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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正橫掃全球，截至 5 月 20 日為止，已擴散至 187 個國

家 / 地區，將近 500 萬人確診，造成超過 32 萬人死亡，單單美國確診案例

就超過 155 萬例，死亡 92,996 人。然而疫情仍在持續蔓延，各國政府祭出

鎖國、封城、居家辦公、線上教學等手段，整個地球彷彿被按下暫停鍵。有

專家研究指出，即使這波疫情告終，新型冠狀病毒也不會就此消失，可能如

同新型流感病毒一般，出現週期性的在人類之間傳染，長久與我們同在。照

此看來，如何快速有效且精準地檢測病毒，對於控制疫情爆發至關重要。

可能很多讀者沒想到，核子技術還可以應用於檢測病毒，除了全面防治新

冠病毒之外，其他高致命性的人畜共通疾病，如伊波拉病毒、瘧疾、茲卡病

毒等，同樣也需要我們的高度關注與警戒。聯合國與國際原子能總署共同合

作，運用核子技術發展出診斷分析這些病毒所需的試劑盒與配件，提供全球

超過 100 個國家使用，對於控制人畜共通疾病的傳染貢獻卓著。

在疫情橫行之際，安全第一的核設施更是嚴陣以對。目前國際間核電廠已

經實施的一些特殊措施，包括延長例行程序，減少人員配置，調整工作及輪

班時數，與控制室人員溝通的替代方式等，甚至要求工作人員暫時居住在電

廠內隨時待命，都是希望能最大程度地減少疾病傳播，同時維持安全且充分

的基本人力。

我國核能管制機構原子能委員會與台電公司採取了最高規格防疫措施，成

立應變小組，建立疫情通報機制，落實控制室的衛生安全防範，同時研擬值

班人員若遭隔離時的因應對策。核三廠 2 號機在此期間適逢年度大修，為了

徹底防疫，首度取消原廠技師來台，以視訊與資料傳輸方式協助大修作業進

行。要求全體參與人員必須全程配戴口罩、量測體溫；1 號機的運轉人員與

原能會駐場稽查人員，皆禁止與 2號機相關人員接觸，以降低交叉感染風險，

避免病毒擴散而影響核能安全。

長期以來，經濟產業無不訴求全球化的策略，極力破除國界的限制，打造

出地球村的生命共同體。這次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警告我們，沒有一個國

家或地區可以健康無憂地獨自存在，如同全球暖化的氣候危機，沒有人可以

倖免於難，都需要全體人類齊心因應、超前部署，祈能在浩劫降臨前，按下

停止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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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編輯室

目前在全球各地造成重大疫情的新型冠

狀肺炎，是由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冠

狀病毒 2（SARS-CoV-2）所引起，此病

毒也被稱為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後簡稱新冠病毒）。在 2019 年 12 月媒

體首次報導新冠病毒之後，這種傳染病便

迅速傳播。2020 年 1 月，世界衛生組織

（WHO）宣布爆發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

共衛生事件，到 2020 年 3 月，世界衛生

組織將疫情定調為全球大流行。目前檢測

新冠病毒最廣泛也是最快、最準確的方法

是「即時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real-

time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eal-time  RT-PCR）簡

核子技術
讓新冠病毒無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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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即時定量 PCR」的核子相關技術。

國際原子能總署向新冠病毒宣戰

2020 年 4 月 1 日 國 際 原 子 能 總 署
（IAEA）分送 40 多個國家 / 地區第一批

設備，幫助他們使用 real-time RT-PCR

核子相關技術，快速檢測出新冠病毒。面

對全世界大量暴增的感染病例，大約 90

個會員國希望國際原子能總署能提供協助

進而控制疫情，這項緊急援助是回應行動

的一部分。

一些國家為了對此行動表示大力支持，

包括了美國、加拿大、中國、荷蘭和澳洲，

宣布將提供大筆資金援助國際原子能總

署，共同應對這重大傳染病。 因此，非洲、

亞洲、歐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

數十個實驗室將可獲得診斷儀器、試劑

盒、試劑和實驗室耗材，以加快檢測病毒

的速度，這對於控制疫情爆發至關重要。

此外，他們還將獲得有關生物安全的補

給品，例如個人保護設備和實驗室儲存櫃，

以安全地分析所收集到的樣本。預計未來

幾週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尋求援助，國際

原子能總署表示將提供相關檢測設備。

主席格羅西（Rafael Mariano Grossi）

表示：「國際原子能總署工作人員努力確

保能盡快將最關鍵的設備運送到最需要的

地方，向各國提供這類援助是絕對優先的

事項。」

幾個成員國已經宣布在固定的預算之

外金援國際原子能總署與新冠病毒相關的

緊急援助，包括美國提供的 1,100 萬美元
（約 3 億 3,000 萬新台幣），日本提供的

400 萬歐元（約 1 億 3,200 萬新台幣），

加拿大提供的 500 萬加幣（約 1 億 1,000

萬新台幣），挪威提供的 200 萬歐元（約

6,600 萬新台幣元），德國、荷蘭和俄羅

斯聯邦分別提供 50 萬歐元（約 1,650 萬

國際原子能總署提供會員國診斷儀器、試劑盒、試劑和實驗室耗材，以加快檢測病毒
的速度。（圖片來源：國際原子能總署）



熱門話題

4

新台幣），芬蘭 20 萬歐元（約 660 萬新

台幣），以及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的捐款。

此外，中國表示將援助價值 200 萬美元的

物資。

各國援助中最特別的是日本武田製藥有限

公 司（Taked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已承諾捐贈 5 億日圓（約 1 億

4,135 萬新台幣），這項承諾是有史以來

民營公司向國際原子能總署提供的最大一

筆捐款。

考量到當前的全球供應市場和運輸限

制，這些包裹將分批發送到各個國家。第

一批價值約 400 萬歐元（約 1 億 3,200

萬新台幣）的物資將幫助各國使用 real-

time RT-PCR 技術，這是當前可檢測病毒

的技術中最靈敏的一種。

請求國際原子能總署援助的國家數量從

兩個月前的 10 個增加到 119 個，格羅西

在國際原子能總署理事會計畫與預算委員

會的視訊會議上提及：「當人們在危機時

期向國際原子能總署尋求援助時，我們沒

有、也不會讓他們失望。」

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FAO）/ 國際

原子能總署聯合技術司的糧農核技術部官

員納勒托斯基（Ivancho Naletoski）說：

「real-time RT-PCR是一種既穩定又準確

的檢測病原體方法。在過去兩週內，我們

已經看到會員國要求進行這類測試的申請

數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各實驗室將獲得診

斷分析所需的試劑盒和配件，以及一次性

保護用具和用於特定病毒基因組進行分子

檢測的設備。」

國際原子能總署發送設備，以幫助各國使用 real-time	RT-PCR 檢測新冠病毒，包括個人防
護設備、PCR 機、試劑和實驗室耗材。（圖片來源：國際原子能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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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real-time RT-PCR ？

Real-time RT-PCR 是一種運用核子特

性的方法，用於檢測任何病原體（包括病

毒）中特定遺傳物質的存在。最初，此方

法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標記物來檢測目標遺

傳物質，但後來採用了特殊的標記物（最

常見的是螢光染料）取代了同位素標記。

藉助這種技術，在檢測過程還未結束時科

學家幾乎就可以看到結果，而傳統使用的

RT-PCR方法必須等到最後才能得到結果。

雖然 real-time RT-PCR 是目前檢測冠

狀病毒最廣泛使用的方法，但許多國家在

建立和使用此技術方面仍需要支援。

某些病毒，例如新冠病毒只含有 RNA，

這表示它們必須滲透進健康的細胞內繁

殖而存活。一旦進入細胞，此病毒就會利

用其自身的遺傳密碼（在冠狀病毒中為

RNA）來控制細胞並對其進行「重新編程
（reprogramme）」，使其成為製造病

毒的工廠。

為 了 使 用 real-time RT-PCR 早 期 檢

測到在體內的冠狀病毒，科學家需要將

RNA 轉化為 DNA。這是一個稱為「反轉

錄（reverse transcription）」的過程。

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只能複製或擴

增 DNA，這是 real-time RT-PCR 檢測病

毒過程的關鍵部分。

科學家將轉錄的病毒 DNA 的特定部分

放大數十萬倍。這種擴增很重要，因此科

學家不必試圖在數百萬條遺傳信息鏈中搜

尋少量的病毒，而是擁有足夠數量的病毒

DNA 靶標區域，以準確地確認此病毒的

存在。

Real-time RT-PCR 如何與冠狀病毒一

起工作？

從冠狀病毒聚集的身體部位，例如人的

鼻子或喉嚨處採集樣本，再用幾種化學溶

液處理樣本，以去除蛋白質和脂肪之類的

國際原子能總署正在
準備將 real-time	RT-
PCR 設備發送到世界
各地，以幫助對抗新冠
病毒。（圖片來源：國際
原子能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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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僅提取樣本中存在的 RNA，這是人

體自身遺傳物質和冠狀病毒 RNA（如果

有）的混合物。

使用特定的酶 ( 酵素 ) 將 RNA 反轉錄為

DNA 之後，科學家會添加額外的 DNA 碎

片（short fragments），這些碎片會與

轉錄的病毒 DNA 的特定部分互補。如果

樣本中存有病毒，則這些碎片會附著到病

毒 DNA 的靶標區域。一些添加的遺傳碎

片用於在擴增過程中構建的 DNA 鏈，而

其他一些碎片則添加了標記物，然後將其

用於檢測病毒。

將混合物置於 RT-PCR 的機器中，機器

在使混合物加熱與冷卻的溫度之間循環，

以觸發特定的化學反應，進而產生與病毒

DNA 靶標部分相同的新副本。此循環不

斷重複以複製病毒 DNA 的靶標部分。每

個循環將以前的數量加倍：兩個副本變為

4 個，4 個副本變為 8 個，依此類推。標

準的 real-time RT-PCR 設置通常需要經

過 35 個循環，到此過程結束時，樣本中

存在的每條病毒鏈都會產生大約 350 億個

新的病毒 DNA 碎片副本。

當建構病毒 DNA 碎片的新副本時，標

記物的標籤會附著在 DNA 鏈上，然後釋

放出螢光染料，此螢光染料由機器的計算

機測量並實時顯示在螢幕上。每次循環

後，計算機都會追踪樣本中的螢光量，當

數量超過一定水平的螢光時，就證實了此

樣本含有目標病毒。科學家還監視達到此

水平所需的週期數，以估計感染的嚴重程

度—週期越短，病毒感染程度越嚴重。

為什麼要使用 real-time RT-PCR ？

real-time RT-PCR 技術具有很高的靈

敏度和特異性，可以提供長達 3 個小時的

可靠診斷，儘管通常實驗室平均需要花費

6 至 8 個小時。與其他可用的病毒分離方

法相比，real-time RT-PCR 很明顯的效果

更快，並且受污染或錯誤的可能性更低，

因為整個過程都可以在封閉的試管中完

成，因此仍然是目前可用於檢測冠狀病毒

的最準確方法。

為了檢測過去的感染情形，對於瞭解病毒

的發展和傳播非常重要，就不能使用 real-

time RT-PCR，因為病毒僅在特定時間區段

內存在於體內。其他方法對於檢測、追踪和

研究過去的感染也是必要的，尤其是那些可

能已發生但是沒有症狀的感染。

參考資料：
1.	https://www.iaea.org/topics/covid-19
2.	IAEA	Project	to	Help	Countries	Combat	COVID-19	Draws	€ 22	Million	in	Funding,	2020/05/11
3.	New	Donation	to	Ramp	Up	IAEA	Support	to	COVID-19	Initiative,	2020/05/13
4.	IAEA	to	ship	vital	testing	equipment	to	countries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2020/04/01
5.	How	Is	the	Covid-19	Virus	Detected	Using	Real	Time	PT-PCR,	202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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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編輯室

