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危機與危機管理概念之檢視與回顧 

從近年來國內外連續發生許多天然的或人為的危機事件看來，危

機隨時都可能會發生，「危機」是不容忽視的。危機管理儼然已成為

政府各相關部門高度的重視課題。本章節藉由對危機概念的回顧，探

討核能電廠危機事故的原因，作為我國建構核電廠危機處理機制之參

考。 

一、危機概念回顧 

（一）危機的意義 

「危機」（Crisis）是一段不穩定的時間和不穩定的狀

況，迫切要人做出決定性的變革。危機通常係指國家或組織

於發展過程中所遭遇到的轉捩點或生死存亡的關頭（牛津辭

典，1984：280）。韋氏字典（Websters）對危機所下的定義，

「危機」是一件事的轉機與惡化的分水嶺，危機是決定性的

一刻和關鍵性的一刻，也是生死存亡的關頭。它是一段不穩

定的時間和不穩定的狀況，迫切要人做出決定性的變革（韓

應寧譯，1987）。以下為各學者們對危機所下的定義： 

1.Dutton（1986：502）：危機通常和威脅或逆境等意涵相互

使用，危機意味著個人或一群個體，其若不採取某些型態

的補救行動時，則其將會產生一種有潛在負面影響的認知。 

2.Hermann（1972：187）：危機情境可以由三項標準判定，即

（1）威脅到組織或決策單位之高度優先價值或目標。（2）

在情況急遽轉變之前可供反應的時間有限。（3）對組織或

決策單位而言，危機乃是未曾意料而倉促爆發所造成的一



種意外驚訝。 

3.吳定教授（1996：247）：危機係指政府或組織在未預警的

情況下，突然爆發的情境或事件，它可能威脅到國家的生

存發展或帶給人民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或其他不良後

果，迫使決策者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作成決策，並採取行

動，使災害或損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4.孫本初教授（1998：115）：危機是組織因內外在環境因素

所引起的一種組織生存具有立即且嚴重威脅的情境或事

件。 

5.詹中原教授（1990：96）： 

（1）危機是一種威脅國家利益及基本政策目標的情境。 

（2）危機具有時間壓力。 

（3）危機要求必須立刻做決定。 

（4）危機含有高度戰爭爆發之可能。 

6.朱愛群教授（2002：31）：危機具有驚異性、危機威脅到組

織重大價值的損失、危機具有時間的壓力、迫使決策者必

須作出決策。 

綜合上述，筆者對於「危機」定義的看法，係指組織在

無預警、不確定的情境或狀態下，隨時可對組織產生重大的

威脅的危險因子，在時間壓力不得已的情況下，迫使決策者

必須當機立斷，明確地作出決策步驟來解決危機。 

（二）危機的特性 

各學者們對危機特性之見解不盡相同，實與危機高度的

顛覆性與無法歸納性有關，如能從各種見解中透析危機，不

但對危機特性更加瞭解，有助於對危機情境之掌控。歸納學

者們對危機特性的看法： 



1.威脅性 

危機的發生在於此種緊急狀況威脅到組織的基本價

值或目標，而影響到決策者的決定行為，但何種程度才

會呈現威脅性、或威脅性的強弱，則因人而異（黃新福，

1992：30-33）。 

2.時間緊迫性 

危機事件突然發生時，決策者必須立即對情境作出

適當的反應，往往由於時間的壓力及資訊不足的情況下

會影響決策的品質（孫本初，1998：115）。 

3.不確定性 

由於受到內外在環境的變動，危機本身的複雜及人

類的理性有限、資訊無法完全掌控等因素，故對於每項

事物與情況將無法做精確的評量，故不確定性即由此產

生。依決策者察覺上的不同，將不確定性區分為狀態的

不確定、影響的不確定、反應的不確定三種（Milliken，

1986）。 

4.階段性 

危機的發展主要分為潛伏期、爆發期、後遺症期/持

續期、解決期等四個階段。危機爆發並非即時的，是由

諸多的因素相互交雜所成的，就像疾病般，有其發展的

階段性存在（黃新福，1992：28）。 

5.複雜性 

危機除不確定性外兼具複雜性，其發展因素是多元

的，很難預測其走向，決策者所採取的策略與行動也是

複雜而權變的（朱愛群，2002：34-35）。 

6.雙面效果性 

危機是危險，也是轉機或契機，危險會威脅組織的



生存目標、價值或利益，進而影響整個組織的運作。而

危機到底是轉機或契機，端賴決策者的危機管理方式而

定。因此，決策者的抉擇與組織的計畫會決定危機所帶

來的結果，正面效果是促進制度的革新、環境的變遷；

負面效果則是生命、財產的損失（吳定，1996：251）。 

（三）危機的處理 

危機處理，主要在於危機事件發生後的處理與控制，包

括應變（response）和復建（recovery）二部分。由危機的

特性得知，危機處理面臨危機的組織性質與環境不同，必須

考量社會、政治、法律、經濟及科技、能源等面向，做權變

的處理。 

1.危機的處理步驟 

危機發展階段以潛伏期、爆發期、延續期（後遺症

期）、解決期四個階段處理，以圖 2-1魚骨解析圖說明之

（朱愛群，2002：85）。 

圖 2-1之潛伏期階段預測危機，對危機的發生與迴

避事先做好準備，計有七項步驟。爆發期階段在於回應

危機的發生，工作重點在於防災中心的運作，包括救援、

救災、救難撤離計畫、災民收容及善後救濟等步驟。延

續期階段即在於回應危機處理步驟後，減低危機可能帶

來的後遺症，避免危機重複或衍生另一波的危機。解決

期階段即指危機處理後的善後處理，工作重點在於包括

恢復一切正常運作作息，損失救濟補助、環境清理、疾

病衛生管制及完成復原計畫等步驟。 

2.危機處理的控制 

即危機小組及時的運作，依緊急應變動員、傳訊聯



絡、籌謀對策、尋求奧援、爭取在第一時間內解決等。其

詳細步驟則為緊急計畫、緊急演練、查明真相、迅速處理、

補救措施、正確研判、改進措施及懲處等。 

 

 

 

 

 

 

 

 

 

 

 

 

 

 

 

 

圖 2-1  危機各時期的各項管理措施 

資料來源：朱愛群，2000：85。 

3.危機處理的運作 

（1）成立智庫（think tank）供決策者諮商 

智庫可以協助決策者蒐集資訊，發揮諮詢的功

1.資訊通報、收集、匯總與分析（氣

象、颱風、地震、地質、土石流、

水文、儲水） 

2.預警（分為紅、黃、藍燈） 

3.預練（設減災司） 

4.防災宣導 

5.普及民眾防災教育、訓練、講習

6.推展防災業務 

7.救急物資儲備、運籌管理 

潛伏期 

危機各時期 危機處理各項步驟 

1.回應 

2.防災中心運作 

3.醫療救援系統 

4.救災、救難與撤離計畫 

5.災民收容、善後救濟 

爆發期

預防第二波的發生 延續期 

（後遺症期） 1.恢復水電及交通運輸系統 

2.日用品的恢復與供給 

3.放射物及核生化物質的清理 

4.疾病的控制與公共衛生的維護 

5.落實災害復員 

解決期



能，提供適當的建言，幫助決策者做好危機處理的工

作。 

（2）制訂危機應變計畫、舉辦模擬演練 

危機應變計畫的訂定，包括危機原因的診斷與評

估、救援指揮系統、臨時工作人員編組及配置、危機

之對策、方法和工具的使用、復原過程及可用資源的

取得，及替代性資源的利用等，均應及早因應規劃，

並定期實施模擬演練，以期危機發生時發揮最大之效

果。 

（3）加強幕僚人員的訓練 

決策者除訂定應變計畫外，應實際不斷的演練與

模擬，並加以檢討、修正與學習，加強幕僚人員對危

機的應變能力，以提昇危機處理的效果。 

（4）預防群體盲思（groupthink），加強危機辨識能力 

由於危機的威脅性可能導致團體盲思的出現，使

得決策品質不佳，甚至做出不利的行動。因此必須重

新調整決策者的認知結構，加強心理建設，改變原有

的限制與態度，以提高危機的辨識能力，去除盲點，

有效因應危機（吳定等，1996：262-264）。 

二、危機管理 

（一）危機管理的義涵 

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往前延伸可到危機

事件發生前的管理、規劃作為，往後拓展則包含危機議題的

管理（issue  management），以及危機發生時期的控制與事

後的檢討、評估與學習。簡言之，危機管理即是「對危機情

境維持一種持續性、動態性的規劃管理過程，其目的是避免

組織的危險與不確定之傷害，使組織更加能夠掌控自己的命



運」（韓應寧譯，1986：15）。 

孫本初與黃新福（1998：115；1992：186）兩位教授對

危機管理的定義：「危機管理即是組織為避免或減輕危機情

境所帶來的嚴重威脅，而從事長期的規劃及不斷學習、適應

的動態過程，亦可說是一種針對危機情境所作的管理措施及

因應策略」。 

綜合上述，危機非僅於發生時做必要的處理，平時應有

周全的預防措施。筆者對於各學者們對危機管理的看法，作

以下的定義：「危機管理係政府或組織為因應國家的安全與

利益遭受重大的威脅，避免人民的生命及財產可能遭受的損

失所進行的一連串策略，包括危機的政策規劃、決策執行、

考核評估及事後檢討等過程，亦即危機的預防作為、危機應

變處理及危機檢討與評估作業等管理過程」。 

（二）危機管理的規劃 

危機管理的規劃具備以下五項功能（朱愛群，2002：

54-55）： 

1.透過規劃可以區別危機事件中各個因素的輕重緩急、與

處理的先後順序。 

2.可以減少不確定的狀況與不確定的因素。 

3.規劃必須奠基於研究與知識的基礎上。 

4.規劃可以喚起及時的行動。 

5.規劃必須建立在事實及有效的假定上。 

美國聯邦危機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t，FEMA）將危機管理的發展帶入多元目標導向

