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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06 年 4 月 7 日起核三廠 2 號機停機開始進行第 23 次大修作業，4 月

26 日執行 C11 控制棒驅動軸檢查，當使用工具吊起該驅動軸約 2 呎高時，

發生工具與驅動軸脫離，驅動軸滑落至控制棒導管內。核三廠連繫西屋公

司提供抗高輻射水底攝影機協助檢查，5 月 3 日檢查發現控制棒導管之停駐

凸緣(Parking Ledge)輕微側向變形，台電公司決定更換該段導管。 

本次事件屬大修期間非預期之設備受損，未涉及核能安全或輻射外釋

疑慮，為確保作業品質，原能會要求核三廠應先完成事件肇因釐清及改善

措施研擬，才得進行導管更換作業。 

其後原能會召開兩次檢討會議，並要求台電公司依會議討論結果提送

報告，台電公司遂提出「核三廠二號機控制棒 C11 驅動軸鬆脫肇因分析與

下導管更換計畫」送審。報告內容包含前言、控制棒導管簡介、發現暨處

理過程說明、國外及以往類似案例、肇因分析及改善措施、更換作業、時

程規劃、核安與輻安的影響、品保稽查計畫等。 

因應事件處理需求，由原能會核能管制處及輻射防護處組成專案小組

進行審查，並派遣視察團隊至核三廠查證肇因驗證與 C11 下導管修理更換

作業準備情形等。 

依據報告審查及現場視察結果，完成本份「核三廠二號機控制棒 C11

驅動軸鬆脫肇因分析與下導管更換計畫」安全評估報告，審查結論為台電

公司已針對本次事件提出肇因及改善措施，更換作業亦有適當規劃，整體

作法經原能會審查可以接受，遂同意核三廠可開始依計畫執行更換作業。

原能會後續也將責成視察員查證修理作業執行情形，並將修理結果納入 2

號機大修再起動審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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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三廠二號機控制棒 C11 驅動軸鬆脫肇因分析 

與下導管更換計畫」 

安全評估報告 

 

第一章 前言 

一、概述 

106 年 4 月 7 日起核三廠 2 號機解聯停機開始進行第 23 次大修作業，4

月 26 日於更換燃料池執行 C11 控制棒驅動軸檢查，當使用工具吊起該驅動

軸約 2 呎高時，發生工具與驅動軸脫離，驅動軸滑落至控制棒導管內。核

三廠連繫西屋公司提供抗高輻射水底攝影機協助檢查，5 月 3 日檢查發現控

制棒導管之停駐凸緣(Parking Ledge)輕微側向變形，台電公司決定更換該段

導管，並依「核子反應器設施停止運轉後再起動管制辦法」通報本會。 

原能會駐廠人員首先確認此次事件無核能安全或輻射外釋疑慮，屬大

修期間非預期設備受損，惟增加額外更換作業，影響既定大修工期。為確

保後續作業品質，原能會並要求核三廠應暫停現場作業，於完成事件肇因

釐清及研擬改善措施，經審查同意後才得進行更換作業。 

台電公司依原能會要求提出「核三廠二號機控制棒 C11 驅動軸鬆脫肇

因分析與下導管更換計畫」，內容包含前言、控制棒導管簡介、發現暨處理

過程說明、國外及以往類似案例、肇因分析及改善措施、更換作業、時程

規劃、核安與輻安的影響、品保稽查計畫等。原能會由核能管制處及輻射

防護處組成專案小組進行審查，並派遣視察團隊至核三廠查證肇因驗證與

下導管修理更換作業準備情形等，依據審查及視察結果完成本份安全評估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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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能會事件處理過程 

(一)5 月 3 日駐廠視察員回報，當日大修會議提及核三廠新增 C11 控制棒

下導管更換作業，將影響原訂 5 月 17 日結束之大修工期。同日台電

公司亦依「核子反應器設施停止運轉後再起動管制辦法」向原能會進

行通報。 

(二)當日視察員首先確認機組停機狀況未受影響，本次事件為大修期間設

備組件受損，並未影響反應器安全亦不涉及輻射外洩。同時原能會即

要求電廠暫停現場相關檢查作業，必須先釐清肇因及提出改善措施

等。 

(三)5 月 5 日原能會發文要求台電公司進行事件檢討說明，項目如下： 

1. 事件始末。 

2. 控制棒驅動軸與 RCCA 間 Latch/Unlatch 之正常操作方式。 

3. 本次事件操作方式與前項之差異，以及程序書 1316 執行情形。 

4. 本次事件肇因分析、影響評估及改善措施。 

5. 修復計畫(含預估時程、廠家過去類似經驗)及品保措施。 

6. 國外案例與處置方式。 

(四)5 月 10 日原能會召開第一次檢討會議，會中台電公司報告前述要求項

目。有關事件肇因，初步研判為工具軸套磨損粗糙，導致連結(Latch)