運用核子特性的相關技術可以幫助我們

檢測、控制和預防世界上一些最危險的疾

病傳播，例如瘧疾、伊波拉病毒、茲卡病

毒，和目前正威脅全球人類生命的新型冠

狀病毒（COVID-19，後簡稱新冠病毒）。

核子科學家們運用各種高效能、經濟、

環保和無殘留的核子相關技術，協助我們

與傳染病作戰。診斷與測試是控制傳染

病疫情的關鍵部分，利用核子特性的相關

技術已被確認為是一項重要的診斷工具，

可以快速、可靠地辨識從動物傳播給人類

的多種疾病，「即時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

應（real-tim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eal-time 

RT-PCR）」的核子相關技術是實驗室檢

測新冠病毒的方法之一。儘管許多國家已

除了新冠病毒
別忘了其他嚴重傳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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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使用 real-time RT-PCR 來診斷伊波拉

病毒和茲卡病毒，但他們仍需要協助，以

適應新冠病毒的檢測方法，並提高檢測能

力。已有超過 100 個國家要求國際原子能

總署（IAEA）提供援助，包括 real-time 

RT-PCR 相關技術，以檢測和控制越來越

多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新冠病毒是一種人畜共患病（zoonotic 

diseases）的病毒，從動物身上傳播到人

類身上，並在人類之間傳播，主要從感染

者的口鼻藉由唾液、飛沫釋出病毒，而傳

播出去。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感染到病毒

會產生輕度至中度的呼吸道疾病，通常不

需特殊治療即可康復。但是對於老年人和

有潛在健康問題，或是免疫系統不夠健全

的人，此病毒可能會導致嚴重甚至致命的

症狀。

非洲使用核子相關技術檢測能力增強

儘管這段時間最受世人矚目的重點是新

冠病毒，但各國政府也需要對其他人畜共

患疾病保持警惕。除了伊波拉病毒症、茲

卡病毒症，還有高致病性禽流感（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中東呼

吸綜合症（MERS）等，需要投入大量防

疫人員與資源。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資料，

自 1976 年在剛果發現伊波拉病毒以來，

已有 15,000 多人因此病毒喪生。此後，

伊波拉病毒在非洲的 13 個國家 / 地區造

成了重大的人命損失。自 2014-2016 年

在西非爆發大流行，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

織（FAO）、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和

世衛組織合作，持續支持非洲國家對伊波

國際原子能總署發送設備，以幫助各國使用real-time	RT-PCR 檢測新冠病毒，包括個人防護設備、
PCR 機、試劑和實驗室耗材。（圖片來源：國際原子能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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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病毒的診斷。由於現在有更多的獸醫、

防疫官員能夠迅速可靠地診斷出這種疾

病，因此這些國家為及早發現病毒做了更

充分的準備，以防止重大疫情的發生，並

藉助分子遺傳學（molecular genetic）

來追踪伊波拉和其他病毒性出血熱
（VHFs），在分子流行病學（molecular 

epidemiology）方面有長足的進步。

伊波拉病毒是一種致命的人畜共患疾

病，據瞭解，病毒應是起源於果蝠（fruit 

bat），而果蝠在將這種病毒傳給人類之

前，就已經感染了其他動物。隨著人類逐

漸從人口密集地區擴展到以前無人居住的

地區，接觸到未知的人畜共患疾病帶原者

的風險隨之增加。負責國際原子能總署技

術支援此地區的瓦瑙（Michel Warnau）

表示：「至關重要的是，所有國家都應做

好準備，盡早發現新興的人畜共患疾病，

最好是在病毒侵害人類之前，即採取適當

的因應措施。」

在 2014-2016 年伊波拉疫情爆發期

間，獅子山、賴比瑞亞和幾內亞等國有近

30,000 人被感染，幾內亞是疫情爆發的中

心，當在他們診斷出病毒時，大流行已經

過了 3 個月。由於缺乏診斷能力和資源，

導致超過 2,500 人喪生。2014 年底，幾

內亞和其他幾個非洲國家政府要求國際原

子能總署支援他們，提昇對伊波拉病毒的

診斷能力。

藉由「酵素免疫分析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和「即

時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real-time RT-

PCR）」這些核子相關技術，比起傳統方

法，可以幫助科學家更快地診斷出伊波拉

病毒。

國際原子能總署透過其技術合作方

案，向非洲專家提供這些技術的援助。

FAO/IAEA 共同成立的糧農核技術部負

責動物衛生的官員納勒托斯基（Ivancho 

Naletoski）表示：「我們培訓了 142 名

即使病患的樣本中新冠病毒
數量很少，還是能被核子技
術檢測發現。（圖片來源：國
際原子能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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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工作人員，在充分的生物安全條件下

進行人畜共患疾病的早期診斷，並提供他

們進行化驗所需的設備與診斷試劑盒。」

納勒托斯基說：「由於人畜共患疾病是

動物與人類之間的邊界，因此有必要對來

自不同背景的工作人員進行培訓，例如獸

醫、公共衛生技術人員和野生動植物專

家。」從可能感染的人或動物中採集的樣

本具有很高的生物危害風險，因此，在國

際原子能總署技術合作計畫下，在 8 個國

家提供的 17 項培訓中，有幾項培訓的重

點是正確處理伊波拉病毒的樣本。 

在非洲，大範圍感染的威脅仍然存在。

剛果自 2018 年爆發的伊波拉疫情導致

2,500 多人喪生。儘管迄今為止，伊波拉

疫情尚局限於單一區域內，但是疫情發展

瞬息萬變，因為跨越國界的野生生物會在

各國之間傳播疾病。

遏制疾病傳播

為了迅速控制傳染病的傳播，預警系統

至關重要。因此，國際原子能總署的技術

合作計畫也支援加強各國與區域的獸醫網

絡，以便更快速地分享流行病學資訊。這

有助於參與國家的官員們制定有效的應變

計畫，以防將來疫情失控。

此計畫的資金來自日本、挪威、美國，

以及「非洲區域研究、開發與培訓合作

協定（AFRA）」，透過《和平利用倡議
（Peaceful Uses Initiative）》提供與核

子科學有關的技術。

核子相關技術在疾病診斷中的作用

酵素免疫分析法（ELISA）和 real-time 

RT-PCR 是兩種常用於疾病診斷的核子技

術。ELISA易於設置和使用，因此適合任何

獸醫或醫學實驗室。科學家將動物稀釋的

以核子技術檢測高
致命性病毒，成效
卓著。（圖片來源：
國際原子能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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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樣本放在預先塗有特定抗原 (antigen)

的微量滴定板上。如果樣本中含有針對

疾病的抗體，它們將與抗原結合，並用酶

標記的第二抗體改變液體的顏色，因此確

認此特定疾病病毒的存在。ELISA 通常被

用作初始測試，主要（但不是專門）用於

抗體檢測。以放射性免疫測定法（radio-

immunoassay）為基礎開發出 ELISA 測試

法，最初是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來標記抗體。

而 real-time RT-PCR 是一種比 ELISA

涉及更複雜的設備與程序的技術，具有

高度靈敏性和準確性，非常適合用於鑑

定特定的病毒和細菌基因組。它使用一種

酶（酵素）在半小時內複製或擴增病原體

DNA 的特定遺傳區域數十億次。然後，

科學家可以透過放射性同位素或測量擴增

過程中釋放的螢光量，來檢測和監測病毒

DNA 的擴增。

近來國際原子能總署與糧農組織合作，

透過 VETLAB 向 46 個成員國的 124 位實

驗室專業人員提供有關新冠病毒檢測的指

導。VETLAB 是這兩個組織最初在非洲和

亞洲設立的，是為了對抗牛瘟疫情的獸醫

實驗室網絡。這些援助還包括根據世衛組

織的建議提供標準操作程序（SOP）來辨

識病毒，VETLAB 幫助參與的會員國改善

對伊波拉病毒和新冠病毒等跨界型人畜共

患疾病能早期發現。

參考資料：
1.	https://www.iaea.org/topics/covid-19
2.	Africa's	 Increased	Capacity	 to	Diagnose	and	Contain	Ebola	and	other	Zoonotic	Diseases	with	
Nuclear-Derived	Techniques,	2020/04/15

ELISA 易於設置和使用，
因此適合任何獸醫或醫
學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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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英國《衛報》最近的報導，氣象

學家們估計今（2020）年將成為自有量

測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有 50%-70% 的

機率打破 4 年前的紀錄。美國國家海洋

及大氣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也在今

年初時發布新聞，表示 2019 年是美國國

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有紀錄的 140 年以

來，繼 2016 年後最熱的年度。

根據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的紀

錄，自有量測記錄以來最熱的 5 年都出現

在 2015 年後，最熱的 10 年則都在 2005

年之後。而且，2019 年也是連續 43 年全

球土地與海洋溫度—至少在名義上—高於

平均水平，且全球平均溫度也比 20 世紀

的均溫高出攝氏 0.95 度，僅比 2016 年的

低了攝氏 0.04 度，2010-2019 年成為史

上最熱的 10 年。

氣象學家稱 2020 年
將成史上最熱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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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表示，今年雖然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引起的各種封城讓天空明

