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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日本 

4.1 後端營運費用估算、財務籌措及其管理運用機制 

圖 4.1-1 日本核能後端財務營運架構 

資料來源：原子力環境整備促進・資金管理センター；本報告整理 

日本在 2000 年 6 月公布了《特定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法》（特

定放射性廃棄物の最終処分に関する法律，以下簡稱「最終處置

法」）。對應最終處置法的實施，在 2000 年 10 月正式成立「原子

力發電環境整備機構」（Nuclear Wast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NUMO），作為主要施行最終處置的機關。在另一方面，該機構

在同年 11 月根據最終處置法第 58 條第 2 項受指定成為「指定法

人」，開始執行管理最終處置儲備基金的業務。此外，根據法律

的修訂，從 2008 年 7 月起，最終處置儲備基金中，除了原本的

第一種最終處置儲備基金（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基金）上，又獨

立分出運用於超鈾元素的第二種最終處置儲備基金（TRU 廃棄物

處置基金）。 

為了能夠更加適當且確實的實施這些業務，又在基金管理業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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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內設置了「最終處置經營部」與「最終處置資金管理部」，在

組織內部共同合作與牽制。對外也成立了「最終處置基金投資委

員會」以尋求外部專家的建議。 

此外還與一般的財務有所區分，設立「最終處置資金管理專戶」

來專門管理基金的帳戶。也根據最終處置法第 76 條第 1 項，制

定「最終處理基金管理業務規則」，定期將適切的情報公開並加

強管理人員的職業道德倫理。另外，經濟產業省也在 2005 年開

始實施再處理基金的收取作業及管理業務。 

在日本，核能電力公司每年須支付費用給最終處置基金與核燃料

再處理機構，做高放射性廢棄物及再處理所衍生的中低放射性廢

棄物處置；低放射性廢棄物則由電力公司支付依照廢棄物數量的

處理費用給公營或民營的處置設施業者。 

後端營運基金是由政府的國有組織「原子力環境整備促進．資金

管理中心」（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Funding and Research 

Center, RWMC）管理，由 NUMO 將收取的基金交由 RWMC 管

理，主要運用於高放及再處理廢棄物處置，而其運作受到經濟產

業省的監督。而 NUMO 的最終處置計畫也必須經過核准後才可

執行，其組織架構如圖 4.1-1 所示。另外，燃料再處理資金是由

業者直接提繳給核燃料再處理機構，再由核燃料再處理機構支付

費用並委託日本原燃執行再處理工作，使用在電力業者的燃料再

處理相關費用上。 

【參考文獻 c04_09_01】 

從 2001 年起，日本的法定售電提撥為：電力公司每度電徵收 0.2

日圓，作為後端營運基金的費用。有關於燃料再處理的部分，原

本的制度為每度電提撥 0.5 日圓作為燃料再處理相關費用，不過

在 2016 年 5 月，參議院通過用過核子燃料再處理籌措金制度修

正法案（平成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法律第四十号），日本將成立新的

用過核子燃料再處理機構，並修改舊有的再處理基金籌措制度；

原本為固定的提撥金額，改為按照業者的用過核子燃料產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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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相對應的再處理金額給新成立的法人機構，此項法案最終於

2016 年 10 月正式修正實施，並成立「用過核子燃料再處理機構」

（使用済燃料再処理機構, Nuclear Reprocessing Organization of 

Japan, NuRO）作為專責機構。 

【參考文獻 c04_09_02】【參考文獻 c04_09_38】 

而日本的電力公司所預估的後端資金額度，根據日本中部、東北、

四國等三家電力公司於 2013 年提出在未來三年（2013~2016 年度）

需提繳的年度後端儲備金估算報告中，分別列出在用過核子燃料

再處理、高放廢棄物處置、電廠除役拆廠等三項不同類別上的估

算，並與前期（2008 年提出）的估算額作比較。 

表 4.1-1 日本電力業者之年度平均後端費用提撥估算金額 

電力業者別 中部電力 東北電力 四國電力 

提出時間 2013 2008 2013 2008 2013 2008 

用過核子燃料再處理 124 219 42 115 63 97 

高放廢棄物處置 4 62 4 37 12 39 

電廠除役拆廠 45 52 5 47 14 35 

合計（億日圓） 173 334 51 199 89 170 

資料來源："原子力バックエンド費用"（中部、東北、四國電力）, 2013；本報

告整理 

由表 4.1-1 可知，三家電力公司本期的估算額均遠低於前期的金

額，中部電力公司減少 161 億日圓、東北電力公司減少 148 億日

圓、四國電力公司則減少 81 億日圓，係因福島事件發生後，各

核能電廠的運轉力大幅下降所致。 

用過核子燃料再處理費用的收取係根據《核能發電產生之用過核

子燃料再處理儲備基金管理法》（原子力発電における使用済燃

料の再処理等のための積立金の積立て及び管理に関する法律）

中有相關規定，另外也包含將用過核子燃料運送至再處理場的費

用。另外，中部電力公司由於濱岡電廠 3~5 號機的運轉率大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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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由前期的 83.0%降為這期的 12.4%，因此費用減少約 95 億日

圓；東北電力也減少 73 億日圓；四國電力的核電廠運轉力則由

82.0%降為 33.8%因此費用減少 34 億日圓。 

高放廢棄物處置費用的計算與收取則根據最終處置法規定，須根

據廢棄物產生量繳交對應的提撥額給負責實行處置的機構

NUMO，這部分除了電廠運轉率下降外，在此法律於 2000 年開

始施行前的應繳額（至 1999 年為止對應的廢棄物量）於 2013 年

提繳完畢所致，中部電力的預估減少 58億、東北電力減少 33億、

四國電力減少 27 億。提繳的金額由 RWMC 管理，是為「最終處

置儲備基金（最終処分積立金）」。詳細計算公式如下： 

提繳額 = 當年度產生之用過核子燃料中所含高放廢棄物量   

       
未來實施最終處置所需費用 最終處置基金餘額 包含收益 

待處置之高放廢棄物總量 已提繳基金之廢棄物量
 

其中「未來實施最終處置業務所需要的費用」與「待處置之高放

廢棄物總量-已提繳過的廢棄物總量」以現在價值換算。每單位

用過核子燃料所對應的必要最終處置金額每年由日本經濟產業

省令修訂。2016 年最新計算出的數據為每罐高放射性廢棄物的提

繳單價為 6,575 萬 9 千日圓。 

【參考文獻 c04_09_03】【參考文獻 c04_09_04】【參考文獻

c04_09_05】 

至於日本的核能機組除役準備金制度係依照「平成元年省令第 30

號：核能電廠拆除準備金（原子力発電施設解体引当金に関する

省令）」所規定，採用生產高比例法（生產累積量比例法）計算

每年之提撥金額，其公式如下： 

當年度的儲備額  總估算額  
累積發電量 

預計總發電電量 
－到前年為止已儲備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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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預計總發電電量係考慮運轉四十年容量因素 76%下之總

發電量，總估算額則為利用公式計算之除役總費用× 0.9； 

若總估算額固定不變且每年運轉容量因素均為 76%時，則每年提

撥金額為： 

儲備金額＝總估算額 × 0.9 × 1/40 

根據平成 26 年修訂的租稅特別措施法（日本財務省，平成 26 年

度税制改正の大綱，2013）中提到，核電廠除役資金制度由原本

的發電量比例方式改為 50 年定額繳款方式（運轉 40 年加上平均

停機過渡階段 10 年）。 

     儲備金額＝ 

（總估算額－已儲備金額）× 1 /（商轉日起 50 年之剩餘年數） 

若提早除役的場合下，則「商轉日起 50 年剩餘年數」改為「商

轉日起至安全貯存結束時」，即正式拆廠階段開始時。如圖 4.1-2

所示： 

 

註：儲備期間原則上為 50 年，若運轉期不到 40 年即提早除役的場合，則

儲備期間為運轉期間加上 10 年；若停機過渡階段未滿 10 年，則儲備期間

為運轉期間加上實際過渡階段時間。 

   圖 4.1-2 電廠除役資金儲備期間示意圖（租稅特別措施法） 

【參考文獻 c04_09_06】 

根據經產省的資料，以下為日本核能電廠除役成本概況： 

1. 策略：經過安全貯存期後才開始拆除作業（標準除役程序） 

儲備期間（原則上為 50年） 

運轉開始 結束運轉 正式拆廠 拆廠結束 

停機過渡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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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役時間：20~30 年 

