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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前言 

核能發電為我國現階段能源供應的主要來源之一，現在國內已有核

一、核二、核三 3座核能電廠共 6部機組，合計裝置容量共 514.4萬
瓩。加上目前正在興建之核四廠裝置容量為 270萬瓩，依據長期電源
開發方案 9106 甲案，未來核能發電將占國內電源裝置容量約 15%至
20%。由於採用了核能發電，無可避免地會產生具有放射性的廢料，
而且在電廠壽命終期後，其除役拆廠亦會產生一部份放射性廢料。由

於這些廢料皆含有放射性，因此需加以妥善處理、貯存與處置，使其

與人類居住環境隔絕，不再有影響人類安全的顧慮，這些工作就是所

謂的核能後端營運工作。 
 
由於執行核能後端營運工作，所需費用相當龐大，且經費支用大部份

發生在核能電廠壽命終期之後，並分佈在一段長時間內。為了避免將

此財務負擔轉移至後代子孫身上，許多國家已由核能發電的電費收入

提撥經費，並設立後端營運基金來管理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由這

些逐年提撥所累計之基金來支付核能後端營運之費用。 
 

鑑於此，台灣電力公司(以下簡稱台電公司)自民國 72年即開始蒐集

各國有關資料，以當時後端營運計畫最完整的瑞典作為參考基準，直

接引用瑞典後端營運各單項設施之單價乘以相對應之用過燃料及低

放射性廢料數量，再以當時匯率轉換成新台幣，而在民國 76年估算

出後端營運總費用為1,152億(76年元月幣值)，再依據「每度核能發

電分攤率」之計算公式計算每年的分攤率，以作為每年度提撥基金的

依據。 

 

依據「核能後端營運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五條之內容，我

國後端營運基金之支出範圍為： 

一、核能發電有關之核子設施運轉維護所產生低放射性廢料之獨立減

容、處理、包裝、運輸、中期貯存及最終處置。 

二、用過核燃料再處理。 

三、用過核燃料或其再處理所產生放射性廢料之包裝、運輸、中期貯

存及最終處置。 

四、核能發電有關核子設施之除役拆廠及其所產生廢料之處理、包

裝、運輸、中期貯存及最終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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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及總務支出。 

六、其他相關支出 

每年依分攤率提撥之後端營運基金，由 76 年成立之「核能發電
後端營運基金管理委員會」負責所提列後端營運費用之收取、保

管及應用。後因考量台電公司未來即將民營化，為使核能發電後

端營運基金之管理更具公信力，乃於 88 年改制為經濟部所屬非
營業基金。至民國 91 年 12 月底，後端營運基金含利息已累積
1,369億元，目前每度電之提撥率為 0.17元。由於目前沿用之後
端營運總費用新台幣 1,152億元(76年幣值)，當時之估計係以瑞
典後端營運計畫如核電廠除役拆廠、用過燃料之運輸、貯存及最

終處置、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等各子項計畫之單價資料為基

礎，乘以台電公司相對應部份之用過燃料或低放射性廢料之量，

再以當時之匯率轉換成新台幣，以目前講求精確之經營環境，此

種估計似嫌粗糙，而後端營運工作經過多年的執行之後，部份工

作亦已進入設施選址與興建階段，其營運策略及部份工作所採用

之技術較原先後端營運總費用估算所採用的假設情節亦有相當

的差異，故此次重估將以國內物價、工資及工程條件等因素為基

礎，參考國外相類似設施之圖面設計及相關資料，從基本之工程

數量作起，以較細緻之方式進行估算。 
 

本次費用之估算係以民國 90 年 1 月幣值為基準，重新估算費用
之結果將依整個後端營運工作時程之規劃，編製各年費用支出之

現金流量，並以現值計算公式計算民國 93年之分攤率。 
 

第 2章則將依照國內後端營運工作之現況及未來規劃，描述各項
後端營運工作之工作內容，以便據以估算後端營運總費用。 

 

第 3 章則對各種情節下台電核能機組之發電量及廢料量加以描
述，以作為核能發電分攤率計算及後端營運總費用估算之依據。 

 

第 4章為成本估計參考情節，內容詳細說明本次後端營運總費用
估算之各種參考情節，並說明 3位數之編碼方式，以利未來參考
之便利性。 

 
第 5 章為後端營運總費用估算之方法及會計帳號編碼系統之介
紹。 

 

第 6 章為後端營運總費用估算結果，6.1節則為低放射性廢料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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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費用，6.2節為用過核燃料營運費用，6.3節為核電廠除役拆廠
費用，6.4 節為放射性廢料運輸費用，6.5 節為回饋金與溝通費
用，6.6 節則將前述各項後端營運費用匯整後得到我國後端營運
總費用。 

 
第 7章則將第 6章所估算後端營運總費用及第 3章之核能機組發
電量代入分攤率計算程式中以計算 93 年度每度核能發電分攤
率。 

 
第 8章則先針對第 4章所述各種情節估算後端營運總費用及核能
機組發電量，再計算各不同情節下之分攤率，並針對機組數目、

機組壽齡、低放射性廢料境內處置/境外處置、用過核燃料境內
處置/境外處置/再處理，以及物價上漲率、銀行利率及匯率等可
能影響分攤率之因素進行敏感度分析。 

 

第 9章將就計算結果與國外資料互作比較、分析，並作成結論與
建議。 

 
第 10章則為本報告引用之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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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後端營運各項計畫說明(參考文獻 1、2、3、4、5) 

為了估計核能發電後端營運費用，以計算每度核能發電分攤率，

需對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各項工作之內容有所瞭解，方能估算後端

營運工作成本。後端營運計畫之內容以「核能後端營運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五條所規定之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之動支

範圍為準。  
 
因此，目前國內後端營運工作主要包括：低放射性廢料營運(含
減容中心延壽及除役拆廠、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蘭嶼貯存

場除役拆場作業、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用過核燃料營運(含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及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核電廠除役拆廠
以及放射性廢料運輸。圖 2.0-1 即為核能發電後端營運計畫之全
部項目，此外為使後端營運工作順利執行，地方回饋金及溝通費

用亦不可缺少。以下各節將就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加以概要說明： 

2.1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2.1.1 低放射性廢料減容處理 

(1) 減容中心延壽 
減容中心主要包括焚化設備及高壓壓縮設備，可大幅

減少核電廠之運轉廢料數量。由於無論在核電廠運轉

期間或核電廠除役期間都仍需使用減容中心內之設

備，因此須定期對設備做必要之更新，以延長減容中

心之運轉年限。由於減容中心焚化爐之設計壽命為 15
年，故每次延壽後可延長減容中心使用壽齡為 15 年。 

2.1.2 低放射性廢料貯存 

(1)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 
在蘭嶼貯存場貯存之廢料桶運離之前，無論廢料桶是

否有銹蝕，均須先完成廢料桶之檢整或重裝。為妥善

進行蘭嶼貯存場現有九萬七千餘只廢料桶之檢整重

裝，其中表面輕微生銹之廢料桶將予以除銹補漆，破

損較嚴重之廢料桶，則予以重新包裝，以符合未來處

置場之接收標準。目前主要檢整設備之招標採購作業

已於 89 年度完成，正進行細部設計，待施工完成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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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開始檢整重裝作業，預計於 98 年完成。  

(2)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 
蘭嶼貯存場貯放的低放射性固化廢料全部運往最終處

置場後，即需開始除役拆場工作，在將處理廠房及貯

存壕溝表層受污染的混凝土剝除後，再將場內地上與

地下結構物拆除，使場地恢復為無限制使用狀態。整

個除役拆場工作分成停止運轉前 3 年之「規劃準備」、
為期 2 年之「除役拆場」及為期 1 年之「場址復原」
等三個階段，將可符合「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草案(行政
院核定版 )」之規定，於貯存場永久停止運轉後 15 年
內完成。假設於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場 (無論境內或
境外 )開始運轉後陸續將蘭嶼貯存場內之廢料運往處
置，預計分 11 年運完，並立即開始除役拆場。  

2.1.3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依據行政院於 86 年 9 月頒布之「放射性廢料管理方針」，
規定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採境內、境外並重，積極推

動；不論境外是否可行，仍應在境內覓妥處置場址備用。

故目前台電公司係同時於境內與境外尋找最終處置場址。 
 
依照國內相關法規，台電公司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計畫

目前規劃分階段進行，包括目前正在進行中之「場址選擇

及處置方式評估」及「環境影響評估」；以及後續之「土

地取得」、「建造」、「運轉」、「封閉施工」和「封閉後」等

階段。本計畫在執行過程中涉及場址合適性之評估、土地

之取得、處置場設置申請及運轉申請等作業。此等作業之

核定，台電公司均需備妥相關文件向政府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俟此等申請案之相關文件經政府審查核准後，台電公

司始能進行後續工作。  
 
台電公司已於 87 年 2 月底前陳報金門縣烏坵鄉小坵嶼為
優先調查候選場址，同年 6 月進行必要之地質及環境調
查，於 88 年 3 月展開地質鑽探工作，並於 89 年 10 月向
環保署提報環境影響說明書、90 年 6 月向經濟部提報投資
可行性研究報告。如本開發計畫奉政府核定，後續將辦理

土地取得、場址精查、工程細部設計、建造許可申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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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營運許可申請等工作，如一切順利，預計於民國 102
年開始運轉。 (詳如圖 2.1-1)。  
 
若採用境外處置的話，則將採用「倉庫邊交貨」之方式，

亦即無論境外處置場位於何處，所有陸運、海運以及處置

成本均由包商估算後一次報價。由於境外處置的成本變數

太多，目前暫時以境內處置成本的兩倍估算，並假設於民

國 95 年起開始運送。  

2.2 用過核燃料營運 
台電公司對於核能電廠運轉所產生用過核燃料之營運規畫，係參

考國際上之發展趨勢，採用直接處置方式規劃，但在最終處置前

仍保留將用過核燃料送到國外再處理回收可再利用物料之彈

性。目前用過核燃料規劃分為三階段執行，說明如下：  

 

第一階段：用過核燃料自反應爐退出後，因具有高放射性及餘熱，先

存放在廠內用過核燃料池內冷卻貯存一段時間。 

 

第二階段：用過核燃料池存滿之前籌建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設施，以

便在最終處置場運轉之前能貯存陸續從反應爐內退出之用

過核燃料；而中期貯存期間，如再處理經濟可行，亦可將其

送去再處理，以回收鈾與鈽等可再利用之物質。 

 

第三階段：將用過核燃料或再處理產生之高放射性廢料，運至深層地

質最終處置場內予以掩埋，做最終處置。 

2.2.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由於核能一、二廠廠內用過核燃料池貯存容量僅可容納其

運轉 30 年所產生之用過核燃料，若電廠運轉 40 年時，則

約有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需先置入第一階段興建之中期貯

存設施，且因核一、二廠除役時，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場

尚未啟用，故規劃於核一、二廠分別興建第二階段乾式中

期貯存設施，以容納當時仍存在核燃料池中之用過核燃

料；核能三廠廠內用過核燃料池雖足以容納 40 年運轉期

間所產生之用過核燃料，但為配合除役前之核燃料貯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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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於保守的考量，因此假設亦需興建足以容納 40 年

運轉期間所產生用過核燃料之乾式中期貯存設施。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設施之興建可分為五個階段說明其所需工

期。 

第一階段為「場址規劃、環評及投資可行性評估」為期約 4年。 

第二階段為「招標採購」為期約 1年。 

第三階段為「設計及原能會審查」為期約 2年。 

第四階段為「製造及施工」為期約 1.5年。 

第五階段為「移入」，其期間視需貯存之核燃料數量而定，

以目前國際間使用經驗，並考量電廠運轉情形，保守估計

每年每座電廠可以完成 18 個護箱的燃料裝填及貯存至中

期貯存設施中之作業。 

當用過核燃料移入中期貯存設施後即開始貯存階段，一般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之時間可達 40∼100 年。  

當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場完工開始接收廢料或採再處理

政策、境外處置政策時，即可配合處置場接收能力及運輸

設備輸送能力逐年開始將用過核燃料移出。  

當貯存設施內全部貯放之用過核燃料均運往最終處置場

後，即需開始除役拆場作業，包括結構物與設備之除污與

拆除，並將場址回填與綠化。除役工作可分成 2 年的「除

役規劃與準備」、2 年的「除役拆場」與 1 年的「場址復原」

等三個階段。  

(1) 核能一廠用過核燃料乾式中期貯存 

核能一廠假設分兩個階段興建足以容納該廠兩部機運

轉壽年所產生用過核燃料之乾式貯存設施，貯存技術

假設採用混凝土護箱，第一階段貯存 10 年所產生之用

過核燃料，假設於 95 年完成；第二階段則貯存其餘產

生之用過核燃料，由於中期貯存設施僅限貯存在燃料

池中冷卻超過 5 年以上之用過核燃料，因此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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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電廠 1 號機停機前 1 年開始運貯用過核燃料，運

貯完成時間則依需運貯用過核燃料量而定。 
 
(2) 核能二廠用過核燃料乾式中期貯存 
核二廠假設與核一廠同樣採用混凝土護箱，容量亦為

足以容納該廠運轉所產生的用過核燃料，第一階段假

設於 96 年完成，第二階段應自電廠 1 號機停機前一年
開始運貯核燃料，運貯完成時間則依需運貯用過核燃

料量而定。 

(3) 核能三廠用過核燃料乾式中期貯存 

核三廠假設與核一廠同樣採用混凝土護箱，容量足以

容納該廠運轉所產生的用過核燃料。興建時程應自電

廠 1 號機停機前一年開始運貯核燃料，運貯完成時間

則依需運貯用過核燃料數量而定。  

2.2.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由於核子保防之考量，國際上並未積極鼓勵再處理，致再

處理價格偏高，以及考量若採用再處理，則再處理後所殘

餘的高放射性廢料，仍需於國內最終處置，因此目前用過

核燃料最終處置方案仍以境內處置優先。  
 

目前我國參考美國、瑞典、加拿大等國，規劃即興建深地

層地質處置場來直接處置用過核燃料。處置場將以地下坑

道式設計，位於地下 300 至 1,000 公尺。由於目前用過核
燃料最終處置場址尚未確定，基於保守的考量，其場址假

設位於我國目前管轄區域內，距離本島海運距離為 200 海
浬之離島。  
 
根據台電公司「我國用過核燃料長程處置全程工作規劃書

(2000 年版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可分為「潛在母
岩特性調查與評估」、「詳細場址調查」、「細部設計與執照

申請階段」、「處置場建造與試驗」、「處置場運轉及監管」

等五個階段，預訂於民國 121 年啟用  (詳細內容請參考圖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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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採用再處理的話，預訂於民國 95 年開始運往國外之
再處理廠，而於 125 年起陸續將高放射性廢料運回國內處
置。  
 
倘若採用境外處置的話，則預訂採用「倉庫邊交貨」方式，

減少估算上之複雜性，境外處置地點則假設為美國，考量

美國最終處置場運轉時程，規劃於民國 118年起開始運送。 

2.3 核電廠除役拆廠 

核能電廠之除役拆廠有立即拆除 (DECON)、延遲拆除或稱安全

貯存 (SAFSTOR)、及固封 (ENTOMB) 等三種方式，我國根據行

政院所頒布「核能電廠除役管理方針」，係規定核能電廠之除役

至遲應於永久停機 25 年後完成除役拆除作業，即我國核電廠除

役政策係採立即拆除方式 (工作流程如圖 2.3-1 所示 )。若核一、

二、三廠之設計壽命皆為 40 年，則各廠 1 號機永久停機時間分

別為 107、110 及 113 年年底，最遲應分別於 132、135、138 年

年底前完成廠區復原。  
 
核電廠的除役拆廠作業可分為「除役拆廠前期準備工作」、「反應

器解聯及除污」、「安全貯存期」、「除污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原」

等四個階段進行。考量各核能電廠除役人力與經驗之傳承，各核

能電廠之除役工作將接續進行。各核能機組之永久停止運轉時間

及必須完成除役時間詳如表 2.3-1 至表 2.3-4 所示。 

2.4 放射性廢料運輸 

放射性廢料運輸包括陸運與海運，而以海運為主。基於保守的考

量，假設核能一廠、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場與用過核燃料最終

處置場需新建運輸碼頭，而核能二、三廠及蘭嶼貯存場現有碼頭

需加以改善，並定期保養維護。這些新建碼頭與改善工程時程應

配合實際需求開始運轉。所有運輸船舶、車輛、吊卸機具，皆依

需要購置或租用，並定期保養維護。規劃運輸作業時，將考慮各

核能電廠及放射廢料貯存設施的貯存容量及年度廢料產生量，以

及廢料處理及處置設施之接收能力。  

2.5 回饋金與溝通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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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後端營運各項工作，並增進各放射性廢料貯存及處置設施

與地方之和諧及周遭居民福祉，經濟部核定了「核能發電後端營

運基金放射性廢料貯存回饋要點」及「台灣電力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場址徵評選作業要點」，預期未來高放

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場亦將比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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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放射性廢料數量及核能發電量估算 (參考文獻  6) 

根據「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後端營運費用

之提撥係針對運轉中核能電廠。目前台電公司運轉中的核能電廠有 3
座，總共有 6 部機組，其中 4 部機為沸水式，2 部機為壓水式，建造
中的核四廠 2 部機組均為沸水式。各電廠之設計壽命均為 40 年，如
表 3.0-1 所示。 

3.1 放射性廢料數量估算  

3.1.1 低放射性廢料 

台電公司核能發電機組運轉所產生之低放射性廢料數量係引

用台電公司「我國低放射性廢料數量預估報告（第 5 版）」之
數據再加上保守估算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除役廢料之數量，以

作為後端營運各項工作所需費用之估算基礎，表 3.1-1 至 3.1-4
所示為不同運轉壽命下各廠低放射性廢料之分年數量統計資

料，表 3.1-5 則為各情節低放射性廢料數量統計。 

3.1.2 用過核燃料 

台電公司核一、二、三及四廠不同運轉壽命下預估用過核燃料分年

產量及核燃料鈾重資料詳如表 3.1-6 至表 3.1-9 所示，表 3.1-10 則為
各情節用過核燃料數量及鈾重資料統計。 

3.2 核能發電量估算  

各核能機組各年度發電量計算公式如下： 

各核能機組年度淨發電量(億度)＝ 淨裝置容量(百萬瓦)×365 天×24小時/天
×各年度容量因數(%)/100,000 

 
上述公式中，各機組之容量因數將採用台電公司提供之各核能機組運轉容量

因數預估值，由於運轉容量因數預估係以整個年度加以考慮，但核能機組開

始運轉月份並不相同，故壽齡最後一年並非為整個年度，所以將以實際運轉

月份調整為整個年度之容量因數，表 3.2-1∼4 即為各核能機組在運轉壽齡
40年、25年、30年及 35年狀況下，經調整後之最後年度容量因數。表 3.2-5
∼8所示即為各核能機組在不同參考情節下各年度容量因數及淨發電量計算
結果。將表 3.2-5∼8之淨發電量加以整理而得到表 3.2-9各不同參考情節下，
93年度起核能淨發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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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成本估計參考情節 

由於後端營運工作或有不同的方案，舉例來說：放射性廢料

處置目前有全部境內處置、或全部境外處置、或運轉廢料做

境外處置，而除役廢料做境內處置等三種方案。用過核燃料

最終處置則有境內直接處置、或境外直接處置、或先經再處

理後，再將殘存的高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等三種方案。故在

估算後端基金費用時，需配合目前環境，及考量技術之成熟

度，保守估計後端營運工作之成本估計參考情節，作為費用

估算之依據。  

 

4.1 各情節代號說明 

為方便說明起見，將對不同之參考情節賦與一 3 位數之代
碼。由於對後端營運總費用估算及每度核能發電分攤率計算

影響最大的兩個因素為「核能機組數目」及「核能機組壽

齡」，因此以其排列組合出 8 種情況做為情節編碼之第一位
數，分別為 1：6 部機 40 年；2：6 部機 25 年；3：6 部機 30
年；4：6 部機 35 年；5：8 部機 40 年；6：8 部機 25 年；7：
8 部機 30 年；8：8 部機 35 年。  
 
第二位數則根據「低放射性廢料處置」之模式加以區分，本

計畫考慮之低放射性廢料處置模式有三種，分別為 1：全部
境內處置；2：全部境外處置；3：運轉廢料(包括貯存於蘭嶼
貯存場內及核能電廠內的廢料 )做境外處置，除役廢料做境內
處置。  
 
第三位數則根據「用過核燃料處置 /再處理」之模式加以區
分，本計畫考慮之用過核燃料處置 /再處理之模式亦有三種，
分別為 1：境內直接處置；2：境外直接處置；3：再處理後
再將高放射性廢料運回處置。  

 

4.2 各情節內容描述(參考文獻 1、2、3、4、5) 

理論上全部之參考情節應有 8×3×3＝72 種，但其中機組運轉
壽齡 25 年及 35 年者被採行機率較低，因此只各分析其低放
射性廢料及用過核燃料均採境內處置之情形 (即情節 211、
411、611、811)。機組運轉壽齡 40 年者，係目前世界各國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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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中最可能者，因此將 9 種可能情形全部分析 (即情節 111 至
133、511 至 533)。至於機組運轉壽齡 30 年者，則各分析 5
種情節 (情節 311、312、313、321、331、711、712、713、
721、731)，全部合計 32 種情節，分別說明如下：  

 

4.2.1. 情節 111 

本情節為 6 部核能機組運轉 40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內處置，用過核燃料亦採全部境內處置。  

 

4.2.2.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作」、
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貯

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原」，

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作」、
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貯

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原」，

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作」、
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貯

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原」，

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1.2 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配合核一廠除役拆廠時程，自 106
年至 113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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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3 年
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場

處置。自 132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4
年起除役拆場，136 年場址復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自 109
年至 117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30 年
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6 年
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場

處置。自 135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7
年起除役拆場，139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貯存 40 年的用過核燃料，配合核三

廠除役拆廠時程，自 112 年至 119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至 135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34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6年起除役拆場，138 年場址復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21 年開始處置，至
136 年處置完畢，137 年開始封閉，至 138 年封閉
完成，進入監管期。  

 

4.2.1.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民國 124 及 125 年進行

除役規劃與準備，126 及 127 年進行除役拆
廠，128 年場址復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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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102 年至

113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10 至 113 年
起進行規劃準備，114 及 115 年進行除役拆
場，116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02 年起開始處置至
民國 138 年處置完畢，民國 139 年開始封閉，至
140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145 年起免
監管。  

 

4.2.1.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1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2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1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2 情節 211 

本情節為 6 部核能機組運轉 25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內處置，用過核燃料亦採全部境內處置。  

 

4.2.2.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96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作」、
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貯

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原」，

至 112 年完成全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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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0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6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2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8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2.2 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96 年至 102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15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29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28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0年起除役拆場，132 年場址復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97 年至 103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15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1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30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2年起除役拆場，134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貯存 25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97 年

至 103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
至 131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
終處置場處置。自 130 年起規劃拆
場，自 132 年起除役拆場，134 年場
址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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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21 年開始處置，至
131 年處置完畢，132 年開始封閉，至 133 年封閉
完成，進入監管期。  

 
4.2.2.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17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19 年開始除役拆廠，121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102 年至
113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10 至 113 年
進行規劃準備，114 及 115 年進行除役拆場，
116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02 年起開始處置至
民國 133 年處置完畢，民國 134 年開始封閉，至
135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140 年起免
監管。  

 

4.2.2.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3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4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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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3 情節 311 

