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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會於 106年 4月 17日下午 4時接獲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烏

日啤酒廠通報遺失 1枚用於生產線之液位品質檢測的密封放射性物

質鋂-241，本會立即啟動應變處理機制並與該公司竭力搜尋，迅速

於次日下午 3時於新北市泰山區不銹鋼回收廠成功尋獲，發現時設

備完整，並未遭到破壞或拆卸，研判對接觸人員及環境無輻射安全

顧慮。 

本次遺失的放射性物質能迅速尋回，除了該公司竭力尋找與本

會積極應變處理外，亦驗證本會資訊化管制、預防性風險控管，與

完整通報協尋機制確實發揮功效。因前述機制的建立，該公司始得

於每月輻射源清點申報作業過程中發現本次放射性物質遺失狀況，

本會亦可在事件知悉的第一時間，以專業協助業者擬定處理方向。 

國內民生應用使用之輻射源數量係逐年增加，目前全國已有

30,000張輻射源證照，而本會輻安管制人力多年來僅維持 35人，

且無地方單位支援，惟本會仍積極採多重管制、分級管理的方法，

並藉助輻射安全資訊管制系統與跨部會的合作，推動預防性風險管

控，以將有限行政資源發揮最大管制效能，嚴密管制，為全民與環

境的輻射安全把關，以成為「全民的原能會」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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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件描述 

本會於 106年 4月 17日下午 4時接獲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烏

日啤酒廠(以下簡稱臺灣菸酒公司)通報：該公司依原能會每月射源

申報自主管理措施，進行例行輻射源清點盤查時，發現存放放射性

物質庫房內之啤酒液位控制設備相關組件疑似遭人員搬動，該公司

即緊急召開會議並委託輻射防護業者派員協助檢測後，確認短缺 1

枚密封放射性物質「鋂-241（Am-241）」，該公司立即展開全面清

查，以尋找該放射性物質之去向(庫房外觀照片如圖 1)。 

臺灣菸酒公司遺失之輻射源鋂-241屬本會列管的登記備查類輻

射源，按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的密封放射性物質分類屬第四類

射源(輻射風險分為五類，第一類風險最高、第五類風險最低)，風

險屬性定義為「不大可能有危險」等級。該射源係用於啤酒液位控

制，屬生產線品管之使用，當包裝完成的啤酒罐通過放射性物質的

所在位置時，藉由輻射線之穿透特性與偵測，可確認啤酒的液位無

過高或過低現象，此係國內常用於飲料工業品管中之輻射源(放射性

物質設置狀態如圖 2)。 

經初步了解，臺灣菸酒公司係清理放射性物質專用庫房時，將

該放射性物質液位控制設備併同其他無輻射源之液位檢查儀放置於

廢鐵暫存區，故廢鐵回收廠商誤將該設備以廢鐵清運離廠，以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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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進行例行清點時發現射源短缺，遂於 4月 17日以電話方式通知本

會。 

 

 

 

 

 

 

圖 1、臺灣菸酒公司之放射性物質專用庫房外觀 

圖 2、臺灣菸酒公司用於生產線品管之放射性物質設置狀態：當包

裝完成的啤酒罐通過放射性物質的所在位置時，藉由輻射線

之穿透特性與偵測，可確認啤酒的液位無過高或過低現象。 

 

 

密封放射性物質之設置位置 

密封放射性物質之設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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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處理過程與輻射安全評估 

