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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海域計畫規劃分三階段支援跨部會平台

計畫期程及現況

國家海域計畫分階段扮演平台之科學技術支援角色



4

持續爭取計畫經費，確保技術完整銜接

計畫期程及現況

● 第一階段整備計畫已取得跨部會署科發基金補助，執行期程為110年7

月至111年12月。

● 第二階段擴大邀集農委會漁業署、水試所、交通部氣象局、海委會國

海院、衛福部食藥署，接續執行期程112年至115年之應對計畫，該

計畫已由行政院同意核備，112年度經費國科會已審議(原稱科技部)

。 共有五部會/七單位參與



放射性物質擴
散預報系統

所有數據公開透明
隨時更新正確資訊

建立背景基線數據庫
排放前後數據對比

透過模式擴大模擬

建立擴散潛勢預報

面對日本氚水排放事件，整備計畫共有三大執行目標：

資訊公開
輻射監測及
基線調查

整備計畫-Phas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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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重點為整備必要技術

目標及重點技術發展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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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放射性物質海域擴散海洋資訊平台
視覺化平台已於6月30日正式上線

執行進度

https://tworis.aec.gov.tw/

「放射性物質海域擴散海洋資訊平台」持續進行功能及資料更新，本季共增
加海水銫、生物氚檢測數據，合計1390筆。

日期 項目 細部說明

6/30
平台上線版本「V0」

(前季度進度)

平台上線基礎功能：
1. 首頁相關資訊。
2. 公告專區。
3. 互動地圖：監測數據、海流、魚場漁種。
4. 關係網站。
5. 常見問題。

8/29 網站伺服器搬遷
1. 因應資安等需求，網域整體搬移至合作廠商伺服器，互動地圖中的擴散模
擬考量未來數據傳輸需求留置於氣象局。

9/29 數據資料更新
1. 加入偵測中心歷年「海水銫」數據及核研所檢測國海院生態樣本之「生物
氚」數據，共計1390筆

2. 新增顯示檢測類別、取樣單位。

9/30 平台功能升級改版
1. 新增後台管理功能，後續上架管理改由核研所專人依照標準流程處理。
2. 新增部分國際關係網站

10/4 新增公告及影片
1. 依照原能會官網資料，匯入至今所有氚水相關的資訊公告項目，並新增「
氚偵螢現」科普介紹影片

https://tworis.ae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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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放射性物質海域擴散海洋資訊平台

執行進度

新增「樣本種類」及「取樣單位」之顯示

● 資訊公開平台網站於9月29日新增偵測

中心海水銫數據及核研所生物氚檢測

數據，目前監測資料共1390筆。

● 後續工作：

● 新增示警燈號顯示功能

● 新增氣象局執行之擴散趨勢分析結果

● 增加使用者操作導覽功能

● 增加MARIS國際海洋輻射資料

輻射監測數據及顯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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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放射性物質海域擴散海洋資訊平台

整併氚水事件至今的相關公告於平台當中，並加入近期包含生物氚實
驗室揭牌、舉辦海洋國際研討會、科普展覽之相關活動報導。

執行進度

公告內容及功能更新

生物氚實驗室活動報導

科普展覽「氚偵螢現」主題影片



(2) 放射性物質擴散預警系統(氣象局)

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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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日本福島之放射性物質海洋排放作業進行模擬分析，探討對台灣海域
的影響時間。

日本福島排放主要透過黑潮進行傳輸，黑潮主流主要有三種路徑模式，如下左
圖A、B、C。自2017年9月至今，主要為路徑B模式，此期間稱為黑潮大蜿蜒
時期，此時期因黑潮洋流較強，排放物主要隨黑潮洋流傳輸，較不受擴散影響。

以過去10年黑潮洋流歷史資料進行模擬分析，發現在非黑潮大蜿蜒時期，黑潮
洋流較弱，日本福島的排放物最快在約300天左右會因擴散影響傳輸到台灣海
域，如下右圖，而在黑潮大蜿蜒時期，所需的時間則更長。

黑潮在日本東岸流動模式示意圖(Qiu, 2019) 非大蜿蜒時期(2014年)歷史洋流分析探討對台灣海域的影響時間

A：沿日本東岸流動
B：以蜿蜒的形式流動，俗稱黑潮大蜿蜒
C：介於A、B兩者間的過渡狀態

時間(天)



(2) 放射性物質擴散預警系統(氣象局)

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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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日本福島之放射性物質海洋排放作業進行模擬分析，探討對台灣海域
的影響濃度。

 以2011年日本福島事故後，連續進行海洋排放的狀況進行模擬分析。

 以銫核種進行模擬分析，模擬時間為2011年3月1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排放時，日本福島電廠附近海
域的放射性物質活度濃度較高，
可達到每公升10貝克左右。

 隨著洋流的傳輸，約 3年後
(2015年3月)可達美國西海岸，
其濃度經稀釋為排放時約十萬
分之一。

 台灣周邊海域的放射性物質活
度濃度，經評估是低於銫核種
最低可偵測極限每公升0.5毫貝
克(0.5mBq/L)。

濃度(Bq/L)

最低可測極限 0.5 mBq/L

透過模擬分析探討日本福島之放射性物質海洋排放作業對台灣海域的影響時間
及濃度，結果顯示日本福島排放的放射性物質雖可能會隨海流傳輸至台灣海域，
但其放射性活度已低於儀器偵測極限，對台灣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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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第一間生物氚實驗室正式成立：

