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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綜合概述 

依據「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之規定，經營者應於核子反應器設施預定永久

停止運轉之 3 年前向主管機關(原能會)提出除役申請。台灣電力公司(以下簡稱本

公司)第三核能發電廠(以下簡稱核三廠)一號機及二號機之預定停止運轉日期分別

為民國 113 年 7 月 27 日及民國 114 年 5 月 17 日，故本公司依據「核子反應器設

施管制法」第 23 條及「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許可申請審核及管理辦法」第 2 條、

第 3 條之規定，提出本公司核三廠除役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由於除役期程長達 25 年，本計畫將配合除役執行現況進行定期或不定期之檢

討，內容若有涉及「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所規定之重要管制

事項變更者(增加環境輻射之虞、增加除役工作人員輻射劑量之虞、增加放射性廢

棄物產量之虞、發現除役計畫中有未涵蓋安全問題之虞及除役作業之完成時程變

更等)，將報請原能會核准後，再據以執行。 

本章綜合概述將說明核三廠除役之需求與目的，進行除役相關專有名詞、參考

文獻與引用法規之彙整，並界定核三廠除役目標與範圍，以及提供核三廠重要系

統、重要組件之現況說明及廠區地圖、相關工程圖件等資料，可作為本計畫其他章

節編撰時之依據與原則。本計畫之章節係依據原能會 103 年 9 月 19 日發布及 108

年 8 月 14 日修訂之「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計畫導則」所撰寫，本計畫符合導則之

對照表詳如附錄 1.A。 

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IAEA)於 2008 年發行

IAEA WS-G-5.2 "Safety Assessment for the Decommissioning of Facilities Using 

Radioactive Material"，針對放射性物質使用設施所需的除役提出安全評估，主要是

確保除役作業過程中放射性物質的妥適處理及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涉及活動包括

放射性氣、液體排放、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處置、除役後低放射性廢棄物的外

釋與放行，以及建物與廠址的解除管制等；而除役計畫亦應考量正常作業與可能異

常作業，以保障對作業人員及公眾之輻射安全。核三廠除役計畫內容除依據「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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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器設施除役計畫導則」撰寫之外，也參考 IAEA WS-G-5.2 安全評估建議，於

核三廠除役計畫各章節中闡述說明，以供原能會、公眾確認本計畫可採取適當的作

業與措施規劃，將輻射影響控制在可接受的範圍，並確保公眾之健康安全與環境保

護。 

一、 概論 

本公司核三廠位於屏東縣恆春鎮，佔地約為 329 ha(公頃)，離高雄市直線距

離約 88 km，廠區內裝置兩部 974 MWe(額定容量)(提升功率前為 951 MWe)汽輪

發電機組，總裝置容量為 1,948 MWe(提升功率前為 1,902 MWe)。核三廠兩部機

組之設計相同，主要之蒸汽產生系統係採用美國西屋公司所承造之壓水式反應

器，汽輪發電機系統原由奇異公司製造，惟已陸續更換為瑞士 ABB 公司製造之

低壓汽機，及 ALSTOM 公司製造之高壓汽機。每部機每年發電約 84 億度，經

由 345 kV 之超高壓輸電線分四迴路匯送至供電系統。 

每座反應器壓力槽之鋼板厚約 20 cm，重量約 281 MT (Metric Ton)。發電使

用之二氧化鈾核子燃料丸密封於燃料護套形成燃料棒，再組裝成燃料束後，裝置

在反應器壓力槽之核心位置，每座爐心安裝核子燃料元件 157 束；其中 52 束另

有爪型控制棒穿插其間，用以控制反應器起動、停機及功率調節。 

反應器壓力槽外，為圓柱形建築之圍阻體，上部為半球形圓頂，中央有反應

器爐穴。圍阻體係以預力鋼筋混凝土（Prestressed Concrete）構成，圍阻體內層

襯以鋼板，壁約有 1.2 m (4 ft)厚，為了使圍阻體能夠承受外力撞擊及防止內部產

生的放射性物質外洩，採用預力鋼鍵圍繞，出入口設置雙重氣鎖門裝置，確保輻

射物質洩漏時也都會包封在多重的隔離之內，不致擴散到電廠外造成環境污染。 

核三廠於 66 年核准興建，一號機反應器於 70 年 1 月完成吊裝，73 年 2 月

裝填鈾核子燃料，5 月併聯發電，核定正式運轉日期為 73 年 7 月 27 日；二號機

反應器則於 71 年 1 月完成吊裝，73 年 12 月裝填鈾核子燃料，74 年 2 月併聯發

電，核定正式運轉日期為 74 年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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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由及目的 

1. 緣由 

核三廠兩部機組依原能會核發之運轉執照有效期均為 40 年，一號機

及二號機之運轉執照，將分別於 113 年 7 月 27 日及 114 年 5 月 17 日屆

滿。本公司將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23 條，據以推動核三廠之

除役工作。 

2. 目的 

(1) 核三廠一號機及二號機之停止運轉年限分別為 113 年 7 月 27 日及

114 年 5 月 17 日。依據「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之規定，核能電

廠應於預定永久停止運轉前 3 年，檢附除役計畫向原能會提出除役

申請。 

(2) 本公司將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21 條之規定，採取拆除之

方式進行核三廠除役工作；並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行細則」

第 16 條之規定，於取得原能會核發之除役許可後，25 年內完成除

役作業。拆除或移出之放射性污染設備、結構或物質，將貯存於原

能會核准之設施。除役完成後廠址之輻射劑量，應符合原能會所定

之標準。 

(3) 本公司將以安全、嚴謹之程序，規劃及執行核三廠除役工作。除役

相關之輻射防護作業及放射性物料管理均需符合相關法令，以保障

工作人員及附近民眾健康安全，並維持環境及生態之健全。 

(4) 除役之放射性廢棄物，宜先從來源減廢做起，儘量避免放射性廢棄

物產生，已產生者，亦應先適當分類，將其與非放射性廢棄物分離；

之後施以切割、除污及有效工程管理等減量措施，以降低二次放射

性廢棄物產量及減少放射性廢棄物體積，減少貯存空間及最終處置

費用。 

(5) 完成除役後，廠址之輻射劑量將符合非限制性使用之標準，其對一

般人造成之年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0.25 mSv，除保留區外，其餘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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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朝電力事業用途來做規劃，可能之電源開發選項將視政府能源政

策而定。另保留區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設施之管理，將依據放射

性物料管理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有關核三廠除役保留區域以及除役

後土地再利用之規劃，請參考本計畫第十七章、一、(二)節。 

(二) 專有名詞 

本計畫中重要名詞定義如下列所示，詳細之專有名詞如專有名詞中英對

照表。 

核子反應器設施

(Nuclear Reactor 

Facilities) 

指核子反應器與其相關附屬廠房及設備。 

除役(Decommissioning) 指核子反應器設施永久停止運轉後，為使設

施及其土地資源能再度供開發利用，所採取

之各項措施。 

拆除(Dismantling) 允許自一核設施將某些或全部法規管制之設

備、結構表面、系統或設備內部，將放射性

物質或材料完整或部分移除，所採取的管理

與技術行動。 

放射性廢棄

(Radioactive Waste) 

指具有放射性或受放射性物質污染之廢棄

物，包括備供最終處置之用過核子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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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出濃度指引基準

(Derived 

Concentration 

Guideline Levels, 

DCGLs) 

指核電廠除役後，廠址符合法規要求之特定

放射性核種的濃度限值。 

活度(Activity) 指一定量之放射性核種在某一時間內發生之

自發衰變數目。 

比活度(Specific 

Activity) 

指單位質量之活度。 

合理抑低(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 ALARA) 

指盡一切合理之努力，以維持輻射曝露在實

際上遠低於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之劑量限

度。 

最終處置(Final 

Disposal) 

指放射性廢棄物之永久隔離處置。 

外釋(Release) 指固體放射性廢棄物釋出設施外回收、掩埋

或焚化之行為。 

解除管制(Clearance) 放射性物質或固體放射性廢棄物，當其輻射影

響衰減至可忽略程度，經確認其輻射影響小於

特定之法規限值後，其所含之核種可免除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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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防護管制措施，且其後續處理與使用均與

非放射性物質相同。 

核子反應器(Nuclear 

Reactor) 

指裝填有核子燃料，而能發生可控制之原子核

分裂自續連鎖反應之裝置，簡稱反應器。 

圍阻體(Containment) 環繞反應器的氣密(鋼質)殼或其他包封結構

體，用來侷限事故發生時所釋出的分裂產物。

若無此種結構體，分裂產物將會釋入大氣中。 

污染(Contamination) 