亮了起來，但氣溫卻沒有因此降低，我們

需要更長久、有效的措施。自今年 1 月以

來，從南極至格陵蘭島即不斷地打破當地

最熱的紀錄，這讓許多科學家感到非常的

驚訝，因為今年並不是聖嬰現象年。所謂

的聖嬰現象，通常會導致異常高溫的情況

發生，2016 年時因為劇烈的聖嬰現象，導

致氣溫在年初時出現突然暴增，然後下降

的不正常現象。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

局估計，今年成為史上最熱的一年的機率

高達 75%，現在的趨勢正沿著 2016 年的

紀錄爬升，更有 99.9% 的機率會躋身「溫

度史上前 5 高」的行列。

而隨著氣溫紀錄逐年逐月的被打破，

異常天氣也越成為常態。今年 1 月又創下

歷年來溫度最高的紀錄，許多位在北極圈

國家的首都都沒有降雪，南極的一座研究

基地在 2 月時首次出現了超過攝氏 20 度

的氣溫，在格陵蘭島西北岸的卡奈克市
（Qaanaaq）則是在 26 日時偵測到創下

該地區 4 月紀錄的高溫。另外，在今年的

前 3 個月期間東歐與亞洲的平均溫度也比

平均高出攝氏 3 度，美國洛杉磯市及澳洲

西部的氣溫也都分別在 4 月迎來新高，全

球暖化正逐漸將氣溫推進至比工業化之前

高出攝氏 1.2 度的水平。

來自英國牛津大學的氣候科學家豪斯汀
（Karsten Haustein）指出，雖然新型冠

狀病毒暫時減少了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但

已累積在大氣中的溫室氣體仍非常令人擔

憂。「氣候危機有增無減，雖然今年的排

放量將減少，但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仍

持續上升，我們不太可能看到溫室氣體濃

度增加的趨勢有減緩的現象，但我們有機

會重新考慮我們的選擇，並利用這次的新

冠病毒危機當作催化劑，透過激勵辦法、

稅收與碳價格等措施，來達到更永續的能

源生產方式。」

環境問題首次成為困擾世界精英最重要

的問題之一

極端氣候事件與全球暖化的證據越來

越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今年初在倫敦公開的《2020 年

度全球風險報告》中統計出全球可能發生

的前十大風險，範圍涉及經濟、環境、科

技、社會與地緣政治等議題，今年首度由

環境因素包辦前 5 名。這份年度報告自首

次發行至今已有 15 年的歷史，報告中統

整了國際間將近 800 位專家與決策者，就

他們覺得可能影響今年及未來 10 年全球

繁榮的風險威脅（就未來 10 年分成「風

險出現的可能性」與「將帶來的衝擊」兩

種），進行了長期的排序。

世界經濟論壇主席布倫德（Børge Brende）

表示：「政治版圖分化，海平面不斷上升，

野火還在燃燒，今年是各國領導人必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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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各個階層合作，來修復及重建合作體系

的一年，不僅是為了短期的利益，還為了因

應那些已經附著在我們生活中的風險。」

世界經濟論壇的這份報告中指出，若我

們不運用在 2008 年解決金融危機的多邊

機制的方式，來進行國與國之間的合作，

這全球性的風險將難以應對。根據該份報

告的統計，未來 10 年最可能發生的重大風

險前5名分別為：極端風險、氣候行動失敗、

自然災害、生物多樣化瓦解，以及人為的

環境災害。在今年宣布這份報告的同時，

澳洲正因破紀錄的高溫及乾旱而受野火的

侵襲，布倫德對此也呼籲我們需要採取迫

切的行動來減緩氣候變遷，以避免那些因

氣候危機而產生且無法反轉的影響。

參考資料：
1.	 The	Guardian.	“Meteorologists	say	2020	on	course	to	be	hottest	year	since	records	began.”	April	
27	2020.

2.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2019	was	2nd	hottest	 year	on	record	 for	
Earth	say	NOAA,	NASA."	January	15	2020.

3.	 The	Guardian.	 “Climate	 crisis	 fills	 top	 five	places	of	World	Economic	Forum’s	 risks	 report.”	
January	15	2020.

世界經濟論壇《2020 年度全球風險報告》中統計出未來10 年內將可能面臨到的風險依可能性排列，今年首次
由環境因素包辦前5名。（圖片來源：世界經濟論壇W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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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封鎖期間 

核電廠嚴陣以對

儘管發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後簡稱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危機，根

據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的「核子反應

爐資訊系統 (PRIS)」，全世界目前 442 座

反應爐都在正常運轉中，它們持續不斷的

提供世界上 10％的電力，約占低碳電力的

1/3。核電廠的緊急應變計畫可以照常運

作，其中包括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間各

地封鎖的因應行動。如果擔心工作人員不

足，核電廠營運者可以提前關閉反應爐，

並保持其穩定狀態。

世界各地的核設施營運者採取了一些特

殊措施來保護員工的健康，以確保在新冠

病毒爆發危機中能持續運轉。國際原子能

總署透過國際運轉經驗報告系統（IRS）

和新建立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運轉經驗

網絡來促進知識的交流，進而加速這方面

的支援。

減少工作人員及遠距辦公是核電廠、研

究用反應爐和其他核設施營運者採取的許

多特殊措施之一，還包括保持社交距離，

對員工進行定期檢康檢查，對工作區域進

行消毒以及為運轉員購買特定的個人防護

設備，限制旅遊，自我隔離和視訊會議等。

保持社交距離是世界上許多核電廠為維持足夠人員配備而實施的防疫措施之一。
（圖片來源：國際原子能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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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廠因應疫情的緊急應變措施

儘管核能安全和核子保防是國家的責

任，但國際原子能總署以各種方式向各國

提供各種支援，包括安全標準、安全指導

文件和一系列的核能出版品。

國際原子能總署運轉安全部部長塔倫
（Peter Tarren）說：「運轉員對核能安

全和保障負有主要的責任，他們負責任地

採取這些明智的預防措施和精心計畫的組

織變革，同時還要持續確保安全與保防，

這通常是由國家核安管制機構進行審查。」

目前核電廠已經實施的一些特殊措施，

例如延長例行程序，減少人員配置，這是

周末的普遍做法，而其他人員則在需要時

隨時待命。有些核電廠則宣布了其他新措

施，包括調整工作時數及輪班方式，與控

制室人員溝通的替代方式，甚至要求工作

人員暫時居住在電廠內，希望能最大程度

地減少疾病傳播，並維持安全且充分的基

本人力。

在流行疫病不斷蔓延的背景下，國際原

子能總署的安全標準特別要求電廠人員必

須符合運轉和關閉反應爐的專業水平，並

在關閉程序中確保安全。為此，塔倫表示，

核電廠應指定一組核心人員來安全運轉反

應爐。

透過 IRS 交流寶貴經驗

為了幫助運轉人員與監管機構之間的經

驗交流，國際原子能總署透過 IRS 蒐集相

關做法，IRS 是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之下

的核能署（OECD/NEA）共同管理的線上

平台，各國可藉由此平台提交和報告國際

關注的事件，期望加強核設施的安全做法。

國際原子能總署核子工程部部長文茲
（Pal Vincze）表示：「透過收集和分享

這些經驗，旨在為世界各地的營運者提供

擴展的知識，以增強其應對此一危機和未

來任何類似危機的能力。在修訂國際原子

能總署有關文件時也將這些收集而來的資

訊列入考量。」

維護研究用反應爐的安全性

隨著新冠病毒疫情的發展，除了電廠以

外的核設施，例如研究用反應爐和燃料循

環設施也都面臨類似的運轉挑戰。

連同其營運所在的大學和研究機構，許

多專注於培訓和研究的研究反應爐都處

於暫時關閉狀態，在目前這種大封鎖狀況

下，反應爐將暫停運轉，直到疫情好轉為

止。國際原子能總署的《安全標準（Safety 

Standard）SSR-3》提供有關在長期停止

運轉期間維持研究用反應爐安全，以及人

力安排與人員配置水平的資訊。

我國原能會主管業務的因應與防範

一、核能安全

要求各核電廠成立「防範新冠肺炎疫情

擴散應變小組」、建立疫情通報制度、落

實控制室的衛生安全防範、預擬值班人員

遭隔離時的因應對策、強化大修期間防疫

措施與進出管控，並加強查核。

二、輻射防護

1. 針對輻射安全檢查作業，規劃並採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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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因應措施。

2. 擬訂輻射防護專業測驗的防疫因應措

施，以及如有無法參加者的補救措施，

並視實際情形執行。

三、核安監管

訂定「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核安監管中心

值勤同仁注意事項」，落實核安監管中心

值勤人員及場所衛生安全的維護，確保緊

急事件通報管道暢通無阻。

為了避免核電廠運轉穩定與核能安全受

到新冠病毒疫情擴散影響，原子能委員會

已要求台電公司成立應變小組、建立疫情

通報機制、落實控制室的衛生安全防範，

同時研擬值班人員若遭隔離時的因應對

策，督促各核電廠加強宣導、防範，並且

及早規劃相關應變措施。

根據原能會掌握情況，台電公司已針對

各核電廠加強防疫自主管理措施，包括調

查電廠人員與外包廠商是否曾前往疫區、

值班人員口罩配戴管制、人員體溫量測、

潔手劑配置、環境消毒等相關措施，並研

議若有運轉人員須隔離時，值班人力應符

合運轉規範限制的應變規劃。

我國核電廠採取高規格防疫措施

台電公司遵照經濟部指示事項採取嚴格

執行防疫相關措施如下：

一、調度中心、控制室等輪班人員應以固

定班為主，不可跨班支援，以避免交

叉感染影響運作。另成立備援班及各

輪值班的固定替代人力，必要時可規

劃退休人員支援因應。若發生跨班交

叉感染事件，則將追究單位主管的管

理責任。

二、各單位加強清潔人員的管理，並注意

清潔人員的健康狀況，負責清潔區域

應固定，不可到處遊走，避免成為防

疫漏洞。

三、外包人員動線應適度規劃，盡可能分

流，避免流動過於頻繁增加人員接觸，

以降低感染風險。

四、搭乘公司交通車者，應量測體溫、戴

口罩，做好防疫措施。

五、各單位異地辦公處所應盡速規劃妥

善，另疫情通報應依規定按時填報，

以隨時掌握公司疫情狀況。

六、於 109 年 2 月以後具國外旅遊史者，

若有發燒、咳嗽、呼吸困難、喉嚨痛

等任何身體不適症狀，應盡速就醫；

在未確認病症前不宜再進入辦公室辦

公，更不可參加會議、聚餐、社團等

群聚性活動。

七、若同一單位或同一辦公空間有 1 位工

作人員確診新冠病毒，該同一單位或

同一辦公空間其他人員，應立即啟動

異地辦公機制。

此外，台電公司總管理處為維持營運正

常及確保人員安全健康，積極實行防疫相

關措施，包括：紅外線熱顯像儀量測人員

體溫；以海報、電視牆及電梯內電視等方

式加強宣導防疫訊息；員工餐廳以專人統

籌訂購便當供餐；空調系統採外氣循環模

式運轉；定期加強辦公場所滅菌消毒；管

制主樓與副樓之間空橋通道等。另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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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可能擴散的風險，台電公司亦提

