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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役成本負債準備之估計模式及認列之說明 
 

壹、 核能除役費用估算原則 
 

一、 核能後端基金的用途與成立目的 

針對核能發電特性，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核能電廠拆廠等作業，屬

核能後端營運範疇，是長期性的工作，且大都發生在核能電廠壽命終了

以後。基於使用者付費的原則，應預先收取適當之費用成立基金，並妥

善保管運用，以確保爾後後端營運工作執行之經費無虞。 

 

二、 核能後端營運總費用估算模式說明 

本公司自民國 72 年即開始收集各國有關資料(美國、瑞典、西班牙、芬

蘭等國)，並對應本公司除役拆廠、用過核子燃料及低放射性廢棄物等資

料，估算核能後端營運總費用，另考慮除役工作持續數十年之久，相關

除役費用以物價上漲率調整至預定支出之時點後，再考慮時間價值，以

現值概念，用折現率調整至估算之時點，得出「應提核能後端營運總費

用」，即為除役成本負債準備之帳列依據。有關前述應提核能後端營運總

費用估算所需之物價上漲率、折現率及匯率等參數，係依估算當時之過

去十年加權平均資料計得。 

 

 

 
 

三、 核能後端營運總費用 

根據目前的估算，以現正運轉中 6部核能機組，運轉壽齡 40 年，高、低

放射性廢棄物均採境內處置方式為計算基礎，核能後端營運費用合計約

須新台幣 3,353 億元(97 年幣值)，各明細費用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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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後端營運費用明細表 

 
 

本公司於 76 年起，每年按當年度核能淨發電量與每度核能發電分攤率，

提撥核能電廠除役所需要資金至「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作為未來核

能發電後端營運費用之需，該基金為經濟部所屬非營業基金，獨立編製

預決算送立法院審查。 

 

貳、 除役成本負債準備及除役成本認列原則 
  

配合政府導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以下簡稱 IFRS)，本公司於 102 年起依該準則將除役成本負債

準備相關資訊於本公司財務報表中表達，除役成本負債準備適用之相關準

則詳附件。 

 

本公司核能電廠除役工作因符合過去事件所產生之現存義務，該義務金額

能可靠估計，且清償義務時，很有可能造成經濟資源流出等條件，故依

IAS37.14 公報條文規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國際會計準

則，以下簡稱 IAS)，將相關除役工作所需費用認列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依 IAS16.16 公報條文規定：「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成本除購買價格

及建造安裝成本外，尚包括：拆卸、移除該項目及復原其所在地點之原始估

計成本…」，依前述規定將相關固定資產(核能電廠設備及核燃料元件)之除

役所需費用資本化，並同時認列除役成本負債準備。非固定資產(低放射性

廢棄物)之除役所需費用則逕以費用列帳，並同時認列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單位：億元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375

低放射性廢棄物境外處置  -

蘭嶼貯存場檢整重裝 5

減容中心營運 3

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 355

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 1,382

用過核子燃料境外處置  -

核能電廠除役 675

蘭嶼貯存場除役 3

減容中心除役 1

乾式貯存設施除役 35

運輸費用 238

貯存/處置回饋金 281

核能後端營運費用(合計) 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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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除役成本負債準備分成三大項目列帳，分別為核能電廠設備、核燃料

元件及低放射性廢棄物，各項目內容分述如下： 

 

(一) 核能電廠設備：核能電廠設備加入運轉時，即產生未來須除役拆廠之

義務工作，故於運轉時將未來核能電廠設備除役所需費用，資本化為

核能電廠設備資產之一部分，並認列除役成本負債準備。各年度則配

合核能電廠運轉年限，以折舊方式分攤認列為除役成本。 

 

(二) 核燃料元件：當核燃料元件填入反應器運轉時，即產生未來須將核燃

料元件送至最終處置場之義務工作，故當核燃料元件填入反應器運

轉時，將未來用過核燃料元件處置所需費用，資本化為核燃料元件資

產之一部分，並認列除役成本負債準備。各年度則配合核燃料元件於

反應器內運轉週期，以攤銷方式分攤認列為除役成本。 

 

(三) 低放射性廢棄物：當低放射性廢棄物實際產生時，即產生未來須將低

放射性廢棄物送至最終處置場之義務工作，故當低放射性廢棄物實

際產生時，將未來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所需費用，於當年度認列為

「核能發電後端處置義務費用」，並認列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另依 IAS 37.45 條文規定：「當貨幣時間價值影響重大時，準備應予以折現

至現值」。因核能除役工作長達數十年之久，貨幣時間價值影響重大，故本

公司前述三項除役成本負債準備係以現值表達，並隨時間經過認列其折現

利息費用，及增加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依前述說明，在核能電廠正式除役前，本公司即將未來除役相關費用(核能

電廠設備、核燃料元件及低放射性廢棄物)認列為除役成本負債準備，相關

成本並於除役前逐年分攤認列，故實際執行除役工作時，為除役義務之履行，

將減少本公司除役成本負債準備及應收後端基金歸墊款，無須再另行認列

除役成本。 

 

註：應收後端基金歸墊款係指本公司代辦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相關除役

工作時，可向該基金請求歸墊之權利，其金額至多為該基金之基金餘額。 

 

有關除役成本負債準備認列之會計分錄詳附表 1，有關除役成本認列之會計

分錄詳附表 2。 

 

參、 除役成本負債準備及除役成本實際帳列資料 
  

本公司運轉中 6部核能機組，係自民國 67 年陸續併聯發電，於 102 年初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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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IFRS 時，核能後端營運總費用 3,353 億元(97 年幣值)，依會計師擬出之

帳務處理架構，區分為六大類(A1、A2、A3、B1、B2、B3)，各明細項目如下表。 

 

核能後端營運費用各項目依 IFRS 認列除役成本負債準備之分類表 

 
 

認列除役成本負債準備之項目 

 
故本公司除役成本負債準備認列分為 102 年以前(A1、A2、A3、B2)，及 102

年後待義務發生時才予認列兩部分，分述如下： 

 

一、 102 年以前部分—IFRS 開帳數 

 

(一) A1：與核能電廠設備拆廠除役有關之除役成本，借記「核能電廠設

備(資產)」貸記「除役成本負債準備」，並補提累計折舊至 101 年 12

月 31 日，借記「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調整數」，貸記「累計

折舊—核能發電設備」。 

 