（multi-bazard objectives orientation）的領域，其建

立的整合危機管理系統（Integrated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IEMS），將其整合之危機管理過程規劃包含以下四



個階段，每一階段各有不同的功能，其作用不僅在加強危機

發生時組織的應變能力，更希望能徹底改善組織決策品質，

真正降低不確定危機對人民造成的威脅（余康寧，1996：

652-660） 

1.紓緩階段 

此階段包括規劃足以減輕災難損害之各種因應措

施。其目的有三： 

（1）對災難加以控制或修正，改變威脅的本質。 

（2）保護受災地區之人民和各項設備，減少受害程度。 

（3）限制災難地區的使用以減少人民曝露於威脅之下。 

一般國家紓緩政策可分為結構性政策（structural 

policy）（如各項防制設備之建造等）及非結構性政策

（nonstructural policy）（各種計畫、法規制度的訂定

等）二類型。二者彼此相輔相成，截長補短，才是未來

正確的發展方向。 

2.準備階段 

此階段目的在發展政府危機時的應變能力，促使各

項回應工作能充分運作。包含三項工作： 

（1）訓練 

如危機管理教育、技術及壓力訓練等，而自願人

員的訓練，更是危機處理過程中重要的資產。 

（2）計畫 

「危機應變計畫」是對潛在的危機問題或曾發生

過的危機，設計出一系列的處理、組織與報告的作業

體系（吳嘯，1989：16）。危機之應變計畫是一種預

防取向的行政管理作為，其內容要求應具廣度、詳

盡、明確，富結構性，避免過於複雜而窒礙難行。一



個完整的危機管理計畫應包括（余康寧，1996：

655-656）： 

　組織與各級政府的協調。 

　機關權責範圍和命令系統的建構。 

　重要資產獲得管道的確定。 

　資訊的分配。 

　組織回應的方式。 

　與大眾傳播媒體的溝通和利用。 

　外在人員的角色。 

　人員的訓練計畫。 

（3）警告 

對於危機未爆發前評估發出警告，以便有充裕時

間做適當處置。針對發布警告人民之可能反應，警告

內容應包括關於風險非技術性的評估，以及維護安全

減少損失的方法等二部分。 

3.回應階段 

主要的任務是重建災區秩序，付予人民危機時的行為

準則，將受害程度（包括有形、無形，心理和物質上的損

失）減至最低。政府在本階段的工作重點： 

（1）災難處理中心的運作。 

（2）撤離和收容。 

（3）二次災難之預防。 

4.復原階段 

復原工作依所需時間分為兩類，一為修復性復原，係

短期結構性整修，在於早期階段迅速重建基本民生支援系

統；二為轉型性復原，指長期基本結構的改造。此階段常

遭遇的問題： 



（1）經費來源：災難救助經費的來源大約為中央補助、地

方預算、保險及外界的捐助等。 

（2）資源分配：政府不能以齊頭式的平等為標準，應依各

地區經濟、社會狀況作適當的調配。 

（3）目標與手段的聯結：應確立特定政策目標，依據目標

與手段間之關係審慎評估各選項後果及決定，以減少

政策缺失。 

（三）危機管理的策略 

Louise K.Comfort於1988提出危機管理活動設計型模

如圖2-2所示。將危機管理的策略分為變遷、持續、整合等

三策略作為基本指導原則（余康寧，1996：661-662），對危

機管理的四階段的各項措施加以全盤的設法和安排。 

1.變遷策略 

經由組織學習能力的提升，使各機關在危機管理的總

目標下，依照客觀環境的變遷，彼此做適當的調整。發展

危機管理系統中的組織學習能力，可遵循三個途徑： 

（1）危險評估 

Witner等認為此結構應具以下四部分： 

　較寬廣地定義與風險相關的系統和程序，並於定義
過程中設立若干可供依循的準則。 

　以科學方法預估危機種類、發生的可能性及嚴重程
度。 

　描述危機爆發時的可能狀況，藉以探尋危機事件與
特定財產損失和生命威脅的關聯性。 

　以精確性、適當性和社會價值等重新審視前三項的
評估結果。 

 



 

 

 

 

 

 

 

 

 

 

圖2-2  危機管理系統圖 

資料來源：Louise K.C.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1988：7. 

（2）控制分析： 

係透過各種工具手段對災難的發生加以管理，以「危

機事件與危機之關係」與「行政層級與危機管理控制之

關係」兩個矩陣表，如表2-1、2-2表所示，提供粗淺的

思考方針，以利危機管理控制的分析與執行。 

表2-1  危機事件與危機之關係表 

 災區認定 災後重建 撤離計畫 危機付費

水災     

地震     

核能事故     

毒物外洩     

資料來源：余康寧，1996：663 

危機管理系統 

1.發展內部對變遷的適應
能力。 
2.建立基本應變架構及決
策程序，以確保組織的持
續運作。 
3.有效的整合組織、各種資
源與各類需求。 

* 政策目標 

[運作假設] 
1. 不確定性使組織行為從因果關係轉為機率關係。 
2. 組織是執行政策目標的基本單位。 
3. 時間在危機事件的發展過程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4. 創造力可以克服危機環境中的複雜性。 

* 保障人民

生命核財

產安全 

* 危機環境 

* 對理性行為

的限制 

* 不確定性 

* 互動性 

* 複雜性 

* 時效性 



表2-2  行政層級與危機管理控制之關係表 

 災區認定 災後重建 撤離計畫 危機付費

中央     

省     

縣     

資料來源：余康寧，1996：663 

（3）資訊回饋與行動調查： 

政策的執行會造成環境的改變，這些影響會回饋到

決策機關，諸如政策的效能和效果、附加效果、順從度、

道德規範的要求等。 

2.整合策略 

透過有效的溝通模式，連結整個危機系統內的個人、組

織和各項資源，分為政府與人民的溝通、大眾傳播的利用及

政府部門間的溝通三種。 

3.持續策略 

持續策略項目包括下列三類型： 

（1）民間團體的「持續監督」策略 

民間團體在危機舒緩階段，持續監督政府的施政；

在危機發生階段，組織自願工作者，施予訓練參與救災；

回應階段，協助救災與傳遞訊息；復員階段時，則整合

需求，推動立法進行善後救濟。 

（2）正式組織結構的「持續管理」策略 

合法正式的組織，對於危機管理必須持續不斷的評

估、診斷、預防、處遇、復健危機發展的各階段。並依

各階段的不同，成立各種常設委員會，以及緊急處理小

組，以利持續策略之執行與檢討。 



（3）資訊管理的「持續管理」策略 

不對等或不實的資訊，將嚴重干擾危機策略判斷之

正確性，無法在精準的時段，做出準確的決策。故資訊

管理持續性策略之應用，為危機各階段統一且持續的掌

握資訊、發布資訊及管理資訊（朱愛群，2002：99-106）。

以表2-3比較說明危機管理的三類策略。 

表2-3  變遷、整合、持續三種管理策略之比較 

各種策略 項目 舒緩階段 準備階段 回應階段 復員階段

危險評估 危險認定 風險預估 
二次災難

評估 
危險認定 

控制分析 

依照人民容

忍度決定舒

緩策略 

擬定計畫

模擬訓練 

履 行 計

畫、善用裁

量權 

適當分配成

本和資源 變遷策略 

資訊回饋

行動調整 

探詢人民反

應和執行效

果 

掌握訓練

成果 

把握臨場

狀況 

依災後社會

情境變遷決

定策略 

政府與人

民溝通 
教育 

計畫內容

傳播 

熱 線 電

話、發言人

的設立 

教育 

大眾傳播 宣導 警告發布 
正確資訊

傳達 

吸引重視捐

助 

整合策略 

政府部門

間溝通 

定期報告、

視察監督 

共同檢討

演習得失 

設資訊中

心 

確定重建順

序 

民間團體 
監督政府施

政 

組織自願

者施予訓

練 

協 助 救

災、傳遞訊

息 

整合需求、

推動立法救

濟 

正式組織

結構 
常設委員會

常設委員

會 

成立緊急

處理小組 
常設委員會

持續策略 

資訊管理 
利用決策支

援系統 

利用決策

支援系統 

利用決策

支援系統 

利用決策支

援系統 

資料來源：余康寧，1996：674 



（四）危機的後遺症與心理調適問題 

面對危機後遺症，不宜低估或心存僥倖的心態，而使危

機因子再掀波瀾。在危機生命週期理論中，危機後遺症直接

指向危機爆發期，這表示危機如果沒有徹底解決，很可能再

度結合環境中其他新的因素，而爆發成另一類型的新危機，

所以危機後遺症不可不慎（朱延智，2000：133）。 

危機剛結束之後，很少不會留下半點痕跡的。舉例來說，

很多人在經歷大地震、經濟大恐慌、戰爭或核子事故發生之

後，會出現「心理創傷後壓力症候」的症狀。因此，普遍存

有憂鬱、焦慮、挫折與無助感等傾向，這些心理上所造成的

影響，往往是來自於一般民眾過度期待與判斷事實的危險所

致；必須透過心理諮商和藥物治療，以及社會慈善機構的援

手，幫助他們逐漸走出傷痛的陰影。但某些個案中也發現，

某類的危機後遺症如果未完全解決，也會干擾到其他不同的

領域，在人們心理上或多或少產生某些程度的影響。 

危機災害後心理創傷的復建工作是不容忽視的，依每一

個人所受創傷的程度不同予以個別的心理諮商治療，整合社

會相關醫療機構、輔導人員及學校教育單位持續追蹤、輔導

及治療。必要時可給予藥物治療，以減少睡眠問題及焦慮症

狀；對於較嚴重的個案，可至醫院做短期的住院觀察及治療。

另外，可與電視、報章雜誌等媒體保持密切合作，透過較正

確的宣導教育與澄清，以減少大眾不必要的心理恐慌與混亂。 

 