前規劃 8處異地辦公場所，並就辦公桌椅、

網路、通訊、公文傳遞交換及視訊會議等

相關環節進行盤點整備以為因應。

核三廠 2 號機自 2020 年 4 月 7 日起展

開為期 50 天的大修，自電廠大門開始，

分設 4 道關卡量測體溫，參與大修的工作

人員多達 2,000 餘人，包括電廠員工、外

包廠商與恆春當地居民進出廠區。台電公

司要求全體人員必須全程配戴口罩，為了

徹底防疫，首度取消原廠技師來台，以視

訊與資料傳輸方式協助大修作業進行。

進入餐廳之前，除了量測體溫，每個座

位還放置隔版，採高規格防疫，以避免病

毒擴散影響核能安全。

核三廠副廠長陳建中表示：「進到核三

廠廠區等於是自主健康管理了，從最外

層大門進來，每一道關卡都要求我們戴口

罩、量額溫，終究這裡是一個重要的發電

設施。」

原能會也要求核三廠如果出現有人員

確診，必須立即啟動應變措施，進行分艙

分流，每個要徑都有兩組以上的人員可以

獨立作業。此外，2 號機進行大修期間，

1 號機的運轉人員以及原能會駐場稽查人

員，皆禁止與 2 號機相關人員接觸，以避

免交叉感染風險。

核能安全是至高無上的，無論設施是否

在運轉中，都必須保持安全。雖然新冠病

毒這樣的大流行通常不會影響核能安全，

但營運者需要調整並實施防護措施，以確

保核設施中的放射性材料能獲得妥善的保

護。

參考資料：
1.	IAEA	Steps	up	Support	for	Nuclear	Facility	Operators	during	COVID-19	Crisis,	2020/04/08
2.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因應「COVID-19( 武漢肺炎 )」防疫應變措施，2020/04/17
3.	防武漢肺炎影響核安	台電成立應變小組，經濟日報，2020/01/30
4.	台電公司工業安全衛生處公文，2020/03/24
5.	超前布署防疫作戰，確保總處運作正常，台電月刊，2020 年 04 月號
6.	核三廠 2號機大修逾 2千人高規格防疫，公共電視晚間新聞，2020/04/07	

台電公司總管理處實際嚴格防疫措施（圖片來源：台
電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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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乾式貯存設施介紹

核反應爐中的核燃料，經使用過後由於

無法繼續維持核反應，因此必須定時替換

以達到穩定供電。而從反應爐中替換出來

的用過核燃料，由於餘熱的溫度極高且含

有大量的放射性元素，必須妥善處理，避

免影響到我們與環境的安全。依照各個國

家不同的核能政策，大部分的用過核燃料

有兩種處理方式，若國家核能政策為閉鎖

式核燃料循環，用過核燃料在使用完後會

進行回收與再處理，製成混合氧化物燃料

（MOX 燃料）供未來再次發電使用；若

採用開放式核燃料循環，則不會有再處理

這個階段，用過核燃料在使用完後會使用

深層地質處置場的方式進行最終處置。不

過，不管是上述哪一種核燃料循環，用過

核燃料在退出反應爐後都必須先進行一段

中期貯存，中期貯存的方式可分成濕式與

乾式貯存兩種，通常都會先在濕式的燃料

Enresa	( 西班牙國營放射性廢棄物專責機構 )在 2014 年初申請建設用過核燃料集中
式中期貯存設施，於 2015年確定昆卡市（Cuenca）作為該座設施最終地點。圖為昆卡
大教堂，昆卡古城在1996 年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



專題報導

20

池中儲存一段時間，待溫度與放射性程度

降至一定的程度後再轉移至乾式貯存設施

進行較長時間的中期貯存，才可送至再處

理廠或是深層地質處置場進行最終處置。

西班牙自 1964 年開始首座核電廠的

建設工程，至今已設立了 7 座核電廠，

共 10 部核電機組，其中有 3 部已經在除

役階段，目前僅 7 部機組維持運轉。根據

西班牙國家電網公司（Red Eléctrica de 

España）於去（2019）年底的估算，核

能在 2019 年仍為西班牙提供超過 20% 的

穩定電力，是再生能源、複循環（屬火力

發電的一種，通常採用天然氣當作燃料）

之外第三大電力來源。西班牙電網公司也

統計出，西班牙近 6 成的電力是來自零

碳排放的潔淨能源，其中再生能源占了約

40%，核能則與前幾年差異不大，仍維持

在 20% 以上。

根據世界核能協會 (WNA) 統計數據，截

至 2018 年底，西班牙已產生近 16,000 束

的用過核燃料，大多數的核電廠因為獲准

延役的關係，都已在近幾年面臨到用過核

燃料池飽和的情形，西班牙各個核電廠也

陸續開始在各個廠內建立用過核燃料乾式

貯存設施，讓各部機組可持續運轉。在這

些用過核燃料束中有超過 1,700 束目前已

使用乾式貯存設施進行貯存，本篇也將就

西班牙位於各電廠的乾式貯存設施，以及

計畫中的集中式中期貯存設施，進行介紹。

用過核燃料管理政策

西班牙政府在 1984 年時依法源成立了

西班牙用過核燃料乾式貯存設施分布圖（在 2016 年前，Almaraz 與 Confrentes 核電廠的乾
貯設施尚未開始興建）（圖片來源：Enr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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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放射性廢棄物專責機構（Empresa 

Nacional de Residuos Radiactivos SA, 

Enresa），除了負責西班牙所有種類放

射性廢棄物的收集、管理、貯存與最終處

置，以免放射性物質自放射性廢棄物釋出

之外，還有各核電廠的除役作業、鈾礦開

採後的環境復原、放射性廢棄物基金管

理，以及制定《國家一般放射性廢棄物計

畫（The General Radioactive Waste 

Plan）》等。

這份《國家一般放射性廢棄物計畫》內

容確立了西班牙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與核子

設施拆除的策略與未來長短期內必須執行

的藍圖，包含相關的財務分析與成本管控

等議題，為一份正式的文件，由 Enresa

草擬、定期修訂後上呈至政府。政府則須

透過核准這份文件來制定、調整放射性

廢棄物與核子設施拆除之政策，最終則是

由國會進行批准。自 Enresa 成立以來該

計畫已更新至 2006 年的第 6 版，陸續確

立了西班牙採納開放式核燃料循環、核電

廠廠內的乾式貯存設施與低放射性廢棄

物最終處置場之設立、最終處置設施的研

發之外，還訂定了在境內為高放射性廢棄

物（西班牙在 1984 年前將部分的用過核

燃料送至英國進行再處理，因事故除役的

Vandellós 核電廠 1 號機的核燃料則是送

至法國，所產生的高放射性廢棄物未來必

須運回西班牙進行最終處置）與用過核燃

料開發、設立綜合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系統

（即集中式中期貯存設施）的目標，這也

是 Enresa近幾年一直著手在進行的計畫。

此外，由於最新的這版一般放射性廢棄物

計畫涉及到集中式中期貯存設施的選址，

這也是西班牙首次在該計畫強調與社區溝

通以及社區參與的重要性。

根據西班牙環境部（MITECO）公布的

最新消息，Enresa 已在今年 3 月中向其

提交《國家一般放射性廢棄物計畫》第 7

版的草案，草案內容的規範將符合歐盟原

西班牙 Trillo 核電廠的室內乾式貯
存設施（圖片來源：Enr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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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能共同體（EURATOM）的放射性廢棄

物管理指令，西班牙環境部也已開始進行

相關的審核流程。

西班牙核能電廠在運轉執照到期、關

閉後，電廠的所有權會從電力公司轉至

Enresa，由 Enresa來進行該電廠的除役，

包含用過核燃料的處理與處置。但若該

電廠還有機組在運轉，電廠所有權尚未轉

移，各機組內部的用過核燃料池又達到飽

和的情況下，電力公司則必須負責廠內乾

式貯存設施的營運。通常，電力公司會先

將用過核燃料池內的分隔重新排列（Re-

rack）至更密集，來增加可貯存的燃料束

容量，燃料池再次貯滿後才會使用乾式貯

存設施進行中期貯存，然後等待用過核燃

料最終處置場興建完成後再轉移至場內進

行最終貯存。但由於最終處置場需要較長

的時間來建造，西班牙政府因此計畫設立

一座集中式中期（乾式）貯存設施，在最

終處置場完成興建前，將分散在各座核電

廠的用過核燃料統一進行長時間的貯存與

管理。

位於電廠內的乾式貯存設施

目前，西班牙所有核電機組的燃料池都

在 1990 年代時完成燃料池分隔的重新排

西班牙 Ascó 核電廠的室外乾式貯存設施（圖片來源：ED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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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但大多數的機組在這幾年再度面臨燃

料池貯滿的情況，7 座核電廠中有 5 座已

啟用廠內的乾式貯存設施，另外有 1 座也

於去年開始設施的興建工程。

由於早期須將境內第一期核電廠所生產

的用過核燃料送至英國再處理，西班牙自當

時就已開始接觸用過核燃料的貯存容器，但

當時的容器主要是以「運送」為主要目的，

西班牙知名核電設備製造商Ensa（Equipos 

Nucleares, S.A.）自 1985 年就已開始生產

用過核燃料乾式貯存容器，除了自產供西班

牙核電廠內的乾式貯存設施使用之外，至今

還外銷至美國、日本與中國。

資料來源：Foro	Nuclear,	Enreca,	and	IAEA	Country	Profiles	

西班牙核電廠與廠內用過核燃料乾式貯存設施一覽表

西班牙每座乾貯設施所採用的貯存技術

（容器）與方式均有所差異，例如有些貯

存容器為金屬製，有些則採用混凝土結合

金屬，貯存的系統也分成需搭配密封鋼桶

（Canister）或不需搭配密封鋼桶，貯存

的方式分成室內與室外，同一座貯存設施

也不一定只採用一種貯存容器等等。而決

定使用哪一種容器則是由 Enresa 與各電

力公司協議，採用國際發包的方式來選擇

最終的製造廠商。

根據西班牙核能安全委員會（Nuclear 

Safety Council）的統計，西班牙核電廠目

前除了採用上述 Ensa 公司所設計的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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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貯存容器來進行用過核燃料乾式貯存之

外，還有美國知名能源設備供應商 Holtec 

International 公司由混凝土結合金屬製

的貯存容器。Ensa 製造的容器均屬運送

與貯存兩用（Dual purpose），西班牙

核電廠採用的 Holtec 製貯存容器則主要

是以貯存為目的。根據 Enresa 與世界核

能協會的統計，目前西班牙核電廠內裝有

用過核燃料的乾式貯存容器已超過 50 座，

為超過 1,700 束的用過核燃料提供中期貯

存之處。

集中式中期貯存設施（ATC）

由於建設深層地質處置場需要較長的時

間，加上將用過核燃料集中於一處也比分

散在各電廠容易管理與監控，西班牙國會

在 2004 年時向政府提出發展集中式中期

貯存設施的要求，Enresa 也在第 6 版的

《國家一般放射性廢棄物計畫》中將建立

集中式中期貯存設施列為優先目標，該計

畫在 2006 年獲西班牙政府批准，西班牙

國會也要求政府須指定專責機構主導集中

式中期貯存設施地點選址的程序。

Enresa 從 2012 年就已開始為這座用

過核燃料集中式中期貯存設施找尋合適的

地點，著手開始設施的設計，在 2014 年

初向西班牙工業與貿易部（Ministry of 

Industry, Trade and Tourism）提出建

造申請，於 2015 年獲管制機構同意，確

定昆卡市（Cuenca）的卡尼亞斯村（Villar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Enresa。