3. 除役費用（概括計算）： 

   小型爐（500 MW 等級）：360~490 億日圓 

   中型爐（800 MW 等級）：440~620 億日圓 

   大型爐（1100 MW 等級）：570~770 億日圓 

【參考文獻 c04_09_07】 

另外經濟產業省修正的電氣事業會計規則及原子力發電設施解

體提撥金相關省令，允許除役所發生的費用可分 10 年攤在電費

中回收，如九州電力的玄海 1 號機組，累計提撥之除役費用約

328 億日圓，預估除役解體費用為 357 億日圓，差額 29 億日圓

可分 10 年攤回。 

而上述租稅特別措施法修訂的主要原因為： 

1. 日本自 311 事件導致所有核能機組停機，以原公式計算時，因

無發電量致無提撥金，將導致除役準備金不足狀況。 

2. 由於相關法規要求提高，未來機組是否能達到平均容量因素

76%之狀況無法確定，以往生產量比例制實施之假設條件不存

在。 

3. 新提撥制度改為定額或定率方式，與機組運轉狀況無關，可收

到足額之除役準備金。 

4. 除役準備金制度創設時考慮電廠運轉停機後一年即可進行拆

除作業，但依目前實際狀況，要經過許多審查作業，且會經用

過核子燃料取出、系統除汙、安全貯存等作業階段，故實際拆

除階段可能在停機後約 10 年，雖然實際上目前已在除役階段

的東海電廠將過渡階段訂為 13 年，濱岡電廠 1、2 號機則訂為

14 年，但為了確保可以及早將總除役金額回收完畢，因此儲

備期間仍然以加上 10 年計算，故提撥年期由原來之 40 年增加

為 50 年。【參考文獻 c04_09_07】 

日本的最終處置基金與燃料再處理基金在表 4.1-2 中統計了在

2013 年及 2014 年底時各基金的餘額狀況，可看出這兩年內基金

總額的增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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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日本後端營運基金總額（單位：百萬日圓）  

年度 最終處置基金 燃料再處理 

基金 

基金 

總額 高放廢料 

處置基金 

TRU 廢棄物 

處置基金 

2013 年底 

餘額 

971,420 30,515 2,475,990 3,477,925 

2014 年底 

餘額 

980,812 35,123 2,380,501 3,396,436 

增減 +9,392 +4,608 -95,489 -81,489 

資料來源: 原子力環境整備促進・資金管理センター；本報告整理 

4.2 用過核子燃料及高放射性廢料之營運、處置 

日本的處置政策係根據 2000 年發佈的《最終處置法》所確立，

並根據此法設立「原子力發電環境整備機構（NUMO）」，作為地

質處置的專責機構。最終處置法中表示，核電廠所產生的用過核

子燃料需經再處理、並將剩餘的高放射性廢液製成玻璃固化體、

最後將其置於 300 公尺深的地底進行地質處置。2007 年此法修

正後，將 TRU 廢棄物也納入地質處置的對象廢棄物。而地質處

置將以多重障壁系統加上人為的監控管理以確保其安全性。2015

年 5 月最終處置的基本方針再次進行修正，確保可逆性和恢復潛

力，積極開發對未來最佳的處置方式。 

而在廢棄物處置方面主要的政府監察機關為經濟產業部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經濟產業部長

根據法律並採納原子能委員會和原子能管制委員會的建議，制定

最終處置的基本方針，並於每 5 年發佈新的最終處置計畫，由內

閣會議審議決定。【參考文獻 c04_09_08】 

圖 4.2-1 與表 4.2-1 為日本主要核子設施（不包含電廠）的地圖

與概要表。 



核能後端營運資訊彙編專業服務工作                期末報告 4.0  日本 

 4-8  

 
圖 4.2-1 日本核燃料循環設施位置圖（2013 年 9 月） 

資料來源：電気事業連合会, "「原子力・エネルギー」図面集"p. 161（圖 7-2-3）, 2015 



核能後端營運資訊彙編專業服務工作                期末報告 4.0  日本 

 4-9  

表 4.2-1 日本核燃料循環後端設施概要表（2015 年 11 月） 

 再處理工廠 高放射性廢棄物貯存管理中心 低放射性廢棄物掩埋中心 

場址 青森縣六個所村彌榮平地區 青森縣六個所村大石平地區 

規模  最大處理能力：800 頓鈾/年 

 用過核子燃料貯存容量：3,000

噸鈾 

 國外運回玻璃固化體貯存容

量：2,880 罐 

計畫未來可處置約 60 萬平方公尺 

(200L 桶裝約 300 萬桶) 

現況 建設中 累積接收 1,698 罐  累積接收量： 

1 號設施 148,411 桶 

2 號設施 134,832 桶 

建設

狀況 

 建設開始：1993 年 

 竣工：2018 年（預定） 

 建設開始：1992 年 

 營運開始：1995 年 

 建設開始：1990 年 

 開始掩埋：1992 年 

建設

費用 

 約 2 兆 1,930 億日圓  約 1,250 億日圓  約 1,600 億日圓（100 桶容量） 

註：此欄為本報告自行新增之欄位，數據來源為 JNFL HP。 

資料來源：電気事業連合会, "「原子力・エネルギー」図面集"p. 163（圖 7-2-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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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用過核子燃料之營運、處置 

日本之用過核子燃料政策為將燃料實行再處理，萃取出鈾與鈽等

可再利用的物質，再將剩餘的液體廢棄物與玻璃原料在高溫下融

化，之後置於不銹鋼製廢料罐中固化，製成玻璃固化體，即為高

放射性廢棄物。在日本，高放射性廢棄物稱為「特定放射性廢棄

物」，且需進行地質處置。 

4.2.2 高放射性廢料之營運、處置 

目前日本的高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政策為：先將其貯存 30~50 年左

右，待其冷卻足夠後，再置於深層地質中實行地質處置。2000

年 6 月根據最終處置法設立最終處置的專責機構 NUMO，並確

立最終處置儲備金制度。 

目前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發布的「特定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

畫」中表示，日本預計於 2035 年左右開始實行最終處置，處置

場規模約可容納 4 萬束以上之特定放射性廢棄物（即玻璃固化體，

規格如表 4.2-2 所示）。而 NUMO 目前正在進行場址選定階段，

預計在 2025 年選定處置場候選場址，2035 年開始最終處置。 

表 4.2-2 日本再處理之玻璃固化體規格 

高度 約 1,340 mm 

 
圖 4.2-2 玻璃固化體 

資料來源：JNFL 

外徑 約 430 mm 

容器材質 不鏽鋼(內厚約 5 mm) 

體積 
容器內容積 約 170 L 

固化玻璃體積 約 150 L 

重量 
約 490 kg 

（空容器重量約 90 kg） 

固化材料 硼矽玻璃 

輻射能量

（最大） 

放射α射線的物質： 

3.5×10
14 

Bq／罐 

非放射α射線的物質： 

4.5×10
16 

Bq／罐 

發熱量 
最大 2.5 kW／罐以下； 

平均 2.0 kW／罐以下 

資料來源：JN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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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高放射性廢料之暫時貯存 

由於最終處置場尚未完成建設，因此在最終處置場開始營運以前，

勢必將高放射性廢棄物暫時貯存，目前此貯存事業由 JNFL 負責

實行。 

除了目前日本六個所村建設中的再處理設施以外，日本過去也委

託法國及英國進行再處理，處理過後再透過安全的專用船送回日

本，於暫時貯存設施進行 30~50 年左右的安全貯存，等待廢棄物

冷卻足夠。 

日本的「高放射性廢棄物貯存管理中心」於 1995 年開始接收國

外再處理後送回的玻璃固化體，至 2007 年 3 月底已接收法國運

回的 1,310 罐玻璃固化體，2010 年則開始接收英國運回的玻璃固

化體，共約有 850 罐，截至目前仍陸續運回日本中。因此日本於

2011年 4月增加此中心的貯存容量，由 1,440罐增加為 2,880罐。 

而未來由法國運回之低放射性廢棄物玻璃固化體與固體貯存容

器也計畫貯存於此設施中。圖 4.2-3為此設施內部照片，而圖 4.2-4

為此設施內玻璃固化體之貯存概念。 

【參考文獻 c04_09_09】 

 

圖 4.2-3 日本高放射性廢棄物貯存管理中心內貯存坑 

資料來源：JN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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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玻璃固化體貯存概念圖 

資料來源：電気事業連合会, "「原子力・エネルギー」図面集"p. 201（圖 8-3-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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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處置計畫 

日本需實行深層地質處置的對象包含玻璃固化體（高放射性廢棄

物）與 TRU 廢棄物。根據最終處置法，待實行最終處置的廢棄

物又分為兩類：第一種特定放射性廢棄物（玻璃固化體）與第二

種特定放射性廢棄物（TRU 廢棄物）。NUMO 估計第一種特定放

射性廢棄物之待處置量約有 4 萬罐；而第二種特定放射性廢棄物

約有 18,100 立方公尺，預計於 2035 年開始處置事業。考量到建

設中之六個所村再處理設施正式開始營運後，第一種特定放射性

廢物的年產生量，計畫處置事業開始後的年處置量約為 1 千罐/

年。 

NUMO計畫中之最終處置設施由廢棄物運輸設備、埋設用隧道、

接收設施、檢驗設施、容器封入設施、通風設施、汙水處理設施、

管理事務所等構成，預計處置規模為第一種特定放射性廢棄物 4

萬罐以上及第二種特定放射性廢棄物 19,000 立方公尺以上。（圖

4.2-5） 

【參考文獻 c04_09_10】 

用過核子燃料經再處理而來的高放射性廢棄物（玻璃固化體），

需於地下 300 公尺深以上之安定地質中，配合人工障壁，形成

多重障壁系統，再行使長時間的監管以確保其安全性。 

圖 4.2-6 為多重障壁系統概要圖，第一層為玻璃固化體，由高放

射性廢棄物與玻璃原料在高溫中於不鏽鋼容器中混合固化而成，

可防止因地下水滲透而使放射性物質溶解出來。第二層為金屬製

的外包裝（overpack），可於玻璃固化體的輻射能衰減至一定程

度之期間內防止地下水與玻璃固化體接觸。第三層為緩衝材（黏

土），包覆於外包裝周圍，除了可使水的流速變慢之外，也可吸

附各種物質，降低放射性物質的移動速度。第四層則為天然岩層，

可降低地下水與放射性廢棄物的移動速度。 

【參考文獻 c04_09_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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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日本地質處置概念圖 