本情節為 6 部核能機組運轉 30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內處置，用過核燃料亦採全部境內處置。  

 

4.2.3.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98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作」、
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貯

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原」，

至 114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2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8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4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0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3.2 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96 年至 102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2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0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29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1年起除役拆場，133 年場址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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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99 年至 106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2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32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4年起除役拆場，136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貯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02 年

至 109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
至 132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
終處置場處置。自 131 年起規劃拆
場，自 133 年起除役拆場，135 年場
址復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21 年開始處置，至
133 年處置完畢，134 年開始封閉，至 135 年封閉
完成，進入監管期。  

 

4.2.3.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19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1 年開始除役拆廠，123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102 年至

113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10 至 113 年
進行規劃準備，114 及 115 年進行除役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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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02 年起開始處置至
民國 135 年處置完畢，民國 136 年開始封閉，至
137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142 年起免
監管。  

 
4.2.3.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5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6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3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4 情節 411 
本情節為 6 部核能機組運轉 35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內處置，用過核燃料亦採全部境內處置。  

 

4.2.4.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0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6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4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0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6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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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2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4.2 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1 年至 108 年運貯核燃料，貯
存 25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2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31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33 年起除役拆場，135 年場址復
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4 年至 111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25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5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34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6年起除役拆場，138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貯存 35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07 年

至 114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
至 134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
終處置場處置。自 133 年起規劃拆
場，自 135 年起除役拆場，137 年場
址復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21 年開始處置，至
135 年處置完畢，136 年開始封閉，至 137 年封閉
完成，進入監管期。  

 
4.2.4.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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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1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3 年開始除役拆廠，125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102 年至

113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10 至 113 年
進行規劃準備，114 及 115 年進行除役拆場，
116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02 年起開始處置至
民國 137 年處置完畢，民國 138 年開始封閉，至
139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144 年起免
監管。  

 

4.2.4.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7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8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4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5 情節 511 
本情節為 8 部核能機組運轉 40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內處置，用過核燃料亦採全部境內處置。  

4.2.5.1 核電廠除役拆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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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 核四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30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46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5.2 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6 年至 113 年運貯核燃料，貯
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42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41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43 年起除役拆場，145 年場址復
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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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9 年至 117 年運貯核燃料，貯
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4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42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44 年起除役拆場，146 年場址復
原。  

 
(C) 核三廠：貯存 4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12 年

至 119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
至 14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
終處置場處置。自 142 年起規劃拆
場，自 144 年起除役拆場，146 年場
址復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21 年開始處置，至
143 年處置完畢，144 年開始封閉，至 145 年封閉
完成，進入監管期。  

 

4.2.5.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102 年至

113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10 至 113 年
進行規劃準備，114 及 115 年進行除役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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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02 年起開始處置至
民國 146 年處置完畢，民國 147 年開始封閉，至
148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153 年起免
監管。  

 

4.2.5.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9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10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5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6 情節 611 

本情節為 8 部核能機組運轉 25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內處置，用過核燃料亦採全部境內處置。  

 

4.2.6.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96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作」、
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貯

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原」，

至 112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0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6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2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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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8 年完成全部工作。  
 
(4) 核四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15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31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6.2 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96 年至 102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15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5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34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6年起除役拆場，138 年場址復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97 年至 103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15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5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34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6年起除役拆場，138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貯存 25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97 年

至 103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
至 136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
終處置場處置。自 135 年起規劃拆
場，自 137 年起除役拆場，139 年場
址復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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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21 年開始處置，至
136 年處置完畢，137 年開始封閉，至 138 年封閉
完成，進入監管期。  

 

4.2.6.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17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19 年開始除役拆廠，121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102 年至

113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10 至 113 年
進行規劃準備，114 及 115 年進行除役拆場，
116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02 年起開始處置至
民國 138 年處置完畢，民國 139 年開始封閉，至
140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145 年起免
監管。  

 

4.2.6.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11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12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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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7 情節 711 
本情節為 8 部核能機組運轉 30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內處置，用過核燃料亦採全部境內處置。  

 

4.2.7.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98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作」、
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貯

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原」，

至 114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2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8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4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0 年完成全部工作。  
 
(4) 核四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20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36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7.2 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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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6 年至 102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2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8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37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9年起除役拆場，141 年場址復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99 年至 106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2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8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37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9年起除役拆場，141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貯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02 年

至 109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
至 138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
終處置場處置。自 137 年起規劃拆
場，自 139 年起除役拆場，141 年場
址復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21 年開始處置，至
138 年處置完畢，139 年開始封閉，至 140 年封閉
完成，進入監管期。  

 
4.2.7.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19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1 年開始除役拆廠，123 年場
址復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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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102 年至

113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10 至 113 年
進行規劃準備，114 及 115 年進行除役拆場，
116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02 年起開始處置至
民國 140 年處置完畢，民國 141 年開始封閉，至
142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147 年起免
監管。  

 

4.2.7.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13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14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7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8 情節 811 
本情節為 8 部核能機組運轉 35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內處置，用過核燃料亦採全部境內處置。  

 

4.2.8.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0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6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4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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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0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6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2 年完成全部工作。  
 
(4) 核四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  自民國 125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41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8.2 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1 年至 108 年運貯核燃料，貯
存 25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41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40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42 年起除役拆場，144 年場址復
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4 年至 111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25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41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40 年起規劃拆場，自
142年起除役拆場，144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貯存 35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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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14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
至 141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
終處置場處置。自 140 年起規劃拆
場，自 142 年起除役拆場，144 年場
址復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21 年開始處置，至
141 年處置完畢，142 年開始封閉，至 143 年封閉
完成，進入監管期。  

 

4.2.8.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1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3 年開始除役拆廠，125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102 年至

113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10 至 113 年
進行規劃準備，114 及 115 年進行除役拆場，
116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02 年起開始處置至
民國 144 年處置完畢，民國 145 年開始封閉，至
146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151 年起免
監管。  

 

4.2.8.4 放射性廢料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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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15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16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8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9 情節 121 

本情節為 6 部核能機組運轉 40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外處置，用過核燃料則採全部境內處置。  

 

4.2.9.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9.2 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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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6 年至 113 年運貯核燃料，貯
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32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34 年起除役拆場，136 年場址復
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9 年至 117 年運貯核燃料，貯
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6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35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37 年起除役拆場，139 年場址復
原。  

 
(C) 核三廠：貯存 4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12 年

至 119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
至 135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
終處置場處置。自 134 年起規劃拆
場，自 136 年起除役拆場，138 年場
址復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21 年開始處置，至
136 年處置完畢，137 年開始封閉，至 138 年封閉
完成，進入監管期。  

 

4.2.9.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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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95 年至

106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04 至 106
年開始規劃準備，107 及 108 年除役拆場，109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外處置，自民國 95 年起開始處置至民
國 138 年處置完畢。  

 

4.2.9.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17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2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9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10 情節 131 

本情節為 6 部核能機組運轉 40 年，低放射性廢料中運轉廢
料境外處置；除役廢料境內處置，用過核燃料則採全部境內

處置。  
 

4.2.10.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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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10.2 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6 年至 113 年運貯核燃料，貯
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32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34 年起除役拆場，136 年場址復
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9 年至 117 年運貯核燃料，貯
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6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35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37 年起除役拆場，139 年場址復
原。  

 
(C) 核三廠：貯存 4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12 年

至 119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
至 135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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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處置場處置。自 134 年起規劃拆
場，自 136 年起除役拆場，138 年場
址復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21 年開始處置，至
136 年處置完畢，137 年開始封閉，至 138 年封閉
完成，進入監管期。  

 

4.2.10.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95 年至

106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04 至 106
年開始規劃準備，107 及 108 年除役拆場，109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運轉廢料 (包括存於蘭嶼者 )境外處置，自 95 年至
105 年運送。除役廢料境內處置，自民國 106 年起
開始處置至民國 138 年處置完畢，民國 139 年開
始封閉，至 140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
145 年起免監管。  

 

4.2.10.4放射性廢料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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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18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2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10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11 情節 112 

本情節為 6 部核能機組運轉 40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內處置，用過核燃料則採全部境外處置。  

 

4.2.11.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11.2 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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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6 年至 113 年運貯核燃料，貯
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32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34 年起除役拆場，136 年場址復
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9 年至 117 年運貯核燃料，貯
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6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35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37 年起除役拆場，139 年場址復
原。  

 
(C) 核三廠：貯存 4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12 年

至 119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
至 135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
終處置場處置。自 134 年起規劃拆
場，自 136 年起除役拆場，138 年場
址復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外處置，自民國 118 年開始處置，至
127 年處置完畢。  

 

4.2.11.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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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102 年至

113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10 至 113 年
進行規劃準備，114 及 115 年進行除役拆場，
116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02 年起開始處置至
民國 138 年處置完畢，民國 139 年開始封閉，至
140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145 年起免
監管。  

 

4.2.11.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1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19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11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12 情節 113 

本情節為 6 部核能機組運轉 40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內處置，用過核燃料則運往國外再處理，再將高放射性廢料

運回境內處置。  
 

4.2.12.1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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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12.2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不建造。自 96 年至 114 年將用過核
燃料取出運往國外再處理。自 113
年起規劃拆場，自 115 年起除役拆
場，117 年場址復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不建造。自 97 年至 117 年將用過核
燃料取出運往國外再處理。自 116
年起規劃拆場，自 118 年起除役拆
場，120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不建造。  

 
(2) 用過核燃料再處理 /高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用過核燃料自民國 95年至 117年分批運往國外再
處理，MOX 運回國內由核三廠使用或暫存，高放
射性廢料在國外暫存，等境內處置場自 125 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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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運轉後再運回處置。高放射性廢料自民國 125
年開始處置，至 127 年處置完畢，128 年開始封
閉，至 129 年封閉完成，進入監管期。  

 

4.2.12.3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102 年至

113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10 至 113 年
進行規劃準備，114 及 115 年進行除役拆場，
116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02 年起開始處置至
民國 138 年處置完畢，民國 139 年開始封閉，至
140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145 年起免
監管。  

 

4.2.12.4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20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21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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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2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13 情節 122 

本情節為 6 部核能機組運轉 40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外處置，用過核燃料亦採全部境外處置。  

 

4.2.13.1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13.2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6 年至 113 年運貯核燃料，貯
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32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34 年起除役拆場，136 年場址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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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自 109 年
至 117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
料。自 121 年至 136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
往最終處置場處置。自 135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37 年起除役拆場，139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貯存 4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12 年

至 119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
至 135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
終處置場處置。自 134 年起規劃拆
場，自 136 年起除役拆場，138 年場
址復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外處置，自民國 118 年開始處置，至
127 年處置完畢。  

 

4.2.13.3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95 年至

106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04 至 106
年開始規劃準備，107 及 108 年除役拆場，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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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外處置，自民國 95 年起開始處置至民
國 138 年處置完畢。  

 

4.2.13.4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17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19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13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14 情節 123 

本情節為 6 部核能機組運轉 40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外處置，用過核燃料則運往國外再處理，再將高放射性廢料

運回境內處置。  
 
4.2.14.1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BKSRV1\90f1325\f1325\F1325期末定稿報告(93.9.30)\報告本文\第四章(rev1).doc 4 - 35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14.2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不建造。自 96 年至 114 年將用過核
燃料取出運往國外再處理。自 113
年起規劃拆場，自 115 年起除役拆
場，117 年場址復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不建造。自 97 年至 117 年將用過核
燃料取出運往國外再處理。自 116
年起規劃拆場，自 118 年起除役拆
場，120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不建造。  

 
(2) 用過核燃料再處理 /高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用過核燃料自民國 95年至 117年分批運往國外再
處理，MOX 運回國內由核三廠使用或暫存，高放
射性廢料在國外暫存，等境內處置場自 125 年開
始運轉後再運回處置。高放射性廢料自民國 125
年開始處置，至 127 年處置完畢，128 年開始封
閉，至 129 年封閉完成，進入監管期。  

 

4.2.14.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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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95 年至

106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04 至 106
年開始規劃準備，107 及 108 年除役拆場，109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外處置，自民國 95 年起開始處置至民
國 138 年處置完畢。  

 

4.2.14.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22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21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14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15 情節 132 

本情節為 6 部核能機組運轉 40 年，低放射性廢料中運轉廢
料境外處置；除役廢料境內處置，用過核燃料則採全部境外

處置。  
 

4.2.15.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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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15.2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6 年至 113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32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4 年起除役拆場，136 年場址復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9 年至 117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6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35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7 年起除役拆場，139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貯存 4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12 年

至 119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至
135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34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36 年起除役拆場，138 年場址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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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外處置，自民國 118 年開始處置，至
127 年處置完畢。  

 

4.2.15.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95 年至

106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04 至 106
年開始規劃準備，107 及 108 年除役拆場，109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運轉廢料 (包括存於蘭嶼者 )境外處置，自 95 年至
105 年運送。除役廢料境內處置，自民國 106 年起
開始處置至民國 138 年處置完畢，民國 139 年開
始封閉，至 140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
145 年起免監管。  

 

4.2.15.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18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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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9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15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16 情節 133 

本情節為 6 部核能機組運轉 40 年，低放射性廢料中運轉廢
料境外處置；除役廢料境內處置，用過核燃料則運往國外再

處理，再將高放射性廢料運回境內處置。  
 

4.2.16.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16.2 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不建造。自 96 年至 114 年將用過核
燃料取出運往國外再處理。自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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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規劃拆場，自 115 年起除役拆
場，117 年場址復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不建造。自 97 年至 117 年將用過核
燃料取出運往國外再處理。自 116
年起規劃拆場，自 118 年起除役拆
場，120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不建造。  

 

(2) 用過核燃料再處理 /高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用過核燃料自民國 95年至 117年分批運往國外再
處理，MOX 運回國內由核三廠使用或暫存，高放
射性廢料在國外暫存，等境內處置場自 125 年開
始運轉後再運回處置。高放射性廢料自民國 125
年開始處置，至 127 年處置完畢，128 年開始封
閉，至 129 年封閉完成，進入監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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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6.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95 年至

106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04 至 106
年開始規劃準備，107 及 108 年除役拆場，109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運轉廢料 (包括存於蘭嶼者 )境外處置，自 95 年至
105 年運送。除役廢料境內處置，自民國 106 年起
開始處置至民國 138 年處置完畢，民國 139 年開
始封閉，至 140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
145 年起免監管。  

 

4.2.16.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23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21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16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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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7 情節 321 

本情節為 6 部核能機組運轉 30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外處置，用過核燃料則採全部境內處置。  

 

4.2.17.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17.2 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96 年至 102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2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0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29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1 年起除役拆場，133 年場址復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99 年至 106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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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32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4年起除役拆場，136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貯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02 年

至 109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
至 132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
終處置場處置。自 131 年起規劃拆
場，自 133 年起除役拆場，135 年場
址復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21 年開始處置，至
133 年處置完畢，134 年開始封閉，至 135 年封閉
完成，進入監管期。  

 

4.2.17.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19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1 年開始除役拆廠，123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95 年至

106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04 至 106
年開始規劃準備，107 及 108 年除役拆場，109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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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採用境外處置，自民國 95 年起開始處置至民
國 135 年處置完畢。  

 

4.2.17.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24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6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17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18 情節 331 

本情節為 6 部核能機組運轉 30 年，低放射性廢料中運轉廢
料境外處置；除役廢料境內處置，用過核燃料則採全部境內

處置。  
 

4.2.18.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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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8.2 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96 年至 102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2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0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29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1 年起除役拆場，133 年場址復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99 年至 106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2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32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4 年起除役拆場，136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貯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02 年

至 109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
至 132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
終處置場處置。自 131 年起規劃拆
場，自 133 年起除役拆場，135 年場
址復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21 年開始處置，至
133 年處置完畢，134 年開始封閉，至 135 年封閉
完成，進入監管期。  

 

4.2.18.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假
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次
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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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規

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址
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95 年至

103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01 至 103
年開始規劃準備，104 及 105 年除役拆場，106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運轉廢料 (包括存於蘭嶼者 )境外處置，自 95 年至
103 年運送。除役廢料境內處置，自民國 104 年起
開始處置至民國 135 年處置完畢，民國 136 年開
始封閉，至 137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
142 年起免監管。  

 

4.2.18.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25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6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18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19 情節 312 

本情節為 6 部核能機組運轉 30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內處置，用過核燃料則採全部境外處置。 

 
4.2.19.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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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  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

年，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
工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

全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

復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19.2 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96 年至 102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2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0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29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1年起除役拆場，133 年場址復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99 年至 106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2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32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4年起除役拆場，136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貯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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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9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
至 132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
終處置場處置。自 131 年起規劃拆
場，自 133 年起除役拆場，135 年場
址復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外處置，自民國 118 年開始處置，至
125 年處置完畢。  

 

4.2.19.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102 年至

112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10 至 112 年
開始規劃準備，113 及 114 年除役拆場，115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02 年起開始處置至
民國 135 年處置完畢，民國 136 年開始封閉，至
137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142 年起免
監管。  

 

4.2.19.4 放射性廢料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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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5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26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19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20 情節 313 

本情節為 6 部核能機組運轉 30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內處置，用過核燃料則運往國外再處理，再將高放射性廢料

運回境內處置。  
 

4.2.20.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20.2 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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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不建造。自 96 年至 107 年將用過核
燃料取出運往國外再處理。自 106
年起規劃拆場，自 108 年起除役拆
場，110 年場址復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不建造。自 97 年至 110 年將用過核
燃料取出運往國外再處理。自 109
年起規劃拆場，自 111 年起除役拆
場，113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不建造。  

 
(2) 用過核燃料再處理 /高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用過核燃料自民國 95年至 110年分批運往國外再
處理，MOX 運回國內由核三廠使用或暫存，高放
射性廢料在國外暫存，等境內處置場自 125 年開
始運轉後再運回處置。高放射性廢料自民國 125
年開始處置，至 127 年處置完畢，128 年開始封
閉，至 129 年封閉完成，進入監管期。  

 
4.2.20.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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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102 年至
112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10 至 112 年
開始規劃準備，113 及 114 年除役拆場，115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02 年起開始處置至
民國 126 年處置完畢，民國 127 年開始封閉，至
128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133 年起免
監管。  

 

4.2.20.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27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28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20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21 情節 521 

本情節為 8 部核能機組運轉 40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外處置，用過核燃料則採全部境內處置。  

 

4.2.21.1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作」、

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貯

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原」，

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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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 核四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30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46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21.2 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6 年至 113 年運貯核燃料，貯
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42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41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43 年起除役拆場，145 年場址復
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9 年至 117 年運貯核燃料，貯
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4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42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44 年起除役拆場，146 年場址復
原。  

 
(C) 核三廠：貯存 4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12 年

至 119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
至 14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
終處置場處置。自 142 年起規劃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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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自 144 年起除役拆場，146 年場
址復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21 年開始處置，至
143 年處置完畢，144 年開始封閉，至 145 年封閉
完成，進入監管期。  

 

4.2.21.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95 年至

107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05 至 107
年開始規劃準備，108 及 109 年除役拆場，110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外處置，自民國 95 年起開始處置至民
國 146 年處置完畢。  

 
4.2.21.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29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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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0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21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22 情節 531 
本情節為 8 部核能機組運轉 40 年，低放射性廢料中運轉廢
料境外處置；除役廢料境內處置，用過核燃料則採全部境內

處置。  
 

4.2.22.1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作」、
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貯

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原」，

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作」、
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貯

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原」，

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 核四廠：自民國 130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作」、
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貯

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原」，

至 146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22.2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6 年至 113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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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42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41 年起規劃拆場，自
143 年起除役拆場，145 年場址復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9 年至 117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4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42 年起規劃拆場，自
144 年起除役拆場，146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貯存 4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12 年

至 119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至
14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42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44 年起除役拆場，146 年場址復
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21 年開始處置，至
143 年處置完畢，144 年開始封閉，至 145 年封閉
完成，進入監管期。  

 

4.2.22.3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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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95 年至
107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05 至 107
年開始規劃準備，108 及 109 年除役拆場，110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運轉廢料 (包括存於蘭嶼者 )境外處置，自 95 年至
105 年運送。除役廢料境內處置，自民國 106 年起
開始處置至民國 146 年處置完畢，民國 147 年開
始封閉，至 148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
153 年起免監管。  

 

4.2.22.4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30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10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22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23 情節 512 

本情節為 8 部核能機組運轉 40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內處置，用過核燃料則採全部境外處置。  

 

4.2.23.1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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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 核四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30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46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23.2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6 年至 113 年運貯核燃料，貯
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42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41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43 年起除役拆場，145 年場址復
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9 年至 117 年運貯核燃料，貯
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4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42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44 年起除役拆場，146 年場址復
原。  

 
(C) 核三廠：貯存 4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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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19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
至 14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
終處置場處置。自 142 年起規劃拆
場，自 144 年起除役拆場，146 年場
址復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外處置，自民國 118 年開始處置，至
142 年處置完畢。  

 

4.2.23.3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102 年至

113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10 至 113 年
開始規劃準備，114 及 115 年除役拆場，115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02 年起開始處置至
民國 146 年處置完畢，民國 147 年開始封閉，至
148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153 年起免
監管。  

 

4.2.23.4放射性廢料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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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9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31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23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24 情節 513 

本情節為 8 部核能機組運轉 40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內處置，用過核燃料則運往國外再處理，再將高放射性廢料

運回境內處置。  
 

4.2.24.1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 核四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30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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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至 146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24.2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不建造。自 96 年至 117 年將用過核
燃料取出運往國外再處理。自 116
年起規劃拆場，自 118 年起除役拆
場，120 年場址復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不建造。自 97 年至 118 年將用過核
燃料取出運往國外再處理。自 117
年起規劃拆場，自 119 年起除役拆
場，121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不建造。  

 
(2) 用過核燃料再處理 /高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用過核燃料自民國 95年至 135年分批運往國外再
處理，MOX 運回國內由核三廠使用或暫存，高放
射性廢料在國外暫存，等境內處置場自 140 年開
始運轉後再運回處置。高放射性廢料自民國 140
年開始處置，至 144 年處置完畢，145 年開始封
閉，至 146 年封閉完成，進入監管期。  

 
4.2.24.3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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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102 年至

113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10 至 113 年
開始規劃準備，114 及 115 年除役拆場，116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02 年起開始處置至
民國 146 年處置完畢，民國 147 年開始封閉，至
148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153 年起免
監管。  

 

4.2.24.4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32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33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24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25 情節 522 

本情節為 8 部核能機組運轉 40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外處置，用過核燃料亦採全部境外處置。  

 

4.2.25.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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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 核四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30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46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25.2 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6 年至 113 年運貯核燃料，貯
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42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41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43 年起除役拆場，145 年場址復
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9 年至 117 年運貯核燃料，貯
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4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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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場處置。自 142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44 年起除役拆場，146 年場址復
原。  

 
(C) 核三廠：貯存 4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12 年

至 119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
至 14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
終處置場處置。自 142 年起規劃拆
場，自 144 年起除役拆場，146 年場
址復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外處置，自民國 118 年開始處置，至
142 年處置完畢。  

 

4.2.25.3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95 年至

107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05 至 107
年開始規劃準備，108 及 109 年除役拆場，110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外處置，自民國 95 年起開始處置至民
國 146 年處置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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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5.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29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31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25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26 情節 523 
本情節為 8 部核能機組運轉 40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外處置，用過核燃料則運往國外再處理，再將高放射性廢料

