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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查概要 

民國 91 年 12 月 25 日「放射性物料管理法」（簡稱物管法）公布施行，依

據物管法第 29 條規定：「產生者應負責減少放射性廢棄物之產生量及其體積。

其最終處置計畫應依計畫時程，切實推動」。第 49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督促廢

棄物產生者規劃國內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之籌建，並要求廢棄物產生者

解決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問題」。另依「放射性物料管理法施行細則」第 37
條規定：「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每四年應檢討修正；修正時，應敘明

理由及改正措施，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執行」。 

原能會於 95 年 7 月會物字第 0950019841 號函同意核備台電公司「用過核

子燃料最終處置計畫書」開始執行，迄 99 年已歷時 4 年，依物管法施行細則第

37 條規定，應檢討修正。台電公司 99 年 5 月 27 日以電核端字第 09905010741
號函提出「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計畫書 2010 年 5 月修訂版（初稿）」，送請原

能會核定。物管局為嚴密審查本報告，邀請核子工程、地質、土木材料、核種

傳輸、功能評估、廢棄物管理等領域專家學者 7 位，以及物管局人員建立審查

團隊，進行本案審查工作。物管局於 99 年 5 月 28 日完成程序審核，確認文件

內容齊備後，隨即進行實質審查作業。 

本案審查時程為 5 個月，期間進行 3 回合審查並辦理二次審查會議，共提

出 111 項審查意見。台電公司針對審查意見之答覆說明內容，業經審查委員與

物管局複審後，確認澄清審查意見同意結案，詳細審查意見如「用過核子燃料

處置計畫書 2010 年修訂版審查意見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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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查過程 

  本案之審查作業共辦理 2 次審查會議及 1 次溝通會議，相關會議重點分

別說明如下。 

(一)第一次審查會議 (99 年 8 月 10 日) 

1. 請台電公司於第二次審查會議時，就下列議題進行簡報說明： 

(1) 台電公司 2017 年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與日本 H12 報告整體架構之分

析比較，並說明本階段之研究發展規劃。 

(2) 台電公司對本處置計畫建立坑道實驗室之初步規劃構想。 

(3) 台電公司對本計畫研究成果資訊公開作法之初步規劃構想。 

(4) 台電公司對本計畫建立技術顧問團隊或台電公司內部成立高放處置諮

詢委員會之構想。 

2.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核能研究所可能將併入經濟及能源部，有利於高放

處置計畫的整合與執行，建議台電公司應更積極規劃執行高放處置計畫。 

3. 為檢討審視 2014 年版工作計畫書修訂內容，請在 2014 年 2 月底前提出

一份 2013 年階段成果報告，以確保 2017 年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呈現成

果能符合規劃目標，會後由台電公司工作團隊與物管局負責本計劃管制

相關業務人員另擇期研究討論。 

4. 為確保計畫各階段各項成果報告品質與可溯性，請台電公司積極研訂高

放處置計畫品質保證方案，以確保研究成果之可信度，做為未來處置設

施設計及安全評估之用。 

5. 台電公司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計畫書(2006 年版) 之表 6-1：「潛在處置

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之重要里程項目「2017 年提出候選場址的建

議調查區域」，於 2010 年修訂版計畫書已將其刪除，依物管法施行細則

第 37 條請台電公司敘明理由及改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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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計畫相關議題溝通會議（99 年 8 月 27 日） 

    為確保 2017 年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呈現成果能符合規劃目標，由台電公司

工作團隊與物管局負責本計畫管制相關業務人員，就以下議題進行討論，並形

成下列共識。 
1. 本計畫執行應採目標導向，2017 年之計畫目標及架構可參照日本 H12 報

告編寫。本階段(2010 年-2017 年)之研究發展規劃，應列出重要計畫目標

之各年度規劃執行之工作項目。 

2. 規劃中之地質實驗室不是特定場址之地下實驗室，係定位為僅供深地層

處置技術發展及驗證用之一般性地下實驗場所。若要定位名稱可稱「地

質實驗室」。 

3. 本計畫之執行成果，將摘述公布於台電相關網頁上，以增進民眾對用過

核子燃料最終處置計畫之了解。對於計畫成果報告內容，學者專家可就

其有興趣的部分，來電向台電公司索取。 

4. 台電公司成立用過核子燃料處置諮詢委員，有助於推展計畫執行，至於

各工作團隊成立技術顧問團，可有效提升研究發展成果品質。另為加強

計畫研究發展成果之品質管控，台電公司可參照低放處置計畫專案品保

計畫，建立本計畫之專案品質保證作業。 

5. 台電公司 2014 年提報年度成果報告時，可參考日本 H12 報告架構提出

2010 年至 2013 年之階段性進度報告，以進一步確保 2017 年技術可行性

評估報告成果能逹成預定目標。 

 (三)第二次審查會議決議（99 年 10 月 12 日） 

1. 請台電公司依據答復說明內容修訂本計畫書，將修正內容註明於相對意

見項，並於 99 年 12 月 12 日前將計畫書修訂版送本局備查。 

2. 台電公司進行 2017 年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研究發展作業之建議事項： 