(二) A2：已使用過的核燃料之除役成本，並無資本化之情形，故借記「首

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調整數」，貸記「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三) A3：使用中的核燃料之除役成本，借記「反應器內核燃料(資產)」，

貸記「除役成本負債準備」，並補提累計攤銷至 101 年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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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記「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調整數」，貸記「累計攤銷—反應

器內核燃料)」。 

 

(四) B2：已發生之低放射性廢棄物之除役成本，借記「首次採用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調整數」，貸記「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另核能電廠設備、核燃料元件及低放射性廢棄物自民國 67 年至 101 年

之折現還原利息，故借記「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調整數」，貸記

「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綜上所述，本公司 102 年導入 IFRS 後，資產負債表增加核能電廠設備

資產 268 億元、增加累計折舊 203 億元、增加核燃料 256 億元、增加累

計攤銷 157 億元、增加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3,572 億元、減少首次採用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調整數(業主權益)1,164億元及增加應收後端基金歸墊

款 2,244 億元。 

 

二、 102 年後待義務發生時才予認列部分 

 

(一) B1：未來新填入之核燃料元件之除役成本，於填入反應器時，借記

「反應器內核燃料(資產)」，貸記「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二) B3：尚未發生之低放射性廢棄物之除役成本，於實際產出低放射性

廢棄物時，借記「核能發電後端處置義務費用」，貸記「除役成本負

債準備」。 

 

另本公司每年認列之除役成本除前述 B3 外，尚包括：(1)A1、A3 及 B1

資本化後每年分攤之折舊與攤銷費用，及(2)核能電廠設備、核燃料元

件及低放射性廢棄物之除役成本負債準備，逐年認列之折現還原利息費

用(借記「核能電廠除役成本及處置義務負債利息費用」，貸記「除役成

本負債準備」)。 

 

有關除役成本負債準備增減表詳附表 3，有關除役成本帳列資料詳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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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役成本負債準備之 IFRS 相關規定 

(一)IAS 16.16 公報條文規定：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成本除購買價格及建造安裝成本外，尚包

括：拆卸、移除該項目及復原其所在地點之原始估計成本，該義務係

企業於取得該項目時，或於特定期間（供生產存貨之期間除外）因使

用該項目而發生者。 

補充說明： 

各核能電廠之除役工作，係屬連續進行並以整機組終止運轉後除役為

目標之工作，故以機組別分析除役總成本，其攤提折舊、報廢等帳務，

同主設備之處理方式辦理。於追溯補認列累計折舊後，按發電機組剩

餘可使用年限攤提折舊。 

 

(二)IAS 37.14 公報條文規定： 

當同時符合下列條件時，應認列準備： 

1、 因過去事件所產生之現存義務（法定義務或推定義務）； 

2、 該義務金額能可靠估計； 

3、 清償義務時，很有可能造成經濟資源流出 

補充說明： 

因核能電廠除役工作符合上述規定，故須認列相關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三)IAS 37.45 公報條文規定： 

當貨幣時間價值影響重大時，準備應予以折現至現值。 

補充說明： 

核能除役工作持續達數十年，貨幣時間價值影響重大，故除役成本負

債準備以現值表達，並隨時間經過認列其折現利息費用。依顧問公司

100年精算所需除役成本負債準備相關設定條件，折現率為2.04%（係

採 100 年 7 月之 30 年公債殖利率）。 

 

(四)IAS 37.60 公報條文規定： 

準備初始以現值衡量，隨著時間經過相關折現之回轉(unwinding of 

the discount)，應認列為借款成本。 

補充說明： 

依該規定，折現還原利息應認列為借款成本，故本公司認列為利息

費用，每年逐月以年初所列負債餘額(折現值)按年利率 2.04%計列營

業外利息費用。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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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除役成本負債準備認列之會計分錄 

 
 

 

 

 

附表 2：除役成本認列之會計分錄 

 

核能除役

負債項目

IFRS

相關規定
認列時點

資本化或直

接認列費用
會計分錄

核能電廠設備

IAS 16.16

IAS 37.14

IAS 37.45

核能電廠設備

加入運轉時
資本化

借：核能電廠設備

  貸：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核燃料元件

IAS 16.16

IAS 37.14

IAS 37.45

核子燃料元件

填入反應器時
資本化

借：反應器內核燃料

  貸：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低放射性廢棄物
IAS 37.14

IAS 37.45

實際產生低放

射性廢棄物時
認列費用

借：核能發電後端處置義務費用

  貸：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核能除役

成本項目
帳務處理說明 會計分錄

核能電廠

除役成本

以各機組設備剩餘使用年限計列折

舊費用

借：核能發電設備折舊費用

  貸：累計折舊-核能發電設備

核燃料

除役成本

核燃料之除役成本按各機組實際發

電熱值攤銷，列為核燃料費用

借：核燃料攤銷費用

  貸：累計攤銷-反應器內核燃料

低放射性廢棄

物除役成本

運轉中當期產生之低放射性廢棄物

增加處置義務費用，認列該期間各

核能發電廠產生低放射性廢棄物需

負處置義務成本

借：核能發電後端處置義務費用

貸：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除役負債

利息費用

核能電廠、核燃料及低放射性廢棄

物之除役負債，按年利率2.04%計

列利息費用

借：核能電廠除役成本及處置

    義務負債利息費用

  貸：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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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除役成本負債準備增減表 
單位：新台幣億元 

 
註 1：每年變動金額為(A)+(B)+(C)+(D)-(E)。 

註 2：102年初除役成本負債準備開帳數為3,572億元，截至104年底為3,934億元。 

 

附表 4：除役成本帳列資料 
單位：新台幣億元 

除役成本負

債準備項目
會計分錄 102年 103年 104年

(A)

核能電廠設備

借：核能電廠設備

  貸：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 — —

(B)

核燃料元件

借：反應器內核燃料

  貸：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52 52 48

(C)

低放射性廢棄物

借：核能發電後端處置

    義務費用

  貸：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4 2 2

(D)

除役負債

利息費用

借：核能電廠除役成本及處置

    義務負債利息費用

  貸：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73 75 78

(E)

除役工作

已履行數

借：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貸：應收後端基金歸墊款
5 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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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除役

成本項目
帳務處理說明 102 103 104

核能電廠

除役成本

借：核能發電設備折舊費用

  貸：累計折舊-核能發電設備
7 7 7

核燃料

除役成本

借：核燃料攤銷費用

  貸：累計攤銷-反應器內核燃料
66 66 49

低放射性廢棄

物除役成本

借：核能發電後端處置義務費用

  貸：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4 2 2

除役負債

利息費用

借：核能電廠除役成本及處置

    義務負債利息費用

  貸：除役成本負債準備

73 75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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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端營運總費用估算說明 

