輻射安全等因素，完成處置設施之基本設計工作，並進

行處置設施初步安全評估，分析可能發生的各種意外狀況下，仍對於人類環境

不會造成危害，確保其安全性。於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及安全分析報告審查後，

取得建造執照，進行施工興建處置設施，興建過程中嚴格記錄並控管其施工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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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場於通過安全評估取得運轉執照後，處置設施方得開始運轉，處置設

施運轉期間，設施經營者需訂定運轉計畫並依其進行必要的安全檢查及安全評

估工作，運轉中遵循管制主管機關原能會之安全管制，以確保運轉之安全。 

處置場接收低放射性廢棄物達到處置容量後，即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及其

施行細則規定訂定封閉計畫及監管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封閉與監管

作業。封閉作業包括將處置場覆土及綠化等，使場址土地於未來能夠再度加以

利用。處置場封閉後，須進行處置場之監管作業，以符合處置場之長期安全要

求。於監管期後，大多數低放射性廢棄物已大幅衰變，不會對公眾健康造成影

響。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以妥善之工程障壁設計，達到即便發生意外亦

可藉由多重障壁阻絕放射性核種之瀝濾、洩漏、及吸附遲滯核種遷移，確保人

類環境安全，並藉由嚴謹的管制方式更進一步加強處置之安全性。原能會對於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的管制流程如圖 2-3。 

 

圖 2-3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安全管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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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放射性廢棄物安全管制規定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計，依規定應採多重障壁之設計，並依廢棄物

分類特性分區處置。其設計上應考量下列安全原則：(1)環境相容：設施型式應

能與場址特性結合；(2)多重障壁：單一障壁系統的破壞或失效不得影響整體功

能的達成；(3)障壁策略：處置場設計結合隔離、遲滯、稀釋等不同策略，發揮

系統整合效果；(4)安全餘裕：寬列安全餘裕，容納可能的不確定因素與風險；

(5)適合國情：參考國際經驗，考量本土特性，提出最為有利與合理可行的設計

方案；(6)階段精進：配合技術開發與資料取得，秉持逐步量化與具體化的原則，

進行處置安全設計之精進；(7)落實品保：處置場設計工作繁瑣且涉及安全事項

不容有所疏失，落實品保制度，追蹤設計版次變更過程，並對重大設計進行逐

層審核，以確保設計之安全。 

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的規定，低放處

置設施最終處置之廢棄物，應符合自由水之體積不得超過總體積百分之零點

五、在常溫常壓下不致引起爆炸、具耐火性、不得含有毒性、腐蝕性及感染性

之物質以及不得含有或產生危害人體之有毒氣體、蒸氣及煙霧等規定。 

低放處置設施之設計，應確保其對設施外一般人所造成之個人年有效等效

劑量，不得超過 0.25 毫西弗，並應符合合理抑低原則。低放處置設施與安全有

關系統及組件之設計，應可進行檢查、維護及測試、 防範可預期之天然災害、

具備緊急應變功能、具有相互替代性或備份。低放處置設施封閉前，其排水與

防滲設計，應能防止廢棄物與積水或滲漏水接觸。低放處置設施於封閉時，應

考量監管結束後之土地再利用。低放處置設施完成封閉後，應對處置管制地區

進行至少 5 年之觀察及監測。低放處置設施之重要結構體、系統與組件之設計、

製造、安裝、測試及維護等紀錄，應永久保存備查。藉由上述的低放廢棄物安

全管制規定，可以確保台電公司的低放處置場設置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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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世界各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概況 

國際上所有的國家不論是否有核能發電廠，均普遍應用放射性物質於民生

福祉，如放射診斷與治療等，均須面對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的問題，由於

實際上各國的作法不盡相同與資訊的不明確，使得處置場的總數統計並無確切

的數值。根據彙整國際文獻與網路資訊的結果顯示，各國已知籌備中、運轉中、

或已封閉的低中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已多達 160 處以上，運轉中的處置場大約

有 100 餘個，設施類型以近地表處置為主，坑道處置次之，少數採深層地質處

置。以下就數個主要核能國家低放處置現況進行說明。 

(一) 美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 

美國自 1962 年開始，陸續有多座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開始商業運

轉，美國國會並於 1980 年及 1985 年先後制訂通過「低放射性廢棄物政策法」

及其增修條文，明定州政府應負責處置低放射性廢棄物，鼓勵各州成立區域聯

盟共同規劃設置最終處置場，並可限制非區域聯盟之廢棄物送入境內之處置設

施。各州先後成立 10 大區域聯盟。 

美國目前主要的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其中 Barnwell 與 Richland

低放處置場，只能接收所屬區域聯盟之低放射性廢棄物，而 Clive 與 Andrews

低放處置場則無限制，各處置場概要如下： 

1. Barnwell 低放處置場：位於南卡羅萊納州 Barnwell 西北方，採用近地表

壕溝掩埋技術，從 1971 年開始營運。 

2. Richland 低放處置場：位於華盛頓州的 Benton 郡，採用近地表之掩埋

方式，從 1965 年開始營運。 

3. Clive 低放處置場：位於猶它州鹽湖城，採用近地表之掩埋方式，原為

天然產生放射性物質廢棄物處置場，自 1990 年起開始接收 A 類低放射

性廢棄物。 

4. Andrews 低放處置場：位於德州 Andrews 郡，採用近地表之掩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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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完工啟用 (圖 2-4)。 

 

圖 2-4 美國德州 Andrews 處置場 

(二) 德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 

依據德國聯邦政府於 2013 年修訂之原子能法規定，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是國家的責任，聯邦政府應負責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至於廢棄物處理與貯

存，則由產生者負責。聯邦政府核能主管機關為環境自然保育營建與核安部

(BMUB)，負責督導核安事務，下轄兩個機關，一為聯邦核子廢棄物管制辦公

室(BfE)，為 2014 年新成立的管制機關，負責審核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計畫與處

置設施；另一為聯邦輻射防護辦公室(BfS)，代表聯邦政府辦理放射性廢棄物處

置場建造與營運工作，BfS並委請DBE公司協助執行處置設施建造與營運，2017

年營運工作移轉至德國聯邦放射性廢棄物機關(BGE)。德國聯邦政府法律規定

所有類型之放射性廢棄物均採取深層地質處置。 

德國的低中放射性廢物處置場包括 Asee、Morsleben 與 Konrad 三處，均為

深層地質處置場，其中 Asee 與 Morsleben 已停止運轉，而 Konrad 處置場目前

仍於興建階段。 

1. Asse 處置場：德國自 1960 年代早期，即決定以深地層處置放射性廢棄

物。自 1965 年起，在 Asse 附近的廢棄鹽礦坑中，進行廢棄物處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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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967 年開始運轉，並於 1978 年執照到期後停止運轉。Asse 處置深

度為 490 至 750 公尺之間，共接收約 4.7 萬立方公尺中低放射性廢棄物。

1988 年之後發現處置場部分區域結構不穩定，聯邦政府於 2010 年提出

再取出計畫，預計將放射性廢棄物移置他處。 

2. Morsleben 處置場：Morsleben 處置場原為鉀礦及鹽岩礦場(圖 2-5)，在

1970 年代，前東德政府將其作為中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其原

有礦坑長 5.6km，寬 1.4km，有兩座豎井可達 524m 深。礦坑分為四層，

開挖空間長約 120m，寬及高度均可達 40m，處置場的設計即採用原有

礦坑第四層深度約 500m 之坑道進行廢棄物處置。Morsleben 從 1971 年

開始運轉到 1998 年停止運轉，共接收廢棄物總體積約 3.7 萬立方公尺

放射性廢棄物，目前正進行封閉規劃中。 

3. Konrad 處置場：Konrad 處置場原為一處廢鐵礦區，位於 Lower Saxony

東南方五十公里處，該處置場於 1975 年開始進行可行性研究調查，並

於 1982 年提出執照申請，歷經 20 年之審照過程，最後於 2002 年取得

建造執照。之後仍面臨不斷的法律爭訟，聯邦行政法院於 2007 年判決

停止一切法庭纏訟，使處置場得以於 2009 年開始施工建造。Konrad 為

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場址地質屬中生代沉積岩，其上部覆蓋約

300 公尺至 400 厚之泥岩層，可提供有效天然障壁。處置坑道規劃於地

下 800 ~ 1,300 公尺處，開挖九個水平處置坑道，設計容量 303,000 立方

公尺，目前仍於建造階段，預計於 2021 年之後才會開始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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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德國中低放 Morsleben 處置場 

(三) 日本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 

六個所村(Rokkasho-Mura)處置場(圖 2-6)位於日本本州青森縣東北方海拔

30 至 60 公尺的平原上，於 1992 年 12 月由日本核燃料公司(JNFL)負責開始營

運，至 2016 年已累積處置約 28 萬 8 仟桶低放射性廢棄物，接收來自核能電廠

與再處理廠之低放射性固化廢棄物。 

六個所村處置場有兩個主要設計目標：一為早期以人工障壁確保放射性核

種侷限於處置場內，在低放射性廢棄物置放處置設施後，再以水泥漿將空隙填

滿，以防止水與廢棄物桶接觸。此外，在處置窖底鋪設多孔隙混凝土層，可將

滲透水予以收集、偵測後排放，以防止水與廢棄物桶接觸；二為確保長期處置

之安全性，處置場建於 Takahoko formation 岩層上方，處置層上方覆以至少 2

公尺厚膨潤土與砂之混合層，再以一般土壤回填。此種設計可確保處置場在地

下水之上方，且將來土地再利用時也不易被破壞。 

六個所村處置場對參訪民眾設有作業接待區，可安排民眾到作業現場就近

觀摩廢棄物掩埋作業，以增加民眾對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安全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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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日本六所村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 

(三) 法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 

法國核能發電所佔比例高達 71.67% (2018 年資訊)，居世界第一位。在最終

處置技術上，法國依 1982 年發布的基本安全規則 FSR (Fundamental Safety 

Rule)，處置設施應以多重障壁系統為主，以利隔絕放射性廢棄物，多重障壁系

統則包括廢棄物包件、工程結構及場址之地質構造等。針對放射性廢棄物營運

及管理，法國於 1979 年成立核廢料專責機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局(ANDRA)負

責後端營運及管理。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方面，已先後完成兩座處置場，即 Centre de la Manche

處置場(圖 2-7)及 Centre de L'Aube 處置場(圖 2-8)。前者於位於諾曼地半島，於

1969 年開始運轉，使用 25 年後於 1994 年 6 月封閉，同時進行處置場的覆土及

綠化工作，於 2003 年取得封閉後監管許可，邁入主動監管期。 

法國第二座 L'Aube 處置場位於香檳區 1992 年開始啟用，接收來自全國各

界產生的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占地約 1 平方公里，其中處置區域佔地約

0.3 平方公里，設計處置容量為 100 萬立方公尺，設計亦採用多層障壁概念，營

運年限將超過 50 年。 

法國另有一座極低微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法文縮寫 CIRES)，為近地表壕

溝掩埋處置設施，處置核能電廠運轉與小產源產生之極低微放射性廢棄物。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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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啟用，預定運轉 30 年。 

  

圖 2-7 法國- La Manche 中低放處置場 

 

  

圖 2-8 法國- L’Aube 中低放處置場 

 (四) 南韓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 

南韓自 1978年 Kori 1號機商業運轉迄今共有四座核能電廠 25部機組運轉

中。南韓對於放射性廢棄物的分類係依該國相關法令，分為高放射性廢棄物

(HLW)及中低放射性廢棄物(LILW)二類，其中核能電廠所產生的中低放射性廢

棄物(LILW)約佔 90%。 

月城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位於朝鮮半島東南沿岸，與月城核電廠相鄰

的月城(Wolsong)中低放廢棄物處置場，占地超過 2 百萬平方公尺，預計可容納

共 80 萬桶、16,000 公升的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該處置場目前已規劃好兩期處

置場建設，第一期為地下筒倉式處置場，大小約 35,000 平方公尺，可容納 1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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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廢棄物，第二期則是位於地表的庫房式處置場，大小約 33,000 平方公尺，可

存放 12.5 萬桶的廢棄物，第三期目前仍在規劃當中，為現今全球首座同時設有

地下與地表處置設施的處置場如圖 2-9。 

月城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第一期採「地下筒倉式處置設施」，其研究調

查與規劃作業始於 2006 年，隔年就以「處置設施的安全性」向國際原子能總

署(IAEA)申請同業審查，並於同年獲得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MOTIE)批准通

過，2008 年獲韓國核子安全與保防委員會(NSSC)頒發建設與運轉執照，2013 

年完成處置筒倉的施工工程，2014 年 1 月完成第一期所有建設工程，並於 2015

年 7 月中移入第一批中低放廢棄物，8 月底舉行開幕儀式，正式開始運轉。 

該座地下筒倉式處置設施建於海平面下 80-130 公尺處， 主要由兩條坑

道、一個豎井以及 6 個處置筒倉所組成，其直徑約 25 公尺、高 50 公尺的直

立式處置筒倉，側壁均以 60 公分厚的鋼筋混凝土襯砌，總共可容納 10 萬桶

(200 升/桶)的放射性廢棄物。 

目前仍在興建中之處置場第二期工程，係採用地表的庫房式處置場，大小

超過 7 萬平方公尺，可放置多個長 20 公尺、寬 20 公尺、高 10.5 公尺、厚度

0.6 公尺的混凝土盒狀庫房，總共可容納 12.5 萬桶放射性廢棄物。 

  

圖 2-9 韓國-月城中低放處置場設施示意圖 

(五) 瑞典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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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SFR)位於 Forsmark 核電廠附近離岸約一公

里的海床下，由瑞典核子燃料暨廢棄物營運公司(SKB)管理營運，為世界上第

一座建於海床下之坑道式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瑞典 SKB 公司係依據瑞典

的核子作業法規定︰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應負責放射性廢棄物營運管理，由瑞

典的四家電力公司合作成立，其任務涵蓋高低放處置與中期貯存設施之經營及

燃料運輸等業務，人力約 500 人。 

SFR 處置場從 1976 年開始規劃，1983 年取得建造執照，經過 4 年半的建

造，1988 年完成第一期工程建造(SFR-1)，開始接收低放射性廢棄物。SFR-1 設

施以處置 40 年的核電廠運轉廢棄物為目標，其設計處置容量約 6 萬立方公尺，

足供處置瑞典境內核能機組運轉 40 年所產生之低放射性廢棄物。另來自瑞典工

業、醫療、研究方面的小產源中低放射性廢棄物，每年約 10 至 20 立方公尺，

亦送至 SFR-1 進行處置。 

SFR 為海床下坑道處置(圖 2-10)，採多重障壁設計，將放射性廢棄物與生

物圈隔離，以避免處置場對人類及環境造成傷害。SFR-1 建於海床下約 60 公尺

處，以結晶岩體作為天然屏障，其工程包含一處置筒倉(silo)以及四條處置窖

(rock vault)，並藉由兩條通行隧道與地表設施聯繫。 

處置筒倉用於處置中放射性廢棄物，其活度佔整個處置場的 90%，此廢棄

物之主要來源為核能電廠所產生的廢離子交換樹脂及金屬組件，筒倉內所有廢

棄物包件均以遙控方式搬運。筒倉為圓柱型混凝土建築，其高度約為 50 公尺，

直徑約 30 公尺，其內包含為容納各種不同廢棄物包件而設計的不同尺寸之豎

井，通常豎井的每一層約可放置 4 箱大型的廢棄物包件或 16 桶廢棄物。筒倉牆

壁為 0.8 公尺厚的鋼筋混凝土，牆壁與周圍岩石間用膨潤土回填，其平均厚度

為 1.2 公尺。另四條處置窖用以放置低放射性廢棄物與短半衰期中放射性廢棄

物。 

除了目前運轉中的 SFR-1 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外，瑞典 SKB 公司亦

開始規劃第二期工程，稱為 SFR-3 之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用來處置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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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電廠除役之放射性廢棄物。其地點為鄰近 SFR-1 之海床下深度約 120 至 140

公尺處，規劃興建六條處置窖，包含五條除役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窖及一條專為

處理反應爐壓力槽之處置窖，預計可儲存 20 萬立方公尺之除役放射性廢棄物，

並已於 2014 年提出建造申請。 

  

圖 2-10 瑞典-SFR 中低放處置場設施示意圖 

(六) 芬蘭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 

芬蘭目前有 Olkiluoto 與 Loviisa 兩座核能電廠，分別由 TVO 與 Fortum 兩

家電力公司負責營運，芬蘭的放射性廢棄物營運之基本原則為廢棄物產生者應

負責廢棄物的安全處理、貯存、運輸及處置，故芬蘭的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

是由 TVO 及 Fortum 兩家電力公司負責，兩間公司並於經營之核電廠接鄰地區，

分別設置中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 

Olkiluoto 及 Loviisa 兩處置場均採地下坑道處置方式，核能電廠所產生之

低放射性廢棄物先暫貯於廠內一段時間使活度衰變後，便送往地下設施進行最

終處置，處置場並規劃未來擴建的空間，以處置除役廢棄物。 

1. Olkiluoto 處置場(VLJ 處置場)：Olkiluoto 核電廠於 1980 年開始運轉以

後，立即展開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之場址調查，並選定距離核電廠不

到 1 公里處，地下 60 公尺至 100 公尺之結晶岩盤，建造中低放射性廢

棄物最終處置場(圖 2-11)。處置場於 1987 年 11 月開始興建，1991 年 5

月完工，於 1992 年 5 月開始運轉，預訂於 2060 年關閉，可用以處置

SFR-1 

SF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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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kiluoto 電廠 40 年運轉期間所產生的中低放射性廢棄物。Olkiluoto 處

置場興建有兩個處置筒倉(silo)，一個是用來處置低放射性廢棄物，另一

個是用來處置中放射性廢棄物，是在 60 至 95 公尺深度之結晶岩內開

挖。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筒倉為單純的岩體豎坑，設計容量為 5 千立方

公尺，另中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筒倉則在岩體內又加上混凝土厚牆，設計

容量為 3 千 5 百立方公尺。處置場將規劃擴建用以處置電廠除役廢棄

物，預計於 2030 年間完成。 

2. Loviisa 處置場：Loviisa 中低放射性最終處置場興建於其核電廠區內，

地下約 110 公尺深之結晶岩盤，處置場於 1993 年開始興建， 1996 年完

工，並於 1998 年取得營運執照，1999 年開始接收放射性廢棄物。處置

場分階段施工，設計包含兩條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坑道及一處用來處置

中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置窖，設計容量為 5 千立方公尺，可用以處置

Loviisa 電廠 40 年運轉期間所產生的中低放射性廢棄物，未來並可規劃

擴建用以處置電廠除役之放射性廢棄物。 

 

圖 2-11 芬蘭 Olkiluoto 中低放處置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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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沿革 

我國自民國 40 年代即推動原子能和平應用，於民國 44 年成立原子能委員

會，負責管理放射性物質及其廢棄物之安全。民國 67 年核一廠開始運轉，產出

低放射性廢棄物，其後核二廠、核三廠陸續加入營運，迄今三座核電廠約產生

20 萬桶低放射性廢棄物，其中約 10 萬桶貯放在蘭嶼，其餘皆貯存於核能電廠

中。政府推動非核家園政策，所有核能電廠皆須除役，預計三座核能電廠六部

機組之營運與除役，再加上來自研究、醫療、工業及農業等機構所產生之低放

射性廢棄物，將有為數幾達 60 萬桶之低放射性廢棄物需要進行處置。 

台電公司於 79 年 7 月開始規劃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計畫，同時亦蒐集、分

析評估國內外相關訊息，設定民國 85 年底完成處置場址選定，91 年初完成建

造和運轉的目標。 

為進行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之評選，經考量專業性及客觀性，台電公

司邀請包括核能及放射性廢棄物、地理、環境生態、土木工程、地質、社經、

土地利用、地震、水文、環境評估及考古等專業之多位專家學者，於 82 年 2

月成立「候選場址評選委員會」。82 年 5 月完成「區域篩選」作業，共選出 30

個候選區域。惟台電公司後續之候選場址評選工作執行期間，正逢縣市長、縣

市議員、省市長及省市議員、立法委員、正副總統及國大代表選舉，為顧及社

會安定，乃暫停選址作業，同時廣泛蒐集、分析國際之作業方式，擬訂場址徵

選作業程序。 

台電公司為達成於民國 85 年底前選定候選場址之目標，考量國內環保活動

及地方之自主意識，台電公司依據經濟部 85 年 8 月 9 日核定之「低放射性廢棄

物處置場址徵選作業要點」，採自願應徵方式，公開徵求候選場址，經 85 年 8

月向大眾說明徵選作業，並於 9 月發函邀請台澎金馬地區 369 個鄉(鎮、區、市)

參與徵選作業。截至 85 年 12 月底，有意願提供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之鄉

鎮，計有桃園縣大園鄉、嘉義縣大埔鄉、屏東縣枋山鄉與牡丹鄉、台東縣達仁

鄉與金峰鄉、花蓮縣富里鄉、連江縣莒光鄉及金門縣烏坵鄉等 9 個鄉鎮。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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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依據「徵選作業要點」之規定，邀請學者專家組成「場址評估專案小組」，

