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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核廢一個家
核一除役通訊
Ch i n s h a n  N u c l e a r  P ow e r  P l a n t  D e c omm i s s i o n i n g  N ew s l e t t e r

我國核能電廠採用與歐美等核能
先進國家相同的輕水式反應器設計，
除了以多重、多樣、獨立的安全保
護裝置及嚴謹的操作程序和品質保
證，防止異常事件或事故的發生外，
並且考慮對地震、颱風、海嘯等本
土性天然災害的承耐能力。
一般常見之災害如火災、爆炸、

空難等，其救災講求時效性，需立
即動員應變，以爭取任何可用的一
分一秒。核子事故的發展具有時序
性，一般說來，整個演變的過程，
從發生事故徵兆到放射性物質大量
外釋造成實質的影響是漸進的。
核子事故依其可能的影響程度，

可分類為「緊急戒備事故」、「廠
區緊急事故」、「全面緊急事故」。
台電核電廠近三年的核安演習項

目，囊括斷然處置設備列置、直升
機異地異廠演練、廠內全黑演練、

跨區域支援演練、成立火山災害應
變小組、消防機器人演練、假訊息
演練及COVID-19 防疫措施。
對台電公司而言，為考驗核電廠

內員工及緊急工作人員對緊急事故
處理之能力與熟練程度，以及測驗
緊急計畫實施程序與緊急應變設施
等是否正常有效，則有賴緊急計畫
之演習。
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演習，

即俗稱之「核安演習」，每年 1 次
輪流於南、北核能電廠擇一舉行，
動員中央、地方政府及台電公司進
行聯合演習，項目包括有廠內機組
搶救、輻射偵測、劑量評估、民眾
掩蔽、疏散及收容、碘片發放、輻
傷醫療救護與污染清除等，用以檢
視核電廠及各單位之應變能力。
109 年 9 月 9 日核安第 26 號演

習實兵演練假核能二廠舉行。題目

想定以重大天然災害 ( 地震、湧浪 )
併同核子事故為演習主情境，核能
二廠喪失所有廠外及廠內交流電源。
為強化現場真實氛圍，演練前由

原能會無預警狀況設計小組，在現
場抽籤決定演練腳本，接續又於過
程中發布無預警狀況，檢驗電廠人
員在 COVID-19 疫情期間對事故處
理的應變能力。
搶救過程從白天到晚間，除考驗

電廠人員對惡劣環境的搶救能力，
更包括應變人員的調度與體能的支
撐。此外，為確保應變人員警覺性
及應變時效，原能會在無預警狀況
下，同時對核能二廠應變組織成員
下達動員測試，驗測人員於規定時
間內返回工作崗位執行救災任務。
演習情境之假設，核能二廠兩部

機組滿載穩定運轉，東北角地區發
生芮氏規模 6.3 地震，造成新北市、

基隆市及臺北市震度 4 至 6 級及
停水、停電、多處路面受損、橋面
及橋柱龜裂；另因土石鬆動，核能
二廠輸電鐵塔坍塌喪失廠外超高壓
345kV、69kV 電源，又因海水進水
口累積大量垃圾、漂流物，造成冷
卻循環水系統故障，機組無法有效
冷卻，衍生一連串的假想事故發生。
為確保爐心冷卻功能，展現了多

重電源設備引接及水源灌注之相關
演練，並在最短時間內，將所有可
運用的水源準備完成，注入反應爐
及用過燃料池，展現積極保護民眾，
不讓放射性物質外釋出來的決心，
並落實平時應變整備作業，經由核
安演習，持續強化複合式核災應變
能量及應變處置能力，以守護民眾
的生命財產安全。

109 年 12 月 1 日 電
子
報
線
上
看

核安演習緊急事故  確保緊急應變能力

斷然處置演練抽取海水補水至反應爐及用過燃料池。總管理處緊執會演習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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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12 月 1日 / 星期二除役進度

「利害關係人」指的是在組織中
會影響組織目標或被組織影響的團
體或個人。企業要能茁壯及永續發
展，就必須關注及回應利害關係人
關注之議題，透過與利害關係人溝
通，了解不同的需求與訴求，作為
企業後續改進、創新與精進的方向。
核電廠陸續進入除役階段，台電

