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國內外核能緊急應變計畫之探討 

自從美國三理島事件及前蘇聯車諾比爾核能事故發生之後，世界

各國均積極致力於核電廠廠內、外之緊急應變體系之改善，緊急應變

計畫的重要性再次獲得重視與肯定。為擷取各先進國家之經驗，茲介

紹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加拿大、瑞典及南非等七國之緊急計畫

概況，並與我國現行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劃概況作比較，以為未來規

劃我國緊急應變建議改進之參考。 

 

第一節  各國核能緊急應變計劃之分析 

一、美國 

美國核能安全的兩項基本原則為「多層阻隔屏障的深度防

禦策略」與「安全系統的多重性，以增加安全餘裕」。美國核管

會（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NRC）針對三哩島核子

事故後，要求全美各核能電廠對其緊急應變計畫的可行性加以

重視，並應驗證其確能成功施行，已成為核發核能電廠運轉執

照的基本條件之一（林耿民，1990：2）。美國核能電廠緊急應

變概況略述以下： 

（一）緊急應變組織 

美國核管會最高決策單位為執行委員會（Expanded 

Team），由核管會主席兼主任委員，並由該會的運轉決策執

行長、稽察與實施署署長、核反應器法規署署長及核物料安

全與保防署署長分別兼任其四位委員。委員會專設協調官一

員類似執行秘書，負責緊急運作中心成員工作的指揮與協

調。委員會下設有反應器安全組、防護措施組及保防組等三

個技術組，分班輪值擔任緊急計畫之執行。另設有國會聯絡



組、州政府聯絡組、民眾事務及應變協調等四小組，處理緊

急作業期的事務。在全美分區設立的各區域基地組

（Regional Base Team）亦為其重要支援人力及技術來源。

核管會並在事故電廠地區，設立現場作業單位，由現場運作

組長，將決策小組所需要的資料及指令直接轉達，作為廠內

外救災行動之主要依據（林耿民，1990：2-3）。 

（二）緊急運作中心 

該中心劃分為決策組簡報室、工作組長作業間、反應器

安全組、防護措施組、保防組、連絡組、值勤室、通訊室、

電腦室等九個組；另設有預備室專供接替工作之人員預先了

解事故演變之狀況。當核能電廠發生事故時，各組依其職掌

相互聯繫及執行各項緊急應變作為（林耿民，1990：4）。 

（三）核電廠事故程度 

美國核管會將核能電廠事故依嚴重的程度分為四類（台灣經

濟研究院，1995：Ⅱ-3-4）： 

1.非常態事件（Unusual Event）：電廠可自行處理，無需驚

動廠外支援單位及一般民眾。 

2.警戒（Alert）：僅需通知廠外支援單位的核心人員，使其

有足夠的時間準備，以便在必要時進行支援行動。 

3.廠內緊急（Site Area Emergency）：可能造成輻射物外洩

之情形，即需成立緊急應變中心，並由偵測隊準備進行廠

外輻射度量，地方政府有關單位進入支援待命狀態。 

4.全面緊急（General Emergency）：為最嚴重之意外事故，

需動用全國性應變組織，負責事故之救災、支援等任務。

並需對廠外民眾作掩蔽或疏散等防護行動。 

（四）緊急事故處理與現場作業權責劃分 



核管會、緊急應變署及能源部為美國核電廠事故處理的

三各最主要聯邦機構，分別負責協調、支援廠內技術事務、

廠外非技術事務及廠外輻射監測等三種計畫，以下為各其在

緊急事故中所扮演的角色（林耿民，1990：5-9）。 

1.核管會（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NRC） 

美國核電廠的安全性及對意外事故的應變能力，均由

各電力公司對核電廠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或州政府負全

責，核管會僅居於督導的地位。其主要的任務是監督廠內

的緊急應變計畫執行及廠內外的技術處理方法，擔任事故

處理的技術指導，並於事故後對災難原因加以分析、補救

法規的制訂與執行。 

2.聯邦緊急應變總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FEMA） 

FEMA為掌理全國災害應變處理之專責機關，也是對美

國總統負責的聯邦機構。在核子事故中核能電廠所在地的

州長或其指定代理人擔任事件處理現場指揮官，聯邦緊急

應變總署主要的任務是配合核管會的現場工作組長，從事

通訊管制與掩蔽疏散等廠外救災活動，並負責報告白宮及

國會事件控制的情況。 

3.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DOE) 