運回境內處置。  
 
4.2.26.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 核四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30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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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46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26.2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不建造。自 96 年至 117 年將用過核
燃料取出運往國外再處理。自 116
年起規劃拆場，自 118 年起除役拆
場，120 年場址復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不建造。自 97 年至 118 年將用過核
燃料取出運往國外再處理。自 117
年起規劃拆場，自 119 年起除役拆
場，121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不建造。  

 
(2) 用過核燃料再處理 /高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用過核燃料自民國 95年至 135年分批運往國外再
處理，MOX 運回國內由核三廠使用或暫存，高放
射性廢料在國外暫存，等境內處置場自 140 年開
始運轉後再運回處置。高放射性廢料自民國 140
年開始處置，至 144 年處置完畢，145 年開始封
閉，至 146 年封閉完成，進入監管期。  

 

4.2.26.3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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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95 年至

107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05 至 107
年開始規劃準備，108 及 109 年除役拆場，110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外處置，自民國 95 年起開始處置至民
國 146 年處置完畢。  

4.2.26.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34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33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26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27 情節 532 
本情節為 8 部核能機組運轉 40 年，低放射性廢料中運轉廢
料境外處置；除役廢料境內處置，用過核燃料則採全部境外

處置。  
 

4.2.27.1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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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 核四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30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46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27.2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6 年至 113 年運貯核燃料，貯
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42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41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43 年起除役拆場，145 年場址復
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109 年至 117 年運貯核燃料，貯
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4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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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場處置。自 142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44 年起除役拆場，146 年場址復
原。  

 
(C) 核三廠：貯存 4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12 年

至 119 年執行運貯工作。自 121 年
至 143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
終處置場處置。自 142 年起規劃拆
場，自 144 年起除役拆場，146 年場
址復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外處置，自民國 118 年開始處置，至
142 年處置完畢。  

 

4.2.27.3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95 年至

107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05 至 107
年開始規劃準備，108 及 109 年除役拆場，110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運轉廢料 (包括存於蘭嶼者 )境外處置，自 95 年至
105 年運送。除役廢料境內處置，自民國 106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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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處置至民國 146 年處置完畢，民國 147 年開
始封閉，至 148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
153 年起免監管。  

 

4.2.27.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30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31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27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28 情節 533 
本情節為 8 部核能機組運轉 40 年，低放射性廢料中運轉廢
料境外處置；除役廢料境內處置，用過核燃料則運往國外再

處理，再將高放射性廢料運回境內處置。  
 
4.2.28.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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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四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30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46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28.2 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不建造。自 96 年至 117 年將用過核
燃料取出運往國外再處理。自 116
年起規劃拆場，自 118 年起除役拆
場，120 年場址復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不建造。自 97 年至 118 年將用過核
燃料取出運往國外再處理。自 117
年起規劃拆場，自 119 年起除役拆
場，121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不建造。  

 
(2) 用過核燃料再處理 /高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用過核燃料自民國 95年至 135年分批運往國外再
處理，MOX 運回國內由核三廠使用或暫存，高放
射性廢料在國外暫存，等境內處置場自 140 年開
始運轉後再運回處置。高放射性廢料自民國 140
年開始處置，至 144 年處置完畢，145 年開始封
閉，至 146 年封閉完成，進入監管期。  

 

4.2.28.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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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95 年至

107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05 至 107
年開始規劃準備，108 及 109 年除役拆場，110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廢料最終處置  
運轉廢料 (包括存於蘭嶼者 )境外處置，自 95 年至
105 年運送。除役廢料境內處置，自民國 106 年起
開始處置至民國 146 年處置完畢，民國 147 年開
始封閉，至 148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
153 年起免監管。  

 
4.2.28.4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35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33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28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29 情節 721 
本情節為 8 部核能機組運轉 30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外處置，用過核燃料則採全部境內處置。  

 

4.2.29.1核電廠除役拆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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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 核四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20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36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29.2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96 年至 102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2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8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37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9年起除役拆場，141 年場址復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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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9 年至 106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2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8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37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9年起除役拆場，141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貯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02 年

至 109 年運貯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8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37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39 年起除役拆場，141 年場址復
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21 年開始處置，至
138 年處置完畢，139 年開始封閉，至 140 年封閉
完成，進入監管期。  

4.2.29.3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95 年至

103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01 至 103
年開始規劃準備，104 及 105 年除役拆場，106
年場址復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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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外處置，自民國 95 年起開始處置至民
國 140 年處置完畢。  

 

4.2.29.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36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14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29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30 情節 731 
本情節為 8 部核能機組運轉 30 年，低放射性廢料中運轉廢
料境外處置；除役廢料境內處置，用過核燃料則採全部境內

處置。  

4.2.30.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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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四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20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36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30.2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96 年至 102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2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8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37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9 年起除役拆場，141 年場址復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99 年至 106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2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8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37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9年起除役拆場，141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貯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02 年

至 109 年運貯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8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37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39 年起除役拆場，141 年場址復
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21 年開始處置，至
138 年處置完畢，139 年開始封閉，至 140 年封閉
完成，進入監管期。  

 

4.2.30.3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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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95 年至
103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01 至 103
年開始規劃準備，104 及 105 年除役拆場，106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運轉廢料 (包括存於蘭嶼者 )境外處置，自 95 年至
103 年運送。除役廢料境內處置，自民國 104 年起
開始處置至民國 140 年處置完畢，民國 141 年開
始封閉，至 142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
147 年起免監管。  

 
4.2.30.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37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14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30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31 情節 712 
本情節為 8 部核能機組運轉 30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內處置，用過核燃料則採全部境外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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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1.1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 核四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20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36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31.2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自 96 年至 102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2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8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37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9 年起除役拆場，141 年場址復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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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9 年至 106 年運貯核燃料，貯存
2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8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處置

場處置。自 137 年起規劃拆場，自
139 年起除役拆場，141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貯存 3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02 年
至 109 年運貯核燃料。自 121 年至
138 年將用過核燃料取出運往最終
處置場處置。自 137 年起規劃拆場，
自 139 年起除役拆場，141 年場址復
原。  

 
(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外處置，自民國 118 年開始處置，至
131 年處置完畢。  

 

4.2.31.3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102 年至
113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11 至 113 年
開始規劃準備，114 及 115 年除役拆場，116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02 年起開始處置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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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40 年處置完畢，民國 141 年開始封閉，至
142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147 年起免
監管。  

 

4.2.31.4 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13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38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31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4.2.32 情節 713 
本情節為 8 部核能機組運轉 30 年，低放射性廢料採全部境
內處置，用過核燃料則運往國外再處理，再將高放射性廢料

運回境內處置。  
 

4.2.32.1 核電廠除役拆廠 

(1) 核一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3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19 年完成全部工作。  

(2) 核二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7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3 年完成全部工作。  

(3) 核三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即自民國 109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25 年完成全部工作。  

(4) 核四廠：採用立即除役拆廠，於運轉期滿前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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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自民國 120 年起開始「前期準備工
作」、歷經「反應器解聯及除汙」、「安全

貯存」、「除汙與拆除作業」及「廠區復

原」，至 136 年完成全部工作。  

 

4.2.32.2 用過核燃料營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A) 核一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5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不建造。自 96 年至 106 年將用過核
燃料取出運往國外再處理。自 105
年起規劃拆場，自 107 年起除役拆
場，109 年場址復原。  

 
(B) 核二廠：第一階段自民國 91 年至 96 年執行，

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第二階段
不建造。自 97 年至 107 年將用過核
燃料取出運往國外再處理。自 106
年起規劃拆場，自 108 年起除役拆
場，110 年場址復原。  

 
(C) 核三廠：不建造。  

 
(2) 用過核燃料再處理 /高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用過核燃料自民國 95年至 125年分批運往國外再
處理，MOX 運回國內由核三廠使用或暫存，高放
射性廢料在國外暫存，等境內處置場自 133 年開
始運轉後再運回處置。高放射性廢料自民國 133
年開始處置，至 136 年處置完畢，137 年開始封
閉，至 138 年封閉完成，進入監管期。  

 

4.2.32.3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 
 
(1) 低放射性廢料處理  

 
(A) 減容中心延壽：配合核二廠除役拆廠時程，

假設需延壽 2 次，第一次於民國 95 年，第二
次於民國 110 年，每次延壽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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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減容中心除役拆廠：自民國 124 年開始除役

規劃與準備，126 年開始除役拆廠，128 年場
址復原完成。  

 
(C)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主要檢整設備之

招標作業已於 89 年度完成，檢整重裝作業預
計於 92 至 98 年執行完成。  

 
(D)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作業：自民國 102 年至

113 年將現貯之核廢料運出，於 111 至 113 年
開始規劃準備，114 及 115 年除役拆場，116
年場址復原完成。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  
全部採用境內處置，自民國 102 年起開始處置至
民國 136 年處置完畢，民國 137 年開始封閉，至
138 年封閉完成進入 5 年環境監測期，143 年起免
監管。  

 

4.2.32.4放射性廢料運輸 

配合前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規劃低放射性廢料

之運輸量，如表 4.2-39 所示，表中除描述每年之運輸
量外，尚估算廢料累計產生量及貯存量。  

表 4.2-40 所示則為高放射性廢料之累計產生量、運輸
量及貯存量。  

圖 4.2-32 所示則為各項後端營運工作之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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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後端營運總費用估算方法  
 
5.1 估算方法  

由於後端營運工作項目繁多，且各項工作之執行方式及執行

困難度亦有不同，甚至許多工作之成本無市場行情可言 (如低
放射性廢料及高放射性廢料之境外處置 )，依目前後端營運費
用估算之複雜度可將各項後端營運費用區分為三個組別，如

圖 5.1-1 所示，其中複雜度較低者均為在國外已有相當實際建
造經驗且國內亦已規劃在近期內興建之設施，至於複雜度較

高者則為國外經驗很少，甚至沒有實際執行經驗之後端營運

工作。  
 
在估算複雜度較低後端營運工作方面，由於台電公司均已有

較詳細之規劃，甚至一些工作均已完成可行性評估，編列預

算準備執行，因此這一類之後端營運工作即參考台電公司提

供之相關報告，並依參考情節之內容加以調整，而估算出執

行該項工作所需之費用。  
 
至於複雜度中等之後端營運工作方面，雖然台電公司尚無正

式之報告可供參考，但在國外已有許多類似的工作執行或規

劃完成，因此將依第 2 章所述後端營運工作內容，再參考國
外類似計畫之成本及國內之類似單價，而估算出執行該項工

作所需後端費用。  
 
至於複雜度較高之後端營運工作方面，由於境外處置涉及層

面相當廣泛，國際間亦很少有實際之價格資料流出，故採用

國內自行處置單價（含處置場及相關運輸費用）之兩倍，而

估算出執行該項工作所需後端費用。  
 
後端營運費包括設施興建費用、營運費用及除役費用等三

類，由於其性質不同，故在估算費用之項目略有不同，分述

如下：  
 
(1) 興建費用  

後端營運設施興建費用估算係以民國 90 年價位作為估計
之基準，估計該項工程之直接與間接成本，再依據工程

之進度估算各年度之資金需求，再考慮工程準備金而得

到不考慮物價上漲總投資成本。全部估計作業包括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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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定、資料收集、直接與間接成本估計及準備金提列等

一系列之過程，其估計流程詳如附圖 5.1-2。  
 

計畫預算可概分為直接成本、工程間接成本及工程準備

金。直接成本包括永久性設施、設備、材料、人工成本

及可明確歸屬於財產單位內之費用。工程間接成本包括

為執行計畫所必須但無法明確歸屬於任一財產單位內之

費用，如工程設計、工地臨時設施、施工機具及維修消

耗性材料、工程保險、試運轉等。直接成本與間接成本

以配合台電公司之會計科目標準分類方式，依不同科目

作出各項成本估計，估計範圍分述如下：  
 
(A) 直接成本  

˙房屋及建築  
˙機械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什項設備  

 
(B) 工程間接成本  

˙監造費用  
˙顧問費  
˙出國人員旅費及訓練費  
˙施工期間利息  
˙公益及捐贈  
˙事務費用  
˙調查及檢驗費用  
˙公共關係費  
˙修理及維護費  
˙財務費用  
˙工程保險  
˙其他  
 

(C) 工程準備金  
為彌補後端營運費用估算期間所蒐集引用資料之精

確度、品質和數量等不夠完整，所準備的費用；但

不包括超出原研究規劃設計以外的工程範圍和內容

變動所造成之費用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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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運費用  
營運費用主要是後端營運設施興建完成後，開始營運期

間所需支付之費用，由於不同設施營運工作內容均不相

同，因此營運費用須依實際工作內容估算，營運費用主

要包括：  
 
(A) 人事費：設施營運期間，須雇用之人力，含台電員

工及外包人力。  
 
(B) 運維費：設施各項設備運轉、維護所需費用。  
 
(C) 設備汰換費：設備均有使用壽齡，達到使用壽齡設

備即須新購，以利設施持續運轉。  
 
(D) 油料費：由於部份設施位於離島，故須自行設置柴

油發電機組供電，故會消耗大量之油料，

此外運輸車輛亦會消耗油料。  
 
(E) 處置容器費：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時，須將核燃料

用廢料罐密封後再進行最終處置。  
 
(F) 回填費用：在進行放射性廢料處置時，當一條處置

坑道放滿廢料後，即以岩屑及膨潤土回

填。  
 
(G) 雜項費用：除前述各項費用外之所有費用均屬雜項

費用，包括行政費、運轉視察費、臨時

設施費、監測費及保全費等。  
 
(3) 除役及封閉監管費用：  

當核能機組永久停機或其他後端營運設施達成其目的後

即可進行設施之除役及封閉監管工作，其中電廠除役為

最複雜工作，至於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及處置場除役工

作則較為容易，其包括之費用如下所示：  

(A) 人事費  

(B) 拆除費  

(C) 除污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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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執照申請費  

(E) 設備運轉費  

(F) 環境監測費  

(G) 廠區復原費  

(H) 設施封閉費  

(I) 廢料處理費  
 
5.2 價格調整原則  

由於後端營運工作之特殊性，有些設備、設施並無市場之價

格，而須由國內外之文獻資料取得單價。由於文獻資料之時

間與目前有所差距，因此如何將由這些資料所得之價格資料

推算至 90 年之市場價格，對於本計畫是相當重要之課題。  
 
表 5.2-1所示則為民國 83年至 90年台灣及美國消費者物價指
數及匯率變動情形，由表中可看出兩國消費者物價指數為穩

定上升，平均上漲率為我國之 1.53%及美國之 2.57%，至於匯
率方面則變化較無規律性，由 83 年之 26.46 至 90 年之 33.8。 
 
綜合前述之說明及過去數年之物價變動情形，本計畫採用下

列價格調整方式：  

˙  設施屬國內採購者以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平均年增率
1.53%將其價位推算至 90 年之價位。  

˙  設施屬外購者採用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平均年增率
2.57%將其價位推算至 90 年之價位。  

˙  匯率方面則採用主計處規定 92 年預算美金折算台幣匯率
1：35 計算。  

 
5.3 會計帳號編號說明  

為了便於對台電公司後端營運工作之各項成本旳處理及彙

整，本專案建立一套會計帳號系統以供使用。此帳號系統採

用一組 6 碼阿拉伯數字，此組數字的前二碼用來表示設施的
位置及後端營運工作項目，第三碼為工作的成本類別，第四

碼表示與產品有關的成本，第五碼表示費用屬於直接、間接、

設計費或準備額，第六碼則表示是人事費用、材料費用或其

他費用。例如，廢料運輸船的代碼為 612512，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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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碼  61 表示海運費用  

第  三  碼   2 表示資產  

第  四  碼   5 表示交通及運輸  

第  五  碼   1 表示直接費用  

第  六  碼   2 表示材料費用  
 
至於各碼之詳細代表意義，說明如下：  
 
第一、二位數：工作項目及場地  
 
11 減容中心延壽  
12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  
13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  

 
21 低放射性廢料境內處置  
22 低放射性廢料境外處置  

 
31 核一廠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32 核二廠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33 核三廠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41 用過核燃料境內處置  
42 用過核燃料境外處置  
43 用過核燃料再處理  

 
51 核一廠一號機除役  
52 核一廠二號機除役  
53 核二廠一號機除役  
54 核二廠二號機除役  
55 核三廠一號機除役  
56 核三廠二號機除役  
57 核四廠一號機除役  
58 核四廠二號機除役  

 
61 海運費用  
62 陸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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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場回饋費用  

7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場回饋費用  

73 核一廠放射性廢料回饋費用  

74 核二廠放射性廢料回饋費用  

75 核三廠放射性廢料回饋費用  

76 核四廠放射性廢料回饋費用  

77 蘭嶼貯存場放射性廢料回饋費用  
 
第三位數：成本類別  

1 台電公司成本：即台電公司本身配合後端營運工作的費

用。  

2 資產成本：對運輸設備、貯存或處置設施第一次投資之

費用，包括土地購置、設計、執照申請、設

備採購安裝等花費。  

3 重置成本：設備壽齡屆滿後的重置費用。  

4 運轉成本：設施、設備、工作執行的運轉費用，主要包

含人事費用、維修費用、材料費用等。  

5 停機成本：即設施或電廠停止運轉後進行除役、拆場等

準備工作的費用。  

6 封閉成本：處置場容量飽和後需執行封閉，使處置單元

與外界環境隔絕所需的費用，包含人事費

用、材料費、維修費用等。  

7 除役成本：設施或電廠停止運轉後將所有受放射性污染

的設備、設施等之除污、拆除、包裝、恢復

原狀等花費。  

8 監管成本：處置場封閉後依法規要求而執行監管的花

費，主要為人事費、材料費。  

9 其他成本：不屬於以上各項之工作屬之。  
 
第四位數：與資產有關之成本  

1 土   地：  即土地購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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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改良物：包含整地、地質改良、道路等之費用。  

3 房屋及建築：即房屋、建築之材料、施工等成本。  

4 機械及設備：含各類機械、儀錶、電氣設備之購置及安

裝成本。  

5 交通及運輸：通信及運輸設備。  

6 什項設備  ：辦公設備及什項設備。  

9 其    他：不屬於上述各項者。  
 
第五位數：與費用有關之成本  

1 直接費用：  與工作之執行有直接關係者：如設備、材
料、安裝、土地、維修等費用。  

2 間接費用：  與工作之執行無直接關係，但必須執行之
支援性質工作，如工程監造費、工程顧問

費、工程管理費。  

3 漲價準備金：係為因應後端營運工作執行期間，因設備、

材料及人事費用等上漲而導致成本增加，

預留之準備金。  

4 工程準備金：為彌補在估算後端營運總費用時，所蒐集、

引用資料之精確度、數量、品質等之不夠

完整所準備之費用。  

9 其他費用：  不屬上述項目者。  

第六位數：資源種類  

1 人事成本：含運轉人員、管理人員、施工人員、安裝人

員。  

2 材料成本：含設備、土木材料、維護材料、能源等。  

3 事務成本：辦公費、郵電費、複印費等。  

9 其  他：不屬於前述資源者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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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基本情節下後端營運總費用估算結果  
由第 2章所述各項後端營運工作內容及第 4.2.1所述後端營運
工作之基本參考情節內容及第 3.1 節所述各種放射性廢料之
數量作為基準，即可進行基本參考情節下，各項後端營運工

作所需費用之估算。  
 
由於部份後端營運工作為持續性之工作，無法單獨加以描

述，故在本章中仍然對其工作內容作一整體性之介紹，但在

計算後端營運總費用時，則僅計算自民國 93 年開始所發生之
後端營運費用，以符合分攤率計算公式之定義。  

6.1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總費用  
低放射性廢料營運工作包括：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場、蘭

嶼貯存場除役、蘭嶼貯存場廢料桶檢整重裝以及減容中心除

役及延壽，分述如 6.1.1∼6.1.4。  

6.1.1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場費用估計 (參考文獻  2、6) 
本項成本估計係參考台灣電力公司（以下簡稱台電公司）之

「小坵場址成本估計報告（第 D 版）」的內容，視各參考情節
內容予以適當的調整。由於該報告所估算的 98 萬桶低放射性
廢料數量，除了包括現行運轉中的核一、二、三廠共 6 部機
組在 40 年運轉壽命期間，減容中心以及蘭嶼貯存場所產生的
運轉廢料與除役廢料外，還涵蓋了尚在興建中之核四廠的兩

部機組，以及其他非屬台電公司營運範圍的核研所等其他同

位素使用單位。由於後端營運基金係台電公司專為日後執行

其所屬核能設施之除役工作所預先提存的經費，因此在調整

小坵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場費用時，將核研所等其他同位

素使用單位所產生之約 7 萬桶低放射性廢料予以扣除。故該
最終處置場之最大處置容量將由原先之 98 萬桶調整為 91 萬
桶。而為反應現階段的實際運轉情況，故以包括核一、二、

三廠共 6 部機組在運轉壽命 40 年，減容中心以及蘭嶼貯存場
所產生之廢料作為主要參考情節。根據估計結果顯示，在基

本參考情節的情形下，即 6 部機組運轉 40 年時，總費用約 363
億元，其中包含建造施工階段的 146 億元，運轉維護階段的
203 億元以及封閉階段的 14 億元。以下將就廢料產量及成本
估計逐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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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廢料量預估  
依本報告第三章預估之低放射性廢料數量說明如下： 

(A) 運轉廢料  
核一廠為 100,054 桶，核二廠為 117,001 桶，核三廠為
17,971桶，共計 235,026桶，約 23.5萬桶。 

(B) 除役廢料  
核一廠為 107,305 桶，核二廠為 165,572 桶，核三廠為
148,028桶，減容中心及蘭嶼貯存場各為 1,106桶及 7,400
桶，共計 420,456桶，約 43萬桶。 

(C) 總量預估  
綜合前述說明，包含台電公司所屬之核一、二及三廠，以

及減容中心和蘭嶼貯存場等之低放射性廢料共計 654,482
桶，約 66.5萬桶。 

(2) 興建處置坑道數量估算  
依據台電公司之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計畫的「小坵場址成本

估計報告（第 D版）」的說明，98萬桶的低放射性廢料所需興
建處置坑道數量為 28 座，平均每一處置坑道可容納 35,000
桶，其中包括第一期的 10座及第二期的 18座，則 66.5萬桶的
低放射性廢料需興建 19座處置坑道，其中包括第一期的 10座
及第二期的 9座。 

 
(3) 成本估計方式  

由於前述之「小坵場址成本估計報告（第 D 版）」的內容係以
處置 98萬桶低放射性廢料的 28座處置坑道為估計基準，而目
前之基本參考情節係 66.5萬桶，興建 19座處置坑道，因此需
針對此工程數量予以調整。因考慮施工的一貫性，以及因應日

後廢料產量可能的變動，故不以「廢料桶數」為調整因子，而

係以「興建處置坑道數量」調整之，如此可求得較具彈性之預

估。至於工程單價，因前述報告乃完稿於 90 年 5 月與本計畫
估價基準 90年 1月相當接近，故沿用而不予變更。 

主要的調整方法將詳述於第(4)節，並於第(5)節中簡要說明 6
部機組運轉 40 年參考情節的成本估計結果。此外，有關成本
估計的方法及相關參考表格則在第(6)節加以說明。 

(4) 工程數量調整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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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用原則   

(a) 估計參考情節：八部機組運轉壽命 40年，興建處置
坑道數為 28座。 

(b) 基本參考情節：六部機組運轉壽命 40年，興建處置
坑道數為 19座。 

(c) 因所有相關參考情節之最少處置坑道數均大於十座,
故第一期工作的工程數量及工作項目皆相同，相關成

本亦完全比照台電公司之「小坵場址成本估計報告

(第 D版)」內容，毋需調整。 

(d) 每一座處置坑道可處置廢料桶數為 35,000 桶，未滿
35,000桶者一律以 35,000桶計算。 

(e) 調整係數：除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場之封閉成本中
的「回填碴料」係將第一、二期的工程數量合併計算