資料來源：電気事業連合会, "「原子力・エネルギー」図面集"p. 205（圖 8-3-8）, 

2015 

 
圖 4.2-6 地質處置概要與多重障壁系統 

資料來源：M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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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用過核子燃料與高放射性廢料之運輸 

日本與核能相關之燃料、廢棄物等之運輸皆由原燃輸送公司負責，

主要利用卡車經由陸上運輸與專用船的水路運輸，圖 4.2-7 為燃

料運輸專用船。用過核子燃料與高放射性廢棄物需以符合特殊法

令之專用運輸船，船底與船體側面設計雙層結構，且需有足夠的

滅火設備與雷達裝置。 

陸上運輸專用卡車如圖 4.2-8，全長約 12 公尺，寬 3.2 公尺，高

1.8 公尺，最大可承載 135 公噸重，一次運輸一桶燃料護箱。 

圖 4.2-10 為用過核子燃料專用運輸護箱，用過核子燃料在核電廠

的燃料池中經過一定時間的冷卻後，安置於此護箱藉由海路運輸

至再處理工廠最近的港口。此運輸護箱有防止掉落、火災等安全

構造，總重約可達 70~100 噸左右。 

圖 4.2-11 為玻璃固化體專用運輸護箱，為具有阻隔輻射及耐熱性

之堅固容器。需符合 IAEA 與國家制訂的安全標準，即使運輸途

中遭遇火災、掉落、沈船等事故也不會造成輻射外洩。 

圖 4.2-12 為用過核子燃料專用輸送船構造圖，此船需符合國際海

事組織（IMO）最高安全標準 INF3，並且需設計不易沈船的結

構。 

圖 4.2-13 為玻璃固化體專用輸送船構造圖，負責將委託國外再處

理的玻璃固化體運輸回日本。此船需符合國際海事組織（IMO）

最高安全標準 INF3。此船最重要的設計需有雙層船殼構造以防

止碰撞，以及廣泛為的滅火設備及安裝防撞雷達。高放射性廢棄

物經由此船運輸至青森縣陸奧小川原港後，再藉由專用運輸車輛、

經由專用道路運輸至高放射性廢棄物貯存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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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日本之用過核子燃料輸送船 

資料來源：原燃輸送（株） 

 

圖 4.2-8 日本用過核子燃料與玻璃固化體之陸上運輸卡車 

資料來源：原燃輸送（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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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日本核子燃料運輸之安全管理流程 

資料來源：電気事業連合会, "「原子力・エネルギー」図面集"p. 184（圖 7-8-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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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0 日本用過核子燃料運輸護箱（濕式 NFT-38B 型） 

資料來源：電気事業連合会, "「原子力・エネルギー」図面集"p. 188（圖 7-8-5）, 2015 

護箱尺寸比例尺 

 

護箱實際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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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1 日本玻璃固化體運輸容器（TN28VT 型） 

資料來源：電気事業連合会, "「原子力・エネルギー」図面集"p. 199（圖 8-3-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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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2 日本用過核子燃料專用輸送船構造圖 

資料來源：電気事業連合会, "「原子力・エネルギー」図面集"p. 189（圖 7-8-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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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3 日本玻璃固化體專用輸送船構造圖 

資料來源：電気事業連合会, "「原子力・エネルギー」図面集"p. 200（圖 8-3-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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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用過核子燃料中期貯存或再處理 

日本之用過核子燃料目前於各核能電廠內進行中期貯存，濕式與

乾式貯存方式皆有，而目前也於青森縣陸奧市建設集中式中期貯

存設施。再處理工作則由日本原燃機構（JNFL）負責，圖 4.3-1

為 JNFL 主要的工作範圍。 

 

圖 4.3-1 日本原燃機構（JNFL）事業範圍 

4.3.1 用過核子燃料之中期貯存 

日本的用過核子燃料以往皆貯存於各核能電廠內（表 4.3-1），目

前有 2 座乾式貯存設施分別設於福島核能一廠（由室內移到室外）

與東海二號機。除此之外，由於日本目前於青森縣六個所村積極

建設用過核子燃料之再處理工廠，考量到用過核子燃料的產生與

處理量，勢必需要建設新的集中式中期貯存設施。 

東京電力公司與日本原子力發電公司於 2005年 11月在青森縣陸

奧市設立「可再生燃料貯存公司（Recyclable - Fuel Storage 

Company（RFS））」，並開始建設「可再生燃料貯存中心」，此貯

存設施採用乾式護箱貯存方式，已於 2013 年 8 月完成一號燃料

貯存建屋的部分，容量為 3,000 噸，如圖 4.3-2。其餘部分由於受

鈾濃縮  

用過核子燃料再處理 

MOX燃料加工 

高放射性廢棄物貯存管理 

低放射性廢棄物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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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311 事故影響，於 2014 年 1 月向原子能管制委員會申請事業

變更許可，目前需等待新的管制制度審查通過，才可繼續進行。 

可再生燃料貯存公司主要用於貯存東京電力公司柏崎刈羽電廠

與日本原子力發電公司敦賀電廠的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貯存容量

預計為 5,000 噸。而 2009 年 1 月，伴隨中部電力的濱岡 1、2 號

機停止運轉，該電力公司宣布將於廠區內建設「用過核子燃料乾

式貯存設施」。各電力公司針對自己的電廠皆有不同的燃料貯存

政策，以全國規模來說，目標在 2020 年達到 4,000 噸的貯存規

模，而至 2030 年則達到 6,000 噸規模。各電力公司近期詳細的

政策如表 4.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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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日本各核能電廠內用過核子燃料的貯存量（2014 年 9 月） 

（單位：tU）  

電力公司 電廠名 
爐心內燃

料總數 

1 次更換燃

料數量 

用過核子

燃料貯存

量 

管理容量 

北海道電力 泊 170 50 400 1,020 

東北電力 

女川 260 60 420 790 

東通 130 30 100 440 

東京電力 

福島第一 580 140 2,060 2,260 

福島第二 520 120 1,120 1,360 

柏崎刈羽 960 230 2,370 2,910 

中部電力 濱岡 410 100 1,140 1,740 

北陸電力 志賀 210 50 150 690 

關西電力 

美濱 160 50 390 670 

高濱 290 100 1,160 1,730 

大飯 360 110 1,420 2,020 

中國電力 島根 170 40 390 600 

四國電力 伊方 170 50 610 940 

九州電力 

玄海 270 90 870 1,070 

川內 140 50 890 1,290 

日本原子力

發電 

敦賀 140 40 580 860 

東海第二 130 30 370 440 

合計 5,070 1,340 14,430 20,810 

註：1.管理容量為「貯存總容量 - (爐心內燃料總數+ 1 次更換燃料數量)」 

  2.中部電力的濱岡電廠 1、2 號機停止運轉，因此爐心與更換數量 

   僅計算 3~5 號機部分 

資料來源：電気事業連合会, "「原子力・エネルギー」図面集"p. 181（圖 7-7-1）, 

2015 本報告整理  



核能後端營運資訊彙編專業服務工作                期末報告 4.0  日本 

 4-25  

表 4.3-2 日本各電力公司之用過核子燃料貯存政策 

電力公司 電廠名 目前政策與計畫 未來政策與計畫 

北海道電力 泊 沿用目前的貯存設施 研擬新的貯存方案 

東北電力 
女川 

沿用目前的貯存設施 考量各種貯存方式 
東通 

東京電力 

福島第一 
移至「乾式護箱臨時

貯存設施」 

移至「乾式護箱臨時貯存

設施」 

福島第二 沿用目前的貯存設施 沿用目前的貯存設施 

柏崎刈羽 
移至「可再生燃料貯

存中心」（註） 

移至「可再生燃料貯存中

心」 

中部電力 濱岡 
移至「乾式貯存設施」

（註） 

考量在廠內、外的各種貯

存方式，也不排除增加乾

式貯存設施的貯存容量 

北陸電力 志賀 沿用目前的貯存設施 考量各種貯存方式 

關西電力 

美濱 
在福井縣外實行中期

貯存的公眾溝通與可

行性研究。（註） 

考量到國家整體的能源規

劃以及與企業之間的合作

關係，多方面研擬可行方

案。 

高濱 

大飯 

中國電力 島根 沿用目前的貯存設施 考量各種貯存方式 

四國電力 伊方 沿用目前的貯存設施 

計劃將燃料移出目前的貯

存設施，正在進行乾式護

箱貯存的各種技術調查與

討論 

九州電力 
玄海 

燃料格架改裝計畫

（註） 考慮在廠內設置乾式貯存

設施 
川內 沿用目前的貯存設施 

日本原子力発電 

敦賀 
移至「可再生燃料貯

存中心」 
移至「可再生燃料貯存中

心」 
東海第二 

貯存於廠內的乾式貯

存設施或移至「可再

生燃料貯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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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可再生燃料貯存中心：最終貯存容量 5,000U；預計 2018 年啟用。 

