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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一) 我國用過核子燃料營運策略 

依據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四條 )定義：「高放

射性廢棄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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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依「放射性廢料管理方針」

(第八條 )之說明：「放射性廢料之最終處置，採境內、境外

並重原則，積極推動；不論境外是否可行，仍應在境內覓

妥處置場址備用」。  

我國目前採行之用過核子燃料營運策略，為水池冷卻

及中期 (乾式 )貯存後進行最終處置，並在遵守國際核子保防

協定下，尋求在國外進行用過核子燃料再處理或最終處置

之可行性。依國際慣例，用過核子燃料再處理所產生之高

放射性廢棄物仍歸各國自行負責處置，因此我國必須推動

用過核子燃料或其再處理所產生高放射性廢棄物的最終處

置計畫。  

 

(二) 用過核子燃料處置方式 

用過核子燃料 (高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的基本要求是

選擇適當的環境，將高放射性廢棄物永久安置，使其與人

類生活圈隔離，以確保民眾安全及環境品質。深層地質處

置、深井處置、地層融化處置、深地層注入處置、海床處

置、隱沒帶處置、冰層處置、太空處置等，是幾種曾被各

國考慮的處置方案 (Nirex, 2005)。上述這些方案經過國際間

多年的研究後，均認為「深層地質處置」是較為可行的一種

處置方式。依經濟合作開發組織 (OECD)在公元 1991年發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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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用過核子燃料之處置及安全分析技術均已具備。國

際原子能總署 (IAEA)亦於 2001年針對各國執行中之用過核子

燃料 (高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計畫，建議採深層地質處置

方式。  

深層地質處置為國際公認適於處置用過核子燃料 (高放

射性廢棄物 )之方式，亦是我國法令明訂之最終處置方式 (高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 )。所謂深層

地質處置，是將用過核子燃料 (高放射性廢棄物 )埋在深約

300 m至 1000 m的穩定地質環境中，再配合廢棄物罐、緩衝

與回填材料等工程設施，藉由人工 (廢棄物罐、緩衝與回填

材料及廢棄物本身 )與包含處置母岩及地質圈障壁所組成的

多重障壁，可以有效阻絕或遲滯核種的外釋與遷移，以換

取足夠的時間與阻隔，使用過核子燃料 (高放射性廢棄物 )所

含放射性物質在到達人類生活圈之前，其輻射強度已衰減

至可忽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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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乾式貯存設施執照期滿後之後續處置及替代作業規劃 

參照國際上以及我國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及最終處

置計畫之推動經驗，本公司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設施執

照期滿後之後續處置及替代作業規劃，將包括境內處置、

集中式乾式貯存及境外處置等 3項方案，具體規劃內容如後

各章節所示。  

(一) 境內處置 

1.  過去執行成果  

國內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之推動，自 1986年開

始至台電公司於 2004年提報「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

書」之期間，共歷經：處置概念初步研發階段、初期工作規

劃、區域調查技術準備，及調查實施與技術發展階段等四

個主要階段 (如圖  二 -1所示 )；各階段之執行成果及效益說

明如下：  

(1) 處置概念初步研發階段 (1986/05~ 1988/06)：  

完成場址準則、場址調查及設計等基本概念之研訂；對國

際上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的可能方法與技術進行有系統

的瞭解與認知。  

(2) 初期工作規劃階段 (1988/11~ 1991/06)：  

完成 1991年版全程工作規劃書，並提出花崗岩、中生代基

盤岩、泥岩為較具潛力之處置母岩的建議，作為後續工作

規劃之基礎。  

(3) 區域調查技術準備階段(1993/08~ 1998/10)： 

完成結晶岩質測試場之調查技術演練，作為後續母岩特性

調查技術之基礎，並適時支援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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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候選場址相關調查與評估所需技術。期間並同步發展不

