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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台電公司），奉政府核定於新北

市境內東北濱海地區之鹽寮附近興建核能四廠第一、二號機。核能四廠第

一、二號機發電計畫（ 以下簡稱核四計畫或本發電計畫）依據民國78年8

月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電廠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要點」規定進行環境

影響評估，是項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於陳經濟部核轉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審

查後，業於民國80年12月獲准核備((80)會輻字第12726號函)。 

依據行政院頒佈之原子能法規之「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第四十二條及

第四十三條規定核能電廠應實施環境輻射監測，並遵循會公布之「環境輻

射監測規範」(5)第二章規定「核設施在運轉前之調查須實施二年以上」台

電公司據以擬訂「核能四廠運轉前環境輻射監測計畫」於89年3月17日函送

原能會審查，並於90年2月27日獲原能會准予備查((90)會輻字第2613號函)。

91年10月開始依該計畫執行核能四廠運轉前相關背景輻射監測作業。另因

應核能四廠第1、2號機發電計畫工期修訂延後36個月，獲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並獲行政院核定(經濟部經營字09402620280號函及院臺經字第

0950039458號函)，故環境背景調查計畫時程亦修正，陳報原能會並獲核備

(原能會會輻字第0950034650號函)，據以執行。 

爰此， 台電公司乃依據「核能四廠運轉前環境輻射監測計畫」自民

國91年開始進行監測，環境監測期間工作執行迄今已逾10 年，依長期監測

結果顯示，均於天然背景輻射變動範圍，資料完整符合法規要求。行政院

業於103 年8 月29 日以院臺經字第1030144079號函核定封存計畫，依據政

府「核四廠一號機不施工、只安檢，安檢後封存；核四廠二號機全部停工」

及非核家園之政策，目前仍於資產管理狀況。因考量現行狀況有效應用資

源及環境已建立完整背景輻射資料庫且數據長期變化穩定具代表性，足以

掌握運轉前輻射背景。經106年12月7日提出「核能四廠運轉前環境輻射監

測計畫」申請變更並獲原能會核備(原能會會輻字第1060015828號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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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公司據以擬訂「107年第四核能發電廠環境背景輻射監測計畫」函送原能

會審查，並獲原能會准予備查(原能會會輻字第1070000093號函)。據以執 

行。 

 

二、法規依據 

本計畫之主要法規依據如下： 

(一)游離輻射防護法，民國 91 年 1 月 30 日總統令制定公布(1)。 

(二)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行細則，民國 107 年 11 月 16 日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修正(2)。 

(三)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民國 98 年 4 月 22 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修正(3)。 

(四)輻射工作場所管理與場所外環境輻射監測作業準則，民國 105 年 6 月

27 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修正(4)。 

(五)環境輻射監測規範，民國 98年 11月 11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修正(5)。 

台電公司為了解核能電廠運轉對環境輻射影響，由核能發電處責成所

屬專責單位放射試驗室在核能四廠廠外環境建置一系列環境輻射監測系統，

以供評估電廠在運轉時所造成之民眾輻射劑量及監測環境放射性物質含量

之變化狀況。基於法規要求，本公司針對核能四廠之環境輻射監測工作由

放射試驗室環境偵測組執行，曾先後完成迄至 107 年止各年度之運轉前環

境輻射監測年度報告(6) （108 年度之環境輻射監測作業執行中）。 

依據核能四廠歷年輻射監測結果及周圍土地利用狀況，擬定 109 年度

核能四廠之環境背景輻射監測計畫，並依規定陳報原能會審查核備，以便

據以執行相關監測作業。 

 

三、設站選擇依據 

(一)考量因素 

1.常年氣象條件：依長期氣象觀測結果顯示核能四廠之風向在冬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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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吹東北季風，在夏季則受西南氣流及海陸風之影響。由長期氣象