2. 濱岡電廠之乾式貯存設施：貯存容量 400tU；預計 2018 年啟用。 

3. 關西電力中期貯存設施：貯存容量 2,000tU；預計在 2020 年確定計畫地點、

2030 年啟用。 

4. 玄海電廠之燃料格架改裝計畫：3 號機申請中，預計可增加 480tU 容量。 

資料來源：電気事業連合会, 使用済燃料貯蔵対策への対応状況について, 2016

 

圖 4.3-2 可再生燃料貯存中心一號建屋（3,000 噸規模） 

資料來源：電気事業連合会, "「原子力・エネルギー」図面集"p. 183（圖 7-7-3）, 2015 

4.3.2 用過核子燃料之再處理 

為了更有效地利用核子燃料，日本將用過核子燃料實行再處理，

可使鈾燃料的利用效率提高 2 倍，若鈽燃料被利用於快中子增殖

反應爐，則可能提高 60 倍利用效率。而將用過核子燃料再處理

製成玻璃固化體，將可與直接處置相比減少 1/3~1/4 的體積，也

可使處置場減少約 1/2~2/3 的面積。 

日本全國核電廠所產生之用過核子燃料，利用堅固的用過核子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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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輸送護箱運輸至再處理工廠，為了降低輻射能，用過核子燃料

將先貯存於燃料池中。待燃料充分冷卻後，將其切成 3~4 公分長

的元件，溶解於硝酸中將鈽、鈾及核分裂產物進行分離，再將鈾

溶液與鈽溶液純化、脫硝後，製成氧化鈾與 MOX 燃料。 

從鈾與鈽中分離出包含核分裂產物的廢液，輻射非常強，因此將

其與玻璃混合製成玻璃固化體，即為高放射性廢棄物，需進行地

質處置。 

日本於 1981 年由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Japan Atomic Energy 

Agency, JAEA）開始營運一實驗性的小型再處理廠，由於規模較

小（約 210 tU/年），因此大部分的用過核子燃料仍需委託英國與

法國再處理。至 1985 年日本開始學習國外之再處理技術，1992

年 JNFL 成為再處理事業的專責機構，並於 1993 年開始在青森

縣六個所村建造日本第一座商業用再處理設施（最大處理能力計

畫為 800 tU/年，相當於 40 部 100 萬 kW 之核能機組的用過核子

燃料數量），建設費約耗費 2 兆 1,930 億日圓。目前此再處理設

施約已完成 9 成建設，然而考量用過核子燃料的冷卻期間，燃料

接收設施與貯存設施於 1999 年 12 月先行開始運作，共約可接收

3,000 噸燃料。整座設施預計於 2018 年竣工。 

此外，於同場址 2010 年 10 月開始建設 MOX 燃料加工處理場，

預計於 2019 年竣工。此加工場將再處理場回收之 MOX 粉末全

量加工成 MOX 燃料，計畫最大加工能力為 130 tHM/年。 

【參考文獻 c04_09_12】【參考文獻 c04_09_13】 

 

4.4 核能設施除役拆廠 

日本核能電廠目前運轉、新管制基準審核及除役狀況如圖 4.4-1

及表 4.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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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日本核能電廠運轉狀況（2016 年 9 月） 

資料來源：経済産業省・資源エネルギー庁"日本のエネルギー2016 年度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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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日本核能電廠的近期除役概況 

電廠/機組名 類型 
容量 

(MW) 

停機日 / 除

役申請日 
現況 

預計除役完

成日期 

東海 1 GCR 166 1998.03.31 

Safe storage, 

dismantling of 

peripheral facilities 

2026 

浜岡 1 BWR 540 2009.01.30 Safe storage, 

dismantling of 

peripheral facilities 

about to begin 

2036 

浜岡 2 BWR 840 2009.01.30 2036 

福島第一 1 BWR 460 2012.04.19 
Site 

decontamination, 

reactor exploration, 

spent fuel retrieval 

不明確，預

計時間約落

在 2050 年 

福島第一 2 BWR 784 2012.04.19 

福島第一 3 BWR 784 2012.04.19 

福島第一 4 BWR 784 2012.04.19 

福島第一 5 BWR 784 2014.01.31 

Shut-down 

福島第一 6 BWR 1100 2014.01.31 

敦賀 1 BWR 357 2015.04.27 

Plan submitted, 

awaiting NRA 

approval 

2039 

美浜 1 PWR 340 2015.04.27 Plan submitted, 

awaiting NRA 

approval 

2045 

美浜 2 PWR 500 2015.04.27 2045 

玄海 1 PWR 559 2015.04.27 

Plan submitted, 

awaiting NRA 

approval 

2043 

島根 1 BWR 460 2015.04.30 Shut-down 未定 

伊方 1 PWR 566 2016.05.10 Shut-down 未定 

合計 15 座 9,024    

資料來源：日本原子力産業協会, “日本の原子力発電炉, 2016 / 

"Nuclear Decommissioning in Japan -Opportunities for European Companie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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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原子力産業協会 2016 年 11 月 10 日最新的資料中顯示，

日本正在除役、決定除役或申請除役中的核能電廠共有 15 部機

組。其中包括了福島核電廠的 6 部機組、提出除役計畫並等待

NRA 審核中的 4 部機組（玄海、美濱 x2、敦賀）、進入除役階段

的 3 部機組（東海、濱岡 x2），以及在 2015 年 4 月永久停機後

決定除役的島根 1 號機與 2016 年 5 月永久停機的伊方電廠 1 號

機。 

【參考文獻 c04_09_14】 

4.4.1 日本的除役架構及法規 

日本的原子力監管委員会（Nuclear Regulation Authority, NRA）

負責商用核能設施的除役管制。日本的主要除役法規為《核子原

料、核子燃料與反應爐管理監督法》（核原料物質、核燃料物質

及び原子炉の規制に関する法律），根據此法第 43 條 3-33 的規

則，核子設施的除役內容為： 

1. 發電用的核反應堆相關設施拆除 

2. 核子燃料的移除及轉送 

3. 被汙染的組件進行除汙 

4. 被汙染的廢棄物的妥善處置 

5. 其他相關的處置作為 

所有的核能電廠在最終停機之後，要將核子燃料從爐心取出，並

向 NRA 提出設施除役計畫的申請資料；核能電廠的除役作業將

會在除役計畫經核准後開始。在反應爐的營運期間終止之後、有

關於設施拆除、廠區用過核子燃料的轉送、放射性物質除汙、汙

染廢棄物的處置以及其他有關事項都要經過 NRA 的管制。 

NRA 會對除役計畫做審查，並確認是否符合除役法規，如果營

運者有對除役計畫做變更，需要再度經過 NRA 的核准。當營運

者的除役作業完成後，同樣必須以相關規定確認是否按照標準執

行。在收到 NRA 的認可以後，反應器執照失效，才視為正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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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完成。 

另外，根據 NRA 所制定的《核能電廠於除役階段時之安全審查

規定》（廃止措置段階の発電用原子炉施設における保安規定の

審査基準），有關於除役計畫的確認基準，有以下項目： 

 發電設施停機後從爐心中取出燃料 

 核子燃料的妥善管理以及轉送 

 核子燃料及物質汙染的廢棄物的妥善管理及處理、處置 

 核子燃料以及受汙染的廢棄物危害防止 

NRA 將會視以上條件確認營運者提出的除役計畫完備性，並以

「商用反應爐規則（実用炉規則）」第 116 條所提及的項目來審

查除役計畫。 

【參考文獻 c04_09_15】 

4.4.2 日本的除役策略 

在日本，基本的政策為當核能電廠已經完成其使用壽命後，便開

始進行拆除及移除核能發電設施，同時確保其安全完成工作。根

據這個基本政策，產生標準除役程序（或標準除役時程表），通

常為一個安全貯存時程加上拆除和移除的時程；根據各個廠址不

同的情況，如廢棄物處置、設施大小、技術等，適當選擇 5 到

10 年的安全貯存期以及 3 到 4 年的設施拆除和移除期，這個方

案稱為「安全貯存－解體撤去方案」。 

 

圖 4.4-2 日本標準除役程序 

這個除役標準程序的概念圖如圖 4.4-2 所示。在核能電廠營運結

束之後，從運轉階段進入除役階段；除役階段包括將用過核子燃

料從反應器中移除、接著進行系統除汙作業，將主要管路以及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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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的放射性物質以及化學物質去除；在除汙完成後，有一段安

全貯存期；經過 5 到 10 年的安全貯存期，等待放射性物質活度

衰減後，才開始設施的最終解體拆除作業；最後進行場址復原階

段及釋出為再利用之土地，而除役的廢棄物則送往處置場。 

【參考文獻 c04_09_14】【參考文獻 c04_09_16】 

 

