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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細則依原子能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第二條第二款所稱之核子原料係指： 

一、釷礦物、鈾礦物或鈾釷混合之礦物，其含有鈾、釷之成份重量

比在萬分之五以上者。 

二、任何物理或化學形式之鈾、釷或二者之混合物；但不包括第三

條所指之核子燃料在內。 

三、其他經行政院指定為核子原料之物料。 

 

第  三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三款所稱之核子燃料係指： 

一、能由原子核分裂之自續連鎖反應而產生能量之物料。 

二、鈽、鈾－二三三、鈾－二三五及以鈽、鈾二三三或鈾二三五濃

縮之物料。 

三、其他經行政院指定為核子燃料之物料。 

 

第  四  條    本法第二條第五款所稱之核子反應器係指： 

一、研究用核子反應器：以教學、研究或實驗為主要任務之反應器。 

二、動力用核子反應器：以產生動力為主要目的而設計或運轉之反

應器。 

三、其他核子反應器：不屬於以上兩款之核子反應器。 



第  五  條    本細則所稱安全管制之核物料，係指左列一種或多種物料之總重量

在五千公克以上者而言。 

一、鈾－二三五（鈾中含鈾－二三五同位素濃縮度在百分之二十以

上）。 

二、鈾－二三三。 

三、鈽。 

四、鈾－二三五、鈾－二三三及鈽之合併物。 

前項總重量之計算公式為：總重量（公克）＝鈾－二三五含量（公

克）＋二．五×［鈾－二三三重量（公克）＋ 鈽重量（公克）］。 

核子燃料中含有鈾－二三五（濃縮度未滿百分之二十）、鈾－二三

三及鈽，依前項公式之計算，其總重量在五千公克以上者，準用第一項

之規定。 

 

第  六  條    國內有關原子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應將年度計畫及其研究發

展情形，報由主管機關核轉原子能委員會備查，並接受原子能委員會之

督導。其擬與國外原子能機構訂立合作計畫者，應經原子能委員會核准。 

 

第  七  條    本法第十八條所稱核子反應器所生產之可分裂物質，係指鈽、鈾－

二三三及其他經行政院所指定之可分裂物質。 

前項可分裂物質，應每半年向原子能委員會申報一次。其申報時間

為每年七月十五日及次年一月十五日以前。 

 

第  八  條    核子設施之周圍地區，應按核子事故發生時可能導致損害之程度，

劃分左列兩區：  

一、禁建區：係核子事故發生後，於其邊界上之人在二小時內，接

受來自體外分裂產物之全身劑量不超過二五０毫西弗（二十五

侖目），或來自碘之甲狀腺劑量不超過三西弗（三百侖目）之

緊接核子設施地區。 

二、低密度人口區：係核子事故發生後，於其邊界上之人自放射性

雲到達時起至全部通過時止， 所接受來自體外分裂產物之全身

劑量不超過二五０毫西弗（二十五侖目），或來自碘之甲狀腺

劑量不超過三西弗（三百侖目）之緊接禁建區之地區。 

 

第  九  條    核子設施之設置地點，除須符合禁建區及低密度人口區之要求外，

其與二萬五千人以上人口集居地區之距離，至少應為低密度人口區半徑

一又三分之一倍。 



前項設置地點由核子設施經營人選定後，報請原子能委員會依據核

子設施初期安全分析報告及地區實際狀況，劃定禁建區及低密度人口區

之半徑，並會商區域計畫主管機關核定之。必要時並應依法建議變更區

域計畫。 

 

第  十  條    禁建區及低密度人口區之具體範圍，應由該核子設施經營人視需要

繪製四千八百或一千二百分之一比例尺地形圖四份，送經原子能委員會

會商內政部、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有關單位後，報請行政院核定，

轉由該管縣（市）政府於二個月內會同核子設施經營人分別設立界樁並

公告實施。設立界樁之費用，由核子設施經營人負擔。 

 

第 十一 條    核子設施經營人，對禁建區內土地，除公路、鐵路、水路外，應在

核子設施預定使用期間內，依法取得使用權。核子事故發生時，對於通

過禁建區之公路、鐵路或水路得隨時封鎖，以便專供處理核子事故及疏

散之用外，並應立即通知當地治安機關。 

 

第 十二 條    低密度人口區，得供居民居住，但各級政府及公私團體，不得在該

區內規劃或設置新社區、工廠及學校。 

 

第 十三 條    生產或持有核子原料，應填具附件（一）之申請書，向原子能委員

會申請核發核子原料執照。但所生產或持有之核子原料合於左列情形之

一者，免於請發執照。 

一、鈾礦物、釷礦物或鈾、釷混合之礦物，所含鈾、釷成份重量比

低於萬分之五者。 

二、混合物、化合物、溶液或合金、所含核子原料之重量比低於萬

分之五者。三、核子原料中含鈾、釷成份重量比在萬分之五以

上，而鈾、釷之總重量不超過一公斤者。 

 

第 十四 條    申請核子原料執照，應符合左列規定： 

一、使用目的與本法第一條規定相符。 

二、申請人或所僱用之技術人員具有安全處理核子原料之訓練或經

歷。 

三、設備、設施及操作程序，足以保護工作人員及人民之健康。 

四、不致造成環境污染。 

五、有嚴密之管理及料帳制度，並劃定物料計算區。 

前項第五款所稱物料計算區，分為主要核子設施、研究發展設施及



其他處所，由核子原料或核子燃料所有人依物料之使用、生產、處理等

要求劃分，報經原子能委員會核准，以便實施管制之區域。 

 