時未確實達到定位，工具抓勾無法扣住驅動軸凹槽，導致驅動軸吊起

後滑落。原能會審查小組要求肇因推定應有更詳盡之論述或證據，並

獲得原廠家西屋公司之認同。 

(五)5 月 11 日駐廠視察員查證 C11 驅動軸外表面檢查作業，確認表面上有

3 道痕跡，另查證電廠現存控制棒驅動軸備品共有 8 支。 

(六)5 月 16 日原能會召開第二次檢討會議，台電公司答覆 5 月 10 日會議

意見並進一步說明肇因探討結果。原能會審查小組要求台電公司依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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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檢討會議內容及審查意見正式提出報告。 

(七) 5 月 17 日台電公司提出「核三廠二號機控制棒 C11 驅動軸鬆脫肇因

分析與下導管更換計畫(第 1 版)」，原能會審查小組提出審查意見。 

(八)5 月 17-18 日原能會視察團隊至核三廠執行現場查證，主要視察項目

為肇因驗證與 C11 下導管更換作業準備情形。 

(九) 5 月 19 日台電公司提出修訂之「核三廠二號機控制棒 C11 驅動軸鬆

脫肇因分析與下導管更換計畫(第 2 版)」，原能會完成審查作業及安

全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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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事件影響評估 

一、概述 

4 月 26 日核三廠執行 C11 控制棒驅動軸檢查，當使用工具吊起該驅動

軸約 2 呎高時，發生工具與驅動軸脫離。驅動軸滑落至控制棒導管內，造

成下導管之停駐凸緣(Parking Ledge)輕微側向變形。台電公司提送之「核三

廠二號機控制棒 C11 驅動軸鬆脫肇因分析與下導管更換計畫」第捌章討論

此事件關於核安與輻安之影響。本章目的係對此部分內容進行評估。 

台電公司相關說明摘述如下： 

(一)核能安全影響討論 

4 月 26 日檢查驅動軸係於反應器廠房更換燃料池下池(上內部組件置

放架處)進行，而反應爐 157 束燃料及 52 根控制棒係於 4 月 16 日已移至

燃料廠房用過燃料池存放，因此事件當時與核燃料或控制棒沒有關連。 

驅動軸吊起 2 呎時仍在導管內部，滑落碰撞發生於下導管之停駐凸緣

與驅動軸之停駐凸緣處，核三廠規劃於大修期間完成下導管與驅動軸之更

換。恢復正常運轉前，將執行拉力測試確認控制棒抽出過程無不正常之阻

礙，並執行控制棒掉落時間測量，確認控制棒插入時間符合要求。 

 

(二)輻射安全影響討論 

如上所述，驅動軸滑落處與核燃料沒有關連，故不影響燃料護套完整

性，對於工作人員沒有意外輻射曝露之疑慮。 

針對後續作業工作劑量之管理，對於劑量較高之「吊運及貯放」作業，

將以鉛屏蔽桶作為運送容器，並執行運送模擬訓練，以降低過程之不確定

度。 

 

二、審查評估 

5 月 4 日駐廠視察員查證 2 號機大修工作紀錄，確認事件發生時爐心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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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已完全移至用過燃料池，故事件不影響燃料完整性，沒有核安或輻安影

響。 

 

三、小結 

綜合以上之敘述，原能會審查小組對於「核三廠二號機控制棒 C11 驅

動軸鬆脫肇因分析與下導管更換計畫」第捌章核安與輻安的影響，達成以

下結論： 

(一)106 年 4 月 26 日核三廠 2 號機 C11 控制棒驅動軸滑落事件，沒有核

能安全或輻射安全之疑慮。 

(二)綜合報告內容審查及視察查證結果，原能會審查小組認為台電公司報

告之本章內容合理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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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肇因分析及改善措施 