 

 

 

 

第二節    核能電廠之安全設計與規劃 



自從美國三哩島與前蘇聯車諾比核子事故發生之後，核能的安全

一直是世人爭論的焦點，反核者指出核電不如預期的安全，擁核者認

為三哩島事件提供一個活生生的實驗，證明核能設施的安全設計的確

有能力防止核能災變；然而核電到底安不安全？我國的核能電廠是否

會發生類似美國三哩島反應爐爐心熔毀事件？或甚至如蘇聯車諾比

核電廠爆炸事件？一連串的問題備受國人矚目與關切，本章節將逐步

作探討分析。 

一、核能電廠的安全顧慮 

核能電廠運轉時，反應器內不斷進行著核分裂反應，產生

具有放射性的分裂產物。經過長時間累積，反應器內往往有放

射性強度高達幾百億居里
註1
的分裂產物。如果這些放射性物質

釋放到外界環境，即會污染環境，傷害民眾。放射性物質是在

爐心的核燃料丸內產生，滯留在核分裂發生的地方，除非發生

反應器爐心熔燬事件，否則不可能釋放到外界環境中。 

        有人擔心反應器爐心會像原子彈一樣的爆炸，造成放射性物

質在環境中迅速的擴散。事實上，這種事故絕對不可能發生於輕

水式反應器的（目前我國核能電廠所採用的），因為原子彈中可

分裂物質之鈾235或鈽239的含量高達90﹪以上；而輕水式反

應器所使用的核燃料，其中的可分裂物質含量卻僅有2-5﹪而

已，故不會像原子彈一樣的爆炸。 

也有人擔心核反應器爐心會因巨大熱能的產生而解體，造

成放射性物質的外釋，亦即發生類似車諾比爾電廠核能災變的

事故。這種擔心也是多慮的，由於輕水式反應器所使用的緩和

劑是普通水，不同於車諾比爾核能電廠中反應器所使用的石

                                                 
註 1一放射性核種於每單位時間內產生自發性蛻變的次數，稱為活度。活度的單位為「貝克」，

簡寫成Bq，它的定義為 1貝克 (Bq) ＝1蛻變/秒。貝克是用來表示一個輻射源，如60Co的

強度（蛻變率）。另外一個常用的單位為「居里」：1居里 (Ci) ＝3.7x1010貝克 (Bq)。 



墨；石墨與水有著截然不同的特性，因此輕水式反應器亦不可

能發生類似車諾比爾核能災變的意外事故。 

目前輕水式反應器的安全顧慮為衰變熱
註2
的移除，因其需

依靠動力帶動的機械系統來完成，一旦安全動力系統發生故

障，衰變熱無法在一定時間內排除，造成爐心燃料溫度的升高，

即可能造成反應器爐心的熔損。但基本上衰變熱事故發生到惡

化，須要一段時間。1979年發生於美國賓州的三哩島事故即為

衰變熱事故，與車諾比爾事故的不同，是三哩島事故長達數天，

持續和緩惡化的事故，在電力公司、法規管制單位及工業界通

力合作控制下，達到一個穩定可以被冷卻的狀況。而車諾比爾

核能災變中的反應器則在瞬間即解體，造成的核能災害遠大於

三哩島事故。所以，核能電廠的安全系統和措施的目的，即在

確保電廠在任何狀況下均能將衰變熱持續帶離系統，以防止放

射性物質釋放到外界環境（李敏、黃四昌，1997：48-49）。 

二、核能電廠基本的安全與設計理念 

核能電廠的潛在危險來自於反應器內大量的放射性物質，

為防範放射性物質從電廠釋放到環境裏，傷害到民眾。整個核

能電廠從設計、施工到運轉，甚至意外事故的處置，都必須嚴

格遵循相關的法規要求。故其安全措施設計理念植基於深度防

禦（defence in depth）的哲學。所謂「深度防禦」，是將放射

性物質置於層層安全保護防禦屏障之中，以阻止放射性物質與

外界環境接觸。 

深度防禦的邏輯如下：縱使第一層防禦因故而失效，還有

第二層防禦可提供安全保護；要是不幸第二層防禦也敗下陣

來，仍然有第三層防禦，甚至第四層防禦⋯⋯可持續提供安全

                                                 
註 2 核分裂所產生的分裂產物不穩定，它會透過衰變的過程，成為它穩定核種，在衰變過程中會

釋出，稱為衰變熱的能量。 



防禦。多層防禦的目的是要把核能電廠發生核子事故的機率及

其產生的影響均降到非常低的程度（李敏，1997：49）。核能電

廠放射性物質外釋之多重屏蔽如圖2-3所示。 

核電廠所採取的深度防禦多重障蔽，以阻隔放射性物質進

入生物圈。燃料丸是層層防禦的最前線。第二層防禦是燃料棒，

使用安全性極高的陶瓷性物質，將放射性分裂產物包封在內

部，另有抗腐蝕性極高的鋯合金製成的燃料護套將燃料棒包封

在內，多一層防護包封效果。第三層防禦是厚實的反應器壓力

槽和相連密閉的冷卻水系統。最後一道防線是圍阻體結構，由

內 櫬鋼板及厚達1.2公尺的預力鋼筋混凝土圍阻體做屏障，一

連串的多層防禦設施，確保在各項機械設備萬一失效時，仍能

將輻射物質封閉於圍阻體內而不致逸出廠外（全國核子事故處

理委員會，1993：6）。 

 

 

 

 

 

 

 

 

 

圖2-3  核能電廠多層防禦示意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999 

當核能電廠萬一特殊安全系統亦不幸發生了故障，電廠於

是進入所謂的異常事件情況，此時運轉員可以依據事先準備好

圍阻體

反應器壓力槽 

燃料丸 

燃料護套 



的「緊急操作程序書」，和廠方提供的技術支援搶救機組，以阻

止事件的進一步惡化。如果異常事件處置失當，持續惡化，演

變成嚴重事故，並導致圍阻體喪失功能，造成放射性物質外釋

到環境中時，還可以依據事前擬定的嚴重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

劃，指導電廠附近民眾掩蔽或疏散，減少劑量，把事故的傷害

減到最小。整個核能電廠安全措施從設計、建造、到平日正常

運轉，甚至於異常事件的搶救措施、嚴重事故的處置應變等，

都顯現層層防禦的安全設計理念，核能電廠的安全性可說是達

到工程技術的極限。 

如何建造一座安全且可靠的核能電廠，周詳的規劃和設計

是建造核能電廠必須滿足的先決條件，「如何提供設計品質保

證」，通常在觀念上須具備下列的理念（錢大中，1998：75-76）： 

（一）品質保證必須涵蓋管理階層主管的積極參與和支持。 

（二）品質之達成必須是： 

1.受過適當訓練且能幹之人員，使用核定之書面程序書做

他該做的工作。 

2.使用正確的材料與設備做該做的工作。 

3.使用明確而確實的辦法以發掘並改正不符合結果。 

4.確認不符合的缺陷原因並予改正。 

（三）一件有效的方案須涵蓋執行功能與達成品質功能之人員，雙

方功能並重，其主要目的在於一開始就正確地把工作做好。 

核能電廠設計品質保證需要充分考慮設計適當性

（Design Adequacy）、設計查證（Design Verification）、

系統完整性（System Integration）等三大因素，並應注意

加強下列事項： 

1.確立健全之設計基準。 

2.建立一套明確之設計準則。 



3.加強訓練以培養具有設計素質和經驗之設計人員。 

4.加強與原設計相匹配之設計審查。 

5.確立設計變更之管制。 

換言之，一個成功的設計取決於「如何建立一套健全而

明確之設計基準與準則」，亦即如何做好設計的管制工作。 

三、核能電廠的安全設計 

核能電廠安全以「深度防禦」為基本設計原則，即將「防

患未然」與「做最壞打算」併入設計需求中。為落實此一概念，

各運轉中核能電廠除採用多層屏障，層層包圍之設計外，並遵

照法規規定劃定禁建區及低密度人口區，以避免萬一發生事故

時，可能導致民眾健康之損害。 

目前我國運轉中的何核電廠說明各廠禁建區及低密度人口

區範圍，如下表2-4。 

表2-4  各核能電廠禁建區及低密度人口區範圍 

核能電廠 核一廠 核二廠 核三廠 

禁建區（公尺） 800 600 1000 

低密度人口區（公尺） 2500 2500 2500 

資料來源：2002兩岸核能民生應用及安全管制研討會，2002 

「防患未然」是指採取必要的措施，諸如提高設計安全餘

裕（如耐強地震、飛彈衝擊等），採取雙套設備、實施安全管制

及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制度，加強偵測自動連鎖

等，使事故發生的可行性降至最低。「做最壞打算」則假設各種

事故均可能發生，包括機械故障及人為疏失，要求提供安全設

備，訂定緊急應變計畫，以減輕事故發生的後果（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1993：85-88）。 