確定性與敏感度分析相關之功能安全評估概念系統。  

(4) 調查實施與技術發展階段(1999/05~ 2003/09)： 

此階段於國內進行深地層跨孔試驗整合性調查與解析能力

建立，以及處置場設計概念之研擬及設施配置之初步規

劃，花崗岩特性、文獻、參數、情節分析之整合性資料庫

建立等工作，作為後續現地調查、核種傳輸、功能 /安全

評估之整合依據。  

2.  計畫現況及未來工作規劃  
台電公司依照「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與「施行細則」之

相關規定，於 2004年底提出「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

書」，經奉原子能委員會於 2006年核定，並依每四年應檢討

修正最終處置計畫之規定，於 2011年 1月完成修訂版的核

備；全程工作之規劃時程包含五個任務階段 (圖  二 -2)，各階

段之時程、工作目標及內容如表二 -1所示。  

(1)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 (2005–2017)。  

(2)  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階段 (2018–2028) 

(3)  場址詳細調查與試驗階段 (2029–2038) 

(4)  處置場設計與安全分析評估階段 (2039–2044) 

(5)  處置場建造階段 (2045–2055) 

目前處置計畫處於「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

段」(2005–2017)，台電公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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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稱 SNFD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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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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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虛擬處置場址進行初步安全評估案例分析，評估現行

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方案與處置技術發展規劃之可

行性，以明確展現我國所處之地質環境與現行技術能量。

SNFD2009報告初步評估結果顯示，我國國境內存在可供作

為進一步調查的潛在母岩，且國內已具備 500公尺深度花崗

岩體的深地層特性調查與資料解析的相關基礎技術及處置

用過核子燃料的初步安全評估能力。  

原能會為督促台電公司積極推展我國用過核子燃料處

置計畫，確保有效逹成處置計畫第一階段 (2017年 )目標，廣

邀國內核能、地質、水文、土木等領域之學者專家，針對

未來將提出之「 2017年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技術可行性評

估報告 (以下簡稱 SNFD2017報告 )」架構內容及其研發要項進

行研討，並逹成下列共識：  

(1) SNFD2017報告應逹成我國用過核子燃料處置計畫第一階

段之三項階段性目標，包括：  

 能否找到合適的花崗岩進行地質處置；  

 地質處置工程技術能力是否完備；  

 地質處置設施長期安全性之評估；並藉以增進民眾了

解我國用過核子燃料處置計畫發展情形。  

(2) SNFD2017報告應參考國外做法，規劃執行國際同儕審視

(peer review)，使報告的品質可以達到國際水準，並藉

以向國人展示我國是否具備處置場所及技術能力。  

(3) 鑑於我國與日本的地質環境相近，日本高放射性廢棄物

處 置 H12 報 告 (JNC, 2000)( 以 下 簡 稱 H12 報 告 ) 與 我 國

SNFD2017 報 告 階 段 相 當 [JNC: Japan Nuclear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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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Institute, 現 改 為 Japan Atomic Energy 

Agency (JAEA)]。 SNFD2017報告參照日本H12報告章節架

構及研發要項，可讓 SNFD2017報告順利與國際接軌，亦

有助於檢驗我國現階段處置技術發展情形，並釐清後續

技術發展方向。  

(4) SNFD2017報告應採任務目標導向，詳細規劃工作計畫項

目，並依工作計畫需要，核實編列所需經費，以確保最

終處置計畫第一階段目標之逹成。  

(5) 處置計畫應廣納國內專家的參與，提昇計畫的品質，藉

由計畫的推動，培養國內的專業能力。另亦應加強資訊

公開與公眾溝通事宜，以有效提升民眾對國內解決用過

核子燃料安全處置之信心。  

 
簡言之， SNFD2017報告將參照國際發展經驗，並依據

特性調查成果評估處置技術可行性，以作為下一階段「候選

場址評選與核定階段」(2018–2028)工作規劃之基礎，並做為

後續民眾溝通所需的基礎資料。  

台電公司於 2009年至 2017年持續進行現地調查及處置

技術研發工作。現地地質鑽探調查工作造成地方民眾之疑

慮，台電公司除配合處置計畫作業適時對外界及地方民眾

說明外，另進行其他可行替代地質調查、強化「處置技術的

研究發展」及「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之研發、積極尋求「國

際技術合作與交流」及「提升國內之技術能量」，俾於 2017

年底完成「 SNFD2017報告」及「候選場址的建議調查區域」，

並陳報主管機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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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