一向重視內部各面向的溝通，為建
立互信、互助的工作環境，特別設
立了多種溝通管道及交流活動，透
過正式與非正式的談話、意見溝通、
經驗分享及徵詢內部利害關係人意
見反饋等過程，即時了解並回應利
害關係人所關切的議題，層層探討
大家心中對核電廠除役的看法，進

行實際衝擊面與關注面之討論，發
掘更多利害關係人關注之議題，確
實瞭解利害關係人之需求及期望，
且針對利害關係人關注重點給予適
切之回應。
同仁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提供

暢通的溝通管道及自我價值實踐的
場域與機會，是公司穩定永續經營
的重要關鍵，給予員工實質肯定及
支持，唯有員工安心工作，全體工
作效率也才得以展現。我們相信持
續辦理內部利害關係人溝通教育訓
練，與利害關係人建立順暢與有效
的溝通管道，有助於掌握社會及環
境的脈動，維持公司向上提升的動
力，創造更大的價值。

核一廠石門除役監督委員會，為
確保核一廠除役作業安全進行，公
開、透明揭露相關資訊，反映居民
意見、維護居民權益，每 4 個月召
開一次會議，109 年度第 3 次會議
於 10 月 29 日在石門區長林俊宏主
持下於石門區公所舉行。
首先由台電就前次會議提問事

項，逐一進行答覆報告。核一廠除
役後之廠房及土地再利用可分為保
留區及拆除範圍兩部分。除保留區
外，模擬操作中心區域則規劃改建
成小型紀念公園，其餘區域則屬拆
除範圍，未來將朝電力事業用途進
行規劃。
另外由於第二期室內乾貯廠房目

前進度仍處於規劃階段，建照申請
也尚未取得，會議中里長建議，應

針對第二期室內乾貯興建進度，適
時召開地方說明會，讓地方鄉親瞭
解整體進度與現況。
監督委員會成員包括石門、金山、

三芝區，現場與會的監督委員及地
方仕紳們與關心核安人士，關切除
役過程中設施的安全性，積極參與
除役相關議題，落實除役安全監督
工作，提出包括使用過核子燃料何
時移出？除役時程會不會延宕？最
終處置場公投進度等相關議題。
台電公司對於委員們的各項提

問，均按實際現況並以公開透明的
方式，讓鄉親們了解除役及乾貯的
進度與現況。
除役工作秉持透明化，同時用人

當地化、維護在地就業機會、勞工
權益及重視工作安全性，與地方不

斷溝通，讓外界更加瞭解，並將地
方鄉親的意見納入監督體系中，使

大家的疑慮減少，這是台電公司一
直以來深耕努力的方向。

核一廠除役工作於 108 年 11 月
20 日展開指標性第一步，拆除主聯
絡鐵塔；緊接著第二步是在 109 年
10 月 6 日動工拆除備用氣渦輪發電
機組。
目前核一廠備用氣渦輪機廠房的

所在地，將作為新建二期用過核子
燃料室內乾式貯存設施的廠房預定
地，所以必須優先予以拆除，才能

新建乾式貯存設施，以便將用過核
子燃料移出，進行除役作業。
拆除的氣渦輪機及發電機，難道

只能當廢鐵賣嗎？台電可不這麼想。
台電公司早年在規劃核一、二、三廠
的氣渦輪機組時，就都採購同型號
的氣渦輪發電機組，除了便於維修，
也可以減少備用設備及零件的庫存。
備用氣渦輪機組的使用時機，為

外電完全喪失又需備用電源時才會
派上用場，平時並不需要經常運轉，
只有在發電功能測試時才啟動，所
以在氣渦輪機組拆除之前，實際的
運轉時數本來就很低，也不是因為
故障損壞才停用，套句通俗的說法，
幾乎就是新品。
台電公司本著惜物及經濟循環再

利用的理念，從 108 年就開始積極

協調擁有相同型號氣渦輪發電機組
的核二廠和核三廠，提出可再利用
設備的需求，於核一廠氣渦輪發電
機組永久停機拆除後，將這些設備
及零件拆下檢修後，再行運至核二、
核三廠備用，當定期檢修需要更換
設備及零件時，就可以換上核一廠
所拆下的近新良品，以節省購買新
品的費用。
歷經多次討論和增添，共計 126