本會接獲臺灣菸酒公司通報後，除要求該公司持續搜尋、調查

其遺失放射性物質之可能流向，並旋即展開本會應變處理機制，包

括資料收集、訊息週知準備、專業研判、現場指揮調度與國際案件

研析，各項目詳述如下： 

(一) 資料收集 

為掌握該枚遺失放射性物質之資訊，本會立即查詢輻射安

全資訊管制系統，調閱包含該放射性物質密封裝置之外觀、輻

射劑量率等資訊，以為接續搜尋與訊息週知準備之參考。 

(二) 訊息週知準備 

為避免遺失之放射性物質流入鋼鐵熔煉廠，本會已為訊息

週知預作準備，若射源短期內尋找未果，將立即啟動訊息週知

機制，請鋼鐵廠與各界一同協尋，以期儘早尋獲並防杜輻射鋼

筋事件再度發生。 

(三) 專業研判 

除已充分掌握該射源基本資訊外，本會立即指派同仁赴現

場進行調查，惟現場搜尋並無所獲。現場處理同仁即從過去相

關處理經驗與專業研判，並由其他類似之放射性物質裝置，獲

知該密封裝置容器外觀應屬不銹鋼材質，由於該材質於廢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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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回收價格甚高於一般廢鐵 (不銹鋼回收價格約為 28元/公

斤；廢鐵回收價格約為 4.4元/公斤)，故研判遺失之放射性物

質可能流向不銹鋼回收廠，與臺灣菸酒公司討論後，即鎖定與

酒廠配合之南北兩地不銹鋼回收廠，為清查重點。 

此外對於搜查人員執行任務可能造成之劑量影響，本會也

預作相關的輻射安全評估與劑量分析，以提供搜尋人員識別及

參考使用。經評估該放射性物質裝置若經外力破壞，即使放射

性物質裸露，可能對接近人員有輻射影響，但不致造成急性生

物效應(相關照片如圖 3、輻射安全評估結果如附件一) 。 

 

 

 

圖 3、同型射源裝置之相關照片 

c、同型密封放射性物質之外觀近照
(即 b圖之紅色處) 

a、同型射源裝置外殼完整之外觀照片 

b、同型射源裝置之不銹鋼外殼被
拆卸之外觀照片 

d、同型射源裝置之不銹鋼外殼被
拆卸之表面劑量率偵測照片 

密封放射性物質之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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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現場指揮調度 

經過前述的專業研判，本會鎖定該枚放射性物質可能流向

高雄市大寮區或新北市泰山區之不銹鋼回收廠，本會除責成臺

灣菸酒公司派員前往搜尋，以及聯繫相關經手人與廢鐵回收業

者停止轉銷行為。本會同時加派同仁以及協調輻射偵測中心派

員，分別攜專業輻射度量儀器，就近前往前述回收廠協助搜

尋，並提供輻射防護專業建議。  

(五) 國際案件研析 

為防範射源流入鋼鐵廠造成誤熔，在搜尋遺失放射性物質

之同時，本會亦查閱國際間類似案件的報告。國際報告研析顯

示，若放射性物質鋂-241不慎流入鋼鐵熔煉廠，依其物理特性

不會熔入鋼筋，不會造成輻射鋼筋事件。其中約有 99%的鋂-241

會沉積於爐渣中、1%會以粉塵的型式短暫懸浮，然而懸浮的粉

塵通常會跟其他物質一起被抑塵裝置或過濾系統捕捉。 

經由臺灣菸酒公司竭力尋找與本會專業處置及積極應變，該枚

遺失之放射性物質於 4月 18日下午 3時於新北市泰山區不銹鋼回收

廠成功尋獲。該放射性物質裝置完整，未遭破壞或拆卸，其裝置表

面之輻射劑量率介於 0.2-0.4微西弗/小時之間，與同類型放射性物質

裝置正常情況相當，無破損及洩漏狀況，前述劑量率屬一般環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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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劑量管制值(0.5微西弗/小時)內，研判對接觸人員及環境，無輻射

安全顧慮(尋獲放射性物質之相關照片如圖 4) 。 

 

 

 

 

 

 

 

 

圖 4、尋獲放射性物質之相關照片 

 

 

a、該射源裝置於回收的

廢不銹鋼堆中被尋獲 b、該射源裝置外觀完整 

c、該射源裝置之表面劑量量測照片 1 d、該射源裝置之表面劑量量測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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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輻射源管理機制說明 