風花圖顯示，核能四廠以北及南兩大風系為主，故主要上、下風向

為北及南方向之地區。 

2.人口分佈：核能四廠所在地為新北市貢寮區(包括：仁里里、吉林里、

和美里、美豐里、真理里、貢寮里、福連里、福隆里、龍門里、龍

崗里、雙玉里等)。 

(二)監測站概述 

1.以核能四廠廠址為中心，於電廠周界設置高壓游離腔(背景調查共 5

站)。而其附近 50 公里範圍內不同方位分別佈置熱發光劑量計及空氣

樣取樣站，以監測環境直接輻射與空氣中放射性物質含量之變化情

形。核能四廠熱發光劑量計、高壓游離腔和空氣微粒取樣站分佈詳

如圖 1 至圖 3。 

2. 於核能四廠附近沿岸設置海水站，以分析海水試樣中放射性物質含

量之變化，據以評估核能四廠運轉時外釋放射性液體所造成之民眾

最大個人年劑量。核能四廠海水試樣取樣站分佈詳如圖 4 所示。 

3. 參考核能四廠附近之氣象、地理、水文、人口和農漁牧產量調查資

料，規劃設置土壤樣站，據以了解鄰廠地區放射性物質含量之變化。 

土壤取樣站分佈詳如圖 5。 

4. 有關核能四廠取樣站的詳細方位、距離詳如附錄 1 所示。 

(三)計畫目的 

依照本計畫之執行結果，可以確切掌握核能四廠鄰近地區環境中放射

性物質之變化，亦可藉以觀察核能四廠運轉前對周遭環境與民眾造成

的輻射影響，俾能達成提供設施附近正確環境輻射資訊目標。  

 
四、作業內容 

有關核能四廠環境背景輻射監測計畫中各類試樣種類、分析數量、執行頻

度及分析類別等監測項目，詳如表一所示。 

核能四廠環境背景輻射監測計畫之作業內容包括： 

(一)取樣 

依計畫之取樣種類和頻度收集各類試樣，而取樣方法則依照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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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偵測作業方法管理程序」(7)執行。 

(二)直接輻射劑量度量 

1.利用高壓游離腔偵檢器配合無線電傳輸方式，線上即時監測核能四

廠廠界不同方位的直接輻射劑量率。 

2.利用熱發光劑量計度量每季環境直接輻射之累積劑量值。 

(三)放射化學分析與放射性核種活度計測 

環境試樣中放射性核種活度計測分為總貝他分析、加馬能譜分析和單

一核種分析 3 大類。 

1.環境試樣總貝他分析：按規定做空氣微粒試樣之總貝他活度分析。

空氣微粒總貝他分析係由空氣微粒取樣器取得的空浮濾紙經隔夜靜

置及上膠處理，再以低背景貝他比例計測系統度量試樣的總貝他活

度。 

2.加馬能譜分析：針對空氣微粒及累積試樣(土壤)等環境試樣，分別經

個別方式前處理後，裝入特定樣式之計測皿中，以純鍺偵檢器、能

譜放大器、類比數位信號轉換器、多頻道能譜分析儀等所組成的加

馬能譜分析系統，度量環境試樣中的放射性核種活度。 

3.單一核種分析：氚放射性核種活度分析。 

氚核種活度分析：海水試樣經直接蒸餾法純化後，加入閃爍液均勻

混合，再利用液體閃爍計測系統度量氚核種活度。 

4. 本公司放射試驗室各類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之最小可測量

(MDA,Minimum Detectable Amount)及設定之調查基準，如表 2 所示。各

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除設定調查基準之預警措施外，本公司放射試

驗室針對測值超過過去 5 年的正常變動範圍（5 年平均值±3 倍標準

差）或新測得核種之試樣均有再確認之機制。個別試樣之分析方法

簡述於表 3，詳細處理分析步驟則依照本公司「環境偵測作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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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程序」(7)執行。 