項設備及零件，囊括機械、儀器、
電氣設備等三大類，較大宗的項目
是發電機的轉子和定子，以及氣渦
輪機的靜葉環和動葉片，估計至少
可撙節 8千 5百萬元。
台電公司由電力修護處負責執行

本次設備拆卸及運送工作，部分設備
已安全送抵核二、三廠。「循環經
濟」是台電公司一貫的理念，秉持
優良傳統，除役的設備優先撥予公
司其他單位利用，將各項物資設備
作最大化再利用，以節省營運成本，
並可以減少廢棄物產量及處理費用。

內部利害關係人溝通教育訓練  關注切身共同話題

落實除役安全監督  傾聽在地聲音

核一廠氣渦輪機拆除  經濟循環再利用

核電廠員工參加除役溝通教育訓練分享溝通工作心得。

石門區長林俊宏主持「新北市石門區核一廠除役監督委員會」會議。

發電機定子 ( 綠色 ) 以門式吊車移出氣渦輪機廠房。 發電機轉子 ( 紅色 ) 拆下後離廠的輻射偵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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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試驗室支援核二廠核安演習之人員、環境及器材輻射偵測。

109 年核安第 26 號演習於 9 月
9至 12 日於核能二廠及鄰近地區舉
行，演練項目包括陸、海、空域、
水源輻射偵檢和樣品採樣、新聞與
公共資訊之發布等應變作業。
民眾防護部分則有多元化的民眾

預警系統發布作業，透過台電公司
建置之預警警報系統、各區公所建
置之村里民政廣播系統、中華電信
室內電話語音通知系統、消防署防
救災訊息服務發送平台之細胞廣播
及區域手機簡訊，和各式巡迴廣播
車，通知民眾事故發生後進行掩蔽、
緊急應變計畫區 8公里內國中小學
與弱勢族群，及 3公里民眾預防性
疏散收容安置作業、防護站人車偵
檢與除污等演練。

台電公司放射試驗室長期執行核
設施環境輻射監測，具 TAF 及 FDA
專業認證，協助輻射監測中心於萬
里漁港會同海巡署艦艇進行海域輻
射偵測與取樣 ( 海生物及海水 )，並
執行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劃區 8公
里範圍內之陸域輻射偵測作業，沿
偵測路線布放機動輻射偵測儀，所
有取得之輻射偵測資料均彙整至「核
子事故應變階段輻射數據圖像化整
合系統」，俾提供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指揮官完整資訊。
同時派員協助新北市政府執行防

護站及收容所之民眾輻射污染偵測，
且支援巡迴廣播車沿規劃路線執行
巡迴廣播作業，整體支援演練過程
廣獲外界肯定。

核一廠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在
關懷地方的理念下，獎勵電廠所在
地及週邊地區清寒及優秀學生敦品
勵學、發展專長，特別設立獎 ( 助 )
學金。
自民國 79 年起，迄今已經邁入

30 多個年頭了，嘉惠石門、三芝地
區眾多莘莘學子，總人數合計已超
過 3萬 2千多人次。
頒發的獎學金可分為勵志獎學金

組、學業優秀獎學金組及才藝優秀
獎學金組。石門區獲獎學生共計463
名、三芝區獲獎學生共計 421 名，
兩區合計共 884 名。

此外台電公司秉持人飢己飢、人
溺己溺之同理心，舉凡家庭遭逢重
大變故，導致經濟陷入困境之學生，
台電公司另外設置特別獎助學金，
適時予以關懷與照顧，協助其度過
難關，109 年申請獲准的學生人數
達 30位。
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典禮以

簡單隆重為主要考量，分別於 109
年 8月 22 日假新北市石門區公所及
109 年 8 月 29 日假新北市三芝區農
會舉行「108 學年度石門區、三芝
區核能後端營運獎 ( 助 ) 學金」頒獎
典禮，總處由核後端處處長張學植、

核一廠廠長潘維耀及副廠長張永芳
親自出席頒獎典禮。
核一廠長期致力於關懷地方，善

盡企業社會責任，努力經營及深耕
在地，深獲地方鄉親認同。

台電公司秉持守護環境、關懷地
方的理念，除了全力做好電廠營運
及環保工作之外，也相當注重民眾
生活環境品質的提升，因此從民國
83 年開始，每年皆舉辦淨灘活動，
迄今已邁入第 27 個年頭，每年淨灘
活動都從全國 10 餘處海灘中清出許