一、概述 

台電公司因應本會要求提送之「核三廠二號機控制棒 C11 驅動軸鬆脫

肇因分析與下導管更換計畫」第伍章係說明本案之肇因分析及改善措施。

本章目的係對此部分內容進行評估。 

台電公司相關說明摘述如下： 

 (一) 工具與作業流程說明： 

4 月 26 日使用工具吊起 C11 控制棒驅動軸進行檢查，當提昇驅動軸

約 2 呎高時發生驅動軸滑落事件。此工具係「控制棒驅動軸脫扣工具」之

簡稱（圖 3-1），其功能為執行控制棒與驅動軸間之嚙合(couple)或脫離

(uncouple)。 

驅動軸吊起作業流程，係將工具由上往下降套進驅動軸，經由確認上

方荷重秤指示歸零，代表工具已完全下降座於驅動軸，相對位置已定位。

此時工作人員執行連結(Latch)操作，工具之外套環下移，將 2 號抓勾(共 3

只)推入驅動軸之凹槽扣住，便可以吊車吊昇工具及驅動軸（圖 3-2）。 

工具下降座於驅動軸過程中，工具的嵌入軸套(Finger Housing Insert)

設計上會插入驅動軸與心軸(Disconnect Rod Assembly)間之縫隙，將

Button Retainer 撐開(註：Button Retainer 功能係在運轉時限制心軸上移，

避免驅動軸與控制棒脫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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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控制棒驅動軸脫扣工具 

 

 

圖 3-2 脫扣工具與驅動軸正常連結 

 

(二)肇因分析 

4 月 26 日執行 C11 控制棒驅動軸檢查，當使用工具吊起該驅動軸約

2 呎高時，發生工具與驅動軸脫離，3 個可能肇因如下： 

1.可能肇因一：工具下降過程未能到達定位，2 號抓勾亦未能移至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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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凹槽處。當操作工具連結(Latch)驅動軸時，工具之外套環僅能下移

部分行程，部分壓住 2 號抓勾(圖 3-3)。2 號抓勾與驅動軸之摩擦力足

以將驅動軸吊起，但吊升過程摩擦阻力因驅動軸接觸導管內之導引板

而改變，當驅動軸重量加上磨擦阻力總合大於抓勾之夾持力時，造成

驅動軸滑脫。滑脫後之驅動軸經檢視有刮痕(圖 3-4)。 

 

 

圖 3-3 脫扣工具與驅動軸未正確定位時，執行連結之狀態 

 

 

圖 3-4 驅動軸凹槽上端之刮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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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下降時，嵌入軸套為最先接觸驅動軸之組件，此部分若有異常卡

住，則上方荷重秤可能指示歸零，但工具卻未能降至定位，故障原因

可能有三： 

(1)原因一：嵌入軸套磨損粗糙，頂到 Button Retainer，無法順利插入

Button Retainer 之內側。 

(2)原因二：嵌入軸套受驅動軸與心軸內側異物阻礙。 

(3)原因三：Button Retainer 故障卡住，無法撐開。 

2.可能肇因二：工具定位正確，但 2 號抓勾內側有磨損，導致雖外套環

下壓至定位，但因抓勾與驅動軸凹槽間隙過大，無法發揮扣住功能，

導致吊起時驅動軸滑脫。 

3.可能原因三：工具定位正確，但操作時誤碰觸或操作錯誤，於吊升時

工具轉為未連結(Unlatch)狀態，導致驅動軸滑脫。 

台電公司評估此次事件最可能之原因為上述可能肇因一。 

 

(三)改善措施 

4 月 26 日核三廠執行 C11 控制棒驅動軸檢查，當使用工具吊起該驅

動軸約 2 呎高時，發生工具與驅動軸脫離。驅動軸滑落至控制棒導管內，

造成下導管之停駐凸緣(Parking Ledge)輕微側向變形。事件肇因評估為工

具下降過程未能到達定位，未能定位之可能原因為嵌入軸套磨損粗糙，台

電公司提出之改善措施如下： 

1.針對 C11 控制棒下導管停駐凸緣變形，委託西屋公司更換該支下導

管。 

2.針對 C11 控制棒驅動軸停駐凸緣刮損，以廠內備品更換整支驅動軸。 

3.針對工具與驅動軸連結定位程序未盡完備，增加作業前以水底攝影機

檢查驅動軸頂部異物，以及連結時以水底攝影機確認工具外套環行程

到達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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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針對嵌入軸套磨損粗糙，進行嵌入套環表面整理，確認粗糙度符合標