後端營運總費用之估算，以運轉中 6部核能機組，運轉壽齡

40 年，高、低放射性廢棄物均採境內處置方式為計算基礎，

合計約須新台幣 3,353 億元(最近一次重估之 97 年幣值)。其

內容包含高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處置及核能電廠除役等後端

營運工作之費用。詳如下表: 

   

後端營運工作項目 
原始估算結果 估算結果(加計準備金) 所占比例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32,656 37,555 11.20%

蘭嶼貯存場檢整重裝 
421 485 0.14%

減容中心營運 
251 288 0.09%

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 
30,855 35,484 10.58%

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 
120,177 138,202 41.22%

核能電廠除役 
58,668 67,467 20.12%

蘭嶼貯存場除役 
266 306 0.09%

減容中心除役 
40 46 0.01%

乾式貯存設施除役 
3,035 3,490 1.04%

運輸費用 
20,727 23,836 7.11%

貯存/處置回饋金 
24,473 28,144 8.39%

後端營運總費用 
291,569 335,303 100.00%

 

單位:百萬元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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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核能後端營運工作有不同的方案選擇，故在估

算核能後端營運總費用時，首先必須先配合目前環

境，國內相關法規要求、國際現況、發展趨勢及廣

泛蒐集國內外核能後端營運工作相關最新發展技術

與成本估算資料並考量技術之成熟度後，訂定核能

後端營運工作成本估算之參考情節。 

參考情節訂定後，將依據國內核能發電所產生之廢

棄物產量(預估值)，配合目前所規劃之後端營運工

作策略及執行現況，對後端營運的方式、時程及其

他有關因子(如擬採用之折現率、匯率、物價調整指

數等)，做合理而必要之假設，作為後續後端營運總

費用估算之基礎。 

各設施之成本估計則參考國內外最新之成本資料並

以國內物價、工資及工程條件為基礎，從基本之工

程數量估算。成本項目包括設施之場址選定、設

計、建造、運轉維護、監管、拆除及封閉以及回饋

等壽命週期內所有相關項目。以下僅就各項營運工

作所需費用之估算方式，分別說明如下： 

一、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以台電公司現有運轉中之核能發電廠計有三座，共

有 6部發電機運轉 40 年當作參考情節，估計需處置

之低放射性運轉廢棄物數量 292,048 桶、除役廢棄

物 455,793 桶，總共 747,841 桶，並以低放射性廢

棄物全部為境內處置之情況為考量。 

處置場規劃係以淺地層坑道方式，目前初步規劃兩

平行佈置之通行隧道共長 5,330 公尺，兩通行隧道

相隔 460 公尺，預計每一條處置坑道可以永久處置

約 60,000 桶之低放射性廢棄物；估計總共需處置

747,841 桶廢棄物之容量，則需建造 13 條處置坑道

共長 5,980 公尺。 

規劃分為處置區、港灣區及輔助區等三區。依據其

生命週期所涵蓋工作項目範圍，主要分成四大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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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選址階段、建造階段、運轉階段及封閉階段，

規劃各階段及各工作區域所需之工作成本項目如下

所述： 

(一) 選址階段：主要成本為調查研究費及公投溝通費。 

(二) 建造階段：期間所包含之成本計有，用地取得及拆

遷補助費、直接工程成本、間接工程成本及行政規

費等。 

1. 概估處置場之場址約需 1~2 平方公里，另加計輔

助設施，保守估計以徵收 314 公頃(約 3.14 平方

公里)之土地面積計算，並以每平方公尺120元，

再乘上 1.4 倍作為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助費。 

2. 直接工程成本估算時分成處置區、港灣區、輔助

區及環境監測四大項目。其主要工程項目如下表: 

 

項目 處置區 港灣區 輔助區 

工 

程 

項 

目 

1.通行隧道 

2.低放射性廢棄物處

置  坑道及坑道進

出口 

3.反應爐壓力容器處

置坑道及坑道進出

口 

4.隧道洞口及假隧道

5.電氣及監控設施 

6.機械設備  

1.碼頭工程 

2.北防波堤工程 

3.南防波堤工程 

4.浚渫工程 

5.電氣及監控設施 

6.機械設備  

 

1.棄碴整地工程 

2.道路工程 

3.擋土牆工程 

4.排水工程 

5.圍籬工程 

6.蓄水池工程 

7.建築工程 

8.環工設備 

9.電氣及監控設施 

10.機械設備  

3. 間接工程成本是業主為監造管理工程所需支出

之成本，參考「公共工程建設經費估算編列手冊」，

間接工程成本以直接工程成本之 15%估算。 

4. 依據「放射性物料管制收費標準」，興建、運轉、

換發運轉執照審查費，每一申請案各新臺幣1000

萬元；而興建、運轉檢查費，每年每一設施各新

臺幣 500 萬元，而實際建造期以 5年計算建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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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察費 2,500 萬元。 

(三) 運轉階段：預定之運轉階段總共 23 年，期間所包

含之成本計有，設備運轉、維護及更新費用、人事

費用、行政費用、保全費用、環境監測費、運轉視

察規費、封閉建造設計作業費及封閉建造審查規費

等。 

(四) 封閉階段：分為封閉施工期 2年以及後續環境監測

期 5年，總共需 7年時間。期間所包含之成本計

有，直接工程成本、間接工程成本、人事費用、行

政費用、保全費用、施工視察規費及免監管執照申

請規費。 

1. 直接工程成本內容包括所需材料、設備、人力及

初步規劃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計畫總成

本約為 327 億元(未加計 15%準備金)，其明細詳

如下表: 

成本項目 工程費(仟元) 

一、調查研究費 60,000 

二、公投溝通費 490,000 

選址階段合計 (A1) 550,000 

一、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527,788 

二、工程經費 22,177,223 

1. 直接工程成本 19,284,539

    處置區工程 17,024,659 

    港灣區工程 1,650,965 

    輔助區工程 537,765 

    環境監測費 71,150 

2. 間接工程成本(直接工程成本之 15%) 2,892,684

三、行政規費 45,000 

1. 建造審查規費 10,000 

2. 興建視察規費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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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轉執照申請規費 10,000 