NO.184  2020.06

25

de Cañas）為該座設施的最終地點。不

過，Enresa 目前還必須先取得建造執照、

通過環評才可開始設施建設工程，設施完

工後也須獲得歐盟原子能共同體與西班牙

自治區的同意，才可向工業貿易部申請營

運執照。

這座集中式中期貯存設施將由 3 個園區

所組成，除了集中貯存設施之外，還有一

座技術研究中心與商業用的公園，其中集

中貯存設施又可再畫分成接收區、封裝檢

查與燃料卸載區、地下貯存區、中放射性

廢棄物貯存區，以及輔助系統大樓等等。

與西班牙各電廠內的地面乾式貯存設施不

同，這座集中式中期貯存設施採用的是窖

式（vault）貯存的方式，為多重障壁、自

然通風與低輻射劑量的設計，並且將用過

核燃料在未來仍可再取出使用的可能性也

西班牙用過核燃料集中式貯
存設施設計採用窖式貯存、
多重障壁及自然對流的概念
（圖片來源：Enresa）

列入考量，來建造這座集中式貯存設施，

以進行長時間的中期貯存。該座設施設計

的使用壽命為 100 年，但第 6 版的《國

家一般放射性廢棄物計畫》中確立該設施

僅需要維持 60 年的運轉即可。在國外進

行再處理所產生的玻璃固化廢棄物（同屬

高放射性廢棄物），與無法符合西班牙 El 

Cabril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接收標

準的廢棄物，也將送至該設施進行中期貯

存，因此在設計的貯存容量中也有一部分

是為這些廢棄物提供貯存空間。

根據 Enresa 的設計，該座集中式中期

貯存設施的 12 座貯存窖將以每次 4 座的

方式，分成 3 個階段來建造，12 座的貯

存窖有 1,440 個貯存管，將以 10*12 的方

式排列於每座貯存窖中。用過核燃料必須

先裝在密封鋼桶中，此為第一層障壁，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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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入不鏽鋼製成的貯存管，形成第二層障

壁，第三層障壁則為混凝土建造的廠房，

可有效達到屏蔽的作用。混凝土廠房設有

獨立的通風口，不需要與用過核燃料進行

直接接觸，只要透過空氣自然對流的方式

就可將熱量帶出廠房，達到安全且可長期

貯存的目標。

結語

西班牙原先預計在 2018年啟用集中式中

期貯存設施，為各核電廠燃料池帶來可持

續運轉的空間，並於 2051-2063 年間開始

西班牙用過核燃料集中式
貯存設施園區外觀設計圖
（圖片來源：Enresa）

國家深層地質處置場的建設工程，但由於

各種程序不斷延宕，集中式中期貯存設施

至今仍未獲准可開始建設，深層地質處置

場的試運轉及啟用時間也不太可能在預計

的 2063-2068 年間順利進行，西班牙各核

電廠只能利用在電廠內設立更多的乾式貯

存設施，才可順利地維持核電機組的運轉。

根據世界核能協會公布的資訊，西班牙政

府至今仍沒有明確的表達未來是否將繼續

維持核能發電的使用，但由於再生能源補

貼價格逐漸變得無法負擔，未來很可能維

持核能發電在國家電力結構中的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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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論壇

《考證福島核能事故—

爐心熔融與氫爆如何發生》讀後感
文		劉振乾

前言

石川迪夫先生是日本最權威的核能安全泰斗，承蒙石川先生贈送大

作《考證福島核能事故—爐心熔融與氫爆如何發生》，筆者拜讀之餘，

特此介紹其中精彩內容，讓關心福島事故的人士能稍微瞭解事故發生

的來龍去脈，並進一步釐清一般人的誤解。文中標題是筆者為了醒目

而自創，未經石川先生過目，特此申明。

本文結構有一部分是直接從原書翻譯的，但是解讀爐心熔融與氫氣

爆炸的部分是筆者將原著融會貫通後以表列方式顯示出來。因為原著

共有 352 頁，不做如此處理，斷難在一兩萬字的篇幅內知其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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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發刊辭

作者：有馬 朗人，東京大學理學博士 (核

子物理 )，東京大學前校長 (1989~1993) 

曾任文部大臣，科技廳長官等職。

石川迪夫先生是日本引以為傲的核能安

全工程權威人士，在全球核能界聲名遠播。

依據石川先生的說法，輕水式反應爐

發生冷卻劑喪失事故，即使燃料溫度非常

高，藉著蒸氣冷卻與輻射的放熱，以及在

護套表面形成的強韌的氧化膜，仍得以維

持其燃料形態；之後如果被急速冷卻就會

分段且掉下，而引起爐心崩壞。只靠燃料

持續產生的衰變熱並不容易熔融，當護套

材料 ( 鋯 ) 與水發生激烈的氧化反應，而

出現無法停止的發熱才會產生爐心熔融。

不過，因為熔融物與水之間會形成像

蛋殼 (crust) 一樣的東西，將熔融的爐心

緊緊保護於其中，因此不會發生水蒸氣爆

炸。這是 1970 年代，日、美、德 3 國合

作進行反應爐安全實證研究的成果之一，

石川先生本人也親身參與實驗，並透過

1979 年發生的三哩島事故，就其反應爐

壓力容器內部所殘留的熔融爐心形狀的調

查結果，再次證實上述現象。

石川先生據此分析福島事故，為什麼 1、

2、3 號機的爐心熔融發生時間不同？與爐

心熔融同時發生的大量氫氣為什麼會在圍

阻體外爆炸，使得反應爐廠房受損嚴重？

而這氫氣爆炸只發生在 1 號機最上層，2

號機沒有發生，3 號機的爆炸中心則移往

下層，而 4 號機爆炸中心又由下層移往最

上層。針對這許多的「為什麼」，石川先

生都提供了明確的解答。

石川先生也指出，日本國會事故調查

委員會輕率的認為在海嘯來襲前，1 號機

《考證福島核能事故—爐心熔融與氫爆如何發生》
( 下圖 )2018 年 03月增補改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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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管就因為地震而破斷，這是很大的錯

誤。而在福島事故後所設置的原子力規制

委員會所訂定的新管制基準，只想要全世

界「第一嚴」，卻沒有考慮整體的最適化。

舉例來說，高得過份的防波堤，如果一旦

海嘯超越而過，那滯留於內側的海水，必

須花很長時間才能排除，弊多於利。另外

他也尖銳的指出，由福島事故的分析，沒

有必要設置過濾釋壓器 (filter vent)。他

認為強化安全設計的要求欠缺平衡，整體

而言，有可能讓安全性反而下降。

針對未來的建言，就過去已採用的安全

設計，再加上針對共通原因的自然現象與

反恐，其對策必須追求多樣性；從防災安

全對策而言，需要進行分散配置包括從核

電廠外支援的可移動式系統，這些才是最

基本的對策。

石川先生的提案：應該盡早將實質的除

污目標與返鄉的標準修正為 1年 1毫西弗，

將研究據點化與除役工程緊密聯繫，結合

全世界的知識與見解，早日讓福島得以復

興並再生，這些確實是值得重視的意見。

如今只要陳述真正的事實，例如直接

因輻射導致的死亡人數為零，就會遭到圍

攻，而且也不承認避難者返鄉困難的現

狀。石川先生指出，當時政府若考慮接受

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的避難基準，與

福島的實際輻射曝露劑量，就不會發生不

必要的避難，以及連帶產生的「震災關連

死亡」與「返鄉路遙遙無期」的現狀。石

川先生認為這都應該反映在今後的核能防

災對策上。

石川先生的分析與考證的結果，證明核

能發電安全性的再構築是有可能的。在缺

揹著自己的姓氏字牌尋
找家人的倖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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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資源的日本，核能是不可或缺的現實情

況下，能夠繼續安全的使用核能乃是一個

大好消息。

根據本書，福島的爐心熔融、爆炸的原

因與經過，都被完全的解明。為了讓一般

讀者能更了解，作者採取如教科書一般

的，仔細又反覆複習的獨特記述形式。由

於福島事故的過於複雜，且核能災害的內

容又過於專業，即使是核能技術人員或是

研究者要想完全掌握重點也要費盡功夫。

因此對於一般大眾，我推薦您不必過於拘

泥於細節，可以一直讀下去。

即使是如此，相信對於核能災害與事故

也能增進不少瞭解。但是對於學習核能安

全的專業人士來說，就一定要再三推敲，

把握其中內容。本書將日本的傷痛經驗細

說分明，世界各國專家可加以活用，提升

核能的安全性。

開卷語—寫下本書的動機

「灼熱的爐心燃料七零八落地熔解崩

壞，化為圓形灼熱的溶液，掉落到壓力容

器底部。由於這種熱度讓周邊的水與熔融

爐心因反應而產生氫氣，引起氫氣爆炸而

破壞反應爐廠房。灼熱的熔融爐心將壓力

容器的底部熔融貫穿，掉落到圍阻體的地

板上，並使圍阻體的混凝土地板熔化。幸

好爐心的衰變熱已經下降，因此以毫釐之

差沒有演變成貫穿圍阻體的重大事故。」

以上的報導是在福島事故後，日本 NHK

播放好幾次的事故說明。事實上，這是錯

誤的。其證據在於事故後經過 3 年，卻未

見日本中央政府或是核能業界或是東京電

力公司就爐心熔融如何發生，又是如何引

起氫氣爆炸等事故的本質做一說明，因為

福島事故發生的過程實在是太過複雜。

本書為糾正這些錯誤，並試圖將福島第

一核電廠 1-4 號機事故的具體現象加以分

析。所使用的數據，除了明確的事故情況

與現象之外，就只有 2012 年 6 月由東京

電力發表的「福島核能事故調查報告書」

裡的實測數據與作業紀錄。其他都是根據

考察的現象而分析。考察的根據則來自美

國三哩島核電廠、舊蘇聯的車諾比核電廠

兩事故所發生的事故現象加以分析，以及

過去美、德、日 3 國所做的安全實驗的結

果。換句話說，基於實際發生的事實作演

繹與考證而得出本書的內容。  

我之所以下定決心要寫本書，乃開始

於 2012 年 11 月應邀參加美國科學院調

查團的會議。這次會議主要目的為調查福

島事故的事實，不過都集中於藉著計算

CODE，來確認與比較與事實的關係；我

對此感到質疑，這與解明事故真相的討論

有點不同，似乎只是計算 CODE 的內容

核對而已。

業界有名的計算 CODE，是在發生事

故之前在電腦裡製作出來的，當然會有與

事故事實不符的地方。會議目的主要是想

找出其中的差異，以便改訂計算 CODE。

但是這次事故極為複雜，包含很多事前設

計的計算 CODE 所沒有想到的現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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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算結果與事故現象不太一致。如果想