能源部(DOE)為美國核能工業技術推廣研發的主要權

責單位。能源部所屬的各國實驗室，經常擁有一流的科學

家及技術人力，對於核子事故處理確實是美國核能工業的

主要支柱之一。 

當核電廠事故發生後，首先電廠須決定事故屬前述分

類那一種，然後採取適當的應變措施。在第四類事故來臨

時，核管會、緊急應變署、能源部等聯邦單位，需即動員



其全國性的支援系統。而電廠所在的州長或其指定代理

人，將是事件處理的現場指揮官，除上述三個主要應變部

門外，尚有其他組織之運作，如衛生與民眾服務部（HHS）、

都市與鄉鎮發展部（HUD）、國家通訊系統（NCS）、農業部

（USDA）、商業部（DOC）、國防部（DOD）、內政部（DOI）、

運輸部（DOT）、環境保護署（EPA）等部門。 

（五）核子事故防護措施 

美國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為核子事故防護措施導則制訂的權責單位，其暫訂的

要點如下（林耿民，1990：9）： 

1.在二至四天內受放射性曝露者，規範其全身及甲狀腺等效

劑量限值標準。 

2.在一年內經由食入者，規範甲狀腺、全身及其他器官等效

劑量限值標準。 

3.遷移行動等效劑量之建議值標準。 

4.遷回標準暫不訂劑量限值，建議就社會、經濟、環境等因

素進行利益與風險的分析比較後，採取適當措施。 

上述導則於1985年經聯邦、州政府及核能工業界覆後，

已有許多重大的修改，其發展值得我國核能界注意。另外，

目前美國之緊急計畫區為10哩。 

（六）碘片（KI）的使用策略 

美國核能安全法規中對於碘片的使用對象、發放時間及

數量皆無明文規定。但一般核電廠及相關機構大多同意在發

生事故時，電廠存有足夠量的碘片供應工作人員及救災人員

（林耿民，1990：10）。 

（七）因應反恐怖應變措施 



    美國對恐怖主義的威脅與活動，列為主要影響國家安全

的重點之一。緊急應變的機制與作為係依據 1995 年 6 月頒

布之第39號總統指令：「美國反恐怖主義政策」（U.S.Policy 

on Counterterrism）為基礎，並依據史塔福法案（Robert 

t.Stafford）之「災害救援與緊急應變法」所研定之「反恐

怖主義緊急應變計畫」。並將該計畫納入「聯邦緊急應變計

畫」（Federal Response Plan）之架構與機制之中（官政哲，

2001，23）。 

自從九一一恐怖份子攻擊事件後，美國核管會於 2001

年 9 月 22 日發布新聞稿，內容略述該事件後，為確保核能

電廠及核燃料製造在遭受攻擊時能夠採取有效的保護措

施，聯邦調查局、其他智囊團及法律執行單位、核管會持照

單位、軍方、州政府以及地方權責單位之間將做最密切的聯

繫。核管會通知美國所有核能電廠進入最高安全警戒狀態，

並要求其持照單位繼續維持在高度的安全警戒狀態，核管會

執行單位持續監控安全狀況，並已準備好必要時對核能電廠

安全措施做出最適當的因應調整（楊光榮，2001：9）。 

美國聯邦政府針對事件發生後，採取一系列的步驟與措

施，其中加強安全防護方面，核能安全管理委員會下令全美

三十一個州一百零三座商業運轉之核能電廠進入「第三級」

最高警戒狀態。建有核電廠的各州州政府及地方政府能源管

理部門，開始儲存碘化鉀劑片，以防事故發生時，可供民眾

服用，阻斷人體對放射性碘的吸收。各地核能電廠透過文宣

資料，向附近民眾說明疏散中心位置、學校撤離路線及一般

民眾逃生路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2：38）。 

二、英國 

英國的緊急應變計劃由該國電力公司（CEGB）所建議，對



於該計劃之下的政策，細部本質及相關組織有效執行的能力，

為主要關切的事項。英國核能發電主管機關（NII）為測試該計

劃，準備一套假想之事故情節，並以形成一交互檢查運作組織

的基礎。CEGB及 NII均認為核能電廠事故，對民眾之主要安全

防衛在於高標準設計、建造與運轉；NII更進一步強調「緊急計

劃」在核子事故時，保護民眾的重要性。以下將以英國Sizewell

電廠為例，說明英國的緊急計劃相關事項（林耿民，1990：

15-21）。 

（一）組織架構 

1.緊急計劃法規要求，主管機關（NII）核發核能電廠執照之

要件為需經核准其緊急計劃。 

2.電力公司（CEGB）之緊急計劃由緊急管制官，提供諮詢給

警察與地方機關，通常為廠長或其代理人來下達啟動與執

行。保健物理管制官評估廠內工作人員之風險，在事故早

期組織工作隊進行廠外輻射之度梁。 

3.緊急事故時，運轉支援中心（Operational Support 

Center，OSC）由CEGB在數小時內成立及運作。 

4.每座核能電均有一套緊急計劃及緊急手冊。緊急計劃規定

原則由 NII 核准。而緊急手冊則包含緊急任務時之各項細

部指令。 

5.國家緊急組織：能源部(DOE)負責協調政府各部門。農漁及

食物部（MAFF）負責活性樣本取樣及預防食物污染之管制。

環境部（DOE）與水主管機關合作偵測飲水供應之安全，並

協調安排廢料處置。國家放射防護委員會（NRPB）建立緊

急計劃總部，以分析輻射水平之數據。 

6.地方政府緊急組織：緊急服務中心（Emergency 

Services）、地方政府、衛生局及水資局（Water 



Authorities）四種地方政府組織負責緊急計劃（含處理放

射性物質外釋之緊急計畫）之制定，並與州與郡之地方政

府協調合作。 

（二）緊急計畫方針 

1.參考事故 

NII需要CEGB提出回應設計基準事故（DBA）之緊急

計畫，該DBA將給予最外之廠外輻射外釋。 

2.防護措施 

主要的短期事故民眾防護方法有掩蔽、減抑藥劑之服

用（碘化鉀藥片）、疏散及食物與飲水之管制。緊急管制

官根據NRPB之劑量緊急參考水平，指導警察採取行動。 

（三）緊急計畫之執行 

1.Sizewell B之假想事故：包括檢視Sizewell B電廠在假

想事故順序下之緊急計畫、說明能源部以外與緊急計畫有

關組織之責任與權限，以及假想事故之狀況。 

2.防護措施：包括疏散範圍大小、碘片的發放，以及是否使

用警報器等議題。 

3.規範緊急工作人員輻射曝露劑量限值之標準。 

三、法國 

（一）組織架構及責任區分 

1.核能電廠應變組織及負責事項（林耿民，1990：22-33） 

（1）機組管制中心（Local Control Center，LCC）：負責

受損機組之安全運作功能及裁決運轉隊之各項行動。 

（2）偵防管制中心（Inspection Control Center，ICC）：



負責蒐集分析輻射與氣象資料，評估事故之輻射影響。 

（3）後勤管制中心（Movement Control Center，MVCC）：

負責廠內人員車輛調派及後勤、供應等支援。 

（4）應變處理中心（Management Control Center，MVCC）：

為電廠應變組織之樞紐，由廠長或其代理人擔任中心

主管；對廠內負責指揮其他三中心及緊急隊。 

（5）電廠緊急隊（Local Crisis Team）：負責電廠狀況評

估，該隊由電廠及核能與火力發電廠處、核子設施安

全總署分派之核安及輻射防護專案工程師所組成，分

別擔任廠內外之應變。 

2.電力公司（Electricite De France，EDF）應變組織及

負責事項 

（1）公司應變處理中心由核能與火力發電廠處副總裁或其

代理人主持，負責總公司決策階層與電廠廠長之聯繫

事宜，並建立與政府及EDF總管理處之連繫管道。 

（2）總公司緊急隊（National Crisis Team）負責答覆總

公司應變處理中心訊息需求，並提供建議及意見。其

人員編組為核能與火力發電廠儀器及研發部之工程

師，另核子設施安全總署亦派員支援。 

3.法國政府相關核能安全組織 

（1）在總理設部會間核能安全委員會，其成員由各相關部

會首長組成，主任委員由總理擔任，設秘書長一人負

責協調聯繫。 

（2）衛生部下設「游離輻射防護總署」、「醫學專家委員會」

及「部會間人造放射核種委員會」主管輻射防護，適

時提供建議給省（區）長作為推行民眾防護措施之參



考。 

（3）工業部下設之「核子設施安全總署」為核能安全之管

制機關，「原子能委員會」則轄有CEA工業公司、防護

與核能安全研究所及國家放射性廢料管理局。 

（4）工業部下設「民防指揮署」，負責依國家應變辦法，支

援地方執行緊急應變計畫。 

4.法國政府當局與電力公司（EDF）間之協調中心，核子設施

安全總之廠外應變組織大略與電力公司相似。 

（二）通訊連絡 

因應核子事故緊急計畫之應變需求，在通訊連絡方面，

由法國電力公司與政府相關單位制定支援協定。 

（三）媒體與演習 

法國根據以往事件及演習經驗，在提供地方相關訊息方

面，發展一套相關之事先演練辦法，依特殊事件緊急計畫，

指定省（區）長為對報界及媒體唯一發言人。每年之年度演

習目的在檢測緊急計畫之可行性，以考驗整個計畫體系之應

變能力，並讓記者參與，以模擬面對媒體之壓力。由於演習

與訓練的實施，將使繁複的應變組織逐漸步上正常的軌道，

發揮減少與遏阻核子意外事故之功效。 

四、日本 

日本所訂定之「災害對策基本法」，包括天然災害，如颱風、

水災及地震等，以及人工災害，如大規模的火災及爆炸等之對

策。在該法內，地方政府首長將負責採取緊急措施，以移除或避

免災害的效應，並保護民眾。相關的政府部門與局署應給予適當

的支援和諮詢（李敏，1994：8）。 



（一）緊急應變系統 

1.核子安全委員會（Nuclear Safety Commission，NSC）為

組織緊急技術諮詢委員會，對安全管制機構提供技術諮詢

與指令，及支援地方政府的緊急應變總部採取防護對策。

委員會由NSC委員與核反應器技術、保健物理、放射醫學

及其他方面之專家所組成，制定專家分派與裝備運送至地

方政府緊急應變總部之步驟（林耿民，1990：33-34）。 

該中心平時業務為與場外指揮中心保持聯繫，並與防

災組織的關聯機構，如圖3-1所示辦理講習，檢討相關的

對應措施及建立相關資料庫與分析能力，以便於緊急事故

發生時能迅速提出最佳的解決策略（鄭武昆、陳章泉，

2002：9）。 

 

 

 

 

 

 

 

 

 

 

圖3-1  日本核子事故緊急應變系統 

資料來源：http://www.jnc.go.jp/kikou/bousai/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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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訓練中心（核子事故防範、危機管理的專家） 



2.各核電廠內均設有緊急應變中心，廠外則由電廠所在地之

縣長負責，中央政府設有災害管訓總部，負責整合全國之

各種災害應變，並協調科技廳、通產省及厚生省，執行應

變業務（李敏，1994：9）。 

3.日本於茨城縣及福井縣兩大核能重鎮設置核子事故緊急

應變支援及訓練中心，另於 21 個重要核子設施設置有場

外指揮中心，以因應核子事故發生時，能迅速進行對策分

析、提供技術建議及執行支援活動等（林耿民，1990：35）。 

（二）緊急計畫的技術特性（林耿民，1990：35-43） 

1.緊急計畫區（EPZ） 

利用最穩定的大氣穩定度擴散人口分佈與地區設限

等因素估算，EPZ半徑為8-10公里。 

2.緊急環境偵測 

為求獲得活性外釋率資料，電廠煙囪上之可量測監測

器及環境偵測站，在TMI-2事故後，被廣汎地佈在電廠四

周，其量測範圍由NSC指定。偵測所得資料，在考慮氣象

條件下，用來預測民眾之曝露，緊急偵測中心在地方政府

之緊急應變總部設立。另為迅速預測劑量，電腦程式

SPEEDI （ System of Prediction of Emergency 

Environmental Dose Information）已被發展完成，並廣

泛適用於日本的所有核能電廠。 

3.民眾資訊系統 

日本廣播公司與私人廣播公司承擔對民眾報導事故

資訊。受災區域民眾通知的直接方法為使用警報器及利用

地方社區有線系統。 

4.醫療服務與處理 



在大輻射外釋事故後，緊急醫療中心在地方政府之緊

急應變總部設立。將協調受災區域內之醫療活動。 

5.教育與演習演練 

日本原子力研究（JAERI）及國家放射科學研究所

（NIRS）設計相關的課程，提供給實際參與演習救災的相

關人員，如警察、消防人員、衛生及一般管理官員，日本

原子力研究所提供的課程包括輻射、核反應器、輻射度量

與偵測的基本常識教育；另有包括輻射度量及取樣準備技

術的進階知識和實驗。國家放射科學研究所則負責提供緊

急醫療處理教育課程，對核子事故發生時的處理救助均有

實質的助益。 

五、加拿大 

（一）緊急應變計劃概況（林耿民，1990：44-45） 

1.加拿大緊急應變計畫之最高負責單位為內閣及省長，由省

長宣告緊急狀態，而內政部長或其代理人，則指揮緊急應

變事務。 

2.緊急事故應變由單一多重訓練工作小組「省運轉中心」

（Provincial Pperations Center）負責，一旦緊急狀況

穩定後，即轉交「省復員委員會」（Provincial Restoration 

Committee）負責長期之復員工作。 

3.每個業主每年必須在其所有核能電廠，舉行一次全面緊急

計畫演習。 

（二）緊急計畫提供三個重要參數（林耿民，1990：45-46） 

1.規劃各種防護措施採取個人劑量預測限值。針對最可能被

傷害的族群而設計，假如劑量預測超過某一應變措施的下



限 PAL 值時，緊急應變隊隨即自行選擇採取啟動應變行

動。一旦劑量預測超過上限之防護行動水平 PAL 值時，則

啟動應變行動為強制性的。 

2.緊急計畫（EPZ）之規劃：核電廠內區 10 公里，內、外區

10-50公里內。 

3.應變措施包括有掩蔽、疏散、藥片抑劑（分發服用碘化鉀

片）、管制食物與飲水等。 

六、瑞典 

緊急應變計劃概況如下（林耿民，1990：47-51）： 

（一）瑞典之緊急應變計劃由國家輻射防護協會（National 

Institute of Radiation Protection，NIRP），負責規劃

有關民眾輻射防護之事務。核電廠所在地的郡政府，負責

核子意外之民眾防護，NIRP 則提供郡政府規劃或執行時之

建議與指示。而電廠本身則負責廠內之緊急計劃。 

（二）緊急計劃區（EPZ）之範圍分為2-3個區，輻射度量在50公

里內執行。內警示區12-15公里，須有詳細之疏散計劃。中

央警報區5-10公里。 

（三）郡政府之應變組織分為緊急處理組織、現場緊急組織及詢委

員會。核電廠之應變組織負責廠內意外事故，並向郡政府及

郡諮詢委員會報告最新狀況。 

（四）事故分類為警戒、運轉準備及全廠事故等三類，視事故程度

分別採取不同之防護行動。 

（五）該國平時重視相關人員之防災應變教育訓練。緊急計畫演習

由國家緊急管理署（Na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NEMA）負責演習計畫之執行，分成全面演習與幹部

演習。全面演習由郡政府之應變組織負責，每廠每四年舉行



一次，幹部演習則每四年舉行三次。 

七、南非 

緊急應變計劃概況如下： 

（一）南非之緊急應變組織包括總部、廠內應變組織及廠外應變組

織三種。廠外應變組織包括地方政府民防組織、區域性政府

民防組織、全國性政府民防組織及其他相關單位。 

（二）地方救災單位必須負責廠外民眾防護，包括掩蔽或疏散離電

廠較遠之安全地區。有關緊急應變計畫及作業程序由救災單

位建立，並配合電廠演習（林耿民，1990：52-58）。 

（三）南非之緊急應變計劃由核電廠緊急事故管制官負責指導廠內

應變，廠外部份由總部提供相關資料，專門技術及工程支援

等，並通知政府相關單位聯合執行應變措施。民眾之防護亦

類似美國核管會之作法。平時亦著重訓練及演習，做定期之

檢討（李四海，1995：41）。 

 

 

 

 

第二節   我國核能緊急應變計畫之分析 

我國原子能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六條明文規定，申請核發核子反應

器使用執照時，應於初次安放燃料前提出「緊急事件應變計畫」。其

目的在於預先充分準備，確定各類事故處理步驟，並建立應變分析能

力與支援體系，俾於事故時能迅速執行應變措施，有效地控制事故狀

況，以維護廠外民眾的健康與安全。 



我國現行的「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訂定，於1981年11月（新修訂版如附錄一）經行政院公布核定，並

成立「全國核子事故處理委員會」（簡稱全委會），匯集各部會暨其所

屬有關單位資源及力量，全權負責核能電廠嚴重事故的緊急應變事

務，確實執行緊急計畫準備工作，以防患萬一。本節我國核能電廠緊

急應變計畫分析主要以介紹國內核一廠、核二廠及核三廠為主，茲以

下面分別詳述之。 

一、法源依據 

核電廠有關意外災害事件通報及緊急應變法源，基本上遵循

我國原子能法規與國內相關法規之規定。另台電公司目前三座運

轉中之核電廠（共六部機組）均購自美國，有關核子事故緊急應

變之規劃，在技術作業方面，基本上仍參考沿用美國核能管制之

相關規定或精神。因緊急計畫涵蓋層面甚廣，僅列舉主要核能法

規作為參考： 

（一）國內依據部分（台電公司，2002：38） 

1.台電公司緊執會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 

2.「原子能法施行細則」（1994年頒布第二版）。 

3.「核子事故防護行動指引」（2001年修訂頒布）。 

4.「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2002年修訂頒布）。 

5.「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草案）（1996年7月審核通過，

立法院審議中）。 

6.台電公司各核能電廠終期安全分析報告。 

7.台電公司各核能電廠運轉規範。 

（二）國外參考部分（台電公司，2002：38-39） 

1.美國聯邦法規10CFR50.47“Emergency Plans”、10CFR 

50,App.E, “Emergency Planning and Facilities.” 



