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RD-SER-106-11 
 

 

 

 

 

「核一廠設計基準事故輻射劑量分析方法論 

（大破口冷卻水流失事故）」安全評估報告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管制處 
中華民國 106 年 10 月 31 日 

 



 

 

目 錄 

摘 要 .................................................. i 

第一章 簡介 ............................................ 1 

第二章 輻射劑量分析方法、假設與模式 .................... 5 

第三章 FSAR 劑量分析之模擬與比較 ...................... 16 

第四章 個案分析應用 ................................... 19 

第五章 分析方法結論 ................................... 23 

第六章 審查總結 ....................................... 25 

 

 



 

 i

摘 要 

台電公司暫態熱水流TITRAM（TPC / INER Transient Analysis Methods）第

三階段工作，計畫新增發展核能電廠輻射劑量分析技術，針對核能電廠設計基

準事故或嚴重事故分析，根據現行執照基準的方法，建立廠外禁制區（Exclusion 

Area Boundary，EAB）、低密度人口區（Low Population Zone，LPZ）邊界與主

控制室內的輻射劑量分析技術，作為相關安全分析和申請案運用分析的工具。

台電公司為建立適用於核一廠大破口冷卻水流失事故（Loss of Coolant 

Accident，LOCA）之輻射劑量分析方法論，於104年7月9日以電核安字第

1048059457號函，將編號為TITRAM / CS-RAD-MHD-01「核一廠設計基準事故

輻射劑量分析方法論（大破口冷卻水流失事故）」之專題報告送本會審查。 

台電公司所提送的「核一廠設計基準事故輻射劑量分析方法論（大破口冷

卻水流失事故）」之專題技術報告內容共五章，第一章前言，包含背景、劑量

分析接受準則、方法論之驗證、本方法論與FSAR間主要差異；第二章輻射劑量

分析方法、假設與模式，包含核一廠LOCA輻射劑量分析方法、圍阻體洩漏之核

種傳輸與移除的模式及EAB / LPZ外圍邊界與控制室人員於事故期間接受輻射

劑量之分析假設與計算模式，其分析假設依據採自法規指引（Regulatory Guide，

RG）1.3、RG 1.195及FSAR，分析模式則利用RADTRAD程式藉由爐心活度盤存

量，經過模擬傳遞過程，可求出外釋到大氣環境中的累積活度，再根據相對應

的大氣擴散因子、劑量轉換因子、呼吸率以及控制室的人員佔用因子，即可求

得廠外民眾和控制室人員於事故發生時所接受的輻射累積劑量；第三章FSAR 

LOCA劑量分析之模擬與比較，包含建立RADTRAD分析模式進行LOCA劑量分

析之模擬，計算EAB / LPZ外圍邊界的輻射劑量，並與FSAR之劑量分析結果進

行比較；第四章個案分析應用，包含設計基準事故LOCA控制室包封劑量之個案

分析、控制室人員輻射劑量分析結果；第五章為其結論。 

為確保此方法論之正確性，本會成立專案審查小組，其成員包括會外專業

委員、本會輻射防護處與核能管制處各廠專案小組等，歷經5次審查會議，共計

提出66項審查意見。本報告敘述本會對台電公司「核一廠設計基準事故輻射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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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分析方法論（大破口冷卻水流失事故）」之審查結果，根據本會針對本專題

技術報告之審查意見與台電公司各次之答覆說明撰寫此安全評估報告，內容分

為：第一章簡介，第二章輻射劑量分析方法、假設與模式，第三章FSAR劑量分

析之模擬與比較，第四章個案分析應用，第五章分析方法結論，以及第六章審

查總結；除第六章審查總結外，其餘各章均包含概述、審查發現，以及結論與

建議三部份。 

經就台電公司所提報告內容及對審查意見之答覆內容進行審查，審查結果

認為可以接受。另有後續管制要求事項共計3項，詳見本報告第六章審查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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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簡介 

一、概述 

所提送審報告係針對核一廠設計基準事故（Design Basis Accident，DBA）

中大破口冷卻水流失事故（Loss-of-Coolant Accident，LOCA）執行輻射劑量分

析工作，報告使用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NRC）

許可之 RADTRAD 3.03 程式，建立核一廠 LOCA 輻射劑量分析模式，以便提供

未來相關輻射劑量評估工作使用。在輻射劑量分析中需輸入的「爐心活度盤存

量」及「大氣擴散因子數據」，前者是根據已核准的 TITRAM/NPP-SPT-MHD-01

「核能電廠爐心活度盤存量計算方法論」，使用 ORIGEN2 程式計算得到，後者

則是根據已核准的 TITRAM/NPP-SPT-MHD-02「核能電廠設計基準事故大氣擴

散因子分析方法論」，在禁制區邊界（Exclusion Area Boundary，EAB）與低密度

人口區（Low Population Zone，LPZ）外邊界上使用 PAVAN 程式，在控制室則

使用 ARCON96 程式計算得到，並使用美國聯邦指引報告（Federal Guidance 

Report，FGR）11 及 12 的劑量轉換因子（Dose Conversion Factor，DCF），考量

電廠的設計特性、可能洩漏的途徑與現行執照基準（Current Licensing Basis），

建立評估 EAB / LPZ 與控制室包封區域內人員於事故發生時期接受輻射劑量的

方法，並確認核一廠目前的安全設計與運轉技術規範（Technical Specification）

提供足夠的輻射防護能力，確保發生大破口冷卻水流失事故時，人員接受之輻

射劑量在法規限值內。 

核電廠 LOCA 之 EAB 與 LPZ 劑量分析結果，須符合我國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相關規定：(1)禁制區：核子事故發生後，其邊界上之人於 2 小時內，接

受來自體外放射性分裂產物造成之全身劑量小於 250 毫西弗，且來自放射性碘

造成之甲狀腺劑量小於 3 西弗之緊接核子反應器設施之地區；(2)低密度人口區：

核子事故發生後，其邊界上之人自放射性雲到達時起至全部通過時止，所接受

來自體外放射性分裂產物造成之全身劑量小於 250 毫西弗，且來自放射性碘造

成之甲狀腺劑量小於 3 西弗之緊接禁制區之地區。控制室劑量分析結果，須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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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國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設計準則之規定：意外事故期間，控制室人員之有

效劑量不超過 50 毫西弗；另參考 NRC 發行的標準審查計畫（Standard Review 

Plan，SRP）第 6.4 節，發生事故後 30 天，控制室人員的輻射累積劑量必須符合

全身劑量小於 50 毫西弗、甲狀腺劑量小於 300 毫西弗，以及皮膚劑量小於 300

毫西弗之要求。 

所提送審報告依內容區分為五章，第一章為前言，第二章介紹核一廠 LOCA

輻射劑量分析方法論，包含圍阻體洩漏之核種傳輸與移除的模式及 EAB / LPZ

外邊界與控制室人員於事故期間接受輻射劑量之分析假設與計算模式；第三章

是以核一廠終期安全分析報告（Final Safety Analysis Report，FSAR）中的參數

（包括爐心活度盤存量、大氣擴散因子與 DCF），建立 RADTRAD 程式的分析

模型，再與核一廠 FSAR 之輻射劑量分析結果比較，以驗證程式使用與分析結

果之正確性。爐心輻射源項是採用 TID-14844，放射性物質外釋條件是使用法規

指引（Regulatory Guide，RG）1.3，加入控制室分析模式，採用較新的劑量轉換

因子，以及 2009~2013 年的氣象資料更新大氣擴散因子，進行 EAB / LPZ 外邊

界及控制室之輻射劑量分析；第四章則是以本方法論的分析模式使用 ORIGEN2

程式依照「核能電廠爐心活度盤存量計算方法論」計算得到的爐心活度盤存量、

使用 ARCON96 程式依照「核能電廠設計基準事故大氣擴散因子分析方法論」

以 2009~2013 年的氣象資料所計算得到的大氣擴散因子，以及符合 ICRP-60 定

義的 DCF 計算控制室包封內人員劑量，用以決定核一廠控制室包封的最大可允

許內漏率；第五章為結論。 

 