準；另將增訂工具維護程序書，與研議採購新型工具等。 

 

二、審查評估 

(一)5 月 10 日會議台電公司提出工具與驅動軸脫離事件最可能為肇因一

之原因一，即工具之嵌入軸套磨損粗糙，導致下降過程無法定位。原

能會審查小組認為台電公司推論應再徵詢原廠家看法。台電公司與廠

家聯繫後，於 5 月 16 日會議說明廠家認同前述是一種可能情境，但

廠家提出另兩種情境：(1)異物入侵驅動軸與心軸內側空間，與

(2)Button Retainer 故障，此即上述原因二與原因三，故一併納入事件

肇因探討。 

(二)針對原因二嵌入軸套受驅動軸與心軸內側異物阻礙之可能性，廠家建

議進行檢查。台電公司以內視鏡檢查驅動軸與心軸間隙，除有一處類

似水面灰塵外，未發現異物。5 月 18 日原能會視察團隊檢視錄影紀

錄，確認未有明顯阻礙物。 

(三)針對原因三 Button Retainer 故障卡住之可能性，廠家建議以測試軸套

進行驗證。台電公司遂製作一個測試軸套，分別於新驅動軸及 C11

驅動軸測試插入情形，發現撐開 Button Retainer 之阻力未有明顯異常。

5月17日原能會視察團隊至現場查證測試軸套插入C11驅動軸過程，

並未觀察到異常卡住現象。 

(四)針對可能肇因二 2 號抓勾內側有磨損之可能性，台電公司實際以測試

軸驗證，當 2 號抓勾順利扣入驅動軸凹槽時，夾持穩固無法取出。5

月 17 日原能會視察團隊查看 3 只 2 號抓勾狀況，確認僅有輕微磨損

痕跡。 

(五)針對可能肇因三操作時誤碰觸或操作錯誤之可能性，5 月 17 日原能會

視察團隊實際查證「操作閥」結構，確認設計上有彈簧鎖扣，操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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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抓起該鎖扣才能移動操作閥，不會因誤碰觸而移位。 

(六)經過上述驗證排除後，僅剩原因一嵌入軸套磨損粗糙為可能原因。原

能會審查小組詢問台電公司能否實際驗證，台電公司答覆無法測試重

現故障狀況，且事件後進行工具檢修作業，已將嵌入軸套整理修平。 

(七)根據驅動軸凹槽上端之刮痕(圖 3-4)，合理認為形成原因為滑落時與 2

號抓勾相摩擦所造成，顯示工具與驅動軸在執行連結(Latch)時未能確

實定位；至於未能定位之原因經排除後僅剩原因一嵌入軸套磨損粗糙，

導致頂到或卡到 Button Retainer。因台電公司未能重現故障狀況，因

此原能會審查小組認為改正措施必須有能夠確認工具與驅動軸連結

(Latch)時定位正確性之作法，以涵括所有可能情境。 

(八)針對工具下降過程未能到達定位卻無法於事前防範，5 月 17 日原能會

視察團隊查證廠家工具指引，確認工具與驅動軸間之嚙合(couple)或

脫離(uncouple)操作，均係以「荷重秤指示重量歸零」作為確認之方

法，此與核三廠程序書 1316 內容一致。根據第(七)項之討論，4 月

26 日確實發生工具未能定位之情事，顯示作業程序仍有未盡完備

處。 

(九)進行前項查證時，原能會視察團隊另發現電廠程序書 1316 內容有若

干缺失，舉例如下：(1)工具重量值前後敘述不一致。(2)部分脫離

(uncouple)步驟與廠家說明書不一致。視察團隊評估上述缺失與 4 月

26 日事件無關，後續將要求檢討改善。 

(十)針對事件之改善措施，原能會審查小組要求完整採納廠家建議事項或

評估適用性。台電公司提送之「核三廠二號機控制棒 C11 驅動軸鬆

脫肇因分析與下導管更換計畫」已完整納入。 

(十一)因應第(七)項改正措施之要求，即須有能夠確認工具與驅動軸連結

(Latch)時定位正確性之作法，原能會審查小組評估台電公司以增加水



 12

底攝影機，於連結時確認工具外套環行程之步驟應屬有效。核三廠已

承諾將修訂 1316 程序書，未來執行控制棒與驅動軸間之連結(Latch)