1986

1988

1991
1993

1998

1999

2004

1983
1978

核一廠開始運轉

我國核子反應器用過核燃料處理研究計畫書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

處置概念
初步研發階段

初期工作規劃階段

區域調查技術準備階段

調查實施與技術發展階段

放射性廢料管理辦法

1991年版全程工作規劃書

2002

2003

用過核子燃料
最終處置計畫書

 

圖 二-1：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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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處置場之建造與運轉試驗
•完成運轉執照之申請與取得

處置場建造階段

處置場設計
與安全分析評估階段

場址詳細
調查與試驗階段

候選場址
評選與核定階段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
調查與評估階段

處置場營運

2055

2005

2028

2017

2038

2044

•完成我國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並建議候選場址調查區域
•建立潛在處置母岩功能/安全評估技術

•完成申請建造許可所需的安全分析報告
•完成建築執照申請程序並取得建照

•完成場址可行性研究報告
•完成場址環境影響說明書

•完成候選場址的調查與評估並建議優先詳細調查之場址
•建立候選場址功能/安全評估技術

全程工作規劃
與各階段目標

 

圖 二-2：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全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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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各階段名稱、時程及目標一覽表 

2010年修正版 
階段名

稱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

與評估 
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 場址詳細調查與試驗 處置場設計與安全分析

評估 
處置場建造 

預定時

程 
2005~2017年 2018~2028年 2029~2038年 2039~2044年 2045~2055年 

主要目

標 
(1) 完成我國潛在處置母

岩特性調查與評估 
(1) 完成候選場址調查區

域的調查與評估並建

議優先詳細調查之場

址 

(1) 完成場址可行性研究

報告(FR) 
(1) 完成申請建造許可所

需的安全分析報告

(SAR) 

(1) 完成處置場之建造與

運轉試驗 

(2) 建立潛在處置母岩功

能/安全評估技術 
(2) 建立候選場址功能/安

全評估技術 
(2) 完成場址環境影響說

明書(EIS) 
(2) 完成建造執照申請程

序並取得建照 
(2) 完成運轉執照之申請

與取得 
          

重要里

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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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5年完成處置場概

念設計 
(1) 2033年完成場址地表

地質調查 
(1) 2043年完成安全分析

報告(SAR) 
(1) 2052年完成接收暫存

設施之建造及取得運

轉執照 

 (2) 2016年建立潛在處置

母岩功能/安全評估技

術 

(2) 2026年完成候選場址

之特性調查與評估 
(2) 2033年開始進行試驗

直井與地下試驗設施

規劃與建造 

(2) 2043年完成地下技術

驗證工作 
(2) 2054年完成處置場建

造與交通運輸設施 

 (3) 2017年提出我國用過

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技

術可行性評估報告 

(3) 2027年完成候選場址

功能/安全評估技術之

建立 

(3) 2036年完成處置場初

步設計 
(3) 2043年完成處置場及

接收暫存設施細部設

計與交通運輸規劃設

計 

(3) 2055年完成處置場運

轉執照之申請與取得 

 (4) 2017年提出候選場址

的建議調查區域 
(4) 2028年底提出優先詳

細調查的場址 
(4) 2037年完成場址可行

性研究報告(FR) 
(4) 2044年完成建造執照

申請程序並取得建照 
  

     (5) 2038年完成場址環境

影響說明書(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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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集中式乾式貯存 

考量上述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時程規劃可

能因民意接受度、土地取得等因素影響而導致時程推延，

未來該計畫進度無法如預期於 2028年評選出候選場址時，

台電公司將參照荷蘭、美國等之策略，適時啟動集中式乾

式貯存設施計畫，詳細說明如下：  

 