二、審查發現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A-I-1-006，本報告章節係在比較 RADTRAD code

所計算結果與 FSAR 報告之差異，故要求台電公司應將 FSAR 運算參數，重新

以 RADTRAD 程式計算，並以表列方式比較運算結果差異。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本報告第 1 章開宗明義敘述報告架構，第 3 章是依據核一廠 FSAR 之分析假設

與參數，建立 RADTRAD 分析模式並進行計算，計算結果列於表 3-3。經審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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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A-I-1-009，要求台電公司述明本報告所採用之劑量

轉換因子，與現行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相關數據差異為何及採用理由。台電

公司答覆說明本報告分析結果的輻射劑量單位皆已使用我國現行輻射防護法規

要求的 Sv 或 mSv，惟在引用 FSAR 的參數或 RG 時，仍會使用原內容的劑量單

位（rem）。個案應用分析選用之劑量轉換因子，則使用符合我國現行輻射防護

法規要求的劑量轉換因子。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1-001，本報告說明此方法論未來可應用於終

期安全分析報告相關的輻射劑量評估工作，如 EAB 與 LPZ 重新評估、控制室適

居性評估等，惟本報告第 4 章個案分析應用僅評估控制室包封劑量，要求台電

公司澄清說明方法論應用範圍包含 EAB 與 LPZ 重新評估之論述基礎。台電公司

答覆說明本方法論在第 2 章建立分析方法時已涵蓋 EAB 與 LPZ之人員劑量評估

且在第 3 章有進行 EAB 與 LPZ 人員劑量驗證分析，因此本報告第 4 章個案分析

應用雖僅評估控制室包封劑量，但未來本方法論仍可應用於 EAB 與 LPZ 之人員

劑量評估。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1-002，本報告述及「此接受準則與我國核子

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四條規定之 EAB 及 LPZ 劃定標準是一致的」，但核子反應

器設施管制法第四條，沒有數值，而是在施行細則第三條，要求台電公司修正

報告。台電公司答覆說明已修訂報告內容為「此接受準則與我國核子反應器設

施管制法施行細則第三條規定之 EAB 及 LPZ 劃定標準是一致的」。經審查答覆

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1-003、C1-IV-0-001，本報告控制室人員劑量

分析選用之劑量轉換因數以及劑量限值，亦應依循我國現行輻射防護法規及核

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設計準則要求。台電公司答覆說明本報告分析控制室包封

（Control Room Envelope，CRE）輻射防護設計所建立之方法論，考量應滿足現

行執照基準、美國 NRC SRP 第 6.4 節之劑量評估指標及我國「核子反應器設施

安全設計準則」，統一定義事故期間 CRE 內人員接受輻射劑量分析的劑量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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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接受標準如下：(1)體外曝露之全身劑量應小於 50 mSv；(2) 總有效劑量應小

於 50 mSv。總有效劑量是指體外曝露之全身劑量加上體內曝露之全身劑量的總

和；(3)甲狀腺等價劑量應小於 300 mSv；(4)皮膚等價劑量應小於 300 mSv。而

本方法論所選用之劑量轉換因數，其輻射劑量單位與所採用之組織加權因數可

符合我國現行輻射防護法規要求的劑量轉換因子。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1-005、C1-II-1-006，本報告採用 FGR-11 報告

的碘核種吸入性甲狀腺劑量轉換因子，與採用 FGR-12 報告的全身劑量與體表劑

量轉換因子。審查發現這些轉換因子僅計算體外曝露的劑量，不是目前游離輻

射安全標準中的全身有效劑量，要求台電公司澄清說明採用轉換因子之適切

性，並將 FGR-12 中提供的全身劑量與體表劑量轉換因子改稱為「體外曝露之有

效劑量轉換因子」。台電公司答覆說明係為與核一廠 FSAR 比較，仍使用 FGR-11

與 FGR-12 之劑量轉換因子，但劑量名稱修正為體外曝露全身劑量、皮膚劑量、

甲狀腺劑量，以及將報告內容修訂為採用 FGR-12 報告中提供的體外曝露之劑量

轉換因子（FGR-12 Table III.1 標示 Effective 的欄位）與體表劑量轉換因子

（FGR-12 Table III.1 標示 Skin 的欄位）。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惟美國

FGR-12 所述全身劑量為 effective dose equivalent（有效等效劑量），顯然與我國

現行游離輻射安全標準有出入，未來使用時，一定要引用我國法規的劑量轉換

因子。 

 

三、結論與建議 

本章主要就執行核一廠大破口冷卻水流失事故分析之程序與相關參數所引

用之規範文獻，以及送審報告章節內容作一概述。經就台電公司送審報告本章

內容及台電公司對審查小組提問之答覆內容與報告修訂內容進行審查，審查結

果可以接受；惟本章後續管制要求如下： 

1. 美國 FGR-12 所述全身劑量為 effective dose equivalent（有效等效劑量），

與我國現行法規有出入，未來使用時，一定要引用我國法規的劑量轉換

因子。（C1-II-1-005、C1-II-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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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輻射劑量分析方法、假設與模式 

 

一、概述 

核一廠 LOCA 輻射劑量分析方法為當核一廠大破口冷卻水流失設計基準事

故發生時，假設燃料棒立即 100%損毀，惰性氣體與放射性碘同位素立刻洩漏至

一次圍阻體內，接著與二次圍阻體內氣體混合後，最後經過備用氣體處理系統

（Standby Gas Treatment System，SGTS）由煙囪排放至大氣環境。 

分析假設主要是依據 FSAR、RG 1.3 與 RG 1.195 Appendix A，包括輻射源

項相關假設，如：爐心盤存量、事故發生時燃料棒內惰性氣體與放射性碘同位

素立即外釋、外釋的放射性碘同位素組成；圍阻體中核種傳輸相關假設，如：

外釋至一次圍阻體內的放射性碘同位素之附著效應、一次圍阻體洩漏至二次圍

阻體的體積洩漏率、立即經由 SGTS 外釋至大氣環境、SGTS 對放射性碘同位素

的過濾效率、不考慮抑壓池對於碘同位素的刮洗效益；大氣擴散與劑量轉換因

子相關假設，如：依據核一廠近五年氣象資料，使用 PAVAN 程式與 ARCON96

程式分別計算 EAB 與 LPZ 以及控制室取氣口之大氣擴散因子、採用 RG 1.195

之 EAB 及 LPZ 外邊界人員及控制室人員呼吸率、採用 FGR-11 吸入碘核種的甲

狀腺劑量轉換因子，與 FGR-12 全身劑量轉換因子，以及當放射性物質外釋至大

氣環境，便不考慮衰減、沉積（Deposition）與再懸浮（Resuspension）之影響。 

分析模式則是依圍阻體洩漏之活度洩漏路徑分別建立 EAB、LPZ 外邊界與

控制室包封的劑量分析模式。其中，EAB 與 LPZ 外邊界的人員劑量可直接以

RADTRAD 程式計算，其分析模式如報告圖 2-2。控制室包封內的人員劑量則有

四個來源：(1)留存在一次圍阻體內放射性核種直接照射控制室包封內人員之體

外曝露全身劑量、(2)圍繞在控制室包封周圍的輻射雲直接照射控制室包封內人

員之體外曝露全身劑量、(3)控制室包封通風過濾裝置積存之放射性核種直接照

射控制室包封內人員之體外曝露全身劑量，以及(4)控制室包封內的空浮放射性

核種所造成的體外曝露之全身劑量、甲狀腺等價劑量、總有效劑量與皮膚等價

劑量。第(4)個來源可以 RADTRAD 程式計算，其分析模式如報告圖 2-8；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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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來源則依報告圖 2-9 的分析模式建立計算公式(2.27)來計算；第(2)個來源則是

