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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給水及水庫原水輻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本於公共給水及水庫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權責，在輻射災害中，督導及協調公共給水及水庫相關單位執行整

備、警戒、應變及復原等工作。依據災害防救法（以下稱災防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並參照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之精神，訂定「公共

給水及水庫原水輻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第一章 總論 

第一節 計畫目的 

健全公共給水及水庫原水輻射災害之災害防救體系，強

化災害之整備、警戒，災害發生時之緊急應變及災後之復原

重建措施，提升各相關單位對於公共給水及水庫原水受輻射

影響所產生災害之應變能力。 

第二節 計畫架構 

本計畫包括總論、整備、警戒、應變、復原及計畫實施

與管制考核等六章。 

第三節 與其他計畫間之關係 

本計畫與各災害防救計畫關係分述如下： 

一、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係指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擬訂，為針對全國災害防

救施政之整體性、長期性、指導性所訂定之綱要計畫。本

計畫依據該基本計畫所訂各階段防救災工作的基本方針

或規範研擬。 

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係指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各公共事業針對

所管業務或事務所訂定之各項災害防救相關措施，屬於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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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務需求導向，為各層級政府相同業務主管機關縱向貫

徹執行災害防救業務之短、中期計畫，每二年必需進行檢

討與修正，以作為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擬訂基礎。本計畫與

各類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為平行位階之互補計畫。 

三、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及核子反應器設施緊急應變計畫 

係指中央主管機關依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 14 條

規定會商各指定之機關訂定之緊急應變基本計畫及核子

事故民眾防護行動規範後，由地方主管機關依該緊急應變

基本計畫及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規範，訂定之區域民眾

防護應變計畫。本計畫與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之間為互

補計畫。 

四、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係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針對區

域（縣市或鄉鎮市區）災害特性，依據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所訂定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經整合訂出該區域

內相關機關應執行之各項災害措施或事項所擬訂之計

畫。地方政府在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時，對公共給水及

水庫原水受輻射影響而產生災害防救部分，應予納入落實

執行。 

第四節 輻射對公共給水及水庫原水所產生災害特性 

輻射對公共給水及水庫原水所產生影響可概分為二：

（一）為放射性落塵，（二）為放射性物質。其影響主要為含

放射性物質如隨飲用水進入人體；或者進入灌溉設施為農作

物所吸收，隨同食物鏈進入人體，將視在人體代謝速率而有

一段時間停留於人體內，持續照射人體組織致產生不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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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所以當公共給水及水庫原水受輻射污染時，可能產生危

害。  

第五節 計畫訂定與修正程序 

本計畫由本部研擬，並請相關機關(構)提供意見後，報

請行政院災防辦公室核轉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其

修正程序亦同。 

第六節 計畫執行之督導 

本部本於公共給水及水庫之目的事業之主管機關，負責

督導及協調公共給水及水庫相關單位在輻射災害中，執行整

備、警戒、應變及復原等工作。 

第七節 計畫檢討修正之期程與時機 

計畫應依相關單位於公共給水及水庫在輻射災害中，執

行整備、警戒、應變及復原等相關事項進行之勘查與評估，

每 2年檢討修正 1次；必要時，得隨時修正。 

第二章 整備 

第一節 概述 

此階段重點在於監測計畫、監測標準之擬定與執行，和

應變計畫之擬定，及所需技術之掌握。 

第二節 輻射監測標準之訂定 

輻射存在於自然環境中，需達一定量以上對人體方成危

害，明確之基準有利於應變啟動及警戒，由本部會商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對公共給水、灌溉用水

及水庫原水之行動基準予以訂定。 

第三節 加強監測計畫之擬定 

平時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進行環境背景值監測，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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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6個月對主要供水水庫及自來水淨水場（如附件 1）進行放

