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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第 2 次核能電廠除役管制會議紀錄 

一、時間：110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原能會二樓會議室及六樓會議室(視訊) 

三、主席：張處長欣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如出席名單 

五、紀錄：莊宴惠 

六、本次會議討論議題及決議事項： 

(一)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追蹤報告 

(台電公司說明函復辦理情形：略) 

1. 109 年第 2 次會議-臨時動議辦理事項(1)決議事項(10911B0100)： 

辦理事項 (1)核能電廠除役管制作業溝通會議所提簡

報，重要管制事項相關規劃及時程之細部內容，請台電

公司納入半年報陳報。  

台電公司說明： 

(1) 台電公司已依會議決議辦理，分別於 110 年 1 月 29 日

及 7 月 28 日陳報第二核能發電廠除役計畫重要管制事

項， 109 下半年及 110 年上半年之辦理情形予大會審

查。 

(2) 本項陳請結案。 

決議事項： 

本項依「核能電廠除役計畫重要管制事項辦理情形追蹤表」

（半年報）辦理陳報，本項結案。 

2. 109 年第 2 次會議-臨時動議辦理事項(3)A 決議事項 

(10911B0100)：辦理事項(3)A 有關核二廠除役計畫承諾辦理事項

(自主管制事項)之每半年及每月追蹤管制，及電廠追蹤管制平台

之建立，請將核一廠相關經驗回饋至核二廠，應參考核一廠建立

追蹤管制平台，並將相關追蹤管制時程及辦法納入程序書。 

台電公司說明： 

(1) 追蹤管制平台已初步建置完成，待自主管制事項獲大會核

定後，將輸入管制平台定期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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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二廠將參照核一廠程序書，建立該廠 1 號機除役期間之

管制追蹤案處理作業程序書，將依照除役重要管制事項 

KS-DP-03 之承諾，於 1 號機運轉執照屆期前一個月完

成。 

(2) 「核二廠除役計畫及審查意見答覆之承諾辦理事項(自主

管制事項)」審查程序，已有追蹤機制，本項建請結案。 

原能會說明與提問： 

(1) 本會已於 11 月 19 日核定自主管制事項，請台電公司依本

項第 1 點說明辦理後續事宜，本會將於後續視察時確認執

行情形。 

(2) 本項第 2 點，待 1 號機執照屆期前一個月(11 月 27 日)完

成辦理事項，再申請結案。 

(3) 本項第 3 點，本會已於 11 月 19 日核定自主管制事項，後

續比照核一廠作法請台電公司以半年報方式說明辦理情

形。 

決議事項： 

(1) 本項第 1 點及第 3 點先行結案。 

(2) 本項第 2 點持續追蹤，待完成辦理事項，再申請結案。 

3. 109 年第 2 次會議-臨時動議辦理事項(3)C 決議事項 

(10911B0100)：辦理事項(3)C 核三廠除役計畫後續審查及後續經

驗回饋，請依台電公司說明將核一、二廠經驗回饋至核三廠，後

續核三廠審查過程，若經驗需回饋至核一、二廠，將再另案提

出。 

原能會說明與提問： 

核三廠除役計畫審查經驗回饋至核一、二廠，將依時效性分

為具重要立即性與非立即急迫性之兩部分。核三廠除役計畫

審查時相關經驗與重要發現，需特別關注其時效性、適時回

饋，並與台電公司密切溝通；有時效性之經驗回饋及發現，

須即時回饋至核一、二廠除役計畫，於執行過程中進行管

制。其餘之相關經驗，俟核三廠除役計畫審結後，依程序回

饋至核一、二廠除役計畫。 

決議事項： 

後續核三廠除役計畫審查經驗回饋依時效性適時回饋，並與

台電公司密切溝通，本項結案。 

4. 110 年第 1 次會議-議題 2 決議事項(11005A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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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除役計畫及管制時程任何變動，應盡早提出溝通。 