(1) 應注意符合「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理規則」之

規定。 

(2) 台電公司應就國內處置特性條件，並參酌國外經驗，研提各年度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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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研究發展規畫，核實編列所需經費，以加強國內研發能量之整合

及國際技術交流合作，有效落實計畫之推動確保 2017 年計畫目標之

逹成。 

(3) 請台電公司詳細回顧日本 H12 報告之研發主軸、地質處置安全評估

準則以及功能評估發展等，清楚條列 H12 報告已建立及待發展之技

術，做為後續完成 2017 年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所需工作之參考，以

及該報告架構內容之依據。 

(4) 請台電公司於 11 月底前將 2017 年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章節架構送

物管局，經委員提供修正意見後，將作為 2017 年技術可行性評估報

告章節架構第 0 版。 

3. 有關台電公司執行「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計畫書 2010 年修訂版」，規

劃發展「地質實驗室」乙案，請參酌下列意見辦理： 

(1) 請台電公司邀集學者專家提供規劃意見並參與研究處置計畫地下實

驗室之建立，並定位其名稱為「地質實驗室」，不作為特定場址之地

下實驗室，僅供深地層處置技術發展及驗證之一般性地下實驗場所。 

(2) 請台電公司提出「地質實驗室規劃報告」，於明（100）年 10 月底前

送物管局備查。 

4. 台電公司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計畫之執行，應建立專案品質保證計

畫，以確認相關調查工程技術及功能評估作業之品質無虞。請台電公司

於明（100）年 7 月 1 日前提出相關專案品質保證計畫，送物管局核備。 

5. 本計畫之執行成果，請台電公司摘述公布於台電相關網頁上，以增進民

眾對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計畫之了解。對於計畫成果之技術報告，學

者專家可就其有興趣的部分，透過申請方式向台電公司索取。 

6. 請台電公司積極規劃執行用過核子燃料處置諮詢委員及各工作團隊技術

顧問團之成立，以幫助於推展計畫執行，有效提升研究發展成果品質。 

7. 請台電公司於 2014 年 2 月底前，研提 2010 年至 2013 年之整合報告送物

管局審查，以做為修正 2014 年版計畫書的基礎；另請可參考日本 H12 報

告架構提出 2010 年至 2013 年之階段性進度報告，確保逹成 2017 年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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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之目標。 

8. 「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計畫書 2006 年核定版版」表 6-1 所訂里程碑

「2017 年提出候選場址的建議調查區域」，台電公司倘要修正為「2017
年提出候選場址的建議調查區域之評估成果」，應先提出詳實具體之改正

措施。 

9. 最終處置計畫之年度計畫成果報告審查將召開審查會議；「用過核子燃料

最終處置計畫書 2010 年修訂版」與「2009 年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初步

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之歷次審查會議決議事項，將列為追蹤事項，併

同年度計畫成果報告審查定期追蹤。 

 

 

 

 

 

 

 

 

 

 

 

 

 

 

 



6 
 

三、關鍵議題說明 

    經審查團隊審查評估報告，共提出 111 項審查意見。其中有下列幾項關鍵

議題，對用過核子燃料處置計畫的執行有所助益或影響，說明如後： 

議題 1：台電公司 2017 年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與日本 H12 報告整體架構之

分析比較，以及本階段之研究發展規劃。 

議題 2：台電公司對本處置計畫建立坑道實驗室之規劃構想。 

議題 3：台電公司對本計畫研究成果資訊公開作法之規劃構想。 

議題 4：台電公司針對本計畫各項品質管理制度與作業之構想。 

議題 5：有關台電公司用過核子燃料管理時程銜接議題 

議題 1：台電公司 2017 年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與日本 H12 報告整體架構之分

析比較，以及本階段之研究發展規劃。 
1. 審查意見摘述： 

   用過核子燃料處置計畫下階段目標應於 2017 年完成最終處置技術可行

性評估報告，報告之內容架構參考日本 H12 報告，請台電公司就 2017 年技

術可行性評估報告之預定內容架構與日本 H12 報告進行差異分析比較，以驗

證並下階段(2011 年-2017 年)整體研究發展規劃之完整性及可行性；簡要說

明在 2017 年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產生之前相關研究規劃為何，如何在各年

度的研究規劃中一步一步達成 2017 年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應該有的架構。 
2. 台電公司答覆摘要： 

