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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福島核災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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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島事故初始福島事故初始
2011年3月11日14:46日本東北海域發生

規模9.0地震(逆衝型)，並引發海嘯，造

成福島第一核電廠嚴重損毀
該電廠設計所考量的歷史地震為規模8.2，9.0
地震之能量約為其7倍以上

地震除引發嚴重海嘯外，後續四百多次

餘震中較強餘震，也導致主要的煉油廠

大火

2011年3月11日14:46日本東北海域發生

規模9.0地震(逆衝型)，並引發海嘯，造

成福島第一核電廠嚴重損毀
該電廠設計所考量的歷史地震為規模8.2，9.0
地震之能量約為其7倍以上

地震除引發嚴重海嘯外，後續四百多次

餘震中較強餘震，也導致主要的煉油廠

大火



55

福島事件肇因

地震發生時，所有操作系統
已自動急停。
緊急柴油發電機正常運作，

直到海嘯來襲才失效。
1.因地震喪失外電

2. D/G因海嘯失效

1+2 導致電廠全黑

所有後備供電能力喪失

66

福島第一核電廠設施位置圖

3/12 14:40 洩壓
3/12 15:36 氫爆
3/12 20:20 注入硼酸海水

3/13 11:40 洩壓
3/13 13:12 注入海水
3/14 11:01 氫爆

3/15 08:54 失火
(可能亦有爆炸)

3/16 05:45 火災

3/14 13:25 注入海水
3/15 06:14 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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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和海嘯前(2009-11-15)

資料來源：

地震和海嘯後(2011-3-18)

福島第一核能電廠
地震和海嘯前後對照圖

1234 1234

88

福島第一核能電廠照片

(2011-3-16)

1號機

2號機

3號機 4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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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爐及圍阻體示意圖

福島第一核電廠1, 3
號機二次圍阻體氫
爆毀損區域，4號機

因失火而毀損，2號
機有局部受損

福島第一核電廠
一次圍阻體 (1、3
號機仍為完整、2
號機懷疑受損)

1, 2, 3號機反應爐
內有核子燃料

抑壓池(吸納蒸汽與

注水系統水源)

福島第一核電廠2
號機3/15爆炸可能
毀損區域

用過燃料池

2、3、4號機已
從外部進行灑水

10

福島第一核電廠事故狀態(4月15日資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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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核能事故比較簡表
事故 三哩島事故

(1979年)
車諾比事故
(1986年)

福島核一廠
1~3號機(2011年)

反應爐型式 壓水式(PWR) RBMK 1000 沸水式(BWR)第3/4代

圍阻體 乾式圍阻體 無 馬克I型

功率 906百萬瓦(MW) 1000 百萬瓦(MW) 460~784百萬瓦(MW)

事故原因
人為疏失
(誤判水位與應變失當)

人為疏失
(蓄意取消安全設定)

地震與海嘯複合式天
然災害

爐心熔毀
輻射外釋

47%
I-131: 20 Ci(740 GBq)

100%
I-131: 1760 PBq
Cs-137: 85 PBq

25~70%
I-131: 37 萬TBq

國際核能事件
分級制(INES)

第5級 第7級
3/12 認定第4級
3/18 上修至5級
4/12 上修為7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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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島第一核電廠附近劑量率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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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本館北側

西門附近

正門附近4號機失火
3/16 08:54

1號機洩壓
3/12 9:30 1號機氫爆

3/12 15:36

3號機洩壓
3/13 11:00

3號機注海水
3/13 13:12

3號機氫爆
3/14 11:01

2號機爆炸
3/15 06:10

西門附近
（距離2號機約1.1公里）

事務本館北側
（距離2號機約0.5公里）

正門附近
（距離2號機約1.0公里）

事務本館北側
西門附近
正門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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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島電廠附近輻射偵測狀況

單位：微西弗/小時

14

1 103 104 105 106102101 107 108

24, 27 March 2011

Bq.m‐3

[103– 104]

[105– 107]

福島電廠附近海洋環境監測

經過30公里海洋的稀釋，Cs-137濃度約降低
10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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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μSv / hour

資料來源：IAEA

茨城縣

埼玉縣

東京都
茨城縣(1)

東京都(2)

埼玉縣(4)

日本7縣輻射劑量率
(3/24 – 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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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福島附近30公里處(相馬郡飯館村長泥)土壤放射性含量

及劑量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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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福島電廠採取之對策

廠外：
疏散：20公里內之居民
室內掩蔽：20公里至30公里間之居民
20公里外部份地區劃為「計畫撤離區」，另劃定
「緊急撤離準備區」，居民要隨時準備室內掩蔽
或撤離。