圖 4.4-3 日本標準除役階段的工程概要 

資料來源：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会 

4.4.3 東海核能電廠 1 號機（Tokai-1）的除役現況 

東海核能電廠1號機，為英國的MOX型反應器，容量為166 MW，

在 1965 年年底開始營運並於 1998 年 3 月關閉，預計其除役時程

將花費 20 年以上的時間；從 2001 年開始除役標準程序中的「安

全貯存」，目的是讓放射性物質衰變以降低放射性，預計到 2018

年結束。在 2001~2024 年間進行爐心區域以外的設備移除，如熱

交換器、汽機區域等；2019~2024 年開始進行反應爐移除、

2024~2025 年進行建築物拆除工作，日本電力公司預計除役時程

要進行到 2026 年。所有的廢棄物將被歸類為三個低放級別的廢

棄物並做掩埋處置。 

【參考文獻 c04_09_17】【參考文獻 c04_09_18】 

移除用過核
子燃料 

•將用過核子燃料從核電廠移除，並於貯存設施進行 

中期貯存與管理。 

系統除污 

•為使拆除作業順利進行，先以化學除污等方式將 

管線與容器進行除污。 

安全貯存 

•為使放射性活度衰減，將反應爐組件等放射性較 

高的物質經過5~10年的貯存期間後，再開始拆除 

作業。 

拆除與外釋 

•此階段作業先將廠房內部之設備與機器拆處與移 
除後，將廠房內部地面殘留的放射性物質去除後 
，最後再將廠房拆除與外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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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 東海核能電廠 1 號機的除役時程 

資料來源：EJCIC, "Nuclear Decommissioning in Japan -Opportunities for 

European Companies-", 2016 

4.4.4 濱岡核能電廠 1、2 號機（Hamaoka-1,2） 的除役現況 

濱岡核電廠是 BWR-4 型的反應爐，1 號機容量為 540 MWe、2

號機容量為 840 MWe。所屬營運者中部電力公司在 2008 年 11

月做出決定，計畫將濱岡的 1、2 號機終止營運，並在 2009 年 1

月永久停機後關閉。根據除役計畫資料，整個除役期間大約會進

行到 2030 年以後，估計 30 年左右的時間。整個計畫從第一階段

的「解體工事準備期間」到第四階段的「建屋等解體撤去期間」，

將按照計畫逐一進行除役，以下為四個除役階段概述。 

1. 第一階段「拆除工作準備期（解體工事準備）」： 

用過核子燃料的移除作業、系統除汙工程、調查區域設施汙

染狀況、管制區域外的無汙染的設備將進行拆除。 

2. 第二階段「拆除反應爐周圍的設備與外釋（原子爐領域周邊

設備解體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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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爐周圍的設備進行拆除作業，拆除物件、除役廢棄物的

處理及暫時貯存相關的工事設置。 

3. 第三階段「拆除反應爐區的設備與外釋（原子爐領域解體撤

去）」： 

拆除反應爐區的設備。 

4. 第四階段「拆除廠房與外釋（建屋等解體撤去）」： 

拆除所有剩餘的設備、結構體及建築。 

許多工事是橫跨不同階段，從第一至第二階段皆有汙染調查及除

汙作業，而結構及建築拆除作業從第二階段便已開始。 

中部電力公司在 2009年 6月向政府提出濱岡核電廠的除役計畫，

並於同年 11 月獲得核准；而除役計畫的第一階段，1、2 號機的

所有燃料已經移除完畢，並完成第一階段規劃的系統除汙工程及

汙染狀況調查作業。 

在 2015 年 3 月後，中部電力正式邁入除役的第二階段，向 NSA

提出了除役計畫的變更認可申請書，並於 2016年 2月獲得認可。

目前的除役計畫正在進行第二階段的「原子爐領域周邊設備解體

撤去」作業，並將著手於以下幾項主要工事。 

 反應爐週邊的設備及系統拆除：汽渦輪機主體、主冷凝器、

冷凝水及飼水系統的管路及設備、硼液注入系統、主蒸汽管

路、共用排氣煙囪等。 

 第二階段汙染狀況調查：延續第一階段的汙染狀況調查，設

定為反應爐區的汙染調查作業，並視情況決定組件需要的拆

除時間、拆除工法、拆除廢棄物數量的評估，以及實際的安

全貯存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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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 日本濱岡電廠反應爐週邊預計拆除的系統及設備 

資料來源：浜岡原子力発電所 1、2 号機の廃止措置計画について

 

圖 4.4-6 日本濱岡電廠從管路外測量、壓力容器內取樣作業 

（左：測量管線外部放射線活度；右：自 1 號反應爐壓力槽採樣） 

資料來源：浜岡原子力発電所 1、2 号機の廃止措置計画について 

 第二階段的除汙作業：除汙範圍包括反應爐壓力容器、圍阻

體外的爐水淨化系統、餘熱移除系統。建立化學除汙工作站

及相關設備、利用化學藥品進行管路除汙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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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7 日本濱岡電廠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的除汙範圍 

資料來源：浜岡原子力発電所 1、2 号機の廃止措置計画について 

 管制區外的無汙染設備拆除：海水循環系統、液體及氣體儲

存槽、主變壓器、圍阻體充氮系統。 

根據除役計畫的時程安排，第二階段的除役作業預計將於 2023

年完成，除役時程請參考圖 4.4-8 所示。【參考文獻 c04_09_19】 

 

圖 4.4-8 日本濱岡核能電廠 1、2 號機的除役時程 

資料來源：EJCIC, "Nuclear Decommissioning in Japan -Opportunities for 

European Companie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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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低放射性廢棄物之營運、處置 

日本的低放射性廢棄物由日本原燃機構（JNFL）負責處置管理

事業，分為 L1、L2、L3 與 TRU 廢棄物四類。L1 屬相對高放射

性廢棄物，包括反應器維護、拆除時所產生的控制棒、燃料匣箱、

其他爐心組件等，實行地下工程障壁處置。L2 屬相對低放射性

廢棄物，實行混凝土坑處置。而 L3 屬非常低放射性廢棄物，直

接實行壕溝掩埋處置即可。TRU 廢棄物則計畫與高放射性廢棄

物共同實行深層地質處置。（圖 4.5-1） 

目前 LLW 與 HLW 的最終處置都是位在日本青森縣六個所村，

L2、L3 的處置目前已逐步進行中，L1 的執行單位與處置地點則

未定。低放廢棄物的處置要求是監管最長400年，監管時間一到，

要證明各安全評估情節的劑量值可滿足法規。 

 

 
圖 4.5-1 日本之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概念圖 

資料來源：AE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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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地下工程障蔽處置（L1） 

低放射性廢棄物中，控制棒、燃料匣箱、其他爐心組件等放射性

相對高之廢棄物，需於中間深度（約 50~300 公尺）的混凝土隧

道或筒倉狀設施實行地下工程障蔽處置（圖 4.5-2）。此處置方式

稱為次地表（sub-surface）處置，法定深度是 50 公尺或以上，需

有充分的餘裕以避免地下的一般使用，也可能歸類為近地表地下

處置設施。由於 L1 廢棄物仍屬低放射性廢棄物，因此經過數百

年的監管後，土地仍可回復為正常使用。但目前日本尚未有明確

的管理方針。 

 
圖 4.5-2 日本 L1 低放射性廢棄物之地下工程障蔽處置概念圖 

資料來源：METI 

JNFL 曾在六個所村作地質調查（圖 4.5-3、4.5-4、4.5-5），鑽到

地下 100 公尺深，找到合適的母岩，而處置容器的概念設計如圖

4.5-6 所示，碳鋼，1.6 x 1.6 x 1.6 公尺，總重 28 公噸（含屏蔽與

廢棄物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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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3 日本 JNFL 於六個所村所作之地質調查示意圖 

資料來源：METI 

 

 
圖 4.5-4 日本 JNFL 地質調查坑道入口 

資料來源：M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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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5 日本 JNFL 地質調查之試験空洞 

資料來源：METI 

 

 
圖 4.5-6 日本 L1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容器 

資料來源：M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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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混凝土坑處置（L2） 

低放射性廢棄物中，由核能電廠運轉過程所產生之濃縮液體廢棄

物與用過的樹脂、可燃物燃燒過後的燃灰以水泥等物質共同固化

於圓桶之固體，以及管線及過濾器等放射性廢棄物相對較低之固

體廢棄物，於近地表之混凝土坑進行處置，處置概念如圖 4.5-7。

此處置場至少需監管 300~400 年，監管期間過後此處的土地可做

為正常使用。 

 

圖 4.5-7 日本 L2 低放射性廢棄物之混凝土坑處置概念圖 

資料來源：METI 

混凝土坑處置由日本原燃公司（JNFL）於 1992年 12月開始實行，

場址位於六個所村的低放射性廢棄物掩埋中心（圖 4.5-8）。目前

共有兩座掩埋設施，至 2016 年 1 月已接收容量 200 公升之廢料

罐約 28.4 萬桶（1 號設施 14.8 萬桶；2 號設施 13.6 萬桶）。目前

的設施容量約有 20 萬桶（兩座共 40 萬桶），計畫為 100 萬桶容

量，但未來計畫提升至 300 萬桶（約 60 萬立方公尺）容量。 

【參考文獻 c04_09_20】【參考文獻 c04_09_21,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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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8 日本青森縣六個所村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掩埋中心 

資料來源：METI 

4.5.3 壕溝處置（L3） 

低放射性廢棄物中，混凝土及金屬等非常低放射性廢棄物，可直

接於近地表實行壕溝掩埋處置。經過約 50 年的監管後土地可回

復一般使用。 

目前 JAEA 以日本動力示範反應器（JPDR）拆解所產生的廢棄

物為對象，在廠域內進行壕溝處置實驗（圖 4.5-9）。 

【參考文獻 c04_09_22】 

1 號掩埋設施 

2 號掩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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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9 日本 JAEA 之壕溝掩埋實驗 