   日本 H12 報告主要任務為： 
(1)彙整與更新科技資料，及證明地質處置的技術「信賴性」(reliability)； 
(2)提供場址選定及法規架構所需科學技術基礎； 
(3)公開資料徵詢專家及公眾意見。 

該報告內容涵蓋地質環境長期安定性的特性、地質處置的工程技術，以及安

全性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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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2 報告獲致最重要的成果包括： 
(1)從地震、斷層與火山活動、氣候變化與海水面升降等調查，加上深層地

質環境特性的調查研究，以掌握長期安定性影響因素，證明在日本地

質處置的技術可行性，以及證明在日本可以找到合適的地點進行地質

處置。 
(2)經由釜山礦場及海外地下實驗室的試驗，驗證深層地質處置工程技術設

計條件，及處置場建設、運轉及封閉現有技術的可行性。 
(3)證明現行技術，尤其是在近場的部份，足以針對深層地質處置進行可靠

的安全性評估。 
綜言之，日本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發展至 H12 報告發表時，在技術的「可

靠性」與「信賴性」上，展現出較 H3 更穩固而透明的處置技術條件，足以

提供選址參考，並作為法規架構制定的基礎。 
相較之下，「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完成之 SNFD2017 報

告，主要任務為： 
(1)整合花崗岩質潛在處置母岩特性的界定、處置母岩特性調查技術(應包

括地質、地下水、岩石與水化學、母岩工程特性等)，以架構出調查區

域的地質構造。 
(2)並以現地調查資料，進一步建立花崗岩質潛在處置母岩設置處置場之評

估能力。 
(3)據以提出「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國內適合地質處置環境

條件的證明。 
預計 2017 年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獲致突破性成果包括： 

(1)取得花崗岩質潛在處置母岩深層地質特性現地調查資料，及地震、地體

變動、氣候變化與海水面升降等調查成果。 
(2)規劃坑道實驗室，驗證深層地質調查技術，取得地震、洪水影響下地質

特性變化情形，用以提供功能安全評估變異情節分析之技術建立，以

上成果將提供處置技術可行性評估之重要依據。 
經由 2017 年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與日本 H12 報告比較後，二者最大差

異在處置工程技術方面為：工程開挖與開挖對地下岩體之影響分析國內尚未

展開技術研發，故台電公司規劃在 2017 年前利用地質實驗室的建置，來發

展類似日本 H12 報告中所提及之坑道工程開挖及工程開挖影響地下岩體特

性之評估技術。另就處置設計之概念亦納入 2017 年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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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章節中加以說明。至於在安全評估技術方面，日本 H12 報告中有專節討論

地震對工程障壁系統長期穩定性的影響，台電公司也規劃在 2017 年前，針

對花崗岩地質環境發展地震變異情節的評估技術，尤其是近場部分。此外，

國內高放處置設施安全管理規則之相關規定也會於 2017 年技術可行性評估

報告相關章節中加以說明。 
在 2017 年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產生前的研究規劃，大致可分為三階段： 

(1)短期整體工作規劃(至 2013 年)： 
完成地質實驗室建置及坑道周遭岩體構造測繪工作，以作為後續各項技

術研發及配置依據，並進行近場系統整合研究之熱水力藕合模擬技術建

立。 
(2)中期整體工作規劃(至 2015 年)：  

進行花崗岩深層特性調查與技術驗證、洪水/地震情節評估技術之發展。 
(3)長期整體工作規劃(至 2017 年)： 

完成花崗岩體長期穩定性之驗證與變異情節功能安全評估技術建立。完

成 SNFD2017 報告 ，並建議下階段(2018 年~2028 年)工作規劃。 
除上述工作規劃外，台電公司擬針對本計畫成立諮詢委員會，協助研究

工作的規劃、評估與整合。 
    另台電公司已於 99 年 11 月 29 日函送原能會 2017 年技術可行性評估報

告之章節架構內容（初稿），原能會為求慎重，將另案組成審查團隊，進行

審查工作。 
3. 決議： 

本計畫執行應採目標導向，2017 年之計畫目標及架構可參考日本 H12 報告

編寫。本階段(2010 年-2017 年)之研究發展規劃，應列出重要計畫目標之各

年度規劃執行之工作項目。  

議題 2：台電公司對本處置計畫建立坑道實驗室之規劃構想。 
1. 審查意見摘述： 
  (1)在「工作規劃」中，請優先於花崗岩質潛在處置母岩區內，規劃建置岩體

地下實驗室，以能建立調查、分析及評估深層地質環境之技術；施作大

尺寸工程障壁試驗；驗證地下水流與核種傳輸機制；釐定孔隙水化學特

性等前瞻性技術。 
  (2)7.3.1 節應稍加介紹坑道實驗室規劃之初步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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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電公司答覆摘要： 
相關工作目前均已初步規劃於近期計畫中；例如，表 7-1 所列「坑道