5. 分析不確定度評估說明： 

核能設施環境輻射監測作業各項分析不確定度評估係根據「量測不確

定度表示方式指引」(8)及「量測不確定度之政策」(9)規定，依其測量

值(即核種活度或劑量率)獲得方式之不同，而分為兩類： 

(1)環境試樣加馬核種、氚核種及總貝他活度分析之不確定度： 

           由於求得加馬核種、氚核種及總貝他活度的計算公式與輻射計測過

程、計測效率估算(含標準射源及效率方程式)、試樣定量及化學回

收率計算等有關，因此評估前述各項分析之不確定度時，必須先求

得各階段導出的個別不確定度，再經由誤差傳播公式，求得組合不

確定度，最後再以 95%信賴水準為基礎，選定 1.96 倍的組合不確定

度做為擴充不確定度之表示。有關環境試樣各項分析不確定度的計

算方法詳如「環境試樣放射性核種分析不確定度評估之研究完成報

告」(10)。 

(2)熱發光劑量計劑量率之不確定度： 

           以原能會每兩年執行環測熱發光劑量計國內比較實驗時，利用比較實

驗數據依照 ANOVA(Analysis of Variance)方法得到 95%信心水準下之

擴充不確定度。 

(四)紀錄與試樣保存 

1.執行環境直接輻射劑量及環境試樣放射性核種活度分析所測得之數

據，均輸入本公司環境監測資訊網路系統，經電腦程式計算後，所

有監測數據儲存於系統伺服器，同時列印最後監測結果，並完成陳

核程序後依規定保存年限存放。另亦定期備份儲存所有監測數據，

以防電腦故障時得以復原。 

2.環境試樣之保存型態及保存時間，係依據原能會頒佈之「環境輻射監

測規範」(5)中之規定辦理。 

 

五、報告 

(一)當任何環境試樣之監測結果大於本公司放射試驗室監測儀器或設備系

統之最小可測量(Minimum Detectable Amount)即予記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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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能四廠例行環境輻射監測結果，按季及年彙總整理後，依原能會規

定之報告格式製作成報告，定期陳報原能會。 

 

六、品質保證 

(一)為使各項作業達到最穩定及最理想之工作狀況，對各項作業均訂有標

準作業程序書及品質管制作業程序書，除嚴格管制計測儀器的背景及

效率值外，並以空白分析、複樣分析及參考試樣分析等方式，維持分

析品質。 

(二)本公司放射試驗室於 81年6月初次獲得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之游

離輻射測試領域「劑量計測」5 項認可證書。環測組自 88 年 1 月起即

獲得「環境試樣放射性核種分析」6 項認可證書，並於 97 年起增項獲

得 17 項認可證書(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 L0068)，詳如附錄 2。 

(三)本公司放射試驗室環境偵測組於 104 年起參加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

主辦環境試樣放射性核種比較分析，歷年分析結果均符合要求，詳如

附錄 3。 

 

七、計畫執行說明 

(一) 新年度之變革 

1.因試驗室報告簽署人變更，TAF 證書更新，認證有效期限由 106 年 6 月

15 日至 109 年 6 月 14 日。 

2.109 年度環境背景輻射監測計畫監測作業內容除上述變動外，沿用 108

年度既有計畫內容。 

(二) 作業內容概述 

109 年度總取樣站數為 67 站，預計核能四廠須執行監測取樣分析約

44,472樣次，分別為直接輻射監測約 44,080 樣次、空氣樣約 342 樣次、

水樣約 24 樣次及沉積物試樣約 26 樣次。 

前述業務均由本公司放射試驗室負責規劃及執行，並由放射試驗室環

境偵測組負責執行核能四廠環境背景監測之相關業務。 

 

八、輻安預警措施 
監測結果如達環境輻射監測規範(5)訂定之調查基準時，本公司放射試驗室

內部應進行查證作業，並於確認數據後2小時內以電話或傳真通知總處轉

陳原能會，書面報告應於30日內送主管機關備查。查證結果將存檔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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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環測報告中說明。查證試樣取樣時，視需要採拍照存證方式執行，並

述明取樣時之環境狀況；環境監測異常事件查證與緊急通報流程圖，詳如

附錄7。 

 