依照原能會頒訂之「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準則」及其相關補充規定，針對

9 個鄉鎮進行初步評估，其中牡丹鄉、達仁鄉、金峰鄉、富里鄉、莒光鄉等五

個鄉鎮具有合格候選場址。台電公司乃於 85 年底對外公布場址徵選作業結果，

其中 5 個具有合格候選場址之鄉鎮，因地方民意反對壓力甚大，經台電公司多

方溝通無效，先後撤回其設置處置場同意書，並退出徵選活動。 

為因應徵選場址失敗之情勢，原能會於 86 年 3 月說明對低放射性廢棄物處

置場址的管制立場，要求在國內選址方面，台電公司應採「徵選」及「評選」

並重之原則。除依「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徵選作業要點」，繼續進行徵選工作

外；並應依原先規劃之場址評選程序，主動進行候選場址之評選作業。此外，

亦要求台電公司於民國 86 年底前，選出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之候選場址；並

於民國 87 年 6 月底前，展開候選場址之地質及環境調查工作。為符合此要求，

台電公司將原「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徵選作業要點」修正為「低放射性廢棄

物處置場徵評選作業要點」，並積極進行相關徵評選作業。嗣後台電公司考量

86 年底及 87 年初之縣、市長及縣、市議員選舉，可能影響本案之推動，故函

報經濟部轉請原能會准予延後時限，原能會於 86 年 8 月函復同意將低放射性廢

棄物處置場之候選場址選定時程展延至 87 年 2 月底，惟要求候選場址之地質及

環境調查工作，仍需於 87 年 6 月底前展開。 

台電公司依據「候選場址評選委員會」之評選作業及「場址評估專案小組」

之徵選作業，計選出 30 個場址，再依據原能會所訂之場址準則，篩選出 16 個

合格場址，接著考量各種可能影響場址之其他因子，包括人口、土地利用、地

質條件、地理條件及工程困難性等，先選出數個候選場址，其後再進一步考量

「社會接受度」，最後選出烏坵鄉小坵嶼為優先調查候選場址，同時也提出了基

隆縣彭佳嶼、澎湖縣東吉嶼、台東縣達仁鄉的南田與小蘭嶼及屏東縣牡丹鄉的

旭海等 5 個後補調查候選場址。 

台電公司公布小坵嶼為優先調查候選場址後，即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處

置場徵評選作業要點」規定，分兩期撥付回饋金壹億元提供地方辦理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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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動及公共建設等事項，另外也主動辦理睦鄰活動，更積極與烏坵鄉民溝

通，召開說明會、挨家挨戶拜訪烏坵鄉在台鄉民，並派員留駐烏坵鄉訪查當地

民情，更辦理鄉民參訪日本六個所村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及考察國內水庫大

壩工程等活動，藉此促使民眾瞭解處置場之必要性與安全性，紓解地方的誤解，

並於 87 年 6 月底於烏坵鄉進行場址調查工作，88 年 3 月展開地質鑽探作業，

89 年 10 月完成小坵優先調查候選場址之環境影響說明書。 

「小坵優先調查候選場址環境影響說明書」經環保署環評審查會第 84 次會

議決議「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台電公司於 90 年 10 月 26 日在

烏坵鄉大坵村依規定完成環評說明書公開說明會。此外，台電公司也如期於 90

年 6 月提出投資可行性研究報告，經國營會於 90 年 10 月 9 日開會審查，目前

台電公司正依據國營會之審查結果，檢討、修正投資可行性研究報告。 

經濟部 90 年 10 月召開投資可行性研究報告審查會議，就台電公司所提前

揭開發計畫投資可行性研究報告廣徵相關主管機關意見及聘請學者專家進行書

面審查，台電公司於 91 年 7 月向經濟部提報修訂版。經濟部於 7 月 30 日召集

後端基金、國營會及台電公司研商「小坵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場開發計畫投

資可行性研究」事宜結論：「請台電公司儘速研擬本計畫未來執行時可能遭遇問

題，並請重新思考各種可能之低放射性廢料處置， 從中選擇數個可能場址進一

步評估。」91 年 9 月台電公司函報經濟部「小坵處置場開發計畫未來可能遭遇

問題」後，經濟部國營會函復台電公司「請先評估數個可能場址作進一步評估，

並函復辦理情形」， 因此小坵案並未獲核定。 

依據 91 年 12 月 25 日公布之「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與 92 年 7 月 30 日原能

會發布之「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台電公司提報「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計畫書」送原能會審查，並依據原能會 93 年 1 月 16 日核備之計畫書辦理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93 年 8 月台電公司提出可能替代場址篩選報

告，並進行 4 處可能替代場址之調查工作。 

行政院於 91 年 12 月將「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定條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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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函請立法院審議並於 95 年 5 月公布施行。台電公司於場址設置條例完成立法

前已在 4 處替代場址進行初步現場探勘調查，續依據場址設置條例規定接續辦

理，其後續調查成果提報經濟部選址小組評選出潛在場址。經濟部選址小組於

99 年 9 月 1 日第 15 次委員會議票選出「台東縣達仁鄉」及「金門縣烏坵鄉」

兩處「潛在場址」， 並於 99 年 9 月 10 日正式公告為「潛在場址」。其後， 101

年 7 月 3 日核定公告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建議候選場址名單為台東縣

達仁鄉及金門縣烏坵鄉兩處。目前仍待經濟部完成辦理建議候選場址之地方性

公民投票後選定場址。 

2.4 世界各國低放最終處置場址選擇 

(一)南韓 

南韓是成功依法公投選出低放最終處置場的範例。韓國(南韓)在 1986 年的

原子能法生效後，從 1986 至 2004 年間進行中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之選

址過程中，總計有九次失敗之經驗。最後一次失敗是 2003 年 7 月選擇扶安縣

(Puan-County)所管轄的蝟島(Wido-Island)為場址。南韓檢討以往失敗之原因主

要為：（1）民眾對處置設施之安全顧慮，（2）計畫執行過程缺乏透明性及公平

性，及（3）缺少社會共識。因此南韓知識經濟部（MKE）乃在 2004 年 2 月改

弦易轍，宣佈新的選址程序。知識經濟部及南韓水力暨核能電力公司（KHNP）

積極採取各種溝通方法以增加居民對處置場之接受性。雖然曾有 10 個地區其居

民表示願意成為候選場址，但由於地方首長不願提出申請，最後仍是失敗。知

識經濟部為了確保選址之透明性及公平性，乃於 2005 年 3 月 11 日成立選址委

員會，由包含各類領域之 17 位民間專家所組成，負責監督整個選址過程。此外，

2005 年 3 月 31 日亦通過補助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所在區域之特別法，

包含特別財務補助辦法、廢棄物入場處置費、及將南韓水力核能電力公司總部

搬遷至場址所在地。該特別法亦制定下列要求以強化選址程序之民主及透明

性：（1）將根據公民投票法由當地居民投票選出場址所在區域，（2）選址計畫，

場址調查結果及選址程序必須以公開及透明之原則進行，（3）必須提供給地方

居民公開討論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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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知識經濟部乃據此於 2005 年 6 月 16 日宣佈候選場址選擇方法及程

序，以及補助場址所在區域之辦法，並經由公佈中低放射性廢棄物場址選址程

序開始進行選址作業。首先地方政府應在地方議會同意下申請成為候選場址。

然後根據場址合適性之評估結果，知識經濟部請求地方政府根據公民投票法進

行公民投票。地方政府乃準備及舉辦公民投票。然後根據公民投票結果，由贊

成比率最高者成為最後之候選場址。  

2005 年 8 月 31 日，4 個申請成為候選場址且符合場址合適性評估之區域，

包括群山（Gunsan）、慶州（Gyeong-ju）、浦項（Pohang）及盈德（Yeougdeok）

舉行公民投票，其投票結果全部都超過半數以上同意設置如表 2-1。慶州之贊

成比率最高達 89.5%，因此知識經濟部乃在 2005 年 11 月 3 日宣佈慶州成為最

終場址所在地，因鄰近月城核電廠，因此稱此處設施為「月城中低放處置中心」。 

表 2-1 韓國候選場址公民投票之結果 

 

韓國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成功的原因除特別法與公投以外，韓國對核

能產業的發展規劃，可能是民眾接受的一大主因。南韓在策略上將用過核子燃

料貯存與中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址切割，保障中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場址未來必不為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址，因慶州本身有月城核電廠外，

又鄰近古里核電廠，已有許多核能設施，若能選為中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場址，反而能避免成為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址， 未嘗不是一項更安全的選

擇。 

2005 年修正的選址法，要求選址計畫、場址調查結果及選址程序必須以公

開及透明之原則進行，包含成立選址委員會負責監督整個選址過程，也必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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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地方居民公開討論之機會，最終由當地居民投票選出場址所在區域。 

搭配選址辦法，政府同時提出補助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所在區域之

特別法，以地方發展為誘因， 提升地方政府爭取的誘因，因慶州有豐富的文化

資產，已屬於限制發展區，因此，政府長期鮮少投入發展經費，對慶州而言，

此為增加中央政府撥付經費的契機，因此，地方政府有較高爭取設施設置的動

機。 

(二)瑞士 

瑞士的中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的選址程序自 1970 年代開始， 1970 年

代迄今之選址發展 NAGRA 於 1994 年 6 月開始向聯邦環境、交通、能源暨通

訊部(Federal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Transport , Energyand Communication，

DETEC)申請 Wel lenberg 計畫之一般執照，但由於 Nidwalden 州的 1995 年公民

投票反對此一計畫，事後根據處置專責機構 Nagra 公司之評估， 1995 年失敗

的主因可能是政治人物及居民還未有充份的時間瞭解，因此，應減緩選址速度

並以階段性的方式提升民眾的認同感再進行下一步驟。 

因為前述公投結果，DETEC 於 1997 年暫停此項執照申請程序，而同時分

階段進行 Wel lenberg 計畫。Wel lenberg 核廢料管理公司(GNW)為更瞭解場址乃

計畫開挖 1 條試驗性隧道。2000 年 3 月，DETEC 及 Nidwalden 州政府的主管

舉行會議，雙方均同意此計畫持續進行之條款及至建造試驗性豎坑之後續階段

之時程規劃。2000 年 12 月，由 Nidwalden 州組成的技術諮詢小組及政治統合

委員會（ Politic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宣佈贊成 GNW 重新提出在 Wel 

lenberg 建造試驗性隧道之申請，GNW 於 2001 年 1 月提出此項申請。2001 年 4

月 19 日至 5 月 25 日 Nidwalden 州政府將 GNW 之申請文件公開給大眾閱覽，

共有 4 個反對意見提出，但稍後有 1 個撤回。Nidwalden 州政府於 2001 年 9 月

25 日核准 GNW 之申請， 但州政府之核准仍需要公民投票來複決。 

2002 年 9 月 22 日 Nidwalden 州對 GNW 申請建造 1 條試驗性隧道舉行公

民投票，結果有 57.5%反對，此反對比率較 1995 年之公民投票多出 5%。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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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相同的是 Wellenberg 所在的 Wol fenschiessen 社區仍是多數人贊成此一

計畫。Wolfenschiessen 社區有 55.6%之居民贊成此一計畫，是唯一有多數居民

贊成之社區。此表決結果已使 GNW 被迫放棄在 Wel lenberg 興建 1 條試驗性隧

道以進行地下實驗計畫。 

由於 Wellenberg 場址 2 次公民投票之失敗， 因此 Nagra 必須重新規劃新的

選址程序。瑞士聯邦政府在 2008 年 4 月 2 日核准 Nagra 所提送的地質處置場階

段式計畫， 此計畫明確定義不同利益關係人之角色， 決策程序， 及進行決策

所需之資料。同時定義 3 個階段選址程序：階段 1：選擇及核准場址區域；階

段 2：每一種處置設施(一種用於中低放射性廢棄物，另一種用於高射性廢棄物)

必須至少選出兩個選址；階段 3：選出最後場址及準備一般執照申請。根據前

述之分段式計畫選出適合 Nagra 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之 6 個地質區

(Sudranden 、Zurcher Weinland、Nordlich Lageren、Bozberg、Jura-Sudfuss 及

Wellenberg )。其中有 3 個地質區(Zurcher Weinland 、Nordlich Lageren 及 Wel 

lenberg)對中低放射性廢棄物及高射性廢棄物均適合，也就是可設置混合式處置

設施(combined repository)。 

在新的選址程序中有所謂區域參與機制，前述 6 個所在地均有區域參與的

機制，所謂區域參與係指，所在地的機構、團體與人民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

關注的問題，使得各種聲音可以在共同決定的程序中反應。 

根據 Nagra 之階段式計畫， 將在 2013 年完成前 3 階段之作業，在 2015

年開始準備一般執照申請， 而在 2025 年開始準備中低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

設施之建造執照申請。 

在瑞士，根據「核能法」，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有責任負責其安全管理和處

置，並承擔所需費用。來自核電廠的放射性廢棄物，其調節與臨時貯存的工作

由電廠營運者負責；而由醫療、工業和 研究領域所產生的放射性廢棄物，則由

聯邦政府接收，負責其收 集、調節、貯存與處置的責任，並向廢棄物產生者收

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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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核能法令要求所有放射性廢棄物皆須採用地質處置的方式，不可使

用地表或近地表處置。為此，瑞士的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共同組成 Nagra，負

責制定和實施所有類別的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置方案，以及評估和證實所有類別

的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的適當性，而 Nagra 的每個活動皆需受監管部門的核准。  

目前瑞士計劃將有兩座地質處置場位於同一場址，一座用於低中放射性廢

棄物，另一座用於高放射性廢棄物（包含不再處理的用過核子燃料）與長半化

中放射性廢棄物。由於目前兩座處置場皆處於選址階段，尚未開始營運，因此

目前放射性廢棄物皆貯存於臨時貯存設施內，每個電廠皆有自己的調節設施與

臨時貯存空間以處理營運廢棄物；醫療、工業和研究領域所產生的放射性廢棄

物則貯存於 PSI 研究中心。 

瑞士的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目前尚進行審查及選址工作。瑞

士的電力業者為了有效管理放射性廢棄物，於 1990 年成立廢棄物營運公司

ZWILAG，負責各類放射性廢物臨時儲存與管理工作。1996 年 8 月經瑞士聯邦

政府核准，由 ZWILAG 於 Würenlingen 興建及運轉一座用來貯存各類放射性廢

棄物之中期貯存設施，稱為中央中期貯存設施(Central Interim Storage Facility)，

簡稱為 ZZL(圖 2-12)，ZZL 的功能是集中貯存瑞士所產生的各類放射性廢棄物。 

  

圖 2-12 瑞士 ZZL 集中貯存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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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拿大 

2002 年安大略省電力公司與金卡丁市( Kincardine)簽署一項備忘錄(Memo 

of Understanding)以容許西部廢棄物管理設施(WWMF)所貯存之中低放射性廢

棄物之長期營運方式展開評估。隨後金卡丁市與安大略省電力公司組成一指導

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 指導在該備忘錄下所推動之業務。該指導委員會

要求金卡丁市及安大略省電力公司對 WWMF 之中低放射性廢棄物可能之長期

營運進行獨立評估(Independent Assessment Study，IAS)。在 2004 年初，當該獨

立評估研究報告提送後，金卡丁市通過一項決議案，決定採取深岩穴窖為中低

放射性廢棄物之長期營運方式。安大略省電力公司與金卡丁市並在 2004 年 10

月 13 日簽訂以金卡丁市為場址之協議書，協議中並保證該設施不會存放用過核

子燃料。 

2005 年安大略省電力公司開始深地質處置設施 (Deep Geological 

Repository，DGR)計畫， DGR 將位於安大略省電力公司的 WWMF 下 680 公

尺。安大略省電力公司是 DGR 的所有者及執照領有者， 於 2009 年委由核子

燃料廢棄物管理專責機構(NWMO)執行。2011 年 4 月安大略省電力公司提交

12,500 頁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Environmental assessment)給加拿大核能安全委

員會(CNSC)。2012 年，由核安與環保機關共同組成聯合審查小組進行審查作

業。2015 年，聯合審查小組提出審查結論；2016 年與 2017 年，政府分別要求

安大略電力公司提出補充資訊。安大略省電力公司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建

造執照申請持續審查中。 

加拿大核子實驗室(CNL)規劃於 Whiteshell 籌建一處近地表低放射性廢棄

物處置設施，以解決歷史上鈾礦開採提煉所衍生的放射性廢棄物問題。該處置

設施容量預定為一百萬立方公尺。2017 年 8 月完成環境影響說明書草案提報管

制機關審查，後續將辦理建造申請事宜。由於放射性廢棄物活度低，採近地表

掩埋方式處置，無須複雜的建造施工。 

加拿大核能界已認知最終處置是必要的步驟，而不要由下一代來承擔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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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廢棄物之長期管理。加拿大核能界已完成最終處置之概念設計研究，及各

種處置概念之成本分析。未來加拿大的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之設計及運

轉將由加拿大核子安全委員會來監督。 

    加拿大的 DGR 計畫目前進行審核階段，尚未確定最終處置場址。為了解

決放射性廢棄物的貯存問題，安大略省電力公司(OPG)將 Bruce、Pickering、

Darlington 三座電廠所產生之低、中放射性廢棄物，集中貯存於 WWMF，以有

效管裡放射性廢棄物；WWMF 另亦貯存 Bruce 電廠的用過核子燃料。目前貯存

於 WWMF 之低、中放射性廢棄物並持續進行貯存容器完整性及相關監測，未

來將再取出以進行長期貯存。圖 2-13 為 WWMF 之俯瞰圖。 

 

 

圖 2-13 加拿大 WWMF 集中貯存設施 

 (四) 日本 

日本原子力安全委員會(Nuclear Safety Commission，簡稱 NSC) 基於放射

性廢棄物處置的安全考量，在 1985 年規定要求放射性廢棄 物在尚未衰變至無

害程度以前，必須經過安全評估並採行適當的處置方式，以工程障壁、天然障

壁及監管措施等等，將放射性物質與人類生活圈做有效的隔離。 

JNFL 於 1980 年 3 月 1 日成立，主要由東北電力、東京電力、中部電 力、

北陸電力、關西電力、中國電力、九州電力、四國電力、北海道電 力等 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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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電力公司組成。六個所村位於日本本州青森縣，由於規劃得宜加上持續的

努力，六個所村由戰備石油區成功的轉型為日本核燃料循環的重鎮。JNEL 自 

1985 年開始規劃六個所村成為核燃料循環設施，經多年之建設，鈾濃縮廠及 低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於 1992 年開始運轉，而玻璃固化廢棄物貯存 中心及

用過核子燃料接收貯存設施則陸續於 1995 年與 1999 年運轉，目前用過核子

燃料再處理廠正進行最後測試。2001 年 MOX 燃料製造廠則已獲得當地政府

同意，正在申請建造許可，另東京電力公司為因應再處理廠處理容量之不足，

亦於此地規劃一用過核子燃料之乾式貯存場，以供未來全國核能電廠所產生之

用過核子燃料集中貯存之用。 

日本的六個所村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為日本原燃株式會社（JNFL）

負責經營，且 JNFL 亦同時在六個所村經營鈾濃縮及用過核子燃料之再處理，

為了取得民眾接受性，除了進行相關的民眾溝通活動外，並與當地簽訂了基本

協定、漁業補償及安全協定。 

日本對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所在地的回饋方式包括：相關稅在地方繳

納，按電源三法規定，回饋與補助當地。地方產業與核能電廠及相關核子設施

之共生，自 1992 年起推動所謂的共生觀念以增加民眾對核能電廠之接受性。促

使地方居民及地方產業可充份利用核能電廠及相關核子設施之資源。其具體作

法為利用核能電廠之物理資源提升地方的農業、漁業及觀光；及建立地方的職

業及人力資源資料庫、促進電力有關之產業及使地方產業能利用核能電廠及相

關核子設施之軟體資源。居民與核能電廠及相關核子設施之共生，提供地方溫

水游泳池、公園及運動設施；將電廠及相關核子設施所擁有的醫療設施、娛樂

及福利設施開放給當地居民。 

(五)法國 

法國早在 1960 年代開始尋找中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經過詳細的場

址調查後，於 1967 選出位於 La Manche 的最終處置場，並由法國原子能委員

會(CEA)全權負責。為了管理最終處置場，法國原子能委員會於 1979 年成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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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放射廢料管理局（ANDRA），負責放射性廢棄物營運工作。 