多垃圾，經分類、資源回收後，於
中秋節前改善全台多處地區海岸景
觀，為地球環保貢獻一份心力。
109 年 9月 26 日，台電公司發動

24 個單位，大約有 7,300 餘人參與
此次全國聯合淨灘活動，將淨灘活
動與國際接軌，讓更多人了解垃圾

造成海洋污染之嚴重性，而為避免
日後再度污染海洋，除「清理」外，
更要積極進行「減量」工作，因此
希望藉由本活動能讓潔淨海洋之理
念融入活動與生活中。
另為提升淨灘活動的公益能量，

台電將延續以往與董氏基金會合作

模式，在本次淨灘活動中，撿拾 1
公斤垃圾就捐贈董氏基金會 15 元的
方式，支持董氏基金會投入青少年
憂鬱防治工作。希望透過這些「淨
灘」與「淨心」有意義的活動，來
喚起大家對自然、人文環境的關懷。
今年的北海岸聯合淨灘活動，核

一廠邀請了石門區公所區長林俊宏、
議員陳偉杰及各議員服務處主任、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里長及社區
志工前來共襄盛舉，台電公司總處
則是由核能發電事業部執行長副總
經理簡福添親臨現場，鼓舞各位同
仁親身融入社區，實際參與淨灘活
動。
淨灘活動中撿拾的塑膠袋、寶特

瓶、漁網、保麗龍等海漂廢棄物，
經分類後共計約 630 公斤，成果豐
碩。
核一廠歷次的淨灘活動，均致力

於提供民眾一個潔淨的海灘，同時
深切感謝鄉親在繁忙事務中，仍撥
出時間與台電公司一起淨灘，共同
愛護地球，留給子孫一個美好的環
境。

109 年 12 月 1日 / 星期二 地方溝通

聯合淨灘動起來  潔淨家園守護環境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關懷地方不落人後

全力支援  輻射偵檢好安心

石門區主秘游文泉 ( 左一 ) 與核後端處處長張學植 ( 右二 )、核一廠副廠長張永芳 ( 右一 ) 共同頒
發獎 ( 助 ) 學金。

台電副總經理簡福添 ( 左三 ) 與核後端處處長張學植（右二）、核一廠廠長潘維耀（右一）共同參與核一廠聯合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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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依規定召開「核能三廠
除役計畫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公開說明會，於 109 年 9 月 18 日
由恆春鎮長陳文弘與台電公司副總
經理簡福添共同主持，與會代表包
括國營會、原能會、相關機關團體、
專家學者、民意代表及當地居民，
透過當面對談方式了解核三廠除役
作業規劃、二階環境影響評估重點
及環境保護對策等重要議題。
台電公司會前除進行環境影響說

明書公開陳列、有線電視跑馬燈露
出、地方報紙夾報等作業，同時積
極拜會在地立委、地方首長、民意
代表及環保團體等利害關係人，以
充份貼近地方民眾心聲及提升雙方

與會者的溝通效益。
與會者分別就除役安全規劃、核

廢料處置、核廢料回饋金、正視在
地就業機會及社會經濟影響等議題
表達意見。除役期間應盡可能提供
地方工作機會，且考慮事先提供就
業訓練；亦表達關切核三廠於未來
除役完成後廠區土地之利用與規劃，
同時重申不應成為核廢料最終處置
場址。
台電公司對與會者提出之各項問

題及寶貴意見，均逐一回覆，同時
說明核三廠除役工作秉持透明化，
核三廠除役相關資訊，台電公司已
建置「核能後端營運專屬網站」，
內有核電廠除役、乾貯、高放、低

放之計畫內容簡介及國際除役經驗
等資訊，民眾均可隨時上網取閱相
關資訊，台電公司承諾將盡最大努

力，用最安全的方式將除役工作及
地方回饋做好，以減少大眾的疑慮，
增進民眾的認同。

法國為一核能發電大國，目前
有 18 座核電廠，共 56 部反應爐在
運轉中，全部由法國國營電力公司
（EDF）負責營運，法國有超過 7成
的電力來自核能發電，核電在法國
國家能源配比中占有主導地位，法