勉強讓它一致而將輸入稍微調整，那麼整

個事故的整合性就無法成立了。也因此理

由，到現在為止，針對福島事故尚未能做

出明確的說明。

而不能做出明確說明的理由，在於不是

針對事故的物理、化學現象尋求解答，只

想靠電腦計算的脆弱方法來解明，我感覺

這是美、日兩國都相同的問題。以前我覺

得不必老朽出馬，因此一直以來都將事故

的究明置之腦後，不過這次的美日會議改

變了我的想法。既然我們栽培的晚輩們無

能為力，只好老驥伏櫪，重出江湖。對於

老人家來說，這是一次艱辛的再用功。

對於事故的進展與現象的解釋，在事故

剛發生時就有大致的方向，不過要將現象

逐一細細解讀卻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大

約有半年時間，我將事故現象、事故數據

一一對照，在大致解明後才執筆寫下。但

是一路寫下來，有時對於自己的檢討產生

疑問，有好幾次解決結果會影響到整體，

想將它毫無矛盾的寫出來，可是一連串下

苦工的日子。如今，自認對於事故整體總

算沒有大的遺漏。

本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試著將

福島事故的爐心熔融與氫氣爆炸的機制加

以考證；第二部分是包含事故的原因與影

響在內，綜合性的將核能安全與福島復興

彙總在一起。而本書最大的目的則濃縮在

第一部分。

在第一部分，考證的基礎是三哩島與車

諾比兩事故的事實，以及從 1975 年開始

約 10 年間，以美、德、日 3 國為中心所

做的輕水爐安全性研究中，稱為「燃料行

為實驗」的一連串實驗結果，其精髓在第

一部的第 1 章。對於福島事故的考察是以

這些基礎知識為根本而組成。

因此，對於有志於核能相關工作的晚輩

們，第一部分的第 1 章與第 2 章，請務必

集中精神熟讀。經過這一番功夫，必能了

解在上述所說的爐心熔融的報導為何錯

誤，而這知識必有助於提升今後的核能安

全。

參考資料：
《考證福島核能事故—爐心熔融與氫爆如何發生》，石川迪夫，日本電気協会新聞部，2014 年 0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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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核災 9 週年 福島事故中的幾個

「如果」〉第 21-23 頁內容有誤，茲將

正確內容更正如下，並向原著《考證福

島原子力事故爐心熔融、氫氣爆炸如何

發生的 ? 》作者石川迪夫教授與譯者劉

振乾先生致歉。更正內容如下：

如果 3號機的 HPCI沒有被人為關閉

3 號機在海嘯來襲後不久，其反應爐爐

心隔離冷卻系統即自動啟動，但是沒有 2

號機的爭氣，運轉不到 1 天，在 12 日中

午就停擺 ( 原因不明 )。接到「反應爐水位

過低」的訊號之後，高壓冷卻水注入系統

(HPCI) 即啟動，這時是 12 日 12:35。高

壓冷卻水注入系統和反應爐爐心隔離冷卻

更正啟事

第19頁插圖：反應爐爐心隔離冷卻系統RCIC	(Reactor	Core	Isolation	Cooling)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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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相同，使用的動力源是衰變熱，因此

沒有電源也沒關係，可照常運轉。

由於高壓冷卻水注入系統注入的水約攝

氏 20 度，加上泵浦容量大，因此讓反應

爐過度冷卻，反應爐壓力也過度下降，這

導致高壓冷卻水注入系統的驅動蒸氣壓力

減少，12 日中午反應爐壓力有 7.5MPa，

當天 18:00 就降到 1 MPa 左右。泵浦的

轉數變少，形成「跛足運轉」狀態。

孤立無援的電廠高層，想學 1 號機的最

後一招，想辦法降低反應爐的壓力，使用

消防車把海水灌入反應爐內。既然下了決

心，就在 13 日 02:42 將「跛足運轉」的

高壓冷卻水注入系統以手動方式停機。沒

有想到打開「釋壓閥」卻花了 6.5 小時，

到 13 日 09:08 才打開閥，反應爐壓力容

器急速減壓，09:30 左右，急速減壓到

0.3MPa，而 1 大氣壓約為 0.1MPa。

這慢了好幾步的減壓已造成 3 號機爐心

熔融，但是更正確地說：停掉高壓冷卻水

注入系統泵浦才是失敗的主因。數字會說

話：在停掉高壓冷卻水注入系統泵浦之前

的 13 日 02:30，反應爐壓力仍維持在 1 

MPa 以下很低的壓力；而在「跛足運轉」

的階段，即使反應爐水位有下降，但是反

應爐壓力沒有上升，因此燃料棒溫度也是

低的。衰變熱雖讓水蒸發，但因為蒸發帶

來的微風使爐心冷卻，讓燃料棒溫度維持

在約攝氏 170 度。

當停掉高壓冷卻水注入系統泵浦後，反

應爐壓力隨即上升。原因是用於驅動高壓

冷卻水注入系統的蒸氣無處可去，把反應

爐變成「三溫暖」。另一原因是，高壓冷

卻水注入系統泵浦的「跛足運轉」僅是只

有在轉，實際上並沒有將冷水打上來，如

同汽車的怠速空轉一樣。泵浦只是將爐心

產生的蒸汽經由渦輪機導入抑壓室，就像

管路一樣的功用，也就是做為蒸汽與衰變

熱的排放口。運轉員停掉高壓冷卻水注入

系統泵浦，等於是奪走反應爐移除衰變熱

的能力。經過這許多曲折，最後 3 號機反

應爐廠房於 14 日 11:01 發生氫氣爆炸。

「事後諸葛亮」誰都會做，石川博士不

忍苛責電廠的任何一人，因為在兵荒馬亂

之際，恐怕連神仙都想不到高壓冷卻水注

入系統有能力獨撐大局。

結論：如果上述的減壓操作是在不停止

高壓冷卻水注入系統的情形下進行，就可

以避免 3 號機的爐心熔融。再進一步說，

2 號機也因此不會發生爐心熔融，也不會

有後續 4 號機的事故。整起福島事故就會

只局限於 1 號機的範圍而已，其後續影響

力的巨大差異真是叫人欲哭無淚。

因此可以看出高壓冷卻水注入系統的人

為停機是何等重大的失誤！



核能脈動

3434

譯	編輯室

美國能源部（DOE）於最近啟動了一
項核能新計畫，將為建立 2 座示範用途的
進步型反應爐，以行業分攤成本的方式，

提供 1.6 億美元（近 50 億新台幣）的初
始資金，這兩部示範用反應爐預計將可在
5-7 年內投入運轉。而在這之前，美國國
會才在 2020 年預算中同意撥款 2.3 億美
元（約 70 億新台幣），就進步型反應爐
概念與示範計畫進行研究與開發。

在今（2020）年 5 月中由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之下的核能署（OECD/NEA）主辦
的「線上聊天」活動中，隸屬美國能源部的
核能辦公室（Office of Nuclear Energy）

的助理秘書長巴蘭瓦爾（Rita Baranwal）

表 示，這 項 進 步 型 反 應 爐 示 範 計 畫
（Advanced Reactor Demonstration 
Program）將把重點放在「實際」建設上。

美國國家核燃料工作小組先前在 4 月發
布的《重振美國核能領導策略（Strategy 
to Restore American Nuclear Energy 
Leadership）》中，也建議美國應支持進
步型反應爐技術的示範計畫。

巴蘭瓦爾也補充，「對此我們也已經透
過啟動這項計畫來採取行動，未來將把資
源集中在那些在建造及運轉方面均『負擔
得起』的進步型反應爐。但這項計畫將需

要不可中斷的技術與財務保證，才有可能
達成。」美國能源部期望能在 2020 年底
前獲得相關的資金，來建立一個可有開發
人員、終端用戶、物流公司的實體團隊，

而有意願申請者可透過 3 項不一樣的開發
與示範途徑來獲得支持，分別是進步型反
應爐示範計畫、未來示範計畫風險降低措
施，以及進步型反應爐概念。

這項計畫也將利用美國國家反應爐創
新 中 心（National Reactor Innovation 
Center）的測試與評估進步型反應爐示
範計畫的技術，這座在去年啟用的創新中
心，旨在開發美國能源部的「核能加速創
新（GAIN）」計畫，讓工業與美國國家實
驗室可產生連結，加速進步型核能技術的
開發與商業化。另外，美國能源部也於最
近宣布將為另一項「智能核能資產管理發
電（GEMINA）」計畫中的 9 項計畫提供
2,700萬美元的資金，該計畫期望能透過如
人工智慧（AI）、先進的控制系統等技術，

降低次代核電廠的營運與維護成本，已確
定可獲得補助的單位與機構，額度從 80 萬
美元到 600 萬美元不等。

美國能源部啟動
進步型反應爐示範計畫

資料來源：

World	Nuclear	News.	“US	DOE	launches	advanced	
reactor	demonstration	programme.”	May	1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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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Japan	Atomic	Industrial	Forum,	INC.	“Japan’s	CO2	
Emissions	Fall	4.6%	in	FY18,	Thanks	in	Part	to	Restart	
of	NPPs.”	April	17,	2020.

根 據 日本國家資源及能源調查廳
（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最近公布的「2018 財政年（指

的是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國家能源供需狀況調查結果」，日本

於 2018 財政年的總能源消耗比 2017 財政

年低了 2.7%，同時由於暖冬的緣故，民生

能源消耗也比前一年下降了 7.8%。

另外，日本在 2018 財政年間國內主要能

源供應量也比前一年少了 1.8%，但隨著少

數核電廠的重啟，以及再生能源使用的增

加，核能與再生能源發電在日本國家總能

源結構中占的比例也分別比前一年增加了

1.4% 與 0.5%。隨著非化石能源的占比（包

含核能與再生能源）已經是第 6 年連續增

長，化石燃料的比例也是連續 6 年降低，

至 85.5%，總電力生產量約 1.05 兆度電
（1,051.2 TWh），比前一年少了 0.8%。若

將 2018 財政年的能源種類分開來看，火力

發電占 77%（比去年降低 3.9%），再生能

源發電占 16.9（比去年增加 0.9%），核能

發電占 6.2%（比去年增加 3.1%）。非化石

燃料占總額的 23%，比去年高出了近 4%。

日本在 2018財政年時重啟了兩部核電機

組，分別為由關西電力公司負責營運的大

飯核電廠 4 號機組，以及由九州電力公司

負責營運的玄海核電廠 4 號機組，兩部都

屬 118 萬瓩的壓水式反應爐，分別自 1993

年及 1997 年開始投入商轉。

而在這份調查結果的另外一項重點則落

在日本因能源而產生的碳排放量，2018 財

政年的數字為 10.6 億噸，比前一年下降了

4.6%。除了是連續第 5 年下降之外，還是

這 5 年間下降最多的一次，甚至比 2013 財

政年減少了 14.2%，當時由於 311 東日本

大地震的緣故，導致日本核電廠全面停擺，

化石燃料供應因此達到巔峰。

日本環境省也在國家資源及能源調查

廳發布這份調查結果的同一天宣布，日本

2018 財政年的溫室氣體排量放為 12.4 億

噸（二氧化碳當量），比去年下降了近 4%，

比 2013 財政年減少了 12%。基於《巴黎協

定》的承諾，日本期望能在 2030財政年時，

做到降低 1/4 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

譯	 編輯室

日本碳排放量
因重啟核電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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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在 今（2020）年 4 月 底 發 布 的《 全 球
能源評論》中公開了這次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大流行對全球主要能源的影
響，並做出「新冠病毒是全球能源系統在
70 多年以來面臨到的最大衝擊」的結論，