由於 La Manche 處置場的容量有限，ANDRA 從 1985 年即公開徵求低放處

置場址，經由自願場址方案，由地方的市長提出申請，政府則給予一定的經濟

及社會回饋做為回報。ANDRA 從原先的 5 個候選場址中評選，最後由位於法

國東北地區的 L'Aube 縣勝出。ANDRA 於是在 1992 年建造完成 L'Aube 處置場，

接替位於法國西北地區的 La Manche 處置場(目前已貯滿封閉關場)，接收來自

全國各界產生的中低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置。 

負責營運的 ANDRA 從 L'Aube 處置場初期規劃開始，即持續不斷地參與社

區活動，運用 3,400 萬法郎的基金，除了重修歷史古蹟、建設學校及公共建設

外、亦參與辦理青少年活動、推動與當地大學之建教合作、並資助各種教育訓

練、獎助運動等項目，不只與當地政府及附近民眾打成一片，也使該處置場成

為學習地球科學與環保的示範場所。 

(六)芬蘭 

芬蘭的放射性廢棄物營運之基本原則為廢棄物產生者應負責廢棄物的安全

處理、貯存、運輸及處置。國務院（Council of State）於 1983 年制定放射性廢

棄物營運之政策，此政策明訂放射性廢棄物營運之研究、規劃及執行之原則、

目標及時程。 

芬蘭目前有 Olkiluoto 與 Loviisa 兩座核能電廠，分別由 TVO 與 Fortum 兩

家電力公司負責營運，兩家公司對其所產生的所有廢棄物（包括用過核子燃料）

負完全的責任，直至將其最終處置為止。故分別在所屬 Olkiluoto 及 Loviisa 的

核能電廠內建造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 

 (七)瑞典 

瑞典的電力公司於 1970 年代末期即決定地點建造中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場，並於 1982 年 3 月向瑞典政府提出建造及運轉此最終處置設施之申請，

經過 SKI 及瑞典國家輻射防護院（SSI）一年的審查後，於 1983 年 6 月取得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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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經過 4 年半的建造，SFR 在 1988 年 4 月開始運轉。 

瑞典在早期的最終處置計畫研究中，即決定將最終處置設施設將採地下坑

道處置。後續 SKB 於 1980 年開始推動最終處置計畫作業，前兩年主要是進行

場址選擇及初步的場址調查工作。由於瑞典有許多地方具有好的岩床可在合理

的成本下進行隧道及洞穴之開挖，考量若將最終處置設施放在現有的核能電

廠，將有很多優點，因此先針對瑞典現有的 5 個核能電廠廠址進行研究。 

    研究結果為 Forsmark 及 Oskarshamn 位於瑞典東岸，具有最佳的地質條件，

這兩個廠址的地質及水文地質條件均適合設置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但

當考慮到技術及經濟等所有因素，Forsmark 成為最佳的場址。 

(八)比利時 

    1998 年 1 月比利時政府賦後端專責機構 ONDRAF/NIRAS 責任，開始開始

進行 A 類廢棄物處置選址，與有興趣鄉鎮討論。專責機構 ONDRAF/NIRAS 發

展與執行“結合地方企業伙伴(local partnership)及有興趣之鄉鎮”概念。地方企業

伙伴是由鄉鎮議會及 ONDRAF/NIRAS 授予相當紮實之政治基礎；地方企業伙

伴是讓民眾民主式參與決定之工具。地方的接受度由兩個機制評量，一為地方

企業伙伴，另一為鄉鎮議會。兩個機制評量之結果，需均為正向，才有可能提

升到全國接受之程度。地方企業伙伴有行政中立及獨立思考之空間。鄉鎮議會

對於地方企業伙伴之肯定，可給予地方政府做最後決定應有之政治力量。地方

企業伙伴之設計為一非營利組織，但有堅定的合法地位，及決策歷程之規劃權

限。地方團體(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團體等)均允許參與地方企業伙伴。每

個地方公民均可成為獨立的地方企業伙伴成員，其可自由選擇想貢獻的相關議

題(如選址、安全，環境、地方整合等)。直接參與的特性，讓獨立成員有參與

的誘因。每個地方企業伙伴須提出自己的規劃報告給鄉鎮(地方)議會審查，再

由 ONDRAF/NIRAS 加入自己之安全及可行性評估報告，送相關政府單位審查。 

    1988~2006 年比利時有三個地方參與伙伴/有興趣鄉鎮，分別為 Dessel 

(STOLA, 1999)、Mol (MONA, 2000)、Fleurus-Faciennes  (PALOFF, 200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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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23日比利時政府討論地方伙伴Dessel (STOLA) 及 Mol (MONA)所提出

最後報告，最終選定 Dessel(德賽爾)為近地表處置之預定場址。此決定讓後端

專責機構 ONDRAF/NIRAS 可以與地方政府及民眾 (利害相關者)繼續溝通，並

準備申請建造許可。最後獲得 Dessel 地方支持，政府花了五年時間討論與溝

通，最主要關鍵為地方民眾可透過公開的與有結構性的對談中，提出對於處置

設施之設計及各種安全疑慮，並均能獲得瞭解而相信政府。 

2.5 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址選擇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 29 條規定：放射性廢棄物之處理、運送、貯存及

最終處置，應由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自行或委託具有國內、外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技術能力或設施之業者處置其廢棄物；產生者應負責減少放射性廢棄物

之產生量及其體積。其最終處置計畫應依計畫時程，切實推動。「放射性物料管

理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低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或負責執行低放射性廢棄

物最終處置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一年內，提報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

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切實依計畫時程執行，後續台電公司於民國 92 年 12 月陳

報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經主管機關原能會核備後據以執行。 

另行政院為展現於國內執行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之決心，研訂「低放射性

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定條例」草案，於 91 年 12 月 11 日送請立法院審議，

歷經第 5、6 兩屆立法委員審議，在 95 年 4 月 28 日完成三讀將條例名稱明定為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簡稱場址設置條例)，總統於

同年 5 月 24 日公布施行。 

場址設置條例施行後，台電公司依該條例所定選址程序(圖 2-14)，以及物

管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第 2 項規定，修訂「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

經原能會於民國 96 年 4 月 26 日完成審查核定，未來台電公司將依循場址選擇

與處置方式評估、環境影響評估、場址精查與工程設計、施工及營運等五個階

段，循序執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該計畫並針對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作業有關之場址選擇與核定、場址精查與設計施工、時程規劃、計畫管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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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溝通等事項，提出執行規劃及明確時程之具體解決方案。原能會依放射性

物料管理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要求台電公司每半年提報處置計畫執行成

果，以嚴密督促其切實依計畫規劃時程執行。 

經濟部原已於民國 98 年 3 月 17 日公告「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建議將

台東縣達仁鄉及澎湖縣望安鄉列為建議候選場址名單，惟因澎湖縣政府將望安

鄉東吉嶼大部分私有土地一併納入為「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以致不符

合選址條例須有二處以上建議候選場址之規定，故未能依原規劃期程於民國 98

年 12 月底前辦理公告核定作業，導致選址後續作業及階段目標推動期程必須順

延，經濟部於民國 99 年初經選址小組決議，重回潛在場址篩選調查階段作業。 

經濟部於民國 99 年 9 月 10 日重新公告台東縣達仁鄉及金門縣烏坵鄉為潛

在場址後，依選址條例之規定，於民國 100 年 3 月 29 日公告「建議候選場址遴

選報告」，建議將台東縣達仁鄉及金門縣烏坵鄉列為建議候選場址名單，並徵詢

各界意見。 

台電公司執行處置計畫迄民國 100 年底，因經濟部主辦選址作業未能順利

推展，致處置計畫原定於民國 100 年底完成處置設施場址之選定的目標落後，

台電公司另依據物管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研提處置計畫書修訂版展延選址

時程。經考量選址後續有關辦理地方性公民投票，以及相關環境影響評估合理

時程，物管局完成審查並於民國 101 年 5 月 4 日同意核備「低放處置計畫書(修

訂二版) 」，要求於民國 105 年完成處置設施場址選定，並強化處置計畫之替代

/應變方案及安全處置技術建置工作。 

選址主辦機關經濟部於民國 101 年 7 月 3 日完成核定並公告台東縣達仁鄉

及金門縣烏坵鄉二處場址地區為建議候選場址，依據選址條例規定之選址程

序，後續將辦理地方性公民投票來決定候選場址，惟經濟部與台電公司未能辦

理地方性公民投票，依據台電公司低放處置計畫書時程規劃，應於 105 年 3 月

完成低放處置設施選址作業，目前台電公司低放處置計畫時程延宕。 

有關二處建議候選場址地方性公民投票之辦理，依據選址條例規定係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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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機關經濟部權責，經濟部亦曾於 102 年 3 月 4 日召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設施場址公投評估研商會議」，會中經濟部法規會表示：選址條例主辦機關

為經濟部，爰有關辦理低放選址地方性公投選務工作之各種方式，於法律上均

為經濟部辦理。另會議中內政部及中央選舉委員會代表，認為選址地方公投為

經濟部之權責，可自行規劃辦理，並表達願意提供協助之意。原能會自 101 年

起即多次函請經濟部，繼續加強與地方政府及公眾溝通，並依低放選址條例之

規定意旨，規劃由經濟部自行辦理地方公投，惟經濟部迄今仍遲遲未有進展。 

台電公司為國內主要核廢料產生者，依物管法負有切實推動最終處置計畫

之行政法義務。惟今台電公司未依處置計畫時程選定場址，造成蘭嶼遷場延宕

及核電廠除役計畫推動困難。原能會基於核廢料安全管制機關之責，自 105 年

8 月起按年處以罰鍰處分，督促台電公司積極辦理低放處置計畫，並要求台電

公司依物管法提報修正低放處置計畫，後續於 106 年 3 月 2 日作出審定結果，

要求台電公司自 106 年 3 月起 5 年內選定處置設施場址。圖 2-15 為台電公司低

放處置計畫及替代應變方案時程。 

 

圖 2-14 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選址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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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低放處置計畫及替代應變方案時程 

原能會對於台電公司低放處置執行，除督促台電公司切實檢討改善。另原

能會亦參照美國中止雅卡山(Yucca Montain)用過核子燃料處置計畫之經驗，要

求台電公司積極辦理集中貯存方案，做為核廢料最終處置前的中繼站，以儘早

遷出蘭嶼核廢料，並解決核電廠除役及核廢困境。原能會業於 106 年 2 月 15

日審定台電公司「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替代/應變方案之具體實施方

案」，要求台電公司集中式貯存設施應自 106 年 3 月起 8 年內完工啟用，其中場

址選定及土地取得作業，應自 106 年 3 月起 3 年內完成，以儘早選出場址，俾

利蘭嶼核廢料遷場之順遂推動。 

集中式貯存設施選址作業，依台電公司「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替代/應變

方案之具體實施方案」規劃，將由經濟部籌組選址委員會辦理選址作業。原能

會已請經濟部並要求台電公司，應依循公正的組織體、公開的參與、客觀的標

準之原則辦理選址作業。另原能會已於 105 年 6 月發布「集中式放射性廢棄物



34 

 

貯存設施場址規範」，可供經濟部與台電公司做為選址作業之客觀標準。 

有關低放處置計畫及集中式貯存應變方案，台電公司已提報行政院永續發

展委員會「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列為優先討論議題，以凝聚共識，尋求最

佳方案。行政院非核家園推動小組已於 108 年 3 月 15 日第四次會議中，要求經

濟部督導台電公司，全力推動核廢料集中貯存方案。圖 2-16 為台電公司所提出

之集中貯存設施示意圖。 

 

 

圖 2-16 台電公司集中貯存設施概念示意圖 

2.6 小結 

本報告經研析國際間的低放處置技術、處置計畫與選址經驗，可以發現國

際間對於低放處置場址選擇模式可採志願場址或遴選場址，成功推動處置計畫

的核心在於地方的支持，尚未設置處置場的國家則會推動集中貯存設施作為應

變方案，而設置核廢料專責機構有助於處置計畫的執行。 

依據國際間低放處置場址選擇模式，可採自願場址或遴選場址兩者皆有成

功案例。台電公司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進行低

放處置場的選址作業，該條例的選址機制設計上，已兼具自願場址或遴選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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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模式，提供選址作業者更大的作業彈性。 

國際上核廢料設施選址，大多以溝通協調為主，並非全然需要選址條例規

範，另外韓國、瑞士等少數國家有選址公民投票同意之要求。再進一步分析韓

國成功的選址案例，可以發現韓國經過長時間的溝通協調得到地方認同，最後

亦取得地方公民投票同意。我國公投法已於 107 年 1 月修正，現行公投通過門

檻已大幅降低，選址公投通過的可能性業已大幅提高，現行選址公民投票已不

是問題。低放處置場址真正核心議題是地方政府不支持或不願配合，造成選址

作業的困難，有賴經濟部督促台電公司加強地方溝通協調，以順利選定選址，

徹底解決核廢料問題。 

核能發電國家為解決放射性廢棄物的問題，皆致力於推動最終處置計畫。

惟因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因屬鄰避設施，世界各國處置計畫的推動均具有高

度不確定性而容易導致延宕，許多國家倡議設置集中貯存設施以作為因應。荷

蘭政府放射性廢棄物政策規定，所有的放射性廢棄物在 100 年內暫不處置，並

2000 年於工業區中設立集中式貯存設施。瑞士政府因處置設施選址作業推展不

易，於 2001 年科學園區中設立集中式貯存設施。顯見核廢料集中貯存於國際上

普遍採行作法，其地點可設於工業區或科學園區中，並無安全疑慮，有助於放

射性廢棄物的安全管理，以爭取更多時間選定具有共識的最終處置場址。 

目前政府將非核家園列為施政目標，現有的核能電廠即將屆滿運轉年限，

將來電廠除役後，不論低放射性廢棄物或用過核子燃料都必須整體妥善管理。

然國內處置計畫之推動，亦因尚未能與地方政府及民眾建立共識，迄今仍未見

有功，有需要參照國際間的替代應變方案發展情形，規劃進行集中式放射性廢

棄物貯存設施，先將用過核子燃料及低放射性廢棄物集中貯存，其後再運往最

終處置場進行處置。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作業與技術能力之建立，需長期有系統的推動，參

考國際間推動處置業務有進展的國家，如芬蘭、瑞典法國、日本及韓國等，都

設置了專責營運機構，也順利運作低階放射性廢料處置場，甚至也有的國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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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籌建高階放射性廢料處置場。反觀國內台電公司主要任務為發電及供電業

務，然多年來仍兼負的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作業，社會各界有「球員兼裁判」

的疑慮，致使處置業務執行成效有限。經濟部已規劃設立「行政法人放射性廢

棄物管理中心」，並將該專責機構定位為行政法人。行政院於 105 年 1 月 14 日

將「行政法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列為優先法案，並於 105

年 2 月 1 日送請立法院審查。原能會贊成政府應積極規劃設置放射性廢棄物專

責機構。 

三、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 

核子燃料的應用隨著各國政經情勢而有不同策略，圖 3-1 為核燃料的循環

流程。核子燃料以鈾為原始原料，從鈾礦開採、精煉、轉化、濃縮，將鈾-235

含量濃縮至 3~5%，才能加以製造成輕水式核燃料。核燃料在反應器爐心中反

應 3~5 年後，將其更換並退出爐心，存放於用過核子燃料池中冷卻數年。後續

如送往再處理廠，提煉燃料中剩餘的鈾及鈽，加以濃縮使用，此一用過核子燃

料再經提煉、重複回收使用核燃料的策略，稱為封閉式核燃料循環(Closed Fuel 

Cycle)。如直接將用過核子燃料經中期貯存後，即運往最終處置場處置，而不

再提煉回收使用核燃料的策略，稱為開放式核燃料循環(Open Fuel Cycle)。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第四條說明，高放射性廢棄物係指備供最

終處置之用過核子燃料或其經再處理所產生之萃取殘餘物。另依行政院 86 年 9

月修正發布之「放射性廢料管理方針」，我國用過核子燃料管理策略為「近程採

廠內水池貯存、中程採乾式貯存、長程推動最終處置」。因我國未曾進行用過核

子燃料送國外再處理，故我國之高放射性廢棄物泛指用過核子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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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核燃料循環流程 

3.1 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 

(一)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概念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核能署(OECD/NEA)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委員會，於

2008 年發表地質處置共同聲明，認為經由地表及地下實驗室調查研究，對不同

地質組成或工程材料進行廣泛試驗，累積所得的驗證數據及可靠的模擬分析結

果，顯示地質處置在技術上可行，已是全球性的科學共識。 

目前國際間對於高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置方式，均規劃採多重障壁之深層地

質處置方式。所謂多重障壁之深地層處置概念，係將用過核子燃料置於耐腐蝕

的包封容器(金屬)，外層填充核種吸附性佳的緩衝材料(膨潤土)，組成工程障

壁；將用過核子燃料埋藏於深約 300 至 1000 公尺之穩定地層(天然障壁)。藉由

人工與天然障壁所形成的多重障壁系統，以多層屏蔽與多重阻滯的功能，有效

遲滯核種的釋出與遷移，確保用過核子燃料中的放射性物質，在到達人類生活



38 

 

圈前，便已衰減至可忽略的程度。多重障壁系統各組件材料的安全特性如圖 3-2。 

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為驗證處置技術能力，亦設置地下實驗室，藉由地

下實驗室進行全尺寸處置母岩之實地調查研究，累積深層地質處置之技術能

力，及處置技術之開發與驗證，確認深層地質處置之可行性。 

 

圖 3-2 多重障壁組成材料及其安全特性 

(二)地下實驗室 

OECD/NEA 認為天然障壁之長期安全性，必需經由嚴格的評估確認，亦即

需深入到地下適當深度處(通常為地下 300~ 500 公尺)的真實母岩環境，進行現

地試驗與驗證，方能獲得有信心的評估結果。此目的無法藉由任何形態之地表

調查方法或試驗所滿足。因此，藉由地下實驗室 (Underground Research 

Laboratory，URL)進行相關現地試驗與驗證、確認，是確保深地層處置場安全

性之最適切且最可靠的途徑，也是國際間發展深地層處置國家必經之路。 

藉由地下實驗室的設置，可以達到幾項重要目的，包括(1)開發特定場址功

能評估技術及相關儀器設備，並驗證其可靠性；(2)了解深部地質環境與應力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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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獲取深層岩樣與水樣，為基礎研究提供樣品；(3) 開發全尺寸的驗證技術；

(4) 開發處置坑室的施工、建造、回填與封閉技術，改善處置概念與工程設計；

(5) 進行現場核種遷移試驗，了解地質介質與環境特性；(6) 提供安全評估的區

域性數據；(7) 藉由現場試驗，驗證安全評估模式；(8)；培養多領域的技術人

才與計劃管理人才；(9) 提供公眾信心；(10) 提供安全分析報告的基礎數據。

因此國際主要核能國家多有設置地下實驗室的計畫。 

國際間進行地質調查研究之地下試驗室主要可分成兩類：一類為泛用型地

下實驗室，此類地下實驗室大多選定現有的地下設施（例如礦坑）或隧道進行

試驗，其功能僅作為技術研發與測試之用，後續不作為最終處置設施，例如瑞

典的 Aspo 地下實驗室，瑞士 Grimsel 地下實驗室（當地水力隧道）及 Mont Terri

地下實驗室（沿高速公路隧道下方構築），以及日本幌延（Horonobe）及瑞浪

（Mizunami）地下實驗室；另一類係場址特定型地下實驗室，例如芬蘭ONKALO

及法國 Bure 地下實驗室，其目的為利用現地之真實條件及數據，用以發展相關

處置技術，並提供後續最終處置設施規劃與建造的重要資訊，國際間著名之地

下實驗室類型及岩體分類如圖 3-3。 

有關國內地下實驗室之設置，參照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

之全程工作規劃，地下實驗室預定於第二階段「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

(2018~2028 年)完成後，才會在第三階段「詳細場址與試驗」(2029~2038 年)，

於 2033 年開始進行「地下試驗設施規劃與建構」，其屬性為場址特定型之地下

實驗室。因設置地質或地下實驗室有助於推動高放處置計畫，台電公司若能積

極加強地方溝通，並得以提前建置地質或地下實驗室，原能會將樂觀其成，並

將嚴格審核其安全。 

 



40 

 

結晶岩

沈積岩

結晶岩

沈積岩

USA
ESF (YMP)

300m

Canada
AECL URL

420m

France
Bure

500m

Sweden
Äspö
450m

Finland
ONKALO

500m

Belgium
HADES
230m

Korea
KURT
90m

Germany
Gorleben

900m

Japan
Mizunami

500m

Japan
Horonobe

350m

Switzerland
Grimsel
450m

Switzerland
Mt. Terri

400m

USA
WIPP
655m

USA
ESF (YMP)

300m

USA
ESF (YMP)

300m

Canada
AECL URL

420m

Canada
AECL URL

420m

France
Bure

500m

France
Bure

500m

Sweden
Äspö
450m

Sweden
Äspö
450m

Finland
ONKALO

500m

Finland
ONKALO

500m

Belgium
HADES
230m

Belgium
HADES
230m

Korea
KURT
90m

Korea
KURT
90m

Germany
Gorleben

900m

Germany
Gorleben

900m

Japan
Mizunami

500m

Japan
Mizunami

500m

Japan
Horonobe

350m

Japan
Horonobe

350m

Switzerland
Grimsel
450m

Switzerland
Grimsel
450m

Switzerland
Mt. Terri

400m

Switzerland
Mt. Terri

400m

USA
WIPP
655m

USA
WIPP
655m

場址特定型地下實驗室 泛用型地下實驗室

地下實驗室僅為研發與測試
之用，後續不作為處置場址

地下實驗室所在地為
廢棄物處置潛在場址

 