依報告圖 2-12 的分析模式建立計算公式(2.37)來計算；而第(3)個來源則與第(1)

個來源相同是使用計算公式(2.26)來計算。 

RADTRAD 程式藉由爐心活度盤存量的外釋分率以及時機，再經過模擬傳

遞過程中的減量，可求出外釋到大氣環境中的累積活度，再根據各個位置相對

應的大氣擴散因子、劑量轉換因子、呼吸率以及控制室的人員佔用因子，即可

求得廠外民眾和控制室人員於事故發生時所接受的輻射累積劑量。 

 

二、審查發現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A-I-2-006，要求台電公司提供根據 1864 MWt（105 

%原始發照功率）功率計算獲得之盤存量與計算方式。台電公司答覆說明依據

FSAR 之假設，全爐心燃料棒於事故發生時全部損壞，燃料棒內 100%惰性氣體

與 50%放射性碘同位素立即外釋至一次圍阻體內，並且從燃料棒外釋至一次圍

阻體內的放射性碘同位素因附著於一次圍阻體內壁表面而減少一半，因此 100 %

惰性氣體與 25%放射性碘同位素存在一次圍阻體內。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A-I-2-021，本報告所述總等效有效劑量，要求台電

公司確認是否為法規之有效劑量。台電公司答覆說明若採用替代輻射源項

（Alternative Source Terms，AST）的分析方法，劑量評估標準使用總有效等效

劑量。本報告是採用 TID-14844 輻射源項的分析方法，評估標準使用全身劑量

與甲狀腺劑量，而全身劑量可對應我國法規之有效劑量。因國內不使用 AST，

故將該段敘述刪除。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A-I-2-022，依報告說明，劑量轉換因子可採用

ICRP-60、FGR-11 或 FGR-12，要求台電公司說明報告中採用 FGR-11 或 FGR-12

之理由。台電公司答覆說明本報告分析結果的輻射劑量單位皆已使用我國現行

輻射防護法規要求的 Sv 或 mSv，惟在引用 FSAR 的參數或 RG 時，仍會使用原

內容的劑量單位（rem）。個案應用分析選用之劑量轉換因子，則使用符合我國

現行輻射防護法規要求的劑量轉換因子。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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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A-I-2-029，要求補充說明主控制室包封空調系統的

外氣進口或送氣導管中偵測到所謂高輻射劑量的數值。台電公司答覆說明此處

所指高輻射劑量應為高活度濃度 2.0E-6 μCi/cc，並已修訂報告內容。經審查答

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A-I-2-033，要求台電公司說明本報告內漏率 200 cfm

假設之依據，未來如何進行量測證明。台電公司答覆說明本報告參考國外電廠

的實測內漏率（0 cfm 到 4300 cfm）及龍門電廠的實測內漏率（212 cfm），假設

一個與龍門電廠內漏率相近的數據（200 cfm）做為分析使用。經審查答覆內容

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A-I-2-036，因二次圍阻體體積會影響外排氣體濃

度，故要求台電公司說明假設依據。台電公司答覆說明本報告修訂該體積輸入，

使用實際之二次圍阻體體積 1.58E6 ft3。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A-I-2-037，要求台電公司說明主控室室內計算之全

身劑量，是否含體內劑量。若含體內劑量，則留存在一次圍阻體之放射性核種，

如何進入工作人員體內。台電公司答覆說明留存在一次圍阻體之放射性核種所

造成之劑量是指核種衰變所產生的γ射線，穿透一次圍阻體水泥牆以及主控制

室包封牆壁，直接照射到主控制室包封內人員，對全身組織器官造成的劑量。

留存在一次圍阻體之放射性核種不會進入控制室包封內人員體內。經審查答覆

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03，本報告僅提及式（2.1）的第三列是表

示其他區塊中的核種 n 由傳輸路徑進入區塊 i，使得區塊 i 中的核種 n 原子數目

增加的因子，但未說明第三列後二項之物理意義，要求台電公司補充說明。台

電公司答覆說明表示該公式第三列在時間步進 m 時，每秒核種 n 由區塊 j 經過

抑壓池後進入區塊 i 的原子數量，抑壓池的除汙因子為 m
snDF )( ；而第三列的最後

一項表示在時間步進 m 時，每秒核種 n 由區塊 j 經過管路後進入區塊 i 的原子數

量，管路的除汙因子為 m
pnDF )( 。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04，本報告提及元素碘（Elemental Iod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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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有機碘（Organic Iodine），實務中此二類碘如何區別其量化比例及現場量測之

方法，要求台電公司澄清說明。台電公司答覆說明目前電廠並無此二類碘之量

測方式，使用時將採用較保守者之數值。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05，本報告提及當發生嚴重事故時，覆蓋

池可減少放射性核種由爐外（Ex-vessel）釋出進入圍阻體之中，但未說明何謂覆

蓋池，其與抑壓池的差別，以及核一廠是否有覆蓋池，要求台電公司澄清說明。

台電公司答覆說明此處是指嚴重事故時，RPV 發生破裂，爐心熔渣掉落到爐穴

中，此時若有水可淹蓋這些熔渣，則淹蓋在熔渣之上的水即為覆蓋池。經審查

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06，本報告提及除汙因子（Decontamination 

Factor）DF 的定義為所有進入移除機制的放射性核種質量與經過移除機制而未

被移除的放射性核種質量之比值，但照所提定義，除汙因子是否應為未被除汙

因子，要求台電公司澄清說明。台電公司答覆說明除汙因子的定義為國際間通

用的表示方法，表示進入移除機制的放射性核種質量與經過除汙後的質量之比

值，比值越大代表此移除機制的除汙能力越好。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08，本報告提及僅有懸浮微粒或元素碘需

考慮自然沉積的移除效果，其對有機碘和惰性氣體是沒作用的，但未說明為何

有機碘沒有自然沉積，要求台電公司澄清說明。台電公司答覆說明在 RADTRAD

程式中若考慮自然沉積的移除效果，會造成外釋到環境的核種活度變少，進而

使得廠外及控制室包封內人員劑量變小，故本方法論未考慮自然沉積的移除效

果可較為保守。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09，在 RADTRAD 程式中提供二個懸浮微

粒的自然沉積移除模式，分別為 Henry`s Model 以及 Powers Model，但未說明在

此方法論是採用何種自然沉積移除模式，要求台電公司澄清說明。台電公司答

覆說明本方法論不考慮自然沉積移除，可得較保守之分析結果。經審查答覆內

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10，要求補充說明事故期間計算時間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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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並澄清該參數設定是否會影響劑量評估結果。台電公司答覆說明本報告