射性物質含量檢測，並對外公佈。 

所涉自來水事業及水庫管理單位應針對我國或鄰近國家

發生核子事故、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發佈有輻射塵污染之虞

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知等情事，訂定加強監測計畫。 

第四節 應變計畫之擬定 

水庫管理單位於輻射監測結果達行動基準時之處置，應

擬定應變計畫；自來水事業於輻射監測結果達行動基準時之

處置，應擬定應變計畫及臨時供水措施；本部應擬定水源調

度措施及包裝水緊急生產措施；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擬定避

難場所包裝水供應及儲備計畫。 

第五節 緊急處理技術之掌握 

對於水體放射性物質含量達行動基準時，如何藉由處理

降低放射性物質含量至安全狀態，使水體仍可提供使用之技

術，由本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自

來水事業及水庫管理單位予以研發、引進及掌握。 

第六節 演練之執行 

自來水事業及水庫管理單位應定期或不定期進行高司及

實兵演練；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包裝水供應計畫納入年度

防災演練。 

第七節 復原技術之掌握 

在輻射災害解除後，如何消除相關供水設施殘存放射性

物質之技術，由本部協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來水事業及水庫管理單位予

以研發、引進及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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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輻射廢棄物處理技術之掌握 

在輻射災害處理過程中之含放射性物質廢棄物，請自來

水事業及水庫管理單位依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相關規範處

置。 

第三章 警戒 

第一節 加強監測計畫之執行 

當我國或鄰近國家發生核子事故、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發佈有輻射塵污染之虞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知時，自來水

事業及水庫管理單位應立即啟動加強監測計畫，並隨著監測

值是否接近行動基準，提高監測頻率，其監測結果應予公布。 

第二節 應變使用設備、物資之檢查、校核 

自來水事業及水庫管理單位對應變計畫中所需之緊急處

理設備與物資應再予以檢查校核；自來水事業對於水車數

量、位置應予再確認，並檢查臨時供水站現地情況；直轄市、

縣市政府對於包裝水之供應量應再予以確認。 

第四章 應變 

第一節 緊急應變小組之運作 

當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知或輻射監測結果超過行動基準

時，本部及自來水事業、水庫管理單位應成立緊急應變組織，

並依據應變計畫執行處置作為，包括實施緊急處理淨水供

水、臨時供水措施、設置臨時供水站及實施包裝水供應等。 

第二節 跨縣市之支援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視災害規模，必要時請求鄰近地方

政府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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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軍及志願服務組織之支援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自來水事業及水庫管理單位，無法

因應應變處理，得依「申請國軍支援災害處理辦法」，申

請國軍支援。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設置臨時供水站及實施包裝水供應，

得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請示動員民間災害防救團體、社

區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後備軍人組織及民防團隊等協助。 

第四節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之動員 

各級政府於地區發生重大災害，情況嚴重緊急時，得依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動員人力、物力進行救災。 

第五節 災害緊急應變之執行 

一、供水區域位於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公告之緊急應變計畫

區，自來水事業及水庫管理單位應停止供水。 

二、水源及供水設施位於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公告之緊急應

變計畫區，自來水事業及水庫管理單位應停止供水，除

留守必要人力以確保設施安全外，其餘人員應立即撤

離。前述留守人員之防護設備不足時，自來水事業及水

庫管理單位應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請求支持。 

三、水庫原水或公共給水輻射監測結果超過行動基準時，自

來水事業及水庫管理單位應即評估用水經緊急處理是否

可降低放射性物質含量，並立即執行之；如無法降低，

應即關閉設施，並由自來水事業啟動臨時供水站供水計

畫，通知本部啟動水源調度措施，降低對供水區域之威

脅；如致無法供應用水或供水量不足時，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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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啟動包裝水供應計畫，提供供水區域內居民之必

要飲用水。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緊急避難場所避難人員應依包裝

水供應計畫提供必要之飲用水。 

五、本部工業局及商業司遇有包裝水不足之情事時，應協調

廠商增產。 

第六節 提供受災民眾災情資訊 

一、災情之傳達 

本部、自來水事業、水庫管理單位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

將公共給水供應及恢復情形與政府所採對策等資訊，隨時傳

達予民眾。 

二、災情之諮詢 

本部、自來水事業、水庫管理單位及直轄市、縣市政府為

提供民眾有關災情之諮詢，得設置專用對外窗口及諮詢專線。 

第五章 復原 

第一節 概述 

當環境輻射背景值或水體輻射監測結果降至行動基準以

下時，供水設施應予確認安全後，恢復供水；重點工作包括

水體放射性物質含量與供水端水體放射性物質含量之確認，

以及輻射廢棄物處置等。 

第二節 供水之恢復 

原水水體及原水管路經確認，放射性物質仍有殘留時，

水庫管理單位應執行清除；自來水供水設施、管路及清水、

供水端水體經確認，放射性物質仍有殘留時，自來水事業應

執行清除。原水及清水輻射監測結果已降至行動基準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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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恢復供水。 