幾乎所有的燃料需求的跌幅都令人震驚，尤
其是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氣的需求。該份報
告也預計，由於這次新冠病毒導致全球性的
鎖國，能源相關碳排放的跌幅將達到破紀錄
的 8%，今年的能源需求也同時將減少 6%，

是 2008 年因金融海嘯跌幅的 7 倍，相當於
失去了全球第 3 大能源消費國印度全部的
能源需求，下降的幅度史無前例。

不過，在多種主要發電燃料都受到鎖國
而產生負面影響下，包含風力、太陽能、

水力與核能發電等的低碳能源，卻因鎖國
而更向前推進。低碳能源的發電量在 2019
年首度超過煤炭後，將有望於今年貢獻出
全球 40% 的電力，風力與太陽能將繼續增
加，成為今年唯一成正向成長的能源。

不過，這份報告也顯示，儘管大多數核
電廠仍都維持運轉，核能並無法倖免於
這次的新冠病毒危機。與 2019 年第一季
（Q1）相比，今年第一季的全球核能發電
量下降了約 3%。IEA估計，由於需求降低，

以及數座核電廠的建設與歲修也因鎖國而
延後，今年整年的核能發電量將比 2019
年減少 2.5%。但若能從這次的危機中迅速
恢復，未來的需求將可能爬升至更高，數
座新建的機組工程也將於今年完工，可能
將減少的百分比維持在 1% 左右。

歐盟的核電在今年 Q1 面臨到最大幅度
的削減，由於電力需求降低導致歐洲一些
國家減少了該國核電的產量，其中最明顯
的就是法國，比去年 Q1 少了 10% 的使
用。另外一個則是德國，因為計畫於 2022
年達到非核家園，產量因此比去年減少了
17%。美國的核電在今年 Q1，因暖冬導致
電力需求降低，僅下降 2%。中國則是少
數幾個產量增加的地區之一，由於兩座大
型的反應爐（台山 2 號與陽江 6 號機組）

投入商轉的緣故，與去年相比今年增加了
1%，但還是有兩部在建設中的反應爐工程
受到這次的影響而延後。另外也可能面臨
到工程延宕的還有芬蘭 Olkiluoto、法國
Flamanville、英國 Hinkley Point C，以
及美國 Vogtle 等目前有新機組建設工程
進行中的核電廠。

譯	 編輯室

國際能源署檢視新冠病毒
對全球能源的影響

資料來源：

Nuclear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IEA	looks	at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global	energy.”	May	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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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挪威貿易與工業部發布的報告顯
示，已關閉的哈爾登（Halden）和凱勒
（Kjeller）研究用反應爐的除役，將耗資
約 200 億挪威克朗（約 19.6 億美元，588
億新台幣），時程約 20-25 年。

挪威貿易與工業部委託 Atkins 與 Oslo 
Economics 的這份報告，主要證實了
2019 年由能源技術研究所（Institute for 
Energy Technology, IFE）以及風險管理
與品質保證顧問公司 DNV GL 所做的評
估。他們估計，設施的拆除和區域的復原
將耗資約 70 億挪威克朗（約 20.6 億新台
幣），而用過核燃料的處理和放射性廢棄
物的貯存也將花費約 130 億挪威克朗（約
382 億新台幣）。不過，報告指出這些成
本存在著「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這份報告建議進行廠區的除污，以便將來
對這些區域的用途可不受限制。此外，還建
議為用過核燃料尋找快速的解決方案，這將
有助於推動除役的進程，並降低保安與緊急
應變所預備的成本。工業部部長尼博（Iselin 
Nybø）表示：「挪威的反應爐運轉雖然有
限，但是我們擁有復雜的設施和放射性廢棄
物，這將耗費大量資金。報告顯示出拆除工
作的成本和時間，其建議的措施將有助於使
除污工作盡可能的高效率。」

尼博部長補充說：「我們將進行除污，

以保護自己免於受到輻射對人類和環境的
有害影響。目前正在進行的調查，是確保
可安全有效除污的一部分。政府將徹底思
考如何有效除污，預計在 2020 年秋季解
決這個問題。」挪威的兩個研究反應爐—

哈爾登的核燃料和材料測試反應爐以及凱
勒的 JEEP-II 中子散射設施，分別於 2018
年 6 月和 2019 年 4 月宣布永久關閉。他
們的所有權和對他們的責任將從能源技術
研究所移交給挪威核除役局（Norwegian 
Nuclear Decommissioning, NND）。

挪威核除役局是貿易與工業部下屬的一
個機構，負責研究反應爐和其他相關核基
礎設施的除役工作。挪威核除役局另負責
在挪威國內安全處理、貯存和處置放射性
廢棄物等業務。2020 年 2 月 10 日挪威核
除役局與芬蘭的 AINS 集團和法國的歐安
諾（Orano）公司簽署合作協議，以建立
一個處置場，用於處置挪威這兩個研究反
應爐的除役所產生的用過核燃料與放射性
廢棄物。

譯	 編輯室

挪威反應爐拆除
將耗資近 20 億美元

資料來源：
https://www.world-nuclear-news.org/Articles/
Dismantling-of-Norwegian-reactors-to-cost-almost-U
https://www.world-nuclear-news.org/Articles/
Norway-taps-overseas-expertise-for-waste-dis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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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車諾比核電廠用過核燃料貯存

設施將於 9 月完工

烏克蘭核電公司 Energoatom最近宣布，

位於車諾比核電廠廠內的集中式用過核燃

料乾式貯存設施工程預計將於今（2020）

年 9 月底完工。這座乾式貯存設施由

Energoatom 與美國 Holtec International

公司聯合建造，工程自 2017 年開始，將用

來貯存烏克蘭 4座核電廠其中 3座的用過核

燃料，將採用 458 座 Holtec International

公司設計的貯存容器，可貯存近 17,000 束

的用過核燃料。

由於受到今年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

響，這座集中式乾式貯存設施的工程因此

延遲了半年。Energoatom 公司表示，這

座乾式貯存設施每年將可替公司節省 1.4

億美元（約 40 億新台幣）的經費，目前該

公司每年均花費 2億美元（約 60億新台幣）

的資金，將用過核燃料運送至俄羅斯進行

再處理。該公司在 2018 年初籌得約 2.5 億

美元（約 75 億新台幣）的貸款，另外也將

使用部分的自有資金來完成這座用過核燃

料乾式貯存設施。

另外，根據路透社於今年 4 月底的報

導，車諾比核電廠周圍的森林在最近面臨

到野火的侵襲，甚至已經深入到電廠周圍

30 公里的限制區域，雖然主要的幾處野

火已被撲滅，還是有零星的小火仍在燃燒

當中。環保人士對此聲稱，受輻射污染的

樹木與植被經燃燒後將散布放射性物質，

對人體健康構成威脅，但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基於烏克

蘭政府提供的數據，車諾比核電廠周圍限

制區域最近發生的大火並未導致空氣中放

射性物質有「危險性的增加（Hazardous 

increase）」，僅有小幅度的增長，不會對

人體造成傷害；烏克蘭核能管制機構對此

也補充，該地區空氣中放射性物質的濃度

仍在烏克蘭輻射安全的標準以內。

World	Nuclear	News,	05/21/2020,	
Reuters,	04/2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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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重啟核電之路緩慢

負責日本高浜、玄海與東海核電廠營運的

電力公司正著手進行電廠的安全升級及重

啟工作，但有些項目卻因為進展緩慢而面臨

到工程延誤。負責高浜核電廠營運的關西電

力公司，在高浜 3號機組的重啟準備工作仍

緩慢進行當中，目前也由於安全調查尚未結

束，將可能錯過重啟的最後期限。九州電力

公司在位於佐賀縣的玄海核電廠的建設工

程也暫停。不過，日本原子力發電公司（日

本原電）位於茨城縣東海核電廠 2號機組的

重啟工作仍持續在進行中。

關西電力公司最近表示，由於高浜核電

廠兩座蒸汽產生器（Steam generator）

的調查作業尚在進行，且一座備用控制中

心的工程尚未完工，3 號機預計將等到 12

月後才可重啟。九州電力公司則因為玄海

核電廠有一位員工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該

電廠所有的土木工程作業全數暫停，但廠

內已重啟運轉的 3、4 號機則不受此影響，

而根據最新的報導，建築工程現已恢復正

常。根據福島事故後啟用的新制核安標準，

電力公司必須在期限內為各部核電機組建

立反恐設施。以玄海核電廠 2部機組為例，

完成的期限分別是 2022 年的 8 月與 9 月，

若無法在期限內將工程完成，兩部機組的

運轉將可能因此暫停。

另外，日本原子力發電公司則是在最近向

管制機構申請東海核電廠 2 號機組的重啟

前審查，為監管流程中的最後一個步驟。該

公司自 2014 年中就已為玄海 2 號機提出重

啟申請，預計將可於 2022 年底完成審查，

在此之後只要等到新的安全措施啟用，該部

機組就可以正式恢復商業運轉。

Nuclear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04/23/2020

日本六所村再處理廠通過安全審查

日本核安管制機構原子力規制委員會

（NRA）在最近核發了一份報告草案，說

明日本核燃料公司（日本原燃）位於青森

縣六所村的用過核燃料再處理廠符合核安

標準，該份報告將提交至日本原子力委員

會及經濟產業省進行定稿，並向民眾公開，

徵求意見回饋。這是 NRA 首次就再處理廠

這項議題做出決定，並將要求經產省大臣

依據這項決定是否符合日本國家《第五次

能源基本計畫》發表意見。

（註：日本於 2014 年公布的《第四次能源基本計
畫》將核能定位為國家重要基礎能源，並以 2030
年核能占國家電力配比的 20%-22%為目標，2018
年發表的《第五次能源基本計畫》仍維持這個比
例，以減少火力發電為目標）

日本原燃在 2014 年已向 NRA 提出安全

審查申請，NRA 到 2019 年初才有初步的

正式回覆，並將重點放在意外事故因應之

檢測上，最終發表這份報告。日本原燃公

司計畫在 2021 財政年的上半部（2021 年

4-9 月）完成該座再處理廠各項安全防範設

備的建設，同時也表示這次的審查通過，

讓該座再處理廠離正式啟用又更近一步。

Japan	Atomic	Industrial	Forum,	05/15/2020

德國溫特韋瑟核電廠第二座中低放廢

棄物中期貯存設施完工

德國溫特韋瑟（Unterweser）核電廠於

最近完成了該電廠第二座廢棄物貯存設施，

供中、低放射性廢棄物進行中期貯存。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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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放廢棄物貯存設施將由德國國營企業