核能電廠的整體設計需通過安全評估審核後，才能取得建

廠許可，開始興建電廠。電廠在施工階段，皆採用最適當的工

程結構，選用最合適的材料物件及儀器設備，並主管機關的監

督下，確實做好建廠時期的品管和品保工作，將施工的誤失減

至最低。建廠完成後，必須通過各種試驗，才能得到主管機關

核發的運轉許可證。自此，電廠方可進入商業運轉發電的階段。

運轉核能電廠時，電廠訓練有素的操作人員，在管制單位原子

能委員會的監控下，嚴格遵循運轉規範來操作核能電廠，以降

低發生事故的機率（李敏，1997：50-51）。茲以下核能電廠的

安全系統設計準則、防震設計、防風設計、防火結構等說明核

電廠的安全設計原則。 

（一）安全系統的設計準則 

1.多重性 

指核能電廠具有多套功能相同的備用安全系統來移

除衰變熱，當備用安全系統使用時發生故障，仍有第二

套、第三套系統可供使用。國內核能電廠均為雙機組電

廠，依照標準設計只需有四組柴油發電機，為保險起見，

增加一組柴油發電機，當事故發生時，只要有一組能夠

用，即能維持電廠安全系統的供電（全國核子事故處理

委員會作業執行室，1998：1-5）。 

2.多樣性 

多樣性的設計原則是以不同的系統、組件或手段措

施來達成相同的功能，可避免多套相同功能的安全系統

或組件因同一因素而失效的盲點（李敏，1997：53）。以

國內核電廠為例，除了柴油發電機外，尚備有氣渦輪發

電機組及蓄電池，在緊急需要時仍可以啟動運轉，利用



反應器持續產生之水蒸汽，帶動熱移除系統，將熱自反

應器移出（全國核子事故處理委員會作業執行室，1998：

1-6）。 

3.分散佈置 

指將重要設備分別安置在不同場所。此措施可以避

免火災或其他意外事故，同時毀壞其他重要設備，危害

反應器的安全。以緊急柴油發電機為例，所謂分散佈置，

是指避免將兩台柴油發電機安裝在同一座建築區域。其

他與發電機有關的附屬設備，亦採分散佈置的方式（李

敏，1997：54）。 

4.可測試性 

多重多樣的安全系統在正常運轉時並不使用，為了

確定安全系統，在需要時可以正常運轉。設計上即要求

所有的安全系統在不影響機組正常運轉的條件下，可以

進行功能測試。電力公司在運轉核能電廠時，亦須依照

運轉規範定共期測試各個安全系統。以緊急柴油發電機

為例，電廠人員每月須輪流啟動柴油發電機一次，如果

其中一台發生故障，在未修復前，剩下一台須做更頻繁

的啟動測試。如果兩台同時故障，無法在規定時限內修

復，電廠即不準備運轉。 

5.失靈安全 

失靈安全的設計準則，適用於電廠所有的系統，包

括正常運轉所需的系統以及與安全相關的系統。所謂失

靈安全是指系統的組件發生故障時，只會影響到電廠的

持續運轉，但不會威脅到電廠的安全。由於電廠各系統

均儘可能採用失靈安全的設計，但許多組件的故障都會

影響機組的運轉，造成跳機事件（李敏，1997：54）。 



（二）防震結構的設計 

台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耐震能力是設計核能電廠時

最重要考量因素之一，為確保核能電廠之耐震安全，依核能

法規要求必須調查廠址為中心三百二十公里半徑內的地震

歷史及地質資料，確證廠址範圍八公里內無長度大於三○○

公尺之活動斷層，以避免地震對核能電廠潛在的威脅；此外

核能電廠廠房基礎均須建造在岩盤上，因其對於地震波有抑

減作用（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993：124）。 

核能電廠耐震結構（Seismuc  Category）（指土木結

構、機械組件及儀電設備）必須設計在四十年運轉期間能抵

抗五次運轉基準地震（Operating  Basis  Earth-quake，

OBE）及一次安全停機地震（Safe  Shutdown Earth-quake，

SSE
註3
）。應考慮過去所發生的最大地震並包含未來可能發生

的大地震外，更加大其設計安全倍數。不僅要求建築物能抵

抗大地震的破壞力，重要的機電設備、配管都要求能夠在強

震下，仍然保持其功能正常運作。我國核一廠的安全設計基

準地震（SSE）值為0.3g；核二廠、核三廠之安全設計基準

地震（SSE）值均為0.4g，各核電廠運轉基準地震（OBE）值

均為SSE的一半（核能科技協進會，2002：35）。 

以九二一台灣中部集集大地震為例，我國目前運轉中三

座核電廠反應爐的地震監測系統，所測得數值分別為：核一

廠0.035G
註4
、核二廠0.043G、核三廠未達測量儀器設定的

最低位0.03G。以上皆不到所設計安全停機地震係數的十分

之一（財團法人核能資訊中心，2001：12），可見核能電廠

在耐震設計上，具有相當大的抗震能力。 

                                                 
註 3 OBE 及SSE即核能電廠之設計地震。通常表示地震大小之工程參數以加速度反應譜（Response  
Specturm）代表（定義：單一自由度族群對於某一地震輸入之最大加速度值曲線，是地震頻
率涵量及自由度結構之組合）。由於地震係由地表向上傳遞，故設計地震即指OBE地表加速
度反應譜及SSE地表加速度反應譜兩種之選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993：124-127）。 

註 4 註：G為重力加速度=0.98m/sec2 



（三）防風的設計 

颱風、強風及其夾帶之豪雨對於核能電廠可能帶來之災

害，包括其風壓力超過結構物可承受之能力，使結構牆面因

而倒塌，或因強風捲起之拋射物射穿牆面而影響結構物之功

能。至於大量雨水造成淹水，則於核能電廠之地形選擇及排

水設施已考量，排除危害之可能。故防風設計上根據防風原

理及相關係數設計風壓，進行應力分析來核算結構之承受壓

力，務使所設計之結構物之內應力在容許範圍內（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會，1993：135-137）。 

（四）防火的設計 

核能電廠發生事故時，優先的考慮是為防止放射性物質

外洩，達到安全停機的目的；故在防火系統設計上，指在火

災事故發生時能夠保護安全系統的功能，維持機組安全停機

的能力，基本原理仍採取縱深防禦原則（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1993：139-145）；亦即： 

1.火災預防（防止火災發生）。 

2.火災防護（能迅速偵測及撲滅火災）。 

3.安全有關系統採重複（redunancy）之設計（即以廠房結

構防止火災蔓延並避免損及重複安全有關設備）。 

四、核能電廠的安全規劃 

（一）安全目標 

核能究竟要達到何種安全的程度才算是安全，乃見人見

智。平心而論，應由「風險」與「利益」二者間加以權衡方

為合理。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簡稱NRC）針對核電廠之嚴重核子事故政策發

表後，於1986年提出核電廠安全目標政策聲明，其重點在



評估因核電廠運轉而對民眾造成輻射傷害之風險，並藉以建

立可接受的標準。 

美國核管會將民眾因核電廠運轉而可能有受到之輻射

傷害之風險，分別訂明定性（qualitative）及定量

（quantitative）之安全目標（趙衛武，2000：94）： 

1.定性安全目標： 

（1）核電廠應提供適當的保障，使其運轉不會顯著增加民

眾受到輻射傷害的風險。 

（2）核電廠影響社會大眾生命及健康之風險，應與其他各

種發電技術及方式的影響相當，或是更低，同時也不

會增加其他的社會風險（societal risk）。 

2.定量安全目標： 

（1）住在核電廠四周居民，在核能電廠發生事故之後，因

輻射傷害而導致個人立即死亡（prompt fatalities）

的風險，不能超過其他各種意外事故對個人平均立即

死亡風險的千分之一。 

（2）住在核電廠附近居民，在核能電廠發生事故之後，因

輻射傷害而導致癌症死亡（cancer fatalities）的風

險，不能超過其他各種原因導致癌症死亡風險的千分

之一。 

（二）安全度評估 

核能電廠安全度評估，係以嚴謹的邏輯推理、歸納分

析、概率統計的方法，估算核能電廠發生各種嚴重意外事故

之或然率及各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依其深度分為三個

階段，即為爐心熔損分析、圍阻體失效及輻射源項外釋分

析、危害度分析等階段之探討（林子仁、吳景輝、高梓木，

2001：41）。 



核電廠的的安全仰賴特殊安全設施的正常運作；如果特

殊安全設施同時發生多項故障時，爐心仍有可能受損，造成

放射性物質的外釋。從學理上來說，核電廠並非百分之一百

的安全。核電廠的存在，對電廠附近居民的威脅有多大？和

天然災害或工業設施所帶來的威脅比較又如何？首先必須

先量化災害發生的機會及災害發生後所造成的影響評估。

1973年美國原子能委員會
註5
發展出「安全度評估方法」

（probabilistic risk assessment），估算核能電廠的風

險，以下為風險的相關概念（李敏，1997：59-62）。 

1.風險（Risk）定義： 

風險依照英文定義，是指某種類型損失或傷害及其生

的可能性。風險可因所涉及的損傷不同而區分許多不同類

別，風險本身強調的是某種傷害在未來是否發生的可能

性，通常以機率或頻率（單位時間內發生的機率）來表示

這種可能性。如果損傷已經發生，稱之為災害，而非風險。 

字典上的「風險」解釋成" 生命與財產的可能損失或

傷害 "。風險簡單的定量化計算為：【損失量/單位時間＝

發生率（事件/單位時間）×後果（損失量/事件）】亦即事

件發生率（每年發生次數）乘以一旦發生後的後果（即生

命或財產的損失量）。對同一事件就不同的損失標的（如生

命、財產）可以評估出其個別之風險。風險評估的目的就

是讓決策者（廣義的說一般民眾）瞭解某事件所應付出的

社會成本或個人風險而做主觀的取捨。 

風險不僅考慮災難的大小，還必須考慮災難發生的機

                                                 
註 5 美國原子能委員會（Atomic Energy Council）成立於1946年，負責原子能軍事與和平用途

的發展，以及核能電廠的安全管制。1975年分成核能管制委員會（Nuclear Regulation 

Commission）及能源研究與發展局（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後者又改制為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 