外，其他大都以第二期的工程數量做為調整依據，故

調整係數區分為下述兩類： 

第一及二期調整係數 (F1)＝第一、二期興建處置
坑道÷28 座處置坑道  

第二期調整係數 (F2)    ＝第二期興建處置坑
道÷18 座處置坑道  

(f) 設計費用：每年所需之人力費用不隨參考情節的不同
而加以調整，而是隨所需工作年數增減之。 

(g) 薪資調整率及物價調整率皆依原報告訂為 2.6%。 

(h) 民國 92 及 93 年度的工程費用中，311,921 仟元及
264,143仟元，除了各一筆 73,032仟元的工程設計作
業費用外，尚分別包括一筆 238,889 仟元及 191,111
仟元的工址精查費用，因此項費用係根據工研院能資

所的估計而得，屬總價估算，故在相關之「低放射性

廢料最終處置計畫成本分年經費表」中第一項「設計

作業費用」的”薪資調整費”一欄內，已將這筆工址精
查費用排除而僅單獨就工程設計作業費用予以加

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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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調整費 3,847,000 元 (民國 92 年 ) 

＝ (311,921,000－238,889,000)× 
(薪資調整率（ 92－ 90）－1）；  

薪資調整費 5,846,000 元 (民國 93 年 ) 

＝ (264,143,000－191,111,000）× 
(薪資調整率（ 93－ 90）－1）。  

(B) 建造階段之成本調整方式 (僅第二期工程須調整 ) 

(a) 處置區之處置坑道之施工費用調整，皆以調整係數
(F2)乘上 18座處置坑道的工程數量調整之。 

(b) 處置區之第二階段之設計成本發生年數係與興建處
置坑道數有關,除第一年的設計費用皆屬必須且相同
外，其他所需之設計顧問費用發生年數分別為：興建

15及 16座時，需時 5年，9及 8座時則需 4年，而
2座時則僅需 3年。至於施工費用則分別需時 3年、
2年、及 1年。 

(c) 處置區之通風隧道及處置坑道出口之隧道開挖工程
數量調整方式：依小坵場址處置區配置圖所示十八座

處置坑道之通風隧道長度約 910 公尺,每減少一座處
置坑道,其長度約減少 36 公尺，故 N 座處置坑道所
需之施作長度為 910－(18－N) × 36公尺，總工程數
量即為{910－(18－N) × 36}÷ 910 × 18209 M3(十八
座處置坑道之工程數量)。因此通風隧道及處置坑道
出口各項工作皆以{910－(18－N) × 36}÷910為調整
係數(F3)調整之。 

(d) 機械設備施工費用調整方式：1)一般機械設備：依一
般工程經驗,設備採總價估算時，因工作內容需要，
約有 25%的費用屬固定支出，如規範制定及審閱，
固定施工器具成本及搬運費以及人力費用等，故不隨

工程數量的減少而降低，其餘之 75%則隨工程數量
的變化而變化。2)輻射機械設備：除每座處置坑道各
需一組設備外，主處置坑道進，出口仍需各裝置一

組，故所需數量為 2 ＋（興建之處置坑道數量）。 

(e) 輔助區之整地填方之施工費用調整：因防波堤費用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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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之施工而不予以調整外，其他工程數量皆以調

整係數(F2)乘上 18座處置坑道的工程數量調整之。 

(f) 港灣區之所有工程均於第一期施工階段完工，故無任
何調整項目。 

(C) 運轉階段之成本調整方式 (僅第二期工程須調整 ) 
以第一批廢料開始清運年份為起始年，而以所有廢料清運

完畢年份為終止年，依維修及更新費用間隔年份規定分派

相關經費，其他工作項目，如運轉費用、人員交通費用、

人事費用、行政費用、環境監測費用、保全費用及運轉視

察費用等，則維持與基本參考情節相同之年度費用，在運

轉期限內逐年編列。 

(D) 封閉階段之成本調整方式(本項工作僅於第二期工程
執行 )  

(a)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場封閉成本之施工費用調整,
除回填碴料，處置坑道進口與通行隧道洞口，處置坑

道出口費用將依實際挖掘處置坑道數予以調整外，其

他工作項目，或屬固定工程數量，如廠房及設備拆除,
或屬固定單價計算，如人員交通費用、執照審察費

用、現場視察費用及執照申請費用等，皆毋須調整。 

(b)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場封閉所需時間因慮及廢料
之進場係採船運，每一航次之載運量以及航次均將依

既定之規劃執行，故假設不論挖掘處置坑道數之多

寡，其所需工作年數均為九年，即:一年的規劃設計,
一年的現場勘查，兩年的施工，以及持續五年的環境

監測。 

(5) 成本估計結果  
根據表 6.1-1 所示，在核一、二、及三廠共六部機組在運轉壽
命為 40 年的情況下，包括其他核能設施，如減容中心及蘭嶼
貯存場，預計將產生 66 萬桶的低放射性廢料需藉由此低放射
性廢料最終處置場加以處置，其所需處置坑道數為 19 座，總
費用約 36,285,142仟元，即約 363 億元，其中包含建造施工階
段的 146 億元，運轉維護階段的 203 億元以及封閉階段的 14
億元，若扣除所有物價及薪資的調整率(此處暫定為 2.6%)，則
總費用約 20,450,423仟元，即約 205 億元。茲分階段略述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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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造施工階段：  
建造施工分為第一期及第二期兩個階段，第一期自民國

92 年開始到民國 102 年為止，須興建十座處置坑道，根
據表 6.1-2所示，其所需總經費為 10,711,767仟元，包括：
993,268仟元之設計費用，369,280仟元之用地取得費用，
9,318,219 仟元之工程經費，以及包括 31,000 仟元之其他
費用。前述約 10億之設計費用及 93億之工程經費中尚個
別包括 78,564仟元及 1,732,602仟元之物價調整費。 

 
第二期自民國 107年開始到民國 112年為止，須興建 9座
處置坑道，其所需總經費為 3,899,571仟元，包括：322,331
仟元之設計費用，3,558,240 仟元之工程經費，以及包括
19,000 仟元之其他費用。前述約 3.2 億之設計費用及 36
億之工程經費中尚個別包括120,779仟元及1,411,678仟元
之物價調整費。 

 
兩個階段所需經費合計為 14,611,335仟元，即約 146億元。 

(B) 運轉維護階段  
運轉維護階段自民國 102 年開始接收廢料到民國 139 年
(核三廠除役後第 25年)為止，根據表 6.1-3所示，其所需
總經費為 20,277,173仟元，約合 203 億元，包括：2,745,568
仟元的運轉費用，3,491,335 仟元的維修及更新費用，
145,600 仟元的人員交通費用，1,186,747 仟元的人事費
用，83,072 仟元的行政費用，359,893 仟元的環境監測費
用，672,000仟元的保全費用，114,000仟元的運轉視察費
用以及 11,478,957仟元的物價調整費。 

 
除維修及更新費用需依各設備之重置年數的要求而每隔

10 年，或 15 年，或 20 年，或 25 年，或 30 年加以編列
經費，以及因第一年(民國 102 年)係從九月開始而取 1/3 
倍的年度費用外，前述各項年度費用均以固定費用估算

之。 

(C) 封閉階段  
封閉階段自結束運轉工作的前一年，即民國 138年開始的
工程設計，經施工到結束第五年的環境監測工作為止，總

計九年，亦即民國 146年。根據表 6.1-4所示，其所需總
經費為 1,396,614 仟元，約合 14 億元，包括：27,744 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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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設計費用及其薪資調整費 67,370 仟元；及含 79,360
仟元環境監測費用和工程施工費用 97,950 仟元之直接工
程經費，26,597仟元之間接工程成本，53,193仟元之工程
預備費及所有工程經費的物價調整費 712,063仟元；7,800
仟元的人員交通費用，40,958 仟元的人事費用，2,867 仟
元的行政費用，36,000仟元的保全費用以及這些費用的物
價調整費 232,713 仟元。此外，尚包括 3,000 仟元之封閉
審查費、6,000 仟元之施工視察費和 3,000 仟元之免監管
照申請費。 

 
(6) 成本估計方法說明  

因所需之 19座處置坑道數量大於 10座,故第一期工作的工程數
量及工作項目皆相同,毋需調整。(參考表 6.1-5∼7)。 

(A) 處置場第二期施工設計費用調整方法：所需工作年
數為四年，第一年需 14 位本籍工程師及 5 位外籍工
程師，而後三年則各需 8 位本籍工程師及 3 位外籍
工程師。(參考表 6.1-8) 

 
第一年費用：14人×2,448,000(元) ＋5人×7,752,000(元) 

--台灣複價 

＝73,032,000(元) ×1.0 

＝73,032,000(元) -----離島複價 
 
後三年費用：8 人×2,448,000(元) ＋3 人×7,752,000(元) 

-----台灣複價 

＝42,840,000(元) ×1.0 

＝42,840,000(元) -----離島複價 

(B) 處置場處置區第二期施工費用調整方法：(參考表
6.1-9) 

(a) 除通風隧道及處置坑道出口之施工費用(詳(b)項),以
及機械設備施工費用(詳(c)項)之調整外,其他項目之
工程數量皆以調整係數(F2)乘上第二階段施工之 9座
處置坑道的工程數量。 

 
以處置坑道進口之隧道開挖費用調整為例：  
調整係數 (F2) ＝  9÷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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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0 × 9252 M3 × 2070(元 ) -----台灣複價  

＝9,575,820(元 )×1.61 

≒15,417,000(元 ) -----離島複價  

(b) 通風隧道及處置坑道出口之施工費用調整方法： 

1) 調整係數 (F3)＝{906－ (18－N) × 36}÷906，   

N：第二階段施工之處置坑道數量  

(F3)＝{906－ (18－9)×36}÷906＝0.6424 

2) 除止水灌漿費用係採隧道開挖費用的 5%外，
本項工程其他費用調整方法：  

0.6424×估計參考情節所需興建之 18 座處置

坑道的工程費用  

以隧道開挖費用調整為例：  

0.6424×18,209 M3 x 2,070(元 ) -----台灣複價  

＝24,213,746(元 )×1.61 

≒38,983,000(元 ) -----離島複價  

3) 止水灌漿費用調整方法：  
0.05 ×隧道開挖費用  

＝0.05 ×24,213,000(元 ) -----台灣複價  

＝1,210,650(元 )×1.61 

≒1,949,000(元 ) -----離島複價  

(c) 機械設備施工費用調整方法： 

1) 一般機械設備：  

固定費用調整：25%×18 座處置坑道的工

程費用  

＝0.25×106,654,900(元)-台灣複價 

＝26,663,725 (元 ) ×1.23 

≒32,796,000(元 ) -----離島複價  

變動費用調整：75%×18 座處置坑道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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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費用×調整係數(F2) 

＝0.75×106,654,900×0.5-----台灣複價  

＝39,995,588 (元 ) ×1.23 

≒49,195,000(元 ) -----離島複價  

合計：32,796,000(元 )＋49,195,000(元 ) 

＝81,991,000 (元 ) -----離島複價  
 

2) 輻射機械設備 -----台灣複價：  

工程數量調整：2＋9＝11 (套 ) 

費用調整：249,600×11-----台灣複價  

＝2,745,600(元 ) ×1.1 

≒3,020,000 (元 ) -----離島複價  

(d) 分年經費編列方式： 
9 座處置坑道之施工期需時 2 年，不足估計參考
情節所需興建 18 座處置坑道的 3 年工期，估計
時依估計參考情節在 3 年內的分配比率乘上本
參考情節所估算的施工總費用，最後再將第 3
年的費用均攤至前 2 年，計算如下：  

第二階段 9座處置坑道施工總費用：1,293,151,000元。 

第二階段 18座處置坑道施工總費用：2,531,493,000元 

18座處置坑道 3年內均攤費用： 

374,450,000元、1,329,034,000元及 828,009,000 元 

9座處置坑道 3年內均攤費用調整： 

第 一 年 費 用 ： 1,293,151,000 ÷ 2,531,493,000 ×
374,450,000≒191,279,000(元) 

第 二 年 費 用 ： 1,293,151,000 ÷ 2,531,493,000 ×
1,329,034,000≒678,904,000元 

第 三 年 費 用 ： 1,293,151,000 ÷ 2,531,493,000 ×
828,009,000≒422,96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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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第三年費用均攤至前 2年： 

第一年費用： 191,279,000(元)＋422,968,000元÷2 
＝402,763,000(元) 

第二年費用： 678,904,000(元)＋422,968,000元÷2 
＝890,388,000(元) 

(C) 輔助區第二期施工費用調整方法：(參考表 6.1-10) 
除防波堤費用屬全面性之施工而不予以調整外，其他工程

數量皆以調整係數(F2)乘上 18 座處置坑道的工程數量調
整之。 

(a) 整地填方費用調整： 

第二階段 18座處置坑道施工總費用 x調整係數(F2) 

＝689,000 M3×120元× 0.500-----台灣複價 

＝41,340,000(元) ×1.61 

≒66,557,000 (元) -----離島複價   

(b) 防波堤費用調整： 
不需調整，費用為 117,920,000(元) -----離島複價 

(c) 分年經費編列方式： 
第二期處置坑道之施工期需時 2年，不足估計參考
情節所需興建 18 座處置坑道的 3 年工期，估計時
依估計參考情節在 3 年內的分配比率乘上本參考
情節所估算的施工總費用，最後再將第 3年的費用
均攤至前 2年，計算如下： 

第二階段 9座處置坑道施工總費用：184,477,000元 

第二階段 18座處置坑道施工總費用：251,035,000元 

18 座處置坑道 3 年內均攤費用：37,132,000 元、
131,793,000元及 82,109,000 元 

9座處置坑道 3年內均攤費用調整： 

第一年費用：37,132,000÷251,035,000×184,477,000
≒27,28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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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費用：131,793,000÷251,035,000×184,477,000
≒96,850,000(元) 

第三年費用：82,109,000÷251,035,000×184,477,000
≒60,339,000(元)元 

將第三年費用均攤至前 2年： 

第一年費用：27,287,000 (元)＋60,339,000元÷2 

≒57,457,000(元) 

第二年費用：96,850,000 (元)＋60,339,000元÷2 

≒127,020,000(元) 

(D) 處置場運轉階段成本調整方法：(參考表 6.1-11) 

起始年： 民國 102年。 

終止年： 民國 139年。 

重置費： 民國 112年(機械重置費：28,050,000元) 
民國 117年(機械及電氣重置費：105,365,000＋
1,290,000元) 
民國 122 年(機械及電氣重置費：28,050,000＋
23,000,000＋3,800,000元) 

民國 127年(電氣重置費：23,500,000元) 

民國 132年(機械及電氣重置費：28,050,000＋  

105,365,000＋166,000,000＋1,290,000元) 

其他費用（運轉費用、年維護費、人員交通費用、人事費

用、行政費用、環境監測費用、保全費用及運轉視察費

用）：維持與估計參考情節相同之年度費用，在運轉期限

內逐年編列。 

(E) 處置場封閉階段成本調整方法：(參考表 6.1-12) 

(a) 回填碴料施工費用： 

第一、二期調整係數(F1)×28座處置坑道的回填碴料
費用 

＝19÷28×(520,600M3×1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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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65,600(元) -----台灣複價 

＝39,565,600(元)×1.61 

≒63,701,000(元) -----離島複價 

(b) 處置坑道進口與通行隧道洞口費用： 

(2處洞口＋19處處置坑道口) ×單價 

＝21處×330,225 (元) 

＝6,934,725 (元) -----台灣複價 

＝6,934,725 (元)×1.61 

≒11,165,000 (元) -----離島複價 

(c) 處置坑道出口費用： 

19處處置坑道口×單價 

＝19處×115,107(元) 

＝2,187,033(元) -----台灣複價 

＝2,187,033(元)×1.61 

≒3,521,000 (元) -----離島複價 

(d) 高完整性密封及假隧道拆除及回填復舊費用： 

屬固定工程數量不須調整 

＝1,324,000(元)＋2,094,000(元) 

＝3,418,000(元) -----台灣複價 

＝3,418,000 (元)×1.61 

≒5,503,000 (元) -----離島複價 

(e) A至 D項費用合計： 

63,701,000(元)＋11,165,000 (元)＋ 3,521,000 (元)  

＋5,503,000 (元) 

＝83,890,000 (元) -----離島複價 

(f) 其他工作項目(廠房及設備拆除，環境監測費、人員
交通費用、人事費用、行政費用、保全費用、執照審

察費用、現場視察費用及執照申請費用等)，或屬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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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工程數量，或屬固定單價計算，皆毋須調整。 

(g) 前述(a)至(f)項費用均依下列分配方式逐年編列：一
年的規劃設計,一年的現場勘查，兩年的施工，以及
持續五年的環境監測。 

1) 施工直接工程成本 (含回填碴料、隧道栓塞、
高完整性密封、假隧道拆除及回填復舊、廠

房及設備拆除等工作 )：  

費用分兩年攤提，攤提方式係以估計參考情

節的 28 座處置坑道前述工作之回填碴料、隧
道栓塞、高完整性密封、假隧道拆除及回填

復舊的總成本（120,517,000 元）為基準，並
以其第一年的施工費用（59,505,000 元）佔該
總成本的比率為本參考情節的分配比重

（59,505,000 元÷120,517,000 元＝0.494）乘
上經調整後的總成本 (83,890,000 元 )，其餘費
用則分攤至第二年，最後再各別加上廠房及

設備拆除所需之固定費用 (分兩年均攤，
14,060,000÷2＝7,030,000 元 )，即：  

第一年費用：59,505,000 元÷120,517,000 元

×83,890,000 元＋7,030,000 元＝

48,450,500 元≒48,451,000 元  

第二年費用：(1－59,505,000元÷120,517,000元)

×83,890,000 元＋7,030,000 元＝

49,499,500元≒49,500,000元 

2) 環境監測費用：  
前兩年每年之費用為 10,580,000 元，後五年
每年之費用為 11,640,000 元。  

3) 其他費用（人員交通費用、人事費用、行政
費用、保全費用及封閉視察費用、施工視察

費用及免監管執照申請費用）：  

維持與估計參考情節相同之年度費用，在封

閉期限內逐年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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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蘭嶼貯存場除役成本估計 (參考文獻 7、8)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費用依工作時程之劃分可分成兩個階段

費用，第一個階段費用為拆場前先期準備工作，包括編寫拆

場除役計晝、編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等執照申請文件以及拆

場執照申請的資料準備、答覆等費用。第二階段之工作包含

貯存設施的拆除、回填和拆場廢料處置以及場址綠化之費

用，至於拆場所得的低放射性廢料除裝桶費用於本節中估計

外，海運費用併於運輸費用中估計，處置費用則併於低放射

性廢料最終處置計畫中估計。以下將就其費用之估計予以描

述。根據估計結果顯示，蘭嶼貯存場的除役總成本約需 2 億
7,407 萬元。詳細計算內容請參考表 6.1-13。  

 
(1) 先期準備工作階段  

我國核能法規目前尚未對核能電廠以外之核子設施除役有所

規定，假定蘭嶼貯存場之除役比照原能會「核能電廠除役管理

方針」之要求，亦須編寫除役拆場計畫書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等拆場執照申請文件。假定此項工作均委託國內顧問公司執

行，估計需支付的顧問服務費如下所列： 

(A) 拆場除役計畫規劃：1,598 萬元  

(B) 撰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1,922 萬元  

(C) 拆場執照申請文件準備：1,500 萬元  

合  計(台幣)：3,670萬元 

(2) 拆場階段  
蘭嶼貯存場之拆場工作將在所貯存之廢料桶完全運離貯存場

後方才開始進行。參考台電公司核能施工處於民國 72 年編訂
的「蘭嶼計畫第一期工程竣工報告」和預計在民國 83 年建造
完成的貯存場擴建工程方案之相關設計資料，可概估出所需拆

除之結構體數量 (如表 6.1-14)，乘以人日單價後再加上其他支
援項目之費用後，即可算出拆場費用。由於所需具備之核廢料

貯存設施之除污和拆除技術，國內均有能力執行。因此，各項

成本均以國內單價為估計基礎，經計算結果共需 1 億 4,679萬
元工程費用。拆場檢查每年為 25萬元，3年合計為 75萬元。
拆場之放射性廢料將封裝於 200公升桶中。估計放射性廢料約
2,200 立方公尺，以每桶容量 200 公升計算，約需 7,400 桶。
以每個 55加侖桶購置費用 2,750元計，裝桶材料費用需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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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在完成蘭嶼貯存場之拆除的同時，亦需進行綠化植生的

工作，使廠區恢復無害再使用的程度，此綠化植生的成本約需

624 萬元。至於廢料桶的運輸和處置成本將另外於運輸及低放
射性廢料處置費用中估計，不列入本項費用內。因此，本階段

之費用共計需 1 億 7,413 萬元。詳細之計算過程詳列於表
6.1-13，現金流量則詳列於表 6.1-15。 

 
(3) 總成本說明  

以上二項費用之和，加上準備額，合計為 2億 7,407萬元，詳
見表 6.1-13所示。 

 
6.1.3 蘭嶼貯存場廢料桶檢整重裝成本估計 (參考文獻  3) 

為符合未來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場的接收標準，對於貯存

場內的貯存桶應視其表面完整情形予以檢整或重裝。表面清

微生銹者將加以除銹補漆，而破損較嚴重者則需予以重新包

裝。故此項工作之成本估計將著重在設備採購。根據估計結

果顯示，蘭嶼貯存場的廢料桶檢整重裝總成本約需 9 億元。
詳細計算內容請參考表 6.1-16。  
 

(1) 鋼構廠房興建成本  
本項工程成本約 920萬元，主要成本支出為施工費及物料採購
費用，本項費用已列入 93 年以前成本支出中，故無需反應於
此次 93年的重估成本中。 

 
(2) 廢料桶取出單元建立成本  

本項工程成本約 3,813 萬元，主要成本支出為施工費及設備採
購費用，本項費用已列入 93 年以前成本支出中，故無需反應
於此次 93年的重估成本中。 

 
(3) 處理中心作業系統之建立與運轉費用  

本項工程成本約 5,405 萬元，主要成本支出為施工費、控制系
統及設備採購費用，本項費用已列入 93 年以前成本支出中，
故無需反應於此次 93年的重估成本中。 

 
(4) 檢整重裝作業監造技術服務費用  

本項工程成本約 1,848 萬元，主要成本支出為外包施工之人力
支援技術服務費，分 6年予以攤提。 

 
(5) 檢整重裝外包作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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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工程成本約 3,740 萬元，主要成本支出為委外運轉之人事
服務費，在 6年的運轉期間中均攤。 

 
(6) 檢整重裝設備維護費用  

本項工程成本約 2 億 8,721萬元，主要成本支出為檢整重裝設
施開始運轉後，每年的設備維護費，分 6年予以攤提。 

 
(7) 重裝容器採購費用  

本項工程成本約 4 億 4,000萬元，主要係作為採購重裝容器之
成本，此筆費用將在執行重裝工作的 5年間逐年均攤。 

 
(8) 其他作業配合費用  

本項工程成本約 1,980 萬元，屬雜項配合支出成本，此筆費用
將每年攤提，共計 6年。 

 
(9) 總成本說明 

以上八項費用以分別計入 30%的準備額，合計約為 9億元，詳
見表 6.1-16所示，現金流量則詳列於表 6.1-17。 

 
6.1.4 減容中心除役及延壽成本估計 (參考文獻 8，9) 