中計算人員劑量時所用的時段是依據大氣擴散因子的時間分段，在事故期間的

不同時段，大氣擴散因子會有不同的數值，EAB 考慮事故期間為 2 小時，其時

段為 0~2 小時，LPZ 考慮事故期間為 30 天，其時段分為 0~8 小時、8~24 小時、

1~4 天以及 4~30 天。變更時間分段方式，但不變更大氣擴散因子在各時段的數

值，不會影響分析結果。經審查認為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11，要求台電公司補充說明本報告公式

(2.12)及公式(2.13)之出處。台電公司答覆說明公式(2.12)及公式(2.13)出自 RG 

1.195 之 Ref.19。K.G. Murphy and K.W. Campe,“Nuclear Power Plant Control 

Room Ventilation System Design for Meeting General Criterion 19,＂published in 

Proceedings of 13th AEC Air Cleaning Conferenc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now USNRC), August 1974，並據以修正報告內容。經審查認為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12，要求台電公司將 LOCA 事故對 EAB、

PLZ 及控制室之輸出檔當作附件，以佐證計算的正確性。台電公司答覆說明已

依照審查意見將 RADTRAD 輸出檔併入報告作為附件。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

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13、C1-II-2-031，本報告在第 2.1.2.6 節述

及「全身劑量是浸沒劑量（主要來自γ射線），甲狀腺劑量是吸入劑量（僅針對

碘核種），此二者是使用 TID-14844 輻射源項所要計算的人員劑量類型（本報告

的模式）；總有效等效劑量為吸入性約定有效等效劑量（Committed Effective Dose 

Equivalent，CEDE）與外部曝露有效等效劑量（Effective Dose Equivalent，EDE）

二者的和」，但我國法規已不用「總有效等效劑量」、「約定有效等效劑量」、「有

效等效劑量」。在第 2.1.2.6 節中「全身劑量定為浸沒劑量」與第 1.2 節註中全身

劑量等同「有效劑量」，二者不一致。台電公司答覆說明已將報告內容修訂為

RADTRAD輸出檔的劑量分析結果有whole body dose, thyroid dose, TEDE，whole 

body dose 是本報告使用的體外曝露之全身劑量，thyroid dose 是本報告使用的吸

入性甲狀腺劑量，TEDE 是本報告使用的總有效劑量。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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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惟未來使用時，一定要用我國法規的用語，以免混淆。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15，要求台電公司補充說明報告中參考 RG 

1.3、RG 1.195 及 FSAR 等之詳細章節。台電公司答覆說明本方法論之驗證結果

係與核一廠 FSAR 15.1.29.2.2 之輻射劑量分析結果相互比較與驗證。RADTRAD

之結果係與 FSAR 15.1.29.2.2 之劑量分析結果比較驗證。分析假設採自 RG 1.3、

RG 1.195 及 FSAR 15.1.29.2.2。依據核一廠 FSAR DBA LOCA 輻射劑量分析的分

析假設及相關參數，建立 RADTRAD 程式的模式，計算 EAB 與 LPZ 外圍邊界

的輻射劑量，並與 FSAR 15.1.29.2.2 之劑量分析結果進行比較。經審查答覆內容

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16，本報告僅提及一次圍阻體洩漏至二次

圍阻體的體積洩漏率為運轉技術規範（Technical Specifications）中可允許的最大

洩漏率（RG 1.3 與 FSAR），為 0.5 %/天，但未說明是否考慮到圍阻體充氮系統

的影響，要求台電公司澄清說明。台電公司答覆說明在 LOCA 時，圍阻體充氮

系統會自動隔離，不需要考慮充氮系統的作用。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17，要求參考核一廠 FSAR TABLE 

15.1.29-8“Pipe Breaks Inside Containment (Recirc Line Break, LOCA) Parameters 

for Accident Analyses＂之格式，並增加劑量轉換因數與控制室包封劑量評估計算

模型等項目，完整表列 FSAR 原始分析與本分析假設之各項參數設定。台電公

司答覆說明已詳列 FSAR 原始分析與本報告個案分析假設之各項參數，包含爐

心熱功率、碘核種化學組態、一次圍阻體洩漏率、二次圍阻體洩漏率、SGTS 過

濾效率、爐心活度盤存量…等。審查小組再要求台電公司補充說明考量 SGTS

自動啟動運轉建立二次圍阻體達負壓所需時間對本分析評估結果之影響。台電

公司答覆說明核一廠 SGTS 在接到 LOCA 信號後自動啟動，依據柴油發電機啟

動時間、閥開啟時間，以及 SGTS 風扇達額定轉速時間，保守假設於 LOCA 後

30 秒 SGTS 達額定流量，另 SGTS 建立二次圍阻體達負壓所需時間經分析所需

為 4.5 分鐘。整體而論，二次圍阻體於 LOCA 發生後達負壓時間為 5 分鐘，本

方法論已依此假設條件重新進行輻射劑量分析，決定核一廠控制室包封內漏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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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值。經審查其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21，本報告提及假設控制室包封空調系統

是以隔離模式運作，並保守假設控制室包封內經過過濾器的循環空氣流量為

3400 cfm，但控制室包封空調系統若是進入隔離模式運轉，則經過過濾器的循環

空氣流量應為 5000 cfm，要求台電公司澄清說明。台電公司答覆說明控制室包

封內經過過濾器的循環空氣流量越小，人員的輻射劑量會越高，因此在本方法

論中保守假設隔離模式與緊急模式之經過過濾器的循環空氣流量皆為 3400 

cfm，並將上述說明補列於報告中。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22，本報告提及依據第 4.2 節之計算結果

顯示，核一廠 1 號機與 2 號機控制室包封內漏率最高容許值分別為 600 cfm 和

880 cfm，因此控制室包封之內漏率限值分別訂為 600 cfm 和 880 cfm，但由第 3.2

章節得知分析結果與 FSAR 有明顯的差異，再由此分析方法論去推估控制室包

封內漏率最高容許值仍有問題。因此要求台電公司在未執行控制室包封內漏率

的實際測試前，此分析方法論建議採用相關法規，如美國 NRC RG 1.194 第 3.3.3

節的參考值去估算，可能較有所依據。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RG 1.194 第 3.3.3 節的

說明是指，若考慮 100 cfm 未經過濾之內漏氣體，假設 χ/Q 值與取氣口的 χ/Q 值

相同，則相當於取氣流量 2000 cfm 經過效率為 95%的過濾器所導致的劑量，並

非是提供內漏率的參考值。另報告中所使用內漏率（1 號機 600 cfm 與 2 號機 880 

cfm）是以本方法論採劑量靈敏度分析所算出的可允許內漏率的上限值，已考慮

足夠的保守度，且國外電廠也是有以內漏率的靈敏度分析結果來訂定內漏率的

上限值，並列出 Vermont Yankee（ML13323A519）與 Daune Arnold（ML032310414）

部分分析內容為例，因此在未獲得電廠控制室包封內漏率的實際測試結果前，

使用內漏率上限值作為輸入參數部分。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23，要求台電公司依據國外與核一廠同型

之核電廠控制室包封內漏率限值，檢討本方法論分析所訂內漏率限值之適切

性。台電公司答覆說明，本方法論使用 RADTRAD 程式計算控制室包封之人員

劑量，藉由調整不同內漏率值進行靈敏度分析，最終得到事故劑量分析結果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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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法規限值之最大允許內漏率值，與國外電廠決定內漏率限值方法相同。經