第 十五 條    生產或持有核子燃料，應填具附件（二）之申請書，向原子能委員

會申請核發核子燃料執照。但所生產或持有之核子燃料合於左列情形之

一者，免請發執照。 

一、含鈽之總活度在３．７×１０貝克（零點一微居里）以下者。 

二、含鈾－二三三、鈾－二三五之總活度在３．７×１０貝克（一微

居里）以下者。  

 

第 十六 條    申請核子燃料執照除應合於第十四條之規定外，並應具有履行核子

損害賠償之責任保險或財務保證之能力。但其生產或持有之核子燃料含

有鈾－二三五在五百公克以上、鈽在三百公克以上或鈾二三三在三百公

克以上者，其操作、使用、儲存核子燃料地區應設置適當之伽馬及中子

監測設備，訂有完整之緊急處理程序，並定期演習。 

前項緊急處理程序及定期演習計畫應報請原子能委員會核准。 

 

第 十七 條    製造鈽輻射源者，應經原子能委員會許可。其持用者，應向原子能

委員會登記。 

 

第 十八 條    核子燃料之移轉在一公克以上者，移轉雙方應先報請原子能委員會

核准。其移出或移入物料計算區者亦同。但免請發執照者，其移轉 庸報

經原子能委員會之核准。 

 

第 十九 條    核子反應器內，未經原子能委員會依法核發使用執照者，不得放置

核子燃料。 

 

第 二十 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三款及第二十二條第四款所稱完整紀錄，係指核

子原料及核子燃料之料帳紀錄。持照人應於每年七月十五日及次年一月

十五日以前， 根據半年之料帳紀錄， 填報附件（三）之核子物料平衡

表，送請原子能委員會備查。 

 

第二十一條    核子燃料之持照人，對核子燃料所發生之任何意外臨界事故及正常

運轉以外之損失，應即報告原子能委員會。其在同一時期內持有之核子

燃料鈾－二三五、鈾－二三三及鈽之總重量超過五公斤者，應於每半年

或在原子能委員會指定之期限內，對所持有之核子燃料估算或盤存一次。 



 

第二十二條    公私立機構或個人合法持有或使用安全管制之核物料者，其輸入、

輸出、運送或儲存之安全管制，應依第二十三條至第三十二條之規定辦

理，各該條未規定者依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及其他有關法令之規定。 

 

第二十三條    申請安全管制之核物料輸入輸出者，應檢附其運送計畫及安全管制

計畫（包括儲存）各一份，報經原子能委員會核准後為之。 

 

第二十四條    安全管制之核物料由公路運送者，除依核准之運送計畫將有關運送

事宜通知當地及沿途軍警機構外，並應依左列規定辦理： 

一、除不得違反道路行車速率外，行車一至二小時，應停車於曠野

路旁休息，並施行警戒，行車四小時以上，應停車更換駕駛人。 

二、運送車輛之前後應有適當標誌之前導車先行及護送車隨後押

運。如係二車以上之運送，車隊應有巡邏車往來巡視。每一運

送車隊均應派護送人員及隨帶無線電通訊器之武裝警察。 

三、依照道路交通安全規則有關汽車裝載危險物品及行車之規定辦

理。 

四、預先協調軍警機構於沿途實施交通管制及排除道路障礙。 

 

第二十五條    安全管制之核物料應盡量避免由鐵路運送。但必須由鐵路運送者，

除依核准之運送計畫實施外，並依左列規定辦理： 

一、須以專列火車或附掛於貨物列車之專車運送。 

二、至少指派護送人員一人，於停車靠站時下車監視，並與車站軍

警聯繫。 

三、將運送有關資料先行通知鐵路局及沿途軍警機構，並請於各預

定停靠站指派軍警注意戒備及與護送人員聯繫。 

四、列車抵達目的站時，立即在護送人員監視下提貨，不得進庫儲

存。 

 

第二十六條    安全管制之核物料由海洋運送者，除依核准之運送計畫，將有關運

送事宜通知起卸港之港務管理機關及當地、沿途軍警機構外，並依左列

規定辦理： 

一、包件必須置於可予隔離並加封條上鎖之船艙或貨櫃內，並指派

護送人員一人監視之。 

二、船舶抵達目的港時，立即在護送人員監視下提貨，不得進庫儲

存。 



 

第二十七條    安全管制之核物料由空中運送者，除依核准之運送計畫，將有關運

送事宜通知民用航空站及當地、沿途軍警機構外，應以貨機運送，並指

派護送人員一人護送之。 

 

第二十八條    安全管制之核物料不論係由公路、鐵路、海洋或空中運送，均應採

用直達運送。如遇意外事故必須轉運時，應於護送人員監視下為之。 

 

第二十九條    安全管制之核物料，其儲存地區應由所有人依其重要性劃分為左列

三區，報經原子能委員會核准，並實施管制。 

一、管制區：外圍以不易攀越之密集鐵剌網或頂端加裝密集鐵剌網

之圍牆圍繞，置崗哨，並設置專業警察看守，僅許管制及工作

人員配帶附有照片之識別證，或訪客經批准由專人陪同，憑參

觀證並經登記後始得進出之區域。 

二、物料區：在管制區內，存放安全管制之核物料，任何人員非經

批准不得進入之區域。  

三、重要區：在管制區內，置有可導致公眾危險之重要設備，任何

人員非經批准不得進入之區域。 

前項物料區及重要區之建築強度應在普通住宅強度二倍以上，並應

採用防火材料，裝設自動火警偵測器、防盜警鈴及消防系統，其進出口

平常均保持鎖住狀態，且派管理人員看守外，於重要區周圍並應裝置夜

間照明設備及配置無線電通訊設備。 

 