    國內民生應用使用之輻射源數量逐年增加，目前計有 12,000家

輻射源使用業者、合計 30,000張輻射源證照(我國輻射源數量增長

情形與分布現況如附件二)，而本會輻安管制人力多年來僅維持 35

人，且無地方單位支援，為了防止輻射意外與污染事件發生，或一

旦發生相關事件，可將事件所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本會對輻射源

採多重管制、分級管理的方法，並推動預防性風險管控制度，期將

有限行政資源，發揮最大管制效能，謹將本會輻射源管理機制分述

如下： 

(一) 輻射源分級管理，風險有效管控 

    將輻射源依其產生的輻射能量或活度，區分為許可類（能

量或活度較高）與登記備查類（能量或活度較低），進行分級管

理。對於許可類輻射源，我們採取多階段審查及使用前現場檢

查，對於登記備查類輻射源，我們則採取一階段審查及抽查管

制的方式，透過分級管理機制的建立，可將人力投入高風險輻

射源管理，確保輻射源與使用者、大眾及環境之輻射安全。 

(二) 輻射雲化建構，輻射源動態掌握 

本會對輻射源的管制採從搖籃到墳墓的嚴謹管制機制，為

提升管制效能、提供便民的申辦查詢服務，自 92年起便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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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系統，協助本會進行證照審核、資料勾稽與動向追蹤等即

時的安全控管。經歷年不斷的精進，相關的審查管制功能持續

擴充，目前所有輻射源的申辦審查均已全面採網路作業。 

(三) 預防風險控管，跨部合作監控 

本會的管制系統已與財政部關務署的通關系統密切整合，

同步輻射源的進出口管制資料。另外，本會亦建立放射性物質

每月定期網路申報機制、結合與經濟部商業司的停歇業商工登

記資料庫介接，每日進行停歇業業者的比對，並透過與經濟部

工業局及各縣市政府之間作業流程的整合，掌握有潛在風險的

輻射源動向，進行預防性的風險控管。 

(四) 完整通報機制，全面協尋網絡 

針對放射性物質遺失或遭竊的情況，本會除依法要求業者

立即通知，並訂定後續派員檢查、事故調查分析與提出報告之

規範。另外對於無法立刻尋回之放射性物質，本會亦將啟動協

尋機制，透過大眾媒體的協助，配合獎金提供等方式，以期有

助於儘早尋回放射性物質，並將輻射造成的傷害降至最低。 

(五) 完備鋼鐵偵檢，防範射源誤熔 

為杜絕鋼鐵建材製品遭受輻射污染，本會已依法要求國內

設有熔煉爐之 18家鋼鐵業者設置車輛門框輻射偵檢器，對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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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的原料、產品及爐渣等廢棄物均實施自動化輻射偵檢，確

保出廠的鋼鐵產品與爐渣等均未受到輻射污染。另外，透過外

交管道及跨部會合作，已建立進出口輻射異常物的通報機制，

更進一步杜絕國外輻射源進入鋼鐵生產製程。 

 

本次遺失的放射性物質能迅速尋回，係驗證本會資訊化管制、

預防性風險控管，與完整通報協尋機制發揮了功效。由於預防性風

險控管與通報機制的建立，使業者可於每月輻射源清點申報作業過

程中發現本次輻射源遺失狀況，本會亦可在事件知悉的第一時間，

以專業協助業者擬定後續處理方向。另外透過資訊化管制系統，本

會與業者均可即時掌握輻射源的詳細資料，有助於後續射源尋找與

確認。此外，另有完善鋼鐵偵檢制度做為最後防備，一旦射源流入

鋼鐵廠，透過嚴密偵檢防範制度，於進廠、熔煉取樣與出口三層偵

檢機制監測，有效杜絕輻射鋼筋事件再度發生，為全民安全做好把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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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後續處理與精進方向 