會，採取適當的防範措施，可以降低災難發生的機會，也

就降低了風險。風險最重要的體認是：凡是都有風險，世

界上沒有絕對安全或零風險的狀況。 

2.風險評估（PRA）技術 

為有效預防公共工程與產業災變的發生，風險評估

（Probabilistic Risk Assessment，PRA）技術係以故障樟

樹分析
註6
為基礎，可以全面檢討國內產業與公共設施安全潛

在的弱點，並可依評估結果據以進行最有效益的改善，以降

低災害發生的機率。 

風險評估（PRA）是一種透過詢問、分析，並解決下列

三大問題的科學： 

       （1）可能會出什麼錯（What can go wrong）？ 

（2）出錯的可能性有多高（How likely is it）？ 

（3）出錯會造成怎樣的後果（What are the consequences）？ 

3.安全度評估的方法： 

係用一種嚴謹有系統的分析方法評估核能電廠每年發

生各種嚴重事故的機率及萬一發生嚴重事故時對公眾可能

所造成之危害。透過此方法，可得知核能電廠最可能發生的

嚴重事故及事故發生後造成危害程度屬於何種類別。最重要

的是，找出可能造成嚴重事故的原因，針對原因及早改善因

應，將可防患於未然，對增進核能電廠運轉十分重要。其分

析範圍分為三個不同階層（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993：

156-168）： 

（1）系統分析：評估爐心熔損的可能性。 

                                                 
註6 故障樟樹分析是以精密的歸納推理邏輯方法從預想的失效結果，推導造成此一結果的原因，

失效事件（通常包括元件失效與人為誤失）的組合會造成整個設施的失效（台電/核研所，

2002：210）。 



（2）圍阻體與輻射射源項分析：評估爐心熔損過程、圍阻體

系統及現象分析、放射性物質傳播與外釋分析等。 

（3）事故影響分析：評估放射性物質外釋後對公眾可能造成

何種程度的危害。 

4.安全度評估結果（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993：168-181）： 

（1）早期美國核能電廠風險評估：1975年發表之"反應器安

全研究"（Reactor  Safety  Study，RSS），報告編號

WASH-1400[1]，應用最新技術有系統且邏輯化分析美國

兩個輕水式核能電廠可能的嚴重事故發生率及其發生

後結果。 

（2）最新美國核能電廠風險評估：1990年底對五個核能電

廠所作之評估，報告名稱為"嚴重事故風險"（Severe 

Accident Risks），所獲得結論是，核電廠對公眾的風

險比先前"反應器安全研究"的評估值低。由各種評估結

果保守統計（考慮不準確之上限），顯示核能電廠的風

險為其他風險總合的萬分之一以下。 

（3）我國安全度評估的結果，現有三座核電廠歷年來爐心熔

損年發生率及各主要的肇因事件所佔的比例顯示為萬

分之一，其結果與美國核管會之NUREG-1150結果是非

常接近的。 

5.安全度評估的效益與貢獻： 

對核電廠而言，安全度評估除可得到電廠安全程度的

結果外，對於下列幾方面亦有助益（周源卿，1988：26-27）： 

（1）發掘危害電廠運轉安全之主要因素，並評選改善之方

法。 

（2）提出並評估增進電廠使用率（Availability）之方法。 

（3）比較電廠中各系統及各組件間之相對重要性，以供電



廠品管計畫之參考。 

（4）分析電廠中各種運轉、維護、測試及緊急應變程序之

適切性與完整性，並於需要時評選改善之道。 

此外，對整個核能工業的安全而言，安全度評估的貢

獻如下： 

（1）提供大眾一個核能電廠要其他因素（如交通事故與天

然災害等）對公眾安全影響的相對比較。 

（2）發掘核能電廠中影響公眾安全的主要因素。 

（3）提供各項有關核能電廠安全事務的相對重要性，以便

有效地利用資源加以改善。 

（4）糾正過去過份保守的安全觀念，減少不必要的浪費。 

故不論對電廠的效益，或就核能安全的改進而言，安

全度評估的技術均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三）環境因素的考慮 

          核能電廠近年來在環保的壓力下，已由美國電力研究所

（EPRI）設計訂定出"核電廠設計規範"（URD），規範的產生

出自電廠運轉的要求；但許多準則來自環保要求而來改善新

電廠的設計，例如下列三項（鮑爾森、陳坤地、巴特瑞，1998：

103-105）： 

1.減低嚴重事故的發生率。 

2.減低爐心熔化的發生率。 

3.減低電廠工作人員的輻射劑量。 

有一個重要問題需研討的是，設計特色如何直接反應到

電廠意外事故的保護，因而延伸使環境獲益而達到環保的要

求。 

五、核能電廠的安全管理 



核能電廠運轉的安全管理也採用「深度防禦」的觀念，藉由

滴水不漏的安全防禦網，達到“安全百分之百”的目標。這些安

全防禦網分別是（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1：181-184）： 

（一）機組正常運轉的安全維護 

電廠工作人員須嚴格遵守程序書的規定，以確保機組的

運轉是在安全的軌道上進行。相關安全之做法如下： 

1.程序書及設計修改、異常事件報告⋯等，均須經過廠內主

管組成之運轉安全審查委員會審查批准。 

2.核能電廠員工每年定期接受安全講習訓練。 

3.擬訂一套備用安全系統定期測試與預防保養方案，以確保

備用的安全系統隨時可用。 

（二）機組異常狀況下的安全處置 

當機組發生異常時，運轉人員即依照異常操作程序書處

理，因其正確性均早已完成驗證，運轉人員每年必須完成

30小時以上的異常操作訓練。此外，備用安全系統在異常

狀況時，亦會視需要立即啟動，以確保安全性無虞。 

（三）機組發生嚴重事故的處置對策 

若萬一電廠狀況演化成較嚴重的異常事件時，此時電廠

人員即依照事先備妥的緊急操作程序書來處理，並由電廠相

關單位組成技術支援小組協助因應。為防範未然，各電廠均

會定期舉行廠內應變計畫的演習，測試電廠人員的應變能

力。一旦異常事故嚴重到圍阻體都喪失功能，致有放射性物

質洩漏到廠外之虞時，亦有一套應變的計畫及組織，來指揮

民眾進行掩蔽或疏散的防護工作。核電廠平時就必須進行緊

急應變計畫的演習，來防範這些幾乎不可能發生的嚴重事

故。 



 

 

 

 

第三節    核能電廠緊急應變之規劃與建構 

一、概述 

核電廠反應器無論在設計、建造及運轉上對安全的要求如

何週詳與嚴格，仍不能完全排除意外事故發生的可能性，鑑於

美國三哩島事故發生後倉惶失措之教訓，各國均訂有核子事故

緊急應變計畫，目的在於加強安全防範，俾一旦核子事故發生，

能夠從容應付，有條不紊，迅速集中應變人力、物力，採取必

要措施，以減除或降低民眾可能受到的傷害。基於未雨綢繆、

防災及減災的理念，預擬一旦發生以下狀況時，所應採取的緊

急應變措施（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2002）： 

（一）台灣電力公司所屬核能電廠發生核子事故達事故程度區分

之 「緊急戒備事故」程度而有放射性物質外釋或「廠區緊

急事故」以上程度時之核子事故。 

（二）台灣電力公司所屬核能電廠遭受外力入侵、攻擊、騷擾，

電廠本身無法克服，已造成核子事故時。 

（三）其他適用核子損害賠償法之核子事故。 

二、核子事故處理程序之探討 

（一）事故分類標準 

核電廠可能發生之事故，依其影響程度與演變之順序，

可分成下列四類（全國核子事故處理委員會，2001：5）： 

1.第一類緊急事故：異常事件（Unusual Event）。 



2.第二類緊急事故：緊急戒備（Alert）。 

3.第三類緊急事故：廠區緊急事故（Site Area Emergency）。 

4.第四類緊急事故：全面緊急事故（General Emergency）。 

緊急事故類別標準的相關流程，以圖2–4說明之。 

 

 

 

 

 

 

 

 

 

 

圖2–4  核能電廠緊急事故關連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998 

其中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三類因其影響範圍只侷限於廠

區，依「營運程序書」、「緊急操作程序書」及「核能電廠

緊急計畫實施程序」規範，核能設施經營者應備有完善的應

變計畫。第四類緊急事故指核能電廠發生核心熔化或即將發

生熔化事故，且電廠失去阻擋效能，災害擴散至廠外，此時

須動員廠外緊急應變組織，進行搶救工作，避免造成國家人

民重大的損失。救災工作主要有： 

1.輻射偵測及緊急應變 

異 常 事 件

緊 急 戒 備

廠區緊急事故 

全面緊急事故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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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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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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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原因，並積極採取措施及