第 三十 條    依前條規定進出物料區或重要區之人員不得攜帶危除物品、照相

機、手提袋、手提箱等物，於進出時並應接受檢查。 

前條各區內所使用之鎖具鑰匙，於使用人員調動時應予更換。 

 

第三十一條    安全管制之核物料之持有人或使用人，應為左列記錄存檔，以備原

子能委員會檢查。 

一、警衛、護送人員及管理員之姓名、住址。 

二、被允許進入物料區、重要區人員之姓名、住址及識別證（或參

觀證）證號。 

三、訪客進入之時、地、訪問理由及停留時間。 

四、鎖鑰之管制程序。 

五、定期盤存核物料及報請上級核備情形。 

六、各區內警報系統、消防系統、照明設備、緊急設施定期檢查之



結果，狀況。 

第三十二條    安全管制之核物料有盜失、破壞或其他事故發生時，其持有人或使

用人應立即先行報告原子能委員會，並於十五日內提出詳細之書面報告。 

 

第三十三條    在中華民國國境內，非經原子能委員會核准並發給執照，不得建造

或運轉核子反應器。   

外國國民、公司或團體在中華民國國境內設置核子反應器並須先經

行政院核准，始得依法申請建廠（造）執照。 

 

第三十四條    申請核發核子反應器建廠（造）執照，應於設置地點核定後，開始

建造前，填具附件（四）之申請書，並附送載明左項列事項之核子反應

器初期安全分析報告。 

一、設置地點之敘述與安全分析。應特別述明為適應所選設置地點

特性而設計之核子反應器主要結構，系統及組合件。 

二、核子反應器設計與運轉特性及安全考慮之概述。 

三、核子反應器結構、系統及組合件之初步分析及評估。 

四、核子反應器廠之組織計畫、人員訓練計畫及初步運轉督導計畫。 

五、與保證品質有關之設計、施工及檢驗計畫。 

六、應付緊急事件之初步計畫。 

申請動力用核子反應器建廠（造）執照者，其初期安全分析報告並

應載明左列事項：  

一、在正常運轉及可預見事故下，氣體及液體放射性物質之釋放量。 

二、核子反應器在正常運轉下，每年以液體形態及氣體形態（包括

氣體、鹵素化合物、微粒等）釋放至禁區以外之各種主要放射

性核種數量之估計。 

三、固體廢料之裝盛、儲存及運至廠區以外之計畫。 

 

第三十五條    原子能委員會認為前條之申請，於設計上已足以維護公眾健康與安

全者，得發給建廠（造）執照；但在建造進行期間，得隨時派員檢查。 

前項執照應記載完成建造或修改工程之期限及其限制事項。 

 

第三十六條    申請核發核子反應器使用執照，應於初次安放燃料前，填具附件（五）

之申請書，並附送載明左列事項之該反應器設施之安全性綜合報告（終

期安全分析報告）及核子反應器安全運轉之技術規範。 

一、有關設置地點特性之最新資料。 

二、核子反應器結構、系統及組合件之最後分析與評估。 



三、放射性物質及輻射劑量之管制方法。 

四、核子反應器廠之組織。 

五、運轉前檢查計畫及試運轉計畫。 

六、正常運轉、維護、監察及定期檢查計畫。 

七、緊急事件應變計畫。 

前項反應器技術規範經原子能委員會核定後， 非經以書面報請核

准，不得變更。 

 

第三十七條    核子反應器使用執照之期限，不得超過四十年。於執照有效期間，

原子能委員會除得隨時通知檢送有關資料外，為維護公眾建康與安全之

必要，並得採行左列措施：  

一、變更執照之許可事項或撤銷其執照。 

二、經行政院核准後，命持照人變更反應器結構，系統或其他必要

之措施。 

 

第三十八條    凡操縱或指揮他人操縱核子反應器控制裝置者為核子反應器運轉轉

人員，分運轉員及高級運轉員兩種，其操作範圍依左列規定： 

一、運轉員：以手操縱核子反應器控制裝置。 

二、高級運轉員：指揮執行反應器使用執照之許可事項或指導運轉

員工作。 

前項所稱控制裝置，係指操縱此項裝置時，將直接影響核子反應器

之反應率或改變反應功率之機具。 

 

第三十九條    運轉人員執照由核子反應器持照人填具附件（六）之申請書依左列

規定申請，經通過原子能委員會之筆試及運轉測驗後核發之。 

一、運轉員：須係公立或立案之私立高級中學或同等學校以上畢業，

身心健康，曾受運轉操作訓練一年以上者。 

二、高級運轉員：須係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大專以上學校畢業，身心

健康，曾受運轉操作訓練一年以上或運轉員具有二年以上實際

操作經驗者。 

 

第 四十 條    申請運轉人員執照者如未通過筆試或（及）運轉測驗，得於接獲通

知之日起兩個月後申請第二次測驗。其仍未通過者，須於接獲第二次通

知六個月後始得申請第三次測驗。再未通過者，須於接獲第三次通知兩

年後重行申請測驗。 

 



第四十一條    運轉人員執照之有效期限為二年，期滿得填具申請書向原子能委員

會申請換發之。  

申請換發運轉人員執照，須身心健康及最近兩年內從事運轉工作或

參加運轉再訓練實績良好。其未實際從事運轉工作或未參加運轉再訓練

者，須通過筆試或（及）運轉測驗。 

 