 

一般物質因放射性物質的附著而被視為放射

性污染物質。在狹義上僅指接觸、附著污染。

但廣義上，亦包含被活化之污染。 

除污

(Decontamination)   

 

將不必要之放射性物質從結構、系統、設備

或組件中移除。 

豁免(Exemption; 

Exempt) 

 

管制機關制定一套標準值，使凡是低於此標準

之輻射源所造成之輻射傷害可以忽略，故可以

不受原子能法規之管制。其與 clearance levels

之差別，在於 exemption 是指從未受原子能法

規之管制。clearance 是指曾受管制，但合乎清

除標準後而解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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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類廢棄物(Class A 

Waste) 

指低放射性廢棄物所含核種濃度低於(含)「低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

則」表一濃度值之十分之一倍及低於(含)表二

第一行之濃度值者；或廢棄物所含核種均未

列入表一及表二者。 

Ｂ類廢棄物(Class B 

Waste) 

指低放射性廢棄物所含核種濃度高於「低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

則」表二第一行之濃度值且低於(含)第二行之

濃度值者 

Ｃ類廢棄物(Class C 

Waste) 

指低放射性廢棄物所含核種濃度高於「低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

則」表一濃度值十分之一倍且低於(含)表一之

濃度值者；或高於表二第二行之濃度值且低

於(含)第三行之濃度值者。 

超 C 類廢棄物

(Greater-Than-Class-

C waste, GTCC) 

指低放射性廢棄物所含核種濃度高於「低放射

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表

一之濃度值者；或高於表二第三行之濃度值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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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引用法規及準則 

本計畫所引用之法規及設計準則彙整如下，另本計畫各章節將分別說明

採用之資料，其調查、分析、推估之方法，所引用之法規及準則，並將其引

用之法規及準則詳列於「參考文獻」一節中。 

1. 中華民國，「原子能法」，60 年 12 月 24 日。 

2. 中華民國，「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92 年 1 月 15 日。 

3. 中華民國，「游離輻射防護法」，91 年 1 月 30 日。 

4. 中華民國，「放射性物料管理法」，91 年 12 月 25 日。 

5. 中華民國，「環境基本法」，91 年 12 月 11 日。 

6.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原子能法施行細則」，91 年 11 月 22

日。 

7.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行細則」，

107 年 11 月 16 日。 

8.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97 年 2

月 22 日。 

9.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108 年

11 月 21 日。 

10.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計畫導則」，108

年 8 月 14 日。 

11.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保防作業辦法」，108 年 7 月 25

日。 

12.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設計準則」，97

年 1 月 11 日。 

13.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反應器設施異常事件報告及立

即通報作業辦法」，93 年 5 月 5 日。 

14.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反應器設施品質保證準則」，92

年 6 月 25 日。 

15.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組件安全分類導則」，82 年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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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反應器設施設計修改及設備變

更申請審核作業規範」，98 年 12 月 7 日。 

17.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設施違規事項處理作業要點」，

109 年 11 月 16 日。 

18.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及其輻射作業管理辦法」，107 年 12 月 22 日。 

19.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高強度輻射設施種類及運轉人員管

理辦法」，101 年 12 月 24 日。 

20.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污染建築物現場輻射偵檢及

劑量評估作業要點」，94 年 3 月 17 日。 

21.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嚴重污染環境輻射標準」，100 年 1

月 7 日。 

22.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96 年 12

月 31 日。 

23.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事件防範及處理

辦法」，107 年 8 月 28 日。 

24.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94 年 12

月 30 日。 

25.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工作場所管理與場所外環境輻

射監測作業準則」，105 年 6 月 27 日。 

26.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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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導則」，110 年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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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規則」，110 年 5 月 13 日。 

36.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

安全管理規則」，101 年 7 月 9 日。 

37.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一定活度或比活度以下放射性廢棄

物管理辦法」，93 年 12 月 29 日。 

38.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電廠除役管理方針」，80 年 3 月

1 日。 

39.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申請設置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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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46. 中華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廢料管理方針」，86 年 9 月 2

日。 

47. Rules of Practice for Domestic Licensing Proceedings and Issuance of 

Orders, 10 CFR 2, 2012. 

48. Standards for Protection Against Radiation, 10 CFR 20, 2006. 

49. Licensing and Regulatory Policy and Preparedness for Production and 

Utilization Facilities, 10 CFR 50, 2006. 

50. Licensing and Regulatory Policy and Procedur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0 CFR 51, 2006. 

51. Licenses, Certifications, and Approvals for Nuclear Power Plants, 10 CFR 

52, 2012. 

52. Disposal of High-Level Radioactive Wastes in Geologic Repositorie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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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Licensing Requirements for Land Disposal of Radioactive Waste, 10 C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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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Packaging and Transportation of Radioactive Material, 10 CFR 71, 2010. 

55. Licensing Requirements for the Independent Storage of Spent Nuclear F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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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Termination of Operating Licenses for Nuclear Reactors, Regulatory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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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Assuring the Availability of Funds for Decommissioning Nuclear Reactors, 

Regulatory Guide 1.159,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2011. 

59. Standard Format and Content of License Termination Plans for Nu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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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NRC), 2011. 

60. Decommissioning of Nuclear Power Reactors, Regulatory Guide 1.184,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2013. 

61. Standard Format and Content for Post-Shutdown Decommissioning 

Activities Report, Regulatory Guide 1.185,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2013. 

62. Fire Protection Program for Nuclear Power Plants During 

Decommissioning and Permanent Shutdown, Regulatory Guide 1.191,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2011. 

63. Standard Format and Content of Decommissioning Cost Estimates for 

Nuclear Power Reactors, Regulatory Guide 1.202,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2005. 

64. Technology, Safety and Costs of Decommissioning a Reference Pressu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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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Final Generic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GEIS] on 

Decommissioning of Nuclear Facilities, NUREG-0586, U.S. Nu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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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Technology, Safety and Costs of Decommissioning a Reference Boiling 

Water Reactor Power Station, NUREG/CR-0672,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1980. 

67. Backfitting Guidelines, NUREG-1409,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1990. 

68. Generic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in Support of Rulemaking on 

Radiological Criteria for License Termination of NRC-Licensed Nuclear 

Facilities, NUREG-1496,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1997. 

69. Multi-Agency Radiation Survey and Site Investigation Manual 

(MARSSIM), NUREG-1575 Revision 1, U.S. Nuclear Regul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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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Multi-Agency Radiological Laboratory Analytical Protocols Manual 

(MARLAP), NUREG-1576 Revision 1,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2004. 

71. Standard Review Plan for Evaluating Nuclear Power Reactor License 

Termination Plans, NUREG-1700,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2003. 

72. Standard Review Plan for Decommissioning Cost Estimates for Nuclear 

Power Reactors, NUREG-1713,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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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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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EG-1501,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1994. 

77. Solubility and Leaching of Radionuclides in Site Decommissioning 

Management Plan (SDMP) Soil and Ponded Wastes, NUREG/CR-6821,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2003. 

78. Information on Hydrologic Conceptual Models, Parameters, Uncertainty 

Analysis, and Data Sources for Dose Assessments at Decommissioning 

Sites, NUREG/CR-6656,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1999. 

79. Solubility and Leaching of Radionuclides in Site Decommissioning 

Management Plan (SDMP) Slags, NUREG/CR-6632,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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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ies, NUREG/CR-6477,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2002. 

81. History and Framework of Commercial 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UREG-1853,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2007. 

82. Status of the Decommissioning Program: 2006 Annual Report, NUREG-

1814 Rev.1,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2007. 

83. Radiological Surveys for Controlling Release of Solid Materials, NUREG-

1761,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2002. 

84. Standard Review Plan for Spent Fuel Dry Storage Facilities, NUREG-1567,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2000. 

85. Standard Review Plan for Dry Cask Storage Systems, NUREG-1536,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2012. 

86. Staff Responses to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Concerning 

Decommissioning of Nuclear Power Reactors, NUREG-1628,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2000. 

87. Standard Review Plan on Power Reactor Licensee Financial Qualifications 

and Decommissioning Funding Assurance, NUREG-1577, U.S. Nu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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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Consolidated Decommissioning Guidance, NUREG-1757,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 2006. 

89. Decommissioning of Facilities Using Radioactive Material, IAEA Safety 

Standards Series No. WS-R-5, IAEA, 2006. 

90. Decommissioning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Research Reactors, IAEA 

Safety Standards No. WS-G-2.1, IAEA, 1999. 