1.  國際經驗 

乾式貯存已廣為世界 22個國家的核能電廠所採用。目

前世界上的乾式貯存設施共有 123座，分布於歐洲、美洲、

亞洲及非洲共 22個國家，其中美國的乾式貯存設施已有 69

座，德國16座、加拿大有 7座、日本2座。  

美國首座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設施，位於維吉尼亞

州的  Surry核能電廠，自 1986年開始運轉至今 26年，美國核

管會已 核准 該乾 式貯 存設 施可 運 轉至 2046年 ，可 長達 60

年，顯示乾式貯存可靠性無虞。  

(1) 荷蘭  

荷蘭在 1984年決定將放射性廢棄物 (包括高放射性廢棄物

及低放射性廢棄物 )至少 100年，再進行以深層地質處置為

其營運策略。荷蘭放射性廢棄物之管理機構為 COVRA，

COVRA於 1999年在 Borssele地方興建 HABOG高放射性廢棄

物及用過核子燃料之集中式乾式貯存設施。HABOG的設計

壽命至少為 100年，可用來貯存未來 100年荷蘭用過核子燃

料再處理所產生的高放射性廢棄物，以及試驗用反應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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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實驗室所產生的用過核子燃料，並在貯存期間，進行

深地層處置之財務、技術、及社會準備，以備在貯存期間

完成後，可進行深地層處置。  

目前荷蘭的用過核子燃料先在廠內貯存一段期間後再運送

至國外進行再處理。其中 Borssele核電廠的用過核子燃料

是運至法國 La Hague進行再處理；已停機的Dodewaard核

電廠則是送至英國 Sellafield 再處理。再處理完後的高放

射性廢棄物，於 2004年開始運回荷蘭長期貯存，等待最終

處置。  

荷蘭認為此種策略至少有下列6種正面效應：  

 民眾對長期貯存之接受性高。一般民眾對於可由今日

社會進行實質管制比利用分析模式來證明深地層處置

沒有危險較有信心。  

 有 100年的期間可讓後端營運基金滋息達到廢棄物處

置所需費用之規模。  

 在 100年期間，國際上或區域上對於放射性廢棄物可

能找到共同的解決方法。未來藉由國際或區域合作將

更有經濟效益，同時可得到更高的安全標準及更可靠

的管制措施。  

 在 100年期間，部份會產生熱量的高放射性廢棄物將

已冷卻至無需再冷卻之程度。  

 在 100年期間，有大量的低放射性廢棄物將衰減至輻

射背景值以下之程度。  

 在 100年後，對於放射性廢棄物將有可能會出現突破

性的處理技術或營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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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國  

美國歐巴馬政府於 2010年決定停止內華達州（Nevada）的

尤卡山（Yucca Mountain）高放射性廢棄物 (用過核子燃料 )

最終處置計畫，該計畫是依據 1987年「核子廢棄物政策法」

（Amendment of Nuclear Waste Policy Act, NWPA）之修正

案所規劃，該修正案指定內華達州的尤卡山為最終處置計

畫之唯一候選場址，能源部依法進行場址特性調查、工程

細部設計及安全評估分析等，但是尤卡山計畫不能順利運

作，導致美國境內高放射性廢棄物無法適時進行處置。  

美國能源部於 2010年成立「美國核能未來發展專案委員會

（Blue Ribbon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uclear Future）」

（簡稱BRC委員會），針對上述情勢進行研究評估並提出建

議。BRC委員會報告所建議的 8項對策中，有關「高放射性

廢棄物 (用過核子燃料 )最終處置」及「集中式乾式貯存設施」

之規劃情形如下：  

 2048年完成高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設施。  

 2025年完成集中式乾式貯存設施  

BRC委員會認為發展集中式中期貯存設施，使美國聯邦政

府可以不受最終處置場開始營運時間的影響，而能陸續將

用過核子燃料從各核能電廠移放至集中式乾式貯存設施。  

 

2. 國內集中式乾式貯存設施規劃 

參考前述荷蘭、美國等之國際經驗，我國用過核子燃料

最終處置計畫執行過程中，如「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階段」

有所延遲，為預為因應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設施執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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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時最終處置場可能尚未啟用之情境，規劃於2029年啟動用