九、人員組織 

(一)本公司放射試驗室環境輻射監測作業技術管理階層及主要技職人員職

掌分工表，詳如附錄 4。 

(二)本公司放射試驗室環境輻射監測作業組織管理系統圖，詳如附錄 5。 

 

十、前六年之輻射監測結果 

(一)前六年監測結果 

依據前六年核能四廠興建期間，各類環測試樣之放射性核種含量與直

接輻射監測結果均在天然輻射背景變動範圍內。 

1.加馬直接輻射 

加馬直接輻射之監測，分成兩大類，其一是以熱發光劑量計度量直

接輻射之累積劑量，另一則以高壓游離腔度量直接輻射之劑量率。 

 

附表 10-1 熱發光劑量計計讀結果         單位：毫西弗/年 

熱發光劑量計各站變動範圍 

107 年 108 年# 103-107 年 

3.29E-01～6.65E-01 3.32E-01～6.33E-01 3.29E-01～7.62E-01 

 監測變動範圍含對照站。 

 #：108 年監測數據為前 2 季統計之變動範圍。 

 

附表 10-2 高壓游離腔計讀結果        單位：微西弗/小時 

高壓游離腔各站變動範圍 

107 年 108 年# 103-107 年 

5.50E-02～1.45E-01 5.55E-02～1.20E-01 5.42E-02～1.65E-01 

 監測變動範圍含對照站。 

 #：108 年監測數據為前 2 季統計之變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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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氣樣品分析 

環境中之空氣樣品以連續抽氣設備收集，用以分析空氣中懸浮微粒

的總貝他活度含量，而一般所稱的空浮放射性物質就是指任何以灰

塵、煙、霧、蒸氣或氣體形式散佈於空氣中的放射性物質。按分析

所得結果顯示，總貝他活度均低於運轉前背景值，而碘-131 的含量

皆遠低於原能會所規定的調查基準。 

 

         附表 10-3 空氣微粒監測結果               單位：毫貝克*/立方公尺 

試樣別 107 年 108 年# 103-107 年 
原 能 會 
調查基準 

總貝他 
8.15E-02～ 
1.52E+00 

1.02E-01～ 
1.34E+00 

< MDA～
2.26E+00 

9.00E+01 

 < MDA ：表示低於本公司分析系統之最小可測量(參考表 2)。 

 監測變動範圍含對照站。 

 *：毫貝克為度量放射性核種活度的單位。 

（1 貝克為核種每秒自發衰變一次）。 

 #：108 年監測數據為前 2 季統計之變動範圍。 

 

3.水樣分析 

定期採取海水、飲水、河水及池水等樣品，經處理後再進行分析，

以瞭解電廠附近各類水樣中放射性核種的含量。加馬能譜分析所得

結果均僅為天然核種，而氚分析結果如附表 10-4： 

 

    附表 10-4  海水樣監測結果                    單位：貝克/公升 

試樣別（核

種） 

各站變動範圍 
調查基準 

107 年 108 年# 103-107 年 

海水 

（氚） 
< MDA     < MDA < MDA 1.10E+03 

 < MDA ：表示低於本公司分析系統之最小可測量(參考表 2)。 

 監測變動範圍含對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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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監測數據為前 2 季統計之變動範圍。 

 

 

 

4.沉積物試樣分析 

定期採取土壤及岸砂樣品進行加馬能譜分析，以瞭解放射性物質在

環境中的累積效應，而分析所得結果均遠低於原能會規定之調查基

準。                     

   附表 10-5    沉積物試樣監測結果           單位：貝克/公斤‧乾重 

各站變動範圍 銫-137 

試樣別 項 目 107 年 108 年# 103-107 年 

土壤 
測  值 

< MDA～

8.22E+00 
< MDA～

9.62E+00 
< MDA～

1.79E+01 

調查基準 7.40E+02 

 < MDA ：表示低於本公司分析系統之最小可測量(參考表 2)。 

 監測變動範圍含對照站。 

 #：108 年監測數據為前 2 季統計之變動範圍。 

 