廠內：
3個月內將輻射外釋儘量抑低
6個月內將反應爐及用過核燃料池回復穩定冷卻狀
態，並將反應爐加以遮蓋。
長期方面則將移除燃料並拆除反應器廠房。

國內應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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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變作業
3月11日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3月11日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3月12日
原能會應變小組

3月12日
原能會應變小組

3月13日
總統府國安會0311專案

3月13日
總統府國安會0311專案

核安監管中心
24小時持續監控

3月23日
行政院災防會接辦311專案

3月23日
行政院災防會接辦311專案

3月15日
總統視察原能會

3月15日
總統視察原能會

20

總統府國安全0311專案

境外因應

嚴密監控日本地震、海嘯及核子事故發展與影

響(原能會、外交部、經濟部、海巡署、國防
部、氣象局)

捐款援助與物資提供(含碘片)(內政部、外交部)

協助旅日國人返國及重建事宜(僑委會、外交
部、交通部、原能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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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國安全0311專案

邊境管理

日本入境旅客及寵物檢測
(原能會、交通部、國防部、農委會)

日本進口貨物(食品、農產、水產食品)之管制
(衛生署、農委會、原能會、交通部、財政部)
監控我國漁船作業海域及檢測漁獲
(農委會、原能會、海巡署)
運輸機具輻射偵檢與除污

(交通部、財政部、原能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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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國安全0311專案

境內處置
輻射偵測網及資訊判讀
(原能會、海巡署、國防部)

輻射相關標準或準則及標準作業流程
(原能會、經濟部、農委會、衛生署、教育部)

產業及經濟衝擊與因應
(經建會、金管會、經濟部、農委會、財政部)

新聞媒體處理
(新聞局及各相關部會)

國軍整備及支援(國防部)

國內核能電廠安全總體檢
(原能會、經濟部)

22



23

對台灣影響_氣象資料預測

23

24

國內環境輻射監測

原能會輻射偵測中心
即規劃設置全國的30
處即時輻射偵測站，
偵測站每5分鐘更新
偵測數據。

福島事件發生後部分
電子媒體亦於播報新
聞時，擷取數據播
放。

已增設了馬祖、花
蓮、澎湖、新竹及彭
佳嶼站。



2525

目前台灣全省劑量率變動

26

環境輻射監測_空氣取樣

自3月15日起原能會輻射偵測中心及台電公司放
射試驗室分別進行空氣樣品加強取樣偵測。

3月30日起陸續在北部及南部空氣測得微量的
碘-131、銫-137，空氣中的活度大約碘-131為
每立方公尺0.0002~0.002貝克間；銫-137為每
立方公尺0.0004~0.001貝克間；未量測到銫-
134。鉀-40為每立方公尺0.03~0.2貝克間。

若以每立方公尺為0.002貝克空浮濃度評估，呼
吸一年等於0.1微西弗，約為年背景輻射劑量
(1600微西弗)的十萬分之七，約等於照一張胸
部ｘ光片輻射劑量(20微西弗)的千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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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北部 0.2mBq/m3 (3/30)
台灣南部 0.06mBq/m3 (3/30)
台灣北部 0.2mBq/m3 (3/31)
台灣南部 0.9mBq/m3 (4/4)

AK Dutch Harbor
104 mBq/m3 (3/20)

CA Anaheim       
70 mBq/m3 (3/21) 

天津 0.1 
mBq/m3(3/29) Seoul

0.4mBq/m3 (3/29)

Manila 
<0.06mBq/m3 (3/29)

碘-131

28

環境輻射監測_植物

4月6日首次在北部的植物樣品(草及樹)測得微量
的碘-131，放射性含量為每公斤1.3貝克~4.88貝
克之間。4月7日於山茼蒿量測到微量碘-131，放
射性含量每公斤為2.49貝克。經清洗後已量測不
到碘-131放射性核種。

如果直接食用未經清洗之山茼蒿，食用一年造成
的劑量為2微西弗，即連續食用10年約為一張胸部
ｘ光的劑量，幾乎對人體不會造成影響。

召開記者會及發布新聞稿，建議民眾對一般蔬果
採取清水沖洗即可有效的將表面污染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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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輻射監測_土壤等

土壤樣品及近海海水樣品均未測得碘-131、銫-
137、銫-134

落塵樣品雨水監測

台北：未測得碘-131、銫-137、銫-134(4/18)

高雄：未測得碘-131、銫-137、銫-134(4/18)

30

相關法規及暫行標準

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

商品輻射限量標準(食品、飲用水)

日本入境旅客輻射管制暫行標準(3/15新訂) 

商品檢測輻射管制暫行標準(其他商品) (3/21新訂) 

輻射塵停班與停課暫行防護基準(研訂中)