2.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USNRC）“Emergency Planning and  

Preparedness for Nuclear Power Reactors. ” 

3.聯邦災害處理中心（FEMA）之管制規定NUREG-0654或

FEMA-REP-1“Criteria for Prepa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Radiologic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Preparedness in Support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 

4.NUREG-0696“Functional Criteria  for Emergency 

Response  Facilities.” 

5.NUREG-0396（December 1978）“Planning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Radiological Emergency Response in Support of Light 

Water Nuclear  Power  Plants.” 

6.NUREG-0737“Guidance on Meteorological Monitoring 

and Dose Assessment.” 

7.美國國家標學會/美洲核能協會規章

ANSI/ANS-3.8.1-3.8.7 

8.FEMA-REP-14（January 1991）“Radiological Emergency 

Preparedness（REP）Exercise Manual.” 

二、緊急應變體系、組織與任務 

我國現行災害防救體系分為中央、省（市）、縣（市）及鄉

（鎮、市、區）等四級防災會報及救災指揮組織。為提昇災害應

變能力，由中央防災會報訂定「防災基本計畫」，指定行政機關、

公共事業及省（市）、縣（市）及鄉（鎮、市、區）訂定「防災

基本計畫」、「地區防災計畫」及「防災業務計畫」等。由各指定

行政機關及公共事業單位，依防災業務計畫及災害防救中心之指

示，於內部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從事各項災害之應變措施（全

國核子事故處理委員會，2002：102）。以下介紹分析核能緊急應

變體系與組織在我國核能災害應變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為我國原子能主管機關（簡稱原能會），依據「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會災害通報及緊急應變小組編組作業要點」，其緊急

應變小組為一臨時任務編組，由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成員

包括各處室主管、核能研究所所長、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局長

、輻射偵測中心主任。平時設緊急應變小組業務主管負責對

外之聯繫窗口，由主任委員指定兼任。主要的任務（行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2002：52）： 

1.執行災害防救事項，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指示，從事

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2.瞭解掌握災害狀況動態，即時通報有關機關單位及傳遞災

情。 

3.加強與防災機關單位聯繫，提供支援與援助。 

4.災情及損害之調查、處理、報告事項。 

5.有關防災事宜及其他交付任務之執行。 

（二）全國核子事故處理委員會 

為我國執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之決策單位（簡稱全

委會），其組織體系如圖3-2所示，全權負責核電廠嚴重事

故的緊急應變事務，委員會委員由國防部、內政部、經濟部、

交通部、農委會、衛生署、環保署、省政府、台北市、高雄

市、警政署、陸總部、台北縣、屏東縣、原能會、台電公司

等十六單位所組成，由原能會主任委員擔任主席。全委會任

務如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2：6-8）： 

1.適時循行政途徑陳報層峰裁決民眾疏散之執行。 

2.民眾防護行動令之下達。 

3.近廠指揮中心、支援中心、救災指揮中心及新聞發布室設

置令之下達。 



4.執行疏散所需人力、物力之調遣。 

5.廠外地區輻射強度之偵測與評估。 

6.各中心（室）任務之督導。 

7.有關核子事故或演習新聞發布前之審核。 

8.其他核子事故搶救有關重大問題之裁決與執行。 

9.復員令之頒發。 

10.模擬演習令之下達。 

 

 

 

 

 

 

 

 

 

 

 

           ：指揮線            ＊：廠界個人全身劑量率（毫西弗/小

時） 

圖3-2   全國核子事故處理委員會組織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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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電公司緊急計畫執行委員會（簡稱緊執會） 

台電公司緊急計畫執行委員會，簡稱緊執會，當核電廠

意外事故處理無法控制且持續惡化，或是事故本身即是一非

常嚴重的事故，遠遠超過個別電廠處理能力時，此時核電廠

必須通知台電公司之緊執會，動員總公司所有的資源，協助

搶救機組。如果有進一步需要，可透過緊執會聯絡海外技術

支援機構，提供更先進之技術協助。 

緊執會組織架構如圖3-3。組織編組設主任委員一人、

執行秘書一人、委員十六至十八人，由主管核能建造的副總

經理、核能營運總工程師、各處處長以及二至四人專家所組

成。另設劑量評估等九個工作組，分掌核能緊急事故有關事

項處理事宜。緊執會的主要任務（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輻射防

護協會，1998：2-8、2-9）： 

1.平時任務： 

（1）負責核能緊急事故應變方案的統籌規劃和事項執行。 

（2）協助全委會執行平日核能電廠緊急事故廠外模擬演習

事務。 

（3）督導協調核能電廠緊急計畫暨實施程序，及推動演習

訓練。 

2.發生事故時之任務： 

（1）核能發電廠發生緊急事故時，負責通知原能會；再由

原能會轉知全委會執行廠外緊急應變事項。 

（2）執行有關設備搶修、損害控制、事故機組復原、以及

所需人力支援規劃事項。 

（3）執行有關緊急技術支援、事故評估、事故機組復原、

以及系統設計與事故應變資料提供等事項。 

（4）執行廠外輻射劑量監測以及評估環境影響程度。 



（5）監測廠內輻射劑量，協調輻射防護支援工作。 

（6）評估廠外民眾所受輻射劑量和民眾防護行動時機。 

（7）協助全委會暨原能會設置近廠指揮中心，展開廠外緊

急應變作業。 

（8）綜合辦理本會緊急支援人員之交通、食宿等事務性工

作。 

（9）籌措事故處理所需費用及報銷事項。 

 

 

 

 

 

 

 

 

 

 

圖3-3  緊急計畫執行委員會組織體系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1：232 

（四）核能電廠（核一廠、核二廠、核三廠） 

1.廠內緊急應變組織 

各核電廠之廠內緊急應變組織主要為「緊急控制大

隊」，組織體系如圖3-4所示。包括主控制室（MCR）、技

術支援中心（TSC）、作業支援中心（OSC）、保健物理中心

（HPC）、及緊急民眾資訊中心（EPIC）等五個緊急控制場

所與十個緊急工作隊，由大隊長統一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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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核能電廠緊急控制大隊組織體系圖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2002 

緊急控制大隊依功能職掌分為八組人員（李敏、黃四

昌，1997：132-134）： 

（1）控制室當值運轉人員隊：負有詳實記錄事故發生經過，

研判分析事故嚴重性，以及採取控制步驟的任務。 

（2）緊急後備運轉隊：隋時待命，有必要時當協助值班運

轉人員處理所發生的緊急事故。 

（3）緊急再入隊：負責搶修設備，救傷救難，撤退時清點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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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緊急供應隊隊：執掌財務會計和各項後勤支援。 

（5）緊急消防隊：消防救火，協助緊急保安人員進行作業。 

（6）緊急保安隊：保護人員安全和財產完整，管制人員進

出，維持秩序；協調軍警防範暴亂發生。 

（7）緊急輻射偵測隊：執行緊急輻射偵測工作和提供再入

時必要的輻射防護資訊。 

（8）緊急救護去污隊：偵檢人員受污染嚴重程度和初步除

污工作，以及輻射傷患緊急救助和後送醫療作業。 

2.廠外緊急應變組織 

廠界以外的緊急應變是中央暨地方機構與台電公司共

同的責任，由任務編組的全委會全權負責。緊急應變組織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2：24）如下： 

（1）近廠指揮中心（簡稱近指中心）分別由原能會及台電

公司指派專人擔任。近指中心下設輻射偵測隊、技術

組及行政組，分別由原能會、台電公司及清華大學等

派員組成。 

（2）支援中心由國防部就各核能電廠之地理位置指定適當

軍事單位所組成。 

（3）救災指揮協調中心由地方政府負責。 

（4）新聞發布室由原能會及台電公司派員所組成。 

3.廠外緊急支援機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2：25） 

（1）台電公司核能電廠緊急計畫執行委員會。 

（2）台電公司特約之榮總、國防醫學院「輻射傷害防治中

心」、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恆春信義基督

教醫院及地方消防組織。 

（3）台電公司特約之國外技術支援組織，如反應器供應廠

商、工程顧故公司及美國核能運轉協會（INPO）等。 



（五）我國「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草案）應變組織體系規定 

緊急應變計畫責任之劃分，設施內事故由核反應器設施

經營者負責，緊急應變計畫區內整備、應變及復原等應執行

之相關工作則由各級地方政府（以縣為主）負責。中央與地

方政府權責事項如下（全國核子處理委員會作業執行室，

1999：89-93）： 

1.中央主管機關原子能委員會綜理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處理

之有關事項。行政院在接獲原能會陳報發生核子事故後，

應即設立核子事故中央災害處理中心統一調度指揮，執行

救援所需人力、物力、財力的協調與統籌應變、救災及復

原等工作，將事故影響減至最低程度。 

2.地方政府接獲核子事故中央災害處理中心通知後，需立即

於轄區內設立災害處理中心執行應變、救災及復原之相關

工作。國軍則在接獲核子事故中央災害處理中心通知後，

需立即設立支援中心協助地方政府執行偵檢、除污、民眾

疏運、交通管制及警戒等事項。 

核能電廠萬一發生放射性物質外洩事故時，除核反應器

設施經營者應努力控制事故嚴重性，減輕事故之影響。緊急

應變計畫區內應變部分，根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草案

規定，應按廠界輻射程度依序由核反應器設施者通報中央主

管機關（原能會），再由原能會往上陳報行政院。 

為期地方政府能充分配合中央災害處理中心統籌指揮

應變、救災及復原等作業，有必要在此對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相關之組織作一整體性介紹。依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