(一) 後續處理 

本案後續除依法要求臺灣菸酒公司完成事件調查、提出報告，

以及進行相關違規事項的調查與處理。因烏日啤酒廠未依規定辦理

放射性物質停止使用，已違反輻防法第 29條第 5項授權訂定「放射

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其輻射作業管理辦法」第 35條第 1

項規定「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需停止使用者，設施經

營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可發

生游離輻射設備審查合格後，發給停用許可；放射性物質審查及檢

查合格後，發給停用許可：...」，依同法第 43條第 4款規定「未依

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經同意登記，擅自進行輻射作業」者，處新

臺幣 10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經本會 106年 8月 31日違規案

件審議小組第 61次會議審議結果：考量烏日啤酒廠於案後竭力搜尋

且已尋回遺失之放射性物質，並積極檢討改善，業已向本會申請辦

理永久停止使用及報廢程序，因初次違規且主動配合調查、態度良

好，裁處烏日啤酒廠最低罰鍰額度新臺幣 10萬元，該廠已於 106年

12月 15日繳納罰緩後結案。 

(二) 精進方向 

本會亦規劃後續精進方向，以期防杜相關事件的發生、降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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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發生後所造成的影響。依照對象類別，各規劃不同的精進措施如

下： 

1. 輻射源所有者(設施經營者) 

本會將更為嚴格要求各設施經營者確實依核准之證照內

容使用、保存、管理輻射源，並加強相關法規與標準作業程

序、通報程序之宣導及本案的經驗回饋，落實自主管理機

制。 

2. 其他利害關係人 

對於輻射源遺失、遭竊等事件發生可能影響的利害關係

人，例如鋼鐵廠、回收業者等，本會已定期辦理輻射安全研

習活動，未來會持續辦理，並會融入本案處理經驗，強化通

報程序，以助輻射源的加速尋回。 

3. 原能會 

本會對於輻射源的管制，已採多元、多重及預防性風險

控管機制，未來將更加強化相關經驗交流，採更為多元的方

式，除透過檢查、研習的方式，亦持續與教育單位合作，並

結合本會發行宣傳之刊物、社群媒體等管道，或跑馬燈、宣

傳品的登載等，多加傳播輻射識別標誌與通報機制等科普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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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輻射民生應用的範圍越來越廣，國內輻射源的數量日漸

增加，目前計有 30,000張輻射源證照，相較於 5年前，已增加近

4,000張輻射源證照，但本會的輻安管制人力多年來僅維持 35人，

且無地方單位支援。而本會在人力預算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仍盡力

完備管制體系，積極運用資訊管制系統，對輻射源進行多重管制、

分級管理，並推動預防性風險管制制度。未來，本會仍謹守管制專

業，不論核電廠或民生應用的輻射源，均嚴密相關安全管制作業，

持續為全民與環境的輻射安全把關，努力完備成為「全民的原能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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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本案輻射安全評估結果 

同類型放射性物質(鋂-241)裝置之輻射劑量率與輻射安全評估結果 

項

次 
放射性物質裝置狀態 輻射劑量率 輻射安全影響 

1 
裝置完整，未經破壞

或拆卸 

0.15-0.42 

微西弗/小時 

劑量率小於一般環境區之管

制限值(0.5微西弗/小時)，

無輻射安全影響。 

2 
裝置之不銹鋼外殼經

破壞或拆卸 

0.95-1.05 

微西弗/小時 

劑量率略高於一般環境區之

管制限值，對環境及人員之

輻射安全影響甚微。 

3 

裝置經外力完全破

壞，致放射性物質裸

露  

a. 距裸射源 1公

尺處：13.4  

微西弗/小時 

b. 距裸射源 30公

分處：149   

微西弗/小時 

劑量率較高，對於接近人員

可能有輻射影響，但不致產

生立即輻射生物效應。 

備註 1：本案及其同類型放射性物質係指放射性核種為鋂-241、活

度 100毫居里、使用於飲料工廠生產線之液位品質檢測之放

射性物質。 

備註 2：鋂-241放射性核種以阿伐粒子衰變為主，同時伴隨低能量

(59.5keV)光子輻射的產生。 

備註 3：項次 1與項次 2之輻射劑量率係實際量測所得，項次 3之

輻射劑量率係由放射性活度推估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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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我國輻射源數量增長情形與分布現況 

(a)我國輻射源數量增長情形與管制人力數量統計 

 

 

 

 

 

 

 

 

 



第 16 頁/共 15頁 

 

(b) 我國輻射源分佈現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