過核子燃料集中式乾式貯存設施計畫， 2038年確定場址並

完成環境影響評估， 2044年前完成興建啟用 (如圖二 -3)。此

計畫分成 9個主要執行階段來規劃，包括 :  場址評選 (含場址

調查 )、投資可行性評估與政府核准、環境影評估並確定場

址、乾式貯存設施發包 (含規範準備、發包、審標與決標 )、

乾式貯存設施細部設計與建造執照申請文件準備、建造執

照申請 (含安全分析報告審查 )、設備製造與貯存場施工 (含

相關附屬設施施工 )、試運轉與運轉執照申請 (含試運轉測

試 )、及運貯階段。各階段所需作業期間分述如下 (詳如表二

-2)：  

(1)  場址評選 (含場址調查 )： 4年  

(2)  投資可行性評估與政府核准：2年  

(3)  環境影響評估並確定場址： 3年  

(4)  乾式貯存設施發包 (含規範準備、發包、審標與決標 )：

1.5年  

(5)  乾式貯存設施細部設計與建造執照申請文件準備：1年  

(6)  建造執照申請 (含安全分析報告審查 )：1年  

(7)  設備製造與貯存設施施工 (含相關附屬設施施工 )： 2年  

(8)  試運轉與運轉執照申請 (含試運轉測試 )： 1年  

(9)  運貯階段：第 15年開始運轉  

如前述，荷蘭、美國等興建集中式乾式貯存設施主要係

為最終處置場未啟用前，用過核子燃料或高放射性廢棄物仍

維持安全貯存，而不是為取代最終處置場。另，依我國「高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高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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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最終處置應採深層地質處置，意即高放射性廢棄物

必須置放在地表下適當之深度 (國際上一般指地下 300至1000

公尺處 )與地質環境內，使能長期將放射性核種與生物圈安

全隔離。此外，相關法規對於乾式貯存設施與最終處置場

所要求之安全標準不同，故乾式貯存設施絕對不會變成「最

終處置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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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3：用過核子燃料長程處置計畫替代因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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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集中式乾式貯存設施興建計畫預定時程表 

項次 工  作  項   目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第6年 第7年 第8年 第9年 第10年 第11年 第12年 第13年 第14年 第15年 

1 
選址評選(含場址特

性調查)              
  

2 
投資可行性報告政

府核准(含可行性報

告準備) 
   

 
         

  

3 
完成環境影響評估

並確定場址 (兩階

段-環說與環評) 
     

 
       

  

4 
乾貯設施發包(含規

範準備、發包、審

標與決標) 
  

  
 
 
 

    
 

    
  

5 
細部設計與建造執

照申請文件準備 
         

 

   

  

6 
建造執照申請(含安

全分析報告審查)           
 

  
  

7 
設備製造與貯存場

施工(含相關附屬設

施施工) 
           

 
 

  

8 
試運轉與運轉執照

申請   
            

  

9 啟用              
  

註：乾貯設施發包規範準備作業係與環評階段平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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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境外處置 