草案，中央災害處理中心應包括三個作業中心及緊急應變作

業執行室，其組成與任務分述如下： 

1.中央災害處理中心： 



（1）通知各級政府成立災害處理中心、協調人力及物力之

調遣事項。 

（2）統一發布警報及新聞事項。 

（3）核子事故防護行動命令之下達。 

（4）復原命令之發佈。 

（5）其他有關防止災害擴大事項。 

2.緊急應變作業執行室： 

（1）發生核子事故時緊急應變處理之有關事項。 

（2）平時整備、訓練與演習工作規劃、連繫及協調事項。 

（3）作業程序書之彙整及編修事項。 

（4）研發事項之規劃及委託執行事項 

（5）其他有關事項。 

3.近廠處理中心： 

（1）研判事故程度與影響範圍、環境偵測、民眾輻射劑量

評估及防護行動建議作業。 

（2）提供充分資訊予各級災害處理中心。 

4.地方政府災害處理中心： 

（1）依照核子事故中央災害處理中心之指示，執行民眾疏

散、掩蔽事項。 

（2）疏散民眾之收容、緊急醫療救護及運送事項。 

（3）其他有關救災事項。 

5.支援中心 

（1）實施人員、車輛及環境等偵檢及除污事項。 

（2）協助民眾疏運、交通管制及警戒之救災事宜。 

三、緊急事故分類及動員時機 



（一）事故分類 

依據我國「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中所規範事故的影

響程度與演變之順序，將核電廠可能發生之緊急狀況分為四

類標準（李敏、黃四昌，1997：127-129），如表3-1所示。 

表3-1  各類事故可能影響程度之劃分 

第一類緊急事故 
(異常事件之示
警通知) 
Unusual 

event 

• 指運轉規範所規定之異常事件(Reportable 
event)  

• 事故電廠放射性物質外釋量超過運轉規範之
限制值時。 

• 電廠狀況超過運轉規範之限制時。 
• 火災、風災、水災、地震等或保安事件影響
到電廠正常運轉時。 

第二類緊急事故 
(緊急戒備) 
Alert 

• 事故電廠放射性物質外釋超過運轉規範限制
值之十倍時。 

• 電廠之異常事件狀況繼續惡化時。 
• 發生相當於運轉基礎限值之風災、水災、地
震等，而對電廠安全有影響時。 

第三類緊急事故 
(廠區緊急事故) 
Site area 
emergency 

• 發生放射性質外釋事故，且外釋之等效碘
-131含量介於10-1000居里或等效氙-133
含量介於104-106居里時。 

• 事故電廠廠界個人全身劑量率50毫侖目/小
時。 

• 發生超過設計基礎限值之地震、風災、水災
時。 

第四類緊急事故 
(全面緊急事故) 
General 
emergency 

• 發生放射性質外釋事故，且外釋之等效碘
-131含量多於1000居里或等效氙-133含量
多於106居里時。 

• 同時發生燃料嚴重破損與一次系統破漏，且
圍阻體完整性堪虞。 

• 發生核心熔化事故時。 
• 事故電廠廠界個人全身劑量率達1侖目/小
時。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2 

依類別不同劃分各類事故級別標準，如下表3-2所示。 

表3-2   按事故處理之形式劃分各類事故之級別 



事 故 類 別 級 別 劃 分 原 則

第一類緊急事
故 

- 異常事件之示警通知。 

A級 無放射性物質外釋之緊急戒備事故。 第二類緊急事
故 B級 有放射性物質外釋之緊急戒備事故。 

A級 無放射性物質外釋之廠區緊急事故。 

B級 
有放射性物質外釋，但廠界最大個人全身劑
量率小於50毫侖目/小時之廠區緊急事故。第三類緊急事

故 

C級 
有放射性物質外釋，且廠界最大個人全身劑
量率大(等)於50毫侖目/小時之廠區緊急事
故。 

A級 
指已下令執行民眾防護行動之全面緊急事故
(自第三類B、C級事故惡化演變者)。 

第四類緊急事
故 

B級 
指突發性之全面緊急事故(事故發生或演變
突然，而無法按序準備與下令執行各項民界
防護行動)。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2 

（二）動員時機 

台電公司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組織動員時機如下（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1，226-227）： 

1.第一類緊急事故或異常事件（Unusual Event） 

（1）尚毋須動員任何廠內外緊急組織。 

（2）按運轉規範中可提報事件（reportable events）的處

理規定，循正常行政體系陳報。 

2.第二類緊急事故或緊急戒備事故（Alert） 

（1）凡屬沒有放射性物質外釋的事故：此時廠內緊急組織

局部動員或待命準備；台電公司緊急計畫執行委員會

（緊執會）局部動員。 

（2）凡屬有放射性物質外釋的事故：此時廠內緊急組織全

部動員；緊執會全部動員，緊急指揮中心成立。 

3.第三類緊急事故或廠區緊急事故（site Area Emergency） 



（1）凡屬沒有放射性物質外釋的事故：此時廠內緊急組織

全部動員，緊執會全部動員，緊急指揮中心成立，全

委會毋須動員。 

（2）凡屬有放射性物質外釋的事故：按廠界輻射狀況逐步

動員廠外緊急組織。 

4.第四類緊急事故或全面緊急事故（General Emergency） 

此時全體廠內緊急計畫組織均立即動員，參與應變行動。 

 

 

 

 

 

 

 

 

 

 

 

 

 

圖3-5  全國核子事故處理委員會動員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2 

當核電廠發生核子事故程度區分之「廠區緊急事故」以

上程度，預估有實施民眾疏散之可能時，全委員會負責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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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執行委員，經研判狀況後認為有必要時，再召集其他委員

共同執行任務，其動員時期如上圖3-5。 

四、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之運作 

（一）緊急應變行動 

緊急應變行動的執行，分為廠內及廠外之緊急應變。廠

界內由核電廠所屬台電公司負責，並受主管機關原能會之監

督。廠外由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負責，台電公司協助辦理。

應變行動包括緊急應變通報、緊急事故狀及輻射評估行動、

搶（救）修及人員防護救護行動、民眾資訊處理行動及新聞

媒體發等。以圖3-6說明之。 

核電廠緊急應變行動（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1：

227-239）說明如下： 

1.當電廠發生超乎尋常的事故時，運轉人員可以依據「緊急

運轉程序書」設法防止事故的惡化，同時可以要求電廠成

立"緊急控制大隊"提供協助，運用全廠的人力進行事故的

處理。如果事故持續惡化或事故本身即非常嚴重，核電廠

必須通知緊執會，動員總公司的人力、物力，協助防止事

故的惡化。如有需要，緊執會還可以聯絡海外技術支援機

構提供協助。 

2.緊急控制大隊由大隊長（通常由廠長擔任）負責，指揮廠

區內各項緊急救援行動，「緊急控制技術小組」為大隊長

之技術諮詢幕僚，協助大隊長分析情勢，研判和掌握電廠

狀況，建議適當可行的應變防護措施，成員包括電廠各功

能單位主管，當事故惡化至第二類事故時，緊急控制大隊

成員均集中於「技術支援中心」辦公，協助大隊長處理事

故。電廠技術支援中心的各項軟硬體設施必須符合法規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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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應變行動程序圖 

資料來源：謝牧謙等，1996：17 

3.當核電廠發生嚴重事故，如經過廠內緊急應變組織全力搶

救，放射性物質仍然外釋出廠界，且輻射劑量率達到0.5

毫西弗/小時以上之第三類緊急B級嚴重事故時，全委會

立即成立運作。各相關單位首長於原能會四樓緊急應變中

心集中辦公，迅速指揮成立近廠指揮中心、支援中心、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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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指揮中心及新聞發布室，統籌匯集政府間和相關單位所

有資源，採取應變措施，保護電廠附近民眾的健康與安

全。廠外緊急應變是中央暨地方機構與台電公司的共同責

任，由任務編組的全委會全權負責。 

4.如果事故經過上述處理，仍然無法控制惡化狀態，或事故

本身即是一非常嚴重的事件，遠遠超過個別電廠的處理能

力時；此時電廠必須通知緊執會，動員總公司所有資源，

協助搶救機組。如果有更進一步需要，甚至還可以透過緊

執會聯絡海外技術支援機構提供更先進的技術協助（李

敏、黃四昌，1997：134）。 

（二）民眾防護 

1.緊急計畫防護區（Emergency Planning Zone，EPZ） 

為了保護民眾的健康與安全，根據嚴重事故可能影

響的程度，將電廠周圍地區劃分為緊急計畫防護區及放

射性污染管制區二個區域（李敏、黃四昌，1997：

124-125），如圖3-7所示。 

我國規劃緊急應變計畫區時採取的重要準則： 

（1）民眾因意外輻射曝露致死機率小於可接受之標準（約

百萬分之一）。 

（2）因核能電廠發生意外使民眾死亡機率小於其他人為

因素致死機率的千分之一。 

依據上述兩項原則及「核子事故行動指引」，經致死

機率過詳細的分析與評估，我國核能一、二、三廠「緊

急計畫區」範圍分別為3.6公里、4.6公里及4.5公里。

原能會整體考量全國核電廠宜採取一致標準，決定三座

核電廠「緊急計畫區」（EPZ）均定為以電廠為中心周圍



半徑 5 公里的區域。亦即當各核電廠萬一發生核子事故

或有輻射線污染情況不明時，電廠半徑 5 公里內所有民

眾都將成為優先進行疏散或防護措施的對象（吳冠衡，

1994：4-5）。 

 

 

 

 

 

 

 

 

 

 

 

 

 

 

圖3-7  緊急應變計畫區（EPZ）示意圖 

資料來源：原子能委員會，2002 

2.民眾的防護標準 

防護行動乃依預估所受劑量之大小而採取掩蔽、疏散

或服用碘化鉀、醫療照顧及除污管制等措施，須視事故狀

況而定來採取防護行動，並非一定要疏散民眾，如表

 

約10 Km
約5 Km

廠  界

廠  內

（民眾防護區）

（污染管制區）

廠外地區

電廠外釋氣
體進行方向 

受到外釋氣體
直接曝露之應
變範圍 

受到外釋氣
體間接曝露
之應變範圍



3-3 、3-4緊急計畫防護準則說明。國內目前能夠處理輻

射傷害的醫院在北部有榮民醫院，在南部為恆春信義基督

教醫院。 

表3-3  事故早期之民眾防護行動劑量標準 

預 估 之 輻 射 劑 量

全 身 甲 狀 腺
防 護 措 施

0.5-5侖目註8 

（0.005-0.05

西弗） 

5-50侖目 

（0.05-0.5西

弗） 

˙民眾應停留於屋內掩蔽，並關

上門窗及通風系統，同時以濕

手帕或毛巾掩住口鼻做呼吸防

護。 

˙預估甲狀腺劑量大於25侖目

者建議服用碘化鉀藥劑。 

˙地區進出管制。 

5-10侖目 

（0.05-0.1西

弗） 

50-100侖目 

（0.5-1西弗）

˙兒童、孕婦應躲在防護效果較

佳之鋼筋水泥建築內掩蔽或遵

從指示疏散，成人在應留在屋

內並關上門窗，做呼吸防護。

˙預服碘化鉀藥劑。 

˙地區進出管制。 

超過10侖目 

（超過0.1西

弗） 

超過100侖目 

（超過1西弗）

˙民眾應遵從指示疏散。 

˙預服碘化鉀藥劑。 

˙地區進出管制。 

資料來源：1998，核子事故防護行動指引 

 