時遏阻事故惡化。 

迅即集中人力、物力控制事

故，同時準備展開廠外民眾防

護行動。

全面執行民眾防護行動。 



輻射劑量偵測為核子事故救災工作的首要工作，由偵

測數據可評估輻射污染的範圍，以利後續災害處理。核電

廠廠內必須進行緊急應變，努力控制事故嚴重性，減輕事

故的影響，並提供其處理動作及相關資料，支援救災工作

之執行。 

2.督導現場災害之處理及技術諮詢 

中央負有督導各單位救災工作進行的責任，督督執行

應變工作是否得當，並給予及時的建議，確保應變過程的

順利。且中央督導單位須召集技術顧問、專業人員及研究

機構，提供應變處理所需的技術諮詢。 

3.災情蒐集、研判、警報之發布，傳遞應變戒備、災民掩蔽、

疏散、搶救與避難之勸告及損失查報 

蒐集所有災情資料及劑量偵測資料，依據某些條件來

進行相關決策的訂定，如劑量高於某一標準，即進行民眾

的疏散或發布疏散勸告。決策訂定後，即指示相關處理程

序執行，如指示災害處理、疏散處理及除污工作之進行，

因此處理程序可視為「決策處理程序」，依據資料進行決策

的訂定，進而指派工作。 

4.災害處理 

核子事故發生時，會引發火災、爆炸、民眾受困⋯等

災害，災害處理之任務即針對這些災害進行搶救，主要工

作包含： 

（1）現場災害處理：靠近核電廠的第一線災害搶救。 

（2）消防搶救事項：火災、民眾搶救的消防工作。 

5.災區除污及檢驗 

輻射污染擴散方式主要有兩大類：一由輻射塵隨風飄



散，二由食物鏈間接傳遞，災區除污及檢驗針對此二類擴

散方式進行的防範處理，其主要工作有： 

（1）食品衛生與農作物檢驗：對食品及農作物進行劑量偵

測，以防止輻射污染經由食物鏈間接擴散。 

（2）災區除污：應用除污設備及藥劑，對災區進行污染之

清除，以防止污染物再擴散。 

6.災區管制疏散及搶救 

輻射污染對人體的傷害不會立即致命，如能及時醫

療救護與疏散，即可將傷害減至最低。在疏散與運送過

程中，交通疏導及管制處理是必須的，如此災區管制疏

散及搶救工作才能順利執行，其主要工作有： 

（1）災民臨時收容社會救助：負責避難所收容之規劃、災

民心理輔導及安撫與相關社會救助行動。 

（2）犯罪偵防、災區管制交通疏導及人員疏散等事項：負

責災區治安維護、進出入管制、民眾撤退疏散路線之

規劃與執行、及撤退時相關交通秩序疏導。 

（3）緊急醫療救護及運送事項：醫療場所之管理與收容規

劃、受傷民眾之運送行動。 

7.運用廣播、電視媒體報導災害及預警消息 

為避免民眾對核子事故的謠傳及猜疑，以安撫人心，

必須設立一對外窗口，統一發布相關訊息，範圍應包括陸

海空三方面，內容包括災情報導、處理情況及預警消息（全

國核子事故處理委員會，1999：153-155）。 

三、核災管理相關計畫的發展及應用 

核電廠災害管理計畫之架構應以具發展性、適用性、指導

性的原則下做一發展。而其基本要求為當災害發生時減低輻射



污染物的擴散，而且能迅速通報及動員。下面討論災害管理計

畫架構（全國核子事故處理委員會，1999：19）： 

（一）核電災害管理計畫之發展 

對於核電災害管理計畫應先從瞭解設備的性質、操作人

員可能產生的人為疏失及設備本身設計上的缺點來加以考

量。 

（二）架構單元之發展及應用 

  1.對於緊急應變中心對於災害之管理，其決策、反應能力、

權責主管之授權指揮能力。 

2.確保設備最新狀況為可信賴的，預備採取的戰術之有效

性。 

3.針對設備之弱點，採行之戰術應以減輕輻射外釋及爐心融

熔為主。 

4.對於所採行的戰術確保其在工作技術、過程為有效的。 

5.確保平時所採行之訓練為有效的。 

（二）確認與改善 

    1.確保所採行的災害管理計畫使用上之有效性。 

2.災變中所得到之最新訊息可被加入決策中。 

四、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的規劃與建構 

（一）緊急應變計畫內容與特性 

依據墨菲法則（Murphy's Law：If anything can go 

wrong，it will），為避免錯誤，必須要有萬全的準備，以

因應事故的發生保障。「緊急應變計畫」的目的在於多一重

安全保障，使在緊急意外狀況下經過預先的妥善規劃，於最

短時間內集中人力、物力，採行最適當的民眾防護行動。緊



急應變計畫要求是以最高的警覺及熟練操作，達到「遇事應

付裕如，轉危為安」的境界。其策略乃基於「有備無患」的

原則，理想目標則在於達到「備而不用」的境界（全國核子

事故處理委員會作業執行室，2000：35）。其主要內容如下： 

1.緊急應變組織架構建立與任務分工執行事項。 

2.緊急應變作業場所訂定及其準備。 

3.緊急應變運轉操作程序書編寫。 

4.緊急應變模擬演習。 

依核能電廠嚴重事故之緊急應變工作項目，其特性分為三大

類（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2：15）： 

1.電廠內的機組搶救，以防止事故的惡化。 

2.電廠外的環境輻射劑量的偵測及預測，以做為民眾防護行

動的依據，以及廠外民眾防護措施的執行。 

3.工作執行包括地方政府的實際救災行動，與軍事單位的支

援行動。 

（二）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之規劃 

核電廠廠內及廠外緊急應變計畫之整備技術設計與規

劃（施建樑等，1995：404-499）分述如下： 

1.廠內緊急應變計畫之技術規劃 

廠內緊急應變計畫的理念為設計一套周詳的嚴重核

子事故補救程序，使事故發生的電廠人員能夠有所依循，

執行災害搶救措施，以迅速消除事故或防止事故繼續惡化

危害到民眾安全。由於需要相當專門的技術背景，因此廠

內的緊急應變計畫之規劃及執行，一般交由熟悉當時狀況

的電廠及權責督導機構負責。有關技術規劃設計如下： 

（1）廠內緊急應變計畫之編定，廠內與廠外緊急應變之中



央與地方權責劃分項目。 

（2）訂定各類緊急事故之判定準則（Emergency Action 

Levels），作為緊急應變實施程序之依據。 

（3）廠內緊急控制組織，包括廠內之緊急應變組織、廠外

緊急支援組織、政府緊急支援組織等。 

（4）廠內緊急控制場所與設備，包括緊急控制場所、通訊

設備、評估設備、防護場所、急救與醫療場所及損害

控制設備等。 

（5）廠內緊急應變行動，包括通知與動員、評估行動、防

護行動、人員搶救救護行動及緊急民眾資訊處理行動

等。 

（6）事故後之復原計畫，復原計畫分為廠內與廠外兩部

分，廠內由電廠負責，廠外由中央專責機構負責，各

電廠需配合執行。計畫內容應包括作業執行組織、採

行時機與準則、執行作業程序及所需基金提列與支用

辦法等。 

（7）電廠緊急應變準備與維護，內容包括有訓練、演練與

演習、演習計畫之審查與修訂，以及緊急應變場所設

備之管理維護等。 

（8）緊急應變場所設備與物品之管理與維護、緊急應變組

織定期通訊測試、應變人員訓練等紀錄，以及年度演

練、年度全廠演習計畫、緊急應變計畫實施程序之修

訂與審查意見等均應妥善規劃及保存。 

（9）訂定稽查與考核，電廠每年應接受主管機關定期與不

定期緊急應變計畫整備與稽查及考核，並提出評核意

見，以作為各核電廠對緊急應變計畫改進之參考。 



2.廠外緊急應變計畫之整備技術規劃（施建樑等，1995：

409-418） 

當核電廠發生嚴重核子事故時，如果經過廠內緊急應

變組織的全力搶救，放射性物質仍然釋出廠界；或雖放射

性物質尚未外釋，但外釋的可能性相當大時，此時廠外的

緊急應變組織應隨即成立運作，統籌運用及匯集政府各相

關部門所有資源，採取應變措施，以保護電廠附近民眾的

健康與安全。 

本技術規劃設計之目的為規範與指導核電廠外各級

應變組織，針對嚴重廠外輻射外釋事故，所進行的各項整

備與應變工作。主要依據有關原子能相關法規及各國之核

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而訂定主管核能機關與執行任務之

緊急應變組織。 

（1）廠外之緊急應變組織： 

廠外知緊急應變組織所規劃設置的單位如下： 
　處理核能事故的應變專責單位：為核能電廠廠外緊
急應變之最高組織。 

　緊急作業執行單位：平時規劃與執行核子事故緊急
應變計畫之常設幕僚單位，負責臨時會議或事故發

生時召開緊急會議時之業務工作。 

　救災指揮中心：由核能電廠所在地之地方政府依其
地方民防組織體系所組成。 

　支援中心：由核電廠所在地之區域軍團所組成，採
臨時性任務編組。支援中心於接獲支援救災任務

後，除非戰爭時期，否則應接受請求支援之其他緊

急應變組織之調配。 

　近廠指揮協調中心，由主管核能機關、核能相關研
究或核能輻射偵測機構、電力公司等共同組成。 



　新聞發布單位：供幕僚與採訪記者新聞作業之用。 
　電力公司依緊急應變計畫應規劃設置應變執行單
位：監督與執行各廠廠內之緊急應變計畫。廠內緊

急應變計畫應考慮與廠外各緊急應變組織之應變計

畫相互銜接。 

　電力公司規劃成立技術支援中心：於嚴重外釋事故
發生時，提供近指中心相關之電廠狀況、外釋核種

及廠外環境偵測等資訊。 

　主管機關負責督導轄下緊急應變組織之緊急應變整
備業務，包括緊急應變計畫內容之審核與協調、緊

急應變場所與設備之考察、臨時會議召開及演習之

要求與評核。 

（2）廠外緊急應變計畫應包括有「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

「救災中心（各級地方政府）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

「支援中心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支援計畫」、「近指中心核