受放射性落塵污染食品或農漁產品等之銷毀處理

導則(研訂中) 

飼料、化妝品及醫療器材等標準研訂



3131

推動國人正確防護之宣導

「輻射落塵之防護作法」

短片於電視媒體播出

「核子事故防護行動」、

「輻射落塵防護」於廣播

電台製播

各電視媒體揭示全國環境

輻射監測值

3232

資訊公開相關措施

中文版中文版

英文版英文版

對象: 在台外僑、外商及
國際機構



核電廠現有安全防護體制全面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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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核電廠安全防護體制全面體檢

日本東北地區外海3月11日發生規

模9.0大地震及後續海嘯，福島一

廠機組因廠區全黑、喪失熱沉及後

備水源不足，導致爐心燃料熔毀及

大量放射性物質外釋

檢討我國核能電廠現有安全防護體

制，包括強化電廠的安全防護措施

(防止事故發生)、事故的應變能力

(防止事故惡化)、強化事故處理的

能力(減少災損與復員重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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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電廠處理事件能力與強化

35

廠區電源全部喪失(全黑)事件
電廠正常/緊急電源檢視及喪失時之處理方式與改善做法

廠區電源全部喪失(全黑)事件
電廠正常/緊急電源檢視及喪失時之處理方式與改善做法

熱移除及最終熱沉能力
反應爐、抑壓池、圍阻體及相關安全系統移熱系
統功能檢視及喪失功能時之處理方式與改善做法

熱移除及最終熱沉能力
反應爐、抑壓池、圍阻體及相關安全系統移熱系
統功能檢視及喪失功能時之處理方式與改善做法

廠房/廠區水災事件及防海嘯能力
電廠廠房/廠區排水設施檢視及緊急狀況(包含海
嘯、土石流、淹水)之處理方式與改善做法

廠房/廠區水災事件及防海嘯能力
電廠廠房/廠區排水設施檢視及緊急狀況(包含海
嘯、土石流、淹水)之處理方式與改善做法

用過燃料池完整性及冷卻能力
用過燃料池之耐震、冷卻能力、防範重物墜落、備
援能力之檢視及喪失能力時之處理方式與改善做法

用過燃料池完整性及冷卻能力
用過燃料池之耐震、冷卻能力、防範重物墜落、備
援能力之檢視及喪失能力時之處理方式與改善做法

複合式災難事件
檢討複合式災難發生時(地震/海嘯/水災)之救援人
力、設備、處理方式與改善做法

複合式災難事件
檢討複合式災難發生時(地震/海嘯/水災)之救援人
力、設備、處理方式與改善做法

超過設計基準事故
檢視設計上用來減緩嚴重事故之設備、機制、備
源及超過設計基準事故之處理方式與改善做法

超過設計基準事故
檢視設計上用來減緩嚴重事故之設備、機制、備
源及超過設計基準事故之處理方式與改善做法

36

強化人員、設備與作業程序

36

事故處理程序與訓練
機組人員、廠外支援與備援人力與設備之檢視與
人員訓練，及緊急狀況時之處理方式與改善做法

事故處理程序與訓練
機組人員、廠外支援與備援人力與設備之檢視與
人員訓練，及緊急狀況時之處理方式與改善做法

機組斷然處置程序之建立
檢討與建立機組斷然處置之通報、運作方式、機
制、設備、程序及因應做法

機組斷然處置程序之建立
檢討與建立機組斷然處置之通報、運作方式、機
制、設備、程序及因應做法

一/二號機組相互支援
檢討每座電廠一/二號機組相互支援之人員、設

備、措施與強化做法

一/二號機組相互支援
檢討每座電廠一/二號機組相互支援之人員、設

備、措施與強化做法

精進人力/組織運作及強化核能安全文化
檢視強化核安文化所需之組織、人力運用及改善

做法

精進人力/組織運作及強化核能安全文化
檢視強化核安文化所需之組織、人力運用及改善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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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防護之緊急計畫區域檢討

劃定的準則

參考福島事件與國際間
作法

37

38

廠外應變機制與組織檢討

檢討災害防救與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機

制，建立國家全災害防救機制。

檢討緊急應變(含輻射偵檢)人力及設備

備援能量、與環境輻射快速偵測能力。

建立政府與民間、國際與兩岸之災害通

報及支援作業。

檢討現行民眾防護作業準則，調整應變

組織與法規，確立應變組織成員任務與

程序。

強化即時新聞發布與媒體溝通。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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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核能從業人員在日本福島事故中已深切得
到教訓

提昇複合式災害的安全防禦等級

再強化核能事故的應變能力

期能落實「現有核電廠安全防護體制全面
體檢」與後續改善，以重建國人對核電廠
安全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