                                                 
註8
 侖目為人體接受輻射之等效劑量單位。1西弗（Sv）100=侖目（rem）。 



表3-4  事故中期之民眾防護行動劑量標準 

防 護 行 動 管 制 標 準

食物管制 ˙牛奶含碘131污度大於6000微微居里/公升（約222

貝克/公升），不得飲用。 

˙葉菜含碘131污度大於200微微居里/公升（約7.4

貝克/公升），不得飲用。 

˙飲水含碘131污度大於3000微微居里/公升（約111

貝克/ 公升），不得飲用。 

暫時移居註9 事故後第一年預估劑量在5-50侖目，應考慮暫時移

居，大於50侖目則必須暫時移居。 

資料來源：1998，核子事故防護行動指引 

4.防護行動決定與執行 

行政院為裁決民眾防護行動之最高行政機關，由全委

會研判實際情況後，向行政院提出防護行動之建議後執

行。全委會陳報之資料由台電公司緊執會轉呈。事故時成

立之各指揮支援中心彼此相互協調、聯繫及執行，使命令

能夠下達，並反映災情給全委會及行政院。整個決定與執

行體系如圖3-8所示。 

 

 

 

                                                 
註 9暫時移居之劑量標準係採用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標準，以職業年劑量限值五侖目為

下限，若因重大國家利益而必須繼續進行某些工業活動，則容許部分工作人員超過下限，但

不得超過上限劑量五十侖目（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0）。 



 

 

 

 

 

 

 

 

 

 

 

 

 

 

 

 

圖3-8  防護行動之決定與執行 

資料來源：1998，核子事故防護行動指引 

（三）警報系統 

1.全委會在核能電廠附近鄉鎮裝置有核子事故民眾預警系

統，期能使所有民眾都能聽到正確訊息，而佩合採取適當

的行動準備。表3-5 為民眾預警系統設置地點。 

行政院

裁決民眾防護行動

全國核子事故處理委員會

情況研判建議防護行動

台電緊執會

事故評估
緊急支援協調

近指中心

輻射偵測 
廠外影響之評
估、事故資訊
蒐集、呈報、
與查證 

救災及支援中心 

掩蔽或疏散之通
知與執行地區管
制、傷患運送民
眾食宿賑濟 

台電核能電廠 

報告事故情況並預測
其發展情勢，提供放
射性物質外釋及氣象
資料 

建議 通知

協 調 支 援 

報 
告 

下 
達 
掩 
蔽 
或 
疏 
散 
命 
令 

資訊連繫 

通知 連繫



2.警報透過電視、電台廣播、巡迴車廣播、空中警察直昇機

廣播、漁業電台廣播等方式進行。事故警報每次響一次停

一秒，重覆90次，時間為180秒，警報發放後以國、台

語廣播各兩次。 

 

表3-5  核子事故民眾預警系統設置地點 

 

 
設     置     地     點 

主控站 
註10
 

核 一 廠 
老梅派出所、石門分駐所、乾華派出

所、茂林社區等四個分站 

放射試驗

室核二分

隊 

核 二 廠 

野柳派出所、大鵬派出所、中角派出

所、萬里分駐所、金山變電所、金山

分局、台電萬里服務所等七個分站 

放射試驗

室 

核 三 廠 

恆春分局、龍水派出所、大光派出所、

南灣派出所、墾丁派出所、核三廠單

身備勤宿舍等六個分站 

放射試驗

室核三工

作隊 

資料來源：2000，全國核子事故處理委員會 

（四）緊急疏散行動 

不論是是真實或模擬的核子事故，疏散的重要消息，都

將透過收音機、電視廣播與報導傳達給民眾，被通知的民眾

應收拾重要物品、熄滅燈火、關閉門窗及撤離該區，並疏散

至收容中心；疏散的民眾應即接受放射性污染之偵檢或進行

去污。救災中心將安排民眾的飲食、掩蔽場所，並提供藥物

或其他必要的協助（全國核子處理委員會，1993）。 

當民眾接獲疏散通知，應依疏散通知儘速前往集合地

                                                 
註 10各主控站備有小型警報器，事故發生時，利用車輛載運至偏遠地區廣播。 

設置 
地點

廠別



點，由全委會安排車輛運送至指定收容站，我國核一廠、核

二廠、核三廠之緊急疏散圖及收容站，詳如附錄四所示。 

一旦全委會發布疏散命令，民眾應注意下列事項（全委

會作業執行室，1998）： 

1.保持安靜。 

2.接收廣播電台訊息，取得進一步的指示。 

3.若事故期間曝露於室外，需淋浴並徹底清洗頭髮，從密封

的櫃子和衣櫥中換取乾淨衣服，並將更換的衣物置於密封

的塑膠袋中。 

4.整理必要物品（例如：充分的衣物、眼鏡、假牙、醫師處

方及重要藥劑；支票、現金、金融卡、嬰兒用品與特別食

物、駕照與身份證、衛生用品、毛毯等）。 

5.關閉所有電器設備，電冰箱與冷藏室除外，並關閉冷氣、

空調設備及瓦斯開關。 

6.勿從學校、醫院、療養院及其他機構接回家人，他們將被

救災中心人員分別疏散與照顧。 

7.如果本人需要協助，可在門窗或易見處懸掛白布條，將可

迅速獲得協助。 

8.家中寵物，為他們準備至少二天的食物與水。 

9.如屬可能，與同事留在工作場所，並協助需要幫助的人。 

10.儘速到平時預定的集合場所，搭乘全委員會提供車輛至           

收容中心。 

11.自行開車疏散者，要關閉車窗及通氣口。 

12.自行疏散的民眾，可沿指定的路線疏散到收容中心，在

那裡可得知其他親屬的下落。 

（五）緊急計畫訓練與演習 



1.應變訓練 

為確實而有效的執行緊急應變行動，全委會在其下

分設的四個中心，經常舉辦講習訓練，並定期安排各醫

院之專科醫師接受專業輻傷救治訓練，以防萬一有緊急

事故時，能發揮所長，確實擔負起緊急處理事故任務（全

國核子處理委員會，1993：5）。 

2.應變演習 

為期使核子故緊急應變計畫確能符合實際事故之處

理情形，讓各參與機關熟習本身任務之執行，每年均舉

辦模擬演習，分為通信演習與核安演習二種（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會，2002：25）。 