第四十二條    核子反應器啟動、燃料更換或功率減低後再行升高時，應有高級運

轉員在場監督；於運轉時，控制室中須有持照之運轉人員一人以上在場

執勤。 

能直接影響核子反應器反應率或反應功率之控制裝置，除第四十四

條之規定外，應由持照之運轉人員操作之。其他能間接影響核子反應器

反應率或反應功率之機件，應在持照之運轉人員許可下操作之。 

 

第四十三條    運轉人員應依其執照所載之核子反應器或指定之部分操作之。其因

疾病有判斷或操作錯誤之虞者，核子反應器持照人應即停止其運轉工

作，並報告原子能委員會。 

 

第四十四條    左列人員運轉核子反應器時，免申領執照。 

一、學校學生在運轉人員現場指導下，為訓練而運轉研究用核子反

應器。 

二、接受運轉訓練之人員在運轉人員現場指導下，為訓練而運轉核

子反應器。 

 

第四十五條    核子反應器持照人拆除或廢棄其設備時，應先將其拆除程序、處理

具有放射性物質之計畫及廠地除污計畫，報請原子能委員會核准；其拆

除及處理結果，應報由原子能委員會檢查，合格者，除由該會通知內政

部、直轄市、縣（市）政府廢止禁建區及低密度人口區之管制外，並報

請行政院核備。 

 

第四十六條    本法第二十六條所稱放射性物質，係指核子原料、核子燃料以外，

能產生自發性核變化而放出游離輻射之物質或含有上述物質之機具。所

稱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係指核子反應器以外，用電場、磁場、原子核

反應或其他方法產生游離輻射之設備。 

前項物質及設備，按其使用目的，分醫用及非醫用兩類。 

 

第四十七條    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執照分為非密封放射性物質、密



封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三種，應由所有人填具附件（七）

之申請書，報由原子能委員會審查合格後發給執照；屬於醫用之放射性

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執照，應會同衛生署發給之。 

前項所稱醫用之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係指供醫療用

之放射性同位素及放射線醫療設備；其儲存、裝置、使用或試驗，應依

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及醫用游離輻射安全規定（附件（八））辦理。 

前項所稱供醫療用之放射性同位素，係指以口服、注射或其他方法

直接進入人體內部之放射性物質。 

醫用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之申請購置條件或資格，應

符合衛生署之規定。  

 

第四十七條之一     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之安裝、改裝，其安全檢查及游

離輻射測量，原子能委員會得指定機構協助檢測；其實施辦法由原子能

委員會定之。 

 

第四十八條    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之所有人，應每半年將現況、異

動狀況及生產紀錄向原子能委員會申報一次。其申報時間為每年七月十

五日及次年一月十五日以前。操作人員有有異動時，應一併申報。 

 

第四十九條    本法第二十六條第三款醫用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操作

執照，分為左列三種，並按醫師、牙醫師及醫用放射線技術師、技術士

分別發給；無操作執照者不得操作。但於醫院接受臨床訓練之醫師、牙

醫師，或於醫院實習之國內醫學院校學生或畢業生，在領有操作執照人

員指導下從事操作訓練者，免申領操作執照。 

一、放射線診斷設備操作執照。 

二、放射線治療設備操作執照。 

三、放射性同位素使用操作執照。 

 

第 五十 條    醫師、牙醫師申請醫用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操作執

照，應檢送醫用游離輻射防護訓練結業證書，並填具附件（九）之申請

書送由原子能委員會會同衛生署核發之。 

前項醫用游離輻射防護訓練，由原子能委員會會同衛生署辦理之。 

領有放射線專科醫師證書者，申請第一項之操作執照時，免檢送醫

用游離輻射防護訓練結業證書。 

 

第五十一條    申請醫用放射線技術師或技術士操作執照者，應填具附件（十）之



申請書，檢附考試或檢覈及格證書，送由原子能委員會會同衛生署核發

之。 

領得醫用放射線技術師操作執照或醫用放射線技術士操作執照之技

術師或技術士，須由領有操作執照之醫師或牙醫師之指導，始得操作醫

用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 

 

第五十二條    （刪除） 

 

第五十三條    （刪除） 

 

第五十四條    （刪除） 

 

第五十五條    （刪除） 

 

第五十六條    本法第二十六條第三款非醫用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之

操作執照，分為初級、中級及高級三種，其操作範圍依左列規定： 

一、領有初級操作執照者，得操作未滿３．７×１０貝克（一百居里） 

之密封放射性物質、未滿免予管制量一萬倍之非密封放射性物

質、未滿五十萬伏巔值之Ｘ光檢查設備或粒子最大能量未滿五

十萬電子伏之質點加速設備。 

二、領有中級操作執照者，得操作未滿１．８５×１０貝克（五千居

里） 之密封放射性物質、未滿免予管制量五十萬倍之非密封放

射性物質、未滿一千萬伏巔值之Ｘ光檢查設備或粒子最大能量

未滿一千萬電子伏之質點加速設備。 

三、領有高級操作執照者，得操作任何密封或非密封放射性物質或

任何能量之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 

 