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24，要求台電公司補充說明本方法論以控

制室包封空調系統採用隔離模式運轉下評估控制室人員劑量之合理性。台電公

司答覆說明依據核一廠控制室包封空調系統目前設計，當接收到高輻射訊號或

圍阻體隔離訊號時會自動啟動隔離模式，之後運轉員會視情況判斷是否要轉換

到緊急模式（即加壓模式）。針對此設計，考慮控制室包封空調系統不同運轉組

態進行內漏率限值分析，由分析結果可知，控制室包封空調系統完全以隔離模

式運轉的內漏率限值最小，為最保守之案例，故本方法論以控制室包封空調系

統採用隔離模式運轉下評估控制室人員劑量是合理的。報告內已補充緊急模式

之評估方法，並說明不同組態（緊急/隔離模式運轉時間）進行內漏率限值分析

之評估結果，包含相關劑量數值。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25、C1-II-2-030，本報告述及控制室包封

的取氣及內漏，來自 EAB / LPZ 的環境，其敘述不易了解；「控制室包封之大氣

擴散因子」，應該是「控制室包封外圍之大氣擴散因子」。台電公司答覆說明控

制室包封的 RADTRAD 分析模式，示意圖如圖 2-6 所示，包括二個區塊及三條

傳遞路徑，其中，大氣環境區塊與 EAB / LPZ 之 RADTRAD 分析模式的大氣環

境區塊相同，取氣及內漏路徑的活度來源與 EAB / LPZ 相同。大氣環境區塊是

用來表示事故過程從一次圍阻體洩漏經 SGTS 排放的累積活度，此累積活度微

分後再乘上 EAB 或 LPZ 處的大氣擴散因子（χ/Q），即為該處的活度濃度

（Ci/m3），若微分後乘上控制室包封取氣口處的 χ/Q，即為該處的活度濃度，並

已修訂報告內容。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RAI編號C1-II-2-027，要求台電公司補充說明是否TITRAM-8

中已計算核一廠之爐心盤存，亦或此報告有重新計算；若係重新計算，應列出

並補充說明計算時之重要假設與所使用之參數。台電公司答覆說明本報告是使

用 TITRAM-8 送審的 TITRAM/NPP-SPT-MHD-01「核能電廠爐心活度盤存量計

算方法論」及 ORIGEN2 程式，根據核一廠爐心設計參數重新計算得到。包括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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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爐功率：1864 MWt，燃料濃化度：5.0%，以及燃料燃耗：38000 MWD/MTU，

並據以修正報告內容。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28，本報告所列控制室包封人員劑量計算

之模式，但未說明其計算模式是否曾做過驗證或者被管制單位所認可，要求台

電公司澄清說明。台電公司答覆說明此章節所列計算模式未做過驗證或者被管

制單位所認可，未來將會使用已被驗證且被管制單位所認可的計算模式來分

析。另台電公司依據要求（RAI 編號 C1-IV-2-001），執行核三廠控制室包封人員

直接照射劑量的計算，以 MicroShield 程式建立分析模式，分析結果顯示本次送

審報告中的直接照射劑量計算模式較保守，但由於直接照射劑量並不影響個案

應用分析的控制室包封最大可允許內漏率之結果，且 MicroShield 分析模式尚在

發展中，故不會將比較結果納入報告。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29，本方法論所提劑量評估未包含控制室

包封空調系統過濾裝置，要求評估此射源項對控制室人員劑量之影響。台電公

司答覆說明以核一廠 1 號機控制室包封為例，保守將所有進入控制室包封內的

放射性碘核種活度視為積存於過濾器中的核種活度，且不考慮其衰變效應，將

通風過濾器假設為線源，積存於過濾器內的放射性核種活度均勻分布在此線源

上，並保守假設此射源緊貼於樓板地面，分析對主控制室內人員之劑量影響。

依據上述假設得到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積存於過濾器中之核種活度對體外曝露

全身劑量的貢獻很小。經審查其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32，本報告第 2.3.5.2.2 節及第 2.3.5.2.3 節

中，全身劑量的計算方法，是否經過美國 NRC 審核通過，並要求台電公司澄清

未考量依循美國 RSICC 所公布的 QAD-CG 程式來計算之理由。台電公司答覆說

明未來將參考引進被驗證或被管制單位認可的程式取代直接照射分析工作，如

QAD-CGGP-A、MicroShield 等，以增進方法論之可信度及廣泛適用性。經審查

其答覆內容可以接受，惟未來使用直接輻射曝露之劑量分析結果時，應使用美

國 RSICC 所公布的 QAD-CG 等程式來計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33、C1-II-2-034，針對本報告公式(2.17)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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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2.37)提供了一種可行的評估方式。惟以建立標準評估程序而言，此公式之

應用實非易事，建議考量能於合理時間合宜經費情況下，適時再引進已經過完

整驗證且合宜之通用電算程式加以取代，使未來之評估工作能更快速可行且減

少可能之人為失誤。台電公司答覆說明將會考慮引進適當軟體。經審查答覆內

容可以接受，惟未來應用於實際案例時，採用合宜業界之通用電算程式做評估，

使評估工作能更快速可行。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35，針對本方法論公式公式(2.33)補充說明

此公式來源及意義，以核一廠之案例而言，其使用之 T 及 χ/Q 值及評估之 R 值

為多少，要求台電公司澄清說明。台電公司答覆說明本方法論係將控制室包封

視為一半球體，輻射雲包覆在控制室包封外圍，與控制室包封形成一個同心的

半球體。公式(2.33)是根據事故期間 T 及該期間的大氣擴散因子（χ/Q），推導出

控制室包封外圍輻射雲體積（Vcloud）的計算方式。依事故期間分為 5 段，T 分

別是 2 hr、6 hr、16 hr、72 hr、624 hr。依此可分別計算出 5 段事故期間的輻射

雲體積（Vcloud），再利用此式計算出輻射雲半徑 R，分別約為 198 m 至 2416 m。

經審查其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37，要求台電公司對 CRE 劑量評估所設定

之控制室體積參數進行靈敏度分析，以澄清控制室體積假設 80％為自由氣體空

間之適切性。台電公司答覆說明在評估控制室包封內自由氣體空間時，已將大

型設備之體積扣除，再乘上 80%，得到自由空間體積。以核一廠 1 號機控制室

包封空調系統以隔離模式運轉為案例，針對控制室包封之不同自由空間體積進

行靈敏度分析，比較控制室包封內人員甲狀腺劑量，劑量分析結果顯示無明顯

差異。經審查其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V-2-001，第 2 章評估於控制室包封外之輻射源

對控制室工作人員之劑量計算方法，係以公式推導決定，其計算結果應與輻射

屏蔽計算程式作比對驗證。台電公司答覆說明核一、二、三廠 TITRAM 報告使

用相同之直接照射劑量計算模式，故與輻射屏蔽計算程式之比對驗證，是以核

三廠控制室包封人員直接照射劑量分析為範例，使用 MicroShield 程式建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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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結果顯示本次送審報告中的直接照射劑量計算模式較保守。經審查其答

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2-001、C1-II-2-002、C1-II-2-007、C1-II-2-014、