圖 3-3 國際間著名之高放地質處置地下實驗室類型及岩體分類 

(三)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師法自然 

一般而言，用過核子燃料處置後，大約經過十萬年，其放射性就會衰變到

天然鈾礦的程度，如果是處置用過核子燃料再處理後的高放廢棄物，則僅需約

8000 年。多重障壁的安全概念也使用在低放廢棄物的最終處置，其放射性衰變

到背景值的時間僅需 300 年左右，因此，各層障壁的功能沒有高放廢棄物處置

時的要求高。 

要證明最終處置場的功能在歷經數千年甚至數十萬年仍能保證有效，僅靠

現代實驗室的短期研究與測試是不夠的，需要有更長期的事例加以佐證，因此

所謂「天然類比」也就派上用場。 

所謂「天然類比」是指利用經過長期演變的天然情境，以比擬、評估人造

系統長期演變的可能結果。例如，在芬蘭 Hyrkkölä和 Askola 地方的花崗岩中，

曾發現存在於含硫酸鹽的地下水和氧化環境下的金屬銅，雖然已經歷了 5 千萬

年，但仍然保持原狀。這對瞭解銅在深層地質環境下的長期耐用性，就是很好

的天然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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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很多千年的古墓，墓穴內的屍體與陪喪物仍然保持不爛，主要是因

為「槨室的四周用木炭隔潮，又用白膏泥填塞」。木炭能吸水分，白膏泥就是高

嶺土，能密封隔絕水份與空氣，因此埋在地下十幾公尺墓穴中的喪物，能長久

保持下來。另外，在匈牙利的一個礦場，也發現了一座埋在黏土地層下的柏樹

林，雖已埋藏 800 萬年之久，但樹幹態樣仍然完整保持。這些對以礦土做為處

置障壁材料都是很好的天然類比。因此，比高嶺土和黏土的水密封性以及離子

吸附性更佳的膨潤土，即被廣泛當做現代高階核廢處置的障壁材料。 

除了以上的「天然類比」可共參考外，世界上還有一個發生在 20 億年前的

天然核反應爐遺跡，能更貼切地佐證高放廢棄物最終處置的安全性。這個遺跡

在 1972 年被發現，地點在中非加彭共和國的 Oklo 鈾礦區。這是一個經過科學

檢驗的天然核反應爐遺跡，在它被發現之前的 1956 年，美國阿肯色大學(U. of 

Arkansas)化學系的教授 P. K. Kuroda，就已在化學物理期刊(The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發表《鈾礦物的核子物理安定性探討》的論文，以核子反應爐

理論公式，預測在早於 20 億年之前的時期，地球上一定厚度的瀝青鈾礦有發生

「天然核反應爐」的可能性。發生此種「天然核反應爐」的主要關鍵是，該時

期的天然鈾所含有的鈾-235 濃度高於 3%，亦即高於現代核反應爐濃縮鈾核燃

料的鈾-235 濃度；現在天然鈾所含的鈾-235 濃度已衰減為 0.7%。根據 Oklo 遺

跡的核反應產物所進行核種分析與比對結果得知，這個天然核子反應爐曾持續

進行了幾十萬年的核分裂反應，釋出的能量功率平均約 100 千瓦，估計約消耗

了 5 噸的鈾-235，並產生了 5.4 噸分裂產物以及 1.5 噸的鈽和其它超鈾元素。調

查研究還發現，現場遺留的分裂產物和錒系元素，在 20 億年期間只移動了幾公

分。這個天然核子反應爐遺跡是一個時間夠長，規模夠大的高放廢棄物地質處

置的天然類比事證，大自然以此向人類證明深層地質可以有效拘限高放廢棄物

的核種移動。Oklo 天然核反應爐遺跡的現址是砂岩地質，砂岩是屬於多孔性的

沉積岩，透水性比較高，照講它拘限核種移動的能力並不算好，但它仍然有效

拘限了分裂產物和錒系元素的移動。因此，國際上已經普遍認同，以深度在

300~1000 公尺，拘限核種移動的能力比砂岩更佳的的花崗岩、泥岩、中生代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B4


42 

 

盤岩等做為最終處置的母岩，並採用銅、膨潤土等能長期耐久的封閉性材料，

以現代工程技術建構多層人工障壁，應足以確保高階廢棄物最終處置的安全。 

 (四) 高放射性廢棄物安全管制規定 

依據「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的規定，高放最

終處置應採深層地質處置之方式，其設施應採多重障壁之設計，並應確保高放

射性廢棄物放置後五十年內可安全取出。且重要結構、系統及組件設計，亦應

符合：(1)可進行檢查、維護及測試，並符合核子保防作業之要求；(2)防範可預

期之天然災害；(3)具備意外事件緊急應變功能；(4)確保高放射性廢棄物之各項

作業，於正常運作及預期意外事件時，均能維持次臨界狀態；(5)具有火災或氣

爆之防護功能；(6)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等規定。 

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第 9 條規定：高放處置設

施之設計，應確保其輻射影響對設施外一般人所造成之個人年有效劑量不得超

過 0.25 毫西弗。我國高放處置設施對設施外一般人所造成之個人年有效劑量限

值均以 0.25 毫西弗為標準，亦即處置設施自建造、運轉(開始接收廢棄物)、停

止運轉後監測期、封閉、封閉後觀察與監測乃至監管階段，其對設施外一般人

所造成之個人年有效劑量，均應符合低於 0.25 毫西弗要求。 

依據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第十條規定：高放處

置設施之設計，應確保其輻射影響對設施外關鍵群體中個人所造成之個人年風

險，不得超過一百萬分之一。 

ICRP 就處置設施可能造成代表性個人曝露之法規建議劑量限值為

0.3mSv/yr，我國高放管理規則第九條之要求為 0.25mSv/yr，已較 ICRP 建議值

保守，亦與國際間各國主要採用之劑量限值 0.1~0.3mSv/yr 相仿。 

對處置設施監管相關要求，依物管法第 23 條規定：「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設施之封閉，其經營者應擬訂封閉計畫及監管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實

施」。封閉計畫及監管計畫報經核准後，設施經營者開始進行除污、被覆與關閉

等必要封閉作業，封閉完成後的監管作為，則指處置場封閉後所執行之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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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環境輻射監測及防止外界侵擾等必要措施。藉由上述的高放廢棄物安全

管制規定，可以確保台電公司的高放處置場設置的安全性。 

 

3.2 世界各國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 

各核能發電國家推動該國之高放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時，均就其放射性廢

棄物數量與特性、潛在合適的地質環境與處置母岩，規劃其長程之技術研究發

展與最終處置設施。以下主要彙整[1]、[3]、[4]參考文獻，就先進國家之高放處

置計畫發展歷程與計畫現況，說明如下： 

(一) 美國 

1982 年美國國會制定「放射性廢棄物政策法(Nuclear Waste Policy Act- 

NWPA)」，以解決高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置問題。該法案明訂能源部(DOE)應依法

負責規劃推動深層地質處置場與中期貯存場之研究發展計畫。根據 DOE 的規

劃，首先由六個州中選出九個可能之場址，1985 年完成初步調查報告，根據報

告結果，由總統簽署三個可供進行特性調查之場址。1987 年美國國會通過

NWPA 修正案，總統核准以雅卡山(Yucca Mountain)進行場址特性調查，稱為雅

卡山計畫(YMP)。 

該場址特性調查計畫主要由美國幾個大型國家實驗室為核心來執行，主要

分工如下：LLNL 及 ANL 負責近場部分，包括熱傳以及燃料棒的溶解等問題；

LBNL 負責水文地質方面的調查及模式的研擬與驗證；SNL 則負責功能安全評

估及系統整合。1998 年 YMP 完成了適合性評估報告(Viability Assessment 

Report)，1999 年 7 月 YMP 提出環境影響說明書，2001 年 DOE 向核管會(NRC)

提交興建許可申請書。美國參議院於 2002 年 7 月 9 日以 60 對 39 票通過內華達

州雅卡山為民用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 

DOE 於 2008 年 6 月向 NRC 提出雅卡山處置場執照申請。2010 年，歐巴

馬總統命令 DOE 成立藍帶委員會(BRC)，重新評估美國核燃料循環之後端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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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DOE 於 2010 年 3 月向 NRC 要求撤銷雅卡山之執照審查，並於 2010 年

底中止 YMP。 

美國在 2010 年暫停歷時 20 幾年之用過核子燃料雅卡山(Yucca Mountain)

處置計畫，同時成立藍帶委員會(BRC)重新檢討用過核子燃料管理策略，2012

年 1 月 26 日美國藍帶委員會發布最終報告，針對美國高放射性廢棄物之管理提

出八項建議，詳述如下，包括以集中式貯存設施做為替代應變方案。能源部(DOE)

依前項建議，於 2013 年 1 月提出「用過核子燃料與高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與處置

策略」報告，預定於 2021 年啟用先導貯存設施，2025 年啟用集中式中期貯存

設施，以過渡至 2048 年啟用最終處置場。 

(1) 未來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設施選址應以「共識取向」為基礎 

(2) 應設置專責執行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計畫之機構，並且賦予該機構足夠之

公權力以及資源，以圓滿達成使命。 

(3) 應設置基金作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之用，其經費來源為擁有核設施之營

運單位 

(4) 應即刻投入一個或多個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設施之發展 

(5) 應即刻投入一個或多個集中式貯存設施之發展 

(6) 為因應未來集中式貯存及處置設施設置之後，可預期之大規模的用過核

子燃料及高放射性廢棄物運送，現在即應做好相關準備 

(7) 應持續支持美國在核能科技之創新及相關人力培養 

(8) 在國際性的防止核子擴散、核能設施及物料之安全保安工作，以及放射

性廢棄物管理等議題方面，美國應扮演主動的領導角色 

現今川普政府上台後，已於 2018 年會計年度提出預算請求，以重啟雅卡山

處置場之執照申請。2017 年 5 月美國政府審計辦公室(GAO)建議能源部與核管

會需重建組織能力，以重啟審照程序；核管會也於 2017 年 8 月展開重啟雅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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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場建照申請審查程序的準備工作。 

(二) 加拿大 

加拿大於 1978 年開始執行核燃料廢棄物管理計畫，由當時的加拿大原子能

有限公司(AECL)進行深層地質處置概念的發展；1981 年展開一般性研究計畫；

1984 年 AECL 開始在加拿大地盾的結晶岩層進行地下實驗室的調查工作，惟該

計畫成果未獲支持與認可。 

2002 年 6 月加拿大制定「核燃料廢棄物法」，並據此成立核子燃料廢棄物

管理專責機構(NWMO)。2007 年政府通過 NWMO 所提「適應性階段管理」策

略(APM)，APM 策略為該國之廢棄物處置方針，地質處置全程工作可能長達三

百年，劃分為以下三階段推動處置工作。2008 年起採用調適性階段管理方法推

動處置場之選址計畫。第一階段：興建集中貯存設施與地下實驗室；第二階段：

用過核子燃料集中進行中期貯存。持續處置研究與驗證；第三階段：用過核子

燃料重新包裝後運往處置場進行監測式處置，並保持可回收的功能。 

(三) 日本 

日本自 1976 年著手進行再處理後高放射性廢棄物之地質處置研發(R&D)

工作，並分別於 1992 年及 1999 年提出第一階段(H3)及第二階段技術報告

(H12)。H3 報告係針對在一般的地質環境處置時多重障壁之各項科學技術，提

出可行性評估結果；H12 報告係提出更完整、更具信賴的處置技術，以作為將

來場址評選及法規訂定時的技術背景。 

此外，日本原子力發電環境整備機構(NUMO)為驗證地質處置技術可行性

與安全性，得以向政府建議更具科學性的合適處置場址，整合最新 R&D 成果

與技術，並參酌 OECD/NEA 與 IAEA 的安全論證(Safety case)概念，以 H12 報

告為基礎，於 2018 年提出「NUMO Safety Case」報告。 

日本為增進對深層地質環境瞭解、確認地質處置技術之可行性、促進民眾

對深地層瞭解，參照國際發展經驗，興建地下實驗室。因對於潛在處置母岩的



46 

 

岩性尚未確認，故分別選定於岐阜縣瑞浪市(屬結晶岩)及北海道幌延町(沈積

岩)，建立兩處泛用型之地下實驗室。 

於 1996 年開始推展「瑞浪超深地層研究計畫」(屬結晶岩)，2014 年 2 月已

完成 500 公尺深之水平研究廊道。瑞浪地下實驗室(URL)之研究主要分為 3 階

段，第1階段為地表調查(1996年~2004年)；第2階段開挖階段調查(2004年~2013

年)，第 3 階段則利用完成之坑道進行相關研究(2010 年~)。幌延 URL 之研究主

要亦分為 3 階段，第 1 階段為地表調查(2001 年~2005 年)；第 2 階段開挖階段

調查(2005 年~2014 年)；第 3 階段則利用完成之坑道進行相關研究(2010 年~)。 

(四) 英國 

英國核廢料處理公司 NIREX 於 1989 年展開高放射性廢棄物相關研究計

畫，調查區域鎖定 Sellafield 及 Dounreay 兩處場址(兩址均為再處理廠所在地)。

1994 年英國政府不同意 NIREX 在 Sellafield 地區建造地下實驗室。 

英國在 2003 年 11 月成立獨立的放射性廢棄物營運委員會 (Independent 

Committee on Radioactive Waste Manegement, CoRWM)。2006 年 10 月英國政府

同意 CoRWM 提出結合中期貯存與最終處置的建議，及公開徵選自願候選場址

的策略。2008 年 6 月英國政府發布放射性廢棄物安全管理白皮書，針對高放射

性廢棄物深層地質處置問題提出架構規劃，以及六階段之選址流程，並開始選

址作業。 

專責機構(NDA)於 2010 年 3 月發表「地質處置－實施步驟」（Geological 

Disposal－Steps towards implementation）報告作為階段性成果。英國政府於 2013

年 3 月會同核能產業界共同編製一份題為「英國核能的未來」的報告，報告中

表示「地質處置場的開發是具有高度優先的議題」，此報告作為中長期策略，確

立地質處置設置的里程碑如下：2029 年以前進行地上調查；2039 年以前進行決

定處置場址與開始建設地下特性調查設施；2059 年以前進行地質處置場的設

計、建設與開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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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法國 

1991 年，法國國會通過放射性廢棄物法案，明訂深層處置場之建造，需先

經過地下實驗室的調查研究階段，並規定地下實驗室最少要包括兩種不同岩性

的研究，一座設在結晶岩層，另一座設在沉積岩層，以保留彈性，作為替代方

案。1994 至 1996 年期間，專責機構(ANDRA)在 Bure(黏土)、Gard(黏土)以及

Vuenne(花崗岩)等三處自願地區進行調查。調查工作包括地表調查、地球物理

調查、鑽探及孔內調查。於三處地區完成初步調查後，1996 年法國政府允許

ANDRA 在此三個候選場址設置地下實驗室之申請。但由於 Gard 與 Vuenne 兩

個場址地質條件上之缺點，最後予以放棄。 

法國政府在 1999 年 8 月核准在 Bure 地區的地下試驗室 (Meuse/ 

Haute-Marne-URL)。地下試驗室相關工程進行前，該地區已進行約兩年地表地

質與地球物理工作探測。ANDRA 在 2005 年依廢棄物法(Waste Act, 1991)要求，

向政府提出高放射性與長半化期廢棄物深層地質處置可行性報告(Dossier 2005

報告)。該報告整合法國過去 15 年的研發成果與心得，包括黏土岩與花崗岩兩

個系列報告。2012 年提出 Cigeo 計畫，進行地質處置設施的詳細調查。 

法國 ANDRA 提出高放射性廢棄物深層地質處置計畫 Cigeo (Centre 

Industriel de Stockage Geologique repository)，預定在 Bure 興建高放射性廢棄物

處置場，將於地下 500 公尺深處安置核廢料。該計畫預定於 2017 年提交主管機

關審核，2020 年開始動工，2025 年啟用。Cigeo 未來將由 ANDRA 經營管理，

興建經費則由法國電力公司(EDF)、AREVA 公司及法國原子能總署(CEA)共同

分擔。 

(六) 德國 

德國於 1977 年選定 Gorleben 地區的鹽穹，作為高放射性廢棄物及長半化

期廢棄物的處置場址。此特定場址的深度在 840 公尺至 1200 公尺，研發工作包

括處置場規劃、建造、運轉、封閉及封閉後等階段相關工作。自 1979 年起，在

Gorleben 地區進行相當規模的調查工作，包括 4 口深達 2000 米的鑽孔、數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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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鑽井，進行地質、水文地質及岩石力學等相關的調查工作(1979~2000 年)，

研究成果初步證實鹽穹作為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母岩的可行性。 

1998 年 9 月德國新政府成立，對於德國的能源及核電政策有所改變，因而

暫時延後處置計畫工作。另因該址未經過完整且透明的評選程序，且缺乏民眾

的參與，故 2000 年 10 月德國政府已決定暫停 Gorleben 地區的現地調查研究計

畫至少 3 至 10 年，以釐清相關的處置概念及安全議題。然而，2013 年德國政

府針對高放處置場址選址制定新法律，規定未來場址評選需經過公眾參與的過

程才能擇定，因此 Gorleben 地區的探查活動於 2012 年 11 月中止。後續，德國

將由所謂的 White-map 開始進行處置場的評選，每一個地區或母岩在評選前，

將不會被事先排除或排入所謂的候選處置地區或母岩。2017 年 9 月，德國正式

展開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選址程序。 

(七) 瑞典 

瑞典從 1972 年就已開始使用核能發電，目前有 10 部機組，分屬兩家電力

公司。2011 年瑞典核能總發電量 58 TWh，其中全部總發電量的 36%。瑞典的

用過核子燃料預估總數為 12,000 公噸鈾，估算基礎為 Ringhals 及 Forsmark 電

廠運轉 50 年及 OKG 電廠運轉 60 年。核能電廠產生的用過核子燃料經短暫貯

存後，會送到 CLAB 中期貯存設施貯存，截至 2011 年貯存 CLAB 中期貯存設

施接收的用過核子燃料總數為 5222 公噸金屬鈾，該設施每年約皆收 300 噸金屬

鈾。 

瑞典用過核子燃料深層地質處置計畫於 1976 年開始，從 1992 年開始進行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之選址作業，此項工作乃是採取階段式進行，先進行

可行性研究再進行場址調查作業。SKB 在完成 8 個自治區之可行性研究後，瑞

典政府於 2001年 11月同意 SKB開始在 Oskarshamn 及 Osthammar 進行場址調

查。SKB 從 2002 至 2007 年在 Oskarshamn 自治區的 Laxemar 及 Osthammar 自

治區之 Forsmark 進行詳細之場址調查，最後於 2009 年 6 月 3 日選定 Osthammar

自治區之 Forsmark 為場址，並於 Oskarshamn 自治區的 CLAB 中期貯存設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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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封裝廠。SKB 並在 2011 年 3 月完成在 Forsmark 最終處置之安全分析報告，

而於 2011 年 3 月 16 日向瑞典的瑞典輻射安全局(Swedish Radiation Safety 

Authority, SSM)提送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及封裝廠之興建執照申請書。 

2012 年 6 月 12 日 OECD/NEA 組成專家小組對 SKB 所提出的高放處置設

施申請案進行專業審查。主要結論如下：(1)就國際觀點而言，SKB 所提封閉後

輻射安全分析報告已足以進行執照核發的決策。(2)SKB 的核子燃料計畫是成熟

的、永續的，且應用了最佳可行技術。(3)整體而言，該計畫符合下一執照核准

階段的工業與安全相關要求。(4)SKB 已針對 KBS-3 設計的處置設施可行性與

長期安全性提出充分說明與技術水準。 

SSM 於 2012 年 10 月 25 日發出聲明在初步審查 SKB 包封設施(銅容器工

廠)時，發現其申請案基於老舊的資料、法令與規定，在可回溯性(traceability)

有缺陷，並要求 SKB 補充對人類及環境長期安全與保護、銅容器的長期完整

性、SKB 對於地下處置設施符合法規的技術驗證的更明確計畫、KBS-3(概念設

計)方法的替代方案詳細資訊、更新文件、標準、及法令規定等資料。 

瑞典用過核子燃料處置計畫已於 1990 年啟動；2005-2009 年進行

Oskarshamn 的 Laxemar 及 Osthammar 的 Forsmark 進行場址調查；2009 年 1 月

SKB 選定 Forsmark 作為用過核子燃料處置場址；2011-2015 申請建造執照；並

規劃於 2024 年提報試運轉申請；2025-2026 年試運轉；2026 年提報運轉執照申

請；2029 年開始運轉。 

(八) 瑞士 

瑞士國家專責機構(NAGRA)將區域/場址調查工作，規劃為三階段來進行。

第一階段自 1978 年開始至 1993 年完成。本階段的調查範圍涵蓋全國，初期考

慮的母岩包括結晶岩、黏土地層、以及蒸發岩(如石膏、岩鹽)，後來即針對結

晶岩及沉積岩這兩種岩性展開調查計畫。至 1993 年止，瑞士北部結晶岩區的調

查已完成第一階段工作。NAGRA 在 1988 年底開始調查沉積岩層(Opalinus 

Clay，OPA)做為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所的母岩的適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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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調查工作則自 1994 年展開，於 2000 年完成，並於 2002 年底提出

