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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計畫導則 
中華民國 103 年 9 月 19 日會物字 

第 1030016959 號令修正發布 

第一章 綜合概述 

一、概論 

（一）緣由及目的 

說明申請機構之除役需求與目的。 

（二）專有名詞 

使用政府主管機關所頒訂之專有名詞，若非常用或自行編

譯之專有名詞，需明確定義並加註原文，以利對照。 

（三）引用之法規及準則 

1.撰寫計畫時所採用之各種資料，其調查、分析、推估之

方法，凡於現行國內法規中有規定者，需從其規定。 

2.詳列撰寫計畫時所引用的國內外法規、準則及技術規

範，並註明其名稱、公（發）布單位、日期及版次。 

（四）參考文獻 

引用法規、準則及技術規範以外之其他參考文獻，依內容

性質歸類整理並詳列文獻出處。 

二、除役目標及範圍 

說明除役之目的、預計達成目標、除役各階段時程與作業目標與

拆除範圍（如建築結構、系統、設備及重要組件等）等；另為配

合除役改建或新建之設施，亦應說明之。 

三、設施說明及除役範圍工程圖件 

提供設施建築、區域、系統、重要組件等的現況說明及工程圖件

（或數位 3D 立體模型與資料庫等）及廠區地圖。 

第二章 設施及廠址環境說明 

一、設施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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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設施名稱及其所在地等資料，並說明除役廠址的位置、面積

及範圍，包括廠界之所有變更。 

二、廠址環境說明 

敘述廠址水文、地質、地形、地貌及氣象等自然環境，以及廠址

附近之居民、城鎮、重要設施等人文環境。 

第三章 設施運轉歷史及曾發生之重大事件與其影響 

一、運轉歷史 

提供設施的運轉紀錄及說明。 

二、曾發生之重大事件及影響 

說明曾經發生之重大事件及其處理情形與影響。 

第四章 廠址與設施之特性調查及評估結果 

一、調查範圍 

說明特性調查的範圍，包括廠址環境（如土壤、地表水及地下水

等）及設施（如建築結構、系統、設備與重要組件等）。 

二、特性調查計畫 

說明調查項目、調查基準、品保計畫、評估方法及使用儀器。調

查項目包括：廠址環境（如土壤、地表水及地下水等）及設施（如

建築結構、系統、設備與重要組件等）；調查方法包括：放射性

污染設施盤點、歷史廠址評估、污染活度偵測、中子活化評估、

輻射劑量推估等。 

三、放射性存量評估結果 

提供廠址環境（如土壤、地表水及地下水等）與設施（如建築結

構、系統、設備與重要組件等）污染或活化之程度、範圍及廢棄

物分類的評估結果。 

第五章 除役期間仍須運轉之重要系統、設備、組件及其運

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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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分析 

說明各除役階段廠區設施維持安全運作之分析結果，以防止放射

性污染擴散並確保用過核子燃料之安全貯存。 

二、系統安全分類 

說明除役期間各階段系統安全分類原則與分類結果。分類項目區

分為： 

（一）需維持運轉的系統（包含安全相關與非安全相關）。 

（二）停止運轉的系統。 

三、需維持運轉之安全相關系統的運轉說明 

說明除役期間仍須運轉及需要修改或新設之安全相關系統、設

備、組件與其運轉方式。 

四、需維持運轉之非安全相關系統的運轉說明 

說明除役期間仍須運轉及需要修改或新設之非安全相關系統、設

備、組件與其運轉方式。 

五、停止運轉系統的說明 

說明除役期間可停止運轉系統的斷電、洩水及隔離作業方法，以

及可減免管制之事項。 

第六章 除役時程、使用之設備、方法及安全作業程序 

一、除役時程 

說明除役各階段之目標及時程，並佐以甘特（Gantt）或計畫評

核術（PERT）圖示各階段之拆除程序，以及完成時間。 

二、拆除作業 

（一）說明各階段核子反應器設施廠房（以下簡稱廠房）結構及

各系統、設備、組件等的拆除工法與時序。 

（二）拆除方法及程序 

1.說明具活化效應之機械系統、設備、組件與廠房結構的

拆除方法及其使用之設備，以及拆除作業中安全作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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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及其相關之輻射防護與防治污染擴散的設計。 