放射性廢棄物之境外最終處置為我國「放射性物料管理

法」所明文許可，「放射性廢料管理方針」 (第八條 )之策略

說明：「放射性廢料之最終處置，採境內、境外並重原則，

積極推動；不論境外是否可行，仍應在境內覓妥處置場址

備用」。  

因國際合作處置的方式可使各國有較多之機會選擇更

適當之場址，且因場址由數國共用，國際上場址數目少，

在技術、環保及經濟上，可更有效地執行處置場之建造、

安全使用及監管，不但可以增加處置過程的透明度，還可

以降低核子擴散的可能性，有其潛在優點，國際原子能總

署、歐盟及中東地區等仍持續推動中。  

國際合作處置之方式包括用過核子燃料直接進行處置

及用過核子燃料經再處理後之高放射性廢棄物之最終處置。  

1. 再處理 

「再處理」是將用過核子燃料成分中約 97 %的鈾和鈽等

資源回收，製成所謂之「鈽鈾混合（Mixed Oxide, MOX）核

燃料」，供現有之輕水式核電廠重新使用，回收經玻璃固化

後之剩餘體積約為用過核子燃料直接處置體積之 1/5，等待

最終處置。  

法國、日本、俄國、印度、中國大陸、英國等核能國家

持續進行用過核子燃料再處理計畫；美國目前採取「直接最

終處置」策略進行規劃，但仍繼續從事先進再處理技術之研

發，保留未來進行再處理之選項，而韓國亦積極推動再處理

計畫中，該等國家主要是基於下列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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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再處理為核能資源之再利用：如前述，經由再處理所回

收的鈾和鈽可再製成核燃料元件，供核電廠重新使用。  

(2)  再處理後之高放射性廢棄物之體積大幅降低：用過核子

燃料經再處理將鈾及鈽回收後，剩餘廢棄物經玻璃固化

後為高放射性廢棄物，裝入不銹鋼罐進行貯存及最終處

置。其體積僅約為用過核子燃料直接處置體積之 1/5。  

(3)  再處理後之高放射性廢棄物之輻射強度大幅降低：若未

進行再處理，用過核子燃料經 20萬年後其輻射強度降至

與天然鈾礦同等的輻射強度；若以現行技術將用過核子

燃料進行再處理，產生之高放射性廢棄物經 1萬年後其

輻射強度降至天然鈾礦的相同等級；若採未來開發之先

進再處理技術，產生之高放射性廢棄物在 1千年內其輻

射強度就可降至天然鈾礦的等級。因此，與用過核子燃

料相較，經再處理後產生之高放射性廢棄物的輻射強度

降至環境背景值所需之衰變時間可大幅縮短其最終處置

場址之條件較為簡單。詳如圖二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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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4：用過核子燃料與再處理後高放射性廢棄物之相對輻射毒性

比較 

 

2. 國際合作處置 

2002年 2月，曾推動國際合作處置用過核子燃料或高放

射性廢棄物之組織及人士於瑞士 (Baden, Switzerland)成立

「區域及國際地下處置協會 (The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Underground Storage, ARIUS協會 )」，希望透過

非營利的合作方式，先行探討國際合作處置的可能性。   

嗣後，在 2003年，ARIUS協會及斯洛伐克 (S lovakia)在 2003

年 分 別 取 得 瑞 士 政 府 及 歐 盟 的 支 持 ， 共 同 成 立

SAPIERR(Support Action: Pilot Initiative for European Regional 

Repositories)計畫，探討在歐洲成立區域性最終處置場的技

術及法律可行性。  

此計畫指出在歐盟推動 25個國家級處置場並非經濟上

與安全上的最佳選擇。此計畫同時提議與 IAEA、俄羅斯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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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形成多邊合作關係來共同確保核能安全，高放射性廢棄

物的共同處置場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SAPIERR計畫於 2009年在布魯塞爾舉辦最後的座談會，

結果與會的 21個國家中有 14個國家提議組成歐洲處置場發

展 組 織 (European Repositor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ERDO) ， 為 了 這 個 目 的 ， 其 工 作 小 組 ERDO-WG(European 

Repositor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Working Group)在 2009

年初已經成立並運作中。此工作小組的工作目標是提供一

個平台給歐洲所有對於區域合作有興趣的國家進行討論，

讓這些國家決定是否成立以及何時成立 ERDO，換言之，

ERDO-WG存在的目的尚不在探討建造共同處置場的地質、

工程等技術性問題，而在於探討推動此種區域合作的可行

性。  

自 2009年成立後， ERDO-WG舉辦了許多會議進行各式

各樣的討論，目前已公布的 ERDO-WG討論文件內容主要包

含以下幾種主題：  

(1)  處置場選址策略；  

(2)  廢棄物管理組織的規模與形式；  

(3)  推廣活動；  

(4)  ERDO運作綱領；  

(5)  ERDO模式章程。  

 