91. Radi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Shut Down Nuclear Reactors for 

Decommissioning Purposes, Technical Reports Series No. 389, IAEA,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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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active Material, IAEA Safety Standards Series No. WS-G-5.2, IAEA, 

2008. 

93. Decommissioning of Facilities, IAEA Safety Standards Series No. GSR 

Part 6, IAEA, 2014. 

(四) 參考文獻 

1. EPRI 1003025, “Decommissioning Pre-Planning Manual”, 2001. 

2. 台灣電力公司，核三廠「核能發電訓練基本訓練教材 壓水式反應器系統介

紹」。 

3.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雙語詞彙，http://www.aec.gov.tw/category/雙語詞彙

/311.html，網站更新時間為 109 年 2 月 6 日，引用時之最新日期為 109 年

12 月。 

二、 除役目標及範圍 

核三廠除役作業規劃係遵循「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及「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施行細則」等相關法規規定，以拆除之方式進行，並以廠址再利用為目標。

此作法亦呼應本公司為實踐永續經營之理念。 

(一) 除役各階段時程與作業目標及其拆除範圍 

本節主要說明核三廠除役各階段工作時程規劃、作業目標與拆除範圍之

重點工作項目[1]，細部之時程規劃、作業目標，請參考本計畫第六章、一、

(三)節。本公司將於每一階段開始前一至兩年即開始規劃下一階段之訓練，有

關講師培訓，參考核三廠專業人員訓練程序書內容，可包含基礎講師訓練、

課程設計原理等課程，除役期間將援引該份程序書，並視除役需求進行修訂。

另有關課程之延續性，初階課程於各階段皆有規劃，課程內容將隨各階段之

工作需求或是作業場所做調整，完整規劃於本計畫第十二章闡述說明。 

1. 核三廠除役各階段工作時程規劃 

核三廠除役主要分成四個階段，包括除役過渡階段、除役拆廠階段、

廠址最終狀態偵測階段及廠址復原階段，各階段工作時程規劃如圖 1-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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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其中除役過渡階段約 8 年、除役拆廠階段約 12 年、廠址最終狀態偵

測階段約 3 年，以及廠址復原階段約 2 年，共計 25 年。 

本公司將於執行除役相關作業前，依實際規劃作業針對營運程序書修

改或增訂為除役所需之各項程序書，並完成人員訓練。 

2. 核三廠除役各階段主要作業目標 

(1) 除役過渡階段 

A. 除役廠商招標作業 

B. 除役機組運轉執照屆期作業 

(a) 核三廠運轉執照屆滿停機後，爐心內之用過核子燃料將先

全部退出並安全存放於用過核子燃料池中。 

(b) 用過核子燃料池需維持安全運作能力。 

C. 除役系統與設備水電氣源切斷與隔離作業 

D. 機組運轉執照屆期後現場輻射特性調查作業 

E. 系統、設備除污及洩水 

(a) 進行反應器冷卻水、餘熱移除系統及化學與容積控制系統

之除污(如有需要)。 

(b) 執行除污作業之規劃，將以下列作業方式為優先考量，以

維護作業人員之安全。 

I. 採取合理抑低(ALARA)方式來減少人員劑量。 

II. 儘量減少空浮。 

III. 儘量採用移動式空氣過濾設備。 

IV. 視需要採用移動式電源。 

V. 避免污染區擴大，施以必要之污染隔離措施。 

F. 除役細部規劃與系統安全評估 

G. 興建用過核子燃料室內乾式貯存設施(含再取出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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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興建二號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以下簡稱二號低貯庫)    

   (含廢樹脂處理系統、壓縮減容設備。) 

I. 建立用過核子燃料池島區 

建立用過核子燃料池島區的主要目的，為重新配置燃料池冷卻

及淨化系統及其相關支援系統，以維持用過核子燃料池所需安

全運作能力；用過核子燃料池島區主要涵蓋燃料廠房及廢料廠

房。 

J. 汽機廠房設備拆除 

K. 其他 

(2) 除役拆廠階段 

A. 將用過核子燃料移至用過核子燃料室內乾式貯存設施 

B. 反應器壓力槽及其內部組件拆除 

C. 反應器冷卻系統管路拆除  

D. 用過核子燃料池拆除 

E. 其他放射性汙染系統及設備的拆除 

F. 建物除污 

G. 其他 

(3) 廠址最終狀態偵測階段 

A. 廠址最終輻射偵測 

B. 輔助廠房拆除 

C. 圍阻體廠房拆除 

D. 燃料廠房拆除 

E. 廢料廠房拆除 

F. 修配大樓、機械大樓、汽機廠房...等建物拆除 



1-18 

G. 土壤整治(若需要) 

H. 其他 

(4) 廠址復原階段 

A. 拆除範圍外其他建物之拆除(若需要) 

B. 配合電力事業用途之規劃，視需要進行其他建物之拆除。 

C. 土地復原 

D. 廠址應執行覆土作業，以達地面之平整。 

E. 完成除役後之廠址環境輻射偵測報告 

F. 其他 

3. 主要除役活動及其拆除範圍 

核三廠除役係以廠界為管制範圍，但主要除役活動(拆除、興建及廢

棄物營運作業等)集中於除役範圍內進行(詳圖 1-2)。拆除範圍主要包括發

電設備廠區(Power Block Area)之所有建物，以及氣渦輪機廠房。拆除的

建物包括一號及二號機圍阻體廠房、輔助廠房、汽機廠房、燃料廠房、廢

料廠房、第五台柴油發電機廠房、行政大樓、修配大樓、機械大樓等。其

餘建物視本公司經營需要保留或拆除。 

(二) 除役各階段核子燃料管理策略及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 

核三廠之除役作業規劃，將採取拆除之方式進行，並於取得原能會核發

之除役許可後 25 年內完成除役。拆除或移出之放射性污染設備、結構或物

質，將貯存於原能會核准之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 

除役時產生之低放射性廢棄物，將暫存於廠內之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

(以下簡稱低貯庫)中，俟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或放射性廢棄物中期

暫時貯存設施建置完成後，併同運轉之低放射性廢棄物運送至最終處置設施

進行處置或放射性廢棄物中期暫時貯存設施貯存。用過核子燃料之貯存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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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國用過核子燃料管理策略「近程採廠內水池貯存、中程以廠內乾式貯存、

長程推動最終處置」之要求執行。 

核三廠未來完成除役後，廠址之輻射劑量將符合非限制性使用之標準，

其對一般人造成之年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0.25 mSv，除保留區外，其餘土地將

朝電力事業用途來做規劃，可能之電源開發選項將視政府能源政策而定。另

保留區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設施之管理，將依據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等相關

規定辦理。 

(三) 除役期間改建或新建之設施 

考量核三廠除役作業需求，本公司將新建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設施，

包括二號低貯庫(含廢樹脂處理系統、壓縮減容設備)、用過核子燃料室內乾式

貯存設施(含再取出單元)、土石堆置場及鋼筋混凝土塊分離場(含暫存區)等。

相關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設施於興建及運轉前，將依我國相關法規規定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 17、18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26、28 條，以及放射性廢棄

物處理貯存最終處置設施建造執照申請審核辦法)，向原能會提出申請。 

核三廠於除役期間規劃新建之主要設施，鋼筋混凝土塊分離場設置於發

電設備廠區外東北側，直昇機停機坪用地旁區域；用過核子燃料室內乾式貯

存設施(含再取出單元)，預定規劃於氣渦輪機西側用地區域；二號低貯庫(含

廢樹脂處理系統、壓縮減容設備)，規劃於發電設備廠區外北側用地區域；土

石堆置場規劃於氣渦輪機南側用地區域；有關除役新建設施之細部規劃，請

參考本計畫第九章及第十七章，而設施之設置規劃時程，則請參考本計畫第

六章、一、(三)節。 

三、 設施說明及除役範圍工程圖件  

核三廠區主要可分為發電設備廠區及周邊區域詳圖 1-2，發電設備廠區為主

要核能設施所在，包含一號機、二號機、第五台柴油發電機廠房、廢料廠房、水

廠、行政大樓、修配大樓、機械大樓、儀控大樓、電氣大樓及技術支援中心；周

邊區域有模擬操作中心、放射試驗室、宿舍區、保警中隊部、35,000 m3 (公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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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5 萬噸生水池二座、海水泵室、低貯庫、吊車車庫、倉庫區、資料室、鋼管