建造階段合計 (A2) 22,750,011 

一、設備運轉/維護/更新費用 6,904,223 

1. 處置場運轉費用 1,527,097 

2. 土建設施維護費用 3,352,089 

3. 電氣及機械維護費用 1,671,180 

4. 電氣及機械更新費用 353,857 

二、人事費用 775,629 

三、行政費用 54,303 

四、保全費用 414,000 

五、環境監測費 337,640 

六、運轉視察規費 115,000 

七、封閉建造設計作業費 35,700 

八、封閉建造審查規費 5,000 

運轉階段合計 (A3) 8,641,495 

一、工程經費 414,865 

1. 直接工程成本 360,751 

    處置區封閉施工 233,602 

    廠房及設備拆除 21,509 

    環境監測費 105,640 

2. 間接工程成本(直接工程成本之 15%) 54,114 

二、人事費用 152,082 

三、行政費用 10,647 

四、保全費用 126,000 

五、行政規費 11,000 

1. 施工視察規費 6,000 

2. 免監管執照申請規費 5,000 

封閉階段合計 (A4) 714,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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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成本 (A1+A2+A3+A4) 32,656,100

二、 蘭嶼貯存場檢整重裝與除役 

在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開始接收廢棄物時，蘭嶼

貯存場將優先運出其所貯存之廢棄物。俟貯存之廢

棄物完全運出後即進行除役工作。蘭嶼貯存場所貯

存之廢棄物桶將逐年分批運往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場，預計在 4年內將所有廢棄物桶全部運離。

於全部廢棄物桶運送完畢後，即開始進行結構物及

設備之除污及拆除工作。執行拆場時，貯存壕溝與

處理廠房之混凝土底板表層 5 公分及混凝土牆表層 

2.5 公釐將予以剝除並裝桶運往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場處置。其餘的地上或地下結構物予以搗碎拆

除後，就地掩埋作為回填材料。拆場完成後之場址

將予以回填及綠化植被，所需的回填土將由台灣本

島採土供應。 

(一) 蘭嶼貯存場檢整重裝成本估算：由於蘭嶼貯存場檢

整重裝案已於 96 年 9 月得標並於民國 96 年底開始

進行，故直接參考其得標之價錢。在此僅需估算未

給付之費用支出，約為 421,000 仟元。(檢整合約未

付款金額) 
(二) 蘭嶼貯存場除役成本估算：整個除役拆場工作時程

將分成二個階段，即除役拆場前三年之規劃設計工

作以及為期二年的除役拆場、廢棄物裝桶與回填、

綠化等工作。 
(三) 蘭嶼貯存場營運之檢裝重整費用以及進行除役工作

之成本，其總費用合計約為 6億 878 萬元(未加計

15%準備金)。其明細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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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項目 費用(仟元) 

一、檢整重裝費用 (A1) 421,333

蘭嶼貯存場除役成本明細 

二、先期準備  

1. 撰寫除役拆廠計畫書費用 16,970
  (1) 工程師費用(5 人*255 日) 16,830
  (2) 交通費 140

2. 撰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費用 20,406
  (1) 工程師費用(6 人*255 日) 20,196
  (2) 交通費 210

3. 拆廠申請審查費用 4,000

先期準備合計(A2)   41,376

三、除役拆廠費用 

1. 設備費用 64,182
   (1)鑽刺(2 台*100 天/台*8 時*1,547) 4,027
   (2)破碎機(4 台*530 天/台*8 時*1,428) 39,402
   (3)挖土機(1 台*300 天/台*8 時*1,190) 4,646
   (4)卡車(2 台*400 天/台*8 時*833) 8,673
   (5)堆土機(1 台*400 天/台*8 時*1,428) 7,434

2. 人力費用 74,747

3. 材料費用(回填土 m3) 252,945

除役拆廠費用合計(A3) 164,223

四、裝桶材料費用(A4) 48,400

五、綠化植生費用(面積 20,800m2)(A5) 8,418

六、除役檢查費(A6) 4,000

總成本 (A1+A2+A3+A4+A5+A6) 687,750

三、 減容中心營運及除役 

(一) 減容中心營運：減容中心焚化爐原設計使用壽命為

15 年，為使其得以在廢棄物營運期間持續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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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須對相關設備做必要之更新，主要成本為設

備採購費用以及裝機技師人事費用。 

(二) 減容中心除役：減容中心為減少低放射性廢棄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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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的輻

射污染。此部分受輻射污染之機件假定於除污後，

仍屬低放射性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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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編寫拆廠除役計晝、編寫環

境影響評估報告等執照申請文件的資料準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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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容

心之營運費用以及進行除役工作之成本，其總費用

合計約為 2億 9000 萬元(未加計 15%準備金)。其

明細詳如下表: 

成本項目 費用(仟元) 

一、減容中心延壽成本 

1. 相關輔助系統的改善更新 250,000

2. 設施換發運轉執照審查費 500

減容中心延壽成本合計(A1) 250,500

減容中心除役成本明細 

二、先期準備 

1. 設施換發運轉執照審查費 8,356
   (1)工程師費用(3 人*210 日) 8,316
   (2)交通費 40

2. 撰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費用 8,376
   (1)工程師費用(3 人*210 日) 8,316
   (2)交通費 60

3. 拆廠申請審查費用 1,000

先期準備合計(A2)   17,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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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除役拆廠費用 

1. 輻射偵檢及除污費用 1,936

2. 切焊器材費用 968

3. 混凝土鑽刺及破碎費用 3,765

4. 人力費用 3,524

5. 土方及 運輸費用(m3) 2,781

除役拆廠費用合計(A3) 12,974

四、裝桶材料費用(A4) 4,866

五、綠化植生費用(面積 5,000m2)(A5) 2,030

六、除役檢查費(A6) 2,000

總成本 (A1+A2+A3+A4+A5+A6) 290,103

四、 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營運及除役 

(一) 由於核能一、二廠廠內用過核子燃料池貯存容量不

足以容納其運轉 40 年所產生之用過核子燃料，因

此正規劃分別於廠內興建第一期乾式貯存設施，且

因核一、二廠除役時，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場尚

未啟用，故規劃於核一、二廠分別興建第二期乾式

貯存設施，以容納當時仍存在燃料池中之用過核子

燃料；核能三廠廠內用過核子燃料池雖足以容納

40 年運轉期間所產生之用過核子燃料，但為配合

除役之用過核子燃料貯存需要，因此亦需興建足以

容納 40 年運轉期間所產生用過核子燃料之乾式貯

存設施。 

(二) 其成本可區分為設施建造成本及營運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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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與法規規費。 