時均將執行此改正步驟。 

 

三、小結 

綜合以上之敘述，原能會審查小組對於「核三廠二號機控制棒 C11 驅

動軸鬆脫肇因分析與下導管更換計畫」第伍章肇因分析及改善措施，達成

以下結論： 

(一)4 月 26 日 C11 控制棒驅動軸與工具脫離事件，肇因為工具與驅動軸

連結過程未能到達定位，未能定位之最可能原因為嵌入軸套磨損粗糙，

在插入驅動軸與心軸間隙時，頂到或卡到 Button Retainer，合理可接

受。 

(二)針對肇因之改善，未來執行控制棒與驅動軸間之連結(Latch)時均將以

水底攝影機確認工具外套環行程，此方式應屬有效之作法。 

(三)綜合報告內容審查及視察查證結果，原能會審查小組認為台電公司報

告之本章內容合理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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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更換作業 

一、概述 

4 月 26 日核三廠執行 C11 控制棒驅動軸檢查，當使用工具吊起該驅動

軸約 2 呎高時，發生工具與驅動軸脫離滑落至控制棒導管內，造成下導管

之停駐凸緣輕微側向變形，核三廠委託西屋公司更換下導管。台電公司提

送之「核三廠二號機控制棒 C11 驅動軸鬆脫肇因分析與下導管更換計畫」

第陸章說明更換作業執行方式，第柒章說明規劃於大修期間完成更換作業。

本章目的係對此部分內容進行評估。 

台電公司相關說明摘述如下： 

(一)更換作業先備條件：包括更換燃料池在高水位、上內部組件移至更換

燃料池、作業前移除 C11 驅動軸、確認極式吊車及更換燃料台車可

用性、確認機具所需之氣源/電源等，均依西屋公司更換計畫執行。 

(二) C11 控制棒下導管更換程序：工序為作業前異物檢查、支持板固定螺

栓(Hold Down Bolt)拆除、C11 位置控制棒上下導管移除、導管法蘭

檢查、上支持板法蘭區域檢查、爐心頂板檢查、上導管與下導管新品

組裝、導管回裝、確認導管與上支持板密合、支持板固定螺栓回裝鎖

磅、確認支撐銷正確安裝等。 

(三)接受標準：包括依據程序書 1316「控制棒驅動軸脫扣工具操作程序」

執行拉力測試，確認控制棒行進無不正常的阻礙，以及依據程序書

600-N-018.1「使用暫態記錄器測量控制棒掉落時間」，確認控制棒掉

落時間符合法規要求。 

 

二、審查評估 

(一)C11 下導管更換作業流程須將上支持板螺栓(Hold Down Bolt)拆除再

回裝，西屋公司將準備 4 只上支持板螺栓備品視需要安裝使用。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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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審查小組審查發現核三廠兩部機前委由 FRAMATOME 更換 416 支

上支持板螺栓，其鎖磅為 214 ft-lbs 左右，與原廠西屋舊品 345~365 

ft-lbs 不同，因此要求澄清此次西屋備品是否可匹配使用。台電公司

答覆此次西屋公司提供之4支上支持板螺栓鎖磅值為210~215 ft-lbs，

可匹配使用。 

(二)C11 下導管更換作業流程須將上導管與下導管拆離，再將上導管與下

導管新品組裝，原能會審查小組要求說明上下導管連結方式與接受標

準。台電公司答覆上導管與下導管採用連結銷(Dowel Pin)接合，接受

標準為二者接合後，上導管法蘭與下導管法蘭間不能有間隙存在。 

 

三、小結 

綜合以上報告內容審查結果，原能會審查小組對於「核三廠二號機控

制棒 C11 驅動軸鬆脫肇因分析與下導管更換計畫」第陸章更換作業與第柒

章時程規劃之相關內容評估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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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品保措施 