Bundes Gesellschaft für Zwischenlagern

（BGZ）負責營運，溫特韋瑟電廠也已將

該座貯存設施的所有權轉移給 BGZ。

這座簡稱 LunA 的中低放廢棄物貯存設

施長寬高分別為 79 公尺、28 公尺及 17 公

尺，建設工程於 2018 年上半年開始，可貯

存達 5,000 立方公尺的廢棄物。溫特韋瑟

核電廠於 2011年除役，新建的這座貯存設

施將用來存放該電廠因運轉與除役所產生

的中、低放射性廢棄物，包含防護衣物、

過濾器，以及系統組件等，預計可於 2027

年將儲存於這座設施的廢棄物運往德國

Konrad 中低放廢棄物最終處置場。

除了這座新建的貯存設施之外，BGZ 公

司還在溫特韋瑟核電廠負責另外兩座貯存

設施的營運，分別為一座自 2007 年啟用的

高放射性廢棄物中期貯存設施，以及另一

座自 1981年就開始商轉的中低放射性廢棄

物中期貯存設施。

World	Nuclear	News,	04/22/2020

韓國確立利於再生能源的能源政策

儘管韓國公共事業公司（即國營電力公

司）損失持續增加，韓國政府仍重申了逐

步淘汰核能發電的計畫。韓國《第九次長

期計畫》期望能在 2034 年前將對化石燃

料的依賴性從現在的 46% 降低至約 25%，

同時將對再生能源的使用從 15% 增加到

40%。根據這項由韓國貿易工業與能源部

一個下屬工作小組宣布的計畫，韓國計畫

於 2034 年關閉所有年齡超過 30 年的燃煤

電廠，並以天然氣來取代，同時將核能發

電機組的數量從 2024 年的 26 座，至 2034

年減至 17 座。

若要在 2034 年關閉所有運轉超過 30 年

的燃煤電廠，代表韓國 60 座燃煤電廠中有

30 座將因此停止運轉，其中 24 座則將被

用來使用天然氣發電，以確保穩定電力供

應。韓國政府期望能達到 2018 年中時宣布

的目標：2030 年時降低國家 32.5% 的溫室

氣體排放量。

Nuclear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05/12/2020

全球首座浮動式核電廠投入商轉

俄羅斯國營國家核電公司（Rosenergoatom）

最近發表了一份聲明，表示全球首座浮動

式核電廠「羅蒙諾索夫院士號」已於當天

（5 月 22 日）在俄羅斯東北部楚科奇地區

（Chukotka）的佩維克（Pevek）正式開

始商業運轉。該份聲明也提到，羅蒙諾索夫

院士號除了符合建造的所有文件要求之外，

還完全遵守各項如衛生、流行病學、環境、

防火安全、建築與聯邦標準等的法規，「羅

蒙諾索夫院士號正式成為俄羅斯第 11座核

電廠，同時也是『全球最北端的核電廠』」。

該座浮動式核電廠由兩座 3.5 萬瓩的

KLT-40C 反應爐組成，自去年底就已開始

為位於俄羅斯最北端楚科奇地區的獨立電

網供電，目前已滿足該地區 1/5 的電力需

求。羅蒙諾索夫院士號主要是用來取代恰

翁（Chaunskaya）火力發電廠以及比利比

諾（Bilibino）核電廠因為除役所產生的電

力缺口，待比利比諾核電廠關閉後將成為

該地區主要的電力來源。

World	Nuclear	News,	05/2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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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放射試驗室獲 4大認證
與 SGS續簽合作

台電放射試驗室創立至今近半世紀，過

去是「核安守護者」專責核電廠設施、環

境與人員輻射監測，1997 年成為我國全

國認證基金會 (TAF) 第一個放射檢驗認證

單位。近年力推轉型，2017 年獲衛生福

利部第一張食品放射性檢驗認證，更與國

際知名檢驗機構 SGS 台灣檢驗科技公司

合作，首度跨足放射性食品檢驗，2019 年

再獲內政部綠建材及原能會輻射防護偵測

認證，累積 4大認證獨步全台。台電表示，

與 SGS 續簽擴大合作，將積極投入建材、

化妝品、中草藥、農產品履歷、紡織產品

等檢測新領域，努力為民眾生活中的輻射

安全把關。

由於放射性檢驗設備建置的成本高，

專業人員亦仰賴長期專業養成，且需配合

輻射防護管制作業，目前國內僅台電與清

華大學、原能會所屬單位可執行相關檢

測，而台電放射試驗室設備數量高居全國

第一，1992 年成為第一個國家認證體系

(CNLA，為 TAF 前身 ) 環境試樣放射性檢

驗的環境實驗室，1997 年成為 TAF 第一

個放射檢驗認證單位。台電放射試驗室更

計畫取得日本厚生勞動省的食品認證，協

助台灣食品業者降低貿易成本。

台灣 SGS 總裁邱志宏表示，台電放射

試驗室擁有輻射偵測、放射性核種檢驗豐

富經驗與專門技術，2 年來合作屢獲客戶

高評價，期盼續約擴大放射性檢驗合作服

務項目。

本刊訊，2020/04/07

4月7日台電公司與台灣SGS續約，由台電核能事業
部執行長簡福添副總經理（右）與台灣SGS總裁邱志
宏共同簽署合作協議。（圖片來源：台電公司網站）

台電放射試驗室至今已累積4大放射檢驗專業
認證，從食品再跨足綠建材檢驗，獨步全台。（圖
片來源：台電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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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放射性與
輻射？（20）
譯	朱鐵吉

    輻射劑量的測量方法，是利用碘化鈉（鉈）閃爍偵測器測量空氣中的

加馬（γ）射線，如下圖所示。測量前儀器的完整性（外觀、電源、高壓）

須校正。之後，測量背景值 [0.3微西弗 /時 (μSv/h)、設定常數為 (30秒 )]。

通常，背景值顯示在 0.1微西弗 / 時的程度。

現場測量時，原則上在地面上 1公尺高測量，開始測量時讀取平均值（例

輻射劑量的測量方法為何？

背景測量

現場測量
．量程  (指示值在刻度的中央附近)
．經過一段時間再計讀

劑量的計算
．指示值×校正常數=劑量單位：微西弗/時(μSv/h)

指示值的讀法
    0.3, 3, 30 微西弗/時為上段
    1, 10 微西弗/時為下段

．左圖為0.3 微西弗/時的量程
．計讀上段的數值
．指針指在0.92的刻度

指示值為0.092 微西弗/時指示值為0.092 微西弗/時

例：校正常數0.95時，
劑量=0.092×0.95=0.087 微西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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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輻射劑量的儀器有哪些？

純鍺半導體偵測器
用於偵測食品和土壤的放射性，
對低放射性濃度的偵測效果佳。

碘化鈉(鉈)對食品的偵測

適用於食品等的放射性偵測。

全身計測器
大多用閃爍偵測器，測量
沉積在體內的放射性核種
放出的加馬(γ)射線。

累積型人員劑量計
配帶在身體表面1~3個月，測量輻射
在這段期間造成的劑量。

電子式人員劑量計
劑量率和累積劑量均能表示的裝置，對在輻射設施進
出工作人員測量劑量，便於管理。

    雖然我們的眼睛看不見輻射，但輻射有游離和激發作用，運用這種作

用方式可以製造輻射偵測儀器。

為了測量食品和土壤的放射性濃度，利用純鍺偵測器或碘化鈉（鉈）閃

爍偵測器。以鉛包封測定裝置來測量加馬能譜，純鍺偵測器對加馬射線能

量解析度很高，能夠定量微量的放射性，因此常用在食品的檢查。

利用閃爍偵測器或純鍺偵測器設置成全身計數器，可以測量體內的放射

性物質。個人受曝露的管理用累積型的個人劑量計，或電子式個人劑量計

來測量輻射劑量。特別是福島事故發生後，出現了各式電子式個人劑量計，

用來測量個人劑量或環境輻射劑量。

如 30 秒讀 1次，間隔 1分 30 秒後再讀 1次）。讀取的數值再用校正因數

來換算等價劑量（微西弗 / 時），使用測量儀器時，須確認各種動作是否

正常，儀器是否不受污染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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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輻射劑量的原理是什麼？

利用輻射和物質的相互作用來測量輻射測量
(氣體的)游離作用 激發作用

偵測器充填惰性氣體及空氣等。

輻射通過氣體，生成正離子和電子。

正離子和電子分別向陰極和陽極移動，產生
電流信號。

輻射

氣體

電子

正離子

陰極 陽極

電流

GM計數管式偵測器或游離腔型偵測器

輻射通過閃爍體，分子被激發後再恢復至基礎
狀態。

在這個過程放出光子，放出的光被增幅，變換
成電流而予以測量。

閃爍體 光電子倍增管

輻射

激發狀態

光
電子

碘化鈉(鉈)閃爍偵測器

基底狀態

    輻射通過物質與物質相互作用，利用相互作用的原理來測量輻射。

蓋革計數管式的偵測器或游離腔，利用輻射與氣體作用產生游離。游

離作用使得原子核外側電子彈飛出去，蓋革計數管偵測儀或游離腔偵測

器內含有氣體，受到輻射照射，就會產生游離作用，原子游離後分成正

離子和電子。分離後的正離子和電子會個別移往正負極而產生電流，電

流產生信號，就能產生放射電流的大小。

碘化鈉閃爍偵測器是利用物質的激發作用—輻射與原子的電子碰撞後

電子會飛到比較高的電子軌道，原子的狀態變得不安定，這就是激發狀

態。當電子回到安定狀態時（基礎狀態），多餘的能量以光釋出。這種

激發作用使閃爍體因輻射而產生光，從閃爍體發出的微弱光以光電子倍

增管增幅後產生訊號，由此可計測放射線的量。碘化鈉（鉈）閃爍偵測

器及純鍺半導體偵測器同樣是運用激發作用來測量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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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提偵測儀用來測量體表面污染及空間劑量率。蓋革計數管式的手

提偵測器，對貝他（β）射線敏感度高，是用於人體表面污染檢查。此

種儀器便宜，對測量污染場所和去污非常有用。

游離腔對高水平空間劑量率的測量非常適合，太低的劑量率則無法測

量。一般環境的空間劑量率測量以閃爍偵測器的測量較適當。利用碘化

鈉閃爍偵測器，也可測量放射性強的物質。輻射水平變化的場所亦可以

測量，為了要換算為放射性的單位（貝克），可以事先用放射源校正，

利用校正因數就可以換算。

利用個人劑量器可以測量累積劑量，電子直讀式的測量儀器可以設定

某一特定時間間隔受到曝露的劑量多少。

測量體外輻射曝露的儀器有哪些？

型式 目的

GM計數管式
偵測器 (游離)

游離腔型
偵測器 (游離)

碘化鈉(鉈)閃爍
偵測器 (激發)

人員劑量計
(光刺激螢光劑量計、螢光玻璃劑
量計、電子式劑量計等) (激發)

偵測汙染

加馬(γ)射線
空間劑量率

人員劑量
累積劑量

薄型射入窗，貝他(β)射線可以射入
窗內而被偵測出。
可以測量表面汙染。

可以測量加馬射線，但低的劑量率很
難偵測到。

可以測量環境中10微西弗/時(μSv/h)
程度的空間劑量率。

配帶在身體表面，可以量測人員等效
劑量。具直讀式和警報機能。

加馬射線
空間劑量率

本單元資料來源：日本環境省《輻射的基礎知識與健康影響》第二章：輻射曝露，p.44-47,	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