第五十七條    前條操作執照，應具有左列資格，並填具附件（十一）之申請書，

向原子能委員會申請核發之。無操作執照者，除合於第五十八條規定者

外，不得操作。 

一、申請初級操作執照：須係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大學或經教育部承

認之國外大學有關游離輻射科系畢業或曾受原子能委員會認可

之游離輻射防護訓練並具有六個月以上之操作訓練，持有證明

者。 

二、申請中級操作執照：須係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大學研究所或經教

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研究所從事有關核能之研究所畢業或曾受



原子能委員會認可之游離輻射防護訓練並具有二年以上實際操

作經驗，持有證明者。 

三、申請高級操作執照：須係曾受原子能委員會認可之游離輻射防

護訓練並具有前條第二款或第三款所定操作之實際經驗三年以

上，持有證明者。 

原子能委員會為鑑定申請人所具操作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射

設備之能力及游離輻射防護知識，得舉行測驗（包括實作）。 

 

第五十八條    左列人員，免申領非醫用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操作執

照： 

一、各中等學校之教員及在教員直接監督下之學生，在學校內從事

未滿３．７×１０貝克（一百毫居里）之密封放射性物質、未滿

免予管制量一百倍之非密封放射性物質、未滿一萬伏巔值之Ｘ

光試驗設備或粒子最大能量未滿一萬電子伏之質點加速設備之

操作者。 

二、各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之教員、研究人員或在教員或研究人員

直接監督下之學生，在該學校或機構內，從事未滿３．７×１０

貝克（一居里）之密封放射性物質、未滿免予管制量一千倍之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未滿十萬伏巔值之Ｘ光試驗設備或粒子最

大能量未滿十萬電子伏之質點加速設備之操作者。 

三、在領有操作執照人員直接指導下從事操作訓練者。 

 

第五十九條    放射性物質依本法第二十六條第十一款免予管制之限量，依游離輻

射防護安全標準第四表第十欄之規定。 

 

第 六十 條    本法所定各種執照定有期限者，於期限屆滿時失其效力。但經持照

人於執照有效期限屆滿三十日前，向原子能委員會申請換發新執照者，

在申請換發新執照期中，原領執照仍繼續有效。  

各種執照所記載之事項有變更者，持照人應於知悉或發生日起十五

日內向原子能委員會申請變更登記，並換發新執照。 

 

第六十一條    違反本法所定防護管制應作為及不作為之義務者，原子能委員會得

令其限期改善。其有本法第三十條至第三十二條規定之情事者，由原子

能委員會移送該管法院辦理。 

 

第六十二條    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應收之費用及標準規定如附件（十 



二）。 

 

第六十三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附件一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核 子 原 料 執 照 申 請 書 

壹、申請人： 

個人：姓名________出生___年___月___日國民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關（公司行號）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省(市)____縣(市)____區(鄉鎮)___路(街)___段___巷____弄____號 

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貳、已領執照號碼(初領時免填)： 

申請修正執照記載事項之理由： 

參、申請之目的與期限： 

目的： 

期限：自中華民國____年____月____日起至中華民國____年____月___日 

肆、申請事項： 

     

工作種類 核子原料名稱 規格 數量 工作地點 工作人員姓名 

      

伍、保管情況： 

 

核子原料名稱 規格 數量 存放地點 儲存設備 負責人姓名 

      

陸、人員情況： 

一、工作人員 

游離輻射防護訓練 

 

游離輻射工作經驗 

 

姓名 職稱 性別 出 生 

年月日 

訓練

種類

訓練

單位
期限

有無

證件

工作

單位

工作

性質 
期限 

有無

證件 

            

 

二、輻射防護人員  

游離輻射防護訓練 

 

游離輻射工作經驗 

 

姓名 職稱 性別 出 生 

年月日 

訓練

種類

訓練

單位
期限

有無

證件

工作

單位

工作

性質 
期限 

有無

證件 

            

柒、輻射偵檢及一般安全設備： 

    一、輻射偵檢儀具 

儀具 型 製造廠商 數量 儀具性能 儀具校正 備註 



名稱 式 名稱 地址 偵檢

射線

種類

偵檢

範圍

執行

單位

校正 

方法

校正

期間 

           

二、安全設備(包括操作工具、遙控工具、屏蔽設備、防護設備、消防設備等) 

製造廠商 

 

設備  

名稱 

型式 

名稱 地址 

設備性能 備註 

      

捌、人員監測： 

    一、體外劑量測定 

監測用具 數量 測讀範圍 期限 測讀單位 備註 

      

二、體內劑量測定 

生化分析 

 

全身計測 

分析核

種名稱 

方法 期限 執行單位 計測方法 期限 執行單位 

備註 

        

玖、工作場所描述： 

敘述廠房構造情形與使用之材料，廠房佈置情形等並附圖解釋。 

拾、輻射防護計畫： 

人員及地區監測計畫，管制措施、污染偵測與環境污染之防止等。 

拾壹、放射性廢料處理計畫： 

詳細說明廢料形式、種類、數量、放射性強度與廢料處理程序，放射性廢料如

係轉運委託其他服務機構處理，應說明服務機構名稱、地址及包裝運輸情形。 

拾貳、簽證： 

申請人保證本申請表填報項目內容完全屬實，如有虛報情事，願受有關法規之

處罰。 

 

 

 

申請人：______________簽章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附件二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核 子 燃 料 執 照 申 請 書 

伍、申請人： 

個人：姓名________出生___年___月___日國民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關（公司行號）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省(市)____縣(市)____區(鄉鎮)___路(街)___段___巷____弄____號 

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是否受外國個人或機關之控制：是 ________ 否 ________ 

陸、已領執照號碼(初領時免填)： 

申請修正執照記載事項之理由： 

柒、申請之目的與期限： 

目的： 

期限：自中華民國____年____月____日起至中華民國____年____月___日 

捌、申請事項： 

     