鎖定 OPA 之處置可行性研究報告，包含設施與操作、地質條件及功能安全評估

三部份。2006 年 6 月聯邦政府核准該可行性研究報告，但不同意在原地直接進

行深入調查。現階段則進行處置設施選址作業中。 

NAGRA 除了進行場址調查的工作外，也透過在地下實驗室進行技術研發

工作，以確保處置場的長期穩定性及安全性。地下實驗室有兩處，一處位於瑞

士中南部的 GTS-URL(Grimsel Test Site)，岩性為花崗岩；一處位於瑞士西北方

的 Mont Terri-URL(Mont Terri Rock Laboratory)，岩體為沉積岩(OPA)。 

(九) 芬蘭 

芬蘭從 1977 年就已開始使用核能發電，目前有 4 部機組，分屬兩家電力公

司。2013 年芬蘭全國總發電量 83.9 TWh，其中核能發電占 27.1%，截至 2013

年底核能發電產生的用過核子燃料總數為 1984 公噸金屬鈾(12,753 束)。 

芬蘭自 1983 年開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的選址作業，於 1995 年由兩

家電力公司(Fortum 及 TVO)合資，成立放射性廢棄物專責機構 Posiva Oy(以下

簡稱 Posiva)，負責執行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Posiva 選擇位於 Okiluoto

核電廠附近的地點為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址，於 1999 年 5 月 26 日向工商

部（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提出原則決定(Decision in Principle，簡稱

DiP)的申請。該原則決定(DiP)經輻射及核能安全局  (Radiation and Nuclear 

Safety Authority，簡稱 STUK)評估後，確定處置場的建造所造成工作人員、民

眾(含未來子孫)、環境與財產的影響符合安全標準後，向工商部提出安全評估

報告，同意 Posiva 申請設置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Olkiluoto 電廠所在地

Eurajoki 都會區政府於 2000 年 1 月同意申請，芬蘭政府於 2000 年 12 月批准該

申請。2001 年 5 月芬蘭國會授權政府在 Olkiluoto 電廠地區，進行深層地質最

終處置場的計畫。Posiva 在 2003 年 5 月 20 日向 Eurajoki 都會區政府申請

ONKALO 地下實驗室(Underground Rock Characterization Facility)之建造許可，

2004 年 7 月開始建造地下實驗室。Posiva 在 2012 年 12 月 28 日向政府提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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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處置場之建照申請，目前仍在申照作業中。 

芬蘭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已於 1992 年完成初步的最終處置場址調

查及評估，選出了 3 個場址進行場址細部調查，同時向 STUK 提出安全評估；

1994 年芬蘭核能法要求所有芬蘭產生的放射性廢棄物都必須在芬蘭處理、貯存

與處置，芬蘭也不接收國外核廢料；用過核子燃料處置的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從

1997 年開始，在 1999 年完成；1999 年 Posiva 提出 Olkiluoto 附近作為候選

場址；1999 年向政府提出決策原則程序(Decision in Principle)的申請；2001 年 5

月 18 日國會通過深層地質處置計劃，集中於 Olkiluoto 地區進行場址細部研究；

Posiva 在 2003 年 5 月 20 日向 Eurajoki 都會區政府申請 ONKALO 地下實驗室

之建造許可；2004 年 7 月開始建造 Onkalo 地下實驗室；Posiva 在 2012 年 12

月 28 日向主管當局提出最終處置場之建照申請，最終處置場深度介於 400~450

公尺；2014 年 4 月 Onkalo 地下實驗室完成三條直井的開挖作業。2015 年 11

月管制機關核准建造許可。2017 年 10 月，封裝廠已完成基礎開挖工程。處置

設施預定於 2020 年提出運轉執照申請。預定於 2020 年代初期啟用。 

(十)南韓 

韓國在 1997 年決定由「原子能研究所」（Korea Atomic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KAERI）進行為期 10 年（1997 至 2006 年）之用過核子燃料及高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研究計畫。此計畫內容包含處置系統開發及性能評估、地

質環境之科學研究、工程障壁之開發之研究等項目。然過去韓國原訂將低放射

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與用過核子燃料處置場兩者放置於同一場址，但因選址屢

遭地方強烈反彈，因此，2005 年僅針對低放射性廢棄物進行選址，正式將低放

射性廢棄物與用過核子燃料兩者的最終處置正式切割。 

根據韓國的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 AEC 是韓國核能有關政策議

題之最高決策單位。AEC 是由包含政府、學術界及工業界的 9 至 11 位代表所

組成。於 2008 年 3 月制定新法，要求成立放射性廢棄物營運專責機構 KRMC

及放射性廢棄物營運基金。韓國放射性廢棄物營運有關法規除原子能法外，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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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28 日制定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法（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Act），

管理放射性廢棄物營運、選址程序與最終處置方式。根據該法，知識經濟部(The 

Ministry of Knowledge Economy, MKE)應負責研擬放射性廢棄物營運之基本計

畫以確保放射性廢棄物可安全及有效的營運。同時韓國亦根據該法於 2009 年 1

月成立放射性廢棄物專責機構KRMC及放射性廢棄物營運基金。KRMC於 2013

年更名為 Korea Radioactive Waste Agency（KORAD）。 

根據 AEC253 次會議決議，用過核子燃料管理政策需同時考量國內與國際

技術及公眾共識後決定，因此，由負責用過核子燃料中期貯存與最終處置的

KRMC 進行研擬，並於 2011 年經專家諮詢後，提出用過核子燃料處理技術報

告。爾後，再於 2011 年 12 月辦理用過核子燃料管理政策論壇，邀請人類學家、

社會學家、技術專家、非政府組織與各電廠所在地的居民代表共同參與討論與

決策，經過 10 個月的討論，2012 年 9 月提出用過核子燃料管理政策論壇總結

報告，政策論壇總結報告為 2024 年以前完成用過核子燃料中期貯存，並強調政

策決策過程中需有公眾參與的機制，2012 年 12 月修正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法，

將公眾參與機制正式納入法律中。此外，在上述論壇之後，南韓政府在 2013

年成立「用過核子燃料公眾參與管理委員會」（Public Engagement Commission on 

SNF management, PECOS），15 名成員中有人文社會的專家、工程領域專家、

NGO 代表、核子設施周邊居民，負責公眾溝通計畫的原則與方法、進行公眾諮

詢與溝通、對用過核子燃料的選項向正府提出建議。該委員會在 2014 年提出初

步結論，建議政府於 2045 年開始興建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於 2016 年 5 月 26 日行政預告「高放射性廢棄物管理

基本計畫」，將高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納入「中長期安全管理路徑圖」，該行政預

告為政府階層訂定之基本計畫，內容涵蓋高放射性廢棄物安全管理之方式及相

關程序。針對選址部份，將成立專責選址業務組織，預估選址程序約需 12 年時

間。處置選址過程將納入用地評估技術，並開發運作地下研究設施，驗證處置

之安全性。按照預定時程，中期貯存設施及永久處置設施分別將可於 2035 年及

2053 年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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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 

我國自 1983 年起展開用過核子燃料處置之研究，原子能委員會、台電公

司、核能研究所(以下簡稱核研所)、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以下簡稱地調所)

及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與礦業研究所(以下簡稱能礦所)等單位共同商訂「我國

核子反應器用過核子燃料處理研究計畫書」，並由台電公司負責推動我國用過核

子燃料長程處置工作。台電公司於 1986 年委託核研所主辦「我國用過核子燃料

長程處置計畫(以下簡稱長程計畫)第一階段工作」，並由能礦所及地調所協辦，

正式展開用過核子燃料的長程處置計畫。 

1988 年第一階段工作結束，計完成場址準則、場址調查及處置場設計概念

等 31 個分項研究。同年，台電公司繼續委託核研所會同地調所、能礦所繼續第

二階段工作，共同規劃全程工作內容與時程，並進行計畫管理、國際合作、人

才培育、資料整合、品質保證及社會溝通等配合工作，同時也完成地質驗證調

查、離島地質調查及調查區域評選等工作之規劃。 

基於執行用過核子燃料處置作業與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作業，於場址調查

階段中，有諸多資料能共享，且特別考量合併為單一場址的可行性，台電公司

於 1990 年 11 月推動第二階段工作之增續計畫，並於 1991 年 6 月完成功能評估

模式研究、離島地質初勘及撰寫區域地質調查技術規劃書等工作。 

由於發展深地層處置技術往往需要長達數十年之研究，必須有完整具體之

規劃，因此於執行本計畫之第二階段時，特別參考美國能源部的場址特性計畫

(Site Characterization Plan, SCP)及瑞典核子燃料及廢棄物營運公司(SKB)的研發

經驗，擬定「我國用過核子燃料長程處置全程工作規劃書(1991 年 4 月)」，作為

我國執行深地層處置計畫之指導方針。 

1993 年計畫邁入第三階段(即區域調查階段)，改由工研院能資所主辦，核

研所協辦。為了便於管理與考核，此階段分為前、後兩部分，前半段為期四年，

其目標在建立區域調查技術及初步功能/安全評估技術，後半段為期六年，將進

行區域調查工作之規劃與實施。第三階段第四工作年度，能資所完成區域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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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說明結晶岩類的花崗岩體可做為優先調查的對象，而沉積岩質的泥岩、

花嶼安山岩質結晶岩，及澎湖海域下之中生代基盤岩則列為備選的調查對象；

同時，就第二階段的「全程工作規劃書(1991 年 4 月)」所規劃的各個階段與目

標等進行檢討與修正，將「區域調查」、「初步場址調查」、「場址評選」三個階

段合併成「潛在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 

2000 年 8 月完成「全程工作規劃書(2000 年版)」，正式將我國用過核子燃

料長程處置計畫的後續工作分成「潛在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詳細場址

調查與確認階段」、「細部設計與執照申請階段」及「處置場建造與試驗階段」

四個階段來執行，並訂下每 5 年重新檢討修正全程工作規劃書之原則。 

後因我國於 2002 年 12 月頒布施行「放射性物料管理法」，台電公司依照該

法規定，參考國外發展經驗，於 2005 年提報「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

經原能會審查後於2006年7月核定。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依階段分為「潛

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 (2005~2017 年 )、「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

(2018~2028 年)、「詳細場址與試驗」(2029~2038 年)、「處置場設計與安全分析

評估」(2039~2044 年)、「處置場建造」(2045~2055 年)等五個階段，處置設施預

定於 2055 年啟用(圖 3-4)。 

國外處置計畫皆會階段性發佈成果報告(表 3-1 所示)，參考此國際經驗，台

電公司依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之作業規劃，於 2009 年提出「我國用過

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初步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彙整過去 20 年我國用過核子燃

料最終處置計畫研究結果，參酌各核能先進國家發展之用過核子燃料處置概

念，針對我國地質環境，完成現有處置環境資訊的蒐集研析，並以虛擬處置場

址進行初步安全評估案例分析。台電公司另依最終處置計畫書之階段目標，於

2017 年底提出「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技術可行性報告」(SNFD 2017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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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全程規劃 

台電公司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技術可行性報告蒐集台灣地區潛在結晶岩

類處置母岩的地質環境調查文獻資料，並運用空中磁測、大地電磁、地電阻及

微震觀測解析等技術，進行大區域的地質調查及研析，完成花崗岩體分布及地

質特性的調查與評估；參考瑞典 KBS-3 處置概念，以建構與檢驗我國高放廢棄

物處置工程技術能力；以我國花崗岩體的地質特性作為情節建構，參考瑞典的

地質特性數據，並使用瑞典引進的評估模式，進行我國花崗岩體的安全評估。

有鑑於外界對於台電公司高放處置技術的發展情形，仍有不同聲音，行政院非

核家園專案小組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議要求台電公司應持續強化公眾溝通，

以化解社會各界疑慮，順遂最終處置計畫之推動，要求台電公司應適時對外溝

通說明最終處置技術可行性研發成果。 

台電公司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於 2018 年進入第二階段候選場址評

選與核定工作，開始進行選址的相關作業，此階段的選址作業，將由經濟部及

台電公司負責。原能會為安全監督機關，對於選址並無預設立場。高放最終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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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設之施選址作業，原能會要求經濟部與台電公司應依循公正的組織體、公開

參與的程序、客觀的標準之三原則辦理，以尋求社會共識。原能會為核能安全

監督與管制機關，並已制定「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

則」，明確規範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的安全標準，並訂定「高放最終處置場址

規範」，供台電公司執行最終處置選址之依循。 

表 3-1 國外處置計畫階段性成果報告 

國家或

機 構 
功能評估報告 目的 

比利時 UPDATING 1990 
研究廢棄物處置於 Boom 黏土層之輻射衝擊

(中強度放射性廢棄物與高放射性廢棄物)。 

加拿大 AECL EIS 
提供主管機關對未來核廢棄物計畫發展決策

支援。 

捷克 BAZ 97-02 評估障壁在參考處置系統之角色。 

芬蘭 

TVO-92；

TILA-96 

提供主管機關對未來核廢棄物計畫發展決策

支援。 

支持場址或地質介質之選擇。 

摘要 R&D 現況及尋求未來 R&D 之支持 

TILA-99； 

EIA(1999) 

提供國會作原則決定(decision in principle)所

需資訊。 

法國  對三個潛在場址進行正常情節演化初步評估 

德國 GSF-91(1991) 不同處置選擇研究 

日本 

H3 
著重/摘要 R&D 現況及尋求未來 R&D 之支

持。 

H12 

更進一步示範地質處置概念技術可行性與可

靠性。 

提供場址選擇及法規發展資訊。 

西班牙 

ENRESA-97 
發展功能評估方法。 

花崗岩母岩障壁角色評價。 

ENRESA-98 
發展功能評估方法。 

黏土層母岩障壁角色評價。 

ENRESA-2000 整合功能評估、R&D 工作及場址選擇。 

瑞典 

SKB-91 安全評估方法之評定。 

SR-95 為未來安全報告綱要與內容提供範例。 

SR-97 為未來安全報告綱要與內容提供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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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 Project-90 發展管制審查能力(一般數據)。 

SKI SITE-94 
發展管制審查能力。 

示範將場址特性與其他 R&D 數據併入評估。 

瑞士 Kristallin-1(1994) 

支持高放射性廢棄物與長半衰期中強度廢棄

物處置場場址或地質介質之選擇。 

著重/摘要 R&D 現況及尋求未來 R&D 之支

持。 

安全評估方法之評定。 

美國 

TSPA-93 

對特定場址特性與設計資訊之相對重要性提

供回饋。 

發展更可防禦評估模式以用於承諾示範。 

TSPA-95 
支援場址或地質介質選擇。 

快速提供決策者潛在處置場功能。 

EIS 
提供決策者決定未來 Yucca Mountain 場址是

否繼續發展之所需資訊。 

TSPA-SR 
提供決策者決定是否推薦 Yucca Mountain 場

址。 

NRC IPA-2 
發展管制審查能力。 

發展適用於 Yucca Mountain 之法規。 

歐洲委

員會 

PACOMA 

研究廢棄物處置 Boom 黏土層之輻射衝擊(中

強度放射性廢棄物)。 

研究 Boom 黏土層廢棄物處置之輻射衝擊(用

過核子燃料)。 

EVEREST 計畫 
黏土層、花崗岩與岩鹽地質處置系統靈敏度

分析。 

SPA 計畫 
用過核子燃料黏土層、花崗岩與岩鹽地質處

置系統功能評估方法比較。 

 

3.4 世界各國高放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址選擇與興建近況 

目前國際間對於推動高放最終處置場址之選址作業，主要可以區分為場址

初步篩選階段、場址特性調查階段與申照階段。處於場址初步篩選階段之國家

如美國、德國、日本、英國、加拿大等國；進行場址特性調查階段之國家如法

國及瑞士等國；申照階段國家如瑞典。國際間目前尚無高放最終處置場，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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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政府已於 2015 年 11 月核發高放最終處置設施之建造執照許可；2016 年底

開始興建處置設施；預定於 2020 年提出運轉執照申請，2023 年處置場完工啟

用。以下主要彙整[1]、[3]、[4]參考文獻，就先進國家之高放最終處置場址選址

現況，說明如下： 

(一) 美國 

美國於 1982 年訂定頒布「核能廢棄物政策法」，處置場址選址作業由能源

部之民用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局(OCRWM)負責。該法要求能源部選出 5 個場址特

性合宜的候選場址，並從中選出 3 個場址向總統提交建議。能源部於 1984 年訂

定場址篩選導則(10 CFR 960)，OCRWM 根據此導則，針對 9 處候選場址進行

場址篩選以及環境評估。於 1985 年篩選出包含雅卡山等 5 個優先候選場址；再

以多屬性效用分析排序出前三個候選場址，首位為雅卡山處置場址，並於 1986

年向總統提出選址作業結果。 

1987 年，美國國會通過「核能廢棄物政策修正法」，指示能源部僅調查雅

卡山場址，並終止另兩處場址之調查工作。2002 年 2 月，能源部部長向布希總

統提出雅卡山場址建議案，並獲得布希總統的支持提送國會；同年 7 月由參議

院通過雅卡山場址之建議案；布希總統於同年 7 月 23 日簽署同意雅卡山(Yucca 

Mountain)場址申請案。處置場址之選址作業流程如圖 3-5。 

雅卡山計畫美國歐巴馬政府 2008 年上台後，在 2010 年底暫停已歷時 20

幾年之雅卡山用過核子燃料處置計畫，並於 2010 年成立藍帶委員會，重新檢討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策略並提出八項建議，包括以集中式中期貯存設施，做

為過渡至最終處置之替代因應方案。美國能源部依據藍帶委員會之建議於 2013

年 1 月提出因應策略，預定於 2025 年啟用過核子燃料集中式中期貯存設施，用

以過渡至 2048 年啟用最終處置場。惟美國能源部的前述因應策略因川普總統上

任後政策改變，目前正重新檢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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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美國高放處置場址選址作業流程 

 (二) 加拿大 

加拿大處置設施的選址程序，係依據 2007 年政府通過專責機構(NWMO)

所提之適應性階段管理策略，並於 2009 年發展出基於共識同意的 9 個階段步

驟，來進行選址作業(圖 3-6)，選址程序具彈性與可調整性。 

加拿大於 2010 年起開始進行選址作業，共計 22 個地區表達願意了解與參

與其選址計畫。經步驟 2 的初步篩選，計 21 個地區進入步驟 3 的初步合適性評

估程序。迄 2017 年底止，尚有 5 個地區參與選址程序，以決定是否可進入步驟

4 之細部場址評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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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加拿大高放處置場址選址作業流程 

(三) 日本 

日本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的選址作業，係依據 2000 年頒布之「最終處

置法」相關規定辦理。日本基於尊重地方意願的觀點，其選址作業採公開徵求

的方式，讓有意願之地方政府以市町村為單位提出自願申請。提出申請後，專

責機構(NUMO)先利用全國性的文獻調查資料，判斷自願之市町村範圍內之地

質條件是否符合法規要求後，再進行後續的調查作業。調查作業主要分為文獻

調查(選定初步調查區域)、初步調查(選定詳細調查區域)及詳細調查(選定最終

處置設施場址)三個階段，選址作業流程如圖 3-7。 

NUMO 自 2002 年起，即開始徵求自願接受候選場址調查的地方自治體。

惟至 2015 年 12 月止，日本高放處置場選址作業仍未進行第一階段的文獻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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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因此，日本政府於 2015 年 5 月內閣會議通過修訂基本方針，改由政府主

管機關(日本經濟產業省)來主導推動選址工作，並以全國為選址範圍，以篩選

出數個具有潛力之科學可行性場址。 

 

圖 3-7 日本高放處置場址選址作業流程 

(四) 英國 

英國於 2008 年發布「放射性廢棄物安全管理(MRWS)-實現地質處置的架

構」白皮書，採自願和夥伴關係作法的選址作業。選址程序主要分為 3 個時期

共 6 個階段(圖 3-8)。1~4 階段屬預備研究時期，階段 5 為地表調查時期，階段

6 為地表下調查時期。英國曾有 Cumbria 郡的兩個地方自治區表達參與選址作

業，惟於 2013 年 2 月該郡議會投票決定退出選址作業後，迄今未有任何地區參

與選址。2018 年 12 月英國重啟高放處置設施之選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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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英國高放處置場址選址作業流程 