2.說明放射性污染之機械系統、設備、組件及廠房結構的

拆除方法及其使用之設備，以及拆除作業中安全作業程

序及其相關之輻射防護與防治污染擴散的設計。 

第七章 除役期間預期之意外事件安全分析 

說明設施除役期間可能發生之意外事件，依性質可分為：意外事

件（如，核安、輻安、工安、火災等）、自然災害事件（如，颱風、

地震、豪雨及海嘯等）及人為破壞等，並敘述各項意外事件的發生原

因、評估方法及影響分析。 

第八章 除污方式及除役期間放射性廢氣、廢液處理 

一、除污方式 

（一）說明除污範圍規劃，包括可能受到污染的環境（土壤、地

表水與地下水）、結構、系統、組件、可再除污的廢棄物

等。 

（二）說明除污作業規劃，包括除污準則、除污程序、除污技術、

作業場所、作業安全及輻射防護等。 

（三）說明除污作業可能衍生的二次廢棄物及減廢措施。 

二、除役期間放射性廢氣、廢液處理 

（一）說明除役期間放射性廢氣及廢液產生來源。 

（二）說明除役期間放射性廢氣、廢液之管理作業，包括收集與

輸送、處理方法、排放標準、監測方法及排放管控等。  

第九章 除役放射性廢棄物之類別、特性、數量、減量措施

及其處理、運送、貯存與最終處置規劃 

一、放射性廢棄物之類別、特性、數量： 

（一）說明放射性廢棄物數量及特性之推估方法。 

（二）說明推估之放射性廢棄物來源、類別、型態、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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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說明放射性廢棄物實測或推估之主要核種、比活度、表面

污染、中子活化性、空間劑量率等特性。 

（四）說明除役作業可能衍生二次廢棄物及廢棄物管理措施。  

二、減量措施 

說明配合除役廢棄物數量及特性、除污作業、拆除方法、廢棄物

外釋處理方式等，規劃採行之減量措施。 

三、放射性廢棄物之處理 

說明放射性廢棄物的處理規劃，包括規劃使用的處理設施、位

置、處理方法、處理量，以及使用的盛裝容器等。 

四、低放射性廢棄物之運送、貯存及處置 

（一）運送：說明低放射性廢棄物於廠內或廠外運輸的規劃，包

括可能路徑、運輸作業、運輸容器與輻射安全等。 

（二）貯存：說明低放射性廢棄物的貯存規劃，包括規劃使用的

貯存設施、位置、貯存方法，以及貯存的廢棄物類別、數

量等資訊。 

（三）處置：說明除役計畫對應於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計畫之間

的整合規劃措施。 

五、用過核子燃料之運送、貯存及處置 

（一）運送：說明用過核子燃料於廠內或廠外運輸的規劃，包括

可能路徑、運輸作業、運輸容器與輻射安全等。 

（二）貯存：說明用過核子燃料的貯存規劃，包括規劃使用的貯

存設施、位置、貯存方法，以及貯存的用過核子燃料類別、

數量等資訊；若採用乾式貯存時，應說明用過核子燃料再

取出之考量。 

（三）處置：說明除役計畫對應於用過核子燃料處置計畫之間的

整合規劃措施。 

第十章 輻射劑量評估及輻射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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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眾劑量評估 