式實驗室規劃、建置與試驗」即著眼於國內花崗岩母岩實驗室的建置，供進

行坑道內裂隙網路建立、擾動帶量測、高密度跨孔傳輸、擴尺度、熱應力效

應等試驗；表 7-1 所列「孔內調查與監測」目的是為取得深地層特性資訊，

具代表性孔隙水樣(含溶解性氣體)的取得及化學特性的釐定，與其長期監測

技術的發展亦為後續規劃工作重點；執行面上，因預算及地方、環保團體、

工程單位之種種因素，彼此互相影響，進展緩慢且尚有不確定性；表 7-1 工

作項目與經費規劃，尚待管制機關與立法院同意。 
考量技術發展驗證、母岩特性調查、人員培訓等需求，擬尋求與規劃於

國內已知且臨近道路的花崗岩體，建置水平深入岩體百公尺以上、直徑約 6
公尺之試驗坑道；除安全考量外，原則上，坑道面不噴漿，並採自然排水方

式建置，以利後續坑道內相關試驗之進行；坑道建置過程中，擬安裝監測儀

器(如微震儀)以評估建置過程對岩體的影響性；坑道建置完成後，將先進行

坑道面之主要岩脈/裂隙/斷層分布及位態的量測與資料建置，做為後續相關

試驗規劃的重要參考依據。 
3. 決議： 

規劃中之地質實驗室不是特定場址之地下實驗室，係定位為僅供深地層

處置技術發展及驗證用之一般性地下實驗場所，若要定位名稱可稱「地質實

驗室」。審查會議決議要求台電公司提出「地質實驗室規劃報告」，於明（100）
年 10 月底前送物管局備查。 

議題 3：台電公司對本計畫研究成果資訊公開作法之規劃構想。 
1. 審查意見摘述： 

台電公司執行「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計畫」多年，但對學界而言，普

遍感覺相關資訊相當封閉而不透明，遑論對本計畫的支持。請台電公司多透

過國內各有關研討會或舉辦論壇等方式，向學界介紹本計畫執行情形與成

果，吸引學界之評論乃至參與，進一步支持本計畫。國內有關最終處置的相

關文獻資料與報告等資訊流通仍限於非常封閉的範圍，外界取得相當困難，

如能透過本計畫建立「最終處置計畫推動成果整合與知識平台」(或其他更

合適名稱)，透過網路將可大幅提高相關資訊透明公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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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電公司答覆摘要： 
台電進年來積極參與各相關學會舉辦之研討會，例如東亞論壇、大地工