（1）通信演習 

　聯絡電話測試：於每半年由原能會負責與各參與緊急
應變計畫人員電話聯絡一次，以求證聯絡電話之正確

性。 

　每年由台電公司所屬各核電廠電話報告台電公司「模
擬通信演習」，記錄發話日期、時間，台電公司轉知

原能會，由原能會通知全委會執行委員，於最後一位

人員聯絡完畢後，記錄發話時間，求得自電廠發出報

告後之全部聯絡作業所需時間，以作為改進之參考。 

　通信網建立演習：由預定支援之通信部隊在電廠廠區
外建立通信網，實際演習計畫，由作業執行室擬訂，

並陳報全委會核定。 

（2）核安演習 

　演習計畫實施 

為假想核能電廠發生意外事故，可能威脅到廠區

附近民眾安全，依照事先擬定的全國核子故緊急應變



處理規劃，動員緊急應變組織進行機組搶救及民眾防

護行動的模擬演習。 

　執行概況 

國內目前三座核能電廠每年均須舉行廠內緊急

應變計畫演習。台電緊執會每年須配合一個核能電廠

的廠內演習，執行動員及功能測試演習。原能會要求

台電公司各核電廠每年需執行一次廠內緊急計畫演

習。演習的規劃工作由緊執會負責，並由緊執會邀請

原能會及國內學者專家擔任評核工作（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2002：26）。 

廠外演習方面，規定每年必須實施一次廠外全面動

員的「核安演習」，由三座核電廠輪流舉行。廠外演習的

策劃工作由全委會的作業執行室負責，評核工作則由原

能會及受邀的學者專家負責（李敏，2000：11）。 

為掌握各核電廠緊急應變狀況，原能會已針對國內

各核電場實施週末假日及不預警動員測試，於91年8

月、12月間及92年4月間分別對核一廠及核三廠進行不

預警動員測試，經測試結果動員情形良好，有效提昇核

電廠緊急應變能力（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3：15）。 

五、國內外緊急應變合作 

全委會為加強緊急應變技術，提昇工作人員水準，建立妥

善的軟硬系統設備等，積極與國內外的有關核能機構及學術機

構合作（全國核子事故處理委員會，1993：30-31）。 

（一）國際合作對象 

1.國際組織：參加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 Atomic 

Energy Agency,IAEA）緊急通報系統。 



2.美國： 

（1）定期派員赴美國受訓及參加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演習 

（2）參與美國核管會主持的嚴重核子事故研究計畫、管路

完整性國際研究計畫及電廠分析器研究計畫。 

（3）美國核管會承諾在我國核能電廠發生有關安全方面的

問題時，提供技術支援。 

3.日本：與日本「原子力產業協會」簽署核子事故雙方緊

急支援協定。 

除此之外，全委會亦經常派員考察地理環境與國內相

似的歐洲國家之緊急應變計畫，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

錯」，廣泛吸取各國經驗以為借鏡。 

（二）委託學術機構研究事項 

為使緊急應變計畫更為周全，原能會分別委託國內相關

學術及研究機構，如台灣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及核能

研究所等專家學者，根據各核能電廠附近之地理環境、氣候

及人口分佈等狀況進行各項專題研究，期使核子事故緊急應

變計畫更臻完備，進而保障民眾之生命財產。 

七、反恐怖主義之緊急應變措施 

核電廠的安全除內部因素外，也不排除外來人為危害的因

素。近年來由於國際形勢紛擾不安，國際恐怖份子威脅有日漸增

高之趨勢，原能會為防範核電廠人為的疏忽，以及遭受恐怖份子

蓄意的攻擊，除將督促台電公司落實各廠保安作業外，並不定時

進行保安計畫之突檢與測試，以確保核能安全。謹就台電公司預

防人為疏忽措施及近期恐怖份子攻擊事件後國內核電廠加強保

安應變措施說明如下： 

（一）核電廠預防人為疏忽措施（台電公司，1996：25） 



1.為防止人為誤失造成全問題，電廠設計許多重複的、多

樣的及分離式的自動化安全設備，遇有不正常狀況發生

時，可立即自動使反應器停機，甚至起動安全設備，以

消除事故之發生。 

2.核電廠採用「深度防禦」層層防護措施，萬一發生異常

狀況，多層圍阻設施可將放射性物質侷限在廠房內，不

致外洩。 

3.要求各核電廠控制室高級運轉人員必須具備大專以上

程度，並與反應器運轉員均須持有原能會核發之運轉人

員執照，始能運轉操作。 

4.為防止人為因素引起之意外事故，各核電廠之運轉設計

已有互相連鎖功能，電廠運轉人員操作時，須複誦指

令，相互核對，避免單獨操作而發生人為失誤。 

5.可能造成機組跳機之檢修工作或偵測試驗，均須事先申

請評估，執行時由品質人員複查。 

（二）九一一事件後國內核電廠保安應變措施（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2003） 

1.組成專案小組完成各核能電廠進行保安作業團隊視

察，針對視察結果補強之處，要求台電公司改進。 

2.為進一步掌握核能電廠的狀況，原能會於週末假日期

間，與各核能電廠建立緊急通訊聯絡並定期測試，俾能

隨時掌握核電廠狀況。 

3.在防範空中飛行器撞方面，原能會已協調民航局，針對

核能電廠劃置限航區，以防範飛行器對我國核能電廠可

能產生之威脅，此項工作已陸續完成。 

4.由九一一事件看來，對恐怖分子破壞的防範，實有賴於



政府相關部門的通力合作。有鑑於此，經濟部邀集國安

會、內政部、法務部、國防部、原能會等單位就此議題

進行協商，並確認在現有架構下，核能電廠之安全將可

以迅速獲得支援與維護。 

5.原能會請台電公司完成訂定核能電廠保安分級制度與

處置、保安事件狀況之對策擬定、保安事件請求支源協

助事項等。 

6.內政部警政署保二總隊對核一廠附近進行九一一專案

勤務警祺推演及實警演練，藉以磨練基層員警對核能電

廠安全維護之應變能力。核三廠亦實施「爆裂物防處演

練計畫」之保安演習。 

（三）東南亞恐怖攻擊後國內核電廠應變措施 

各核電廠於印尼峇里島事件發生後立即進行各廠保

安作業加強工作，除了增加廠區機動巡邏頻度外，並陸續

採取下列各項措施（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3）： 

1.各重要設施如進水泵室、油槽等增派雙崗加強戒護。 

2.大門口、主衛室等各重要管制崗哨，全面加強檢查及管

制。 

3.各廠保安監控中心全面加強廠區閉路電視之監控，並與

保警隊及兵警力支援單位密切聯繫。 

 

 

 

 

第三節   各國核能緊急應變計畫之比較 

大體而言，核電廠如真有發生重大的核子事故，其應變組織絕對



超乎地方所及，而需動員到全國甚而世界其他國家之支援，以儘速消

弭災變。上述各國（含我國）之緊急應變計畫，因各國之領土、國情、

核子反應器型式及數量，以及政治上的考量而有甚大的差異。以下就

各國緊急計畫之應變組織架構與功能、主要干涉水平（防護措施準

則）、緊急計畫區範圍、氣象與輻射度量評估能力，以及演習與訓練

等方面做分析比較，並加以討論。 

一、應變組織架構部分 

（一）相似部分 

1.各國核電廠廠內應變均由電廠本身自行處理，廠外應變

則由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出面處理。 

2.各國緊急應變的支援由於多有涉及軍方、警方的管轄

權，我國廠外緊急計畫亦同，並將權責機構提昇至中央

政府，與英國、南非等國類似。 

3.各國緊急應變之一的法國，緊急應變分為廠內、外應變

組織；法國電力公司屬國營事業，為該國唯一的電力公

司，在緊急應變計畫上亦擔負有相當吃重之角色，與我

國台電公司頗為相似。 

（二）相異部分 

1.各國廠外應變計畫均由地方長官負責廠區四周民眾防護

措施啟動之裁量權及執行，如日本就是由當地的縣長，而

美國為州長等，而中央政府各部門均將提供人力、資源及

技術等各種支援。而我國廠外應變計畫則由中央政府原能

會成立全委會臨時任務編組型態，其優、缺點如下： 

（1）優點 

應變組織具有專責專業的人才隨時可充分靈活運

用，因其為臨時任務編組，平時無需儲備太多人力，



一旦事故發生時，可立即成立動員應變組織，協調其

他支援單位投入；另一方面優點，可節省人力經費的

開支。 

（2）缺點 

應變組織較不嚴謹，受於原能會行政層級指揮，

自主性不足，由於缺少法源基礎，常於事故時無法完

全指揮監督其他支援單位，協調聯繫功能較不足；如

長久未曾發生事故，易形成人員心理上的鬆懈，較不

易發揮組織原來應有的功能。 

2.我國應變組織專責機構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轄下之全

國核子事故處理委員會，受原能會指揮監督，與各國獨立

的應變組織在任務與功能上均有所不同。 

3.各國核電廠廠外應變計畫負責應變執行的為地方警察，如

英國、日本等國與我國不同。我國核電廠執行廠外應變計

畫為中央政府全委會，及其各相關支援單位，包括國軍部

隊和地方警察，警察支援部分，多為核電廠事故之現場安

全警戒、疏散和交通管制等協助救災工作。 

（三）各國核能緊急應變計畫的特色 

各國核能緊急應變計畫防災體系的層級除日本採中

央、都道府縣、市町村之三級制，其餘各國均採中央與地

方二級制。我國自精省後則逐漸形成中央、省縣市、鄉鎮

市三級制。 

1.美國幅員遼闊，核電廠機組最多；聯邦緊急應變總署

（FEMA）掌理全國各種災害應變處理之專責機構，應變

組織十分完備。其核能主管機構─核管會掌握電廠的發

電安全及各種核能安全（包括緊急計畫）之技術，與FEMA

的功能多有重疊；但由於職掌劃分明確，確實有多重保



障的效果。 

2.英國廠外緊急應變計畫區分成國家與地方的緊急組

織。中央由能源部協調各部門；主管核能的NII接管緊

急支援中心（OSC），負責整個事故之處理；在地方之應

變措施執行，主要由警方負責。 

3.法國由地方省長負責整個廠外應變計畫。中央部門參與

的機關有衛生部、工業部及內政部，主要由工業部內的

核子設施安全總署所設立的應變處理中心來負責。 

4.日本由核能電廠所在地之縣長，負責廠外緊急應變計

畫。中央政府設有災害管訓總部（類似美國的FEMA），

負責整合全國各種災害之應變，並協調科技廳、通產

省、厚生省及核子安全委員會，共同協助地方提供人

力、專家及技術諮詢。執行應變者仍為地方之警察。 

5.加拿大之緊急計畫，由地方省長負責緊急狀態之宣告，

中央之內政部長則負責指揮該省之緊急應變事務，並調

度警力支援應變措施之執行。地方省長是否採取廠外應

變計畫，由核電廠運轉人員負責向省方主管單位建議。 

6.瑞典由核電廠所在地之郡政府，負責執行廠外應變計

畫，由中央之國家輻射防護研究所負責規劃民眾防護之

相關事務。廠內之緊急計畫則由電廠本身負責。 

7.南非中央設有緊急應變組織總部，為任務編組；在核子

事故發生時，保健物理首席負責召集組成，類似我國"

全委會"。其廠內應變組織亦十分類似我國（可能均授

自美國）。廠外之應變組織，包括有地方或區域性民防

組織，甚而擴大至全國性民防體系，及IAEA之國際支

援。 

8.我國廠外應變計畫係由行政院下設之跨部會組織-全委



會，由於涉及總動員會報，委員由國防部等十六個單

位，透過此種架構在必要時調動地方駐軍馳往支援救

災。地方政府與警方將負責現場之救災與民眾收容工

作，疏散由軍方負責。另中央之原能會將派技術專家前

往現場附近，成立近指中心，負責現場數據之蒐集及事

故研判，以提供全委會相關資訊及防護建議，做為決策

之用。 

二、主要防護措施準則 

各國的主要防護措施，包括疏散、掩蔽、甲狀腺藥劑及飲

食管制，均以劑量做為主要研判依據。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

（Internation Commission of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曾於1984年出版的ICRP-40報告，目前有許多國家均予

以採用，如法國與南非；我國以往是綜合美國及日本而有台電

公司建議之防護行動準則（PAG）。我國原能會輻防處以ICRP-40

為藍本，考慮以往之數值而有新的PAG值頒布（林耿民，1990：

94）。 

三、緊急計畫區之範圍 

各核能使用國家的緊急應變計畫區大小，如表3-6所示。 

表3-6  各國緊急計畫區之比較（公里） 

各國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EPZ）範圍簡要對照表 

民眾防護區半徑（公里） 
國別 

疏散或早期警戒 掩蔽 

比利時（Belgium） 5 5 

加拿大（Canada） 10 10 

芬蘭（Finland） 20 - 

法國（France） 5 10 



西德（Germany） 10 - 

義大利（Italy） 3 8 

日本（Japan） 8-10 8-10 

荷蘭（Netherlands） 5 - 

中華民國（R.O.C） 5 5 

西班牙（Spain） 3 10 

瑞典（Sweden） 5-15 - 

瑞士（Switzerland） 20 - 

英國（U.K.） 1-3.5 - 

美國（U.S.A） 16 16 

資料來源：OECD 1995出版之INEX1.AN INTER NATIONAL NUCLEAR 

EMERGENCY EXERCISE 

各國緊急計畫由於幅員及假想事故情況，而有相當大的差

異。我國目前之數值，乃經由台電公司依據簡易模式而計算，

所提出疏散及掩蔽之範圍為半徑5公里，而污染管制半徑為10

公里（林耿民，1990：95）。 

四、緊急計畫之氣象與輻射度量評估能力 

在氣象與輻射度量，以及事故劑量評估等方面，各國依其能

力（包括預算及人力）及應變組織架構而有不同。我國大致上均

具有這些度量與評估的能力，然而卻缺少整體性之整合及部分軟

硬體工程，此方面仍有待極力發展建立。 

美國核能電廠州政府及聯邦政府均各有自己之事故劑量評

估與防護行動評估等程式，以便在事故發生時對事故做比較，以

確認事故之後續影響（林耿民，1990：95）。 

日本有專門統一機構負責評估核子事故劑量與防護行動能

力，或許我國可以仿照日本的模式設置此一專責機構，在平時完

成各項評估工作能力及硬體設施之建立（李四海，1995：39-43）。 



五、緊急計畫之演習與訓練 

各國之緊急計畫演習頻率如下表3-7比較，視該國的核電廠

機組數目及法令規定（原子能委員會，1993：28）。我國各核能

電廠每年固定舉行一次廠內緊急計畫演習，且不定期舉行支援中

心、救災指揮中心及近廠指揮協調中心演習；廠外聯合演習則每

兩年南北核電廠各輪流舉行一次。 

表3-7  各國緊急計畫演習與訓練之比較（每年演習次數） 

全 面 演 習 （ 每 電 廠 ）

國  名 
部 分 演 習 

（每電廠） 廠內 
地 方 廠 外 

演 習 
政府演習 

美  國 幾次 1 每2年1次 幾年1次 

英  國 1（每班次） 1（每班次） 2 1 

法  國 幾次 幾次 幾次 1 

日  本 幾次 幾次 1 1 

加拿大 幾次 1 1 每三年 

瑞  典 1 1 1 1 

我國 – 1 – 每2年1個電

廠 

資料來源：林耿民，1990：92 

 