C1-II-2-018、C1-II-2-019、C1-II-2-020、C1-II-2-036、C1-II-2-038，針對本章部

份文字、圖表之遺漏或誤植處，請台電公司澄清說明與修正。台電公司皆已依

審查意見修訂報告內容，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三、結論與建議 

本章主要就執行核一廠大破口冷卻水流失事故輻射劑量分析方法論之輻射

劑量分析方法、假設與模式進行論述，主要內容有 RADTRAD 程式數學模式，

輻射源項、核種傳輸、大氣擴散與劑量轉換等相關假設，控制室包封區域、EAB

及 LPZ 外邊界之活度傳輸及移除模式，劑量計算模式等。經就台電公司送審報

告本章內容及台電公司對審查小組提問之答覆內容與報告修訂內容進行審查，

審查結果可以接受；惟本章後續管制要求如下： 

1. 有關輻射劑量之用語，於未來使用時，一定要使用我國法規的用語，以免混

淆。（C1-II-2-013、C1-II-2-031） 

2. 有關直接照射劑量，未來應用於實際案例時，建議直接照射劑量計算結果應

與業界泛用之輻射屏蔽計算程式之計算結果作比對驗證，或採用合宜業界之

通用電算程式做評估，使評估工作能更快速可行。（C1-II-2-032、C1-II-2-033、

C1-II-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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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FSAR 劑量分析之模擬與比較 

一、概述 

本章為核一廠 LOCA 劑量分析模式採用 FSAR 的分析參數進行計算，當發

生事故時放射性物質外釋對EAB及LPZ外圍邊界於事故期間接受的輻射劑量分

析結果，並將結果與 FSAR 分析結果比較。 

報告表 3-4 為 EAB 與 LPZ 外邊界之體外曝露全身劑量與甲狀腺等價劑量分

析結果比較，由驗證分析結果可知，EAB 之甲狀腺等價劑量與 FSAR 分析結果

相近，而體外曝露之全身劑量則與 FSAR 的結果有較明顯的差異，約為 FSAR

結果的 62%。在 LPZ 外邊界的體外曝露之全身劑量與甲狀腺等價劑量皆與 FSAR

的結果有明顯的差異，體外曝露之全身劑量約是 FSAR 分析結果的 50%，而甲

狀腺等價劑量則是 FSAR 分析結果的 2.5 倍左右。EAB 與 LPZ 的體外曝露之全

身劑量分析結果與 FSAR 的差異，主要來自於 FSAR 使用組織吸收能量的方式

計算劑量，而本報告是使用劑量轉換因子的方式計算劑量。LPZ 的甲狀腺等價

劑量與 FSAR 的差異，可能來自於（1）無法取得 FSAR 分析使用的全部參數，

例如甲狀腺等價劑量轉換因子、各核種的半化期等，在 FSAR 中均未列出數據；

（2）本方法論與 FSAR 所使用之計算工具不同。本報告之分析結果與 FSAR 的

結果尚在同一個或是上下一個數量級，且仍符合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行細

則第三條，甲狀腺劑量小於 3 西弗，體外曝露之全身劑量小於 250 毫西弗之限

值規定。 

 

二、審查發現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3-001，要求台電公司補充說明分析假設中與

第 2.2 節中假設不同之處及考量之原因，特別是劑量轉換因子之考量。台電公司

答覆說明本報告第 3.1.1 節是依據 FSAR 之數據，與第 2.2 節不同假設之處與考

量原因包括：第 2.2 節依據 RG 1.145，使用近五年氣象數據以更新大氣擴散因

子。第 2.2 節依據 RG 1.195，使用 FGR-11 及 FGR-12 之劑量轉換因子。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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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中，廠外人員輻射劑量計算使用 RG 1.195 之呼吸率。第 2.2 節依據 RG 1.195，

新增控制室人員呼吸率及人員佔用因子。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3-002，要求台電公司補充說明，如表(3-4)所

示之結果比較，並探討說明相關差異之主要原因與可能之影響。台電公司答覆

說明計算 EAB 與 LPZ 外圍邊界的輻射劑量，並與 FSAR 之劑量分析結果進行比

較，由分析結果可以發現，EAB 的甲狀腺劑量與 FSAR 的結果非常相近，而全

身劑量的部分則與 FSAR 的結果有較明顯的差異，約為 FSAR 結果的 62%。另

一方面，在 LPZ 外圍邊界的全身劑量與甲狀腺劑量，可看出與 FSAR 之結果有

明顯的差異，全身劑量約是 FSAR 分析結果的一半，而甲狀腺劑量則是 FSAR

分析結果的 2.5 倍左右。EAB 與 LPZ 的全身劑量分析結果與 FSAR 的差異，主

要來自於 FSAR 使用組織吸收能量的方式計算劑量，而本方法論是使用劑量轉

換因子的方式計算劑量。LPZ 的甲狀腺劑量與 FSAR 的差異，可能來自於：(1)

無法取得 FSAR 分析使用的全部參數，例如甲狀腺劑量轉換因子、各核種的半

化期等，在 FSAR 中均未列出數據；(2)本方法論與 FSAR 所使用之計算工具不

同。惟分析結果與 FSAR 的結果尚在同一個或是上下一個數量級，且仍距離第

1.2 節所述之接受準則（甲狀腺劑量小於 3 西弗，全身劑量小於 250 毫西弗）甚

遠。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3-003，本報告提及碘核種吸入性甲狀腺劑量

轉換因子使用 RADTRAD 程式內建之 ICRP-2 數據，全身劑量轉換因子使用核三

廠 FSAR 表 15A-2 的數據，但其中缺少 Br-83 與 Br-84 的劑量轉換因子數據，因

此這 2 個核種採用 FGR-11 報告提供之碘核種吸入性甲狀腺劑量轉換因子與

FGR-12 報告提供之全身劑量轉換因子，但本章節既然與核一廠 FSAR 之輻射劑

量分析結果作比較，未說明為何不採用核一廠 FSAR 相關資料作劑量轉換因子

的輸入檔，要求台電公司澄清說明。台電公司答覆說明因核一廠 FSAR 中並未

列出相關劑量轉換因子之數據，故需由其他來源取得，且於報告中已補列上述

說明。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3-004，本方法論分析結果可以發現與 F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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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有明顯的差異，有些保守，有些不保守，但未說明此分析是否有再改進

的地方，要求台電公司澄清說明。台電公司答覆說明 EAB 與 LPZ 的全身劑量分

析結果與 FSAR 的差異，主要來自於 FSAR 使用組織吸收能量的方式計算劑量，

而本方法論是使用劑量轉換因子的方式計算劑量。LPZ 的甲狀腺劑量與 FSAR

的差異，可能來自於無法取得 FSAR 分析使用的全部參數，例如甲狀腺劑量轉

換因子、各核種的半化期等在 FSAR 中均未列出數據；又本方法論使用

RADTRAD 程式與 FSAR 所使用之計算工具不同。台電公司已於報告中已補列

上述說明，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3-005，針對本章部份文字、圖表之遺漏或誤

植處，請台電公司澄清說明與修正。台電公司皆已依審查意見修訂報告內容，

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三、結論與建議 

本章說明依核一廠相關設計，使用 RADTRAD 程式進行事故時之人員劑量

評估，包括 EAB 與 LPZ 外圍邊界之人員劑量分析，並與 FSAR 之劑量分析結果

進行比較，各項分析結果與 FSAR 結果比較顯示 EAB 的甲狀腺劑量與 FSAR 的

結果非常相近，而全身劑量的部分則與FSAR的結果有較明顯的差異，約為FSAR

結果的 62%；在 LPZ 外圍邊界的全身劑量與甲狀腺劑量，可看出與 FSAR 之結

果有明顯的差異，全身劑量約是FSAR分析結果的一半，而甲狀腺劑量則是FSAR

分析結果的 2.5 倍左右。本報告之分析結果與 FSAR 的結果尚在同一個或是上下

一個數量級，且均能符合相關法規之劑量限值規範；送審報告架構完整，並已

依審查意見提出澄清或修訂報告內容，經審查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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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分析應用 