(三) 建造費用估算考慮事項 

1. 監管中心僅第一期設置，第二期不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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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燃料移轉費分為移入及移出費，按實際執行
年期及移轉數量估算，移出費用是將在乾式

貯存設施的用過核子燃料移至最終處置場；
移入費用是指將用過核子燃料從燃料池移至
乾式貯存設施過程中所需的費用，以每個混

凝土護箱240 萬元來計算燃料移轉費。移出
費用是以每個護箱120萬元計算。 

3. 依混凝土護箱個數比例，來調整整地及混凝

土地坪費用。 
4. 乾式傳送系統建造費用包含在乾式貯存場的

建造費中，此傳送系統是用在將混凝土護箱

換裝成傳送鋼桶時的設施，此設施每個電廠
都必須建造一座，核一廠、核二廠均納入二
期乾式貯存設施的建造費中，預估投資建造

成本為227,008 仟元。 
(四) 核一、二、三廠全部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總費用為

308 億元(未加計 15%準備金)。其明細詳如下表: 

單位:台幣仟元

廠別 期別 設施建造成本 設施營運費 合計 

核一廠 
第一期 731,910 147,851 879,761

第二期 6,151,110 665,091 6,816,201

核二廠 
第一期 1,664,390 134,389 1,798,778

第二期 9,986,876 804,135 10,791,011

核三廠 第一期 9,877,625 692,051 10,569,676

合計  30,855,428

(五) 乾式貯存設施除役 

當貯存設施內全部貯放之用過核子燃料均運往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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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恢復場址原貌並綠化。除役

工作預估可於 2 年內完成。 
核一、二、三廠全部乾式貯存設施之除役成本約為

3,019,987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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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尚須繳交原能會之乾式貯存設施除役審查費，

其金額為 5,000 仟元，總經費約 3,034,987 仟元(未

加計 15%準備金)，如下表所示： 

台幣仟元 核一廠 核二廠 核三廠 合  計 

除役總經費 769,211  1,273,013 992,763 3,034,987 

五、 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 

台電公司依報奉原子能委員會核定的「用過核子燃

料最終處置計畫書」內容，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

計畫可分為「潛在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候選場

址評選與核定」、「場址詳細調查與試驗」、「處置場

設計與安全分析評估」、「處置場建造」、「處置場營

運」、「處置場封閉」等七個階段。以下僅分項說明

估算之依據及結果。 

(一) 「潛在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候選場址評選與核

定」、「場址詳細調查與試驗」階段(R&D 費用) 

參照國際核能先進國家之核能研究發展費用，除美

國外其它各國並非所有研發費用均針對用過核子燃

料最終處置，但為保守起見以全部費用作為估算基

準，瑞典因相對其核燃料數量較多，故其研發平均

單價約為 0.022(億台幣/tU)，而芬蘭因其核燃料數

量較少，故研發平均單價約為 0.017(億台幣/tU)，

美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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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9(億台幣

/tU)。 

以我國目前 6部機運轉 40 年用過核子燃料 5,048 

tU，若以較高水準之 0.029(億台幣/tU)估算，則相

關研發費用約為 146.4 億台幣，因此本計畫即以新

台幣 146.4 億元作為前三階段之估算金額。至於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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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之分配「潛在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每年 4

億 3,920 萬元，共 39 億 5,280 萬元；「候選場址評

選與核定階段」，每年 4億元，共 44 億元；「場址詳

細調查與試驗階段」，每年 5億 8,560 萬元，共 58

億 5,600 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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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處置場設計與安全分析評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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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環境安全分析

評估，主要之花費為用地取得、工程設計費及地質

鑽探費，以預估場址地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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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參照過去經驗編列 5,000 萬

元之地上物補償費。 

工程設計費之編列標準乃依據「機關委託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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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元，外籍工程師

25 人，每人時新台幣 5,000 元，每人月以 170 人時

計算，則每年設計費約為新台幣 6億 3,750 萬元，

其中 40％為支付外籍工程師美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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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約 53 億 8 千 9百萬元。 

(三) 處置場建造階段 

主要工作為處置場之建造及試驗運轉，用過核子燃

料最終處置場依其功能可區分為四區，分別為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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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港灣區、封裝廠區及共用設施區等四個部份。 

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場之總建造費用約為 304 億

元新台幣。(詳如下表) 

項 目 單 位 ： 新 台 幣 （ 仟 元 ）

港灣區建造成本 3,335,000
封裝廠建造成本 8,700,000
共用設施建造成本 2,581,648
地下處置區建造成本 7,397,769
間接工程費用 3,304,413
最終處置場總建造費用 30,400,595

(四) 處置場營運階段 

期間之花費主要包括人事費、處置罐費用、設施維

護費、發電機組油料費、回填費用及相關雜項費用

等。 

運轉階段費用：每年費用為 34 億 2,735 萬元，

運轉期間 12 年，故運轉期間費用合計約為 411

億 2,821 萬元，其中美元部份約佔 10%。 

(五) 處置場暫時封閉階段 

當所有用過核子燃料均送至處置場進行處置後，

則可以開始進行封閉工作，執行期間自民國 157

至 158 年。 

暫時封閉階段費用：，共 90 億 7,225 萬元，以 2

年平均方式估算，其中美金部份約 81% 

(六) 處置場監管階段 

當完成封閉後即進入 50 年監管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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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億元，合計為 50 億元，均為台幣部份。 

(七) 處置場永久封閉階段 

當監管期達 50 年且期間無異常狀況發生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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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進行處置場之永久封閉工作，執行期間自約 3

年。此階段主要之花費說明如下： 

永久封閉階段費用合計，共 136 億 694 萬元，以

3年平均方式估算，其中美元部份約 78%。  

綜上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總成本約 1201 億元(未加

計 15%準備金)。其成本費用估算詳如下表: 

單位:千元台幣 

預算項目 估算金額 

潛在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 3,971,044

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 4,420,308

場址詳細調查與試驗 5,883,258

場址設計與安全分析評估 5,389,978

處置場建造 30,494,567

處置場營運 41,191,711

處置場初期封閉 9,205,556

監管 5,000,000

處置場後期封閉 13,770,344

法規規費 870,000

合計總費用 120,176,766

六、 核能電廠除役 

於核能一、二、三廠分別屬於不同型式、容量之反

應器電廠，如核一、二廠分別為額定發電量

636MWe、985MWe 之 BWR(沸水式)反應器電廠，而核

三廠為額定量 951MWe 之 PWR(壓水式)反應器電廠。

依不同型式及容量，除役金額亦有其不同參考依

據。 

根據行政院在民國 80 年函發之「核能電廠除役管理

方針」上述時程，將核能電廠的除役拆廠作業時程

規劃為下列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除役計畫準備與核准階段(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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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階段：停機過渡階段(3 年) 