減容中心的除役工作可概分成二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先期準

備工作，包括編寫拆場除役計晝、編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等

執照申請文件以及拆場執照申請的資料準備、答覆等費用。

第二階段包含輻射偵檢、除污以及拆除、拆除工作結束後之

場地整理及綠化植生工作。各階段工作之費用估算方式如下

所述，至於拆除工作所得的低放射性廢料除裝桶費用於本節

中估算外，海運費用併於運輸費用中估算，而處置費用則併

於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計畫中估算。根據估計結果顯示，

減容中心的除役成本約需 2,715 萬元，若再加上 43,000 萬元
的延壽成本，則總成本需 45,715 萬元，考慮 30%的準備金時，
則需成本 59,430 萬元。詳細計算內容請參考表 6.1-18。  

 
(1) 先期準備工作  

此階段之工作包括整體規劃及細部工作內容與工作程序之撰

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撰寫以及執照申請文件準備，此階段工作

將委託國內顧問公司執行，估計所需支付之顧問服務費用分別

為： 

(A) 拆場除役計畫規劃：55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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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撰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560萬元 

(C) 執照申請文件準備：150萬元 

合           計：1,268萬元 
 
(2) 拆除工作  

減容中心為減少低放射性廢料之容積的處理設施，於運轉中，

預期有部分系統 (如柏油／廢料混合器、超高壓縮機本體、焚
化爐系統及廢液收集系統) 會遭受來自低放射性廢料的輻射污
染。此部分受輻射污染之機件假定於除污後，仍屬低放射性廢

料，以保守估算拆廠費用。拆廠所需執行工作有： 

(A) 對含放射性之管線、設備、內牆及地面做除污工作。 

(B) 以純氧焰或乙炔焰切割受污染設備並裝入 200 加侖
鋼桶中，非放射性之設備則拆卸後置於廠內指定位

置。  

(C) 將廠房混凝土牆受輻射污染距表面 2.5 公厘厚的混
凝土連同防護漆一起以鑽刺機鏟除，並視同放射性

廢料裝入 200 公升桶。  

(D) 以破碎機將剩餘混凝土結構拆除，並依一般建物廢
棄物以卡車運棄。此四項工作約需 993 萬元的除役
拆廠費以及 304 萬元的裝桶材料費，共計 1,297 萬
元，請參考表 6.1-20。  

 
於所有放射性廢料及非放射性廢料運離後，將對現場(面積約 
5000 平方公尺) 稍加清理，舖上 30 公分厚的表土，並種植百
慕達草以便綠化。此項工作約需 150萬元。拆除工作所需費用
共計 1,447萬元。 

 
(3) 拆場除役總成本  

綜合前述說明，減容中心拆場除役總成本為 2,715 萬元，考慮
30%的準備金時，則需成本 3,530萬元。 

 
(4) 延壽成本  

減容中心焚化爐原設計使用壽命為 15 年，為使其得以在廢料
營運期間持續運轉，因此必須對相關設備做必要之更新。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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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壽時間以 15年為限，需分別在民國 95年、110年執行延壽
工作，共計 2次。 

 
減容中心延壽的主要成本為設備採購費用以及裝機技師人事

費用。根據核一廠新建低放射性廢料傳統式焚化爐統包工程之

工程估算資料顯示，第一次替換更新及檢修所需之總成本約為

18,000萬元，第二次則因連同相關輔助系統的改善更新，其成
本約為 25,000萬元，2次共計 43,000萬元。 

 
(5) 總成本說明  

以上所有費用(拆場除役的 2,715 萬元，以及減容中心延壽的
43,000 萬元)共計約 45,715 萬元。若加計 30%的準備金，則總
成本為 59,430萬元。詳表 6.1-19 

6.2 用過核燃料營運總費用估算  
用過核燃料營運工作包括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用過核燃料

最終處置及再處理等工作，由於基本參考情節 (情節 111)僅考
慮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及境內處置，而不考慮境外處置及再

處理，故在本章僅先考慮此二項費用。  
 
6.2.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費用估計 (參考文獻  3)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設施自開始建造至除役為止，其間可能

發生之成本可區分為設施建造成本、營運成本及除役成本等

三項。建造成本包括貯存設施之硬體投資及核燃料移入費

用，營運成本則包括運轉期間之移出費用、監測及維護費用。

各項成本估算說明如下：  
 
(1) 建造成本  

(A) 估算依據  
依照「核二廠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設施第一期工程投資可

行性報告」內容及台電公司所提供之成本資料，整個建造

工程可區分為： 

˙監管中心  

˙整地及混凝土地坪 

˙混凝土護箱 

˙燃料移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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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整地及混凝土地坪可在一年內完成，監管中心則可在

整地後之一年完成，混凝土護箱則須按進度興建，燃料移

入則可在最後二年完成。 

(B) 工程數量及工期：  

(a)核一廠：  第一期自 91 年至 95 年執行，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 (29 個護箱 )，第二期自
106 年至 113 年執行，貯存 30 年的用
過核燃料 (97 個護箱)，137 至 139 年除
役拆場。  

(b)核二廠：  第一期自 91 年至 96 年執行，貯存 10
年的用過核燃料 (28 個護箱 )，第二期自
109 年至 117 年執行，貯存 30 年的用
過核燃料 (149 個護箱 )，137 至 139 年
除役拆場。  

(c)核三廠：貯存 40 年的用過核燃料，自 112 年至 119
年執行 (160 個護箱 )，137 至 139 年除役
拆場。  

(C) 燃料移轉時程  
依據台電公司各電廠之經驗，每年約可執行 18 個混凝土
護箱之燃料移轉，則用過燃料自電廠燃料池移轉至混凝土

護箱所需時間如表 6.2-1所示。 

(D) 建造費用估算考慮事項  

(a) 監管中心僅第一期設置，第二期不設置。  

(b) 燃料移轉費用自原建造費用移出，按實際執行
年期及移轉數量估算費用。每個混凝土護箱之

燃料移入費為 205 萬元。  

(c) 整地及混凝土地坪費用，依混凝土護箱比例調整。 

(d) 燃料移轉時間除核一、二廠第一期為最後二年
外，其他均假設自開工年起第四年開始進行移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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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建造成本估算結果  
核一、二、三廠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設施建造費用估算結

果如表 6.2-2 所示。核一、二、三廠全部中期貯存設施之
投資成本為 15,668,054仟元。 

 
(2) 營運費用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設施在貯存階段之營運費用相當單

純，依可行性報告之估算約為每年 14,600 人時，依每人
時 600 元計算，每一廠均為每年 8,460 仟元。  
 
但當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場開始接收用過核燃料時，則須另行

增加用過核燃料移出之費用，由於用過核燃料移出相較原來移

入(由燃料池移至中期貯存設施)顯得較為簡單，故以移入之單
價之 50%估算移出費用。 

(3) 除役費用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設施之使用壽命可達 50 年以上，國
際上尚無實際除役之案例可供參考，依據美國 Maine 
Yankee 電廠中期貯存設置成本 (59,185 仟美元 )及其不含
處置費用之除役成本 (4,029 仟美元 )，除役成本約為設置
成本 7%，為保守起見以興建費用之 10%估算除役費用，
其支出年度為 137 至 139 年，平均分攤在此三年。  

 
(4) 工程準備金  

由於目前工程尚未完成發包，且第二階段之工作離目前尚有相

當長的時間，因此以前述所有費用之 30%估算工程準備金。 
 
(5) 總費用估算結果  

將前述建造費用、營運費用、除役費用及工程準備金相

加後，即為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總費用，核一、二、三

廠各期分年資金估算結果如表 6.2-3∼7 所示，表 6.2-8 則
為三廠合計之值，全部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費用為

25,515,255 仟元。  
 
6.2.2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費用成本估計 (參考文獻 2、10、11、12、

13、14) 

依據台電公司「我國用過核燃料長程處置全程工作規劃書

(2000 年版 )」內容，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可分為「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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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詳細場址調查與確認」、「細部設計

與執照申請」、「處置場建造與試驗」、「處置場運轉及監管」

等五個階段。由於目前國際尚無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場之興

建及運轉實例，大部份國家現階段均在選址及進行相關研究

階段，因此在估算國內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費用有相當之困

難度。以下分項說明估算之依據及結果。  
 
(1) 潛在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及詳細場址調查與確認  
表 6.2-9 所示為幾個核能規模類似我國之西歐國家與美國
之核能研究發展費用，由於除美國外其它各國並非所有研

發費用均針對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但為保守起見以全部

費用作為估算基準，由表中可看出西班牙及瑞典兩個國家

因相對其核燃料數量較多，故其研發平均單價約為

0.040(百萬美元 /tU)，而芬蘭因其核燃料數量較少，故研發
平均單價約為 0.059(百萬美元 /tU)，美國雖核燃料數量很
多，但因其為最早開始研發，且人力、經費充足，故其研

發平均單價亦為較高水準之 0.057(百萬美元 /tU)。以我國
目前 6 部機運轉 40 年用過核燃料 4917 tU，若以較高水準
之 0.059(百萬美元 /tU)估算，則相關研發費用約為 290 百
萬美元，約合台幣 101.5 億元，此費用若除以 8 部機運轉
40 年之 7347 tU，則約 0.039(百萬美元 /tU)，亦與西班牙
及瑞典兩個國家之平均單價接近，因此本計畫即以新台幣

101.5 億元作為潛在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詳細場址調查
與確認及處置廠完工前之相關研究之花費金額。至於預算

之分配假設 88-92 年為每年 1.5 億元，93-96 年為每年 2.5
億元，97-102 年為每年 4 億元，103-107 年則為每年 5 億
元，108-116 年則為每年 4 億元 117-120 年則為每年 2 億
元。由於這方面之工作有許多國際上之研究合作計畫，故

預估有 30%屬美金部份。  
 

(2) 細部設計與執照申請階段  
本階段之主要工作為在前階段確認候選場址後，進行處置場設

計及建造之申請程序，自 108至 112年為期 5年。主要之花費
為用地取得、工程設計費及地質鑽探費，由於目前處置場尚無

確切地點位置，故以金門及連江縣之平均地價(476 萬/公頃)乘
以預估用地面積 85公頃再加四成編列 5億 6644萬元之處置場
用地取得費用，另外參照小坵經驗編列 5,000 萬元之地上物補
償費，預計於 108年支出，工程設計費之編列標準乃依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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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之「公有建築物工程技

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本計畫屬第五類之特殊構造或用

途、區位偏遠之工程，故適用「服務成本加公費法」編列設計

費。在設計作業期間每年約需本地工程師 125人，每人時新台
幣 1,200元，外籍工程師 25人，每人時新台幣 3,800元，每人
月以 170人時計算，則每年設計費約為新台幣 5億元。地質鑽
探費部份假設陸上部份佔地約 50 公頃，海上部份佔地 35 公
頃，以每公頃鑽探 2孔，鑽探深度 500公尺，陸上部份每公尺
鑽探成本以 8,000元計，海上部份每公尺鑽探成本以 15,000元
計，則地質鑽探費用合計約 9.25億元，假設自 108-110年執行，
則各年分別為 35%、35%及 30%。本階段之工作均在國內執行，
故美金部份為零。 

(3) 處置場建造及與試驗階段  
本階段為長程計畫之最後階段，主要工作為處置場之建造及試

驗運轉，自 113至 120年止，為期 8年。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場依其功能可區分為四區，分別為處置區、港灣區及封裝廠區

及共用設施區等四個部份。各區之建造成本估算分述如下： 

(A) 港灣區建造成本估算  
由於目前處置場尚無確切地點位置，因此無法像低放射性

廢料最終處置場小坵場址一樣，依據工程之數量計算相關

之建造成本，但因小坵場址與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場有許

多相似之處，如位於離島、人煙稀少、有適當地質條件等。

因此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場港灣區之建造成本即依小坵

場址第一期港灣區及第二期之防波堤建造成本估算，合計

為 18 億 796 萬元，估算結果詳表 6.2-10，因大部份屬土
木工程，故全屬台幣部份。其經費之支出自 113至 115年，
分年資金支出比例預估為 40%、30%、30%。 

(B) 封裝廠建造成本估算  
封裝廠之建造成本估算主要參照美國 Yucca Mountain 最
終處置場之Waste Handling Building 之概念設計資料(Oct 
2000)內容。由於美國用過核燃料數量相當龐大，故其封
裝廠設計之處理量由第一年之 400公噸鈾(MTHM)至後期
之每年 3,000公噸鈾，故其封裝廠設計為 3條獨立處理線
並分 3班作業，封裝廠亦分 3階段興建。國內因用過核燃
料之數量僅 4,917 公噸鈾(6 部機 40 年)或 7,347 公噸鈾(8
部機 40 年)，若以保守之 16 年處置時間，則每年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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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僅有 300~500 公噸鈾，僅須 1 條處理線分 1 班作業即
可。此外因國內在電廠即有中期貯存設施，待用過核燃料

適合最終處置時再送至最終處置場，故最終處置場不需要

燃料池及乾式中期貯存設施。 
 
因此國內封裝廠之建造成本即以美國封裝廠第一階段之

建造成本為基準加以估算，表 6.2-11所示即為美國封裝廠
第一階段建造成本，其中包括人工、材料及設備等三種直

接費用，以及相當於直接費用 38%之間接費用，二者合計
後即為封裝廠之建造成本。 

以國內之物價水準來估算封裝廠之建造成本，則依下列原

則進行估算： 

(a) 人工費用：以國內類似工程之施工人員單價取代美國
之單價，再乘上離島單價調整比例(1.98)，而得到封
裝廠之人工費用。 

(b) 材料費用：由於美國封裝廠成本估算內容僅有材料費
用金額，而無工程數量，故無法如人工費用般以國內

單價取代後計算，因美國及台灣材料費用相差不大，

因此直接以各項費用金額乘上離島單價調整比例

(1.58)，而得到封裝廠之材料費用。 

(c) 設備費用：由於許多設備為進口品，故與美國之單價
乘上離島單價調整比例(1.21) 而得到封裝廠之設備
費用。 

(d) 間接費用：台灣地區工程一般間接費用均只有直接費
用之 20%，考慮封裝廠位於離島，故以直接費用之
30%估算間接費用。 

 
國內封裝廠建造成本依前述方式估算之結果如表 6.2-12
所示，總建造成本約為 3.5 億美元，相當於 122.5億元台
幣。其中美金部份主要屬設備費用，約為全部費用之

55%，其經費之支出自 115至 118年，分年資金支出比例
預估為 20%、30%、30%、20%。 

(C) 共用設施建造成本估算  
共用設施區包括處置場未來營運期間所需要之各樣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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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包括運轉、維護、行政及宿舍等大樓建築以及海水

淡化機組、柴油發電機組、污水處理、焚化爐及送排風機

組等設備。由於目前目前處置場尚無確切地點位置，因此

無法像低放設性廢料最終處置場小坵場址一樣，依據工程

之數量計算相關之建造成本。但因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廠

中設有封裝廠，且用過核燃料會持續放出熱量造成地下處

置區溫度升高，須以通風扇加以排出熱氣，同時整場所需

工作人員數量較小坵場址高出數倍，因此共用設施之規模

預估亦較小坵場址為高，預估整地、道路、建築等土木相

關工程成本為小坵場址之 2倍，而電氣、機械及環保設備
工程成本為小坵場址之 3倍。表 6.2-13所示即為共用設施
建造成本估算結果，總金額為 19 億 1,958 萬元，其中美
金部份主要屬設備費用，約佔全部費用 20%。其經費之支
出自 114至 117年，分年資金支出比例預估為 20%、30%、
30%、20%。 

(D) 地下處置區建造成本估算  
由於我國用過核燃料地下處置之母岩狀況及核燃料均經

中期貯存之狀況，與瑞典有相當多類似之情形，因此核研

所之初步規劃與瑞典相當類似，其中廢料罐可容納 12 束
BWR燃料元件或 4束 PWR燃料元件，廢料罐置放方式為
與地面垂直，此外並利用膨潤土作為工程障壁以使處置區

可符合封閉後完整保持 1,000年之設計要求。因此地下處
置區之建造成本即參考核研所之初步規劃及瑞典之規劃

加以估算，為保守起見除現行規劃之垂直進出豎井外，另

規劃一進口斜道。以下分項說明地下處置區各項設施之工

程數量及建造成本： 

(a) 進口斜道：由於地下處置區位於地下 500公尺處，考
慮運輸車輛進出之安全及便利性，其斜度不可太大，

以美國地下深度 300公尺時斜道長度 2804公尺為基
準，推算出國內地下深度 500 公尺時斜道長度應為
4,700 公尺，道路寬約 7 公尺，高約 5.5 公尺，截面
積約 35.3平方公尺。 

(b) 處置區道路：為位於處置坑道兩側之通道(各 800 公
尺)及 2條各 320公尺之通道及連絡隧道 500公尺，
合計約 2,740公尺，其截面與進口斜道相同。 

(c) 處置坑道：依目前之初步規劃，地下處置區有 9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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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區包括 6條處置坑道，每條處置坑道長 320公尺，
可容納 50個處置孔，相當於每個處置孔間隔 6公尺，
處置坑道總長度為 7,280公尺，處置坑道寬 3.6公尺，
高 4.1公尺，截面積約 14.2平方公尺。 

(d) 處置孔：依國內用過核燃料數量估算需 1,590個BWR
密封容器及 961 個 PWR 密閉容器，合計為 2551 個
處置孔，每一處置孔直徑 1.75公尺，高度 7.91公尺，
體積約 19立方公尺，每一處置孔容納一廢料罐，廢
料罐直徑 1.05公尺，長度 4.91公尺，廢料罐周圍以
膨潤土封填。 

(e) 通風豎井：為使用過核燃料在運轉期間能持續將所排
放之熱量去除及地下處置區之人員通風，須設置大型

排風機，因此在地下處置區及地表間須裝設通風豎井

2條，高度各約 500公尺，長寬均為 4.5公尺，截面
積約 20.3平方公尺。 

(f) 人員豎井：為使人員可快速進出地表及地下處置區，
故設置一人員豎井，並以升降機聯絡地表及處置區，

高度約 500 公尺，直徑為 5.2 公尺，截面積約 21.2
平方公尺。 

(g) 廢料運輸豎井：為使廢料罐可快速運送至地下處置
區，故設置一廢料豎井，並以升降機聯絡地表及處置

區，高度約 500公尺，長度 15.5公尺，寬度 4.公尺，
截面積約 65.4平方公尺。 

(h) 機械設備：地下處置區雖然主要為土木工程，但仍有
許多之機電設施，故以小坵處置廠地下處置區之機械

設備 2倍估算。 

(i) 運輸設備：由於廢料罐之重量相當重，每個重量約
25 公噸，且含有大量之輻射源，因此其運送須用特
殊之車輛，故須購買 2台特殊運輸車輛，其中 1台使
用 1台備用。 

(j) 電氣及監控設備：以小坵處置廠地下處置區之電氣及
監控設施 2倍估算。 

表 6.2-14 所示即為地下處置區之建造成本，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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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成本約 77 億 5,906 萬元，其經費之支出自 116
至 120 年，分 5 年平均支出，本階段之花費除
機械、運輸及電氣部份有美金部份，其他大部

份為台幣部份，預估美金部份約 20%。  

(E) 間接工程費用  
前述四項為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場之直接工程費用，間接

工程費用為業主為監造管理前述直接工程所需之費用，參

考「公共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本工程之間接工程費

用以直接工程費用之 15﹪編列。 

(F) 處置場建造費用合計  
將前述五項費用加以整理而得到如表 6.2-15 所示之統計
表，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場之總建造費用為 272 億 9,906
萬元，其中以封裝廠及地下處置區佔大部份，機電設備約

占 39 %，土建設施約占 48 %，間接工程費用約占 13%，
美金部份約佔 37%。 

 
(4) 處置場運轉階段  

處置場運轉期間由民國 121 年至 136 年，期間之花費主
要包括人事費、廢料罐費用、設施維護費、發電機組油

料費、回填費用及相關雜項費用等，分別說明如下：  

(A) 人事費：參考瑞典處置場運轉階段全場員工約有 200
人，以台電公司平均用人成本 13 萬 /月，加上離島津
貼後約為 20 萬 /月，則每年人事費用為 4.8 億元。  

(B) 廢料罐費用：用過核燃料並非一次同時送至最終處
置場，而是分年運至處置場進行處置作業，故廢料

罐亦是分年運送至處置場即可。由於目前廢料罐係

參考瑞典之廢料罐加以規劃，而芬蘭亦是採用類似

之廢料罐，依芬蘭 1,398 個廢料罐價格約 223 百萬歐
元，相當於每個廢料罐約 500 萬台幣，若自國外進
口，加計 15%之運費及保險費，以國內需用廢料罐
約 2,551 個，合計為 146 億 6,825 萬元，若分 16 年
使用，則每年約需 9 億 1,677 萬元。  

(C) 設施維護費用：機電設備之年維護費以投資金額之
5%估算，每年約 5 億 3,175 萬元，土建設施之年維
護費以投資金額之 1%估算，每年約 1 億 3,10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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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油料費用：由於處置場位於離島，可能無法很便利
取得穩定供電，因此須自行設置柴油發電機組，以

供應處置場所需，預估每小時耗油量 750 公升，以
每公升 13.3 元計，則每年費用約 8,738 萬元。  

(E) 處置孔及處置坑道回填費用：處置孔在進行廢料罐
處置後立刻回填，當一處置坑道內之所有處置孔均

已裝入廢料罐時，即立即進行處置坑道之回填，以

2,551 個處置孔及 17,280 公尺處置坑道，需要
168,892m3之膨潤土及 126,316m3之岩屑，膨潤土單

價為 40,000，岩屑則由開挖產生之岩屑回收使用，
故不需外購，加上運輸、混合及回填費用約 1,000
元，預估約 70 億 5,094 萬元，若分 16 年執行，則每
年約需 4 億 4,068 萬元。  

(F) 雜項費用：除前述所述之費用外，其它在運轉期間
所需費用如行政費、消耗性材料費、運轉視察費、

環境監測費、保全費等，預估每年約 1 億 5,000 萬元。 

(G) 運轉階段費用合計：前述各項費用相加，每年費用
為 27 億 3,761 萬元，運轉期間 16 年，故運轉期間費
用合計約為 438 億 8,018 萬元，其中美元部份約佔
50%。  

 
(5) 處置場封閉階段  

當所有用過核燃料均送至處置場進行處置後，則可以開

始進行封閉工作，執行期間自 137 至 138 年。此階段主
要之花費說明如下：  

(A) 回填：個別處置孔之膨土回填係於運轉期間即開始
進行，封閉階段進行的工作主要為處置區道路之回

填，回填材料假設膨潤土占 50%，其它 50%則為原
來開挖時產生之岩屑或砂石，預估膨潤土及岩屑各

需 28,205m3，以膨潤土及砂石單價分別為 40,000 及
1,000，加上運輸、混合及回填費用約 1,000 元，則
回填所需費用合計約 12 億 1,281 萬元。  

(B) 地上設施封閉：由於在監管階段地上設施均不再使
用，故須對各項設施進行封閉工作以減少監管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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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維護費用，並可在監管階段發現有問題產生