(3) 背景基線數據庫-生物氚檢測技術開發

執行進度

● 核研所於整備計畫發展生物氚檢測技術，成立國內首間生
物氚檢測實驗室，以保障國人飲食輻射安全。

生物氚檢測實驗室已於111年8月31日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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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點目前規劃，可因應112年各單位之檢測量能需求：

○ 9月29日核研所邀請食藥署、漁業署、國海院一同召開112年「生物氚檢測

量能討論會議」，並盤點現有量能予以因應112年之規劃項目。

(3) 背景基線數據庫-生物氚檢測技術開發

執行進度

取樣單位 樣品說明
數量(件/

年)
備註

漁業署 洄游魚樣本 240
另有4件遠洋
魚種檢測

食藥署
邊境及後市場抽

驗
100

國海院 沿岸生態系 144

小計 484

生物氚檢測量能：

• 組織自由水氚(TFWT)：採冷凍乾燥法，每台

冷乾燥機每年可檢測200件，111年先建置2

台，未來擬擴充至5台，總檢測量能每年

1,000件。

• 有機鍵結氚(OBT)：採高溫氧化燃燒法，每台

高溫氧化燃燒爐每年可檢測100件，111年先

建置2台，未來擬擴充至5台，總檢測量能每

年500件。
配合112年海洋應對計畫執行進行檢測
量能擴充(各單位送測量約500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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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背景基線數據庫-沿岸生態調查

執行進度

● 核研所/國海院生態樣本取樣及檢測：110年第四季與111年第一季生
態採集樣本之自由氚與有機鍵結氚檢測持續進行當中，目前檢測結果
皆為小於最低可測活度或海水背景範圍。

取樣時間
檢測數量

加馬核種 組織自由水氚 有機鍵結氚

110年第4季 36/36 36/36 5/5

111年第1季 36/36 18/36 5/5

111年第2季 36/36 16/36 1/5

111年第3季 5/36 0/36 0/5

111年第4季
(規劃取樣中)

0/36 0/36 0/5

分析結果
核種分析

加馬核種 組織自由水氚 有機鍵結氚

至111年第2季 <MDA~0.71 <MDA~0.47 <MDA

單位：貝克/公斤

*組織自由水氚 (Tissue Free Water Tritium，TFWT)
*有機鍵結氚 (Organically Bound Tritium，O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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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背景基線數據庫-海域監測浮標(國海院)

執行進度

● 國海院監測浮標已於7月完成佈放，經確認可確實掌握海水中加馬輻
射變化，並即時回傳監測數據。

由9月初「軒嵐諾」颱風期間的
監測結果顯示，因降雨使空氣中
天然核種214Bi(鉍)、214Pb(鉛)降
到海面，並由監測浮標偵測到，
同時未偵測到人造核種 137Cs
(銫 ,661KeV)，整體環境背景正
常。)

40K(鉀),1462 keV 214Bi(鉍), 609 keV
40K(鉀),1462 keV

214Bi(鉍), 1765 keV

214Pb(鉛), 352 keV



15

舉辦國際研討會

執行進度

● 原能會核研所於111年8月25日假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舉辦因應112年
日本福島核電廠含氚廢水排放之輻射擴散模擬與量測技術國際研討會

 與會的國內外專家共有8位，分別為海洋擴散模擬及

輻射檢測之專家，其中美國的Ken Buesseler博士曾

於2011年被《泰晤士高等教育》評選為十年間(2000-

2010)論文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海洋科學家；日本的津

旨大輔博士負責協助日本東京電力公司進行福島事件

放射性物質海流擴散模擬的分析研究；法國的Sabine

Charmasson博士更具備三十幾年的研究經驗。

 本次研討會共有原能會、核研所、輻射偵測中心、氣

象局、海委會、農委會、食藥署、台灣食品安全促進

協會、中研院、台灣大學和中山大學等單位合計11單

位共122位人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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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合三大目標持續執行技術開發

後續執行規劃

科普化/視覺化之資訊平台

放射性物質擴散之模擬預報系統

● 持續滾動更新資訊公開平台：
○ 在排放期間持續監測並更新數據
○ 依使用者建議進行平台的修訂，以提供更

直觀且友善的平台供國人查詢使用

● 開發「例行化擴散預報系統」，結
合資訊平台，以圖形化顯示污染物
造成之影響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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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執行規劃

完成海域氚背景調查

● 規劃構築密集監測點
● 跨部會協同取樣
● 原能會進行氚活度分析
● 建立海域氚背景數據庫

海域氚背景數據庫之建立可作為日本氚水

排放後，跨部會討論我國海域是否遭受衝擊的

重要科學證據

扣合三大目標持續執行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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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會合作達成守護我國海域之目標

結語

● 核研所將持續精進生物氚檢測技術

○ 迄今國海院送樣之沿岸生態系生物氚檢測結果皆無異常。

○ 生物氚實驗室已正式揭牌成立，並逐步擴充檢測相關量能當中，預

計可在112年配合食藥署、漁業署、國海院之採樣計畫，擴充至每

年500件。

● 持續更新資訊公開平台

○ 已完成「放射性物質海域擴散海洋資訊平台(TW-ORIS)」，並於本

季擴充海域輻射監測數據展示共1390筆。

○ 後續將持續站在民眾立場調整、擴充平台之資訊及功能，為民眾提

供整合式資訊查詢服務。



報告完畢、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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