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及「新聞發布室核子事故新聞

發布計畫」等各種計畫。 

（3）依核子事故類別及事故狀況程度，核能電廠應儘草擬定

規劃進行各項緊急應變措施與準備。 

（4）針對事故發生時核能電廠機組狀況評估、外釋劑量等進

行評估規劃。 

（5）民眾防護行動之規劃包括民眾防護行動之指揮、緊急計

畫區內外之民眾防護行動等。 

（6）依據復原行動作業準則及作業要點，應針對行動時劑量

及污染土地或器物之除污後再利用等進行評估。 

（7）如發生全面緊急事件時，應由緊急應變單位決議提請總

統或最高行政首長同意後，由外交部發布新聞，並照會



鄰近各國；或洽請友好國家及專業性國際組織或人士支

援。 

（8）電力公司依法規定每年提列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由

主管機關代管。其基金的使用方式、預算及報告等應依

相關規定辦理。 

（9）主管機關平時應負責核能電廠廠外緊急應變組織整備之

督導與考核，應包括緊急應變計畫之審核、緊急組織之

設施與設備視察、人員訓練與講習之考核，及演習之評

核等項目。 

3.緊急應變計畫演習作業之規劃（原子能委員會，2001：

239-240） 

應變演習的目的在於測試與緊急計畫相關之軟硬體設

施，考驗緊急計畫實施程序及應變措施是否能有效運作，工

作人員對於緊急事故的處理能力是否熟練。同時藉著演習亦

可以達到教育民眾的目的。 

為強化核能電廠緊急應變作業能力，依據緊急應變計畫

必須預先準備之事項，首先即是對緊急組織成員實施定期講

習及訓練，培養專業的技能，進而假定事故狀況，實施演習，

測驗講習訓練效果，並由演習中發現缺點與問題，據以改進

並修訂既有緊急應變計畫，使其更臻完備與實用。演習所欲

達成以下之目標： 

（1）測試緊急應變計畫的可行性。 

（2）測試緊急應變計畫的軟、硬體設施。 

（3）演練緊急應變計畫執行人員的動員應變能力。 

（4）宣導及教育電廠附近民眾，使他們瞭解在核電廠發生嚴

重事故時，該如何緊急應變。 

（5）適當的宣導使民眾瞭解政府對緊急核子事故有萬全的準



備。 

緊急應變計畫演習作業之規劃內容如下（施建樑等，

1995：419-426）： 

（1）廠內應變演習 

廠內緊急計畫演習規劃項目，包括演習評核辦法

及作業程序、特定要求及注意事項、演習作業程序、演

習後處理及召開檢討會議等項。 

（2）廠外應變演習 

廠外緊急計畫演習規劃項目，包括評核組織及任

務、評核辦法及作業程序、特定要求及注意事項、演習

作業程序、演習後處理、召開檢討會、演習報告與改進

追蹤查核及文件處理等項。 

4.緊急應變計畫訓練之規劃 

緊急應變訓練目的在使核能設施或核電廠之員工提高

其對緊急事故之警覺，進而熟悉緊急計畫內容、執行步驟，

以及其所擔任之緊急任務與技能，期望能於事故發生後增進

危機處理能力，減低事故影響的程度。 

緊急應變訓練方式分為定期講習訓練與特別訓練兩

種，講習訓練涵括工業安全、輻防、緊急應變等訓練；核電

廠每部機組初始燃料裝填前，舉辦各項緊急工作人員之訓

練，爾後定期辦理再訓練，廠內緊急控制隊各層主管離職

後，新進人員應首先閱讀電廠緊急計畫及實施程序，對其所

擔任務應深入瞭解，以求緊急事故發生時，能執行其任務職

責（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998：15）。 

綜合上述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之規劃，以表2-5略述

說明之。 



表2-5  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之規劃與建構 

 
制 度 面決 策 面程 序 面

廠 內 

‧緊急計畫及程

序編定 

‧各類緊急事故

判定準則 

‧緊急應變權責

組織之設置 

‧復員計畫 

‧緊急應變行動

策略 

‧緊急應變演習

計畫審查與修

訂 

‧緊急應變場所

設施與管理 

‧督導與考核 

‧緊急應變行動

執行 

‧緊急應變演習

檢討 

‧廠內相關單位

協調聯繫 

‧人員教育與訓

練 

廠 外 

‧緊急計畫及程

序編定 

‧各類緊急事故

判定準則 

‧緊急應變權責

組織之設置 

‧復員計畫 

‧緊急計畫區 

‧緊急應變行動

策略 

‧緊急應變演習

計畫審查與修

訂 

‧緊急應變場所

設施與管理 

‧防護行動作業

準則 

‧緊急應變基金

運用 

‧督導與考核 

‧緊急應變行動

執行 

‧緊急應變演習

檢討及評核 

‧與廠外相關支

援單位協調聯

繫 

‧人員教育與訓

練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五、緊急應變計畫區之規劃 

核能電廠事故後緊急應變計畫是確保民眾安全的最後一道

防線。依美國針對其國內現有129座輕水式核子反應器作出一系

列評估報告，提出緊急應變計畫區（Emergency Planning Zone，

EPZ）的觀念與評估判斷方法，藉由緊急應變計畫區的訂定更可

項
目 

層
面

區分 



保障事故時能及時提供有效正確的應變措施，而達到保護民眾的

目的。 

依據美國NUREG-0396評估報告的觀念與方法，提供了各國

緊急應變計畫區之一般評估原則，並經事故後人員劑量的情形依

防護行動準則（Protective Action Guides，PAG）訂定計畫區

的範圍。由於各國核電廠設計不同，其事故系列發展的情形與核

種排放狀況亦不盡相同；故規畫設計上與電廠周圍的客觀環境如

氣候變化、人口分佈、作物分佈等均有密切影響。 

緊急應變計畫區評估，係利用PRA分析所得的事故射源項，

配合電廠的每小時氣象資料，電廠周圍的人口分佈狀況，及其他

必須的一些參數，利用美國聖地亞國家實驗室發展出事故影響評

估程式CRAC2（Calculations of Reactor Accident 

Consequences Version 2），評估事故後的劑量與危險度分怖狀

況。將此結果與另行決定的一些劑量，健康效應決定準則作比

較，可彙總出技術上EPZ的合理範圍（陳昶昇等，2000：2）。EPZ

的評估流程如圖2-5所示。 

緊急應變計畫區的界定由於各國幅員、地形及許多其他因素

的不同而有相當大的差異。中央與地方政府及電力公司預先規劃

緊急應變計畫區內的防護行動，例如疏散道路的規劃、環境輻射

偵測規劃、緊急通告系統、疏散措施執行規劃等，並定期演練各

項應變措施。以備萬一發生核子事故時，可以迅速通知緊急計畫

區內居民，執行掩蔽或疏散等防護行動，減少民眾的輻射劑量（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9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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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緊急應變計畫區（EPZ）評估流程圖 

資料來源：核能研究所，2000 

六、防護行動的規劃 

（一）防護行動標準的規劃 

由於不同事故階段，輻射曝露途逕迴異，自然採取不同

的防護行動。緊急期採取的防護行動旨在降低放射性物質煙

團所造成的劑量，因此以掩蔽、疏散、和服用穩定性碘片為

主。中期和復員期實施的防護行動，則是針對如何降低地表

沉積放射性物質及污染食物、飲水所造成的劑量，採取的行

動有食物管制、除污、臨時性遷移和永久性重新定居等

（1998，核子事故防護行動指引）。 

一個好的計畫必須要保護電廠附近民眾的安全，所以也

需要制定一般民眾的防護措施。依據最嚴重事故可能影響範

圍，將電廠周圍區域分為緊急應變計畫防護區及放射污染管

CRAC2程式 

˙氣象條件分類、取樣

˙大氣擴散、沉積 

˙人員防護行動 

˙劑量評估 

˙健康效應評估 

˙財產損失 

事故射源項 

（PRA研究室） 

人口分布 

輸入資料（擴散

參數、DCF、輸出

選擇等） 

成立專案小組 

彙 總 比 對 

各核能電廠EPZ

建議 

準則決定（劑量、

健康效應，⋯） 



制區兩區域，以執行防護行動。一般民眾防護標準可分為： 

1.民眾掩蔽或疏散行動準則： 

輻射外洩事故時，預估所受劑量大小判定廠外民眾是

否進行疏散，又因嬰兒、兒童及孕婦較易受到傷害，因此

應對其優先執行防護行動。 

2.食物管制標準： 

在放射污染管制區內之食物管制，是以對人體的甲狀

腺影響為依據，由食物內所含碘成份的放射線濃度來決定

是否可以食用。一旦超過管制標準，即不准再食用。 

當核能電廠發生事故而有輻射外洩時，並不會立即對

人體產生傷害，此時民眾應保持鎮靜，收聽廣播及相關電

視節目，拒聽不必要的謠傳；而政府單位則需依照緊急應

變計畫來疏散民眾，以及實施保障人民安全的措施（彭志

登等，2000：103-104）。 

（二）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的建議 

針對可能發生或發生意外事故，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

（Internation Commission of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訂定的干預基準如下： 