 第三階段：除役執行階段(8 年) 

 第四階段：除役完成階段(3 年) 

 除役後：廠址復原階段(2 年)。 

(一) 核一、二廠參考文獻及估算 

在進行費用的估算時，主要是參考 TLG Services

公司 2007 年發布的一份除役報

告＂Decommissioning Cost Analysis for the 

Vermont Yankee Nuclear Power Station＂，估

算核一廠的費用。該報告中提到 Vermont Yankee

這座電廠的額定發電量為 650 MWe，反應器型式

為 BWR，與我國核一廠型式及容量相近，故以此

座電廠之除役費用作為核一廠除役費用估算的參

考依據。另外依據這份報告當中的內容，與我國

除役的法規，其情節 1為最接近我國所訂定之條

件，故將以報告中情節 1的除役金額做為參考主

要依據。在接下來的費用估算時，除人事成本以

我國條件及台電所給之人員薪給表進行計算外，

其他項目如除污及拆除費用、設備及其他費用、

環境偵測費等，將依循此報告內容之金額為估算

基礎。而有關於核二廠之各項費用計算，將依循

總體調整係數(OSF)，也以 Vermont Yankee 電廠

作為對核二廠的費用估計基礎。 

(二) 核三廠參考文獻及估算 

有關核三廠的除役金額，將依循 FPL 公司

(FLORIDA POWER & LIGHT COMPANY)委託 TLG 

Services 公司 2005 年執行的一份除役報

告＂FLORIDA Power & Light Company 2005 

Decommissioning Study＂ (參考文獻 4)，進行

費用估算。FPL 公司的這份除役報告中提到 St. 

Lucie 這座電廠，其額定量為 840 MWe，反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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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與核三廠相同是 PWR，因此兩座電廠條件相

近，將利用總體調整係數(OSF)，以此座電廠作

為對核三廠的費用估計基礎。 

經由換算比對之後即可得到各電廠的預估花費金

額。估計現有營運中 3座核能電廠之除役費用約

675 億元。（不含人員重置、拆廠廢棄物最終處置

費用）其中核一廠約 182 億元，核二廠約 221 億

元，核三廠約 272 億元。其成本費用估算詳如下

表 

(三) 除役計畫準備與核准階段 

本階段工作主要是在核能電廠停機前，針對除役工

作所做之先期規劃，包括： 

1. 廠址歷史特性調查。 

2. 除役計畫書所需資料撰寫及提送主管機關。 

3.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資料撰寫及提送主管機

關。 

4. 其他後續階段，如除役業主所需專業承包廠

商之招標。 

5. 特殊工具及設備之招標及採購。 

6. 其他配合日後除污拆廠所需廠區運轉資料的

蒐集及分析。 

從本階段工作的內容來看，可以知道主要成本絕大

部分為人事費用支出，此部分的費用因各核能電廠

所需人數而有所不同。且依法規規定此階段皆需在

停機前三年提出報告及申請，故尚屬於核能電廠營

運階段，故人事費用可不予列入。另外其他費用則

定義為設計作業服務費。 

(四) 停機過渡階段 

預估此階段為期 3 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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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為下一階段除役執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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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衝期之用，因此相關工作包括： 

1. 完成永久停機作業。 

2. 用過的最後一批核燃料退出爐心後之移除及

搬運。 

3. 完成與用過核子燃料池運轉無關之系統設備

洩水，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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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維持獨立用過核子燃料池島區運轉。 

5. 反應器壓力槽內部組件及大型組件拆除、移

除及運送準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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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費用如耗用能源費用、各項除污費

用、反應器壓力槽內部組件先期拆除費用等，皆依

各電廠的裝置容量及廠區大小不同而會依總體調整

係數有所調整。環境偵測費用、除役所需設備工具

及機具採購費用皆依各核能電廠需要亦有所不同。 

(五) 除役執行階段 

預估此階段為期 8 年工作主要是持續進行用過核子

燃料池島區系統的運轉、維護，與全廠區之除污、

拆除作業(包含用過核子燃料池島區)，整個除污及

拆廠工作預計可在 5~6 年內完成。而在最後 1 年

時，進行全廠區的輻射偵測，故內容包括： 

1. 全廠區停用系統及設備之解聯、除污與拆

除。 

2. 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作業。 

3. 將用過核子燃料池島區除污後並拆除。 

4. 完成全廠區污染之混凝土及土壤之除污及刮

（移）除。 

5. 完成全廠區輻射偵測。 

本階段費用主要是包括人事費用的支出、進行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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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及廠房的除污、拆除及廢料裝桶、環境輻射偵測

費用、耗用能源費用。 

(六) 除役完成階段及除役後之廠址復原階段 

除役完成階段預估為期 3 年。除役後另有一階段為

廠址復原階段，估計為期約為 2 年。工作內容皆為

最後廠址整治復原的工作項目，因此將此兩階段放

置同一項目說明。主要工作是進行最後階段的整治

及拆除復原作業，包括： 

1. 全廠區輻射偵測及整治作業。 

2. 終止核子執照所需廠區監測及調查。 

3. 完成最終環境輻射偵測報告並陳報。 

4. 無污染建築物拆除及廠區復原。 

5. 達成廠址綠化及外釋標準。 

(七) 各項工作費用說明 

1. 人事費用 

在此人事費用所指的是台電各電廠中，業主

人事所需支付的費用成本。 

2. 行政規費 

核能電廠除役時程與規劃，必須受到行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的管制與監督，因此在核能電

廠除役的過程當中，必須向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審查。 

3. 除污及拆除費用 

在除役計畫中，除污及拆除費用部份發生在

第二階段的初期除污至除役後的無污染廠房

拆除為止，期間包括反應器及大型組件與除

污及拆除、用過核子燃料池島區除污及拆

除、放射性污染設備、結構之拆除、全廠區

污染混凝土及土壤之除污及刮（移）除等

等。 

4. 直接工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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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工程成本估算時分別依不同受污染條件