(2) 任何時程修訂，請台電公司回饋至原來管制程序，不論是除

役計畫或重要事項管制追蹤，請依正式管制程序提出。 

原能會說明與提問： 

(1) 對於承諾事項之輻射特性調查報告時程修訂，須先具有不

可抗力之情況或困難，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再予以修改期

限。台電公司應就目前管制期程完成報告後報會，對於燃

料未移出爐心導致無法完成之事項，應於報告中敘明理由

與積極推動執行之確切時間，由本會輻防處核定後將再針

對無法執行部分繼續追蹤列管。 

(2) 比例因數會影響後續拆除作業，與核一廠答覆相關檢討事

項具有連動關係，對於核一廠除役計畫修改申請，台電公

司應整體考量輻射特性調查之比例因數，對於整個計畫期

程影響，務實規劃以符合實況。 

台電公司說明： 

(1) 台電公司已積極與輻防處溝通主要為技術部分，對於整體

期程將再作完整性溝通；期程部分將於台電公司除役督導

會報進行檢討。 

決議事項： 

(1) 輻射特性調查計畫含比例因數之時程修訂，請台電公司與

本會輻防處就整體期程與執行完整性進行溝通。 

(2) 核一廠除役計畫時程修改申請，待正式提送本會審查後再

申請結案。 

(3) 本項持續追蹤。 

5. 110 年第 1 次會議-議題 3 決議事項(11005A0300)： 

本項建立管制追蹤案，請台電公司提出專案報告。 

原能會說明與提問： 

(1) 本會就專案報告提出 8 項審查意見，台電公司報告以核一廠

為例，對於核二、三廠就承包商除役作業管理策略與管控

機制方案，所提之規劃初步檢視結果，對應內容及作業程

序並不完備須再補充說明，本項尚在審查程序中，建議平

行追蹤項目與進程。 

(2) 機組進入除役，對於作業品質及包商品質，除技術部分亦關

注管理策略與管控機制。 

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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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商除役作業管理策略與管控機制強化管理專案報告」

尚在審查程序中，本項平行追蹤項目與進程。 

(二)本次會議討論議題 

議題 1：核一廠特種建物除役拆除後之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若未能

取得地方主管機關同意核備時，台電公司之因應管制作法。 

(台電公司簡報：略) 

原能會說明與提問： 

(1) 經濟部在今年 9 月 14 日頒訂「經濟部審議特種建築物申

請案處理原則」，將國營事業發電廠之特種建物申請案審

查分工於國營會，另就第 11 項說明「特種建物拆除須報

請經濟部進行審議。審議後，除屬重大計畫或設施者應報

請行政院許可拆除外，其餘由經濟部代擬代判院稿許可拆

除，並副知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特種建築物拆除完工後，

申請人應函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為符合重要管

制事項 CS-DP-14 之期程要求，即台電公司應於拆除前 1

年提出拆除作業計畫，請台電公司檢視經濟部公布特種建

物申請許可拆除審議程序與相關作業，對拆除作業送審程

序及現場作業執行期程之影響。 

(2) 請台電公司補充說明函詢問新北市環保局是否免依規定檢

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審及申報廢棄物流向之具體內

容。 

(3) 就除役拆除後設備物質不論其是否為可回收再利用設備物

質、是否屬特種建物，以及是否需送審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申報廢棄物流向、取得妥適處理文件等，電廠均應

有符合相關廢清法之管制機制，或其精神之自主管理程

序，並有相關作業程序書，以有效掌握其去向並完備相關

追蹤紀錄與保存要求。 

(4) 請台電公司針對不同狀況具體說明，依照廢清法相關規定

及程序，以流程圖具體說明電廠相關管制與自主管理流

程。 

(5) 台電公司應先釐清須向地方政府申請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與不須向地方政府申請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項，以利未

來拆除計畫個案送審之先備條件與管理方向。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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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主管機關審核部分，由內政部轉由經濟部審理，程序上

無太大差異，電廠拆除計畫或拆除方案之排程皆有將其前

置作業時間納入考量。 

(2) 氣渦輪機廠房拆除前，拆除廠商已將特種建物拆除資料及

廠商資格向新北市環保局提出申請，發文前亦與新北市環

保局溝通，有關特種建物之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新北市環保

局認定符合免列管條件，然無論是否上網申報相關貯存、 

清除及處理方法仍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及流程辦

理。 

(3) 台電公司說明氣渦輪機拆除之廢棄物清除/處理協力廠商

確認設備非屬廢棄物，不屬於廢棄物清理法範疇，無需事

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件。  

(4) 將再檢視對不同流程之處理進行說明。 

決議事項： 

(1) 請台電公司針對不同狀況，具體說明依照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處理流程、自主管理流程及設備可回收再利用之管理流