規格 

 

工作種類 核子燃料名稱 

同位素

成份 

化學及 

物理形態

數量 工作地點 工作人

員姓名 

       

    如在工作時產生新核子燃料，請填下表 

     

產生新燃料之   

工作種類 

新燃料之核種名稱 預估數量 處理方法 備註 

     

執行所申請工作之計畫： 

伍、保管情況： 

 

核子燃料名稱 規格 數量 存放地點 儲存設備 負責人姓名 

      

 



陸、人員情況： 

三、工作人員 

游離輻射防護訓練 

 

游離輻射工作經驗 

 

姓名 職稱 性別 出 生 

年月日 

訓練

種類

訓練

單位
期限

有無

證件

工作

單位

工作

性質 
期限 

有無

證件 

            

 

四、輻射防護人員  

游離輻射防護訓練 

 

游離輻射工作經驗 

 

姓名 職稱 性別 出 生 

年月日 

訓練

種類

訓練

單位
期限

有無

證件

工作

單位

工作

性質 
期限 

有無

證件 

            

柒、輻射偵檢及一般安全設備： 

    一、輻射偵檢儀具 

製造廠商 儀具性能 儀具校正 儀具

名稱 

型

式 名稱 地址 

數量

偵檢

射線

種類

偵檢

範圍

執行

單位

校 

正 

校正

期限 

備註 

           

二、安全設備 

製造廠商 

 

設備  

名稱 

型式 

名稱 地址 

設備性能 備註 

      

捌、人員監測： 

製造廠商 

 

設備  

名稱 

型式 

名稱 地址 

設備性能 備註 

      

 



玖、工作場所之設備與器具： 
包括操作工具、遙控器具、屏蔽設施、排氣設施、套手工作箱、輻射標誌、牆壁、地

板表面材料、火災及水災之防範，以及佈置情形等。 

拾、輻射防護與安全計畫： 

輻射防護工作計畫與管制措施，包括人員及地區監測計畫工作場所之污染偵

測，工作場所及周圍上下鄰近房間之輻射強度檢查，設備儀器之維護與修理，

以及檢查維護工作之時間間隔，檢查試驗之工作步驟，意外事故，特別是臨界

事故之防範及其處理以及防止環境污染之監測設備。 

拾壹、放射性廢料處理計畫： 

詳細說明廢料形式、種類、數量、放射性強度與廢料處理程序。 

放射性廢料如係轉運委託其他服務機構處理，應說明服務機構名稱、地址及包

裝運輸情形。 

拾貳、緊急疏散計畫：詳細說明各種意外事故發生時之緊急疏散計畫。 

拾參、財務情況：（必要時由原子能委員會通知填報） 

拾肆、同時持有核子燃料中之鈾-二三五、鈾-二三三及鈽之總重達五公斤以上且 

非用於核反應器中，亦非密封放射源時，應填送完整之材料管制及帳務程 

序，包括： 

    (一)接收、儲存、運送核子燃料之程序。 

    (二)使用或處理核子燃料之程序。 

(三)決定「處理損耗」之程序。 

(四)核子燃料之紀錄與報告程序。 

(五)實際盤存與測定之程序及其頻度。 

(六)保證能適當執行上述各程序之行政管制。 

拾伍、簽證： 

申請人保證本申請表填報內容完全屬實，如有虛報情事，願受原子能委員會有

關法規之處罰。 

 

 

 

 

 

 

 

 

申請人：______________簽章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附件三    中 華民國核子物料平衡報告表  

表格編號 NUCLEAR MATERIAL BALANCE REPORT 

CAEC Form REPUBLIC OF CHINA Page 

__of __ Pages 

條    約─Agreement(s)：______________ 期    間─Period Covered：

___________ 

物料來源─Origin of Material：__________ 物 料 種 類 ─ Type of 

Material：__________ 

帳務地區─Accounting Area：___________ 料帳單位─Reporting Unit：

___________ 

元素或分裂性同位素總重

量 

Weight of 
項目 

Entry No 

存量變更種類或說明 

Type of Inventory Change or Statement 
Element Fiss. 

Isot. 

1 起始存量─Beginning Inventory   

2 受 自 其 他 國    家─Countries   

3 RECEIPTS 帳務地區─Accounting Area   

4 FROM OTHER 物 料 帳 目 ─ Material 

Accounts 

  

5 核生產─Nuclear Production   

6 解除豁免─De-Exemption   

7 混合─Blending   

8 移 至 其 他 國    家─Countries   

9 SHIPMENTS 帳務地區─Accounting Area   

10 TO OTHER 物 料 帳 目 ─ Material 

Accounts 

  

11 核損失─Nuclear Loss   

12 測後丟棄─Measured Discard   

13 保留廢料─Retained Waste   



14 豁免─Exemption   

15 其他損失─Other Loss   

16 進位調整─Rounding Adjustment   

17 結存帳面存量─Ending Book Inventory   

18 輸 出 ／ 接 受 差 額 ─ Shipper/Receiver 

Differences 

  

19 未計物料─Material Unaccounted for   

20 進位調整─Rounding Adjustment   

21 調 整 帳 面 結 存 ─ Adjusted Ending Book 

Inventory 

  

22 實際存量─Physical Inventory   

日期 Date：                   

簽名 Signature：                



附件四 

核子反應器建廠執照申請書 

申請人姓名：   通信地址：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一、 基本資料 

個人經營時：所有人姓名：   籍貫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共同經營時：共同經營人姓名：   籍貫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公司（機關）經營時：名稱：    地址：                  