一、概述 

本章以本報告方法論的分析模式使用 ORIGEN2 程式依照「核能電廠爐心活

度盤存量計算方法論」計算得到的爐心活度盤存量、使用 ARCON96 程式依照

「核能電廠設計基準事故大氣擴散因子分析方法論」以 2009~2013 年的氣象資

料所計算得到的大氣擴散因子，以及符合 ICRP-60 定義的 DCF 計算控制室包封

內人員劑量，用以決定核一廠控制室包封的最大可允許內漏率。 

報告表 4-4~表 4-7 為核一廠 1 號機與 2 號機的控制室包封分別於隔離模式

與緊急模式運轉之內漏率靈敏度分析結果，可知控制室包封之甲狀腺等價劑

量、體外曝露之全身劑量、總有效劑量與皮膚等價劑量皆符合接受準則（體外

曝露之全身劑量小於 50 毫西弗，總有效劑量小於 50 毫西弗、甲狀腺等價劑量

小於 300 毫西弗，皮膚等價劑量小於 300 毫西弗）。本報告之個案分析中透過靈

敏度分析得到內漏率限值之數據；靈敏度分析過程是調整不同內漏率值，直至

控制室人員劑量符合接受準則。計算結果顯示，1 號機控制室包封在隔離與緊急

模式運轉時的最高允許內漏率分別為 465 cfm 及 665 cfm，而 2 號機控制室包封

在隔離與緊急模式運轉時的最高允許內漏率則分別為 665 cfm 與 955 cfm，由輻

射劑量計算結果可發現，控制室包封之甲狀腺等價劑量較受限，亦即內漏率容

許限值主要是受甲狀腺等價劑量所影響。 

 

二、審查發現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4-001，本方法論僅就控制室包封劑量評估進

行個案分析，要求補充說明本方法論相關參數修正對 LPZ 與 EAB 劑量評估之影

響。台電公司答覆說明以本方法論之分析模式與相關參數進行 EAB 與 LPZ 外邊

界人員劑量分析，其結果與 FSAR 比較仍在同一個數量級。經審查其答覆內容

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4-002，本報告有關 DBA LOCA 控制室包封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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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之個案分析未說明為何不考慮核種 Br-83 與 Br-84 的影響，要求台電公司澄清

說明。台電公司答覆說明依據 FGR-11 報告所提供的甲狀腺劑量轉換因子，Br-83

與 Br-84 皆較其他放射性碘核種至少小 3 個數量級，而依據 FGR-12 報告所提供

之體外曝露全身劑量轉換因子，Br-84 與各個惰性氣體核種的數量級相當，Br-83

則較各個惰性氣體核種小約 3 個數量級，且 Br-83 與 Br-84 的半衰期分別為 2.39

小時與 31.8 分鐘，皆非常短，綜合上述，判斷這二個核種對全身劑量與甲狀腺

劑量的貢獻相當小，且 TID-14844 中未考量這二個核種，核二廠及核三廠的 DBA 

LOCA 分析也不考慮這二個核種，因此本報告個案應用分析不考慮 Br-83 與

Br-84。由台電公司使用報告第 3 章與 FSAR 驗證使用的 RADTRAD 分析模式，

比較核種 Br-83 與 Br-84 對 EAB 與 LPZ 外邊界人員劑量的影響，由結果可以發

現，是否考慮核種 Br-83 與 Br-84 對分析結果並無影響。經審查答覆內容可以接

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4-003，針對本報告分析結果如表 4-4，我國之

設計準則中規定之控制室劑量限值是有效劑量 50 毫西弗，應包括體內與體外曝

露劑量之和，建議要納入評估以臻完備。另外，文中說明 1 號機與 2 號機之內

漏率最高容許限值為 600 cfm 與 880 cfm，固屬一種推測結果，惟因為此報告旨

在建立評估程序，內漏率之值應為實際檢測之結果，並做為評估控制室工作人

員劑量之依據。建議說明方式能再加以調整，且如係假設之洩漏率亦應保留足

夠餘裕，以免誤導認為工作人員之劑量會如此接近限值，要求台電公司補充說

明。台電公司答覆說明本報告重新定義控制室包封（CRE）人員接受劑量包括

體外曝露與體內曝露全身劑量、吸入性甲狀腺劑量及體表劑量；而此內漏率（1

號機 600 cfm 與 2 號機 880 cfm）並非是推測電廠的實際測試結果，而是以本分

法論採劑量靈敏度分析所算出的可允許內漏率的上限值，實際的測試結果加上

不準度不得超過此值。本方法論已考慮足夠的保守度，因此，並未於限值分析

結果保留餘裕，將來控制室適居性之實際應用時會適度調整限值，保留適度餘

裕。台電公司另依 RAI 編號 C1-IV-4-001，將本報告個案應用分析之控制室包封

人員劑量計算結果列出甲狀腺等價劑量、皮膚等價劑量、體外曝露之全身劑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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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效劑量等四個數值，與美國核管會 Standard Review Plan 第 6.4 節及我國核

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設計準則之控制室人員劑量要求進行比較，計算方法於報告

第 2.1.2.3.2 節增加此部分的說明，並更新表 4-4 之分析結果。經審查其答覆內容

可以接受。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I-4-004，本報告表 4-4 中「圍繞在控制室周圍

的輻射雲所造成」及「留存在一次圍阻體內放射性核種所造成」計算劑量，使

用γ射線的能量 E 是多少 MeV，請台電公司澄清說明。台電公司答覆說明各核

種之γ射線的能量列於本報告表 2-3。經審查其答覆內容可以接受，惟 FGR-11

及 FGR-12 的各種劑量轉換因子，是否與 ICRP-60 報告一致，未來需要進一步追

蹤。 

審查小組提出 RAI 編號 C1-IV-4-001，本報告個案應用分析之計算結果須列

出甲狀腺等價劑量、皮膚等價劑量、體外曝露之有效劑量、總有效劑量等四個

數值，並分別與美國核管會 Standard Review Plan 第 6.4 節及我國核子反應器設

施安全設計準則之控制室人員劑量要求進行比較。台電公司答覆說明本方法論

涵蓋控制室包封、EAB、LPZ 外邊界之人員劑量，其中，EAB 與 LPZ 外邊界之

人員劑量的要求是根據我國「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行細則」，施行細則中使

用的劑量名詞「全身劑量」與 SRP 6.4 一致，為求報告內容的一致性，在與 SRP 

6.4 比較部分使用「體外曝露之全身劑量」較適宜。本報告個案應用分析之控制

室包封人員劑量計算結果會列出甲狀腺等價劑量、皮膚等價劑量、體外曝露之

全身劑量、總有效劑量等四個數值，與美國核管會 Standard Review Plan 第 6.4

節及我國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設計準則之控制室人員劑量要求進行比較，並已

更新分析結果。經審查其答覆內容可以接受。 

 

三、結論與建議 

本章主要就執行核一廠大破口冷卻水流失事故輻射劑量分析方法論之個案

應用分析與討論進行論述，主要內容有核種盤存量、釋放比例及劑量計算之輸

入參數，分析結果與討論。經就台電公司送審報告本章內容及台電公司對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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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提問之答覆內容與報告修訂內容進行審查，各項分析結果顯示均能符合相

關法規之劑量限值規範，審查結果可以接受；惟本章後續管制要求如下： 

1. 有關使用 FGR-11 及 FGR-12 的各種劑量轉換因子，應注意是否與

ICRP-60 報告一致。（C1-II-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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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分析方法結論 