加工廠、氣渦輪機廠房及 345 kV 與 161 kV 開關場、海水淡化廠、南部展示館

等。 

一、二號機廠房主要分為圍阻體廠房、輔助廠房、燃料廠房及汽機廠房，圍

阻體為預力鋼筋混凝土建築，內徑約 39.6 m (130 ft)，高約 59.4 m (195 ft)，全部

體積約為 5.75×104 m3 (2.03×106 ft3)，壁厚約有 1.2 m (4 ft)厚，地基水泥約有 3 m 

(10 ft)厚，圍阻體內層襯以鋼板，並採用預力鋼鍵圍繞。外圍是輔助廠房、燃料

廠房；圍阻體西側為汽機廠房，南北向長約 48.16 m (158 ft)、東西向長約 100.58 

m (330 ft)、高約 47.55 m (156 ft)，內裝汽輪發電機一部及附屬設備，主、輔變壓

器位於汽機廠房北側。二號機廠房布置與一號機相同，位於一號機南邊，另一、

二號機有空中走廊相通。 

開關場在一號機北側，有 345 kV 超高壓輸電線分匯送至供電系統。電廠所

需的補充生水由海水淡化廠提供至位於廠區西北高地上二個各 5 萬噸之生水池，

容積共約 100,735 m3 。 

氣渦輪發電機組二部在開關場西北側，其燃油儲存槽 35,000 m3 (公秉)油槽

在其西北側。 

低貯庫(160 m×125 m×22.5 m)位於一號機圍阻體廠房東方，地下一層、地上

三層鋼筋混凝土構造物(每層高 5m)。 

以下將針對待除役各系統與其設施作說明[2]。 

(一) 待除役設施系統、重要組件、建築、區域等之現況說明 

1. 反應器系統 

反應器系統位於圍阻體廠房及輔助廠房，廠房內主要系統與設備可區

分為反應器爐心系統、附屬系統及特殊安全設施。以下是各項系統的主

要說明： 

(1) 爐心系統：一、二機號核子反應器為美國西屋公司設計之壓水式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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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器，其額定爐心熱功率為 2,775 MWt，系統壓力 2,280 psia，平均

熱通量 197,200 BTU/h-ft2。 

A. 爐心：核三廠一、二號機的爐心額定熱功率 2,775 MWt (一號機

98 年 7 月小幅度功率提升後為 2,822 MWt，二號機 97 年 12 月

小幅度功率提升後為 2,822 MWt)，整個爐心由 157 束燃料元件

及 52 支爪型控制棒元件組成。每 18 個月運轉後，停爐一次更

換燃料。 

B. 冷卻水系統：反應器冷卻水系統包括三個相同的獨立迴路，並

聯於壓力槽，每個迴路各有一台冷卻水泵和一個蒸汽產生器，

其中第二迴路熱端並備有一只調壓槽和調壓槽釋放槽，以及相

關管路和控制儀器。  

C. 反應器壓力槽：為直立圓桶狀容器，厚度 20 cm (7.88 in)，槽壁

材料是 ASME A-533 低碳錳鉬合金鋼；半球形的壓力槽頂蓋厚

度 15.8 cm (6.16 in)，壓力槽設計壓力為 2,500 psia、設計溫度為

650 ℉。 

(2) 反應器附屬系統： 

A. 化學與體積控制系統：維持調壓槽的水位、提供反應器冷卻水

泵的軸封注水、控制爐水的化學性質與放射性強度、提供反應

器冷卻水系統補水、洩水和水壓測試及安全注水系統動作時提

供高壓注水。 

B. 用過燃料池冷卻及淨化系統：用來移除用過核子燃料元件之衰

變熱，並保持池水純淨。用過核子燃料池位於燃料廠房，長 16.6 

m (54ft 4in)、寬 8.7 m (28ft 8in)、深 12.5 m (41ft 2in)。 

C. 餘熱移除系統：本系統係緊急爐心冷卻系統的一部份，當緊急

情況下提供低水頭安全注水到一次側冷卻水系統的冷端，爐心

失水事故後，並可長期提供冷卻水，以移除爐心之衰變熱；在停

機降溫過程和燃料更換期間，本系統能移除爐心及一次側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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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統潛在的熱能；主要設備組成包含熱交換器、泵浦與管路

等。 

(3) 特殊安全設施：指系統或組件在核能事故時防止爐心熔燬或防止輻

射外洩，以保障公眾的健康與安全，以維持電廠本身的完整，由下

列各系統分別擔任不同的功能： 

A. 圍阻體：圍阻體將所有自 RCS 洩出的輻射物質，包封在其建築

架構內，以免外洩，圍阻體亦作為正常及事故時之生物輻射屏

蔽。 

B. 圍阻體除熱系統：圍阻體內部因爐水流失事故或主蒸汽管破裂

事故等而釋出的熱量，可由圍阻體噴灑系統、餘熱移除系統、圍

阻體被動熱沉及風扇冷卻器來移除，以降低圍阻體之溫度與壓

力，降低輻射外洩的機會，並將圍阻體空氣中的輻射物質吸收

下來。 

C. 圍阻體隔離系統：由於圍阻體與輔助廠房及汽機廠房間之連通

管路，有許多管路必須穿越圍阻體，一旦發生事故，必須將這些

管路全部隔離，以防輻射物質外洩，本系統包括圍阻體隔離訊

號控道，以及相關的管閥。 

D. 圍阻體可燃氣體控制系統：氫氣再結合器及後備之氫氣排除系

統能將圍阻體內之可燃氣體氫控制在 4%之體積濃度以下，以免

產生氫爆事故。 

E. 緊急爐心冷卻系統：此系統在事故發生後，能提供大量的含硼

冷卻水，以冷卻爐心，並增加停機餘裕。本系統又稱安全注水系

統，包括高壓注水系統、低壓注水系統以及蓄壓槽。 

F. 適居系統：控制室適居系統包括飛射物防護、輻射屏蔽、輻射偵

檢、煙霧偵測、控制室過濾、空調、燈光及一般消防設施等，在

正常及緊急情況下，都能使值班人員長期留駐於控制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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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輔助飼水系統：本系統於事故或起動、停機時，提供飼水，以便

經由蒸汽產生器移除一次側系統的熱量。 

2. 蒸汽發電系統 

位於汽機廠房，一、二號機組系統設計相同，系統設備包括汽輪機、

冷凝器、汽水分離再熱器、發電機及勵磁機等設備。蒸汽發電系統的主要

設備包括以下： 

(1) 汽輪機：包括主汽機是由一組高壓汽機及二組低壓汽機串列組成，

出力 97 萬 4 瓩，進汽壓力 916 psig，進汽溫度 538 ℉。 

(2) 冷凝器：每部汽輪機有兩個冷凝器，每個冷凝器內有 21,468 支、直

徑 2.54 cm (1 in)、22 BWG、16.81 m (55 ft 2 in)長之鈦管，單流式

循環冷卻水。 

(3) 汽水分離再熱器：汽機機組兩側設置四只汽水分離再熱器。 

(4) 發電機：容量 1,057.5 MVA、定子電流 2,422 A、電壓 25 kV、功率

因素 0.9、轉子電流 4,289 A、3 相 4 極 60 Hz、轉速 1,800 rpm。 

(5) 勵磁機： 

1 號機︰碳刷式，由發電機直接帶動，容量是 3,434 kW、425 V、

AMP ARM. 4,910 A、AMP FIELD 172 A、EXC VOLTS 90V、轉速

1,800 rpm、磁場電阻 69.1 mΩ(at 25℃)、勵磁機磁場電源來自電壓

調整器輸出。 

    2 號機：碳刷式，由發電機直接帶動，容量是 2,415 kW、415 V、

AMP ARM. 3,537 A、AMP FIELD 92 A、EXC VOLTS 90 V、轉速

1,800 rpm、磁場電阻 87.9 mΩ(at 25℃)、勵磁機磁場電源來自電壓

調整器輸出。 

(6) 變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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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變壓器：為導油風冷冷卻式變壓器。一次側電壓為 24.5 kV ，