時，可再次啟用地上設施，以封裝廠及共用設施建

造金額之 5%估算設施封閉費用，約 8 億 1,485 萬元。 

(C) 人事費：封閉期間人力需求約 100 人，故每年人事
費用約 2.4 億元，2 年合計人事費共 4.8 億元。  

(D) 雜項費用：除上述費用外在封閉階段之雜項支出費
如行政費、封閉審查費、環境監測費保全費等，預

估每年約 1 億元，2 年合計共 2 億元。  

(E) 封閉階段費用合計：前述各項費用相加，共 27 億 766
萬，以 2 年平均方式估算，其中美金部份約佔 45%。 

 
(6) 處置場監管階段  

當完成封閉後即進入 50 年監管期，自 139 至 188 年止，
每年僅有相關之環境監測及必要之維修工作，預估每年

費用約 5,000 萬，合計為 25 億元，均為台幣部份。  
 

(7) 處置場除役階段  
當監管期達 50 年且期間無異常狀況發生時，即可進行處
置場之除役工作，執行期間自 189 至 191 年。此階段主
要之花費說明如下：  

(A) 回填：本階段之回填工作主要為運轉坑道、連絡隧
道、進口斜道及豎井之回填，回填材料假設膨潤土

占 50%，其它 50%則為原來開挖時產生之岩屑或砂
石，預估膨潤土及岩屑各需 121,777m3，以膨潤土及

砂石單價分別為 40,000 及 1,000，加上運輸、混合及
回填費用約 1,000 元，則回填所需費用合計約 52 億
3,640 萬元。  

(B) 地上設施除役：以封裝廠及共用設施建造金額之 10%
估算設施除役費用，約 16 億 2,916 萬元。  

(C) 人事費：除役期間人力需求約 100 人，故每年人事
費用約 2.4 億元，3 年合計人事費共 7.2 億元。  

(D) 雜項費用：除上述費用外在除役階段之雜項支出費
如行政費、封閉審查費、環境監測費保全費等，預

估每年約 1 億元，3 年合計共 3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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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除役階段費用合計：前述各項費用相加，共  78 億
8,556 萬，以 3 年平均方式估算，其中美元部份約佔
65%。  

 
由於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場相關費用之估算僅為粗估，

為彌補估算期間所蒐集引用資料之精確度、品質及數量

等不夠完整，以及無法預見之偶發事件所造成之成本增

加，故以前述估算費用之 30%作為工程準備金，用過核
燃料最終處置場相關費用整理如表 6.2-16，合計共 1,278
億 9,981 萬元，其中台幣部份約 740 億 9,204 萬元，約佔
全部費用之 58%。  

 
6.3 核電廠除役拆廠總費用 (參考文獻  12、13、14、15、16) 

本項成本估計係參考台灣電力公司（以下簡稱台電公司）於

民國 82 年完成之「台電公司核能發電後端營運總費用估計及
每度核能發電分攤率分析總結報告」的內容，以及美國核管

會針對沸水式及壓水式核能發電，分別於 1996 及 1995 年所
發表之 NUREG/CR-6174 和 NUREG/CR-5884 予以彙整而成。
前 述 兩 份 美 國 核 管 會 報 告 係 分 別 針 對 早 先 發 表 之

NUREG/CR-0672(1979 年 ) 和 NUREG/CR-0130(1978 年 ) 予
以更新及調整。本報告將參考「台電公司核能發電後端營運

總費用估計及每度核能發電分攤率分析總結報告」內容擬定

各階段之分工及總體調整係數 (Overall Scaling Factor, OSF)，
而有關各階段之工作細項，如人力配置及工作期限安排等，

則 參 考 NUREG/CR-6174( 核 一 、 二 及 四 廠 ) 和
NUREG/CR-5884(核三廠 )並配合前述總體調整係數予以調
整。根據估計結果顯示，在基本參考情節的情形下，即六部

機組運轉 40 年時，核一、二及三廠 (各兩部機 )其所需除役經
費分別約為：144 億元、172 億元及 164 億元新台幣，總計約
480 億元新台幣。以下章節將就除役拆廠時程安排及成本估計
予以逐項討論。  

6.3.1 拆廠方案之時程規劃  
根據美國核管會對核能電廠之除役拆廠的定義，有立即拆

除、延遲拆除及固封三種方式，而參考我國在民國八十年發

佈的「核能電廠除役管理方針」，對我國各核能電廠的除役拆

廠時程有下列兩項規定：  

第九條：核能電廠之除役，應於預定永久停止運轉前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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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主管機關提出除役計畫與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第十一條：核能電廠之除役，至遲應於永久停止運轉後二十

五年內完成。  

因除役計畫與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之準備至少需費時一年，且

相關招標作業也需費時一年，因此我國各核能電廠除役拆廠

之前期準備作業，至遲應在永久停機前五年關始進行。  
 
此外，為了考慮得以利用電廠現有資深員工的經驗來執行除

役拆廠作業，本次成本估計將以立即拆除為除役方法。但一

般而言，用過核燃料需在冷卻池中至少冷卻 5 年後才可滿足
其熱傳設計條件而得以移至其它乾式貯存設施，故除了包括

反應器停機後的 2 年除污及內部組件拆除工作外，尚需安排
至少 3 年的貯存期。最後再進行除污、拆除及廠區復原等工
作，此部份所需工作時間，根據美國 Maine Yankee 3-loop 核
能電廠在 1997 所做的除役工作研究報告中的時程規劃，從拆
廠開始直至廠區復原完成為止，所需時間約需 5 年 8 個月，
故此次成本估計將以 6 年為估計基準。綜合上面所述，在足
夠的人力支援下，每部機組除役作業所需時間約為 16 年（5
年準備期  + 2 年反應器停機及除污作業期  + 3 年安全貯存期  
+ 5 年拆廠作業期及 1 年廠品復原期）。  
 
但如同前面所述，為了利用廠內既有資深員工的經驗，以及

累積的除役經驗，核二廠及核三廠的安全貯存期擬分別延長

為 5 年和 7.5 年，使得核一廠的除污拆除作業人員於結束其 2
年作業後得以直接移師至核二廠及後續的核三廠進行除污作

業。至於核四廠則因時間間隔長，仍維持 3 年的安全貯存期。 

根據上述時程說明，將核能電廠的除役拆廠時程規劃為下列

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前期準備作業期，核一、二、三、四廠均為 5 年  

第二階段：反應器停機及除污，核一、二、三、四廠均為 2年 

第三階段：安全貯存期，核一及核四廠皆為 3 年，核二廠為 5
年，而核三廠需時 7.5 年。  

第四階段：除污拆廠及廠區復原期，核一、二、三、四廠均

為 6 年，其中包括 5 年的除污拆廠及 1 年的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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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故核一、二、三及四廠所需除役拆廠總時

程各需 16 年、18 年、20.5 年及 16 年，皆能滿足
「核能電廠除役管理方針」之至遲於停機後 25 年
內完成除役工作之要求。  

6.3.2 各拆廠時程之工作內容及主要成本項目說明  
本章成本估計將依據 NUREG/CR-6174(核一、二及四廠適用 )
和 NUREG/CR-5884(核三廠適用 )報告內容，規劃各階段除役
工作內容及主要成本如下列所示：  

6.3.2.1 第一階段 (前期準備作業期 ) 

(1) 工作內容  
本階段工作主要是在核電廠停機前，針對除役工作所做

之先期規劃，包括：  

(A) 除役拆廠人力規劃。  

(B) 除役計畫書撰寫及提送。  

(C)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撰寫及提送。  

(D) 其他後續階段所需專業承包商之招標。  

(E) 特殊工具及設備之招標及採購。  

(F) 其他配合日後除污拆廠所需廠區運轉資料的蒐集及分析。 

(2) 主要成本項目  
本階段工作的主要成本絕大部分為人事費用支出，此部分的費

用不因電廠型式及大小而有所差異。其他費用則定義為特殊工

具及設備費用，此費用將依各電廠的總體調整係數予以調整。 
 

6.3.2.2 第二階段 (反應器停機及除污 ) 

(1) 工作內容  
本階段工作主要是以核反應器停機為起始點，此時最後一批核

燃料將會退出並移至用過核燃料池貯放，以做為下一階段安全

貯存的緩衝期之用，因此相關工作包括： 

(A) 最後一批核燃料移除及搬運。  

(B) 進行初步化學除污工作以儘量減少後續階段對工作
人員造成不必要的污染，如反應器冷卻水循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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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硼濃縮液系統等。  

(C) 反應器壓力槽內部組件拆除。  

(D) 用過核燃料池運轉。  

(E) 非必要系統內殘存水的洩放處理及乾燥，如燃料池。 

(2)  主要成本項目  
本階段工作除人事費用的支出與核電廠的型式及大小無關

外，其他費用，如執照申辦費用、環境偵測費用、小型工具及

機具費用、耗用能源費用、各項除污費用、反應器壓力槽內部

組件拆除費用及乾性廢料裝桶費用等，皆依各電廠的總體調整

係數予以調整。 
 
6.3.2.3 第三階段 (安全貯存期 ) 

(1) 工作內容  
本階段工作主要是持續進行用過核燃料系統的運轉，包括： 

(A) 用過核燃料池運轉。  

(B) 續執行環境偵測工作。  

(C) 在最後一年將用過核燃料移離用過核燃料池，以進
行下一階段的除污拆除。  

(2) 主要成本項目  
由於本階段工作年限將依 6.3.1 節的規劃而稍有不同，因此人
事費用的支出亦將隨之而有所差異。其他費用尚包括：執照申

辦費用、環境偵測費用、耗用能源費用及核子保險費等，除依

各電廠的總體調整係數加以調整外，亦同時將工作年限一併列

入考慮。 
 

6.3.2.4 第四階段 (除污拆廠及廠區復原期 ) 

(1) 工作內容  

本階段工作主要是進行最後階段的除污及拆除，包括：  

(A) NSSS 除污和移除。  

(B) 污染系統拆除和裝桶。  

(C) 廠房污染表面除污 ,刨除及裝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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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乾性廢料裝桶。  

(E) 終止核子執照所需廠區監測及調查。  

(F) 無污染建築物拆除及廠區復原。  

(2) 主要成本項目  

本階段工作最主要的成本為各系統及廠房的除污、拆除及廢料

裝桶，而除了人事費用不因核電廠的型式及大小有所差異外，

其他費用將依各電廠的總體調整係數加以調整。 

6.3.3 成本估計方法與結果  

6.3.3.1 成本估計方法說明  
本項成本估計係參考 NUREG/CR-6174(核一、二及四廠 )和
NUREG/CR-5884(核三廠 )的內容配合總體調整係數加以調
整，詳細方法如下所述：  

(1) 人事費用估計  

(A) 人員名額及職稱：總人數與 NUREG 報告相同

(NUREG 之表 3.2 及表 3.3，圖 3.2、3.4、3.5 及 3.6)，
但為與台電公司之職級相比較，將其簡化成下列 18
個職稱 (括弧內為 NUREG 職稱 )：專案經理 (Plant 
Manager)、專案副理(Ass. Plant Manager)、專案秘書
(Secretary)、行政助理(Clerk)、課長 (Manager)、股長
(Supervisor 或  Senior Technician)、工程師 (Engineer 
或 Control Supervisor)、 技 術 員 領 班 (Equipment 
Supervisor)、技術員（Technician 或 Craftsman）、採
購 人 員 (Contracts/Procure. Spec.)、 執 照 工 程 師
(Licensing Engineer) 、 訓 練 工 程 師 (Training 
Engineer)、核子記錄員 (Nuclear Records Spec.)、財會
人員 (Accoutant)、管理人員 (Custodian)、警衛主管
(Security Manager) 、 警 衛 小 隊 長 (Security Shift 
Supervisor)及警衛 (Security Patrolman)。  

(B) 人員薪資：台電公司各級等薪資係參考表 6.3-1而得。 

(C) 工作量：由於 NUREG 報告中每個階段的工作年數與
國內不同，分別為 2.5 年、0.62 年、6.3 年及 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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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估計時必需以國內年數調整之。  
 

調整公式 (單位：月 )＝ (國內工作年數÷NUREG 估計
年數 )×NUREG 報告所列之比例×12 月 /年。  

(D) 費用估計：各級等之總薪資公式＝名額  x 月薪  x 
工作量  x 2.2, 此處 2.2的乘積係將保險 ,退休金 ,年終
獎金等未來性支出予以納入  

(E) 業主顧問之各人薪資假設與業主相同。  

(F) 業主顧問之外籍顧問人事費用成本係參考 NUREG
報告之各人年薪乘上 1.2251(詳 6.3.3.1第 3小節之說
明 )做為從 1993 年至 2001 年的薪資調整額。  

(2) 總體調整係數 (OSF)：  

沸水式核能電廠之 OSF＝0.324＋2.035×10－4×熱功率(MWt) 

壓水式核能電廠之 OSF＝0.233＋2.191×10－4×熱功率(MWt) 

核一廠 OSF＝0.324＋2.035×10－4×1775＝0.685 

核二廠 OSF＝0.324＋2.035×10－4×2894＝0.913 

核三廠 OSF＝0.233＋2.191×10－4×2785＝0.843 

核四廠 OSF＝0.324＋2.035×10－4×3926＝1.123 

(3) 其他直接及間接工程費用調整：由於 NUREG 報告中所引
用金額為 1993 年幣值，故以美國之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在 1993 年至 2001 年的變動率作為修正因子加以調整，
其相關公式如下：  

消費者物價指數平均上漲率=(1162÷97.3)1/7-1=2.57% 

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值 (Dcpi)＝ (1+2.57)(2001-1993) � 1.2251 

美元對台幣兌換比 (RateM)＝1：35 

費用調整＝NUREG報告中所引用金額(表 C.1)×RateM×Dcpi 

(4) 核子保險費調整：根據 NUREG/CR-6174 Vol. 2 的表  
B.8，或 NUREG/CR-5884 Vol. 2 的表  B.7 所示，在不同
階段的核子保險費亦有所不同，即第二階段之金額為

2,622,600 美元 /每年，第三階段之金額為 600,000 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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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第三階段之金額則為 1,198,600 美元 /每年，故調整
公式為 : 

核子保險費（2001 年幣值）＝各階段之金額（1993 年幣值）
×各階段之工作年數×Dcpi 

因考慮此項保險國內尚無前例可詢，且國內業者仍無承攬經

驗，故假設由國外保險公司承保，因此本項成本以美元計價。 
 

6.3.3.2 各廠成本估計結果  

(1) 核一廠（每部機組）    

(A) 第一階段 (工作內容請參考第 6.3.2.1 節之敘述 )：  

(a) 人事費用：所需費用約為 27,921 萬元新台幣，包括
業主人事費用成本約 2,060萬元，所需人力為 23人；
業主顧問人事費用成本約 15,870 萬元，所需人力為
19人；外籍顧問人事費用成本約 285.5萬美元，所需
人力為 3人。參考表 6.3-2至表 6.3-4。 

(b) 其他費用：含執照/法規申辦費用及特殊工具及設備
費用總計約 317.2萬美元，合台幣約 11,103萬元。參
考表 6.3-5。 

(c) 合計：為 39,024萬元。參考表 6.3-5。 

(B) 第二階段 (工作內容請參考第 6.3.2.2 節之敘述 )：  

(a) 人事費用：本階段僅有業主人事費用，其成本約
53,285萬元，所需人力為 184人。參考表 6.3-6。 

(b) 與除污有關之費用：總計約 1,306萬美元，合台幣約
45,710萬元。參考表 6.3-7。 

(c) 其他費用：包括核子保險費的 447 萬美元及執照/法
規申辦費、環境偵測費及洗衣費等共計約 18,631 萬
元。參考表 6.3-7。 

(d) 合計：為 117,626萬元。參考表 6.3-7。 

(C) 第三階段 (工作內容請參考第 6.3.2.3 節之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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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事費用：所需費用約為 26,573 萬元新台幣，包括
業主人事費用成本約 25,190 萬元，所需人力為 54
人；業主顧問人事費用成本約 793萬元，所需人力為
19人；外籍顧問人事費用成本約 17萬美元，所需人
力為 4人。參考表 6.3-8至表 6.3-10。 

(b) 其他費用：包括核子保險費的 151 萬美元及執照/法
規申辦費、環境偵測費及洗衣費等共計約 5,825 萬
元。參考表 6.3-11。 

(c) 合計：為 31,873萬元。參考表 6.3-11。 

(D) 第四階段 (工作內容請參考第 6.3.2.4 節之敘述 )：  

(a) 人事費用：所需費用約為 132,185萬元新台幣，包括
業主人事費用成本約 40,851 萬元，所需人力為 54
人；業主顧問人事費用成本約 51,701 萬元，所需人
力為 76 人；外籍顧問人事費用成本約 1,132.4 萬美
元，所需人力為 6人。參考表 6.3-12至表 6.3-15。 

(b) 與除污拆除有關之費用：包括 NSSS 移除的 19,038
萬元、污染系統拆除和裝桶的 27,840 萬元、廠房污
染表面除污刨除及裝桶的 5,025萬元、無污染建築物
拆除的 109,158萬元、廠區復原的 8,855萬元，以及
乾性廢料裝桶的 338萬元,總計約 170,255萬元。參考
表 6.3-16。 

(c) 其他費用：包括核子保險費的 503萬美元及小型工具
及機具的 23萬美元，及執照/法規申辦費、環境偵測
費、洗衣費、廠用能源費及終止核子執照所需廠區監

測及調查費等共計約 83,654萬元。參考表 6.3-16。 

(d) 合計：為 386,094萬元。參考表 6.3-16。 

(E) 總成本費用：不含準備金時，包括第一階段的 39,024
萬元、第二階段的 117,626 萬元、第三階段的 32,398
萬元及第四階段的 386,094 萬元，總計約 575,143 萬
元台幣。參考表 6.3-17。  

若含 30﹪準備金時，包括第一階段的 50,731 萬元、
第二階段的 152,914 萬元、第三階段的 42,117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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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四階段的 501,922 萬元，總計約 747,688 萬元台
幣。  

 
(2) 核二廠 (每部機組 ) 

(A) 第一階段 (工作內容請參考第 6.3.2.1 節之敘述 )：  

(a) 人事費用：所需費用約為 27,921 萬元新台幣，包括
業主人事費用成本約 2,060萬元，所需人力為 23人；
業主顧問人事費用成本約 15,870 萬元，所需人力為
19人；外籍顧問人事費用成本約 285.5萬美元，所需
人力為 3人。參考表 6.3-2至表 6.3-4。 

(b) 其他費用：含執照/法規申辦費用及特殊工具及設備
費用總計約 422.8萬美元，合台幣約 10,192萬元。參
考表 6.3-5。 

(c) 合計：合計為 42,720萬元。參考表 6.3-5。 

(B) 第二階段 (工作內容請參考第 6.3.2.2 節之敘述 )：  

(a) 人事費用：本階段僅有業主人事費用，其成本約
53,285萬元，所需人力為 184人。參考表 6.3-6。 

(b) 與除污有關之費用：總計約 1,740萬美元，合台幣約
60,900萬元。參考表 6.3-7。 

(c) 其他費用：包括核子保險費的 596 萬美元及執照/法
規申辦費、環境偵測費及洗衣費等共計約 24,857 萬
元。參考表 6.3-7。 

(d) 合計：為 139,042萬元。參考表 6.3-7。 

(C) 第三階段 (工作內容請參考第 6.3.2.3 節之敘述 )：  

(a) 人事費用：所需費用約為 44,290 萬元新台幣，包括
業主人事費用成本約 41,984 萬元，所需人力為 54
人；業主顧問人事費用成本約 1,322萬元，所需人力
為 19人；外籍顧問人事費用成本約 28.1萬美元，所
需人力為 4人。參考表 6.3-8至表 6.3-10。 

(b) 其他費用：包括核子保險費的 336 萬美元及執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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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申辦費、環境偵測費及洗衣費等共計約 12,460 萬
元。參考表 6.3-11。 

(c) 合計：為 56,750萬元。參考表 6.3-11。 

(D) 第四階段 (工作內容請參考第 6.3.2.4 節之敘述 )：  

(a) 人事費用：所需費用約為 132,185萬元新台幣，包括
業主人事費用成本約 40,851 萬元，所需人力為 54
人；業主顧問人事費用成本約 51,701 萬元，所需人
力為 76 人；外籍顧問人事費用成本約 1,132.4 萬美
元，所需人力為 6人。參考表 6.3-12至表 6.3-15。 

(b) 與除污拆除有關之費用：包括 NSSS 移除的 25,375
萬元、污染系統拆除和裝桶的 37,106 萬元、廠房污
染表面除污刨除及裝桶的 6,697萬元、無污染建築物
拆除的 145,492萬元、廠區復原的 10,249萬元，以及
乾性廢料裝桶的 451萬元,總計約 225,370萬元。參考
表 6.3-16。 

(c) 其他費用：包括核子保險費的 670萬美元及小型工具
及機具的 31萬美元，及執照/法規申辦費、環境偵測
費、洗衣費、廠用能源費及終止核子執照所需廠區監

測及調查費等共計約 93,208萬元。參考表 6.3-16。 

(d) 合計： 450,763萬元。參考表 6.3-16。 

(E) 總成本費用：不含準備金時，包括第一階段的 42,720
萬元、第二階段的 139,042 萬元、第三階段的 56,750
萬元及第四階段的 450,763 萬元，總計約 689,277 萬
元台幣。參考表 6.3-17。  

若含 30﹪準備金時，包括第一階段的 55,536 萬元、
第二階段的 180,755 萬元、第三階段的 73,775 萬元
及第四階段的 585,992 萬元，總計約 896,061 萬元台
幣。  
 

(3) 核三廠 (每部機組 ) 

(A) 第一階段 (工作內容請參考第 6.3.2.1 節之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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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事費用：所需費用約為 27,921 萬元新台幣，包括
業主人事費用成本約 2,060萬元，所需人力為 23人；
業主顧問人事費用成本約 15,870 萬元，所需人力為
19人；外籍顧問人事費用成本約 285.5萬美元，所需
人力為 3人。參考表 6.3-2至表 6.3-4。 

(b) 其他費用：含執照/法規申辦費用及特殊工具及設備
費用總計約 380 萬美元，合台幣約 13,300 萬元。參
考表 6.3-5。 

(c) 合計：合計為 41,222萬元。參考表 6.3-5。 

(B) 第二階段 (工作內容請參考第 6.3.2.2 節之敘述 )：  

(a) 人事費用：本階段僅有業主人事費用，其成本約
53,285萬元，所需人力為 184人。參考表 6.3-6。 

(b) 與除污有關之費用：總計約 1,602萬美元，合台幣約
56,084萬元。參考表 6.3-7。 

(c) 其他費用：包括核子保險費的 550 萬美元及執照/法
規申辦費、環境偵測費及洗衣費等共計約 21,882 萬
元。參考表 6.3-7。 

(d) 合計：合計為 131,251萬元。參考表 6.3-7。 

(C) 第三階段 (工作內容請參考第 6.3.2.3 節之敘述 )：  

(a) 人事費用：所需費用約為 66,434 萬元新台幣，包括
業主人事費用成本約 62,976 萬元，所需人力為 54
人；業主顧問人事費用成本約 1,984萬元，所需人力
為 19人；外籍顧問人事費用成本約 42.1萬美元，所
需人力為 4人。參考表 6.3-8至表 6.3-10。 

(b) 其他費用：包括核子保險費的 465 萬美元及執照/法
規申辦費、環境偵測費及洗衣費等共計約 16,823 萬
元。參考表 6.3-11。 

(c) 合計：為 83,257萬元。參考表 6.3-11。 

(D) 第四階段 (工作內容請參考第 6.3.2.4 節之敘述 )：  

(a) 人事費用：所需費用約為 132,185萬元新台幣，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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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人事費用成本約 40,851 萬元，所需人力為 54
人；業主顧問人事費用成本約 51,701 萬元，所需人
力為 76 人；外籍顧問人事費用成本約 1,132.4 萬美
元，所需人力為 6人。參考表 6.3-12至表 6.3-15。 