國至 2020 年已有 12 部機組正在進
行除役工程，3 座屬於軍用核子設
施，9部則為商業用機組。
商業用機組除役由法國電力公司

負責，首要為確保安全與電廠周圍
環境的保護，並與其他運轉中的機

組，在相同標準與透明度下，進行
除役的工作。
法國電力公司除役計畫包含數座

屬於第一代核電技術、現在已不再
建造的石墨氣冷式反應爐。石墨氣
冷式反應爐均在 1960 年代所建，目
前皆已進入除役的階段，但該種反
應爐在設計上普遍都建有非常厚的
混凝土以作為屏蔽，以及大量的石
墨塊與複雜的支撐結構等，導致在
進行拆除作業時常碰到混凝土與金
屬在切割上的技術議題。另外，在
拆除石墨氣冷式反應爐還會面臨到
在解體切割後所產生大量的低放射
性廢棄物，與現代一般的壓水式反
應爐相比，拆除一座石墨氣冷式反
應爐所產生的廢棄物容量將會多出
10 至 30 倍，也不易為這些廢棄物

找尋貯存地點，因此大多數使用石
墨氣冷式反應爐的國家均傾向「延
後拆除」的除役策略，即反應爐本
體必須靜置 25 年的時間，整個除役
的時間約需要 60年。
法國前任總統歐蘭德在 2016 年

通過一項能源轉型法案，最新的能
源政策力求能源轉型，相關政策包
含溫室氣體減量、能源消費減半、
降低化石燃料的使用、提高綠能占
國家電力配比，以及 2025 年將關
閉 14 部核電機組，降低核電占比至
50%等。但現任總統馬克宏在 2018
年宣布，考量到國家電力供給，將
延後 2025 年關閉 14 部機組的政策
至 2035 年，也重申「降低核電的占
比不代表將放棄核電」，未來將首
先關閉燃煤發電廠，配合減碳行動。

對於從小到大一直在當地生活的
在地人，多數不習慣使用網頁瀏覽
相關資訊的鄉親們，面對艱澀的輻
射科學、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與複雜
的公共治理問題，該如何將核廢政
策知識轉譯、科學知識的資訊公開，
讓科學與社會連結，牽起公民實質
參與討論重要公共議題，在地民眾
關心輻射安全的聲音，對於陌生的

「輻射專業」，這些需要被轉譯成
大家聽得懂的語言，這樣的心聲我
們聽到了！
109 年下半年，台電公司和政大

民主創新與治理中心共同辦理一系
列公民對話活動。從中華海事學校、
台北科教館、台中科博館、萬金石
社大、屏南社大到台北美術館，藉
由願景工作坊、協商劇場等模式，

將公共審議模式落實於政策討論之
中，探索爭議性科技議題。
協商劇場以核廢料處置為模擬協

商的主題，從電廠到候選場址，讓
議題關鍵行動者，包括專家學者、
議題團體、地方社群、政府治理體
系以及社會上立場多元的利害關係
人進行情境演出，透過角色扮演的
互動過程，跳脫現實框架關係，讓

參與者理解、感受核廢料議題的縱
深性，以多元觀點反身思考核廢料
的處理問題，重新盤點核心利害關
係人對於政策的意見與看法。
透過公民對話，核廢社會溝通，

辯論爭議性公共議題，我們清楚看
到政府決策的曲折，以及不同立場
的背景故事。也清楚大家想要的不
只是批判政府，而是成為治理體系
的一環；想要的不是紙上談兵的利
害關係人，而是成為捍衛全民權利
的勇者。
我們相信，持續不斷的對話、溝

通與瞭解，是社會前進的一大動力，
在現今最佳技術下，我們只能做最
好且負責任的決策，若放任現今核
廢問題不處理，可能產生可預知的
危害；我們都是台灣的一部分，希
望人民世代安全，那麼生產且運用
核電的這個世代，我們就必須一起
面對它，共同找出解決方案。

國際新聞

傾聽在地聲音  二階環評公開說明會

國際除役經驗談  法國篇

公民對話  核廢社會溝通

台電召開核三廠除役計畫環評公開說明會，恆春鎮長陳文弘表達地方聲音。

法國電力公司目前有 9部商用機組正在進行除役作業（來源：法國電力公司 EDF）。

台電副總經理簡福添參加核廢社會溝通活動與屏南社區大學學員公民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