二次側電壓為 345 kV，由三台單相變壓器組合而成，額定容量

在溫升 65℃時為 1,260 MVA。 

B. 機組輔變壓器：為浸油自冷/強風冷卻式變壓器。一次側電壓為

25 kV ，二次側電壓為 4.16 kV 及 13.8 kV，溫升 55℃時，額定

容量為 33.9/45.2 MVA，溫升 65℃時，容量為 38.0/50.7 MVA。 

C. 345 kV 起動變壓器：為浸油自冷/強風及導油風冷冷卻式變壓

器。一次側電壓為 345 kV ，二次側電壓為 4.16 kV 及 13.8 kV，

容量與機組輔助變壓器大致相同。 

D. 161 kV 起動變壓器：為浸油自冷/強風冷卻式變壓器。一次側電

壓為 161 kV，二次側電壓為 4.16 kV 及 13.8 kV，容量與 345 kV

起動變壓器相同。 

3. 廠用電力系統 

核三廠一、二號機之額定出力是 974 MWe，經主變壓器送電至廠內

345 kV 匯流排，供給電廠各種運轉情況。電廠出力經 345 kV 與 161 kV

開關場。前者有兩個匯流排，藉四迴路 345 kV 輸電線與電力網相聯，分

三路（大鵬 一、二、三路）輸至大鵬超高壓變電所；瀰力線輸至瀰力超

高壓變電所。後者有兩個匯流排（161 kV BUS），一迴路與楓港變電所

相聯，另一迴路經墾丁變電所再送至楓港變電所。 

兩部汽輪發電機組輸出電力，分別經由機組主變壓器送至 345 kV 開

關場。兼作全黑起動電源之兩部氣渦輪發電機組，則經由 161 kV 開關場

輸出電力。 

兩台 345 kV 起動變壓器(一台同時供給一、二號機，另一台備用，可

進行停電後切換)及兩台 161 kV 起動變壓器（一台供一號機，另一台供二

號機，必要時可相互支援）， 提供兩部機組起動、停機所須用電力。機

組正常運轉時，廠用電力可由機組輔助變壓器自行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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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廠外電源時，核能安全有關設備電源，則由緊急柴油發電機組供

給（每部機組二台，另外有一台第五台柴油發電機可切換供給一或二號

機）。當廠外電源全部中斷時，也可利用氣渦輪機組作為再起動電源，縮

短起動時間。 

4. 緊急柴油發電機系統 

柴油發電機系統位於圍阻體廠房北側之柴油機廠房內，當失去廠外交

流電源時，廠內緊急電源－柴油發電機系統會立刻起動併入電力系統，

做為緊急用電。柴油發電機組屬於電氣第一類交流電力系統，具備第一

類裝設與防震構造。一、二號機各含二部柴油發電機組，每部柴油發電機

組額定容量 7,000 kW。在停機情況下，分別由 345 kV 及 161 kV 兩個廠

外交流電源，由三台起動變壓器，供給機組起動、停機時所需之電源。一

旦機組停止發電且失去廠外交流電源，造成核能安全系統失電，廠內緊

急柴油發電機立即自動起動併入緊要匯流排，依時序供給緊急用電。 

核三廠一、二號機原各有兩串緊急柴油發電機，為了緊急電源的可靠

性，另增設第五台柴油發電機，當廠內任一串緊急柴油發電機不可用時，

可作為替代。 

5.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系統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系統的目的是能有效地且安全地收集、處理核能電

廠運轉時產生的放射性固體、液體與氣體廢棄物，以控制外釋的放射性

廢棄物對公眾造成之劑量低於法規限值，使電廠運轉免受限制。放射性

廢棄物處理系統設置於圍阻體廠房東側的廢料廠房內。以下就三個系統

作說明： 

(1) 放射性固體廢棄物處理系統：系統主要處理兩大類廢棄物，濕性放

射性廢棄物及乾性放射性固體廢棄物。濕性放射性廢棄物包括離子

交換樹脂、蒸發器之濃縮液、污泥等，其中蒸發器之濃縮液經固化

處理後，均裝在 55 加侖鋼桶；乾性放射性固體廢棄物分可燃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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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兩類，可燃固體廢棄物(廢紙、塑膠布/袋、破布、污染防護衣

物等)由低放射性廢棄物焚化爐焚化；不可燃廢棄物(廢防護器具、

小工具、拆換的大機件或設備、可壓縮金屬及非金屬等) 經分類、

切割、包裝後，與焚化後的爐灰均分別裝在 55 加侖鋼桶內；以上

均貯存於廠內低貯庫。 

(2) 放射性液體處理系統：主要是在收集、處理、儲存全廠放射性廢水，

容納並處理停機、起動、運轉時所產生之廢水。大部份處理後廢水

均能回收到系統再利用，減低和控制排放廢水的放射性活度或比活

度使其不超過法規限制值。本系統主要廢水來源為設備(機件)洩水、

地面洩水、化學廢液、空調凝結水、清潔劑廢水。 

(3) 放射性氣體處理系統：主要利用滯留、吸附與濾除等方式處理電廠

運轉時所產生的放射性氣體，以減低放射性氣體之外釋活度至法規

限值，並維持適當氫氣濃度，不致造成氫氣爆炸。它所收集處理的

放射性氣體主要為氫氣和燃料分裂所產生的稀有氣體，處理後由廢

料廠房通風系統排出廠外。 

6. 空調通風系統 

核三廠的空調通風系統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HVAC)依各廠房與系統的特性與需求，於空氣調節及暖房通風具備不同

的設計。核三廠空調通風系統包括：控制室 HVAC 系統、圍阻體 HVAC

系統、輔助廠房 HVAC 系統、燃料廠房 HVAC 系統、廢料廠房 HVAC、

開關設備室通風系統、柴油機房通風系統、辦公室區通風與空氣調節系

統、電氣設備與電池室通風系統、汽機房通風系統等。 

(二) 廠區設施建築、系統、組件工程資訊之建立及保存 

核三廠除役規劃作業參考圖面、資料庫、文件清單詳如表 1-1，相關工程

圖件之建立及保存皆依循核三廠程序書 1100 系列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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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配合輻射特性調查及規劃拆除程序，本公司特針對核三廠廠區之建

築物、設施、設備及管路/閥件(包含圍阻體廠房內之 RPV 與其內部組件、生

物屏蔽、用過核子燃料池與圍阻體、輔助廠房等結構建物，及其內部之機械

系統設備、組件與管路等)，建立電腦 3D 模型，如圖 1-3~1-6，其中管路/閥

件係以口徑 6 in 以上為限，詳細之主要組件 3D 圖，請參考本計畫第六章、

二節。 

四、符合發給除役許可規定事項之說明 

核三廠一號機及二號機之停止運轉年限分別為 113 年 7 月 26 日及 114 年 5

月 17 日，依據「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23 條第一項，略以「核子反應器設

施之除役，經營者應檢附除役計畫，向原能會提出申請，經審核合於下列規定，

發給除役許可後，始得為之」： 

一、除役作業足以保障公眾之健康安全。 

二、對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之影響合於相關法令之規定。 

三、輻射防護作業及放射性物料管理合於相關法令之規定。 

四、申請人之技術與管理能力及財務基礎等足以勝任除役之執行。 

前項之除役計畫，經營者應於核子反應器設施預定永久停止運轉之三年前

提出。故本公司即於機組運轉執照屆期之 3 年前提報本計畫，以向原能會提出除

役許可之申請。 

為達成「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23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除役作業足以

保障公眾健康安全要求、第三款輻射防護作業及放射性物料管理合於相關法令

之規定。本公司於明確本計畫除役目的、目標及範圍(第一章)後，經由廠址環境

資料蒐集(第二章)、設施運轉歷史(第三章)及廠址輻射特性調查(第四章)、除役期

間預期意外事件安全分析(第七章)等作業，據以規劃機組運轉執照屆期後，廠內

仍需運轉設備及安全管制程序(第五章)、除役時程(第六章)、除污及拆除作業規

劃(第六、八章)、高低放射性廢棄物之運貯管理及保防措施(第九、十三章)、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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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劑量之評估與防護(第十章)、環境輻射監測規劃(第十一章)、各階段組織運作

與人員訓練(第十二章)、電廠保安措施(第十四章)、品質保證方案(第十五章)、意

外事件應變方案(第十六章)及廠房及土地再利用規劃(第十七章)等內容。再參照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許可申請審核及管理辦法」第三條要求除役計畫應載明

事項規定，詳細載述於本計畫各章節中。 

就「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23 條第一項第二款有關法規對環境保護及

生態保育影響之要求，本公司已於 108 年 7 月 24 日提報「核能三廠除役環境影

響說明書」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 108 年 9 月 25 日環保署第 363 次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委員會決議進入二階環評程序，後續將依環保署公告認可之「核能三廠

除役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執行。 

有關「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23 條第一項第四款要求，本公司於技術

與管理能力及財務基礎，足以勝任本計畫執行，詳細說明內容詳附件報告：「核

三廠除役計畫－技術與管理能力及財務基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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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目前圖面表示為可於預定時間取得除役許可後之標示，細部時程規劃，請參考本計畫第六章、一、(三)節。 