  負責人姓名：   籍貫   通信地址：                 

二、 核子反應器程式及製造廠商： 

三、 核子反應器使用目的： 

四、 核定之建廠地址： 

五、 建廠開始日期：  年  月  日 

六、 預定完工日期：最早  年  月  日 

最晚  年  月  日 

七、 是否與外國人合作，或接受外國政府、機關、或個人之控制。 

八、 檢討資料： 

1.初期安全分析報告。 

2.技術補充資料。 

3.防止放射性物料外釋資料。 

4.建廠工作之財務保證資料。 

（如有分類保密資料應分別交送） 

申請人保證本申請表及檢附資料之內容均屬確實，如有虛偽情事，願接受行政

院原子能委員會有關法規之處罰。 

 

 

申請人簽章：    



附件五 

核子反應器使用執照申請書 

申請人姓名：   通信地址：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一、 基本資料 

（如與建廠執照申請書所填報內容有異時，請在此處填報） 

二、 反應器廠建造情形概述。（包括是否有未完成項目） 

三、 預定加添燃料日期：  年  月  日 

四、 預定臨界運轉日期：  年  月  日 

五、 預定低功率運轉（低於全功率）期限：自  年  月  日 

起至  年  月  日止。 

六、 預定首次高功率運轉日期：  年  月  日 

功率大小    預定日期 

全功率之 10％    

全功率之 20％    

全功率之 50%    

全功率之 80%    

全功率運轉 

全功率運轉 

七、 申請運轉期限：自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 

止共  年  月。 

八、 檢附資料： 

1.終期安全分析報告。 

2.技術補充資料及運轉限制資料。 

3.防止放射性物料外釋資料， 

4.執行運轉工作之財務保證資料。 

（如有分類保密資料應分別交送） 

申請人保證本申請表及檢附資料之內容均屬確實，如有虛偽情事，願接受行政

院原子能委員會有關法規之處罰。 

申請人簽章：    



附件六 

核子反應器
高級運轉員

運  轉  員執照申請書 

第  次申請 

一、 基本資料： 

姓名：   性別：  籍貫：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二、 學歷：           

三、 現在服務單位：           

四、 核能訓練： 

訓練單位 訓 練 種 類 起 訖 期 限重 要 課 日時 數 證 件 名 稱

      

五、 核能工作經驗 

工作單位 職 稱 工作性質及

所 負 責 任
起 訖 期 限運 轉 反 應 

器 時 數 
證 件 名 稱

      

六、 申請證照之工作單位及工作性質： 
 

七、 以往領用執照號碼      有效期間：  年  月  日 
起至  年  月  日止 

八、 檢附資料： 

1.體驗報告 
2.僱用單位推兼函 
申請人保證本表所填資料均屬確實，如有虛偽，願受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有關

法規之處罰。 
申請人簽章：   日期     
通信地址：           



說  明： 

1.高級運轉員執照申請書用淡紅色紙印。 

運轉員執照申請書用藍色紙印。 

2.申請更新執照時第四、五兩項均填新增之訓練及經驗。 

檢附資料種增加在領照期間能是當執行運轉工作之適任工作證明。 



 

 



 



 



 



 



 



 









附件十二    原子委員會實施本法規定之管制所應收之費用及標準 

一、核子原料及核子燃料執照費，每件徵收新臺幣三千元。 

二、核子原料之稽查費，每年按執照所載鈾、釷之含量依下列標準徵收之： 

(一)未滿一千公斤者，徵收新臺幣五千元。 

(二)一千公斤以上未滿一萬公斤者，每增一千公斤(不足一千公斤者以一千公斤

計)加徵新臺幣五千元。 

(三)一萬公斤以上者，徵收新臺幣五萬元。 

三、核子燃料之稽查費，每年依下列標準徵收之： 

(一)以濃縮鈾或鈽為燃料者，其執照所載鈾－二三五、鈾－二三三及鈽之含量

未滿三百五十公克者，徵收新臺幣六千元。三百五十公克以上未滿一公斤

者，每增五十公克(不足五十公克者以五十公克計)加徵新臺幣一千二百

元。一公斤以上未滿一百公斤者，每增一公斤(不足一公斤者以一公斤計)