一、概述 

原能會於 5 月 5 日要求台電公司對驅動軸滑落碰撞導管，造成導管停

駐凸緣輕微側向變形提出修復計畫及品保措施。台電公司提送之「核三廠

二號機控制棒 C11 驅動軸鬆脫肇因分析與下導管更換計畫」第陸、三節及

第玖章說明更換作業之品保措施，本章目的係對此部分內容進行評估。 

台電公司相關說明摘述如下： 

(一)核三廠品質查證規劃 

包括(1)依據 1107.02 程序書執行西屋公司備品驗收。(2)依據 175 程

序書訂定工作人員資格並據以查證。(3)工作區域 FME 防護措施查核。(4)

依據程序書 120審核西屋公司程序書。(5)西屋公司程序書重要步驟查證。 

 

(二)台電公司品保稽查計畫 

包括(1)下導管不符合品質案件處置情形。(2)下導管與相關備品之品

質文件齊備性。(3)更換作業程序品質流程管制及應變措施之確認。(4)人

員資格及訓練。(5)現場作業品管。(6)輻射安全管制作業。(7)防範異物入

侵及工作安全作業管理。 

 

二、審查評估 

(一)本會審查小組審查發現更換作業之集體有效劑量計算有誤，以及「高

劑量物料吊運及貯放」乙項作業劑量較高，因此建議執行模擬訓練，

使工作人員熟習作業，降低作業之不確定度。其後台電公司提送之「核

三廠二號機控制棒 C11 驅動軸鬆脫肇因分析與下導管更換計畫」已

修訂劑量計算，並承諾以鉛屏蔽實體進行模擬吊運與貯放訓練。 

(二)5 月 16 日會議台電公司提出核三廠品質查證規劃作法，本會審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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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應將相關程序書編號列出，以利原能會執行查證。其後台電公司

提送之「核三廠二號機控制棒 C11 驅動軸鬆脫肇因分析與下導管更

換計畫」已將相關程序書編號納入。 

(三)5 月 18 日原能會視察團隊至核三廠查證品保作業執行進度，發現西屋

公司程序書已依廠內程序審查中；另更換燃料池區域已設立 FME 管

制站，爐心上方已鋪設防異物帆布等。相關品保作業陸續進行中，視

察團隊要求核三廠準備項目清單，以利後續查證使用。 

 

三、小結 

綜合以上之敘述，原能會審查小組對於「核三廠二號機控制棒 C11 驅

動軸鬆脫肇因分析與下導管更換計畫」第陸、三節品質查證及第玖章品保

稽查計畫，達成以下結論： 

(一)核三廠與台電公司已適切訂定品保計畫，並已在執行中。 

(二)綜合報告內容審查及視察查證結果，原能會審查小組認為台電公司報

告之本章內容合理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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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總結 

106 年 4 月 26 日核三廠執行 C11 控制棒驅動軸檢查，當使用工具吊起

該驅動軸約 2 呎高時，發生工具與驅動軸脫離，驅動軸滑落至控制棒導管

內。5 月 3 日檢查發現控制棒導管之停駐凸緣輕微側向變形，台電公司決定

更換該段導管。原能會要求先完成事件肇因釐清及採取對應之改正行動，

才得進行導管更換作業。 

其後原能會召開兩次檢討會議，並要求台電公司依會議討論結果提送

報告，台電公司遂提出「核三廠二號機控制棒 C11 驅動軸鬆脫肇因分析與

下導管更換計畫」送審。 

綜合以上各章節，「核三廠二號機控制棒 C11 驅動軸鬆脫肇因分析與下

導管更換計畫」審查結論如下： 

(一)106 年 4 月 26 日核三廠 2 號機 C11 控制棒驅動軸滑落事件，沒有核

能安全或輻射安全之疑慮。 

(二)驅動軸滑落肇因為工具與驅動軸連結過程未能到達定位，未能定位之

最可能原因為嵌入軸套磨損粗糙，在插入驅動軸與心軸間隙時，頂到

或卡到 Button Retainer，合理可接受。 

(三)針對肇因之改善，未來執行控制棒與驅動軸間之連結(Latch)時均將以

水底攝影機確認工具外套環行程，應屬有效之作法。 

(四)核三廠將於大修期間完成下導管更換作業，核三廠與台電公司已適切

訂定品保計畫，並已在執行中。 

總結本次事件台電公司已提出肇因及改善措施，後續更換作業亦有適

當規劃，整體作法經原能會審查可以接受，遂同意核三廠可開始依計畫執

行更換作業。原能會後續也將責成視察員查證作業執行情形，並納入 2 號

機大修再起動審查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