圖 1-1 核三廠除役時程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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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核三廠廠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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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反應器壓力槽 3D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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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設備 3D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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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管路 3D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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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主要建築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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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核三廠除役規劃作業參考圖面清單 

項次 參考資料 圖號範圍/出版者 

1 核三廠管線清單(Line list) 核三廠 

2 核三廠閥件清單(Valve list) 核三廠 

3 核三廠設備清單(Equipment list) 核三廠 

4 *核三廠 P&ID 圖  

圖號 

0-M-AK-002 ~3-N-HI-001  

共 245 份 

5 *核三廠管線 ISO 圖 

圖號 

P-ZA-101-IS-001～ 

P-ZY-103-IS-050 

P-ZA-105-IS-1307～ 

P-ZY-202-IS-956 

1-AB-001～1-LE-537 

2-AB-004～2-LB-522 

6 廠房總平面圖(含剖面) 
圖號 

3-P-ZZ-002~011 

7 廠房隔間編號配置圖 
圖號 

3-A-ZZ-001~004  

8 *核三廠全廠區地下管線圖 

圖號 

0-OP-ZY-010A~ 

3-P-ZY-151 

共 109 份 

*核三廠 P&ID 與管線 ISO 圖之圖號有部分未按順序排列，故以範圍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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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A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計畫導則與本計畫章節對照表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計畫導則 核三廠除役計畫 

第一章  綜合概述 

一、概論 

(一)緣由及目的 

說明申請除役之廠址、需求與目的，包括除役後廠址為

限制性或非限制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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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撰寫計畫時所採用之各種資料，以及其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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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國內外法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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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日期、版次及發行單

位等資訊。 

二、除役目標及範圍 

（一）除役之起始及完成日期、除役期間各階段（含核

子燃料全部移出核子反應器前）時程與作業目標，並具

體界定除役期間各階段之主要除役活動與拆除範圍（如

第一章  綜合概述 

一、 概論 

(一) 緣由及目的 

 

 

(二) 專有名詞 

 

 

(三) 引用法規及準則 

 

 

 

 

 

(四) 參考文獻 

 

 

 

二、 除役目標及範圍 

(一) 除役各階段時程與作業目標及其拆除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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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結構、系統、設備及重要組件等）；另為配合除役

改建或新建之設施，亦應說明之。 

（二）除役期間各階段(含核子燃料全部移出核子反應器

前)如何配合國內用過核子燃料管理策略，以及低放射性

廢棄物處置之現況。 

（三）為配合除役改建或新建之設施，包括設施類型、

設置地點、設置時程規劃等。 

三、設施說明及除役範圍工程圖件 

提供最新版之設施建築、區域、系統、重要組件等之現

況說明、工程圖件(或數位 3D 立體模型與資料庫等)及廠

區地圖等資訊。 

 

 

四、符合發給除役許可規定事項之說明 

申請者須就除役計畫可符合發給除役許可之規定事項，

提出綜合說明，其內容須符合「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及「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許可申請審

核及管理辦法」第三條之規定。前項內容應含括技術與

管理能力及財務基礎說明。 

 

 

(二) 除役各階段核子燃料管理策略及低放射性廢棄 

物處置 

 

(三) 除役期間改建或新建之設施 

 

三、 設施說明及除役範圍工程圖件 

(一) 待除役設施系統、重要組件、建築、區域等之

現況說明 

(二) 廠區設施建築、系統、組件工程資訊之建立及

保存 

 

四、符合發給除役許可規定事項之說明 

附件：核三廠除役計畫－技術與管理能力及財務基 

礎報告 

二、技術與管理能力 

三、財務基礎 

附錄 1.A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計畫導則與本計畫章

節對照表 

附錄 1.B 專有名詞中英對照表 

第二章  設施及廠址環境說明 

一、設施概述 

第二章  設施及廠址環境說明 

一、設施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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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除役設施概述說明，應包括申請者名稱、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代表人姓名、營業所地址，及除役設施名

稱、廠址之位置與地址、廠界範圍及面積（以公制單位

平方公尺表示）、廠界之所有變更狀況。並簡述目前廠

址設施（包括建築物、停車場、固定設備等）、未來廠

址及周圍土地之利用狀況與計畫。 

二、廠址環境說明 

敘述廠址水文、地質、地震、地形、地貌及氣象等自然

環境及現象，以及廠址附近之居民、城鎮、重要公共設

施、主要交通及目前人口分布描述等人文環境。 

(一) 廠址現況  

(二) 未來廠址及周圍土地之利用狀況與計畫 

 

 

 

 

二、廠址環境說明  

(一) 廠址自然特徵說明  

(二) 廠址人文環境說明  

 

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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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明核子反應器設施之運轉執照、反應器型式、圍阻體

型式、輸出功率等基本資料，以及運轉歷程與紀錄（包

括運轉條件變更、初次臨界、正式商業運轉、燃料移除、

重大停機及預計永久停止運轉日期、供電紀錄、全功率

運轉日數與平均運轉功率）等說明；以及運轉期間產生

之用過核子燃料、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方式、貯存總量

與主要核種、活度等貯存管理與環境現況。 

二、曾發生之重大事件及影響 

載明運轉期間發生所有重大事件之發生時間、地點、肇

因等事件發生始末；若涉及放射性物質洩漏與輻射污染

第三章 設施運轉歷史及曾發生之重大事件與其影響 

一、 廠址歷史評估方法簡介 

(一) 設施或廠址先期調查 

(二) 廠址考察 

(三) 廠址歷史資料評析 

(四) 受檢文件 

二、 廠址運轉歷史 

(一) 反應器運轉歷史 

(二) 輻射安全管理現況 

(三) 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管理現況 

(四) 用過核子燃料貯存管理現況 

三、 曾發生之重大事件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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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件，應佐附相關數據資料，載明污染範圍、處理情

形，以及後續之監測數據資料與影響評估；並說明調查

方法與資料來源。 

輻射污染事件須提供詳實數據，有無放射性污染情形以

及是否滲漏進入廠房結構內，或污染地下土壤或地下水；

並說明污染範圍、影響程度、改善處置、完成改善後輻

射偵檢結果與後續監測數據；運轉或意外產生之低放射

性污染物，若採掩埋於廠區內某特定地區者，則應增列

掩埋地區之位置圖，及其鄰近相關長期監測數據資料。 

放射性物質洩漏事件，則應將洩漏地點、洩漏事件之放

射性物質特性（種類、型態、活度與濃度），以及可顯示

洩漏事件地點周圍環境或設施分布之繪圖。 

提供之運轉日誌、異常事件報告、事件報告、廠址資訊

報告等相關重要資訊，應述明事件案由、檢核程序、處

理過程與查核結果等綜合性呈現方式說明。 

(一) 重大事件之資料評析 

(二) 曾發生之重大事件經過、改善作業及造成之影響 

四、 結語 

五、 參考文獻 

第四章 廠址與設施之特性調查及評估結果 

一、調查範圍 

說明特性調查之規劃範圍及其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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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特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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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廠址與設施之特性調查及評估結果 

一、 調查範圍 

 

 

 

二、 輻射特性調查規劃 

(一) 調查項目 

(二) 調查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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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等）及設施（如建築結構、系統、設備與重要組件

等）；評估方法包括：放射性污染設施盤點、廠址歷史

評估、污染活度偵測、中子活化評估、輻射劑量推估等。

應說明現場及實驗室量測所使用之儀器和方法，並提供

這些儀器與方法之敏感度資料。 

三、放射性存量評估結果 

說明執行範圍偵測或特性偵測之背景水平，並提供廠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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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及廢棄物分類之評估結果。 

 

 

 

 

 

 

(三) 評估方法 

(四) 使用儀器 

(五) 品保計畫 

 

 

三、 放射性存量評估結果 

(一) 運轉期間之廠址與環境輻射監測  

(二) 可能受影響之建物、結構物、設備的表面(A 類偵

檢包)  

(三) 初判未受影響之建築結構表面(B 類偵檢包)  

(四) 可能受影響與未受影響的系統管線(C、D 類偵檢

包) 

(五) 可能受影響及未受影響的廠址環境(R 類偵檢包) 

四、 結語  

五、參考文獻 

附錄 補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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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安全分析 

說明除役期間各階段(含核子燃料全部移出核子反應器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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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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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安全分析 

(一) 除役期間意外分析 

(二) 除役各階段安全分析 

 

二、 系統安全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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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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運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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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運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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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運轉系統之說明 