(五) 法國 

法國的選址作業，主要係依據 1991 年國會通過之核廢棄物管理法。選址程

序主要分三階段進行：(1)地下實驗場址選址階段(1991-1998)；(2)潛在母岩選擇

階段(1999-2006)；(3)場址確認與申照階段(2007-2015)，地下實驗場址之選址作

業流程如圖 3-9。 

1992 年底，共計 30 個自願地區表達參與地下實驗場址選址的意願。1996

篩選剩 10 個具地質合適性及 3 個具潛在有利地區，以進行後續細部調查；1996

年 5 月專責機構(Andra)確認 3 個可行場址進行詳細調查作業；1997 年間進行 3

個調查場址的公眾諮詢及協商；1998 年政府選定 Meuse/ Haute-Marne 地區(Bure

場址)做為地下實驗室場址；2000 年開始建造地下實驗室；2006 年法國國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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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計畫法案，認可 Andra 在 Bure 場址的研究結果；2011 年 Andra 展開 Bure 場

址的詳細調查作業。目前進行申請建造執照的準備作業中。 

 

圖 3-9 法國高放處置場址選址作業流程 

(六) 德國 

2013 年 7 月德國頒布「處置場選址法」，以重新啟動高放最終處置場之選

址作業。2017 年 5 月修訂「處置場選址法」，專責機構(BGE)依新修訂選址法，

重新啟動相關選址作業，預定 2031 年國會將完成立法確定最終處置場址。之後

以 15 年時間完成建造，2045 年至 2075 年間開始處置核廢料，2095 年封閉。處

置場選址程序主要分為 3 個時期，選址作業流程如圖 3-10。 

第 1 階段：全國區域視為「白色地圖(White Map)」，針對全國各區域進行

調查及篩選，預定選出 20~30 個場址，再進行初步安全評估及比較分析，以決

定「地表調查潛在場址」。 

第 2 階段：針對各潛在場址進行地表調查作業及篩選，預定選出 6~8 個場

址，再進行進階安全評估及比較分析，以決定「地下深層地質調查候選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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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階段：針對各候選場址進行地下深層地質調查及篩選，預定選出 2~3

個場址，再進行最終安全評估及比較分析。由 BGE 提出最終處置場址建議書送

請 BfE 審查，再由 BfE 向國會建議一個最終處置場址，並經國會立法確認「最

終處置場址」。 

 

圖 3-10 德國高放處置場址選址作業流程 

(七) 瑞典 

瑞典選址作業起於 1977 年通過的 The Stipulations Act，並於 1991 年著手進

行處置場之選址規劃，選址流程如圖 3-11 所示。場址篩選分為可行性研究及場

址調查等兩階段，第 1 階段需選出 5~10 個場址進行可行性研究，第 2 階段則

選出 2 個場址進行場址調查。於 1993 年至 2000 年間進行第一階段篩選，專責

機構(SKB)利用過去的研究及公開招募的方式，初步篩選出 20 多個縣市；另依

可行性研究結果，篩選出適合進行場址調查的 8 個候選場址。 

SKB 於 2002 年~2009 年開始第二階段篩選，主要針對 Forsmark 及 Laxemar

之場址調查結果及相關篩選條件，最後選出 Forsmark 作為最終處置場址。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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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9 年經公民諮議通過 Forsmark 為最終處置場址，SKB 在 2011 年提送用過

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之建造申請。 

 

圖 3-11 瑞典高放處置場址選址作業流程 

瑞典對於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的審核，業者準備申照文件後，分別

送請土地及環境法院及瑞典輻射安全局審查。通過審查後，送交政府審查核發

執照。詳細的審核程序如圖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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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與環境法庭：
依據環境法典辦理公聽會

SSM：
依據核能活動法進行準備

所在地市鎮：
依建築法準備詳細開發計畫

申請者：
提出對場址所在地市政規劃

申請者：
依據環境法典與核能活動法提報執照申請

土地與環境法庭：
依據環境法典辦理公聽會

所在地市鎮
市議會決定
支持或反對

土地與環境法庭：
辦理新的公聽會

土地與環境法庭：
依據環境法典核准申請案並
簽署核准條件

SSM：
依據核能活動法準備審查

政府：
依環境法典
同意許可

政府：
依核能活動法同意發照

SSM：
依據核能活動法及輻射防
護法發照並簽署發照條件

所在地市鎮：
市議會接受詳細開發計畫

申請者：
申請建築許可

所在地市鎮：
核發建築許可

 

圖 3-12 瑞典放射性廢棄物設施審核程序 

(八) 瑞士 

瑞士的選址機關為國家放射性廢料處置專責營運機構(NAGRA)，瑞士之處

置場址篩選，主要依據瑞士能源部(SFOE)於 2008 年提出的「深地層處置特別

計畫」，並遵循核能法(Nuclear Energy Act)相關規定，於 2008 年展開相關選址

作業。最終處置場址的選址流程共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為地質篩選區域；

第二階段候選地區調查，至少選出兩個候選場址；第三階段為候選場址調查，

並決定處置場場址。之後，將選址結果提送聯邦委員會審核同意後，始能進行

後續的處置場申照作業，選址流程如圖 3-13 所示。 

目前 2011 年～2017 年中(約 5.5 年)為第二階段候選地區調查；第三階段

2017 年～2027 年(約 10 年)為候選場址調查。預訂於 2029 年選定場址後進行地

下探查與處置場建造工作。NAGRA 已於 2014 年提出 Zürich Nordost 與 Jura Ost

做為深地質處置研究提案，規劃一處作為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

(LLW/ILW)，另一處作為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HLW)。2017 年 4 月，瑞士聯

邦核子安全檢查署核定應於三處選址地區 Zürich Nordost、Jura Ost、與 Nördlich 

Lägern 進行評估。目前 Nagra 公司已展開鑽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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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瑞士高放處置場址選址作業流程 

(九) 芬蘭 

芬蘭自 1983 年開始，依循其法規進行處置場址選址作業，選址過程主要區

分為三個階段，1983~1985 年：場址鑑別調查階段；1986~1992 年：初步場址

調查階段；1993~2000：詳細場址調查階段。選址作業流程如圖 3-14 所示。 

1. 場址鑑別調查階段：此階段共選出了 327 個地質合適之標的區域，其大

多數的區域面積介於 100～200 平方公里。之後藉由三級分類之方法進

行標地區域刪減，逐步將標的區域刪減至 61 個、再選出 134 個調查區

域、細分為 85 個潛力調查區域，乃至於 5 個初步調查場址。 

2. 初步場址調查階段：在 1987～1992 年期間的初步場址調查結果，直接

應用於 TVO-92 的安全分析計畫。同時，依其初步現場調查結果與初步

安全分析成果，排除了 Syyry 與 Veitsivaara 場址。 

3. 詳細場址調查階段：原規劃 1993～2000 年間於其餘 3 處場址(Olkiluoto、

Romuvaara 與 Kivetty)進行詳細的場址調查，並規劃於 2000 年選出 1 處

最終處置場址。另於 1995 年納入 Loviisa 核電廠所在地之 Hastholmen

場址，於 1997 年至 1999 年間同時進行 4 個場址之詳細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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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機構(Posiva) 於 1999 年 5 月向政府提出「原則決定(DiP)」申請，並

在此申請程序中宣布將僅針對 Olkiluoto 場址進行更詳細之調查。場址所在地的

地方政府於 2000 年 1 月由議會表決通過，Olkiluoto 為最終處置場址的決定。

芬蘭政府於 2000 年 12 月同意「原則決定」，後於 2001 年 5 月經國會表決通過。 

 

圖 3-14 芬蘭高放處置場址選址作業流程 

芬蘭對於核能設施設置(含最終處置設施)的審核程序如圖 3-15 所示，其過

程可分為原則決定程序階段(包含環評作業)、建造執照申請階段、與運轉執照

申請階段。過程中申請者提出申請文件後，須經管制機關安全審查外，亦須取

得場址所在地市鎮的同意，經政府確認結果後，提送國會作最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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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專家與團體
國會

確認原則決定
芬蘭核設施申照三階
段管制
(1)原則決定程序
(2)建造執照
(3)運轉執照

政府
做出核照決定
勞動及經濟部
執行準備

管制機關(STUK) 申請者 場址所在地市鎮

專家
核安全諮
議委員會

下包商
(核工業者)

建議 安全文件

申請作業

意見與陳述

安全陳述 投票決定是否
同意原則決定法規審查

 

圖 3-15 芬蘭放射性廢棄物設施審核程序 

3.5 我國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址選擇 

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為高度鄰避設施，選址作業具有高度不確定

性，由國外經驗顯示，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之關鍵在於慎選場址，舉凡場

址規定、選址程序、資訊透明、協商溝通、取得共識、地方回饋及政府決策等，

均為推動最終處置計畫順遂與否之關鍵。 

我國高放處置設施選址作業，係屬經濟部與台電公司之權責。依照我國用

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全程作業規劃(圖 3-4)，第一階段「潛在處置母岩特性

調查與評估」工作(2005~ 2017 年)並未涉及場址評選工作。2018 年進入第二階

段工作後，經濟部與台電公司才會開始進行選址的相關作業。經濟部目前尚未

制訂高放選址條例，原能會已要求台電公司，參考國際間選址成功經驗，以公

正的組織體、公開參與的程序及客觀的標準等三項原則，以及國內低放選址條

例有關規定，辦理高放候選場址評選作業。 

(一) 公正的組織體 

國際間核廢料管理業務多由經濟及能源相關部會負責，例如美國由能源

部、日本為經濟產業省及法國為工業部等，並設置專責機負責執行，辦理核廢

料處置設施的選址、興建與營運管理作業(表 3-2)。美國藍帶委員會（BRC）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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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就美國用過核子燃料管理政策提出檢討，於 2012 年提出八項建言，並於 2013

年獲美國能源部採納。其中，包括要求成立一個新的核廢料專責機構，並賦予

該機構足夠的授權與資源以期成功履行其任務。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經濟部將改制為「經濟及能源部」，主政核廢料管理的

政策、推動設置行政法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中心(簡稱放廢管理中心)、最終處

置設施選址、用過核子燃料管理政策、及放射性廢棄物境外處置等重大核廢料

議題。放廢管理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有關董事會的組成，分別由政府機關(構)代

表、相關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或民間團體代表組成，其中社會公正人士或

民間團體代表董事，不得少於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可強化決策民主正當性及

代表性。另外績效評鑑則由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其中學

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可確保評鑑公正客觀。 

未來經濟部德參考低放選址條例之選址作業要求，於選址權責機關下設選

址委員會。選址委員會之組成參照低放選址小組，成員由相關機關代表、專家

學者、民間團體推薦之代表組成，其中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推薦之代表人數不

得少於一定比例。由選址委員會辦理選址計畫擬訂、篩選及提報潛在場址、審

查自願場址、評選及提出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等工作。 

(二) 公開參與的程序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核能署（OECD/NEA）檢討過去 20 年之國際核廢管

理政策指出，公開參與為各國核廢管理趨勢，亦為核廢料管理方案順利執行之

關鍵，如北歐國家芬蘭及瑞典於核廢料處置場計畫過程中，均納入民眾參與程

序，透過與民眾溝通、對話，並公開相關資訊，以建立民眾對計畫之信心，並

對執行單位產生信任。 

另美國藍帶委員會檢討美國用過核子燃料管理政策時提出八項建言，其中

第一項就是未來美國能源部針對核廢料相關設施的選址作業，應採取以同意為

基礎(consent-based approach)的方法。此同意為基礎的概念，藉由此一公開參與

的程序，這也可以紓解國人對於選址作業者黑箱選址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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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選址委員會於擬訂高放處置設施選址計畫時，建議由選址權責機關委

託第三方公正單位，建立公民參與溝通平台。公民參與溝通平台之任務，主要

係針對包含選址程序與場址適用或禁置之條件等相關議題，透過公民參與方式

進行討論以形成共識。公民參與溝通平台須共推決議小組，最終決議小組須向

選址委員會提出公民參與溝通平台所達成之共識，作為擬訂選址計畫之依據。 

(三) 客觀的標準 

未來選址委員會於擬訂選址計畫時，除公民參與溝通平台所凝聚之共識

外，將我國相關法規要求納入選址計畫。於篩選及提報潛在場址時，優先將相

關法規所禁止之區域、依其他法規禁止開發或已劃定他用之區域，予以篩除。 

原能會所訂定「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第 4 條

~第 5 條，場址禁止或避免位於地區之規定；「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

址規範」，對於處置設施場址要求之明確規範，涵蓋高放處置場址選址應考量因

子，包含地質特性及非地質特性篩選(排除及評選)因子；以及目前國內不得開

發與限制開發等相關法令要求，包含自來水法、飲用水管理條例、溫泉法、森

林法、濕地保育法等，均可作為選址客觀標準的依據。 

此外，原能會為核能安全管制機關，未來也將進一步依我國高放處置計畫

進程，繼續研訂高放處置之相關管制技術規範，包括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場址技術準則、處置安全分析報告導則及處置安全審查基準等三項安全規範，

可使高放處置設施相關法規規範更加完備。 

 

表 3-2 核能國家放射性廢棄物營運專責機構一覽表(統計至 2014.05) 

 專責機構名稱 主辦機關 編制人力 主要業務 

美國 
民用放射性廢棄物管

理局(OCRWM) 
美國能源部 

157 人 

(裁撤) 
高放處置 

日本 
原子力發電環境整備

機構(NUMO) 
經濟產業省 88 人 高放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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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局

(ANDRA) 

工業部，環境部

及研究部 
367 人 高、低放處置 

瑞典 
瑞典核燃料及廢棄物

管理公司（SKB） 

環境及天然資源

部 
348 人 高、低放處置 

芬蘭 Posiva Oy 貿易與工業部 80 人 高放處置 

比利時 

國家放射性廢棄物管

理署

(ONDRAF/NIRAS) 

能源部 87 人 
高、低放處置

(選址階段) 

加拿大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機

構(NWMO) 
自然資源部 81 人 

高放處置(選址

階段) 

西班牙 
放射性廢棄物營運公

司(ENRESA) 
經濟部 265 人 高、低放處置 

瑞士 

國家放射性廢料處置

專責營運機構

(NAGRA) 

環境交通能源暨

通訊部 
93 人 

高、低放處置

(選址階段) 

英國 核子除役機構(NDA) 
能源及氣候變遷

部 
300 人 高、低放處置 

捷克 
放射性廢料處置機構

(RAWRA) 
工業及國貿部 46 人 高、低放處置 

韓國 
韓國放射性廢棄物管

理公司(KRMC) 

工商業暨能源部

(MOCIE) 
N/A 高、低放處置 

 

3.6 小結 

核能先進國家對於核廢料計畫管理及推動，其能源主管機關或放射性廢棄

物營運專責機構，普遍研訂核廢料管理策略發展路徑圖(Roadmap)，規劃執行時

程與工作要項，以利計畫持續發展與成效追蹤考核。如美國能源部(DOE)依前

項建議，於 2013 年 1 月提出「用過核子燃料與高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與處置策略」

報告；法國核廢料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局(ANDRA)提出高放射性廢棄物深層地質

處置計畫 Cigeo (Centre Industriel de Stockage Geologique repository)；韓國產業

通商資源部於 2016 年 5 月 26 日行政預告「高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基本計畫」，將

高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納入「中長期安全管理路徑圖」。我國台電公司已研訂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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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燃料最終計畫，規劃於 2055 年完成高放處置設施，其時程與其他國外核能

國家時程相近。 

國際間對於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業務多由經濟及能源有關主管部會負責，例

如美國由能源部、日本為經濟產業省及法國為工業部等，並制訂放射性廢棄物

管理有關法案，做為執行之依據，進行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的選址、興

建與營運管理作業。我國高放處置設施選址作業，係屬經濟部與台電公司之權

責。核廢料為高度鄰避設施，是世界各核能國家共通的問題，核廢料確實是國

內很難處理的問題。參考世界高放廢棄物處置先進國家，包括瑞典、芬蘭、法

國等並未制定選址條例，選址專責機構依公正的組織體、公開參與程序及客觀

的標準之選址原則，積極與地方溝通說明後，均得以選定處置場址，制定選址

條例亦非絶對必要。 

目前第二階段候選場址評選作業，由經濟部及台電公司負責，選址作業應

符合設置公正的組織體、透過公開參與的程序及參照客觀的標準等三原則來進

行選址作業，並應高度尊重地方民眾意願，積極與地方溝通協調建立共識，以

辦理建議候選場址選址作業。原能會為核能安全監督與管制機關，對於選址並

無預設立場，並已制定「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明

確規範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的安全標準，並訂定「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場址規範」，供台電公司執行最終處置選址之依循，可供台電公司做為選址的客

觀標準。 

用過核子燃料的最終處置，技術上雖然可行，但需要較長的時間審慎推動

完整的計畫。核廢料的核心問題是經濟部的場址選擇需要高度的社會共識與地

方支持。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的選址條件相當嚴格，依據經濟部的統計，

目前已有新北、宜蘭、花蓮、臺東、屏東、澎湖、金門等 7縣市表態反對，使

得處置計畫進一步的地質鑽探工作無法執行，難以選定最終處置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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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它研發中的核廢料處理技術 

本節述及關於研發中的核廢料處理技術，包括群分離與核轉換(partition and 

transmutation)、加速器驅動系統(ADS)、超高溫反應器(Very-High-Temperature 

Reactor, VHTR)、氣冷式快中子反應器(Gas-Cooled Fast Reactor, GFR)、鈉冷式

快中子反應器 (Sodium-Cooled Fast Reactor, SFR)、鉛冷式快中子反應器

(Lead-Cooled Fast Reactor, LFR)、熔鹽式反應器(Molten Salt Reactor, MSR)及超

臨界水冷式反應器(Supercritical-Water Reactor, SCWR)等第四代反應器、行波反

應器(TWR)等相關資訊，係由本會核能研究所提供資訊內容匯集而成，目前這

些處理技術並尚未達商業化用途，都仍僅止於研發階段，尚無實際應用於處理

核廢料實例。 

4.1 群分離與核轉變(P&T) 

群分離與核轉換之目的是希望將放射性廢棄物中長半衰期核種核轉換為短

半衰期其他核種。欲達此目的首先須將放射性廢棄物所含長半衰期與短衰期核

種分離，然後利用中子撞擊將長半衰期核種轉換為短半衰期核種或無放射性元

素，這種技術稱為群分離與核轉換(partition and transmutation)如圖 4-1。 

(一) 群分離與其技術發展 

再處理後之高放射性廢液中，具有多種不同之長半化期元素，必須利用各

種技術將元素分離，才能有效回收具再利用價值之元素。依核種、化學性質、

輻射種類、半化期的不同，將各元素分離成數群之過程，即稱為群分離。例如，

分成：分裂產物、超鈾元素及低放射性廢棄物。 

目前群分離的研究焦點置於長半化期的三個次要錒系元素：錼(Np)、鋂

(Am)、鋦(Cm)及三個分裂產物：碘(I)、銫(Cs)、鎝(Tc)等放射性核種上。常用

之分離方式，大致分為：高溫熱化學分離、熔融鹽萃取分離、溶劑萃取、離子

交换、沉澱法及電化學沉積分離等方法。 

在群分離與核轉換技術架構中，分離之目標必須至少符合元素核轉換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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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較易，且元素核轉換大幅減少潛在輻射毒性兩條件，否則群分離將無任何意

義。 

錒系元素分離回收率的技術提升，為目前國際上群分離技術研究之一大挑

戰，尤其是錒系元素及鑭系元素具有相似之化學性質，如何有效分離兩類元素，

為近年來群分離技術之研究重點。除此之外，在元素分離過程中，如何減少放

射性廢液之排放、避免二次污染，開發高分離效率同時又符合環保需求之分離

技術，也是未來必須持續精進之研究課題。 

(二) 核轉換與其技術發展 

核轉換定義為長半化期的放射性核種經中子照射後，吸收中子並發生核分

裂反應，分裂為其它穩定或半化期較短的核種。次要錒系元素在低能量中子(一

般稱熱中子或慢中子)的環境下，不易發生核轉換，但當中子能量大於 1 MeV(亦

即快中子)時，其核轉換能力就明顯提升許多。所以，快中子反應器遠比熱中子

反應器要適合消除用過核子燃料中的次要錒系元素。 

為了降低用過核子燃料的放射毒性、縮短貯存時間，除了回收再利用其中

的鈽元素外，利用核轉換消除其中的次要錒系元素是至關重要的。核能先進國

家近年來都致力於開發快中子反應器，就是要減少次要錒系元素，不過目前大

多仍在設計階段，或只有實驗性質的雛型，尚有許多技術上的挑戰需要克服，

建造商業運轉的反應器仍有一大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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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群分離與核轉換技術 