十一、作業規劃 

有關 109 年度核能四廠環境背景輻射監測年度作業規劃量統計表詳見附錄 6。 

 

十二、參考資料 

1、 游離輻射防護法，民國 91 年 1 月 30 日總統令制定公布。 

2、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行細則，民國 107 年 11 月 16 日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修正。 

3、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民國 98 年 4 月 22 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修正。 

4、 輻射工作場所管理與場所外環境輻射監測作業準則，民國 105 年 6 月

27 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修正。 

5、 環境輻射監測規範，民國 98 年 11 月 11 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修正。 

6、 台灣電力公司，核能四廠歷年運轉前環境輻射監測年度報告。 

7、 台灣電力公司，環境偵測作業方法管理程序(RL-EM-003)。 

8、  ISO/IEC Guide 98-3:2008(en) Uncertainty of measurement — Part 3: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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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expression of uncertainty in measurement(量測不確定度表示方式指

引)。 

9、 量測不確定度之政策 TAF-CNLA-R06(6)  2014 年 8 月 26 日。 

10、 台灣電力公司，環境試樣放射性核種分析不確定度評估之研究完成報

告，民國 91 年。 

十三、附錄 

1、 核能四廠環境背景輻射監測取樣站方位距離表。 

2、 中華民國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項目摘要表及證書。 

3、 國際原子能總署主辦環境試樣放射性核種比較分析結果。 

4、 環境輻射監測作業技術管理階層及主要技職人員職掌分工表。 

5、 環境輻射監測作業組織管理系統圖。 

6、 核能四廠 108、109 年環測作業規劃量統計表 

7、 環境監測異常事件查證與緊急通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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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核能四廠環境背景輻射監測項目 

試樣別 試樣站數 取樣頻度 分析類別／頻度 

直接輻射 
 熱發光劑量計 40 季 加馬劑量／季 
 高壓游離腔 5 連續 加馬劑量／小時 
空氣 
 空氣微粒 6 連續 總貝他／週、加馬能譜／季 
水樣 
 海水 3 季 加馬能譜／季、氚／季 
累積試樣 
 土壤 13 半年 加馬能譜／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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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之預警措施基準 

試 

樣 

 

 

核種 

水 

(貝克／公升) 

空氣 

(毫貝克／立方公尺) 

農漁產品 

(貝克／公斤-鮮重) 

蔬菜、草樣 

(貝克／公斤-鮮重) 

奶樣 

(貝克／公升) 

沉積物 

(貝克／公斤-乾重) 

M 紀 調 M 紀 調 M 紀 調 M 紀 調 M 紀 調 M 紀 調 

總貝他 0.04 0.1 1 0.07 1 90 * 5  * 5  * 5  * 100  

氚 4.55 10 1100                

錳-54 0.07 0.4 40 0.10 0.6  0.08 0.3 110 0.24 0.5  0.09 0.4  1.20 3 110 

鐵-59 0.13 0.7 15 0.19 1.2  0.20 0.5 40 0.52 0.9  0.21 0.7  2.48 6  

鈷-58 0.07 0.4 40 0.10 0.6  0.08 0.3 110 0.24 0.5  0.09 0.4  1.31 3 110 

鈷-60 0.07 0.4 10 0.09 0.6  0.09 0.3 40 0.23 0.5  0.10 0.4  1.23 3 110 

鋅-65 0.16 0.9 10 0.22 1.5  0.29 0.5 74 0.57 1.0  0.24 0.9  3.13 7  

鍶-89 0.07 0.1  0.21 1.0  0.16 1.0  0.53 1.0        

鍶-90 0.02 0.1  0.23 1.0  0.10 1.0  0.17 1.0  0.12 10  * 10  

鋯-95 0.13 0.7 15 0.18 1.0  0.14 0.5  0.05 0.9  0.16 0.7  2.16 6  

鈮-95 0.08 0.7 15 0.12 1.0  0.08 0.5  0.25 0.9  0.10 0.7  1.46 6  

碘-131 0.09 0.1 1 0.22 0.5  30    0.36 0.4 4 0.05 0.1 0.4 2.14 3  

銫-134 0.09 0.4 2 0.11 0.6 370 0.07 0.3 8 0.25 0.5 37 0.10 0.4 3 1.46 3 74(20) 