說明除役期間可停止運轉系統之斷電、洩水及隔離作業

方法，以及可減免管制之事項。 

(一) 除役期間系統運轉規劃 

(二) 除役計畫系統清單建立 

(三) 應接受管制系統功能 

(四) 系統安全分類原則 

(五) 系統安全分類結果 

三、 需維持運轉之安全相關系統之運轉說明 

(一) 運轉說明 

(二) 兩部機共用系統運轉說明 

(三) 監視與維護計畫 

(四) 設計修改 

(五) 終期安全分析報告與技術規範修改原則 

四、 需維持運轉之非安全相關系統之運轉說明 

(一) 運轉說明 

(二) 用過核子燃料池島區設計修改 

(三) 兩部機共用系統運轉說明 

(四) 監視與維護計畫 

(五) 終期安全分析報告與技術規範修改原則 

五、 停止運轉系統之說明 

(一) 停止運轉系統說明 

(二) 隔離、斷電及洩水作業方法 

(三) 終期安全分析報告與技術規範修改原則 

六、結語 

七、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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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A 核三廠除役計畫系統清單(未區分子系統) 

附錄 5.B 核三廠除役計畫系統清單(區分子系統) 

附錄 5.C 需維持運轉系統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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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除役期間各階段（含核子燃料全部移出核子反應器

前）之目標及時程，與欲執行之除役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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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說明每個除役活動之間之相關性。若有

影響除役時程之情事，例如可能因核子燃料無法自核子

反應器移出而影響除役時程，申請者應說明採行備案之

時間與方法，以使整體除役作業符合法規要求之除役時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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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件等之拆除工法與時序。 

(二) 拆除方法及程序 

1.說明具活化效應之系統、設備、組件與廠房結構之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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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計。 

2.說明放射性污染之系統、設備、組件及廠房結構之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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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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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時程規劃基礎 

(二) 除役各階段作業目標規劃之依據與原則 

(三) 除役各階段之目標及時程 

 

 

 

 

 

二、 除役各階段之拆除作業 

(一) 切割拆除技術簡介 

(二) 具活化效應之結構、系統、組件之拆除作業 

(三) 放射性污染之機械系統、設備及組件之拆除作業 

(四) 放射性污染之廠房結構之拆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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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拆除作業實施前應將廠房拆除作業計畫（含輻射劑量

合理抑低）提報主管機關。 

 

 

 

三、 結語 

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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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生原因、評估方法、影響分析。 

另就除役期間核子燃料全部移出核子反應器設施前之時

期，說明該時期針對「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許可申請審

核及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之辦理情形。 

第七章 除役期間預期之意外事件安全分析 

一、用過核子燃料貯存相關之意外事件 

(一) 重物墜落撞擊用過核子燃料池 

(二) 非預期臨界  

(三) 用過核子燃料池喪失冷卻能力事件 

(四) 用過核子燃料池冷卻水流失事件 

二、除役作業活動潛在之輻射意外事件 

(一) 除污意外事件 

(二) 拆除意外事件 

(三) 吊卸意外事件 

(四) 低放射性廢棄物包裝意外事件 

(五) 放射性廢棄物暫存之意外事件 

(六) 低放射性廢棄物之貯存容器廠內運送意外 

(七) 廢液處理系統之桶槽破裂意外 

(八) 廢氣處理系統失效意外 

三、火災及爆炸事件 

(一) 火災 

(二) 爆炸 

四、地震、颱風、洪水、海嘯、山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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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震 

(二) 颱風 

(三) 洪水 

(四) 海嘯 

(五) 山崩 

五、雷擊事件 

六、輔助系統功能喪失事件 

七、喪失廠外電源事件 

八、行政管制與意外事件之預防 

(一) 人為疏失 

(二) 工安意外 

(三) 惡劣氣候 

(四) 火山 

(五)飛機撞擊 

(六)人為破壞 

九、結語 

十、參考文獻 

附錄 7.A 用過燃料池熱水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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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可能受到污染之環境(土

壤、地表水與地下水)、結構、系統、組件、可再除污之

廢棄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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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污範圍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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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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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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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除污作業規劃  

 

 

(三) 二次廢棄物管理規劃  

 

 

二、 除役期間放射性廢氣、廢液之處理規劃  

(一) 除役期間放射性廢氣處理規劃  

(二) 除役期間放射性廢液處理規劃  

三、 結語  

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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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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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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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役低放射性廢棄物類別、特性與數量 

(一) 除役低放射性廢棄物來源、類別與型態 

(二) 低放射性廢棄物數量及特性之推估方法 

(三) 除役低放射性廢棄物推估 

 

(四) 除役作業衍生二次廢棄物及廢棄物管理措施 

 

 

二、除役低放射性廢棄物減量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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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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放射性廢棄物之處理規劃，包括規劃使用之處理設

施、位置、處理方法、處理量，以及使用之盛裝容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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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貯存規劃，包括規劃

使用之貯存設施、位置、貯存方法，以及貯存之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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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劃，

包括可能路徑、運輸作業、運輸容器與輻射安全等。 

(二)貯存：說明用過核子燃料之貯存規劃，包括規劃使用

(一) 廢棄物除污減量措施 

(二) 配合設備拆除之減量措施 

(三) 廢棄物減容措施 

(四) 廢棄物外釋減量 

 

三、除役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規劃 

(一) 固、液及氣體廢棄物處理技術 

(二) 除役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規劃 

(三) 低放射性廢棄物包裝容器規劃 

 

四、除役低放射性廢棄物運送、貯存及處置規劃 

(一) 低放射性廢棄物運送規劃 

 

(二) 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規劃 

 

 

(三)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規劃 

 

 

五、用過核子燃料之運送、貯存、再取出與處置規劃 

(一) 用過核子燃料運送規劃 

 

(二) 用過核子燃料貯存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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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貯存設施、位置、貯存方法，以及貯存之用過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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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整合規劃措施。 

 

(三) 用過核子燃料再取出規劃 

 

(四) 用過核子燃料處置規劃 

 

六、 結語 

七、 參考文獻 

附錄 9.A 核三廠除役各廠房低放射性金屬組件之重量

與活度估算結果 

附錄 9.B 核三廠除役廢棄物數量與國外電廠的比較 

第十章 輻射劑量評估及輻射防護措施 

一、民眾劑量評估 

說明除役各階段放射性廢棄物運送、貯存及放射性廢氣、

液排放對一般民眾可能造成之輻射劑量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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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除役各階段作業及放射性廢棄物運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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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輻射劑量評估及輻射防護措施 

一、民眾劑量評估 

(一) 除役各階段放射性氣、液體排放之輻射劑量評估 

(二) 除役放射性廢棄物廠內運送之輻射劑量評估 

(三) 除役各階段廢棄物處理與貯存設施之輻射劑量

評估 

(四) 除役活動對民眾輻射劑量影響總結分析 

(五) 輻射管制與監測 

(六) 紀錄保存 

二、作業人員劑量評估 

(一) 核三廠除役作業人員集體有效劑量評估方法 

(二) 核三廠除役輻射作業篩選 

(三) 數據收集與參數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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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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核三廠除役作業人員劑量評估結果 

(五) 核三廠除役作業人員劑量結果討論 

(六) 輻射管制作業之管理 

(七) 紀錄保存 

 

三、輻射防護措施 

(一) 輻射防護管理組織與權責區分 

(二) 人員防護 

(三) 人員訓練 

(四) 人員劑量 

(五) 醫務監護 

(六) 管制區劃分及區域管制作業 

(七) 除役作業之防護措施 

(八) 放射性廢棄物管制 

(九) 合理抑低措施 

(十) 紀錄保存 

四、結語 

五、參考文獻 

附錄 10.A 核三廠廢氣排放途徑民眾劑量評估使用量

因子 

附錄 10.B 核三廠廢液排放途徑民眾劑量評估使用量

因子 

第十一章 環境輻射監測 第十一章 環境輻射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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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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設站選擇依據  

(一) 考量因素  

(二) 監測站概述 

二、 環境輻射監測作業內容  

(一) 環境試樣分析作業取樣及頻次  

(二) 直接輻射劑量度量  

(三) 放射化學分析與放射性核種活度計測  

(四) 紀錄與試樣保存 

(五) 民眾劑量估算  

(六) 品質保證  

(七) 監測結果陳報  

三、結語  

四、 參考文獻  

附錄 11.A 現行(110 年)核三廠廠區外取樣站之詳細方

位與距離表  

附錄 11.B 現行(110 年)核三廠環境輻射監測取樣站設

站說明  

附錄 11.C 現行(110 年)核三廠廠區內輻射監測站設站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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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組織及人員訓練 

一、組織與任務編組 

 

 



 

1-50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計畫導則 核三廠除役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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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役期間