4.2 加速器驅動系統 

加速器驅動系統(ADS)的構造主要分為三部分：高能質子加速器、爆裂標

靶及次臨界(Sub-critical)核子反應器。其運作原理是利用高能質子加速器，將質

子加速到高能量(數百 MeV 至 GeV)，然後導入次臨界反應器爐心，撞擊特殊

材質標靶，發生爆裂(Spallation)反應，而產生中子。這些爆裂產生的高能中子，

隨即與周遭次臨界爐心的核燃料碰撞，發生核分裂反應，釋放更多的中子，造

成連鎖反應，並產生能量。這些能量可用來發電，除了一小部分提供自身的加

速器使用外，其餘都可連接電網，對外供電。 

ADS 的安全性高，只要將質子加速器的電源關掉，核反應器就會立即進入

次臨界狀態而停機；因此，不需要控制棒。此外，它的反應度控制不像其它的

臨界反應器，對次要錒系元素的載入那麼敏感；所以，可以一次載入較多的次

要錒系元素，也因而最適合進行次要錒系元素核轉換。但是若要產生可觀的功

率，就需要非常高能量(1 GeV 以上)的質子束，這比一般實驗用的加速器大很

多，而被視為現階段最大的挑戰之一。另外，如何產生持續穩定的質子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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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反應器穩定的運轉亦是一項重要的課題。其它缺點包含系統複雜、造價昂

貴等。 

全世界目前最積極發展 ADS 的國家是比利時與中國大陸。主要由歐盟與比

利時政府出資，並由比利時核能研究中心(SCK•CEN)負責設計並建造的一座多

用途實驗用的 ADS (質子能量 100 MeV、熱功率 65~100 MW)，名為 MYRRHA 

(Multi-purpose hYbrid Research Reactor for High-tech Applications)。其冷卻劑與

標靶材料都採用鉛鉍合金，預計 2033 年後開始運轉。大陸中國科學院現正建造

一座實驗用的 ADS 雛形 (質子能量 500 MeV、熱功率 10 MW)，名為

CIADS(Chinese Initiative Accelerator Driven System)，冷卻劑亦採用 LBE，預計

2024 年完成。另外，並宣稱之後將建造一座工業級示範用的 ADS (質子能量 1 

GeV、熱功率 500 MW)，稱為 ADANES (Accelerator Driven Advanced Nuclear 

Energy System)，預計 2030 年後完成，最後終極目標是要開發商業用途工業級

ADS。 

4.3 第四代反應器 

第四代反應器國際論壇(Generation IV International Forum, GIF)於 2001 年

成立，目的是要提升核能可續性與經濟性，強化安全性與可靠性，防範核子擴

散。 

第四代反應器國際論壇設定六種型式的核子反應器為研發標的，分別為：

超高溫反應器(Very-High-Temperature Reactor, VHTR)、氣冷式快中子反應器

(Gas-Cooled Fast Reactor, GFR)、鈉冷式快中子反應器(Sodium-Cooled Fast 

Reactor, SFR)、鉛冷式快中子反應器(Lead-Cooled Fast Reactor, LFR)、熔鹽式反

應器 (Molten Salt Reactor, MSR)及超臨界水冷式反應器 (Supercritical-Water 

Reactor, SCWR)，各類型反應器之差異比較如表 4-1 所示，而本節相關圖片資

料則引用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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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第四代核反應器之差異比較 

(一) 超高溫反應器 

超高溫反應器採用石墨做為中子緩速劑，氦氣作為冷卻劑，出口溫度目標

為 1,000°C；除了發電，還可產生氫氣。依燃料型式分為六角柱型(Prismatic Block)

及球床型(Pebble Bed)兩種。目前全球有兩座小型實驗用的高溫氣冷式反應器在

運轉：一座是日本原子力機構(Japan Atomic Energy Agency, JAEA)於九零年代在

茨城縣建造的六角柱型高溫氣冷式反應器，名為 HTTR (High Temperature 

engineering Test Reactor)，熱功率 30 MW；另一座是大陸清華大學於九零年代，

在昌平校址建造的球床型高溫氣冷式反應器，名為 HTR-10，熱功率 10 MW。

2012 年在山東石島灣建造一座球床型高溫氣冷式反應器，名為 HTR-PM，冷卻

劑出口溫度 750 ~ 950°C，可提供 210 MW 電功率；預估 2020 年可以開始運轉。     

超高溫反應器運作示意圖如圖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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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超高溫反應器運作示意圖 

(二) 氣冷式快中子反應器 

氣冷式快中子反應器，採用氦氣作為冷卻劑，出口溫度上看 850 °C，除了

發電，亦可產生氫氣。快中子反應器，可將不易發生分裂反應的可孕核物料

(Fertile Material)轉化為可裂核物料(Fissile Material)；例如：將鈾 238 轉化為鈽

239，或是將釷 232 轉化為鈾 233。 

所以，快中子反應器在燃耗的過程中，亦同時製造新的核物料；如果製造

的速率大於燃耗的速率時，就稱為快滋生反應器(Fast Breeder Reactor)。 

2010 年歐洲永續核工業計畫 (European Sustainable Nuclear Industrial 

Initiative，ESNII)，資助建造示範用氣冷式快中子反應器，名為 ALLEGRO，由

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波蘭及法國共同負責設計並建造，熱功率 100 MW。

採鈽鈾混合氧化物燃料，出口溫度 550°C，預計 2025 年前，完成概念設計與各

項安全分析。氣冷式快中子反應器運作示意圖如圖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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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氣冷式快中子反應器運作示意圖 

(三) 鈉冷式快中子反應器 

反應器採用液態鈉作為冷卻劑，燃料可採用鈽鈾混合氧化物燃料或鈽鈾合

金燃料。反應器設計的目的是為了消耗用過核子燃料中的鈾、鈽與長半化期的

次要錒系元素，並減少燃耗過程中自身產生的次要錒系元素。 

法國早期建造了一座大型的鈉冷式快中子反應器(Superphenix)，電功率

1,200 MW，已於 1996 年除役。美國愛達荷國家實驗室也曾建造過一座小型實

驗用、熱功率 20 MW 的鈉冷式快中子反應器(EBR II)，1994 年後停機。現今運

轉的兩座大型的鈉冷式快中子反應器，BN-600 與 BN-800，電功率分別為 600

與 800 MW，都是俄羅斯設計及建造的。 

“歐洲永續核工業計畫”亦資助法國建造一座工業級示範用的鈉冷式快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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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器，名為 ASTRID，電功率 600 MW，將於 2019 年決定是否興建；如果確

定，預計最快在 2030 年後開始運轉。 

採用鈉作為冷卻劑的缺點是它的化學活性，高溫鈉接觸到空氣會劇烈燃

燒，1995 年日本文殊(Monju)反應器就因意外事故，停止運轉，已於 2016 年除

役。鈉冷式快中子反應器運作示意圖如圖 4-4 所示。 

 

圖 4-4 鈉冷式快中子反應器運作示意圖 

(四) 鉛冷式快中子反應器 

鉛冷式快中子反應器的設計概念與鈉冷式快中子反應器類似，故功能也類

似。主要不同是採用液態的鉛或鉛鉍合金(Lead-Bismuth Eutectic，LBE)作為冷

卻劑。優點包含：化學活性穩定，與空氣或水接觸不會燃燒或爆炸，良好的物

理特性(負的空泡係數)，使得反應器控制更安全，且鉛是絕佳的加馬射線屏蔽

材料等；缺點包含：重量很重，需要強大的支撐結構及防震，與空氣接觸會凝

固而危及反應器的安全，以及鉍非常稀少且昂貴等。 

俄羅斯於蘇聯時代，曾建造用於核子潛艦動力的小型鉛冷式快中子次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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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基於此一技術與經驗；在 2017 年完成了一款商用型鉛冷式快中子次反應器

的設計，名為 SVBR-100，電功率 100 MW。”歐洲可持續核工業計畫”亦資助建

造一座小型研究用的鉛冷式快中子次臨界反應器，名為 MYRRHA；它也是一

座加速器驅動系統，由比利時負責設計與建造，詳細內容請參見「加速器驅動

系統與其技術發展」。鉛冷式快中子反應器運作示意圖如圖 4-5 所示。 

 

圖 4-5 鉛冷式快中子反應器運作示意圖 

(五) 熔鹽式反應器 

熔鹽式反應器係採用熔融狀態的鹽類作為冷卻劑，而燃料本身亦可以是熔

融狀態的鹽類混合物。鹽類的選擇多以氟化物為主，因其穩定、高沸點等優越

的特性。此類的反應器理論上可以運轉在熱中子、超熱(Epithermal)中子或快中

子的環境下，但第四代熔鹽式反應器的研究與設計，大多聚焦在快中子的範疇。 

熔鹽式反應器有一特性是具有很好的熱傳效應，系統可以比較簡化，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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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可以做的比較小。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ORNL)開發的小型熔鹽式反應器(ARE)，就是為了軍用航空器推動使用。其後，

ORNL 欲擴展至商用發電，於是開發了一座熱功率 7.4 MW 小型的測試反應器

(MSRE)，雖然成功的運轉了四年，但計畫於 1972 年終止，並沒有建造真正商

用發電的熔鹽式反應器。 

隨著 GIF 的成立，近年來許多國家又開始開發新的熔鹽式反應器，包含美

國、加拿大、日本、中國大陸、英國、法國、德國、丹麥、印度及俄羅斯等，

但大多僅止於概念設計，或實驗性質，迄今沒有建造任何商轉的反應器。熔鹽

式反應器尚有另一特色，就是中子利用率佳，可以使用釷作為燃料(其它反應器

使用釷燃料的效果並不好)，許多第四代熔鹽式反應器的設計，都用液態氟化釷

當作燃料。熔鹽式反應器運作示意圖如圖 4-6 所示。 

 

圖 4-6 熔鹽式反應器運作示意圖 

(六) 超臨界水冷式反應器 

超臨界水冷式反應器採用超臨界水作為冷卻劑與中子緩速劑，它很像是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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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式反應器運作在高溫高壓下。採用超臨界水有幾項特性：第一、中子不太會

減速變成熱中子，而會變成超熱中子；因此，具有一些類似快中子反應器的功

能，例如：可以將鈾 238 轉化為鈽 239；第二、可以直接與蒸氣渦輪機接觸，

不需要二次的熱交換系統，因而簡化了系統，也大幅提升了熱效率。另外，還

有一個優點，超臨界水冷式反應器的設計概念與一般的輕水式反應器有很多類

似的地方，而輕水式反應器是目前全世界運轉最多、最久的反應器；因此，許

多輕水式反應器的設計與運轉經驗，可以作為超臨界水冷式反應器的參考。 

冷戰時代美國及蘇聯都曾經做過使用超臨界水的反應器研究與實驗，但都

不屬於第四代的超臨界水冷式反應器；全球現有 13 個國家、32 個研究機構在

進行超臨界水冷式反應器相關的研究，但僅止於概念設計，迄今沒有建造任何

商轉的反應器。超臨界水冷式反應器運作示意圖如圖 4-7 所示。 

 

圖 4-7 超臨界水冷式反應器運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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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行波反應器 

行波反應器(TWR)是利用快中子將不易分裂的可孕核物料轉化為易分裂核

物料的特性而設計的。其設計概念是燃料燃耗的同時亦產生新的燃料，不單如

此，還可以將新產生的燃料繼續使用，不必退出反應器爐心再處理，這是與一

般快中子或快滋生反應器最大不同的地方。理論上，它可以使用天然鈾、耗乏

鈾、釷燃料或是從輕水式反應器退出的用過核子燃料等作為燃料；而且燃料可

以放置爐心內數十年，不但大幅減少回收再處理的麻煩，同時也大量減少最後

退出爐心的用過核子燃料，並降低用過核子燃料的放射毒性。 

TWR 的設計概念早在 1950 年代，就已提出並研究了；當時被稱作滋生暨

燃耗反應器(Breed-and-Burn Reactor)。2000 年代開始，又被廣泛討論與研究，

此時被稱為蠟燭式(Candle-like)反應器，主要源自於 TWR 爐心內燃料燃耗的過

程；從爐心的一端燒到另一端，就像蠟燭從頭燒到尾一樣。 

2006 年比爾蓋茲成立了泰拉能源公司(TerraPower)，宣布將研發新的蠟燭

式反應器，並稱之為行波反應器。取這個名稱，主要是因為 TWR 爐心燃料燃

耗滋生的過程，就像波動一樣，從一端傳至另一端。2015 年泰拉能源公司與中

國核工業集團簽訂了一份備忘錄，將共同研發並建造一座電功率 600 MW 示範

用的 TWR，隨後即在中國大陸開始進行。但 2018 年中美展開貿易戰，美國總

統川普禁止任何高科技輸入中國，因而導致這項合作計畫終止。泰拉能源公司

現正尋找其它的夥伴建造 TWR。 

五、結語 

確保放射廢棄物處置安全及符合世代正義，為國際共同標準，亦為我國放

射性廢料管理之基本政策。放射性廢棄物為我國既存且須妥善解決的問題，行

政院於 86 年 7 月參照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 於 1995 年發布「放射性廢棄物

管理之基本原則」，定頒我國「放射性廢料管理方針」，明確要求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應能確保現代及後代子孫健康與環境品質，妥善解決放射性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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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問題；並揭示「不給後代造成不適當負擔」之原則，以符合世代正義。 

低放處置在國際間已累績相當多的成功案例，不論是地表、淺地層、海床

下處置，都有運轉實績。高放處置技術發展方面，國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核

能署(OECD/NEA)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委員會，在 2008 年發表地質處置共同聲

明，認為經由地表及地下實驗室調查研究，對不同地質組成或工程材料進行廣

泛試驗，累積所得的驗證數據及可靠的模擬分析結果，顯示用過核子燃料的地

質處置在技術上可行性，惟目前國際間仍無實際運轉的用過核子燃料深地層處

置場。 

用過核子燃料是可回收再利用，其技術為國外再利用及轉化技術，倘若國

內用過核子燃料要委託國外廠商進行再處理，其費用高昂，核能後端基金恐須

倍增方能支應。而再處理後產生的高放射性廢棄物，仍需運回國內最終處置，

因此再處理方案，除費用高昂外，實質上仍無法解決台電公司用過核子燃料的

問題。至於其他尚未商用的處理技術，都仍僅止於研發階段，尚無實際應用於

處理核廢料實例。 

核廢料設施為高度鄰避設施，是世界各核能國家共通的問題，國際間的核

廢設施選址作業，均面臨高度挑戰，我國核廢料有關的社會及地理環境相對複

雜，另地方政府亦多表反對，使得國內核廢料問題確實很難解決。設置放射性

核廢料最終處置設施是台電公司的法定義務，其選址作業由經濟部及台電公司

辦理，應高度尊重地方民眾與政府意願，依據公正的組織體、透過公開參與的

程序及參照客觀的標準等三原則進行，並應積極地推動選址作業，跟地方民眾

溝通，與地方政府協商，以取得同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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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核廢處置選址程序及回饋資訊之國際實務經驗 

國家 
高放廢棄物 低放廢棄物 

選址程序 公投/協議 回饋金/回饋措施 選址程序 公投/協議 回饋金/回饋措施 

美國 雅卡山計畫係由

能源部依｢核子

廢棄物政策法｣負

責執行，在 2009

年獲歐巴馬政府

中止後，2010 年

1 月 DOE 設置

「美國核能未來

藍帶委員會」，設

有 3 個次級委員

會，2011 年 5 月

底陸續發表報告

草案，並開始公

開募集意見。

2011 年 7 月 29

日藍帶委員會公

布整體報告草

2012 年藍帶委員

會提出的最終版

報告中，提案建立

一套基於未來放

射性廢棄物管理

設施場址協議的

新方法。 

《核子廢棄物政策法》第 116

條（c）為「財政支援州政府

參與規定」，主要又分為 PETT 

（Payments-Equal-To-Taxes）

與直接給付補助金兩項。

PETT 即為等價應納稅所得

額，原則上處置場開發活動是

由聯邦政府實行，因此州政府

的營業課稅額將由核子廢棄

物基金（NWF）支出補足。

而補助金給付政策則規定內

華達州與相關的州郡可將補

助金用於下列項目：  

1.處置場的潛在經濟和社會

影響、公眾健康和安全、環境

影響評估。 

2.場址特性調查活動的監測

《低放射性廢棄物

政策修正法》規

定，在各州內產生

的低放射性廢棄

物，需由各州政府

自行管理與處置。

該法案並授權各州

合組區域聯盟

（Compact），共同

設置聯合處置設

施，目前共有 10

個區域聯盟。 

依低放射性廢棄

物政策修正法》，

各州得自主決定

是否自行處置境

內所產生之低放

廢棄物，或與他州

達成區域協議，或

以契約委外之方

式委由他州或他

區域協議處置。 

美國目前有 4 座營

運中的民用低放

處置場，其中的

Clive 處置場和

Barnwell 處置場由

Energy Solutions

公司營運，Energy 

Solutions公司對鄰

近社區的補助計

畫如下： 

1.處置場提供工作

機會給當地居民。 

2.補助活動和組

織，如露天市集和

畜牧展、兒童司法

中心和義工消防

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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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高放廢棄物 低放廢棄物 

選址程序 公投/協議 回饋金/回饋措施 選址程序 公投/協議 回饋金/回饋措施 

案。2011 年 9 至

10 月間，藍帶委

員會在美國五個

不同地點舉行公

開會議，內容為

討論整體報告草

案及募集意見回

饋。2012 年 1 月

26 日提出最終版

報告。 

與評估。 

3.提供當地居民相關活動之

資訊。 

4.向 DOE 提出請求、意見和

建議等。 

《核子廢棄物政策法》第 170

條「處置場接受給付規定」：

處置場址所在的州政府與地

方政府可以接收一筆無使用

限制的特別補助金。補助由美

國能源部與州政府協議給

付，但金額的 1/3 需由州政府

分配給各地方政府。給付金額

從簽訂契約開始至處置場關

閉為止每年皆提供回饋金，而

處置場開始營運時也會交付

一筆臨時回饋金。回饋金皆由

核子廢棄物基金支出。 

3.捐贈資金或物資

給社會機構或幫

忙 社 會 服 務 組

織，如猶他州食物

銀行、街友服務

（Road Home）、紅

十字會等。 

4.讓員工投入社會

服務，如翻修建

築、鋪設便道、捐

血活動、環境清

理、生態復育、植

樹活動。 

5.舉辦相關教育課

程，如核能工程科

學營。 

日本 由專責機構「日本

原子力發電環境

整備機構」

(NUMO)負責選址

在每一個階段，最

終處置法均要求

NUMO 廣徵當地

居民的意見，擔任

日本對於高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場之回饋計畫如下: 

•在文獻調查階段，每一自願

場址每年 10 億日元(上限為

日本原燃株式會社

估計建造低放處置

設施所需經費，由

電氣事業聯合會審

低放處置設施建

造執照之核發權

責屬於經濟產業

省，並不需要地方

日本六個所村低

放射廢棄物最終

處置場由日本原

燃株式會社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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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高放廢棄物 低放廢棄物 

選址程序 公投/協議 回饋金/回饋措施 選址程序 公投/協議 回饋金/回饋措施 

工作。 

最終處置法將選

址程序分為三個

階段，第一階段

「初步調查地區」

（PIAs）之選定；

第二階段「進階調

查地區」（DIAs）

之選定；第三階段

最終地質處置場

之選定。 

原則上，日本的選

址程序係採用地

方自願制，以地方

表達參與選址程

序的意願開始，先

透過書面審查汰

選適當的區域，

NUMO 應將評估

結果與 NUMO 制

定的選址條件作

出對照，並將評估

選址程序監督角

色的政府主管機

關「經濟產業省」

必須徵詢地方市

長或縣長之意

見，其意見均應被

尊重，倘地方首長

表達反對意見

時，該地區將不會

進入選址程序中

的任何下個階段。 

20 億日元)。 

•在初步調查階段，每一自願

場址每年 20 億日元(上限為

70 億日元)。 

•在細部調查階段，回饋金之

額度不固定。 

上述之回饋金乃是由日本國

家電力補助計畫所支付。 

查核可後，將建造

執照申請文件提送

經濟產業省審查，

經濟產業省就安全

議題向核能安全委

員會提出諮詢、就

所需費用議題向原

子力委員會提出諮

詢、並請原子力安

全基盤機構做技術

審查，最後由經濟

產業省核發建造執

照。 

同意，但設施的運

轉需地方同意，亦

即在設施運轉

前，日本原燃株式

會社必須與地方

簽署協議書。因

此，為避免設施建

造完成後卻無法

運轉之窘境，在提

送處置設施建造

執照申請文件

前，日本原燃株式

會社就需與地方

溝通並取得地方

之承諾。 

 

經營。 

在設場時，日本原

燃株式會社與當

地 簽 訂 基 本 協

定、漁業補償、及

安全協定。基本協

定包括：基本事

項、基本構想之實

現、實施環境調

查、安全對策、簽

訂安全協定、公眾

共識、由於事故及

謠言等所產生之

損失的對策、振興

地方經濟、及提供

資料等。安全協定

包括：安全確保及

環保、事先瞭解有

關設施之增設、放

射性物質釋出之

管制、放射性液體

廢棄物及固態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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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高放廢棄物 低放廢棄物 