 

 

 

第四節  國內外重要核能緊急事故實例分析 

1986年4月26日前蘇聯車諾比爾核電廠和1979年3月28日美

國三哩島核電廠發生核能發電史上最嚴重的核子事故危機，尤其車諾

比爾核能輻射事故，造成全球核能工業強烈的衝擊與影響更是不容忽

視，讓各核能使用國家更加重視核能安全的重要。本章節依序介紹美



國、蘇聯、日本等國及我國核三廠三A事故之發生經過、緊急應變處

理概況；並歸納分析檢討各事故原因及其影響。 

一、國外部分 

（一）美國三哩島事故 

1.事故概述： 

1979年3月28日美國賓州哈里斯堡附近三哩島核電廠

第二號機由於機械故障與運轉人員的誤判，使反應爐爐水降

低，冷卻系統失效，反應爐心燃料熔毀將近一半，直至發現

真實情況欲作爐心補水時，反應爐已損壞至無法修補的地

步。 

2.應變處理經過： 

（1）事故發生當日早晨7時核能電廠進入「廠內緊急狀態」，

實施區域交通及進出人員管制，緊急通知美國聯邦政府

核能管制委員會、賓州州政府所屬警察局、環境資源

部、和民防組織，隨即由宣布電廠宣佈進入「全面緊急

狀態」。 

（2）第二日賓州州政府、核管會及電力公司磋商後決定先勸

導居民減少外出並緊閉門窗。並下令將電廠周圍5英哩

範圍內之學齡前兒童及孕婦撤離，並通知電廠附近四個

鎮的90萬居民準備疏散。 

（3）白宮於事故時成立特別行動小組，統籌規劃三哩島事故

應變事宜。該小組派遣核管會赴三哩島電廠全權處理事

故，經工程師和專家逐漸將反應器冷卻，成功遏止事故

的惡化。 

（4）美國總統卡特總統於事故後親赴三哩島電廠巡視，並向

民眾宣示三哩島事故威脅已告解除（彭登志等，2000：



105-116）。 

（二）蘇聯車諾比事故 

1.事故概述： 

1986年4月26日凌晨，前蘇聯車諾比爾核電廠第四號

機發生燃料棒破裂而導致爐心熔毀之事故，熔融之燃料碎片

與沸騰之水因快速之化學反應而產生水蒸汽爆炸，熱碎片及

火焰由反應器廠房頂部竄出，造成廠房附近多處失火；反應

器內之輻射物質外洩至大氣中。在事故中或事後立即死亡計

有31人，另有137人因急性輻射症候群兒接受治療，可謂

核能發電史中最嚴重慘痛的事故。 

     2.應變處理經過： 

      （1）意外事故發生後幾小時後，蘇聯政府成立緊急指揮中心，

向電廠周圍幾百平方公里居民宣佈核能災變事件，命令

所有人立即進入室內並緊閉門窗。事故發生後36小時，

政府決定將半徑30公里範圍內的13萬5千名居民全部

強制疏散。 

（2）為防止放射性物質外釋，蘇聯政府採取大量空投滅火材

料至爐心救災。直至在泵入氮氣冷卻後，反應器爐心溫

度才開始下降。 

（3）蘇聯政府在此次事故中動員相當龐大的醫療組織，所有

撤離民眾抵達臨時收容所後，立即去污和接受輻射偵

檢，各大醫院也成立特別診療部門。 

（4）電廠方圓3O公里內範圍劃分為3公里、10公里、30公

里三個地帶，以利管制輻射物質擴散，凡跨越管制區域

的人與物均須經過偵測。管制區域內，不准居住、放牧、

割草、採食果實，區內之牲畜全部宰殺掩埋。爆炸的碎



片、污染的土壤、機具和車輛，及其它除污產生的廢棄

物皆被掩埋在區內。 

（5）整個事故過程中，因蘇聯政府不主動提供消息，導致當

時西方國家對車諾比爾災變的嚴重程度頗多臆測（行政

院原子能委員會，1978：3-5）。 

（三）日本茨城縣東海村JCO核燃料處理工廠臨界事故 

1.事故概述： 

1999年9月30日上午，日本茨城縣那珂郡東海村JCO

鈾燃料轉化工廠(JCO Co.,Ltd.)發生超過法規限定值數倍

的濃縮鈾溶液，未依規定置入可以防止臨界發生的貯存槽，

而直接倒入沉澱槽中，造成臨界事故，導致輻射外洩，三名

現場工作人員遭到致命性的輻射曝露。 

2.緊急應變與處置： 

      （1）東海村隊消防隊及救護車接獲臨界事故通報後立即趕

到。東海村公所宣佈實施交通管制，關閉JCO周邊之縣

道，並廣播要求民眾待在屋內，避免外出。 

（2）科技廳立即派員前往了解，小淵首相得知事故發生後下

令要求科技廳隨時報告救災情況。科技廳要求所屬單位

核燃料開發機構協助JCO偵測工廠周邊輻射劑量值，並

成立災害對策本部。科技廳依據『災害對策基本法』，

召集相關部會人員成立政府事故對策本部。 

（3）東海村長緊急疏散350公尺內的居民，其間造成部份恐

慌與混亂的場面，總共疏散廠區半徑350公尺內共計39

戶、161位居民。 

（4）日本核燃料開發機構首先在JCO廠界偵測到中子，確定

臨界發生且持續中。原子力安全委員會於當晚六時召開



緊急技術會議，派遣委員會專家群前往災區勘察。小淵

首相與相關閣員在首相官邸之危機處理中心成立「政府

對策本部」，並召開第一次會議，指示防衛廳、警察廳、

消防廳與其他政府部門全力加入救災行列，採取必要措

施。 

（5）茨城縣政府於晚間十時三十分透過廣播車與防災無線電

勸說10公里範圍內居民待在屋內掩蔽（總共約31萬居

民）。翌日凌晨一時三十分茨城縣政府下令關閉10公里

範圍內之學校，要求民眾儘量避免到10公里內之醫院就

醫，以便將醫療資源提供給最需要的災民，同時要求民

眾停止食用農產品。 

（6）10月1日二時三十分電廠人員進入現場洩除沉澱槽外套

冷卻水後，終於在六時三十一分將中子輻射劑量率降至

偵測值以下。九時二十分科技廳原子力安全委員會宣布

臨界事故解除（原子能委員會，2000：18-20）。 

二、國內部分 

    我國核三廠三A事故 

（一）事故概述 

2001年3月18日凌晨一點許，屏東縣楓港、恆春地區，

因超高壓345KV輸電線路跳脫，引發台電核三廠喪失廠外電

源，在廠內安全交流電源系統連續故障，緊急柴油發電機無

法順利供電下，造成一號機兩串緊要電源匯流排同時失去電

源，該機組進入三A事故。 

（二）應變處理 

        1.在電力全部喪失的第一時間，工作人員先將52根控制棒

全部插入反應爐壓力槽，使處於熱待機狀態的一號機停止



核分裂。運轉人員依據緊急操作程序書開始執行喪失廠內

外交流電源狀況的操作程序。 

2.核三廠成立技術支援中心，事故等級進入2A後通報緊執

會，狀況未解除，事故等級自動升高為3A。立即連絡恆春

鎮消防隊，請求支援照明設備及排煙器材。 

3.電廠將第五台緊急柴油發電機置入B串緊要電源匯流排，

並以2A事故等級通知原能會。第五台緊急柴油發電機置

入B串緊要電源匯流排，完成置入作業，隨即在控制室以

手動起動，並起動成功，一號機喪失安全交流電源的緊急

狀態解除。 

4.三A狀況解除，返回第一類異常事故。為了解B台緊急柴

油發電機自動起動失敗原因，現場人員再次嘗試起動該柴

油發電機，結果功能正常。現場人員將兩串緊要電源匯流

排完成隔離，一號機B串緊要電源改由二號機161KV變壓

器置入，並停用第五台柴油發電機，一號機恢復使用廠外

交流電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1：7-8）。 

三、事故原因探討與影響 

（一）美國三哩島事故 

1.事故原因探討： 

（1）事故發生後，美國總統卡特下令組成12人調查小組，

對事件過程進行調查。此事故主要原因歸咎於機械故

障及人為之疏失。 

（2）美國核管員會於1980年，以NUREG-0737發出一份三

哩島事件的改善計畫（TMI Action Plan），要求各商

用核能電廠據以逐項檢討並進行改善工作（彭登志

等，2000：112-113）。 



（3）危機發生前的十三個月，電廠工作人員因誤觸開關而

使緊急冷卻系統關閉。當時並沒有人認真關切為什麼

會出現這樣的情形，更沒有深入此危機背後的關鍵因

素，直到危機爆發後才檢討得知是篩選工作人員的缺

失，及新進人員職業再教育的不夠。就危機處理理論

而言，當看到危機因子的醞釀，就應該要立刻採取行

動來解決（朱延智，2000：6）。 

2.事故後之影響： 

      據官方公布資料顯示，三哩島事故發生時由於圍阻體產

生阻絕功效，使得只有少數放射性氣體由輔助廠房洩漏出

去，事後對該廠周圍80公里地區以內300萬人口進行輻射

劑量偵測，平均每人輻射劑量為10-160毫侖目。由表顯示

美國人口每年平均輻射劑量與三哩島周圍人民所增加輻射

劑量相比較，平均而言當地每人因癌症而死亡者，機率增加

為800萬分之一（彭登志、葛維忠、徐啟銘，2000：112-115）。 

（二）蘇聯車諾比事故 

1.事故原因之探討： 

（1）安全設計的缺失 

缺乏圍阻體及緊急爐心冷卻系統設計、反應器整體

設計及建造品質不良、自動防護控制系統不完備、控制

系統與偵測診斷系統功能低落、運轉實驗計畫粗糙且欠

周密等。 

（2）人為因素 

由於電廠運轉人員操作的失誤、緊急應變處置能力不足

所致。 

（3）組織管理之缺失 



該電廠未設立電廠運轉管理之監督機構、未訂有危

機事故之緊急應變準備及核能安全分析研究實施計

畫，運轉操作人員素質的低落及核能專業訓練不足等因

素（彭登志等，2002：99-100）。 

（4）缺乏危機應變處理的能力 

車諾比事件後當時的核能工程師們由於堅信反應

器的設計完美無瑕，拒絕接受事實的真相，以致於都因

吸收輻射過量而致死。其實他們真實的死因，應該是缺

乏超越舊典範的能力，並且延誤了處理的時機，造成更

大傷害。由於太過相信專業知識卻將自己限制在「專業

囚牢」而無法突破，知道的越多，有時障礙反而相對增

加，是「所知障」造成的，也正是典範（paradigm）盲

點最佳的寫照（蕭武桐，2000：103-104）。 

2.事故後之影響： 

（1）放射性物質外洩與煙羽擴散 

事故發生後外洩放射性物質形成煙羽，隨著當地

氣象狀況飄移而散佈於歐洲地區。放射性核種（碘

-131、銫134、銫137）自熔毀機組外洩並持續相當長

的時間，估計事故所釋放出之放射性可經由食物鏈進

入人體造成傷害。 

（2）對健康之影響 

據事故後研究報告指出，外洩放射性物質將使歐

洲地區致癌率增加0-0.02%，車諾比半徑30公里內，

因輻射傷害增加致癌率為0.013%。車諾比事故主要產

生影響有急性健康效應（死亡及嚴重健康危害）、延遲

健康效應（癌）和心理效應。 