銫-137 0.09 0.4 2 0.11 0.6 740 0.08 0.3 74 0.27 0.5 74 0.11 0.4 3 1.27 3 740(20) 

鋇-140 0.33 0.4 10 0.65 2.0  0.25 1.0  0.99 1.0  0.42 1.0 10 6.30 10  

鑭-140 0.07 0.4 10 0.21 2.0  0.05 1.0  0.24 1.0  0.10 1.0 10 1.72 10  

直接輻射 
(μSv／h) 

   0.01 0.01 1.0             

說明：1.”M”值為 MDA 值之保守估計值。 

2.“紀”表示紀錄基準，“調”表示調查基準。 

3.水樣不含雨水，雨水分析結果比照落塵規定。 

4.沉積物包括土壤、岸砂及海底沉積物，( )數值係指適用於岸砂。 

5.水的碘(I)-131 預警措施基準適用於飲用水。 

6.”*”表未執行該項分析。 

 

  

預 
警 
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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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核能四廠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方法簡表 
 

試 樣 類 別 分析類別 分 析 方 法 簡 介 

空氣微粒 總貝他 取樣後直接以低背景比例偵檢儀計測。 

空氣微粒 加馬核種 累積一季之量後直接以純鍺偵檢儀計測。 

土壤 加馬核種 烘乾後裝罐以純鍺偵檢儀計測。 

空氣碘 放射性碘 活性碳匣收集後直接以純鍺偵檢儀計測。 

海水 氚 經蒸餾後，以液體閃爍計測儀計測。 

直接輻射(高壓游離腔) 加馬劑量 
直接度量直接輻射劑量率，以無線電或 ADSL
傳送測量結果。 

直接輻射(熱發光劑量計) 加馬劑量 直接以熱發光計讀儀計測。 

註：灰樣於計測時皆已依鮮樣與灰樣之灰化比，換算回對應之鮮樣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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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核能四廠熱發光劑量計監測站分佈圖 

 

 

 

 
圖2 核能四廠高壓游離腔監測站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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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核能四廠空氣微粒取樣站分佈圖 

 

 

 
        圖4 核能四廠海水取樣站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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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核能四廠土壤取樣站分佈圖 

 

 
圖 6 核能四廠背景站取樣站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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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核能四廠環境背景輻射監測取樣站方位距離表 

站          名 地         點 方     位 距離（公里） 

熱發光劑量計(40 站) 

* TLD400 宜蘭 南南西 35－45 
TLD408 雙溪國中 西 5－6 
TLD411 五美村 北北西 1－2 
TLD413 觀測坪 東 0－1 
TLD414 福隆國小 東南 3－4 
TLD415 桂安（聖經廟） 東南東 4－5 
TLD416 卯澳 東南東 7－8 
TLD417 穗龍大橋 南 1－2 
TLD418 貢寮國小 南南西 2－3 
TLD424 澳底 北 2－3 
TLD425 和美 北北西 4－5 
TLD426 龍安宮 北 7－8 
TLD428 上林國小 西 9－10 
TLD430 仁和宮 北 1－2 
TLD431 龍門社區 東南 2－3 
TLD432 龜壽谷 東南 4－5 
TLD433 鶯歌石 東南 7－8 
TLD434 新社 南南東 1－2 
TLD435 虎子山 南南東 3－4 
TLD436 遠望坑街 南南東 4－5 
TLD437 田寮洋 南 2－3 
TLD438 草嶺古道拱型橋 南 5－6 
TLD439 水返港 南南西 1－2 
TLD440 龍崗村 南南西 4－5 
TLD441 風櫃斗 南南西 5－6 
TLD442 11B 西南 1－2 
TLD443 枋腳 西南 4－5 
TLD444 12B 西南西 1－2 
TLD445 公館大橋 西南西 4－5 
TLD446 生水池 西 1－2 
TLD447 13E 西 4－5 
TLD448 雙溪變電所 西 7－8 
TLD449 14A 西北西 0－1 
TLD450 石筍橋頭 西北西 7－8 
TLD451 瑞芳 西北西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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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名 地         點 方     位 距離（公里） 