資料來源：METI 

4.5.4 低放射性廢料之運輸 

日本低放射性廢棄物主要由日本原燃運輸公司負責，由全國的核

能電廠利用專用運輸船「青榮丸」運輸至青森縣六個所村的低放

射性廢棄物掩埋中心。運輸過程需安置於耐衝擊性的容器中以確

保安全（圖 4.5-10），圖 4.5-11 為低放廢料運輸專用卡車，全長

約 11.1 公尺、寬 2.5 公尺、高 2.9 公尺，一次可容納 1~2 箱運輸

容器，最大可承載 15.2 公噸重。 

【參考文獻 c04_09_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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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0 日本低放廢料之運輸容器 

資料來源：原燃運輸（株） 

 
圖 4.5-11 日本低放廢料運輸專用卡車 

資料來源：原燃運輸（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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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公眾溝通、回饋計畫 

4.6.1 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之公眾溝通與回饋 

NUMO 自 2002 年 12 月開始高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場的自願

提名選址程序，主要基於下列各項原則： 

 尊重該地區的獨立長期願景和需求； 

 和諧與廣泛的區域發展，若有需要，將配合該區域的發展計

畫； 

 充分考慮環境保護； 

 支持與保護區域文化。 

而為了使選址過程順利進行，NUMO 針對以下內容向日本的所

有城市說明相關訊息，包含： 

 申請說明：說明作為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的自提名候

選場址的基本準則和要求，並提供申請表與申請流程等相關

文件。 

 處置場概念：地方政府需要了解的處置場訊息，包括工程設

計、施工、營運和安全等方面。 

 選擇初始調查區域（Primary Investigation Areas, PIA）的選址

條件：基於文獻調查的結果，說明選擇 PIA 時必須考慮的選

址條件和所使用的評估標準。 

 推廣計畫：提供區域發展策略及與 NUMO 之間的溝通交流

方式。 

在進行說明後，NUMO 將確認各自願地區是否為活動斷層和火

山活動的排除地區，滿足此地質條件的區域才進行文獻調查。之

後日本的選址活動共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文獻調查、地表調查

（包含鑽孔調查）及地下調查階段，每一階段都需要徵求居民與

地方首長的意見，預計在 2026~2030 年左右選出最終場址，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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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1 所示。 

 

圖 4.6-1 日本之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選址程序 

2007 年時，曾經有一東洋鎮鎮長表示自願參與文獻調查，然而

遭周邊居民反對而作罷。2009 年時，日本政府曾經舉行一次核

能相關議題的公投，調查對象為全國 20 歲以上的 3,000 人，最

後回收有效樣本數 1,850 人，其中對於是否建設高放射性廢棄物

處置場的調查中，共有 79.6%表達反對意見；僅 16.21%表示贊

成。 

【參考文獻 c04_09_23, p. 6】 

此後，截至目前仍無其它的城市提出候選場址的意願，NUMO

在 2015 年曾表示有意取消自願提名程序，改由科學家提名選出

適合的場址。考慮到這些情況，政府成立地質處置計畫工作小組，

制定選擇候選場址的準則。 NUMO 將靈活應對政府的策略，並

繼續在國家和地方層面展開公眾參與活動，持續與政府和日本電

力公司緊密合作，以真誠的態度向公眾解釋地質處置的重要性和

安全性。 

為了促進發展，NUMO 通過國家公共關係或圓桌討論等活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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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接觸。如透過報紙文章宣導訊息、為當地社區相關委員會製

作內部雜誌、發送 NUMO 的雜誌「NUMO-NOTE」，並定期提供

NUMO 的活動報告等信息、通過實施核子設施的互動活動或遊

客參訪行程提高人們對該地區的了解等。如圖 4.6-2 所示為在各

地巡迴展示的地質處置宣導卡車「地理未來號」與地質處置介紹

光碟，地理未來號中設有模型與 3D 動畫迷你劇場，向來參觀的

民眾介紹 NUMO 的地質處置計畫與其安全系統，並在車外供民

眾體驗膨潤土實驗；圖 4.6-3 則為 NUMO 於各地舉行的研討會與

講習班概況。根據統計，NUMO 在 2015 年上半年共在九個主要

的城市中舉辦研討會；2014 年則在 29 個城市舉行。NUMO 整理

出人民所提出的疑問，並在之後的研討會中提出討論。 

而為了提高公眾對處置事業的了解，NUMO 在日本各地舉行圓

桌討論，由當地居民、專家或意見領袖派員參加，向人們介紹處

置計畫、回應有關該設施的所有諮詢，如處置場的安全和潛在社

區發展的必要性、提供公眾參觀相關設施，並提出社區示範方案、

協助大學舉辦辯論課程，鼓勵學生討論高放射性廢棄物的地質處

置問題。NUMO 將透過與各利害相關團體及當地居民的互動與

討論反映各種有關最終處置場建設計畫的意見和觀點。 

 

圖 4.6-2 地質處置介紹實績：「地理未來號」（左）與宣導光碟（右） 

資料來源：NUMO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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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3 NUMO 在各地舉行的研討會與講習班 

資料來源：NUMO, "高レベル放射性廃棄物の地層処分について", 2016 

在 NUMO 確認自願場址後，將有以下作為以建立和保持社區群

眾的支持： 

 在自願地區建設地方辦公室，以便和當地及周邊地區的民眾

溝通交流，並共同主辦社區活動，帶領民眾參觀相關核子設

施，努力提高當地對最終處置營運的了解。。 

 為了在社區和周邊地區建立公眾支持，NUMO 將與當地居民

合作，規劃社區發展計畫，以改善當地情況。 

 為了使民眾了解最終處置計畫，NUMO 將透過報紙、電視上

的微型廣告以及自願地區或其周邊區域的購物者雜誌提供

詳細訊息。 

 NUMO 將舉辦論壇和圓桌討論，並與當地居民、專家和意見

領袖交流意見，以向人們說明計畫內容及其結果。 

在地質處置與地方發展計畫（地層処分事業と地域振興プラン）

中提及日本對於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之回饋計畫如下：  

 在文獻調查階段，每一志願場址每年 10 億日圓（上限為 20 

億日圓）。 

 在初步調查階段，每一志願場址每年 20 億日圓（上限為 70 

億日圓）。  

 在細部調查階段，回饋金之額度尚在研擬中。  

上述之回饋金乃是由「日本電力設施所在地回饋金制度」所規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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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政府支付，可用於促進溝通交流的活動、審查區域發展、

加強地方福利和促進區域產業。NUMO 估計高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場之建造及運轉所帶來之經濟利益為：誘發之經濟利益為

1.7 兆日圓，產生之就業機會有 130,000 個，房地產稅為 1,600 億

日圓，並旨在通過以下方式提高處置設施對社區的經濟效益： 

1. 將總部業務轉移到市政府 

2. 促進區域就業和提高區域產業利用率 

3. 創造商業機會和培育公司 

4. 轉移營運的專業知識 

【參考文獻 c04_09_24】【參考文獻 c04_09_25】【參考文獻

c04_09_26】 

4.6.2 電廠與核子設施的回饋計畫 

4.6.2.1 回饋金項目與內容 

根據 2016 年 3 月經濟產業省發表的資源與能源方面 2017 年的預

算報告，日本在核子設施有關的回饋金主要有下列項目： 

1. 核能損害賠償與除役等支援機構補助： 

此為 2014 年新增的補助項目，主要是當時政府為了加速福島

事故的復興工作，而加快中期貯存設施的建設速度，為了不增

加人民的負擔，將在 30 年的期間內補助各支援機構相當於中

期貯存設施的費用。2017 年度預算金額為 350 億日圓。 

2. 除役、污染水整治及核能發電的安全措施等補助金： 

2017 年度預算金額為 159 億日圓。包含： 

●除役、污染水整治措施 

●反應器的安全技術強化措施 

●地質處置技術調查委託費用 

等項目。 

3. 對核能電廠所在地的回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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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預算金額為 1,275 億日圓。包含： 

●電力設施所在地回饋金制度 

●核能電廠所在地基礎建設支援回饋金 

●針對福島的核子設施所在地區發展回饋金 

等項目。 

重要的補助金、回饋金內容如表 4.6-1 所示。 

【參考文獻 c04_09_27, pp.24-25】 

表 4.6-1 日本重要回饋金介紹 

回饋金項目 內容 

核能損害賠償

與除役促進組

織補助金 

在 30 年的期間內補助各支援機構相當於中期貯存設施的

費用。 

 
電力設施所在

地回饋金制度 

為了增進電廠所在地區居民的社會福利與公共設施所提

供的回饋金。由中央政府撥款給地方政府使用。 

 
核能電廠所在

地特別回饋金 

增進地方發展、公共設施、人才培育。原則上一項推廣計

畫補助 25 億日圓。 

 
公共溝通、安

全措施補助金 

為了普及核電廠周邊地區的居民對於核能發電的相關知

識，並調查溫度變化等安全事業。 

 

資料來源：経済産業省資源エネルギー庁, "エネルギー対策特別会計" 

回饋金 

回饋金 

回饋金 

回饋金 

回饋金 

核能損害賠償與除役促進

組織 

 
間接回饋 

   