中東地區與東南亞地區的區域合作  

近 幾 年 來 ARIUS 協 會 接 受 美 國 兩 個 慈 善 基 金 會 (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與 The Alfred P.  S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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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的贊助，因此有能力進行歐洲以外區域合作處

置可行性的研究。歐洲 ERDO模式之成功前提在於主管組織

(歐盟 )業已存在，因此各國之間談合作較為容易。ARIUS希

望循 ERDO的模式在其他區域推廣區域合作，經評估後目前

認為最具潛力的區域為阿拉伯灣 (波斯灣 )與東南亞。  

除了 ARIUS協會的努力外， 2012年 4月由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 (UAE)的核能管制聯邦總署 (Federal Authority for Nuclear 

Regulation, FANR)在阿布達比舉辦了一個初步的會議，主要

的參與者來自阿聯廢棄物處理與計畫組織。其中阿聯的核

電發展計畫是區域內最具活力的，也正式同意採用「雙軌」

策略來處理放射性廢棄物。所謂雙軌策略，即同時發展國

內放射性 廢棄物 處置計 畫與區 域 間放射性 廢棄物 處置 計

畫。 2012年 11月由AAEA(Arab Atomic Energy Agency)舉辦了

另 一 個 擴 大 會 議 ， 有 更 多 MENA(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的國家參與。  

3.  尋求境外處置機會  

綜合上述，國際原子能總署、歐盟及中東地區等持續推

動國際合作處置用過核子燃料或高放射性廢棄物。另，法、

日、英、俄、印度、中國大陸等國持續執行用過核子燃料再

處理策略，美、韓亦保留再處理選項。對我國而言，現階段

用過核子燃料再處理尚不具經濟性，但因其可大幅降低高

放射性廢棄物之體積及輻射強度，加上再處理後之高放射

性廢棄物可免除核子保防負擔 (因已不含鈾與鈽等核子物料 )

等優點，是我國尋求境外處置的選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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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過核子燃料之境外處置涉及核能安全與環境保護議

題，向為國際間關切之事項，具政治敏感性，宜由雙方政

府就運送 與接收 原則達 成協議 後 ，交由相 關權責 機構 執

行。台電公司為放射性廢棄物營運之執行機構，將密切追

蹤國際發展情形，尋求國際合作處置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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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語 

國內於 1986年開始進行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技術發展

及地質調查計畫，就已獲得之資料研判，由 SNFD2009報告

初步評估結果顯示，台灣確實存在潛在處置母岩，目前正

進行潛在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作業，已建立深層地質調查

分析及安全處置功能評估之初步技術與人力，以及彙整過

去研發成果於 2009提報「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初步技術可

行性評估報告」送原能會審查，並經原能會於 2010年准予核

備，達成 潛在處 置母岩 特性調 查 與評估階 段的第 一項 目

標。  

台 電 公司 依 法 將 持 續 推 展用 過 核 子 燃 料最 終 處 置 計

畫，預定於 2017年底提報「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技術可行

性評估報告」送主管機關審查，並預定於 2038年選定用過核

子燃料最終處置場址， 2055年完工啟用，與大部分核能發

電國家規劃於 2040年至 2065年間啟用其處置場相當。  

在推動境內處置計畫過程中，如於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

置計畫第二階段「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階段」結束時 (2028

年 )，若無法依時程順利提出候選場址，將規劃於 2029年啟

動「集中式乾式貯存設施」之場址選擇，  2038年確定場址

並完成環境影響評估，2044年前完成興建啟用，以及時因應

最終處置場啟用前，用過核子燃料維持安全貯存之需求。  

此外，台電公司在推動境內處置計畫之同時，將平行追

蹤國際用過核子燃料再處理及國際合作處置之發展，並尋求

參與國際合作處置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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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言之，台電公司將平行推動境內處置及境外處置，

以達成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之目標，並將在境內、外處置

計畫之推動過程中，定期檢討並視需要適時推動集中式乾式

貯存計畫，俾在最終處置場啟用前，維持用過核子燃料之安

全貯存以及確保乾式貯存設施不會成為最終處置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