加徵新臺幣二萬四千五百元。一百公斤以上者，徵收新臺幣二百四十五萬

元。 

(二)以天然鈾或釷為燃料者，其執照所載燃料鈾、釷之含量一公斤以上未滿一

百公斤者，徵收新臺幣五千元。一百公斤以上未滿一千公斤者，每增一百

公斤(不足一百公斤者以一百公斤計)加徵新臺幣五千元。一千公斤以上未

滿一萬公斤者，每增一千公斤(不足一千公斤者以一千公斤計)加徵新臺幣

五萬元。一萬公斤以上者，徵收新臺幣五十萬元。 

四、核子反應器之建廠（造）執照費、使用執照費、建造查驗費、運轉稽查費及核

子燃料稽查費，依下列標準徵收之： 

(一)核子反應器之建廠（造）執照費，每機組徵收新臺幣一千萬元。逾一百萬

瓩熱功率者，每增一千瓩熱功率，加徵新臺幣五千二百元。 

(二)使用執照費，每機組徵收新臺幣八百五十萬元。逾一百萬瓩熱功率者，每

增一千瓩熱功率，加徵新臺幣五千二百元。 

(三)建造查驗費，每年每機組徵收新臺幣一千萬元。 

(四)運轉稽查費，每年每機組徵收新臺幣八百五十萬元。 

(五)核子燃料稽查費，每年每機組徵收新臺幣二百八十五萬元。研究用核子反

應器，均免予徵收前項費用。 

四之一 核子反應器核能同級品零組件檢證機構、核能電廠建造期間監查機構與核能

電廠營運期間檢測及測試監查機構；其認可之稽查及證書費，依下列標準徵收

之： 

    (一)國內申請機構認可之稽查費及證書費，徵收新臺幣二十五萬元。 

(二)國外申請機構認可之稽查費及證書費，徵收新臺幣四十五萬元。 

五、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申請核發執照，其費用依下列標準徵收之： 

(一)運轉人員測驗費新臺幣一萬元，執照費新臺幣一千六百元。 



(二)高級運轉人員測驗費新臺幣一萬二千五百元，執照費新臺幣一千六百元。 

六、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執照費，每件徵收新臺幣二千元。換照時，

亦同。 

七、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之稽查費標準如下： 

(一)安裝稽查費 

1.密封放射性物質執照所載最高活度未滿3.7×1012貝克（一百居里）者，徵收

新臺幣三千五百元。3.7×1012貝克（一百居里）以上未滿1.85×1014貝克（五

千居里）者，徵收新臺幣一萬元。1.85×1014貝克（五千居里）以上未滿1.85

×10
15
 貝克（五萬居里）者，徵收新臺幣二萬元。1.85×10

15
貝克（五萬居里）

以上者，每超過1.85×1015貝克（五萬居里）［不足1.85×1015貝克（五萬居

里）者以1.85×1015 貝克（五萬居里）計］，加徵新臺幣一千元。 

2.非密封放射性物質執照所載最高活度在免予管制量未滿一萬倍者，徵收新

臺幣三千五百元。一萬倍以上未滿五十萬倍者，徵收新臺幣一萬元。五十

萬倍以上者，徵收新臺幣二萬元。 

3.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額定最高巔值電壓未滿五十萬伏者，徵收新臺幣三

千五百元。五十萬伏以上未滿一千萬伏者，徵收新臺幣一萬元。一千萬伏

以上者，徵收新臺幣二萬元。 

4.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額定粒子最大能量在未滿五十萬電子伏者，徵收新

臺幣三千五百元。五十萬電子伏以上未滿一千萬伏者，徵收新臺幣一萬元。

一千萬電子伏以上者，徵收新臺幣二萬元。 

    (二)定期稽查費，每次按安裝稽查費徵收。 

八、醫用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操作執照費，每件徵收新臺幣二千元。

換照時，亦同。 

九、非醫用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操作執照費，每件徵收新臺幣二千元，

換照時，亦同。如需測驗時，另收初級操作執照鑑定測驗費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中級操作執照鑑定測驗費新臺幣二千二百元，高級操作執照認可測驗費新臺幣

四千五百元。 

十、放射性廢料處理設施之建造查驗費及運轉稽查費，依下列標準徵收之： 

(一)建造查驗費，每年每設施徵收新臺幣二十五萬元。 

(二)運轉稽查費，每年每設施徵收新臺幣二十萬元。 

放射性廢料處理設施設於核子反應器廠內，且已包含於原核准之初期安全分析

報告或終期安全分析報告者，均免予徵收前項費用。 

十一、低放射性廢料貯存設施之建造查驗費、運轉稽查費及貯存容器審查費，依下

列標準徵收之： 

(一)建造查驗費，每年每設施徵收新臺幣三十萬元。 

(二)運轉稽查費，每年每設施徵收新臺幣二十萬元。 

(三)貯存容器審查費，每類容器徵收新臺幣十萬元。 



低放射性廢料貯存設施設於核子反應器廠內，且已包含於原核准之初期安全分

析報告或終期安全分析報告者，均免予徵收前項費用。 

十二、用過核燃料貯存設施之查驗費及運轉稽查費，依下列標準徵收之： 

(一)貯存容器查驗費，每類容器徵收新臺幣六十萬元整。 

(二)貯存設施設備運轉稽查費，每年每設施徵收新臺幣十二萬元。 

用過核燃料貯存設施設於核子反應器廠內，且已包含於原核准之初期安全分析

報告或終期安全分析報告者，均免予徵收前項費用。 

十三、放射性廢料之運送稽查費，依下列標準徵收之： 

(一)低放射性廢料海陸運送稽查費，每運次徵收新臺幣三萬元。 

(二)用過核燃料運送稽查費，廠界內運輸每運次徵收新臺幣二萬元，廠界外運

輸每運次徵收新臺幣五萬元。 

十四、低放射性廢料最終處置設施之建造查驗費及運轉稽查費，依下列標準徵收之：  

(一)建造查驗費，每年每處置場徵收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 

(二)運轉稽查費，每年每處置場徵收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 

十五、高放射性廢料及用過核燃料最終處置設施之建造查驗費及運轉稽查費，依下

列標準徵收之： 

(一)建造查驗費，每年每處置場徵收新臺幣六百萬元。 

(二)運轉稽查費，每年每處置場徵收新臺幣六百萬元。 

十六、原子能委員會所屬機關，均免予徵收下列費用： 

    (一)核子原料或核子燃料之執照費及稽查費。 

(二)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之執照費及稽查費。 

(三)放射性廢料（含用過核燃料）之處理、運送及貯存設施之查驗費及稽查費。

設置研究用核子反應器之學術機構，免予徵收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之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