TLD452 15B 西北 1－2 
TLD453 打鐵寮 西北 2－3 
TLD454 豐珠國小 西北 4－5 
TLD455 雞母嶺 西北 5－6 
TLD456 十分國小 西 14－15 

    
高壓游離腔(5 站) 

HPIC401 仁和宮 北 1－2 
HPIC403 昭惠廟 南南東 0－2 
HPIC405 水返港 南南西 0－2 
HPIC406 南側民宅 西南 0－2 
HPIC408 環廠道路 西南西 0－2 
    

空氣微粒(6 站) 
* APP400 宜蘭 南南西 35－45 

APP405 福隆國小 東南 3－4 
APP407 龍安宮 北 7－8 
APP412 貢寮大橋 西南 2－3 
APP417 雙溪變電所 西 6－7 
APP421 打鐵寮 西北 2－3 
    

海水(3 站) 
* SW400 宜蘭 南南西 35－45 

SW404 福隆海水浴場 東南 2－3 
SW405 和美 北 5－6 
    

土壤(13 站) 
* SL400 宜蘭 南南西 35－45 

SL404 龍崗村 南南西 3－4 
SL405 福隆國小 東南 3－4 
SL406 雙溪 西 6－7 
SL407 和美 北 6－7 
SL408 卯澳 東南東 7－8 
SL409 海岸風景區管理處 南南東 2－3 
SL410 雙玉村 南 3－4 
SL411 吉林 西南 5－6 

SL412 公館大橋 西南西 4－5 

SL413 文秀坑 西北西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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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名 地         點 方     位 距離（公里） 

SL414 豐珠國小 西北 3－4 

SL415 真理村 北北西 2－3 

    

* ：表對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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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中華民國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項目摘要表及證書 

 

認證單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放射試驗室             認證編號：0068 

認證類別 認可類別 
有效期限 

試樣別 分析項目 項目代碼 

環境保護 水樣 加馬核種分析 I001 109.06.14 

氚核種分析 I002 109.06.14 

總貝他分析 I003 109.06.14 

鍶 90 I004 109.06.14 

土壤 加馬核種分析 I001 109.06.14 

鍶 90 I004 109.06.14 

肉類試樣 加馬核種分析 I001 109.06.14 

鍶 90 I004 109.06.14 

乳類 加馬核種分析 I001 109.06.14 

鍶 90 I004 109.06.14 

空浮微粒 加馬核種分析 I001 109.06.14 

總貝他分析 I003 109.06.14 

鍶 90 I004 109.06.14 

植物 加馬核種分析 I001 109.06.14 

鍶 90 I004 109.06.14 

農漁產品 加馬核種分析 I001 109.06.14 

鍶 90 I004 109.06.14 
  

註：上表為環境樣品放射性核種分析與監測執行單位之認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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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國際原子能總署主辦環境試樣放射性核種比較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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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國際原子能總署主辦環境試樣放射性核種比較分析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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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國際原子能總署主辦環境試樣放射性核種比較分析結果(續) 

 

  A：〝Accepted〞When both accuracy and precision achieved accep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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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國際原子能總署主辦環境試樣放射性核種比較分析結果(續) 

A：〝Accepted〞When both accuracy and precision achieved accep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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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環境輻射監測作業技術管理階層及主要技職人員職掌分工表 
 