說明除役各階段及廢棄物運送、貯存對一般民眾可能造成的輻射

劑量評估。內容應包括：評估方法與程序、評估結果及紀錄保存。 

二、作業人員劑量評估 

說明除役各階段及廢棄物運送、貯存對作業人員之劑量評估。內

容應包括：評估方法與程序、評估結果及紀錄保存。 

三、輻射防護措施 

依各階段設施除役之作業特性、處理放射性廢棄物之活度與特性

及「合理抑低」之原則，說明其輻射防護措施。 

第十一章 環境輻射監測 

說明除役期間之環境輻射監測規劃，包含設施內、外之偵測項目

（含環境直接輻射之偵測、環境試樣取樣與放射性活度分析、氣象觀

測作業等），並說明規劃之偵測方法、偵測對象、目的、取樣地點、

取樣頻率、活度單位及重要之附記等。 

第十二章 組織及人員訓練 

一、組織與任務編組 

敘述組織及任務編組。其中至少應包含除役工程規劃、廠址輻射

特性調查、設施除污、拆除切割、廢棄物處理與運貯、輻射防護、

環境偵測、工程支援、品質保證等項目。 

（一）組織架構 

說明設施除役作業管理組織架構之編組、功能、責任與權

限。 

（二）任務編組 

說明人員編制、權責及資格，包括各級管理、監督、工安、

輻安及品保/品管人員之權責與資格等。 

（三）管理程序 

說明除役相關作業活動之管制與管理程序，包括設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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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維護管理、工安、品保及人員與車輛出入之污染管制

等。 

（四）審查與稽核 

說明除役各項作業之審查與稽核程序，包括施工、運轉作

業之審查及安全措施之稽核，作業程序或系統變更之審

查，審查與稽核文件之管制等。 

二、人員訓練方案 

針對設施除役作業提出人員訓練方案，包括各項作業之訓練規

劃，訓練課程內容、時程及授課人員資格，訓練成效評估及資格

檢定辦法等。對於除役作業中所需之特殊專長（如拆解及破壞、

除污、遙控設備操作、用過核子燃料吊運等），亦應說明其人員

訓練要求。 

第十三章 核子保防物料及其相關設備之管理 

一、核子保防物料：說明核子保防物料之名稱、數量、儲存方法、位

置及其監視管理程序。 

二、核子保防設施：說明核子保防設施之名稱、數量、設置位置及其

監視管理程序。 

三、核子保防器材：說明核子保防器材之名稱、數量、設置位置及其

保養、維修與管理。 

第十四章 保安措施 

一、門禁管制 

說明門禁管制作業程序，包括警衛人員的組成、輪班、保安設備

之配置、使用等。 

二、人員管制 

說明人員管制作業程序，包括經營者、承攬商、外籍工作人員等。 

三、物品管制 

說明物品管制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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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紀錄保存 

說明各項保安作業紀錄的保存規定。 

第十五章 品質保證方案 

說明除役相關作業的品質保證計畫，其所涵蓋之除役作業需列表

承諾，其內容應包括： 

一、組織 

二、品質保證方案 

三、設計管制 

四、採購文件管制 

五、工作說明書、作業程序書及圖面 

六、文件管制 

七、採購材料、設備及服務之管制 

八、材料、零件及組件之標示與管制 

九、特殊製程管制  

十、檢驗 

十一、試驗管制 

十二、量測及試驗設備管制 

十三、裝卸、貯存及運輸 

十四、檢驗、試驗及運轉狀況之管制 

十五、不符合材料、零件或組件之管制 

十六、改正行動 

十七、品質保證紀錄 

十八、稽查 

第十六章 意外事件應變方案 

一、應變組織編組與職責分工 

說明應變組織體系及各單位權責，並提供有支援需求時可循體系

動員之相關單位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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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變場所與設備 

說明意外應變指揮作業地點、意外醫護救助、除污設施及聯絡系

統等事項。 

三、意外應變程序 

說明預期之各類意外事件的應變導則或程序，並說明平時設備整

備與演練、消防防護計畫及疏散路線等規劃。 

第十七章 廠房及土地再利用規劃 

一、再利用的範圍與規劃 

說明除役後廠址內廠房及土地再利用的範圍，以及將如何再利用

的規劃；再利用的規劃方式可能包括：無限制性使用、限制性使

用、部分限制使用或轉為其他用途等。 

二、復原工作 

說明設施除役後的廠址如何復原，以符合廠址輻射劑量或比活度

之法規標準。 

三、最終輻射偵測規劃 

說明最終輻射偵測規劃，內容應包括：偵檢目標與說明、偵測設

計（包含標準的應用與推導及偵測點數目的決定等）、偵測位置

的決定、調查基準的決定、偵測方法、品質保證方案、偵測結果

的評估及外釋標準等。最終輻射偵測計畫應驗證設施符合除役計

畫所建議的釋出使用限制，以及準備釋出區域之場址輻射劑量能

符合法規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