   
所在鄉鎮區 

鄰近鄉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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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查結果發現，目前日本並無對核能電廠除役有具體的特殊回

饋資訊。現階段日本核能電廠對鄰近地方之回饋金，主要是依據

電源三法（《電源開發促進稅法》、《特別會計相關法律》及《發

電用設施周邊地域整備法》）。以一座 1,350 MW 之機組為例，自

環評階段起至電廠商轉年回饋金約 449 億日圓，自商轉後 1 年至

運轉 35 年間每年回饋金約 20~30 億日圓，全部合計約 1,215 億日

圓，其資金來源主要是電源開發促進稅（每售電 1,000 kWh 徵收

375 日圓）。【參考文獻 c04_09_28, pp. 3-6】 

若電廠停止運轉時，許多回饋金均會大幅減少。日本在 311 福島

事故後，全部核能機組停止運轉，由於是特殊狀況，所以電廠的

回饋金依照機組最大發電量之 81%發放。為因應電廠重新啟動，

日本政府預估將修改相關辦法，停止運轉機組將以最大發電量之

70%計算，而運轉機組則依實際發電量發放。另一焦點為核電廠

除役後，如何處理無法繼續領取上述回饋金之地方政府財政問題。

經產省表示將檢討必要之緩衝策略，可顯示即使除役後，仍將有

其他形式之財政支援，然而相關內容尚未決定。 

【參考文獻 c04_09_29】 

減少對核能電廠的依賴性，會對電廠所在地區的經濟、人才雇用

方面有多大的影響？多數的核電廠所在區域是以核電為主要的

經營事業來源，因此核電廠所在區域的補助金及固定資產稅收等

核電相關收入就占了很大的比例。今後若對核能依賴度下降，對

於所在地區的經濟、就業、財政方面將會有很大的影響。為了能

使除役工作順利進行，政府也要同時考慮到對電廠所在地區的影

響。在有限的國庫下，根據電力所在區域補助金相關制度，除了

考量到運轉實績之外，且不應只單純考量到運轉終止後不減少補

助金的問題，在既存的支援措施之上，還需要改進產業振興與安

全對策等問題，例如：制定業者責任法或除役協定等新的政策。

但也不能完全僅依賴政府的政策，地方政府也需要自行規劃產業

結構等問題，以求自立自強。 

【參考文獻 c04_09_30, pp.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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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核能機組除役後，因目前並無相關配套回饋機制，對地方

政府之預算影響很大，以美濱核電廠為例，電廠所在地之福井縣

美濱町 2015 年度預算編列為 68 億日圓，其中與核電廠有關之收

入（含回饋金與固定資產稅）約占 45%，決定除役後，2016 年

度以後之回饋金每年將減少 7~8 億日圓，對地方經濟影響頗鉅。

【參考文獻 c04_09_31】 

根據以上原則，在 2015 年及 2016 年褔井縣的《社區發展重點提

案•報告書》中也有相關說明，對於預計除役的地區之地區發展

的部分，大致上有下列幾點提議： 

 透過制定專門法案以維持和支援電廠所在區域 

 以電費優惠制度吸引企業投資等 

例：福島事故後已在周邊的茨城、櫪木、宮城各縣設立

140 億日圓的企業投資補助金 

 資助地方自治體進行就業計畫 

 2015 年後持續實施「區域人力資源開發事業」 

 針對地方的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政策 

而在電源三法補助金制度中也有修改相關運用方式，諸如： 

 設立新的補助制度以應對核電中止的經濟停滯困境 

 電源三法補助金由原本的補助結束於電廠停止運轉延長

至電廠完全拆除為止 

 電費優惠的對象擴大為全縣的居民、企業等。 

【參考文獻 c04_09_32, pp. 22-26】 

4.6.2.2 回饋金運用範圍 

上述各地方政府所收取的回饋金，依據電源三法，主要可應用在

以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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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區域發展規劃：和區域發展規劃有關的各種設施參觀、演講、

討論會，以及製作海報與宣傳手冊之費用。 

2. 溫排水相關措施：苗木生產、飼料供應、漁業培訓、測試和研

究、漁場環境調查、漁場資源調查、漁業發展計畫擬定調查等

促進漁業發展的措施。 

3. 公共設施維護業務：包含道路、港口、漁港、公園、自來水源、

通訊設施、體育設施、教育文化設施、醫療設施、社會福利設

施、環境衛生設施等公共設施的維護業務。 

4. 引進企業、促進產業發展：引進工商業、農林漁業、觀光業，

以及促進本地產業的技術成長等相關發展計畫。 

5. 福利措施：醫療設施、社會福利設施之營運與維護，以及家庭

照護等提升當地居民福利之花費。 

6. 地區發展措施：支援地方產業、提高區域資源利用率、提供社

會福利服務、維護環境品質、提升生活便利性，以及人才培育

等項目。【參考文獻 c04_09_28】 

其中以福井縣為例，2014 年電源三法補助金的使用方向為下列四

項： 

1. 促進及加強教育、文化、體育 

 維護及加強公立高中的教育環境（15 億日圓） 

 划船課程和船屋維修業務（2.9 億日圓） 

 促進體育基礎設施發展（3.2 億日圓） 

 高浜町中央圖書館和文化中心的改造（2.5 億日圓） 

  （圖 4.6-4、4.6-5） 

2. 促進產業（工商業、農林漁業，觀光業等）發展 

 企業投資補助的推廣（7.5 億日圓） 

 嶺南地區的特產調查及產品改良事業（0.4億日圓） （圖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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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狹歷史博物館展示的改善工程（5.5 億日圓） 

 敦賀市博物館改善工程（2.2 億日圓）（圖 4.6-7） 

3. 加強醫療和福利 

 質子束癌症治療的專業性研究（1.5 億日圓）（圖 4.6-8） 

 福井大學醫學系學生的學術貸款基金（0.9 億日圓） 

 提供臨時托兒、接送的業者補助（0.4 億日圓） 

 市立敦賀醫院的醫療設備維修（0.9 億日圓）（圖 4.6-9） 

4. 其他業務 

 核事故壓倒道路改善工程（4.3 億日圓）  

 核事故預防中心加強工程（0.4 億日圓）（圖 4.6-10、圖 4.6-11） 

 綜合核緊急網絡改造工程（0.3 億日圓） 

 防災行政無線電開發項目（1.9 億日圓） 

【參考文獻 c04_09_33】 

 

圖 4.6-4 日本高浜町文化中心 

資料來源："福井県の電源三法交付金の活用状況",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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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5 日本高浜町中央圖書館 

資料來源："福井県の電源三法交付金の活用状況", 2014 

 

 

圖 4.6-6 日本嶺南地區的特產調查及產品改良事業 

資料來源："福井県の電源三法交付金の活用状況",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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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7 日本敦賀市博物館改善工程 

資料來源："福井県の電源三法交付金の活用状況", 2014 

 

 

圖 4.6-8 日本福井縣質子束癌症治療的專業性研究 

資料來源："福井県の電源三法交付金の活用状況", 2014 



核能後端營運資訊彙編專業服務工作                期末報告 4.0  日本 

 4-57  

 

圖 4.6-9 日本市立敦賀醫院的醫療設備維修 

資料來源："福井県の電源三法交付金の活用状況", 2014 

 

 

圖 4.6-10 日本核事故預防中心加強工程（敦賀市） 

資料來源："福井県の電源三法交付金の活用状況",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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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11 日本核事故預防中心加強工程（美濱町） 

資料來源："福井県の電源三法交付金の活用状況", 2014 

而以新瀉縣柏崎市來看，主要收入來源為柏崎刈羽核能電廠的相

關補助，包括用過核子燃料稅與國家及縣政府所提供的補助金，

2012 年收入的國家補助金約有 18 億 2,325 萬日圓，縣政府補助

金約有 8 億 2,859 萬日圓，用過核子燃料稅約有 5 億 8,747 萬日

圓。主要用於下列項目： 

表 4.6-2 柏崎市的補助金運用實例 

國家補助金額共 18 億 2,325 萬日圓 

產業文化中心的管理和經營 2,000 萬 Yoshiyabu 川改善工程 2,300 萬 

元氣館的管理和經營 1億 9,000萬 掃雪機維修業務 4,000 萬 

學校教育設施的管理和經營 3億 9,000萬 社區中心改善工程 3,200 萬 

癌症篩檢 2,000 萬 中學校體育館地面改善工程 2,952 萬 

幼稚園經營 6億 5,000萬 廚房餐飲設備改善工作 800 萬 

文化中心的管理和經營 4,000 萬 體育設施改善工作 3,400 萬 

柏崎市 17-3 號道路整治工程 4,200 萬 博物館改善工作 700 萬 

柏崎市 7-222 號道路整治工

程 

1,800 萬 校車改善工作 400 萬 

澤田川改善工程 800 萬 供水設備改善基金 2億 6,77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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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補助金額共 8 億 2,859 萬日圓 