選址程序 公投/協議 回饋金/回饋措施 選址程序 公投/協議 回饋金/回饋措施 

結果送交當地政

府首長審閱，也會

開放公眾閱覽並

邀集各界評論，再

對收取的評論作

出書面回應，書面

回應亦將送交當

地政府首長審閱。 

NUMO 會將選定

的 PIA 送經濟產

業省核可，經濟產

業省此時應邀集

當地政府的首長

給予評論，在作出

核可決定前均應

尊重當地政府首

長之意見。 

棄物之管制、環境

輻射之監測、監測

評 估 會 議 之 運

作、平時之報告、

異常時之聯絡、進

場調查、要求採取

措施、損害之賠

償、因謠言所產生

之損失有關之對

策、對居民之公關

與公眾共識、有關

業主之責任、對各

項調查之協助、緊

急疏散對策、違反

時之措施、細則、

協定之修改、及疑

義或未規定事項。 

南韓 目前南韓有關用

過核子燃料的處

理和處置政策尚

未確定，南韓產業

通商資源部

同左。 尚無具體規劃。 1.刊登徵求候選場

址公告（2004/2/5） 

2.鄉鎮自動提出候

選場址（2004/5/31） 

3.預備申請

韓國自 1986 年至

2005 年間，歷經

九次的選址失

敗，2005 年 3 月

「低放射性廢棄

慶州市獲選為最

終處置場後，政府

提撥 3,000 億韓元

的回饋金到慶州

市的特別帳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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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高放廢棄物 低放廢棄物 

選址程序 公投/協議 回饋金/回饋措施 選址程序 公投/協議 回饋金/回饋措施 

（MOTIE）於 2012

年 11 月制定「用

過核子燃料管理

對策推廣計畫」並

經過社會共識，

2015 年 6 月「用過

核子燃料管理之

公眾參與委員會」

向 MOTIE 建議，

應於 2051 年開始

用過核子燃料處

置設施的營運，南

韓政府並根據此

建議開始制定「放

射性廢物管理基

本計畫」。2016 年

5 月產業通商能源

部宣布過核子燃

料處置設施預定

於 2053 年啟用。 

（2004/9/15）：鄉

鎮長依據（1）地方

議會決議；（2）公

民人數1/3連署；

（3）產業資源部通

報之自動申請案，

向產業資源部提出

申請。 

4.正式申請，含公

民投票

（2004/11/30） 

經公民人數1/3投

票，過半數贊成即

成立。 

5.審查和選定場址

（2004/12/31） 

由選址委員會審查

選定，成員由政

府、學界、研究機

構、媒體、社會團

體、居民代表等約

20 人組成，任務為

處置場支援特別

法」通過，由地方

政府自行申請成

為場址，並經由贊

同式公投後，成功

選出慶州市為場

址。 

置場營運的期間

（規劃為 50 年），

每年根據接收的

放射性廢棄物數

量，約可再獲得 85

億 韓 元 的 回 饋

金。回饋金得運用

於地方發展、觀光

事業、建設文化設

施、增進居民收入

措施、穩定生活環

境和福利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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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場址進行公民

投票前，就其適合

性進行評估與審查

以及對正式申請之

候選場址予以評估

與選定。 

英國 2013 年 3 月「英國

核能的未來」報告

中揭示地質處置

設置的里程碑： 

2029 年以前：地上

調查。 

2039 年以前：決定

處置場址與開始

建設地下特性調

查設施。 

2059 年以前：地質

處置場的設計、建

設與開始營運。 

核能除役局(NDA)

為了能與處置事

業各方的利害關

採取「自願及夥伴

關係」之選址方

式，會邀請有興趣

的社區參與協

商，並評估其場址

之合適性。 

 

為了鼓勵地方政府參與選址

過程，英國政府將資助各地方

政府的發展計畫，包括改善教

育和技能教育、運輸基礎設施

及娛樂設施等。在選址的第一

階段中，每一個候選場址所在

地方政府每年最高可獲得

100 萬英鎊的補助金額，而對

於將進行地下鑽探特性調查

的候選場址地區則最高可獲

得 250 萬英鎊的金額。 

Nirex 成立於 1982

年，負責英國中低

放射性廢棄物之最

終處置。Nirex 於

1987 年 11 月發行

一份名稱為〝The 

Way Forward〞的討

論文件，並針對政

府、商業團體、職

業團體及環保組織

等具有代表性的人

物進行遊說，鼓勵

一般民眾參與最終

處置計畫。Nirex

最後總共收到

2,500 件以上的回

Nirex 集中在

Sellafield 進行場

址調查時，便與英

國核燃公司

(BNFL)在

Cumbria 成立

〝Sellafield 

Repository 

Project〞之資訊溝

通中心，與地方議

會全面交流，並透

過〝社區關係計

畫〞溶入社區活

動。 

針對低放射性廢

棄物處置場，英國

成立科普蘭社區

基 金 （ Copeland 

Community Fund, 

CCF），是當初政府

與 Drigg 地區在建

造處置場上達成

的協議。在處置場

的營運期間，NDA

每年必須提撥 150

萬 英 鎊 至 該 基

金 。 該 基 金 在

2010~2013 年間每

年投資 10 萬英鎊

在科普蘭自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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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者達成協議，於

2010 年 3 月時發

表「地質處置－實

施步驟」，係採取

「自願及夥伴關

係」之選址方式，

選址程序共分為

六個階段：第一階

段是邀請有興趣

之社區表達其參

加之意願；第二階

段是利用篩選準

則進行自願場址

之合適性評估；第

三階段是在社區

內進行是否參與

之決定，包含政府

與社區協商參與

之條件與福利；第

四階段是根據既

有文獻，對參與地

區進行相關研

函，結果僅有兩個

地區對最終處置場

有些程度之支持。

這兩個地區除了地

質潛在的合適性

外，它們均是現有

的〝核子廠址〞。而

這兩地區的人民對

核能工業較為熟

悉，地方的經濟活

動均仰賴當地的核

子工業，但最重要

的是此兩區域的地

方議會均表示支持

深地質處置。 

1991 年 7 月 Nirex

宣佈將集中在

Sellafield 進行場址

調查。在此階段，

Nirex 與 BNFL 在

Cumbria 成立

〝Sellafield 

鎮的社區開發計

畫上，也雇用兩名

社區發展工作者

和補助金職員，與

社區團體合作，增

進該地區的建設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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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篩選出潛在

場址；第五階段是

對這些被篩選出

之潛在場址進行

地表調查；最後在

第六階段是進行

長期地下調查作

業以確認場址適

合作為深地質處

置場以符合相關

的安全及環境要

求。2014 年 10 月

發布之國家報告

則指出地質處置

場啟用時間預估

為 2080 年。 

Repository Project〞

之資訊溝通中心。 

Nirex 進行民眾溝

通之最主要策略為

與地方議會全面交

流，並透過〝社區

關係計畫〞逐漸溶

入社區活動。Nirex

於 2007 年組織改

造為核子除役機構

(NDA)。 

法國 1991 年法國放射

性廢棄物管理機

構 Andra 成立後，

便致力於最終處

置場址的選定，

1993 年共有 30 個

2007 年 ANDRA

開始在地下實驗

室周圍 250平方公

里的區域展開新

的地質調查，並在

2009 年底向政府

法國的放射性物料與廢棄物

永續管理法規定，地下實驗室

與地質處置場所在的區域必

須設立「公共利益集團」

（GIP），由專責機構與地方

政府等單位參加，資金來源為

法國於 1967 選出

位於芒什(La 

Manche)的最終處

置場，並由法國原

子能委員會(CEA)

全權負責。為了管

低放處置場址採

公開徵選方式經

由自願場址方案

產生。由地方的市

長提出申請，政府

則給予一定的經

ANDRA 從 L'Aube

處置場的初期規

劃開始，就不斷地

透過參與社區活

動等方式，並運用

3,400 萬法郎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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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自願成為候

選的場址，最後僅

留下 3個候選場址

做進一步的研

究。1998 年選定

Haute-Marne and 

Gard 地區進行測

試，2000 年於布爾

成立地下實驗

室，針對潛在處置

場址進行一連串

的實驗與科學計

畫。2007 年，環境

觀測站（OPE）開

始調查未來地理

貯存工業中心計

畫（Cigéo）可能

的環境變化，2013

年到 2018 年進行

公眾咨詢以及建

照申請，預計 2019

年開始建造，並於

提出候選場址的

建議，在 2013 年

舉行公開座談

會、進行地方徵

詢，最後在 2015

年確定候選場址。 

核子設施繳納的經濟發展稅

與技術擴散稅。 

GIP 獲取的補助金，主要運用

在下列四個項目： 

1.經濟發展與就業支援，如：

協助公司的成立、現代化與發

展，以及改善企業工作環境與

增加就業機會。 

2.協助地方政府間的區域發

展，如：開發郊區、改善生活

環境、重組公共部門、導入新

的通訊技術。 

3.協助地方政府建設基礎設

施，如：道路或通訊與高速上

網設施。 

4.促進觀光發展、提升社區形

象。 

理最終處置場，法

國原子能委員會於

1979 年成立法國

放射廢棄物管理局

（ANDRA），負責

放射性廢棄物營運

工作。由於芒什處

置場的容量有限，

ANDRA從 1985年

即公開徵求低放處

置場址，經由自願

場址方案，由地方

的市長提出申請，

政府則給予一定的

經濟及社會回饋做

為回報。ANDRA

從原先的 5 個候選

場址中評選，最後

由位於法國東北地

區的盧伯(L'Aube)

勝出。ANDRA 於

是在 1992 年建造

濟及社會回饋做

為回報。 

金，除了重修歷史

古蹟、建設學校及

公共建設外，也積

極參與辦理青少

年活動、推動與當

地大學之建教合

作，並資助各種教

育訓練、獎助運動

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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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開始營運。 完成盧伯處置場。 

德國 2013 年 7 月，德國

聯邦政府針對高

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場選址制

定新法律《發熱性

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場之場址

選定法》，規定未

來場址評選需經

過公眾參與的過

程才可確定。而為

了使選址過程更

加順利，德國成立

「高放射性廢棄

物處置委員會」，

由各界代表共 33

名組成，該委員會

於 2016/9/28 將結

果報告給聯邦環

境、自然保護、建

設及核子安全部

在選址標準和安

全規範規定後，

BMUB 成立「社會

諮詢委員會」，作

為聯邦政府與民

眾的溝通橋樑。 

選址計畫相關地

區會定期舉行公

眾會議。。 

德國對處置場所在地的地方

政府並無相關的地區發展回

饋方案。但聯邦政府曾和作為

處置場候選地之 Gorleben 所

在邦進行協商，聯邦政府會給

予地方政府相關的補助金作

為地方發展的費用，在 1979

年至 1996 年期間已陸續提供

約 4 億 1,000 萬馬克。此部分

費用大約用於防災相關支

出、觀光發展方面的計畫、名

勝古蹟的保養，以及支援道

路、教堂等公共設施的建設方

面。 

德國政府在針對

Konard 做一系列

的地質鑽探調查之

後，認為 Konard

為理想最終處置

場，故於 1982 年 8

月 31 日開始進行

在 Konard 建造最

終處置場之核子執

照程序。在 1983

至 1990 年間進行

Konard 的安全分

析報告，並開放給

Hanover、Peine、

Brunswick、及

Salzgitter 等地區的

民眾閱覽，並從

1992 年 9 月 25 日

至 1993 年 3 月 6

日間進行反對意見

之協商。至 1998

德國政府將

Konard 的安全分

析報告公布予場

址鄰近地區居民

閱覽，並進行反對

意見之協商。 

已經決定作為低

中放廢棄物處置

場的 Konrad 處置

場所在地，已在聯

邦 政 府 與 邦 政

府、地方政府的協

議下於 2011 年 12

月設置 Konrad 處

置場基金會，由電

力業者與聯邦政

府至處置場封閉

前提供該地區用

於社會福祉、長者

安養、運動活動推

廣等地方發展之

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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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UB)。 

選址過程於 2018

年開始，由德國聯

邦議會決定地表

調查地區，2023

年提出進行地下

調查之地點，2031

年選出最後場

址，最終處置場預

定於 2045 年開始

運轉。之後於 2014

年設立聯邦核廢

棄物管制辦公室

(BfE)為主管機

關，並於 2017 年

設立德國聯邦放

射性廢棄物機構

(BGE)負責選址程

序之執行。 

 

年時，執照主管機

關，即 Lower 

Saxony 省的環保

部幾乎已完成解決

Konard 執照議題

之草案。此草案之

結論為應制訂必要

之條款以防止因最

終處置場之建造及

運轉所帶來之傷

害，包含處置場之

長期安全考量。 

Konrad 礦區處置

場正興建中，預計

於 2022 年開始試

營運。 

瑞典 從 1992 年開始，

瑞典核燃料及廢

SKB 在位於

Oskarshamn 的

瑞典目前對於處置場場址尚

無相關回饋制度，但在《用過

SKB 在 1980 年開

始進行最終處置計

相關資訊不明。 相關資訊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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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管理公司

(SKB)已完成用過

核子燃料最終處

置場之選址作

業，SKB 在 8 個行

政區進行可行性

評估後，瑞典政府

於 2001 年 11 月同

意讓 SKB 開始在

Oskarshamn 及

Ö sthammar進行場

址調查。SKB 從

2002 至 2007 年在

位於 Oskarshamn

的Laxemar及位於

Ö sthammar 的

Forsmark 進行詳

細之場址調查，在

2008 也進行了獨

立機構的民調，

Oskarshamn 當地

居民的支持率為

Laxemar 及位於

Ö sthammar 的

Forsmark 進行詳

細之場址調查，在

2008 也進行民

調，Oskarshamn

支持率為 83%，

Ö sthammar支持率

為 77%，最後 SKB

在 2009 年 6 月決

定將用過核子燃

料最終處置場設

在 Ö sthammar，因

SKB 認為

Forsmark 場址在

地質結構上是最

佳進行長期處置

的地點。 

核子燃料未來費用財務法》中

有規定，各地方政府在用過核

子燃料與放射性廢棄物有關

的資訊提供或協商等方面所

需的費用，可向瑞典輻射安全

機關(SSM)申請，由核子廢棄

物基金支出。各地方政府每年

最高可向 SSM 申請 500 萬瑞

典克朗的補助金，超過的部分

則由中央政府批准，而此補助

金僅可使用於上述相關的活

動費用，主要為向居民舉行的

研討會，以及參加協商的工作

人員以及縣市議員的人事費

用等支出。 

畫工作，前兩年主

要是進行場址選擇

及初步的場址調查

工作。由於瑞典有

許多地方具有好的

岩床可在合理的成

本下進行隧道及洞

穴之開挖，考量若

將最終處置設施放

在現有的核能電

廠，將有很多優

點，因此先針對瑞

典現有的 5 個核能

電廠廠址進行研

究。研究結果為

Forsmark 及

Oskarshamn 位於

瑞典東岸，具有良

好的地質條件，這

兩個場址的地質及

水文地質條件均適

合設置中低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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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而

Ö sthammar當地居

民的支持率為

77%，最後 SKB 在

2009 年 6 月決定

將用過核子燃料

最終處置場設在

Ö sthammar，決定

的關鍵在於 SKB

認為 Forsmark 場

址在地質結構上

是最佳進行長期

處置的地點。SKB

在 2011 年 3 月完

成在 Forsmark 最

終處置之安全分

析報告，並向瑞典

輻射安全局(SSM)

正式提送用過核

子燃料最終處置

場及封裝廠之執

照申請書，預計可

廢棄物處置設施。

但當考慮到技術及

經濟等所有因素，

Forsmark 成為優先

選定的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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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 2030 年啟用

處置場。 

芬蘭 1985 年根據地質

及其他相關的科

學資料選出約 100

個潛在場址。1992

年完成初步場址

調查及評估，選出

3 個場址進行細部

調查，同時向主管

當局提出用過核

子燃料最終處置

有關的最新技術

計 畫 及 安 全 評

估。2000 年完成最

終處置之場址細

部調查，並選定最

終處置場址，同時

準備符合安全及

環境保護規定的

最終處置技術計

畫。2004 年開始建

在用過核子燃料

處置場址調查工

作中，除了安全評

估與技術可行性

等項目外，必須同

時調查民眾接受

度。在 1997 至

2000 年的選址調

查中，針對於最終

處置場址附近的

自治區民眾調查

其意向，結果顯示

大多數（60%）的

民眾表示支持最

終處置場之設

置，30%的民眾表

示反對設置。 

除了意向調查，芬

蘭當局也透過各

種途徑鼓勵民眾

芬蘭針對其 Olkiluoto 高放射

性廢棄物處置計畫之回饋方

案如下： 

1.芬蘭核能後端營運公司

(Posiva Oy)貸款給 Olkiluoto

社區興建新的養老院。 

2.Posiva Oy 支助部份資金以

修護原做為養老院之有歷史

意義之公館。 

3.Posiva Oy租用該公館 40年,

部份做為其辦公室,部份開放

給民眾使用。 

4.Posiva Oy在前 20 年即支付

所有租金,以讓該社區利用此

租金償還 Posiva 之貸款。 

5.Olkiluoto 之核能設施應支

付最高稅率之地產稅給地方

政府(為 2.5%,一般為 0.4 至

1.0%),但 ONKALO 岩特性地

下實驗設施因目前尚不是核

1970 年代後期，

Olkiluoto 及

Loviisa 兩地核電

廠的廠址被選為中

低放射性廢棄物地

下處置設施的候選

位置。經過了全面

性的調查之後，確

定這兩個場址都很

適合作為處置場，

1986 年時完成了

建造執照的申請作

業。 

相關資訊不明。 相關資訊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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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地下岩性設施

（ ONKALO ）。

2012 年向主管機

關提出建照申請

所需的技術設計

及 安 全 分 析 文

件。預計 2023 年

將完成用過核子

燃料最終處置設

施之建造。 

參與最終處置場

的選址過程，包

括：發送環境影響

評估的相關資料

給候選場址地區

的所有家庭、舉辦

小型民眾說明

會、舉辦公聽會，

以簡報方式向民

眾說明場址調查

作業與環境影響

評估結果，讓民眾

有機會發表意

見、透過訪談徵詢

民眾意見、開放設

施供民眾參觀，同

時與多所學校進

行合作計畫，增強

學生對放射性廢

棄物的了解，並委

託大學研究團隊

調查芬蘭民眾對

子設施,其稅率仍是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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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廢棄物的態

度與知識。 

台灣 由台電公司陳報

原能會核定之「用

過核子燃料最終

處置計畫書」執

行。本計畫全程依

階段分為「潛在處

置母岩特性調查

與評估」(94～106

年)、「候選場址評

選與核定」(107～

117 年)、「詳細場

址與試驗」(118～

127 年)、「處置場

設計與安全分析

評估」(128～133

年)、「處置場建造」

(134～144年)等五

個階段。依規劃時

程，預定於 127 年

擇定處置場址，

未定。 未定。 依據 2006/5/24 總

統公布施行的「低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場址設置條

例」規定程序辦理： 

經濟部於

2006/7/11 指定台

電公司為選址作業

者，同年 8 月正式

成立處置設施場址

選擇小組執行選址

工作。 

2007/2 選址小組提

報選址計畫，

2012/7/3 經濟部公

告台東縣達仁鄉及

金門縣烏坵鄉為核

定建議候選場址，

並於 2012/8/17、

2016/5/5 二度函請

依據 2006/5/24 總

統公布施行的「低

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場址設置

條例」規定，低放

最終處置必須辦

理地方性公民投

票。 

經評選場址條件

符合規定的地

方，經由舉辦以場

址所在縣地方性

公投，須有投票權

人一半以上的人

投票且同意票數

超過二分之一獲

得通過後，再完成

環境影響評估及

投資可行性研

究，行政院才能核

場址核定後，場址

設置條例明訂給

予總額 50 億元回

饋金，依據場址設

置條例規定之分

配比率，處置設施

場 址 所 在 地 鄉

(鎮、市)至少可獲

得 20 億元回饋

金，場址所在地縣

(市)至少可獲得 10

億元回饋金，場址

鄰近鄉(鎮、市)則

共同分配至少 15

億元回饋金。若場

址所在地無鄰近

鄉時，則由場址所

在地鄉(鎮、市)及

縣(市)共同均分鄰

近鄉(鎮、市)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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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年完成處置場

建造。 

本計畫現處於「潛

在處置母岩特性

調查與評估階段

(94～106 年)」，經

彙整過去研發成

果，台電公司於

106 年 12 月 13 日

陳報「用過核子燃

料最終處置技術

可行性評估報告

(SNFD2017 報

告)」。 

現階段尚未涉及

選址作業，且國內

目前尚無法案規

範高放最終處置

場址的法定選址

程序。 

台東、金門兩縣政

府同意接受委辦地

方性公投選務工

作，惟金門縣政府

及台東縣政府均函

覆經濟部，本案尚

難協助辦理。 

定場址。 配之回饋金。本款

項將自行政院核

定場址至開始營

運為止，按處置場

施工進度交由地

方政府，依照預、

決算程序自行運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