以及工程難易度，依照不同區域包含之工程

項目進行分項工程經費概估。 

5. 間接工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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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設備、能源、雜項工具費用 

此部分的價錢，從文獻中可得約佔除役全部

金額的 5%~6% 

7. 環境監測費 

除役期間之各階段之環境監測，將委託合格

之環境監測公司執行，包括監測項目、頻率

及費用。由參考文獻中得知，除役計畫中第

二、三階段的偵測費用約佔此費用的 10%，另

外在除役完成階段時會有除役最終偵測，故

其比例約佔此費用的 90%。 

(八) 核能電廠除役拆廠總費用估計結果 

在考慮多座機組同時進行拆除之狀況下人力及機具 
調配之需求及放射性廢棄物運輸之安全下，核三廠

在停機過渡階段時，將配合運輸時程及電廠拆除行

程而延長 3 年至 6 年，以避免在 3 座電廠同時進行

拆除作業之情況下，人力及機具恐造成大量需求，

故此階段人事成本將增加。另外因實際上每座電廠

都有兩部機組，故在估計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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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一

廠的總費用估計約為 158 億元、核二廠約為 210 億

元、核三廠約為 218 億元，其各電廠詳細項目金額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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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運輸費用 

用過核子燃料/低放射性廢棄物運輸費用估算主要針

對核能電廠用過核子燃料及運轉除役期間產生之低

放射性廢棄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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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核能電廠均位於海邊，未來之最終處置場亦將

單位新台幣:千元

工作項目 核一廠每一部機組 核二廠每一部機組 核三廠每一部機組

人事費用-停機過渡階

段 1,101,445 1,464,922 2,709,556

人事費用-除役執行階

段 1,824,329 2,426,357 2,243,924

人事費用-除役完成階

段及廠址復原階段 67,736 90,089 83,315

除污、拆除及封裝費

用 3,022,854 4,029,001 3,883,555

設備、建築物拆除及

廠區復原作業費用 920,521 1,226,913 900,747

環境偵測費用 429,309 572,203 475,039

耗用能源費用 228,685 304,802 243,956

雜項工具費用 253,006 337,219 271,215

行政規費 66,530 72,349 83,782

合計(不含準備金) 7,914,415 10,523,855 10,895,089

X2 15,828,830 21,047,709 21,790,178

總計(不含準備金) 58,666,717 

加計 15%準備金 67,466,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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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海邊，因此用過核子燃料/低放射性廢棄物運輸

以海運為主、陸運為輔。分項內容說明如下： 

(一)  運輸船舶 

1. 低放射性廢棄物運輸船： 

可採購或租用 1,000 噸級 DWT 之船舶，船上需配

有吊運貨櫃之吊運設備。每航次可載運 720 桶廢

棄物，每艘船每年運輸最多 36 航次，採購每艘

費用約 3億元，使用年限 25 年。 

每航次所需費用約 340 萬元，總支出約 36 億

1,420 萬元。 

2. 高放射性廢棄物運輸船： 

可採購或租用符合 INF-3 級遠洋 4,000 噸以上

DWT 運輸船，船上配有吊運 150 噸以上貨物之吊

運設備。每航次可運輸 6個護箱，每年最高 8航

次，每艘費用 7億元（吊桿部分 3億元，船體 4

億元），使用年限 15 年。每航次所需費用約

3,092 萬元。總支出約 27 億 5,188 萬元。 

(二)  運輸車輛 

1. 低放射性廢棄物曳引車(車頭) 

將採購國內一般陸運常用 35T 拖車頭，再加裝屏

蔽後使用，預估在蘭嶼及低放處置場各購買 4

台，每部車購買費用 275 萬元（參考三菱 380 匹

馬力），使用年限 10 年。全部共需採購 20 輛，

共計 5,500 萬元。 

109 年開始，將另外租用 4台用於核電廠廢棄物

運輸(不定時租用)，租用方式為 1台車頭和拖車

以及司機 1日（8小時），預估每車每日費用約 1

萬元。及預估每年約需租用 90 日到 270 日。由

民國 109 年到 128 年，租用運輸車輛共約 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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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 

2. 低放射性廢棄物拖車(拖板) 

主要是承載低放射性廢棄物運輸貨櫃，再由曳引

車牽引而行走，預估在蘭嶼及低放處置場各購買

12 台，核一、二、三廠各購置 6台，每輛拖車之

購買費用 50 萬元，使用年限 10 年。租用部分於

曳引車部份已經合併敘述。全部共採購 42 輛，

共計 2,100 萬元。 

3. 用過核子燃料自走車 

由於用過核子燃料運輸護箱相當重，可達 120 公

噸，故以專用之運輸自走車進行載運用過核子燃

料護箱，隨高放運輸船載貨卸貨，每部車購買費

用 4,800 萬元，使用年限 10 年。若以採購新自

走車之方式，則搭配高放射性廢棄物運輸船每年

運輸 8航次共 8運次做計算，包含操作和周邊配

套措施，每運次費用 653 萬元。總支出約 5億

8,117 萬元。 

(三) 運輸容器 

1. 低放射性廢棄物運輸貨櫃 

運輸貨櫃採用可容納 12 桶(3x4)之 10 呎運輸貨

櫃，以 1000 噸貨櫃船之設計每航次輸運 720 桶

廢棄物，相當於可裝載 60 只運輸貨櫃，隨低放

運輸船購買 180 只，每只貨櫃購買價格約 22 萬

元，使用年限 10 年。共需採購 1,080 只貨櫃，

共計 2億 3,760 萬元。 

2. 用過核子燃料運輸護箱 

用過核子燃料運輸護箱將採用 TN-24(可裝 52 束

BWR 燃料或 24 束 PWR 燃料)，約 120 噸，作為運

輸航次估算之基準，未來實際採用時將配合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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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燃料乾式貯存之規劃，共採購 15 個，每個

護箱單價目前以國外較大容量護箱單價 400 萬美

金，約新台幣 1億 3,000 萬元估算，使用年限 40

年。共需採購 15 只，約美金 6,000 萬元，共計

新台幣 19 億 5,000 萬元。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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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運輸船之

使用，將對各碼頭加以改善，至於高、低放射性

廢棄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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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核一廠碼頭新建：將依照民國 86 年 4 月台電公

司委託台灣漁業技術顧問社執行完成之「核一廠

興建碼頭可行性研究報告」所規劃之核一廠可容

納 4,800 噸船隻的碼頭佈置，新建核一廠碼頭，

以民國 97 年 1月 3日工程物價水準，其花費約

為 33 億 3,802 萬元。 

2. 核二廠、核三廠碼頭改善：將依照核研所「核

一、二用過核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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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國 97