道路維護管理工作 4,000 萬 疫苗接踵事業 9,200 萬 

圖書館管理與營運工作 5,459 萬 老人照護設施委託事業 7,400 萬 

消防部門的管理工作 3億 9,000萬 體育設施管理與經營 9,500 萬 

各級學校特殊教育補助事業 2,800 萬 社區活動推廣事業 5,500 萬 

資料來源：柏崎市政府, "原子力発電所立地に伴う交付金などの状況", 2013 

【參考文獻 c04_09_34】 

4.7 國際合作 

在國際上，日本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包含 IAEA 與 OECD/NEA

等。在 IAEA 中，日本協助制定和修訂 IAEA 的核子安全標準，

派遣專家到 CSS（Commission on Safety Standards）、NUSSC、

WASSC、RASSC 和 TRANSSC。而在《Convention on Nuclear 

Safety》及《 Joint Convention on the Safety of Spent Fuel 

Management and on the Safety of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兩項國際公約中，日本也扮演著審查國家報告的成員之一。而在

OECD/NEA 的方面，日本也派代表參加 CSNI、CRPPH、RWMC、

NSC、NLC、NDC、CNRA 與 DB 等組織的委員會。 

根據協定，日本定期舉行雙邊合作會議，與美國、法國南韓和中

國大陸交流有關核子安全的意見。日本參加了其他國際合作研究

工作，包括 OECD 的 Halden 反應爐計畫和 COOPRA。 

【參考文獻 c04_09_14】 

1976 年日本成為核不擴散條約的成員，接受 IAEA 的保障，並在

1999 年成為第一批簽署 IAEA 的附加議定書的國家之一，接受

IAEA 的侵入性檢查。2015 年日本成為 IAEA 的核損害補充賠償

合約（Convention on Supplementary Compensation for Nuclear 

Damage, CSC）的第六個會員國。 

【參考文獻 c04_09_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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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島事故發生後，國際間對日本進行支援，尤其英國在 2012

年和日本簽訂《英日聯合民間核合作聲明》，使英國和日本能夠

更順利的交流訊息，分享策略規劃、廢棄物處理的技術挑戰等領

域的專業知識。 

此後，TEPCO（東京電力）公司與英國 Sellafield 有限公司、NDA

與日本核能損害賠償與除役促進組織（Nuclear Damage 

Compensation and Decommissioning Facilitation Organisation of 

Japan, NDF）分別於 2014 年 5 月及 2015 年 2 月簽署訊息交流協

議，進一步達成合作關係，如圖 4.7-1 與 4.7-2 所示。Sellafield

公司在英國有多座電廠的除役經驗，可為福島電廠除役提供相關

知識與技術交流；而 NDF 在 2014 年成為福島第一核電廠除役的

專責機構，和 NDA 的交流協議允許雙方在除役和放射性廢棄物

管理方面互相交流制定策略、實施等方面的訊息，並促進技術合

作、利害相關者的參與及技能和知識的管理。 

【參考文獻 c04_09_35】 

 

圖 4.7-1 東京電力的除役小組定期至 Sellafield 廠區參訪 

資料來源：Sellafield Ltd Website (News), "Sellafield Ltd continue to build 

Japanese relationships", 2014 

http://www.sellafieldsites.com/wp-content/uploads/2014/09/Tepco-visit-to-Sellafield.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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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2 英國 NDA 與 NDF 簽訂合作協議 

資料來源：INS, "NDA and NDF of Japan sign Co-operation Agreement", 2015 

日本的日立公司也和英國公司簽署合約，並與曼徹斯特、伯明翰

和倫敦帝國學院等幾所大學建立研究合作，有助於兩國之間分享

知識和專門知識。例如，英國的大學派遣研究人員到日本日立實

驗室工作，並學習英國的新反應器如何運作。 

此外，日本各機構和法國 ANDRA、美國 DOE、韓國 KORAD、

瑞士 NAGRA、英國 NDA、芬蘭 Posiva、瑞典 SKB 與台灣的台

電公司皆有合作協議（或備忘錄），進行地質處置有關的訊息交

流、研究與技術開發。如圖 4.7-3 所示。 

日本 NUMO 和 SKB 於 2001 年 9 月 17 日簽訂合約，內容旨在交

流選址過程的方法、場址特性調查的方法、處置場人工障壁的科

學技術、地質處置系統的性能評價與公眾接受和信賴的培養等內

容。 

【參考文獻 c04_09_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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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3 （左）NUMO 和 SKB 共同研究開發；（右）NUMO 與

海外專家舉行意見交流會 

資料來源：NUMO, "高レベル放射性廃棄物の地層処分について", 2016 

日本也參加第四代國際論壇（GIF）、多國設計評估計畫（MDEP）

與國際核能合作計畫（INFEC）等多邊合作計畫。GIF 論壇的目

標是推動六個 GIF 爐系統的研究合作，而日本為 SFR（鈉冷式

快反應爐）、VHTR（超高溫反應爐）、GFR（氣冷式快反應爐）

三項領域的執行機構，負責簽署各種協議、安排合作活動，與舉

行會議。如圖 4.7-4 為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発機構負責研究開發中

的鈉冷式快反應爐 JSFR。 

【參考文獻 c04_09_37】 

 

圖 4.7-4 日本 JAEA 開發的 JSFR 

資料來源：JAEA Website  



核能後端營運資訊彙編專業服務工作                期末報告 4.0  日本 

 4-63  

4.8 聯絡管道 

1. 日本原子力委員會（JAEC） 

聯絡地址：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区永田町 1-6-1 

     中央合同庁舎 8 号館 6 階 

聯絡電話：+81-3-6257-1315 

傳真電話：+81-3-3581-9828 

網址：http://www.aec.go.jp/index.html  

聯絡人：岡芳明（委員長） 

2. 經濟產業省（METI） 

聯絡地址：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区霞が関 1-3-1 

聯絡電話：+81-3-3501-1511 

網址：http://www.meti.go.jp/ 

Online Contact：

https://wwws.meti.go.jp/honsho/comment_form/comments_send.

htm 

聯絡人：日下部聡（資源與能源廳長官） 

    村瀬佳史（電力瓦斯事業部長） 

3. 原子力發電環境整備機構（NUMO） 

（地方交流部） 

聯絡地址：日本東京都港区芝 4-1-23 三田 NN ビル 2F 

     原子力発電環境整備機構 NUMO 

     地域交流部広報グループ 

聯絡電話：+81-3-6371-4003（平日 10：00～17:00） 

傳真電話：+81-3-6371-4101 

網址：http://www.numo.or.jp/  

Online Contact：

https://reg31.smp.ne.jp/regist/is?SMPFORM=lhsa-pdobn-7e1875

957ceeff8e46a034ecfdc4e821  

聯絡人：近藤駿介（理事長） 

    宮澤宏之（地方交流部） 

http://www.aec.go.jp/index.html
http://www.meti.go.jp/
https://wwws.meti.go.jp/honsho/comment_form/comments_send.htm
https://wwws.meti.go.jp/honsho/comment_form/comments_send.htm
http://www.numo.or.jp/
https://reg31.smp.ne.jp/regist/is?SMPFORM=lhsa-pdobn-7e1875957ceeff8e46a034ecfdc4e821
https://reg31.smp.ne.jp/regist/is?SMPFORM=lhsa-pdobn-7e1875957ceeff8e46a034ecfdc4e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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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子力環境整備促進．資金管理中心（RWMC） 

聯絡地址：日本東京都中央区月島一丁目 15 番 7 号 

     パシフィックマークス月島 8 階 

聯絡電話：+81-3-3534-4511 

傳真電話：+81-3-3534-4567 

網址：http://www.rwmc.or.jp/ 

E-mail：kikaku＠rwmc.or.jp 

5. 原子力監管委員會（NRA） 

聯絡地址：日本東京都港区六本木 1 丁目 9 番 9 号 

聯絡電話：+81-3-5114-2190 

網址：https://www.nsr.go.jp/index.html  

Online Contact：https://www.nsr.go.jp/ssl/contact/  

6. 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JAEA） 

聯絡地址：日本茨城県那珂郡東海村大字舟石川 765 番地 1 

聯絡電話：+81-29-282-1122 

網址：https://www.jaea.go.jp/index.html 

Online Contact：https://www.jaea.go.jp/query/form.html 

7. 日本原燃機構（JNFL） 

聯絡地址：日本青森県上北郡六ヶ所村 

     大字尾駮字沖付 4 番地 108 

聯絡電話：+81-175-71-2000 

網址：https://www.jnfl.jp/ja/  

Online Contact：https://www.jnfl.jp/ja/inquire/ 

8. 可再生燃料貯存公司（RFS） 

聯絡地址：日本青森県むつ市大字関根字水川目 596 番地 1 

聯絡電話：+81-175-25-2990 

傳真電話：+81-175-25-2991 

網址：http://www.rfsco.co.jp/  

Online Contact：https://www.rfsco.co.jp/ssl/inquery/index.html 

http://www.rwmc.or.jp/
file:///C:/Users/2000/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kikaku＠rwmc.or.jp
https://www.nsr.go.jp/index.html
https://www.nsr.go.jp/ssl/contact/
https://www.jaea.go.jp/index.html
https://www.jaea.go.jp/query/form.html
https://www.jnfl.jp/ja/
https://www.jnfl.jp/ja/inquire/
http://www.rfsco.co.jp/
https://www.rfsco.co.jp/ssl/inquer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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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原燃輸送公司（NFT） 

聯絡地址：日本東京都港区芝大門 1-1-3  

聯絡電話：+81-3-3438-3241 

傳真電話：+81-3-3438-3240 

網址：http://www.nft.co.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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