一、概述 

本報告在核一廠現有執照基礎之下，以 RG 1.3 之分析假設為基準，並納入

RG1.195 中有關人員呼吸率、人員佔用因子及劑量轉換因子的指引，使用

RADTRAD 程式，以 ORIGEN2 程式計算之爐心活度盤存量及 PAVAN（廠外）

與 ARCON96（廠內）程式計算之大氣擴散因子，進行 EAB、LPZ 外圍邊界及

控制室包封之劑量分析，建立核一廠 DBA LOCA 輻射劑量分析方法論。 

為驗證本報告分析模式的適用性，本報告分析模式於第三章使用與 FSAR 

DBA LOCA 輻射劑量分析相同的參數設定、假設與劑量轉換因子進行計算，並

與 FSAR 之分析結果進行驗證。分析結果顯示，在 EAB 外邊界的甲狀腺等價劑

量與 FSAR 相近，體外曝露之全身劑量則與 FSAR 的結果有較明顯的差異，約

為 FSAR 結果的 62%，結果顯示二者數量級是一致的。在 LPZ 外邊界的體外曝

露之全身劑量與甲狀腺等價劑量皆與 FSAR 的結果有明顯的差異，體外曝露之

全身劑量約是 FSAR 分析結果的 50%，而甲狀腺等價劑量則是 FSAR 分析結果

的 2.5 倍左右，結果顯示二者數量級是上下一個數量級。EAB 與 LPZ 的體外曝

露之全身劑量分析結果與 FSAR 的差異，主要來自於 FSAR 使用組織吸收能量

的方式計算劑量，而本報告是使用劑量轉換因子的方式計算劑量。LPZ 的甲狀

腺等價劑量與 FSAR 的差異，可能來自於：（1）甲狀腺等價劑量轉換因子、各

核種的半化期等 FSAR 分析數據差異；（2）本方法論與 FSAR 所使用之計算工

具不同。惟本報告之分析結果與 FSAR 的結果尚在同一個或是上下一個數量級，

且仍距離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行細則第三條規定接受準則甲狀腺劑量小於

3 西弗，體外曝露之全身劑量小於 250 毫西弗甚遠，均能符合相關法規之劑量限

值規範。 

第四章在控制室包封內人員劑量方面，核一廠 FSAR 並無 CRE 人員輻射劑

量分析之相關內容，僅能參考核二廠與核三廠現行持照基準、美國 NRC SRP 第

6.4 節之劑量評估指標，以及我國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設計準則內容，統一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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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 內人員輻射劑量分析名詞及接受標準須符合體外曝露之全身劑量小於 50 

mSv、總有效劑量小於 50 mSv、甲狀腺等價劑量小於 300 mSv 與皮膚等價劑量

小於 300 mSv 之要求。依據前述接受標準，本報告所建立並已驗證的方法論，

使用 2009~2013 年氣象數據計算得到之大氣擴散因子，以及使用 ORIGEN2 程式

重新計算之爐心活度盤存量與 FGR-11、FGR-12 DCF Spreadsheet 的劑量轉換因

子，進行控制室適居性 LOCA 個案分析，並使用與國外電廠類似的 sensitivity 

analysis 方式，以控制室包封內人員劑量接受限值為目標來決定核一廠控制室包

封的最大可允許內漏率。分析結果顯示，1 號機控制室包封於隔離與緊急模式運

轉時的最大允許內漏率分別為 465 cfm 及 665 cfm，而 2 號機控制室包封於隔離

與緊急模式運轉時的最大允許內漏率則分別為 665 cfm 與 955 cfm。 

本報告經本會審查核備後，台電公司將據以應用在核一廠 LOCA 事故發生

後，EAB、LPZ 外邊界與控制室包封內人員的輻射劑量計算。 

 

二、審查發現 

審查小組未對本章提出審查意見，惟本章相關內容均依各章審查發現一併

修訂，本章經審查報告內容可以接受。 

 

三、結論與建議 

本章主要就執行核一廠大破口冷卻水流失事故輻射劑量分析方法論之結論

進行論述。經就台電公司送審報告本章內容及台電公司對審查小組提問之答覆

內容與報告修訂內容進行審查，審查結果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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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審查總結 

一、審查結論 

本專題技術報告「核一廠設計基準事故輻射劑量分析方法論（大破口冷卻

水流失事故）」係以 RG 1.3 之假設為基準，並納入 RG 1.195 中有關人員呼吸率、

人員佔用因子及劑量轉換因子的資料，使用經美國核管會（NRC）認證的

RADTRAD 程式進行個案應用分析，建立核一廠 DBA LOCA 輻射劑量分析方法

論。此方法論使用 ORIGEN2 程式計算之爐心活度盤存量，以及使用 PAVAN（廠

外）與 ARCON96（廠內）程式計算之大氣擴散因子，均於 TITRAM-8 專題技術

報告核備在案。 

本報告亦使用與 FSAR 之 DBA LOCA 輻射劑量分析相同的參數設定與假設

進行計算，分析結果並與 FSAR 進行驗證。分析結果顯示，二者在 EAB 及 LPZ

外邊界的甲狀腺劑量與全身劑量差異仍在同一個或是上下一個數量級，且仍距

離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行細則第三條規定接受準則甲狀腺劑量小於 3 西

弗，體外曝露之全身劑量小於 250 毫西弗甚遠，均能符合相關法規之劑量限值

規範。 

雖核一廠 FSAR 並無 CRE 人員輻射劑量分析之相關內容，僅能參考核二廠

與核三廠現行持照基準、美國 NRC SRP 第 6.4 節之劑量評估指標，以及核子反

應器設施安全設計準則內容，本報告使用 2009~2013 年之核一廠氣象數據計算

大氣擴散因子，進行 LOCA 個案分析，計算控制室包封的劑量。控制室包封的

劑量分析結果是用以訂定控制室適居性方案中有關控制室包封內漏率之限值，

結果顯示核一廠 1 號機控制室包封在隔離與緊急模式運轉時的最大允許內漏率

分別為 465 cfm 及 665 cfm，而 2 號機控制室包在於隔離與緊急模式運轉時的最

大允許內漏率則分別為 665 cfm 與 955 cfm。此部分的結果，可供管制單位作為

訂定控制室適居性方案中有關控制室包封內漏率限值之依據。 

本分析方法論所建立評估 EAB、LPZ 與控制室包封區域內人員於事故發生

時期接受輻射劑量的分析程序與引用之參數等，均係參照並符合美國核能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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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NRC）相關法規指引文件與標準審查規範；輻射劑量分析結果，均符

合我國「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行細則」與「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設計準則」

之規定。 

綜合審查小組審查結果可以接受，對於送審之「核一廠設計基準事故輻射

劑量分析方法論(大破口冷卻水流失事故)」報告，准予備查。 

 

二、後續管制要求 

1. 使用 ICRP-26（FGR-11、FGR-12）的劑量轉換因子（DCF）與我國現行

游離輻射安全標準有出入，未來使用時，一定要引用我國法規的劑量轉

換因子。（C1-II-1-005、C1-II-1-006、C1-II-4-004） 

2. 有關輻射劑量之用語，於未來使用時，一定要使用我國法規的用語，以

免混淆。（C1-II-2-013、C1-II-2-031） 

3. 有關直接照射劑量，未來應用於實際案例時，建議直接照射劑量計算結

果應與業界泛用之輻射屏蔽計算程式之計算結果作比對驗證，或採用合

宜業界之通用電算程式做評估，使評估工作能更快速可行。(C1-II-2-032、

C1-II-2-033、C1-II-2-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