職 稱 主     要     職     掌 代  理  人 

環境偵測組長 

1.環境輻射監測作業技術管理階層                 

2.環境輻射監測報告簽署人 

3.環境輻射監測作業主管   

輻射計測課長 

環境偵測課長 

1.環境輻射監測作業技術管理階層 

2.環境輻射監測作業規劃、管理 

3.環境試樣取樣及分析處理作業之督導、執行 

輻射計測課長 

輻射計測課長 

1.環境輻射監測作業技術管理階層 

2.環境輻射監測報告簽署人 

3.環境試樣計測系統及測試標準之規劃與管理  

4.試樣計測及報告處理作業之督導與執行 

環境偵測課長 

環境化學課長 
1.環境試樣前處理作業之督導與執行 

2.環境試樣放射化學分析作業之督導與執行 
輻射計測課長 

品管電算課長 
1.環境輻射監測作業技術管理階層 

2.環境試樣放射性核種分析測試實驗室品質主管    
主辦品管電算 

主辦核種分析 

1.環境輻射監測計畫之編寫與製作 

2.環境輻射監測報告之製作 

3.核能設施外釋輻射劑量之評估 

4.核能設施監測異常結果研判與通報           

5.核能設施異常外釋輻射劑量之評估          

6.環境試樣取樣作業規劃 

7.環測資訊系統之維護與管理 

環境偵測課長 

主 辦 規 劃 
1.環境直接輻射系統之維護與管理           

2.環境輻射監測報告之製作 
主辦例行偵測 

協辦例行偵測 
1. 環境試樣取樣作業之執行 

2.環境試樣前處理作業之執行 
環境化學課長 

主辦例行偵測 

1.環境試樣加馬核種計測分析                

2.環境試樣加馬核種計測作業品質管制之執行  

3.加馬核種計測分析國內外實驗室間比較分析 

4.環境熱發光劑量計及直接輻射度量、分析 

協辦計測分析 

協辦計測分析 

1.環境試樣貝他暨氚核種計測分析與校正作業               

2.環境試樣貝他暨氚核種計測作業品質管制執行 

3.環境試樣鍶核種分析 

4.國內外實驗室間放射性核種比較分析 

主辦例行偵測 

主辦品管電算 
1.輻射監測資訊長期規畫之執行 

2.輻射監測資訊軟硬體技術支援 
品管電算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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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環境輻射監測作業組織管理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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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核能四廠 108、109 年環測作業規劃量統計表 

 

試樣別 108 年規劃量 109 年規劃量 說明 

熱發光劑量計 160 160 
109 年度環境輻射監測計畫

監測作業內容因109年度為

潤年致取樣量略有增加（5

站*24 時）。 

直接輻射 43,800 43,920 

空氣試樣 342 342 

水樣 24 24 

沉積物 26 26 

總計 44,352 44,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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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環境監測異常事件查證與緊急通報流程圖 

 

 

 

 
 
                                   

                                                              

                                                                            

 

 

 

 

 

 

 

 

 

 

 

 

 

 

  

   

 

 

  

 

 

 

註：本流程圖參考「輻射工作場所管理與場所外環境輻射監測作業準則」及「環境輻射監測規範」。   

是 電話或傳真通知原能會 

同一試樣 
重新分析 

環境監測結果是否超過調查基準 

環境試樣計測度量 

氚分析、鍶-90、
總貝他分析 

加馬核種分析 

檢 查 K-40 核 種
1460.8 keV 能峰位
置是否偏移？ 

直接輻射 

監測系統是否正常 

確認輸入數據正常、試樣及標籤正確、 
    屏蔽、計測容器無污染，偵檢器正常 

是否受氣象、環境 
條件及核爆影響 

更換儀器重複計測 

否 

是 

是 

數據是否正確 是否異常排放 

是 否 否 

否 

是 
 

重新取樣分析 

錯誤
數據
剔除 

是 
記錄 
原因 

否 

是 

否 

依特別計畫執行取樣分析 

正式調查報告函報原能會 

擬訂特別監測計畫 

監測數據輸入環測資訊系統，按期製作環測報告， 
並於環測報告中說明異常原因 

否 

(2 小時通報原能會且 30
日書面報告送原能會) 

監測數據輸入環測資訊系統，按期製作環測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