(b) 與除污拆除有關之費用：包括 NSSS 移除的 29,974
萬元、污染系統拆除和裝桶的 17,281 萬元、廠房污
染表面除污刨除及裝桶的 11,644 萬元、無污染建築
物拆除的 105,043萬元、廠區復原的 9,920萬元，以
及乾性廢料裝桶的 211萬元,總計約 174,073萬元。參
考表 6.3-18。 

(c) 其他費用：包括核子保險費的 620萬美元及小型工具
及機具的 27萬美元，及執照/法規申辦費、環境偵測
費、洗衣費、廠用能源費及終止核子執照所需廠區監

測及調查費等共計約 93,428萬元。參考表 6.3-18。 

(d) 合計：為 399,686萬元。參考表 6.3-17。 

(E) 總成本費用：不含準備金時，包括第一階段的 41,222
萬元、第二階段的 131,251 萬元、第三階段的 83,257
萬元及第四階段的 399,686 萬元，總計約 655,417 萬
元台幣。參考表 6.3-17。  

若含 30﹪準備金時，包括第一階段的 53,589 萬元、
第二階段的 170,626 萬元、第三階段的 108,234 萬元
及第四階段的 519,592 萬元，總計約 852,043 萬元台
幣。  

 

6.3.3.3 核能電廠除役拆廠總費用估計結果  
表 6.3-17 所示為各核能電廠每一部機之除役拆廠總費用，但
實際上每座電廠都有兩部機組，因此在估計時，為求保守起

見，每座電廠的總除役費用均假設為單一機組的兩倍。  
 
由於除役廢料的處理及處置費用係劃分為低放射廢料最終處

置場成本內，因此，在估計電廠除役費用時，各電廠的運轉

壽命均不會對成本造成影響，因此表 6.3-17 的數據均適用任
何參考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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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述說明，核一、二、三廠的總除役成本各約為 149 億
元、179 億元及 170 億元，總除役成本為 499 億元新台幣。  
 

6.4 放射性廢料運輸總費用 (參考文獻  2、12、19、20) 
放射性廢料運輸費用估算主要針對核能電廠運轉除役期間產

生之放射性廢料，由電廠或貯存地運輸至最終處置場所需之

運輸器具、車輛、船舶、人員、油料以及相關之碼頭改善等

所需之花費加以計算而得。  

由第四章表 4.2-1 可知低放射性廢料之各年度運輸航次，由表
4.2-2 則可知高放射性廢料之各年度運輸航次。此二運輸航次
即可作為運輸費用估算之基準。  

 
6.4.1 估價內容說明  

國內核能電廠均位於海邊，未來之最終處置場亦將靠近海

邊，因此放射性廢料運輸以海運為主陸運為輔，運輸費用之

主要項目整理如表 6.4-1，分項內容說明如下：  
 
(1) 運輸船舶  

(A) 低放射性廢料運輸船：將採購電光一號同級之船
舶，每航次可載運 576 桶廢料，每艘船每年運輸最
多 30 航次，每艘費用 390,000 仟元，使用年限 15 年。 

(B) 用過核燃料運輸船：將採購符合 INF-3 級遠洋運輸
船，每航次可運輸 6 個護箱，每年最高 30 航次，每
艘費用 732,624 仟元，使用年限 20 年  

 
(2) 運輸車輛  

(A) 低放射性廢料曳引車：低放射性廢料曳引車將採購
國內一般陸運常用 35T 拖車頭，再加裝屏蔽後使用，
預估在核一、二、三廠各購買 2 台，蘭嶼及處置場
各購買 4 台，合計共 14 台，每部車購買費用 3,153
仟元，使用年限 10 年。  

(B) 低放射性廢料拖車：低放射性廢料拖車主要是承載
低放射性廢料運輸貨櫃，再由曳引車牽引而行走，

預估在核一、二、三廠各購買 6 輛，蘭嶼及處置場
各購買 12 輛，合計共 42 輛，每輛拖車之購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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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 仟元，使用年限 10 年。  

(C) 用過核燃料曳引車：由於用過核燃料運輸護箱相當
當重，一般均達 100 公噸以上，故其曳引車將自國
外進口馬力較高之車輛，再加裝屏蔽後使用，核一、

二、三廠及最終處置場各購買 2 台，合計共 8 台，
每部車購買費用 5,732 仟元，使用年限 10 年。  

(D) 用過核燃料拖車：因運輸護箱重量超過 100 公噸，
故拖車須能承受其重量，故須有特殊設計，核一、

二、三廠及最終處置場各購買 2 台，合計共 8 台，
每輛成本 3,210 仟元，使用年限 10 年。  

 
(3) 運輸容器  

(A) 低放射性廢料運輸貨櫃：運輸貨櫃採用可容納 12 桶
(3x4)之 20 呎運輸貨櫃，以每航次輸運 576 桶廢料，
相當於可裝載 48 只運輸貨櫃，核一、二、三廠及蘭
嶼各購置 48 只，處置場及船上各購買 48 只，合計
共 288 只貨櫃，每只貨櫃購買價格 50 萬元，使用年
限 10 年。  

(B) 用過核燃料運輸護箱：用過核燃料運輸護箱將採用
TN-17(可裝 17 束 BWR 燃料或 7 束 PWR 燃料 )作為
運輸航次估算之基準，未來實際採用時將配合用過

核燃料中期貯存之規劃，總共採購 12 個，每個護箱
單價位目前國外較大容量護箱單價 58,610 仟元估
算，使用年限 10 年。  

 
(4) 碼頭改善  

由於核一、二、三廠及蘭嶼之現有碼頭均使用相當長之時間，

為因應未來較大型廢料運輸船之使用，將對各碼頭加以改善，

至於高、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場之專屬碼頭，因在興建時即

考慮大型船舶之使用故不需改善，另外為吊運低放射性運輸貨

櫃及相關器材設備，在各碼頭設置 140噸門型吊車。 

(A) 核一廠碼頭新建：將依照台灣漁業顧問社所規劃之
核一廠碼頭佈置，新建核一廠碼頭，其花費約為

2,266,134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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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核二廠、核三廠碼頭改善：將依照核研所「核一、
二用過核燃料運送國外再處理之可行性研究」報告

內容對核二、三廠碼頭改善，其費用分別為核二廠

915,793 仟元，核三 1,207,478 仟元。  

(C) 蘭嶼碼頭改善：將參照 81 年對蘭嶼碼頭改善之費用
調整物價，改善費用約 917,148 仟元。  

(D) 140 噸門型吊車：各碼頭設置均設置吊車，其費用
183,156 仟元，使用年限 15 年。  

 
(5) 人事費用  

除前述採購各項設備費用外，執行廢料運輸過程中須有大量人

員參與，如船舶、車輛、吊車、碼頭作業人員等，這些人員之

薪資或外聘費用即屬人事費用。 
 
(6) 油料費用  

由於運輸主要為海運、陸運僅在短距離，故僅就海運估算油料

費用，低放射性廢料運輸船每航次 680海浬，每海浬消耗 38.6
公升，而高放射性廢料運輸每航次 680海浬，每海浬消耗 91.4
公升。 

 
 
(7) 維修費用  

運輸設備除購置外，並須持續維護以使其使用狀況良好，延長

其使用壽命，本計畫預估每年度碼頭維護費為其投資額之

1%，運輸護箱及貨櫃之維護費亦為投資費用之 1%，拖車之維
護費為投資費用之 2%，運輸船之維護費為投資費用之 3%，吊
車維護費用為投資金額之 5%，曳引車之燃料及維護費用為投
資費用之 15%。 

 
(8) 雜項陸運費用  

放射性廢料運輸作業期間，除前述運輸船舶車輛吊車及碼頭作

業人員外，尚有一些協助人員，如搬運、裝卸、檢查、管制、

指揮等，以低放射性廢料運輸每航次約 500仟元，高放射性廢
料運輸每航次約 1,000仟元估算。 

 
6.4.2 運輸費用估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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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運輸船舶  

(A) 低放射性廢料運輸船  
依運輸航次需求，於 101年採購 2艘 116年及 123年再各
採購 1艘，共採購 4艘，合計 1,560,000仟元。 

(B) 用過核燃料運輸船  
依運輸航次需求，於 120年採購 1艘，供全部用過核燃料
運輸使用，合計 732,624仟元。 

 
(2) 運輸車輛  

(A) 低放射性廢料曳引車：於 101、111、121、131 年各
採購 14 輛，全部共採購 56 輛，共計 176,551 仟元。 

(B) 低放射性廢料拖車：於 101、111、121、131 年各採
購 42 輛，全部共採購 168 輛，共計 158,896 仟元。  

(C) 用過核燃料曳引車：於 120 及 130 年各採購 8 輛，
全部共採購 16 輛，共計 91,715 仟元。  

(D) 用過核燃料拖車：於 120 及 130 年各採購 8 輛，全
部共採購 16 輛，共計 51,360 仟元。  

 
(3) 運輸容器  

(A) 低放射性廢料運輸貨櫃：於 101、111、121、131 年
各採購 288 只貨櫃，共採購 1,152 只貨櫃，共計
576,000 仟元。  

(B) 用過核燃料運輸護箱：於 120 及 130 年各採購 12 只，
共採購 24 只，共計 1,406,638 仟元  

 
(4) 碼頭改善：  

(A) 核一廠：98∼101 分年投資碼頭費用，分年比例為
31.35%、34.35%、28.5%、58%，合計為投資費用為
2,266,134 仟元。  

(B) 核二廠：98∼101 分年投資碼頭費用，分年比例為
31.35%、34.35%、28.5%、58%，合計為投資費用為
915,793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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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核三廠：98∼101 分年投資碼頭費用，分年比例為
31.35%、34.35%、28.5%、58%，合計為投資費用為
1,207,478 仟元。  

(D) 蘭嶼： 98∼ 101 分年投資碼頭費用，分年比例為
31.35%、34.35%、28.5%、58%，合計為投資費用為
917,148 仟元。  

(E) 吊車：於 101、116、131 年在核一、二、三廠及低放
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場各購置 1 台吊車，101 年在蘭
嶼、120 及 135 年在高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各採購 1
台吊車，合計共採購 15 台，共計 2,747,340 仟元。  

 
(5) 人事費用  

(A) 低放運輸船：每年人事費以 6,150 仟元估算。  

(B) 高放運輸船：每年人事費以 12,500 仟元估算。  

(C) 低放曳引車：每人年薪 60 萬元，共 14 人，合計每
年 8,400 仟元。  

(D) 高放曳引車：每人年薪 80 萬元，共 8 人，合計每年
6,400 仟元。  

(E) 吊車：每人年薪 160萬元，依吊車實際運轉數量估算。 

(F) 碼頭人力費用：每座碼頭每年 5,000 仟元，依實際運
轉年數計算。  

 
(6) 油料費用  

(A) 低放射性廢料運輸船油料費用：低放射海運每航次
為 349 仟元，合計共 405,652 仟元。  

(B) 高放射性廢料運輸船油料費用：每航次為 827 仟元，
合計共 232,281 仟元。  

 
(7) 運維費用  

(A) 低放射性廢料運輸船：每年 11,700 仟元，合計共
702,000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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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高放射性廢料運輸船：每年 21,979 仟元，合計共
351,660 仟元。  

(C) 低放曳引車：每年 6,621仟元，合計共 244,965仟元。 

(D) 低放拖車：每年 794 仟元，合計共 29,396 仟元。  

(E) 低放貨櫃：每年 1,440 仟元，合計共 53,280 仟元。  

(F) 高放曳引車：每年 6,879仟元，合計共 110,058仟元。 

(G) 高放拖車：每年 514 仟元，合計共 8,218 仟元。  

(H) 高放運輸護箱：每年 7,033仟元，合計共 112,531仟元。 

(I) 核一碼頭：每年維護費 22,661仟元，合計 838,470仟元。 

(J) 核二碼頭：每年維護費 9,158仟元，合計 338,843仟元。 

(K) 核三碼頭：每年維護費 12,075仟元，合計 446,767仟元。 

(L) 蘭嶼碼頭：每年維護費 9,171仟元，合計 110,058仟元。 

(M) 低放碼頭：每年維護費 15,569仟元，合計 576,062仟元。 

(N) 高放碼頭：每年維護費 20,792仟元，合計 332,664仟元。 

(O) 吊車：每年維護費 9,158 仟元，依實際數量計算。  
 
(8) 陸運雜項費用  

(A) 高放射性廢料：依每航次 1,000 仟元，合計共 281,000
仟元。  

(B) 低放射性廢料：依每航次 500 仟元，合計共 581,000
仟元。  

 
(9) 準備金  

以前述(1)∼(8)項費用之 30%作為準備金，合計約 6,695,446仟
元。 

 
(10) 運輸總費用  

前述各項費用相加而得運輸總費用為 29,013,600仟元，表 6.4-2
所示即為各項費用之估算結果，表 6.4-3 所示則為各年度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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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支出明細。 
 
6.5 回饋金與溝通費用 (參考文獻  21、22) 

由於國內近年來民意高漲，各項核能設施興建過程紛爭不

斷，為減低核能後端營運設施 (貯存場、處置場 )興建及營運期
間之困難度，故編列回饋金及溝通費用，各項費用之編列方

式分述如下：  
 
(1) 低放射性廢料與用過核燃料貯存回饋  

由表 4.2-1及表 4.2-2可得知低放射性廢料及用過核燃料在貯存
設施之貯存數量，再依照「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放射性廢料

貯存回饋要點」規定之單價，來估算各核能電廠內放射性廢料

貯存設施及蘭嶼貯存場所需提供地方之回饋金。 
 

(2)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回饋  
本項回饋費用估算係參考經濟部核定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放射性廢料徵評選作業要點」及烏坵處置計畫時程作為未來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計畫之回饋金額及付款時間之依據。 
 

(3) 高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回饋  
本項回饋費用估算係參考經濟部核定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放射性廢料徵評選作業要點」及台電公司所擬用過核燃料最

終處置計畫之規劃時程作為未來本計畫之回饋金額與付款時

程之參考，假設回饋金基金部份由 30億提高為 50億元。 
 

(4) 貯存與處置設施年度零星回饋  
假設各貯存場和處置場每年須支付周邊地方約 500萬元之零星
回饋。 

 
(5) 準備金  

儘管前述各節所列舉者為目前政府及相關單位承諾給予之回

饋金及溝通費用，但考量仍有部份尚未考慮周全者，故以前述

費用之 50%估算準備金，以利未來順利執行相關工作。 
 
以上各回饋金、溝通費用及準備金總共約 23,104,541 仟元，
各項回饋明細如表 6.5-1 所示，各分項費用之分年回饋金額如
表 6.5-2 所示。  

 



\\BKSRV1\90f1325\f1325\F1325期末定稿報告(93.9.30)\報告本文\第六章.doc        6 - 48 

6.6 後端營運總費用估算結果  
前述 6.1 至 6.5 節為基本參考情節 (情節 111)下之後端營運費
用估算，由於本計畫係計算 93 年度分攤率，因此後端營運總
費用之計算為自民國 93 年開始所需花費之後端費用。  
 
表 6.6-1 所示即為自 93 年開始各年度各項後端營運之費用，
其中包括台幣約 190,385 佰萬元，美金約 2,428 佰萬元，合計
約新台幣 2,754 億元。  
 
由於並未考慮用過核燃再處理及境外處置及低放射性廢料境

外處置，故無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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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每度核能發電分攤率計算  
 
7.1 分攤率公式說明  

每度核能發電分攤率係依據經濟部經 (八八 )國營字第八八五
三八二九五號函所核定之分攤率計算公式 (如下 )辦理。  
 
預算年度每度核能發電分攤率=(應提核能發電後端營運總費
用—期初基金 )÷未來核能淨發電量。  
 
前項用詞定義如下：  
 
(1) 應提核能發電後端營運總費用：指自預算年度起尚待完

成之後端營運工作所需總費用。  
 
(2) 期初基金：指載至上年度底基金淨值減固定資產帳面淨

值後之餘額。  
 
(3) 未來核能發電淨發電量：指預算年度起已發電之核能機

組，預計營運壽年內尚可產生之淨發電度數總和。  
 

上述計算公式中各項目應依均化現值法計算之基本原則

折現至預算年度中點。  
 

圖 7.1-1 所示為後端營運基金實際之收支時程，以 93 年度來
看，期初基金表示在 93/1/1 時基金之帳上餘額，而在 93/1/31
時台電公司將會把 92 年度下半年之提撥基金，扣除 92 年度
下半年之後端費用後之餘額，撥入基金專戶中，而到 93/7/31
時則會把 93 年度上半年之提撥基金扣除後端費用之餘額再撥
入基金專戶，至於 93 年度下半年之金額則是在 94/1/31 才會
撥入。  
 
由於基金際之收入支出時點過多，計算相對複雜，故在發展

計算公式時，考慮簡化後之收支時程，如圖 7.1-2，每個年度
僅有年度開始 (1/1)，及年度中點 (7/1)，年度終點考慮等於下
年度開始，如此將使開發出之分攤率計算公式較易瞭解，另

外因政府會計年度自 90 年度開始改採曆年制，因此分攤率公
式折現值由原預算年度中點改為預算年度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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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基本參數訂定依據  
由於後端營運工作為一持續性工作，且分布在一段相當長時

間內，為能確實累積到足夠之後端基金，則一些基本之參數

訂定相當重要，由於目前國內後端基金之計算係採用均化現

值法計算，因此所使用之物價上漲率及銀行利率對分攤率之

影響相當大，而因部份後端營運工作須採用國外之設備及技

術人力，因此匯率之變化亦會對後端營運總費用有顯著之影

響，進而影響到分攤率之數值。  
 
國內近年來之物價指數變動情形如表 7.2-1 所示，自 80∼92
年之平均上漲率，分別為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2.12%，消費者物
價指數 1.80%，及躉售物價指數 0.45%。綜合上述，基於保守
的考量，故本報告以物價上漲率 2.5%作為估算後端營運總費
用及每度核能發電分攤率之基準。  
 
國內近期銀行利率大幅降低，91 年 4 月之銀行定期存款利息
已降至 2.3%以下，由於現行後端營運基金除極少部份存於銀
行外，絕大部份係貸款給電力公司，貸款條件比照台電公司

向勞工保險局借貸勞工保險基金之條件辦理，其利率按照台

灣銀行牌告二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加 0.75 個百分點浮動計
息，91 年 4 月之利率為 3.05%。  
 
由圖 7.2-1 所示台灣銀行二年期定存趨勢可看出，近期屬利率
之低點，若考慮長期之趨勢，應不致長期維持在如此低之狀

況，故本報告以銀行利率 3.5%作為估算後端營運總費用及每
度核能發電分攤率之基準。  
 
圖 7.2-2 所示為近年來美元匯率趨勢，最高值為 74 年約 40，
最低值則為 81 年約 25，近五年則在 31~35 間變動，行政院核
定 92 年度預算編列標準為美金對台幣 1：35，故以此數值作
為匯率之基準。  

 
7.3 分攤率計算結果  

將第 6 章估算所得之基本參考情節 (情節 111)後端營運總費用
及第 3 章之核能發電量估算結果，代入每度核能發電分攤率
計算公式，即可得到 93 年度每度核能發電分攤率。  
 
93 年期初基金餘額計算則參照 91 年決算及 92 年預算資料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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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估算，其數值約 1,462 億元。  
 
而物價上漲率、銀行利率及匯率則依 7.2 節所訂定之基本參數
值 (2.5%、3.5%及 35)代入。  
 
93 年度每度核能發電分攤率計算結果如表 7.3-1 所示，93 年
分攤率為 0.163 元 /度，由表中可看出自 93 年起每年之分攤率
均相同，而至民國 191 年所有後端營運工作完時後端基金餘
額等於 0，符合後端基金徵收之原則—基金收入及滋息足以支
付所有後端營運工作費用，且餘額趨近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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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敏感性分析  
 
8.1 概述  

後端營運工作能順利執為我國核能發電能長期運轉之保證，

由於後端營運工作執行時間相當長，後端營運總費用深受物

價上漲率、匯率、廢料數量及是否採用再處理或境外處置等

因素所影響，而每度核能發電分攤率則受後端營運總費用、

利率、核能發電量等因素所影響。  
 
為瞭解這些因素之變動對每度核能發電分攤率之影響，故本

報告除考慮基本參考情節 (情節 111)外，另考慮 31 種不同之參
考情節，各不同情節之內容詳見報告第 4.2 節。  
 
所謂敏感性分析係指當影響每度核能發電分攤率之有關因素

變動時，對分攤率變動之影響程度。本計畫針對物價上漲率、

匯率、利率、機組數量、機組壽齡、容量因數等因子變動時，

在幾個可能之變動範圍內所產生分攤率之變化情形，並計算

敏感指數以供評判。敏感指數計算式如下：  
 

SI = ΔV/V
ΔP/P

 

其中，  

SI：敏感指數  

 P：分攤率  

ΔP：分攤率變化量  

  V：計畫單項變數值 

ΔV：單項變數變化量  

 
8.2 各情節後端營運費用估算方式及估算結果  
 
8.2.1 估算方式  

各情節之內容已於 4.2 節詳述，在此僅針對各項後端營運工作
之估價方式加以簡略介紹，說明如下：  
 
(1) 減容中心延壽及除役  

減容中心除處理核二廠之運轉廢料外，同時亦規劃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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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處理電廠除役拆廠之廢料，故隨著機組壽齡之不同，

而對其各階段執行之時間略有不同，但總費用均相同。  
 

(2)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  
由於本項工作是正在執行之專案，故所有情節均依預算

估算其年度費用。  
 

(3) 蘭嶼貯存場除役拆場  
由於蘭嶼已不再接收核電廠之運轉廢料，故當其貯存之

廢料全部運走後，即開始進行除役拆場，因採境內處置

廢料自民國 102 年開始運送，若採境外處置時，廢料自
民國 95 年即開始運送，故費用發生年度略有不同。  
 

(4) 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場  
低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場之費用主要與廢料數量有關，隨

著不同情節廢料量略有不同，每一處置坑道可容納 3.5 萬
桶之廢料量，若在全部境外處置情節下則本項費用為零。 
 

(5) 低放射性廢料境外處置  
由於低射性廢料境外處置在世界上之經驗很少，且大部

份均有保密條款，實際之價格不容易取得，因此假設其

數字約為國內自行處置及運輸費用之 2 倍，以低放射性
廢料最終處置場 204 億元及低射性廢料運輸 132 億元 (不
含碼頭改善 )，每桶國內處置成本約 5.1 萬元 /桶，若為 2
倍時則約 10 萬元 /桶，相當於美金 2,897 元 /桶。  
 
故以此數字乘以各年度運送之低放射性廢料桶數，即可

估算其費用。  
 

(6)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由於核四廠之燃料池規劃可貯存運轉 40 年之燃料棒，故
不考慮核四廠之中期貯存，而核一、二、三廠之中期貯

存則考慮不同機組壽齡下之燃料數量，而規劃不同之混

凝土護箱數量。  
 

(7)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隨著不同情節而有不同之用過核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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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數量，而估算出不同之處置費用，若為境外處置時，