第三節 輻射廢棄物之清理處置 

在應變期間，相關單位於處理措施所產生之含放射性物

質廢棄物，應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規定之處置方式予以小心

處理，避免產生二次災害。 

第六章 計畫實施與管制考核 

第一節 災害防救各階段工作重點事項 

一、各單位應指定相關業務人員或專職人員辦理相關工作，

並配合實施災害防救組織之整備。 

二、各單位應配合建立公共給水及水庫原水輻射災害防救工

作之標準作業程序、災害通報表格制式化等機制，並加強

協調聯繫。 

第二節 管制考核 

一、本計畫所規定各項重點工作，應由各主（協）辦單位（如

附件 2）積極加強推行，貫徹實施，並自行擬訂評估指標，

定期檢查。 

二、本業務計畫所規定工作項目之辦理情形與成效，由本部

選定重點項目，會同各主（協）辦機關檢討，並應將執行

情形及檢討結果函送行政院災防辦公室備查，其餘由各主

（協）辦單位自行列管。 

第三節 經費 

本業務計畫之各項工作所需經費，由各主（協）辦單位

編列相關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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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水庫 淨水場 

1. 新山水庫 

2. 翡翠水庫 

3. 石門水庫 

4. 寶山水庫 

5. 寶山第二水庫 

6. 明德水庫 

7. 永和山水庫 

8. 大埔水庫 

9. 德基水庫 

10. 鯉魚潭水庫 

11. 石岡壩 

12. 霧社水庫 

13. 日月潭 

14. 集集攔河堰 

15. 仁義潭水庫 

16. 蘭潭水庫 

17. 曾文水庫 

18. 烏山頭水庫 

19. 白河水庫 

20. 南化水庫 

21. 高屏攔河堰 

22. 牡丹水庫 

23. 澎湖成功水庫 

24. 金門太湖水庫 

25. 連江勝利水庫 

  

 

1. 新山淨水場 

2. 公館淨水場 

3. 長興淨水場 

4. 直潭淨水場 

5. 板新淨水廠 

6. 平鎮淨水廠 

7. 大湳淨水廠 

8. 龍潭淨水場 

9.  新竹第一淨水場 

10. 寶山淨水場 

11. 東興淨水場 

12. 明德淨水廠 

13. 鯉魚潭淨水廠 

14. 豐原第二淨水廠 

15. 北屯淨水場 

16. 彰化第三淨水廠 

17. 林內淨水場 

18. 水上淨水場 

19. 公園淨水場 

20. 竹崎淨水場 

21. 潭頂淨水場 

22. 南化淨水廠 

23. 烏山頭淨水場 

24. 小坪淨水場 

25. 拷潭淨水場 

26. 大崗山淨水場 

27. 鳳山淨水場 

28. 澄清湖淨水場 

29. 深溝淨水場 

30. 砂婆礑淨水場 

31. 利嘉淨水場 

32. 成功淨水場 

33. 金門太湖淨水場 

34. 連江海淡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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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分工表 

階段 工作項目 主（協）辦單位 備註 

整 

備 

輻射監測標準之訂定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經濟

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加強監測計畫之擬定 自來水事業、水庫管理單位  

應變計畫之擬定 
經濟部、直轄市、縣市政府、

自來水事業、水庫管理單位 

 

緊急處理技術之掌握 

經濟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自來水

事業、水庫管理單位 

 

演練之執行 
自來水事業、水庫管理單位、

直轄市、縣市政府 

 

復原技術之掌握 

經濟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自來水事業、水

庫管理單位 

 

警 

戒 

加強監測計畫之執行 自來水事業、水庫管理單位  

應變使用設備、物資之檢

查、校核 

自來水事業、水庫管理單位、

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 

變 

緊急應變小組之運作 

經濟部、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來

水事業、水庫管理單位、直轄

市、縣市政府 

 

跨縣市之支援 直轄市、縣市政府  

國軍及志願服務組織之

支援 

直轄市、縣市政府、自來水事

業、水庫管理單位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

之動員 
各級政府 

 

災害緊急應變之執行 
自來水事業、水庫管理單位、

直轄市、縣市政府 

 

提供受災民眾災情資訊 
經濟部、自來水事業、水庫管

理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 

 

復 

原 

供水之恢復  自來水事業、水庫管理單位  

輻射廢棄物之清理處置 自來水事業、水庫管理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