1.可能發生意外事故，事先預擬干預行動，訂定干預基準的

上、下限。 

2.一旦發生意外事故，若評估的劑量不及干預基準下限時，

可不採取干預行動。 

3.一旦發生意外事故，若評估的劑量達到干預基準上限時，

必須採取干預行動。 

4.一旦發生意外事故，若評估的劑量介於干預基準上下限之

間時，可依利弊分析的結果，決定是否採取干預行動。各



階段的有效防護行動如表2-6： 

 

表2-6  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建議之各階段之有效

防護行動 

早 期中 期晚 期

‧掩蔽與吸吸防護 
‧穩定碘性劑服食 
‧疏散 
‧地區進出管制 

‧掩蔽 
‧穩定碘性劑服食 
‧疏散 
‧地區進出管制 
‧暫時移居 
‧人員除污 
‧飲食物管制 
‧醫療照顧 

‧地區進出管制 
‧暫時移居 
‧飲食物管制 
‧地區除污 

資料來源：1998，核子事故防護行動指引 

七、緊急應變評估與預警系統之規劃 

（一）核電廠緊急應變劑量評估系統 

核電廠緊急應變劑量評估，乃是利用目前發達的電腦科

技所建置的電腦輔助運算工具。其主要的目的是：當核能電

廠發生核子事故時，可事先評估因輻射外釋所造成之環境及

民眾可能接受到的輻射劑量，以作為緊急應變決策者下達到

掩蔽或疏散等應變措施之參考。 

緊急應變評估系統主要為結合輻射評估及地形氣象擴

散之術，因氣象理論模式之不同，目前規劃發展出兩套程式

（謝牧謙等，2000：269-270）： 

1.PADES（Protective Action Dose Evaluation System）

快速劑量評估 

是一套整合快速劑量程式，及高斯直線下風向擴散模



式之系統。此系統建置在工作站電腦環境上運跑，設計有

簡易操控介面；當事故發生時，僅需配合電廠氣象塔風

向、風速及排放射源資料，即可快速計算出下風向所造成

之劑量結果。 

2.RAPTAD（Random Action Puff Transport and Diffusion）

三維地形大氣擴散劑量系統 

為考量核電廠附近複雜地形所構成的複雜風場條

件，輻射外釋擴散的三度空間變化情形，目前規劃研究一

套進步且精確之複雜劑量評估。因三維複雜地形及溫差效

應所造成的局部環流，將使輻射外釋雲團受空氣中之熱力

條件與地形起伏做舉昇或沈降不同之擴散行為。應用複雜

的計算及利用前置分析所得之典型風場資料，配合可能之

排放射源，即可進行未來96小時累積劑量的預估。 

（二）緊急應變預警警報系統 

1.預警系統 

規劃預警之目的為確保萬一核子事故發生時，近廠指

揮中心（主控站）能循電信專線，通知以核電廠為中心半

徑之緊急計畫區內的居民及時採取應變行動。 

2.警報系統 

警報以廣播方式通知緊急計畫區內的居民及時採取

應變行動，避免意外進而保障民眾的生命及財產安全。警

報廣播方式及時間各國規劃不一，通常警報信號以三角波

播放，頻率設定為140HZ，響一秒停一秒，共歷時180秒

（三分鐘）。 

八、其他應變措施 

自從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之後，人們預測核能設施及核能電



廠將成為恐怖份子下一個新的攻擊目標，各國莫不積極地加強核

能安全措施，以防範恐怖份子的危害破壞。自1970年代起，恐

怖份子使用核能分裂物質破壞的可能性，確已成為制定保防措施

與相關實體安全防護的主要考量。 

因應未來恐怖攻擊核能電廠設施的可能，新的反應器不僅必

須顯示其環保上的長處、營運的安全性與防止核子擴散的優勢

外，同時更應展現它對抗國際恐怖主義攻擊的安全。雖然目前大

多數現有的核能電廠在硬體防護設施都相當強固，但新的電廠仍

必須精益求精，配合周密完備的緊急應變計畫，隨時提高緊急應

變的危機意識，才能確保核能的安全性。 

 

 

 

 

第四節  危機管理與核能電廠緊急應變之關聯 

由本章各節對危機與危機管理等概念的回顧，以及對核能電廠安

全與緊急應變等規劃與建構的探討分析，本節針對危機管理與核能電

廠安全與緊急應變之關聯，提出以下各問題的探討。 

一、核能危機管理方面 

（一）危機的預防和準備 

1.掌握危機的精髓與要義，徹底的方法在於（朱愛群，2002：

137）： 

（1）不但要減災，更要讓災害不發生。 

（2）不要有「意外」，而是在「意內」。 

（3）不要讓危機成「危險」，而要讓危機成「利基」。 

核能電廠的危機與其他天然的、不預警的危機不同，



多是有跡可循的，藉由核能安全評估與安全分析技術，可

事前發現軌跡與徵候，預警機制的發揮，使核能危機不再

永遠陷於恐懼，充分的準備與做好未雨綢繆工作，是第一

步解除危機的「利基」，一切安全的規劃與設計都充分掌

握在我們手中，唯一事故不幸的發生是不要有「意外」的

遺憾，而是在「意內」無法避免的事，如重大的人為故意

危害破壞因素，此時最重要的是儘量減低危機所帶來的損

害。 

2.核能電廠危機事件的形成原因，一般分為廠內與廠外事

件，廠內事件是指因系統設備的故障，或是運轉上人為的

疏失；廠外事件則是指來自於天然災害（如地震、火災、

水災、颱風）、人為的故意破壞等，因此許多的危機是難

以避免的。如果能身歷其境正視危機可能存在的事實，瞭

解危機的原因，隨時對危機做好應變的準備，定能減少危

機所帶來損害的程度。 

（二）正確的危機處理觀念 

1.基於「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預防重於事後災害的處理」

之危機觀念，從慘痛事件中得到真正教訓，徹底加以檢討

反省，而非僅在危機事後對人事的追究懲處。如何避免危

機的再度重演，消弭危機，危機管理與危機處理觀念的建

立甚為重要。 

2.未來強化核能危機處理的重點，除依緊急應變計畫，做好

一切事前的準備工作外，應切實灌輸核電廠人員與國人危

機正確的觀念、加強平時專業知能與教育訓練，培養其危

機處理應變的能力。 

二、核能安全規劃與設計方面 

（一）深度防禦的理念 



核能電廠是採取「深度防禦」的原理設計與建造的，基

本上的安全可靠性非常高，因為具備有較一般工業更為嚴格

的制度與規範要求，且在嚴格的監督與管制下，能夠有效確

保核電廠機組運轉的安全。 

（二）設計監造與管制 

一個良好的設計必須輔以紮實的現場施工管制，才能確

保優良體質機組的運作，為確保未來運轉的安全與穩定性，

建廠期間必須遵循原能會所執行的管制事項（胡錦標，

1999：54），主要的項目略述如下： 

1.重要設備製造的稽查 

2.工程設計審查 

3.包商工作人員的資格檢定 

4.駐廠視察作業 

目前核四廠正興建中，為確保核四廠興建品質，經濟部

邀集專家學者及鄉民代表等，成立「核能四廠興建監督委員

會」，擴大民眾參與核四廠工程與品質監督的工作，以增進

民眾對核能的共識與瞭解。 

（三）完善的保護系統 

核電廠緊急意外事故的發生往往在無預警的情況下發

生，為保障核電廠在任何情況下獲得充分的安全與穩定，在

軟體設施上的設計保護系統，應維持具有高度自動化及自動

偵測系統，以減少人為的疏失；在硬體設備上，應有多重圍

阻與隔絕功能，以防止輻射物質外洩。 

（四）風險的影響 

從風險的角度來分析，核電廠的安全度是具有一定的水

準，但卻無法忽視危機的可能存在；因為一旦發生核能事故

時，嚴重的輻射外洩事件，危機應變處李與事故後復員工作



相當棘手，尤其對於環境的影響，以及民眾心理的衝擊有相

當深遠且嚴重的影響。 

三、核電廠緊急應變規劃與建構方面 

核能電廠基於危機管理基本的理論，從安全預防的角度對

於運轉或其他各種因素所可能產生的危害顧慮，事前加以妥善

作周密嚴謹的規劃，緊急應變的籌劃與實施，是保障安全的最

後一道防線，是降低危機危害的程度，保護生命與健康最重要

的利器之一。緊急應變的規劃與建構有以下說明： 

（一）核電廠緊急應變災害處理系統的建構，應考量國內現有的資

源、人力、經費及資訊環境，來決定較適合的建構方式。 

（二）各種預測模式的運用，提供決策者緊急事故的後續發展，預

先採取防範措施，將災害降至最低。因此，整合各種預測模

式於緊急應變資訊系統為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三）緊急應變資訊系統結合地理資訊系統的運用，可模擬緊急事

故的區域與範圍，提供決策者更具體的空間資訊。 

（四）核災資料庫是提供協助救災工作的輔助工具，如何使救災人

員善用資料庫所提供的相關資訊，才能在面對核能事故時，

發揮其最大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