則本項費用為零。  
 

(8) 用過核燃料再處理 (參考文獻 19) 
依據核研所之「核一、二廠用過核燃料運送國外再處置

可行性研究」所述， 5110 噸鈾之再處理服務費用約為
2,806 億元 (含再處理廢料貯存及運輸，不考慮處置及燃料
效益 )，則相當於每公斤鈾 1,615 美元，故以此單價乘以
各年度運出之用過核燃料量，即可估算其費用。  
 

(9) 用過核燃料境外處置 (參考文獻 23、24、25) 
由於以往用過核燃枓境外處置之國際經驗並不多，因此

考慮美國未來可能為防止核子擴散之可能性，而接受各

國產生之高放射性廢料，境外處置費用則以美國目前之

高放射性廢料處置費用及相關運輸費用加以估算，其單

價估算如下：  
 
(A)運輸成本  

(a). 運輸護箱購買費用：由於境外處置時間約在民國
121 年開始，所有用過核燃料均已置於中期貯存設
施，故假設採用之運輸護箱為國外廣為使用之

TN-24 系列運輸護箱，每個護箱可容納 61 束 BWR
燃料元件或 24 束 PWR 燃料元件，故核一、二、
三廠全部用過核燃料運至境外處置須運送 474 個
護箱，以每航次運送 8 個護箱，每年運送 4 航次，
則約需 15 年，故需採購 16 個護箱，每個護箱單
價約 250 萬美元，故全部約需 14 億元台幣  

(b). 國內陸運費用：包括用過核燃料自中期貯存設施
取出再放入運輸護箱、自電廠運輸至碼頭及自碼

頭吊運至運輸船之所有相關費用，預估每個運輸

護箱之費用約 120 萬台幣，474 個護箱合計約 5.7
億元。此外因未來用過核燃料運輸並非每航次均

由單一電廠運出，故假設有約 130 個路運航次，
以每航次陸運雜項費用 100 萬元，合計約 1.3 億
元。另外自國外運回之運輸護箱由碼頭運至電廠

之運輸費用預估每個為 10 萬元，474 個護箱合計
約 4,740 萬元，而陸運航次假設與運出時相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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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航次，因運回之運輸護箱並未裝載用過核燃
料，故假設其陸運雜項費用降為 70 萬元，合計
9,100 萬。將前述各項陸運相關費用相加而得所有
陸運費用為 8.37 億元台幣。  

(c). 以國外經驗歐洲地區 (瑞典至法國 )海運成本約 50
歐元 /kgU(1991)及日本至法國海運成本 131 美元
/kgU(2001)，則由台灣至美國洛杉磯海運成本預估
約 100 美元 /kgU，來回一趟約為 200 美元 /kgU。  

(d). 美國陸運成本則參考 WGI 公司提供資料，從洛杉
磯至 Yucca Mountain 處置場鐵路距離約 700 英
里，鐵路運輸費率約為 296 美元 /公噸 (去程 )及 278
美元 /公噸 (回程 )。每個 TN24 運輸護箱重量約 100
公頓 (空重 )，可容納約 10,500 公斤用過核燃料，則
其單位成本計算約 5.76 美元 /kgU(1986 年價位 )，
經物價調整為 90 年價位 (乘以 1.385)約 8.0 美元
/kgU。  

(e). 為便於計算及保守的考量，將國內陸運費用及運
輸護箱購置費用換算為單價，兩項之費用合計約

22.37 億元，除以 6 部機 40 年運轉壽齡期間所產
生之全部用過核燃料重量 4,916,647kg，約為 13.0
美元 /kgU。  

前述 (a)~(e)項合計，境外處置之運輸費用約為 221 美元
/kgU 

(B).處置成本  
依據美國  DOE，"Analysis of the Total System Life 
Cycle Cost of the Civilian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Program"，DOE/RW-0533 (May, 2001)
之內容，可估算美國高放射性廢料處置費用，說明

如下：  
 
全部費用 (含軍用及民用 )：575 億美元  
民用部份佔全部金額百分比：72.8﹪  
民用部份用過核燃料數量：83,800MTHM 
每公斤用過核燃料處置成本＝  
575 億  ×72.8﹪÷83,800÷1000=500 US/KG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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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估算境外處置成本時，以美國最終處置場之處

置成本為依據，以 500 美元 /kgU 估算。  

(C).境外處置成本合計  
由前述 (A)、(B)項費用合計，高放射性廢料之境外處
置成本約為 721 美元 /kgU，若比照其他費用估算加
上 30%上準備額，則境外處置之單價約為 940 美元
/kgU，故以此單價乘以各年度境外處置數量即可得
此項費用金額。  

 
(10) 廢料運輸  

主要參照表 4.2-1∼4.2-36 之各情節高、低放射性廢料運
輸量估算運輸費用，當廢料採用境外處置時，則不採購

各種運輸工具及船舶，但各碼頭之改善仍繼續進行。  
 

(11) 回饋金及溝通費用  
將依據各情節廢料之貯存量及處置量估算回饋金及溝通

費用。  
 

8.2.2 估算結果  
各參考情節下各種後端營運費用估算結果及分攤率計算結果

匯整如表 8.2-1 所示。  
 
8.3 敏感性分析結果  

表 8.3-1 所示為敏感度分析之結果，敏感度分析之諸變數中，
以物價上漲率、利率及機組壽命對分攤率變化較為敏感、匯

率及容量因數則較不敏感，以下分項說明各變數對分攤率之

影響。  
 

(1) 物價上漲、折現率對分攤率之影響物價上漲及折現率屬
總體經濟之變數，彼此間會相互影響，以物價上漲率 2.5%
及折現率 3.5%為基準，採行之敏感度分析範圍分別為 1%
∼4%及 2%∼5%。表 8.3-2 所示即為在此範圍內各種不同
組合狀況下之分攤率，而在固定物價上漲率時，分攤率

將隨著折現率提高而降低，而在固定折現率時，分攤率

則隨著物價上漲率之升高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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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台灣地區過去幾年之經驗，實質利率 (約等於銀行利
率減物價上漲率 )大致維持在 2%左右，但隨著國內經濟逐
漸成長，已逐漸步入已開發國家之列，實質利率已逐步

降低，由表中可看出在實質利率約 2%時，分攤率為 0.049
元 /度至 0.085 元 /度。而當實質利率 1.5%時，分攤率為
0.086∼0.142 元 /度，當實質利率為 1.0%時分攤率為 0.125
∼0.209 元 /度，若實質利率為 0.5%時分攤率為 0.183∼
0.268 元 /度。  

 
(2) 匯率及容量因數對分攤率之影響  

由於部份後端營運工作須購買國外之設備、材料或由國

外顧問協助，故後端營運總費用與美元匯率有關，由表

8.3-3 得知匯率由 29∼41 時，分攤率由 0.140∼0.186 元 /
度，相對於前述之物價上漲率及折現率來看其變化尚不

大，而由其趨勢圖可看出，美元匯率提高時，分攤率亦

會提高，容量因素主要與核能發電有關，依據第四章之

估算，未來核能發電之平均容量因數約為 83.21%，考慮
核能發電目前已是台電基載電力，未來可提高之可能性

不大，但降低之可能性亦很小，故計算容量因數 78.21%
∼ 84.21%之分攤率，由其中可看出分攤率變化量並不
大，而由趨勢圖可看出分攤率會隨著容量因數之增加而

減小。  
 
(3) 機組數目對分攤率之影響  

圖 8.3-1 為六部機組及八部機組的分攤率，六部機組的分
攤率較八部機組之分攤率略高，其原因是後端費用增加

幅度小於發電度數增加幅度。  
 

(4) 機組壽齡對分攤率之影響  
圖 8.3-2 為機組壽齡 25，30，35，40 年之分攤率，由於
機組壽齡增加會使運轉廢料及用過核燃料數量增加，而

導致相關之後端費用增加。同時機組壽齡增加後亦會使

發電度數增加，由於發電度數增加比例較後端費用增加

比例為高，故分攤率隨著機組壽齡增加而減小。  
 

(5) 低放射性廢料處置方式對分攤率之影響  
圖 8.3-3為低放射性廢料處置方式採境內處置或境外處

置下之分攤率。由於全部廢料採境外處置時其成本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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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處置之 2 倍估算，因此分攤率最高。若僅運轉廢料
採境外處置時，因仍需興建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場，

因此分攤率仍較自行處置為高。 

 
(6) 用過核燃料處置 /再處理對分攤率之影響  

圖 8.3-4 為用過核燃料採直接處置或再處理狀況下之分
攤率，由於用過核燃料再處理除了需要再處理費用，再

處理產生的廢料仍需運回國內進行最終處置，故金額遠

較境內處置為高，而採境外處置時，因需增加委外處置

的處置費用，其費用將比在國內直接處置為高，因此採

再處理時之分攤率最高，而以直接處置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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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分析與討論  

 
9.1 後端營運總費用重估比較  

根據前面幾章之探討及計算結果，綜合分析及討論如下：  
 
民國 76 年後端營運費用估算基準為 6 部機運轉 30 年，為了
便於相互比較，表 9.1-1 所示為在相同基本參考情節 (即 6 部
核能機組運轉 30 年 )下，前後兩次的各項後端營運費用之估
計結果。由於本次重估基準為 6 部機運轉 40 年，為便於瞭解
目前實際狀況亦加以列出，表中並算出各單項費用佔全部費

用之比例。本次估算結果以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之費用所佔

比例最高，達 44.49%，核能電廠除役次之，為 19.75%，核廢
料運輸再次之，為 10.95%，其他項目所佔比率均在 10%以下。
而 76 年估算結果則以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計畫 (48.95%)，核
能電廠除役 (23.32%)及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  (20.60%)為三個
主要項目。本次估算之總費用為 2,528 億元，而與 76 年相同
情節下費用為 1,566 億元，約比 76 年估算之 1,566 億元 (90 年
幣值 )高出 60%，主要差距原因可分析如下：  
 
(1) 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費用大幅降低，民國 76 年估計為 237
億元，經調整至 90 年之幣值則為 323 億元，而此次估算
費用為 209 億元，其間最主要差異是 76 年的費用是以瑞
典的水池式(濕式 )貯存為估算基礎，而此次費用是以業經
顧問公司執行可行性研究及概念設計的費用估計結果為

基礎，而改採乾式混凝土結構為貯存方式，其費用遠比濕

式貯存來得低。  
 
(2) 本次核能電廠除役計畫費用為 499 億元，與 76 年估算值
調整至 90 年幣值之 365 億元相比已大幅提高，因 76 年估
算值係包括拆廠廢料的處置費用，因此若加上拆廠廢料的

處置費用 124 億元 (佔低放射性廢料處置費用的 63%)，則
本次估算費用應為 623 億元，較 76 年估算值大幅增加達
70%，大幅增加之主要原因在 76 年時國際上並無實際執
行電廠除役之經驗，而目前則已經有大型電廠開始除役，

並估算出其所花費用。  
 
(3) 本次新增費用估算項目為蘭嶼貯存場檢整、蘭嶼貯存場除
役、減容中心的延壽及除役以及回饋費用。除回饋費用估

計為 228 億元，佔全部費用之 8.28%外，其餘三項所佔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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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合計僅約 0.71%，對整體費用影響不大。  

(4) 廢料運輸費用大幅增加，由 76 年估算之 112 億元 (90 年幣
值 )增至本次估算之 277 億元，其原因則在於前次估算在
固定成本方面僅以國外成本之 20%估算，而變動成本部份
則以單價乘數量之方式計算，但不論單價或數量均有低估

之現象，而本次估算則依實際估算運送所需之船數、護箱

數目、車輛數目、人員數目以及相關之碼頭改善費用等，

因此應較為精確。  
 
(5) 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費用大幅提高，76 年預估數調整為

90 年幣值為 767 億元，而本次估算結果為 1,124 億元，較
上次預估值提高 46.5%，其主要原因是 76 年估算時固定
費用以國外成本之 40%估算，變動部份則以國外之 60%估
算，而本次估算假設處置場位於離島，故調整相關設施之

建造費用。且因近年來對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之研究成果

較多，因此處置場之投資成本大幅提高。  
 
9.2  國內核能電廠除役成本與國外之比較 (參考文獻 26) 

表 9.2-1所示為美國 Dresden 1沸水式核能電廠在 1997年所估
計的除役成本 398.2 百萬美元，其中含低放射廢料處置的
157.5 百萬美元及 33.4 百萬美元的用過核燃料處理成本，扣除
此 二 項 費 用 後 約 為 207.3 百 萬 美 元 ， 此 外 ， 根 據

NUREG/CR-5884 表 3.2 資料顯示，其核電廠工作人員薪資約
為我國的 2.4 倍，故再扣除人事費用的 70.6 百萬美元的
58.3%(1-(1÷2.4))後，即 41.2 百萬美元，約為 166 百萬美元，
以 1 美元兌換 35 元台幣，以及其估計所假設的物價上漲率
2.57%來計算，合新台幣 64.3 億元 (西元 2001 年幣值 )。  
 
以總體調整係數來做調整，並與核一廠比較時，因 Dresden 1
的熱功率為 700MWt，故 OSF=0.324+2.035-4×700=0.466，而
核一廠為 0.685，若以 Dresden 1 核電廠為參考值，核一廠的
除役成本相當於 0.685÷0.466×64.3=94.5 億元，此費用較表
6.3-17 的 74.77 億元高，主要原因乃該廠採延遲拆除的除役方
式，其延遲年限達 10 年，故若核一廠的第三階段由目前規劃
的 3年延長為 10年，其中人事費用成本將如表 9.2-2 ~表 9.2-4
所示，分別由原先的 2.52 億元台幣、0.08 億元台幣及 17 萬美
元 (約 0.06 億元台幣 )增為 8.40 億元台幣、0.3 億元台幣及 56
萬美元 (約 0.2 億元台幣 )，其中台幣部份增為 8.7 億元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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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美元部份則增加約 39 萬美元 (約 0.14 億元台幣 )，總計
增加約 8.84 億元台幣，使得總成本至少變為 83.61 億元
(74.77+8.84) ， 與 前 述 推 估 之 94.5 億 元 僅 差 約 11.5% 
((94.5-83.61)÷94.5)。  
 
表 9.2-5 為 Maine Yankee 壓水式核能電廠的除役成本，總計
為 3.985 億美元，其中包括 0.514 億元設備拆除後運出廠外的
運輸費用，以及 0.752 億美元低放射性廢料處理費用，扣除此
兩項費用後約為 2.719 億美元。此外，再扣除原人事費用 1.058
億美元中的 58.3%，即 0.617 億美元，最後得其除役成本為
2.102 億美元，若再考慮與污染建築物拆除的 0.127 億美元，
則總費用為 2.229 億元。由於該成本係以 3.8%的物價平均上
漲率將 1997 年費用調整至 2001 年，為與本報告於 6.3.3.1 節
所假設之 2.57% 物價平均上漲率一致，其費用應調整為 2.125
億元 (2.229×(1+2.57%)4÷(1+3.8%)4) ，以 1 美元兌換 35 元台
幣來計算，約合新台幣 74.38 億元，。  
 
以總體調整係數來做調整，並與核三廠比較時，因 Maine 
Yankee 廠熱功率為 2440MWt，故 OSF= 0.233+ 2.191 × 10 -4  

×2440=0.768，而核三廠為 0.843，故若以 Maine Yankee 核電
廠 為 參 考 值 ， 核 三 廠 的 除 役 成 本 相 當 於 0.843 ÷
0.768×74.38=81.6 億元，此費用較表 6.3-17 的 85.2 億元為低。 
 
除了前述兩座美國核能電廠的除役成本比較外，其它電廠之

除役費用略述如下：  
 
(1) Trojan 電廠 (壓水式，1,130MWe)：在 1993 年永久停機後
即將部份設備除污拆除，如發電機及反應器壓力槽，至於

廠房之拆除則預計封存至 2018 年後才實施，其除役總費
用為 2.1 億美元，若含 0.42 億美元的無污染建築物復原及
1.1 億美元的用過核燃料處置費用，則共計 3.62 億美元
(1993 年幣值 )。  

 
(2) Haddam Neck 電廠 (亦稱 Connecticut Yankee 電廠，壓水
式，619MWe)：在 1996 年永久停機後即開始除役等工作，
其除役總費用為 3.44 億，若含 0.82 億美元的用過核燃料
處置費用，則共計 4.26 億美元 (1996 年幣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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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ig Rock Point(沸水式，67MWe)：在 1997 年永久停機，
其除役總費用 2.9 億美元 (1997 年幣值 )。  

 
(4) Rancho Seco(壓水式，913MWe)：在 1989 年永久停機，其
除役總費用為 4.41 億美元 (1995 年幣值 )。  

 
(5) Yankee Rowe(壓水式，175MWe)：在 1992 年永久停機，
其除役總費用為 3.064 億元 (1995 年幣值 )。  

 
上述之核能電廠除役成本皆是針對已永久停機但仍未除役完

畢的電廠所做之預估。除此之外，根據表 9.2-6 所示，目前美
國在核能電廠的除役經驗，除了 Shoreham電廠 (沸水式，809 
MWe)外，目前已拆除完畢之核反應器大都屬小型先導型電廠
或研究型反應器，如 Fort St. Vrain 電廠 (HTGR，330MWe，於
1996 年完成除役工作，其除役總費用為 1.89 億美元，1996
年幣值 )及 Shippingport 電廠 (壓水式，60MWe，於 1989 年完
成除役工作，其除役總費用約 1 億美元，1989 年幣值 )。而即
使是 Shoreham 電廠，在 1993 年正式除役拆廠前，從未正式
商轉發電，且最大發電量從未超過額定量的 5%，從 1985 年
至 1989年所累積的總發電量亦僅相當於連續兩日運轉的滿載
量。該廠以 21 個月的時間，1.86 億美元 (1995 年幣值 )的成本
完成除役工作，其中包括 16,152m3的低放射性廢料運輸及處

理費用，以及約 2,000 噸遭輕微核輻射污染金屬的熔融回收處
理費用。  
 
表 9.2-7 為美國 Synapse Energy Economics 公司根據美國各電
廠所提供的資料彙集而成。這些除役拆廠費用皆以立即除役

的方式來預估，除了包括本報告 6.3 節所述之工作項目外，尚
包含低放射性廢料及高放射性廢料的運輸，貯存及最終處置

等所有相關費用。由表中可以發現即使是相同圍阻體型式和

相同容量的機組，各廠所預估的除役費用亦不盡相同，如同

為 Mark 1 圍阻體型式及 GE 公司沸水式第 4 型反應器型式的
Monticello-1 廠和 Vermont Yankee-1 廠，其除役總費用分別為
3.18 億及 5.05 億美元 (皆為 1997 年幣值 )，兩者所差甚巨，主
要原因乃各電廠因其所在位置的不同，導致影響低放射性廢

料的處置成本。根據 NUREG-1307(Rev.9)，"Report on Waste 
Burial"的敘述，這些受影響的費用包括：人力費用、能源費
用以及處置場處置費用。根據表 9.2-8 所示，同樣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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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MWt 的壓水式核能電廠，若廠區分別位於美國西部和東
北部，而其低放射性廢料處置場位於華盛頓及南卡羅萊納州

的處置場上，則在經過人力、能源及處置費用的調整後，其

總除役費用分別為 1.75 億元及 5.45 億美元。故前述之
Montitello-1 廠 (在美國北部，明尼蘇達州 )和 Vermont Yankee-1
廠 (在美國東北部，佛蒙特州 )的價差與前述之費用調整結果頗
為吻合。  
 
經由前述之討論，將本報告所估算之核能電廠除役成本與美

國互相比較時，若將其工作項目與國內調成一致，並合理的

反應兩者間單位成本的差異時，如人力費用，則兩者校正後

的金額頗為接近，如 Dresdon 1 廠之於核一廠，Maine Yankee
廠之於核三廠。但由於這些費用皆屬預估，再加上至目前為

止，即使是美國並無將一座核能電廠於正常運轉壽齡結束

後，使其除役完成的經驗，故相關的除役費用仍需定期的予

以校正及比較，尤其當美國可能在數年後完成第一座大型核

能電廠的除役，屆時將可做更精確之估算。  
 

9.3 主要核能發電國家後端基金之介紹 (參考文獻 12、13、27、28)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工作大部份發生在核能電廠關閉之後，如

除役拆廠及用過核燃料處置等。為確保執行後端營運工作時

有足夠資金，許多擁有核能發電的國家均要求電力公司在核

能發電期間，或依所發電力提列基金，或依固定年費撥給後

端營運基金管理機構，統籌辦理支付後端營運費用，但由於

各國國情，及核能發展方案不盡相同，其後端基金之統籌亦

不盡相同。以下所述為各主要核能發電國家之後端營運費用

籌措情形，並將其列表於表 9.3-1。  
 

(1) 美國  
美國為最早發展核能發電的國家，不論是在核能技術或研

究發展方面均居領導地位。美國核能電廠後端營運工作依

廢料種類及工作範圍由不同機構負責；如用過核燃料的最

終處置費用係附加於電費上 (每度電附加 1 美厘 )，美國政
府針對此費用成立核廢料基金，由美國財政部負責收取。

至於其他運轉所產生之廢料則由廢料產生者 (電廠 )自行負
責籌集所需費用。至於電廠除役費用，美國法規規定電力

公司均須建立一個獨立的基金，其數額是根據與核能電廠

之大小、廠齡、物價調整等有關的公式計算而得。  
(2) 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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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在 1986 年通過之核廢料營運財務法，由政府設立核
廢料營運基金以因應日後營運之需，該基金涵蓋目前及未

來的用過核燃料及其他廢料之營運、最終處置及相關研究

發展工作，以及核能電廠除役拆廠之所有費用。至於運轉

廢料之營運及最終處置所需費用則不屬此核廢料營運基

金之支付範圍，而係由電力公司在產生廢料時直接支付。 
 
(3) 瑞士  
瑞士政府並未設立專用基金來保管相關最終處置之費

用，而係由電力公司自行負責。但對於電廠除役所需之費

用 (含除役廢料之最終處置費用 )則成立中央級的基金專戶
來保管 .基金的來源係向核能電廠業主收取，且每三年評估
一次，以決定業主未來應付之固定年費。  

 

(4) 西班牙  
西班牙每年核能電廠之所有後端營運費用的估計工作，包

括運轉廢料、除役廢料及用過核燃料的最終處置，以及核

能電廠之除役拆廠費用等，係由常設專門機構 ENRESA
執行，所估計之結果併入總放射性廢料計畫 (General 
Radioactive Waste Plan, GRWP)中呈報政府審查。為支付此
費用，ENRESA 建立了一套向電力公司徵收基金的制度，
每年將電費收入的一定百分比 (0.8% 每度電電費 )撥入基
金以支付未來所有後端營運工作的費用。  

 

(5) 芬蘭  
根據芬蘭原子能法規，各電力公司必須自行負責所屬核能

電廠之後端營運工作所有之成本，包括運轉廢料、除役廢

料及用過核燃料的最終處置，以及電廠除役等。在電廠運

轉期間，各電力公司均必須設立廢料營運基金。  
 

9.4 建議  
根據第 8.3 節物價上漲率與折現率對分攤率變動影響得知，分
攤率受實質利率的影響相當大，國內目前逐漸步入已開發國

家，未來實質利率將逐漸下降，因此選定何種物價上漲率及

折現率之組合實乃未來之重要課題。  
此外，由民國 76 年及 91 年之二次後端營運總費用重估結果
顯示，部份項目差別極大，其主要原因即是因用過核燃料中

期貯存採用不同之貯存方式以及廢料運輸依實際狀況估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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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費用所致，因此確有必要每隔五年或某一主要後端營運工

作有重大變更時，予以重新估算後端營運總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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