程、地下水、輻防等學(協)會所舉辦之研討會，並尋求參加為團體會員之可

能性，雖然迄今受限於預算法與上級規定而未成功，但台電仍將繼續努力待

突破。自民國 91 年起本計畫報告均送國科會與國家圖書館供全民參閱，過

去之報告學者專家需要可正式來函取得。未來相關計畫成果項目及名稱規劃

將公佈於台電公司相關網站中，學者專家可視需要透過申請方式來函索取。 
3. 決議： 

本計畫之執行成果，台電公司將摘述公布於台電相關網頁上，以增進民

眾對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計畫之了解。對於計畫成果之技術報告，學者專

家可就其有興趣的部分，可來電向台電公司索取。 

議題 4：台電公司針對本計畫各項品質管理制度與作業之構想。 
1. 審查意見摘述： 

高放處置計畫時程長達幾個世代之久，如果沒有完善的品質作業，對未

來的執行者難以傳承。本計畫於「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計畫書 2006 年修

訂版」已承諾要完成「本計畫的品質作業程序書」，請提出本項程序書列為

附錄，作為執行本計畫各項品質管理制度與作業的藍本。 
2. 台電公司答覆摘要： 

「本計畫的品質作業程序書」係指在執行計畫過程中相關調查試驗與評

估技術建立等工作所依循的品質作業程序書。目前本計畫相關主要執行團隊

均已建立 ISO 9001 品質系統，並針對各項執行工作擬定作業程序書。原計

畫書文字配合修訂。 
計畫管理所需品質管理系統相關說明，已於第八章做概要性說明，提供

計畫推動品質保證要求之依據。台電公司將遵循 99 年 8 月 27 日與物管局「用

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計畫相關議題溝通會議」之共識，參考低放處置計畫專

案品保計畫訂定高放最終處置計畫本階段品保計畫。 
台電公司也積極規畫執行用過核子燃料處置諮詢委員及各工作團隊技

術顧問團之成立，以幫助於推展計畫執行，有效提升研究發展成果品質。 
3. 決議： 

台電公司成立用過核子燃料處置諮詢委員，有助於推展計畫執行，至於

各工作團隊成立技術顧問團，可有效提升研究發展成果品質。另為加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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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成果之品質管控，台電公司可參照低放處置計畫專案品保計畫，建

立本計畫之專案品質保證作業。 

議題 5：有關台電公司用過核子燃料管理時程銜接議題 
1. 審查意見摘述： 

環保署審查核一廠乾式貯存設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時，依據行政院環境

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170 次會議決議要求，貯存於核一廠乾式

貯存設施之用過核子燃料應於使用 40 年後移出，且貯存設施不得轉作最終

處置場所。依台電公司現階段規劃，核一廠乾式貯存設施將於 102(2013)年
開始運轉，141 年(2052)年運轉期滿，與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場開始啟用

運轉時間（2055 年）銜接上有些微落差。 
2. 台電公司答覆摘要： 

台電公司為使整體用過核子燃料管理能順利銜接，經檢討「用過核子燃

料最終處置計畫書 2010 年修訂版」中相關內容（表 6-1 及第 6.3.5 節），規

劃於 2052 年前在最終處置場內完成設置用過核子燃料接收暫貯設施。屆時

用過核子燃料貯存設施運轉期滿後可以順利移往最終處置場接續貯存與處

置。 
3. 決議： 

物管局同意台電公司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計畫 2010 年修訂版中相關

對應部分後，報請本會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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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查結論 

台電公司依據「放射性物料管理法施行細則」第 37 條規定，提出「用過

核子燃料最終處置計畫書 2010 年修訂版」送審，該修正版計畫書經物管局邀集

學者專家審查後，完成審查作業，並獲致下列結論： 
1.目標導向： 

原能會對於「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計畫」之管制，秉持目標導向的原則，

要求台電公司按部就班執行本計畫。台電公司已完成全程處置計畫的安排，將

分為「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

「詳細場址與試驗」、「處置場設計與安全分析評估」、「處置場建造」等階

段。另為銜接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作業期程，應於 2053 年前於處置場完成用

過核子燃料接收設施。 
本計畫第一階段「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已設立兩個重要里

程，第一個是在 2009 年完成「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初步技術可行性評估報

告」，第二個將在 2017 年完成「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

為促使台電公司於完成 2017 年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原能會已要求台電公司應

參考日本 H12 報告之發展經驗研擬 2017 年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架構內容，後

續亦將邀集國內相關領域學者專家嚴格審議，形成共識後，督促台電公司積極

執行。 
台電公司執行本計畫期間，將規劃建置地質實驗室，以獲取所需本土安全

功能評估之參數。原能會已要求台電公司於 100 年 10 月提出「地質實驗室規劃

報告」送物管局核備。 
2.詳實規劃、核實編列： 

本報告審查作業期間，審查團隊形成共識，要求台電公司應就國內處置特

性條件，並參酌國外經驗，研提各年度詳實研究發展規畫，核實編列所需經費。

以加強國內研發能量之整合及國際技術交流合作，有效落實計畫之推動確保

2017 年計畫目標之逹成。 
3.自主品質管控： 

由於台電公司執行「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計畫」相關研究發展計畫的品

質攸關將來計畫執行成果可供國際同儕與國內相關領域學者專家審視的重要關

鍵，因此原能會特別要求台電公司應積極規畫執行用過核子燃料處置諮詢委員

會及各工作團隊技術顧問團之成立，以助於推展計畫執行，有效提升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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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品質。  
我國用過核子燃料處置計畫「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的目

標，將於 2017 年完成最終處置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原能會為確保 2017 年技

術可行性評估報告的品質，將要求台電公司應邀請國際專家進行同儕審視，確

認該報告具有國際同儕認可的品質，亦可強化國人對最終處置計畫的信心。原

能會要求台電公司應就達成 2017 年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之目標，規劃所需工作

計畫項目，並核實編列經費，未來專責機構一旦成立，也可以順利處置計畫銜

接之執行，達成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