程。 

(2) 就前述流程檢視程序書之完備性。 

(3) 請台電公司就除役期間涉及相關管制變革情形，應持續追

蹤承諾事項之時程及各方面影響，並自主檢討。 

(4) 本項持續追蹤。 

議題 2：台電公司就核一廠除役輻射特性調查(含比例因數建立）之

執行進度說明。 

(台電公司簡報：略) 

原能會說明與提問： 

(1) 對於拆除後廢棄物離場無法執行，將延遲整體拆除作業，

請補充說明輻射特性調查(含比例因數建立）之執行進度

與影響作業間之關係。依規劃應於 111 年 12 月提送調查

報告，已執行拆除作業所需之離場偵測參數無法完成，將

影響離場作業與後續拆除作業。台電公司應以汽機廠房拆

除為例，檢視輻射特性調查未完成將受到影響之作業項

目、於時限內無法完成所採取之替代方案及因應管控離廠

後發生狀況之應變處理等，將不可控因素排除，並持續溝

通。技術性部分將於輻防會議再請台電公司簡報討論。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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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電公司與輻防處多次溝通後，一部分已反應於今日簡

報，另一部分量測方法仍須後續溝通。今天簡報未就影響

及期程具體詳細說明，這部分將於輻防管制會議時再補充

說明，另技術細節將持續與輻防處溝通。 

決議事項：  

(1) 台電公司應全面性考量，包含期程影響、量測技術接受

性、採取替代方案及如有狀況之應變處理機制等。 

(2) 本項由輻防處後續追蹤，除役管制會議不再追蹤。 

議題 3：核三廠除役期間放射性廢液、固化處理系統維護與老化管

理作業之辦理方式。 

(台電公司簡報：略) 

原能會說明與提問： 

(1) 於核三廠除役計畫除役期間之前、中期，即新設廢水系統

還未完成建置前，仍會使用既有廢液處理及固化系統，運

轉至除役期間之狀態轉換，請台電公司參考機組十年再評

估及處理設施換照安全評估方式，進行核三廠放射性廢

液、固化系統之老化分析作業，並評估其可再持續運轉年

限，俾強化設施除役期間系統作業安全，保持處理系統於

除役期間順暢。 

(2) 請台電公司於核三廠執照屆期之一年前，提報安全評估報

告送原能會審查。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1) 核三廠將比照相關作法提出相關評估及因應處理。 

決議事項：  

(1) 請台電公司配合辦理，本項由物管局後續追蹤。 

(2) 本項除役管制會議不再追蹤。 

議題 4：核二廠 2 號機因應 1 號機除役作業之運轉安全管理方案。 

(台電公司簡報：略) 

原能會說明與提問： 

(1) 在兩部機組皆進入除役階段前，SERT 審查僅進行書面評

估，無實質隔離，然簡報說明 SERT 分三階段，第二階段

之系統隔離於除役許可取得後執行。請台電公司說明若 1

號機的除役許可提早核發，SERT 管制隔離之執行情形與

執行系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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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核二廠 2 號機因應 1 號機除役作業之運轉安全管理方