年 1 月 3日工程物價水準，其費用分別為核二廠

13 億 4,896 萬元，核三廠 17 億 7,862 萬元。 

3. 蘭嶼碼頭改善：將參照民國 81 年對蘭嶼碼頭改

善之費用調整物價，以民國 97 年 1月 3日工程

物價水準，改善費用約 13 億 5,096 萬元。 

(五) 人事費用 

除前述採購各項設備費用外，執行廢棄物運輸過

程中須有大量人員參與，如船舶、車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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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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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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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放射性廢棄物運輸船每航

次 500 海浬，每海浬消耗 38.6 公升，每航次消

耗 19,300 公升，而高放射性廢棄物運輸每航次

500 海浬，每海浬消耗 91.4 公升，每航次消耗

45,700 公升。中油牌告海運輕柴油每 1,000 公升

3.1 萬元。租用部份，租金之中已包含相關油料

費用。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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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船之維護費已包

含於租用之後勤補給費用內，曳引車之燃料及維

護費用為投資費用之 15%。 

(八) 雜項陸運費用 

放射性廢棄物運輸作業期間，除前述運輸船舶車

輛及碼頭作業人員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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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棄物運輸每航次約 100 萬元，高放射性廢棄物運

輸每航次約 200 萬元估算。 

(九) 法規費用 

依放射性物料管制收費標準第十九條所規範放射

性廢棄物運送審查費及檢查費，計算如下： 

1. 低放射性廢棄物運送計畫審查費，每一申請案新

台幣 10 萬元。核一廠、核二廠、核三廠和蘭嶼

各一申請案，共 40 萬元。 

2. 低放射性廢棄物運送檢查費，每運次新台幣 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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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低放射性廢棄物運送有 1,063 運次，共

5,315 萬元。 

3. 高放射性廢棄物運送計畫審查費，每一申請案新

台幣 100 萬元。核一廠、核二廠和核三廠，共

300 萬元。 

4. 高放射性廢棄物運送檢查費，每運次新台幣 10

萬元。高放射性廢棄物運送有 89 運次，共 890

萬元。 

5. 高放射性廢棄物運送容器審查費，每一申請案新

台幣 200 萬元。高放射性廢棄物運送容器 TN-24

於民國 144 年審查，審查費用 200 萬元。 

(十) 運輸費用估算結果 

前述各項費用相加而得運輸總費用為 207 億 2,743

萬元(未加計 15%準備金)。其中美金佔 10％。各費

用整理如下表所示： 
 

 
  

預算項目 單位：新台幣仟元 
運輸船舶 6,366,080 
購買運輸車輛 85,000 
租用運輸車輛 615,070
購買運輸容器 2,217,600
碼頭改善計畫 7,781,385 
人事費用 603,840 
維運費用 1,750,012 
陸運雜項費用 1,241,000 
法規費用 67,450 
總費用 20,727,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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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貯存/處置回饋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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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核能後端營運設施(貯存場、最終

處置場)興建及營運期間與鄰近地區居民之和諧，故

編列回饋金，其總費用約 245 億元。(未加計 15%準

備金)各項費用之編列方式分述如下： 
(一) 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回饋 

依照 97.11.12 修正發布之「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

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回饋要點」之規定，將依各核能

電廠及蘭嶼貯存場前一年年底實際貯存之可送處置

之低放射性廢棄物數量，估算所需提供之貯存回饋

金，設施所在鄉鎮為 200 元，設施各鄰接鄉鎮及所

在縣為 60 元。 
(二) 用過核子燃料貯存回饋 

依照「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回

饋要點」之規定，將依各核能電廠前一年年底實際

貯存之用過核子燃料數量，估算所需提供之貯存回

饋金，其中濕式貯存設施在所在鄉鎮為每公噸鈾

15,000 元，設施各鄰接鄉鎮及所在縣為每公噸鈾

4,500 元。而乾式貯存設施在所在鄉鎮為每公噸鈾

30,000 元，設施各鄰接鄉鎮及所在縣為每公噸鈾

9,000 元，另外乾式貯存設施在興建時在設施所在

鄉鎮回饋金為 6 千萬元；設施各鄰接鄉鎮及所在縣

回饋金為 3 千萬元。 

(三)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選址回饋 
本項回饋費用估算係參照 98.3.4 發布之「低放射性

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場址調查評估獎勵要點」、

95.05.24 發布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

址設置條例」及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預計

時程，獎勵金總金額約 2.5 億元分 5 期發放，預估

99 年發放 1.1 億元，100 年發放 1.4 億元，回饋金

之總額 50 億元，預估將於核定場址起至處置場營

運啟用按施工期程分 7 期支付，各期金額為首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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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億元，中間各期為 5 億元，最後 1 期為 10 億

元。 

(四)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運轉階段回饋 
最終處置場運轉階段將接收由各核能電廠、蘭嶼貯

存場及核能研究所運輸而來之低放射性廢棄物，預

估每處置 1 桶低放射性廢棄物提供設施所在鄉鎮處

置回饋金 200 元、鄰接鄉鎮 60 元及所在縣 60 元，

並以所在鄉鎮 1 單位、臨近鄉鎮 2 單位和所在縣 1
單位來估算。 

(五) 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選址回饋 
由於目前距離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場預定開始運

轉時間(民國 144 年)，仍有相當長之一段時間，故

目前國內並未如同低放射性廢棄物一般，訂定「高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例」，但考

量國內之民情及實際需要，未來執行時必定需要回

饋金，故將依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之預定

時程，規畫回饋金額與付款時程之參考，假設回饋

金總額比照低放射性廢棄物之 50 億元，支付時間

亦比照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依核定候選場址

起至處置場營運啟用按施工期程分 7 期支付，各期

金額為首期為 15 億元，中間各期為 5 億元，最後

1 期為 10 億元。 

(六) 用過核子燃料處置設施運轉階段回饋 
最終處置場運轉階段將接收由各核能電廠運輸而來

之用過核子燃料，假設每處置 1 公噸鈾之用過核子

燃料提供設施所在鄉鎮處置回饋金 30,000 元、鄰

接鄉鎮 9,000 元及所在縣 9,000 元，並以所在鄉鎮

1 單位、臨近鄉鎮 2 單位和所在縣 1 單位來估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