（3）對環境之影響 



放射性物質沈積造成大量農耕地受污染而無法使

用，農、林、畜牧業產出和分配使用受到嚴格限制，

對其他環境因子亦有重大影響，散佈的範圍相當廣

泛，且造成長時間輻射的問題。由於水源如河川、湖

泊和水庫一旦受到污染，將成為人體輻射污染最重要

的來源（彭登志等，2002：100-102）。 

（三）日本茨城縣東海村JCO核燃料處理工廠臨界事故 

1.事故原因之探討： 

（1）JCO全廠對超臨界意外事故之警覺性不夠，欠缺緊急應

變能力、無適當蔽護設施、欠缺量測中子的簡單儀具及

人員訓練不足等。 

（2）事故發生後輻射偵測及緊急疏散之速度緩慢，由於日本

的災害處理責任屬於地方政府，中央只給予建議與指

示；顯然各機構間相互支援的機制並未建立。 

（3）此事故中管制單位亦難脫其責，該廠自1984年6月獲

發運轉執照後，科學技術廳（STA）僅進行過一次稽查，

故管制單位對此廠並未善盡管制的責任（蘇獻章，

2000：90-91）。 

（4）以安全文化的特性與態度，分析其事故原因略述如下（張

繼聖，2001：71-72）：  

　生產壓力：為加速生產，降低成本。 
　管理者的監督缺陷。 
　拒絕學習核能工業界的事故經驗回饋。 
　違反作業程序書規定。 
　工作人員缺乏訓練。 
　缺乏對於作業變更的認知。 
　缺乏安全管制單位的監督。 



2.事故後之影響： 

（1）在此事故計有3位JCO人員受到嚴重輻射曝露（其中2

人死亡）、並有多名JCO員工、核燃料開發機構員工、

日本原子力研究所員工、居民及消防隊員等遭受計畫性

及非計畫性之輻射曝露。 

（2）JCO廠在此事故後被迫下令關廠，並由檢察官提出告訴。

此舉將影響JOYO和FUGEN兩反應爐的燃料供應。日本

政府重新檢討及修訂現有的核能法規，並將提出核能緊

急法。 

（3）綠色和平組織認為整個疏散與與下令居民在家掩護速度

過於緩慢，且由於忽略中子劑量的影響，實際受曝人數

應更多，該組織以一貫立場呼籲終止核能計畫與發展

（蘇獻章，2000：90）。 

（4）此事故造成日本核能史上最嚴重的核子事故，大大衝擊

影響東海村民對日本核能的信任度（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2000：1-3）。 

（四）我國核三廠三A事故 

1.事故原因之探討： 

（1）本次事故原本有跡可循，原能會事前即發現核三廠有

二十多次線路不穩定狀態，事發前一日核電廠外輸電

路中斷後便速向行政院面報，但仍然沒有及時防止意

外的發生。原能會在此次事件後應當徹底檢討，並加

強其監督核電廠安全的責任。 

（2）在此事件中人為的疏失仍難脫其責，主管能源供應與

國營事業的經濟部及監督機關的原能會，應瞭解找出

「不可能的疏失」之真正原因，以對國人及社會大眾



有所交代（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1：2）。 

2.事故後之影響： 

（1）原能會於事故後立即派員赴核三廠附近之墾丁、大

光、後壁湖、恆春地區進行輻射偵測，輻射劑量皆在

安全標準內。由所測得偵測數據顯示，核三廠周圍的

環境加馬直接輻射劑量率於事件前後無顯著變動，且

均在環境背景輻射的變動範圍內。 

（2）環保署會同屏東縣環保局亦針對核三廠二個排放流口

水溫進行檢測，檢測結果值均低於環保規定標準，並

無異常現象。 

（3）原能會輻射偵測中心派員前往該廠周圍環境進行環境

樣品之取樣作業，共採取空浮微粒、草樣、湖水、海

水、土壤及岸沙等16件環境試樣，進行放射性及氚

活度分析，經偵測結果均未測得鈷-60與銫-137人造

核種，僅在土壤試樣中測得微量銫-137人造核種，活

度介於0.28-1貝克/千克乾重，均於標準值範圍內。

由上述偵測分析結果，輻射劑量率及環境之放射性分

析均在環境背景值的變動範圍內，顯示該事件對環境

無輻射安全之影響（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01：

1-4）。 

 

 

 

 

第五節  國內外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與實例之

歸納分析 

綜合本章各節探討分析結果，獲得以下的結論： 



一、國外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方面 

綜合各國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之比較分析如下： 

（一）長久以來，各國對於核能電廠的安全十分重視，其中將兩項

基本原則奉為標準原則（陳為立，1988：69），即： 

1.多層阻隔屏障的深度防禦策略。 

2.安全系統的多重性，以增加安全餘裕。 

各國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中的民眾疏散措施，正是以

上兩基本原則標準實際範例。緊急應變計畫的推動執行，不

僅可以有效減少萬一核子事故發生時所造成國家與社會的

損失；即使備而不用，亦可增強民眾對核能電廠安全的信

心，有利於核能的發展。 

（二）各國在應變機制上均有一共通的特點，即是電廠廠內的應變

均由各核電廠本身自行負責處理，廠外應變則由地方政府或

中央政府出面協助處理。我國廠內的應變由核電廠內的緊急

應變組織負責，一旦事故範圍超過廠內本身能力範圍無法解

解時，此時台電公司的緊執會立即運作，並通報原能會之全

委會請求協助支援。 

（三）各國核電廠緊急應變實際執行情形： 

1.美國以多層阻隔屏障的深度防禦及多重的安全系統為基

本原則，核電廠內、外安全分別由不同部門管理協調，

且聯邦應變總署（FEMA）掌理全國各種災害應變處理之

專責機構，應變組織相當完備；雖與核管會功能多有重

疊，但職掌劃分明確，確實有多重保障的效果。 

2.英國緊急應變計畫區分為中央與地方的緊急組織，其中

比較特別的是，該國地方政府的應變措施是由警方來負

責。 

3.法國的廠外應變計畫是由地方省長負責，省長為政府所



指派的。該國工業部所轄的「核子設施安全總署」（類似

我國原能會轄下之全委會組織）設立「應變處理中心」

統籌該國的應變業務。 

4.日本廠外應變計畫是由地方政府來負責，基於地方救急

應變需求時，設置「重大災害現地對策部」；中央的「災

害管訓總部」，與美國聯邦應變總署（FEMA）性質與功能

相似；負責執行應變的人員為地方的警察。 

5.其餘各國之間差異並不大，廠內緊急應變機制多由電廠

本身負責，廠外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協助。其中較為特

殊的是，加拿大是由內政部長來指揮緊急應變等相關事

務。 

二、我國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方面 

（一）核能緊急應變體系與災害防救體系之比較： 

核子事故雖然屬於重大的災害，但與一般災害不同，不

同之處在於： 

1.核子事故發生的地點一定，在核電廠及其周邊；而一般災

害如風災、地震、水災及火災等重大災害，發生的地點則

不一定。 

2.核子事故一般發展狀況為漸進式的，與一般災害發生時在

短時間內發生的程度不同。 

（二）核電廠廠外緊急應變計畫組織之運作 

我國核電廠廠外應變權責單位全委會，由國防部及內政

部等各相關部會組成，透過此種組織架構，在必要時調動地

方駐軍及警政人員馳往支援救災。地方政府與警方將負責現

場之救災與民眾收容工作，疏散則由軍方負責。另中央之原

能會將派技術專家前往現場附近，成立近指中心，負責現場

數據之蒐集及事故研判，以提供全委會相關資訊及防護建



議，作為決策之用。 

（三）緊急計畫區（EPZ）之概況 

1.核子事故的發生是有時序、階段而且是漸進的，所以一般

均有充裕的時間調派支援人力與設備執行防護行動。核子

事故發生時，緊急計畫區內的民眾均由參與應變組織的人

員協助執行防護行動，以使災害降至最低；一般防護行動

可分為掩蔽、疏散、醫療照顧與除污、管制等措施。 

2.緊急應變計畫是核電廠發生事故後確保民眾安全的最後

一道防線，緊急計畫區的訂定於事故發生時，能迅速採取

有效之應變措施。我國原能會採取一致標準，決定我國

EPZ標準為5公里。如發生核子事故或有輻射線污染情況

不明時，核電廠半徑5公里內所有民眾都將成為優先進行

疏散或防護措施的對象。 

三、國內外重要核能事故實例部分方面 

（一）從國外的重要核能事故中獲得以下的省思： 

1.人為疏忽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因素。為預防人為的疏失，加

強電廠人員的教育訓練與安全稽查工作確有其必要；因一

旦違反作業程序將對核電廠運轉形成嚴重的危害。 

2.由於事故後心理的作用而導致民眾身體不適的情形極為

普遍，此類心理作用所造成的衝擊與危險很難以傳統的危

險度分析方法來予以分析或定量它們對於一般社會大眾

健康的影響。 

（二）我國核三廠三A事故的檢討： 

我國核三廠喪失內外交流電源意外事故的經驗帶給我

們的警惕，核電廠的安全要求應切實遵循科技的要求，依照



核電廠標準法規及運轉作業程序操作，運轉人員不可隨意自

訂操作辦法，敷衍行事，以免形成運轉安全上的顧慮。 

四、反恐怖主義應變方面 

近年來由於國際恐怖主義的盛行，核能電廠遭受人為危害破

壞的可能性大為增加，為預防恐怖份子對核能電廠所可能帶來的

危害，世界核能使用國家莫不積極加強核能電廠安全防護措施，

做好各項應變措施。美國九一一事件，正可提供我國寶貴學習的

經驗，亦可藉此全面體檢我國的整體緊急應變機制效能與考驗執

行的能力。 

我國原能會對此一事件後也積極督促台電公司，要求各核電

廠加強因應恐怖份子可能的危害破壞事件，並於核電廠保安計畫

中增訂緊急應變措施，協調駐廠保警加強防護演練，以確保核能

電廠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