案之書面報告，台電公司核發處規劃策略僅作 SERT 規劃

作業，避免隔離拆除作業影響 2 號機運轉，但核後端處說

明不納入實質拆除作業，請台電公司說明兩者規劃作業對

SERT 實質隔離與設備拆除之安全管制作為之差異。對於

僅說明不進入實質拆除作業部分，應補充說明 SERT 是否

執行。 

(3) 兩部機全面進入除役前，由專責人員執行除役推動工作，

請台電公司說明目前推動除役工作屬專職或兼職人員。另

參考國際經驗 Fermi 電廠設置專責人員執行除役推動工

作，以避免影響運轉。 

(4) 就專責機構成員專職於除役工作上，請台電公司說明專責

機構成員及分機設置。本會將於現場確認辦公場所設立及

分機表建立之情形。 

(5) 5C 停止運轉系統不列入 MR 維護測試控管，請台電公司

說明 SERT 無實際執行隔離亦不運轉時相關系統之管制。 

(6) 因應 1 號機除役訓練持照運轉人員增加 38 小時訓練，請

台電公司說明於此期間 1 號機及 2 號機調班及人力變動情

形。 

(7) 2 號機執照到期前未進行實質隔離，請說明簡報所提實體

屏障執行時程為何。另若緊急操作須進入該區域之申請、

操作策略及動線等，於 2 號機執照屆期前，台電公司應審

慎思考所有行政管理及行政作為是否維持一致。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 

(1) 若提前於 112 年 3 月前取得除役許可，內部規劃係將 2 號

機的穩定供電視為重要目標，1 號機的部分持續執行

SERT 文件評估及準備進入兩部機除役後之除役工作規

劃，作為前置作業規劃，112 年 3 月前若取得除役許可，

將無實質 SERT 系統隔離作為目前策略目標。 

(2) 於 2 號機執照屆期前，SERT 無實質隔離，於 2 號機執照

屆期後才進行拆除作業。於總處督導管理以 2 號機管控為

優先。 

(3) 將於 112 年 3 月前電廠設置除役專案小組，以不同職司與

職掌專人負責除役作業推動，工作推動過程中會涉及需要

其他人員配合者，配合人員屬被動配合，被告知需要討論

與配合事項，以達專責人員執行除役推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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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責機構於今年年底前有 4 位總處支援人員，由 4 個總處

單位各派 1 名支援人員執行，於年底之後電廠有 3 位人員

已開始進行除役交接作業，並續留 1 名總處人員執行專責

機構作業，人員電話已建置於電廠分機表。108 年 12 月

簽請成立專案小組已設立辦公場所，並持續進行相關工作

規劃。 

(5) 對於 5C 系統之除役維護管理方案，仍有正常固定巡視，

於停止運轉之停用設備採取巡視方式檢視，確認設備狀況

有無異常或突發影響狀況。無論是儀控訊號或其他狀況，

警報出現或巡視發現問題，將開立請修單評估是否影響系

統、設備或影響 2 號機，以決定是否需要維護、檢修或不

需檢修，其具有完整管理方式。 

(6) 除役作業訓練課程 38 小時訓練係針對電廠所有人員，持

照運轉員於除役訓練增加 3 小時 SERT 作業介紹，執照運

轉人員訓練維持營運期間再訓練方案執行，所以 1、2 號

機機組人員調班仍符合管制要求。 

(7) 1 號機實體屏障將於 12 月 27 日前完成，進入實體屏障區

域維護檢修時，應依照程序書提出申請，經控制室同意採

取必要措施後才可進入。若為一般例行性巡視、抄表或緊

急操作，須電話得到值班主任同意才可進行緊急操作，其

作法已列入程序書管制。 

決議事項：  

(1) 本項請台電公司來函更新簡報內容。 

(2) 「核二廠 2 號機因應 1 號機除役作業之運轉安全管理方

案」後續由本會專案追蹤，除役管制會議不再追蹤。 

 

七、散會(上午 11 時 5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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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第 2次除役管制會議」出席名單（敬稱略） 

原能會(地點：原能會二樓會議室)： 

張  欣、高  斌、黃揮文、鄭永富、洪子傑、曹松楠、許明童 

吳景輝、臧逸群、張明倉、蘇聖中、黃立元、張國榮、黃郁仁 

鄭再富、王惠民、陳訓元、楊杰翰、莊宴惠 

原能會(地點：原能會六樓會議室，以視訊方式進行討論)： 

蘇聖中、林宣甫、楊杰翰 

台電公司(地點：原能會二樓會議室)： 

劉宗興、范振璁、莊鴻瑜、劉興漢、林調鈴、劉振江、廖瑞鶯 

吳樹實、徐儒忠、張世勳、盧儒煌、彭富福、張雄仁、簡天隆 

楊立同、游慧婷、黃耀億、朱偉朋、楊尚志、徐儒聖、黃品勳 

陳柏臻、顧雨軒 

台電公司(地點：原能會六樓會議室，以視訊方式進行討論)： 

張  靜、陳琬婷、廖經政、黃佳瑜、林卷樺、張全斌、於維芬 

沈君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