核子燃料全部移出核子反應器前，操作核子反應器者應

領有運轉人員執照；其人員執照管理與健康檢查，依「核

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許可申請審核及管理辦法」第七條規

定辦理。 

(三) 管理程序 

說明除役期間各項作業活動之管制與管理程序，包括設

備管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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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除役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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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組織架構及任務編組  

 

 

 

 

 

 

 

 

 

(二) 管制與管理程序  

 

 

 

(三) 審查與稽核  

 

 

 

二、 人員訓練方案  

(一) 核三廠除役訓練課程規劃  

(二) 授課人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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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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訓練成效評估或資格檢定辦法  

(四) 訓練紀錄之維護保存 

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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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位置及其設備、功能完整性之定期巡查頻次、紀錄

與異常事件通報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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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核子保防物料名稱、數量、儲存方法及位置 

(二) 核子保防物料管理程序 

二、 核子保防設施 

(一) 核子保防設施名稱、數量及設置位置 

(二) 核子保防設施監視管理程序 

三、 核子保防器材 

(一) 核子保防器材之名稱、數量與設置位置 

(二) 核子保防器材之設備、功能完整性之定期巡查頻

次、紀錄與異常事件通報程序 

四、 參考文獻 

第十四章 保安措施 

一、保安組織與管理 

說明除役各階段之保安組織（含警衛）、權責、管理、人

員資格及訓練等。 

二、保安區域及管制 

說明除役各階段保安區域之劃定及其管制作業。 

三、保安設備之配置、使用及維護 

說明除役各階段之保安通訊、實體阻隔、入侵偵測及警

第十四章 保安措施 

一、保安組織與管理 

(一) 公司內相關單位權責 

(二) 廠內保安組織 

(三) 人員資格與訓練 

二、保安區域及管制 

(一) 保安區域之劃定 

(二) 保安區域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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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監視等之配置、使用及維護。 

四、門禁管制與人員查核 

說明除役各階段之門禁管制與人員查核（含適職方案）

作業程序。 

五、警衛應用與軍警支援 

說明除役各階段之警衛人員組成、部署與任務，及協調

軍警支援事項。 

六、保安事件應變 

說明保安事件分級與應變措施。 

七、紀錄保存 

說明各項保安作業紀錄之保存規定。 

三、保安設備之配置、使用及維護 

(一) 保安通訊設備 

(二) 保安設備 

(三) 保安系統測試、維護 

(四) 保安系統效能評估 

(五) 資通安全 

四、門禁管制與人員查核 

(一) 除役過渡階段及除役拆廠階段之門禁管制 

(二) 廠址最終狀態偵測階段及廠址復原階段之門禁

管制 

(三) 人員查核管制 

(四) 物品管制 

五、警衛應用與軍警支援 

(一) 警衛運用 

(二) 軍警支援 

六、保安事件應變 

(一) 保安事件分級 

(二) 保安事件應變措施 

(三) 防範內部破壞措施 

(四) 飛行載具(滑翔翼、飛行傘、遙控飛機等)侵入事件 

七、紀錄保存 

八、參考文獻 

附錄 14.A 第三核能發電廠保安計畫各章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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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品質保證方案 

說明除役相關作業之品質保證方案，其內容應包括： 

一、組織 

載明除役計畫之品質保證相關組織管理架構、編組、功

能以及責任與權限等要求事項。 

二、品質保證方案 

載明除役各階段作業所適用之程序、法規、標準、管制

方式與特殊製程管理，以及人員必要之品質講習及訓練

與資格審定等管制程序與文件品質要求事項。 

三、設計管制 

載明除役計畫各階段作業與設計文件有關之管制、程序、

審查與核定等管制程序與文件品質要求事項。 

四、採購文件管制 

載明除役計畫各階段作業採購文件有關適用法規、設計

準則等採購規範事項之管制作業規定相關事項。 

五、工作說明書、作業程序書及圖面 

載明除役計畫各階段作業與品質有關之作業管制與品質

程序要求事項。 

六、文件管制 

載明除役計畫各階段作業文件之發行、審查與修改之作

業管制與品質程序要求事項。 

七、採購材料、設備及服務之管制 

載明除役計畫各階段作業執行採購作業之作業管制程序

第十五章 品質保證方案 

一、 除役作業之品質保證方案 

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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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八、材料、零件及組件之標示與管制 

載明除役計畫各階段作業中有關材料、零件及組件之標

識與管登等有關作業之管制事項。 

九、特殊製程管制 

載明除役計畫各階段作業中有關特殊製程或服務以及人

員資格等管制事項。 

十、檢驗 

載明除役計畫各階段作業執行過程與結果相關檢驗作業

之程序以及檢驗人員資格要求等管制事項。 

十一、試驗管制 

載明除役計畫各階段作業用以驗證之試驗或測試之作業

管制要求事項。 

十二、量測及試驗設備管制 

載明除役計畫各階段作業用以驗證之試驗或測試所使用

設備之符合準確度要求之管制事項。 

十三、裝卸、貯存及運輸 

載明除役計畫各階段作業除役相關作業物料及組件之包

裝、裝卸、貯存及運輸作業之相關管制事項。 

十四、檢驗、試驗及運轉狀況之管制 

載明除役計畫各階段作業中各項檢驗、試驗與運轉等作

業現況之標識或識別等管制事項。 

十五、不符合材料、零件或組件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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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明除役計畫各階段作業有關影響品質或安全等不符合

之管制事項。 

十六、改正行動 

載明除役計畫各階段作業有關影響品質事項之發現及改

正行動以防範再發生之作業管制事項。 

十七、品質保證紀錄 

載明除役計畫各階段作業相關作業之品質文件紀錄與保

存之管制事項。 

十八、稽查 

載明用以證實除役計畫各階段作業須符合品質保證方案

各項要求，所採行有計畫且整體性考量之核能品保稽查

作業相關程序與管制事項。 

第十六章 意外事件應變方案 

一、應變組織編組與職責分工 

說明除役期間各階段（含核子燃料全部移出核子反應器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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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平時整備措施 

說明除役期間各階段（含核子燃料全部移出核子反應器

前）意外應變計畫（含消防防護計畫）、指揮作業地點、

第十六章 意外事件應變方案 

一、 核電廠除役期間用過核子燃料安全管理說明 

二、 應變組織編組與權責分工 

(一) 核子事故分類 

(二)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組織體系、權責及廠外緊急支

援組織  

(三) 廠內意外事件應變組織體系、權責及廠外緊急支

援組織  

三、 平時整備措施  

(一) 意外應變計畫 

(二)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平時整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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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配置、管理與維護、訓練、演習（練）、意外醫護救

助、除污設施及聯絡系統等事項。 

三、應變措施 

說明除役期間各階段（含核子燃料全部移出核子反應器

前）預期之各類意外事件之應變措施與程序，包含應變

組織成立時機、通報機制（包括「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

許可申請審核及管理辦法」第十一條所定之立即通報及

書面報告）等。 

(三) 廠內意外事件平時整備措施 

 

四、 應變措施 

(一)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程序  

(二) 廠內意外事件應變程序  

五、 參考文獻  

第十七章 廠房及土地再利用規劃 

一、再利用之範圍與規劃 

說明除役後廠址內廠房及土地再利用之範圍，以及將如

何再利用之規劃等；再利用之規劃方式可能包括：非限

制性使用、限制性使用、部分限制使用或轉為其他用途、

再利用規劃如有除役保留區，應說明將如何管理以符合

相關法規之要求等。 

二、復原工作 

說明設施除役後之廠址如何復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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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標準之應用與推導及偵測點數目之決定

等）、偵測位置之決定、調查基準之決定、偵測方法、品

質保證方案、偵測結果之評估及外釋標準等。最終輻射

第十七章 廠房及土地再利用規劃 

一、 再利用的範圍與規劃  

(一) 除役後廠址內廠房及土地再利用範圍  

(二) 再利用之規劃說明  

 

 

 

二、 復原工作  

(一) 相關法規要求  

(二) 復原作業  

三、 最終輻射偵測規劃  

(一) 偵檢目標與說明  

(二) 偵測設計(包含標準的應用與推導及偵測點數目

的決定等) 

(三) 偵測位置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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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計畫應能驗證符合除役計畫所建議之釋出使用    

限制，俾使準備釋出區域之廠址輻射劑量能符合法規標

準。 

(四) 調查基準的決定  

(五) 偵測方法  

(六) 品質保證方案  

(七) 偵測結果的評估及廠址使用劑量標準  

(八) 廠址特性輻射偵測期間未考量之殘留放射性活

度  

四、結語  

五、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