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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廢物係指目前不能被重新再使用的放射性物質。一旦產生之後，放射性廢物必須在對人類健康和
環境無害的安全方式下被妥善地管理。

放射性廢物從哪裡來?
> 核能發電
> 科學研究
> 國防應用
> 其他產業應用，諸如: 水和食品處理、化學品製造、測量和監測設備、醫療影像照射、檢測和治療。

在大多數國家裡，放射性廢物產生的主流來自於核能發電。

如何管理放射性廢物 ?
放射性廢物必須根據不同的條件來進行安全地管理，同時需要考量到其濃度與衰變的特性，譬如輻射的
種類和衰變時間。
以科學研究和考察研究兩者相互協調，俾為所有等待一個產業解決方
法的放射性廢物來定義可永續發展和安全管理的解決方案。最終，放
射性廢物將被處置於經妥善工程策劃的設施裡。

放射性廢物由誰來負責?
各國的公營或私營的放射性廢物管理機構，應負責長期管理在其國家
所產生之放射性廢物。他們的任務是根據法律、法規的規定，以及控
制流程來進行管轄。
他們必須要全部或部分履行的任務，包括：
>  選址、施工設計、運作、設施關閉，和監測貯存場所或處置設施 ;
>  由小規模的核廢物生產者或業主手中收集放射性廢物，並清理和修

復污染之場址 ;
> 鑑於長期處置方案的需求進行研發 ;
>  公開資訊，以及與國家層級、區域和地方各級利益相關者的積極對

話政策。

來加入放射性廢 
物管理工作如何？

一個有前途的環保專業 … 適合男性與女性

在世界各地，落實放射性廢物管理是一項具公眾利益
價值的活動。
這是一個強化與創新的活動，具有持續的研究和發展
能量。它是一種聚集了獎勵性和挑戰性的職業，並以
屬於國際性範疇的各種任務來呈現。報酬和長期就業
的機會也很豐富。

全球市場上，培訓和招聘新人的需求，在未來幾年內
將會特別的強勁。
 這本小冊子說明了此項職業的內涵和需求。

核技術被廣泛地應用於產生電力，但也同時被應用於
醫療事業或工業，以及科學研究用途。
就像任何其他行業一樣，核應用活動也會產生廢棄
物，無論是傳統的一般性廢物和放射性廢物。
所有利用到原子能好處的國家都應該致力於開發一個
明確的核廢物管理政策，來管理存在的核廢物，並為
安全地管理這些核廢物所需的基礎設施和能量做好準
備。此等需求提供了一個從現在到未來一系列的專業
就業機會。

無論核電的未來發展如何，控制和管理放射性廢物的
需要，仍將會持續幾十年 。
在未來的十年裡，放射性廢物管理部門將會需要大量
的工程師 (涵蓋之技術領域諸如：採礦、核能，或土木
工程)，而且還需要多種其他技能和技術互補的人才，
諸如：物理的、地質的和自然科學的科學家，政策決
策者和社會學科學家，以及其他許多種類型的專業人
士和技術人員等 ...... 。.

Please visit www.oecd-nea.org/rwm/profiles for information about your country and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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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我們工作的價
值觀
經驗顯示放射性廢物的管理必
須依靠和發展基本的價值觀，
諸如: 資訊透明度、公開性、對
話、尊重、挑戰、精進、不斷的
學習，和對以下三方面付諸持續
的承諾：
> 人民與環境的安全
> 國際合作
>  開發尊重當代人民和後代子孫

權利之相稱的解決方案  



需求專長
研究與發展
尋求創新的解決方案，對不同類型的廢棄物、技術監控、礦產勘探，以
及開發新的應用工具等方面提出量身定製的解決方案。研發方向包括:
數學模式與電腦模擬研究、設計、技術和測量工具建立，以及操作方法
精進 ;
效益評估技術科學、地球科學、地質實地調查。

工程與計畫
計畫管理:  工程的承包、解決方案的整合、工業計畫的操舵與監
督。
資訊技術:  產業資訊、資訊管理、軟件工程。
治理、法規、社會科學:  研究、分析與方案設計。

現有設施的運作
化學家、計量學家、輻射防護與管理人才，以及合格的勞動人力。

環境保護
環境管理、環境監測。

安全
安全性評估、核安全和工業的保安、核材料管控、品質
保證。

支持功能
採購工程師、專案經理，以及公共關係、人力資源、會
計、金融、電子數據處理等人才。

   教育與培訓
> 物理科學、地球科學和生物科學
> 環境科學
> 核子工程、化學工程、土木工程 
> 社會科學和人文文
> 管理
> 溝通
通常情況下，特定的放射性廢物管理培訓項目將會被提
供，例如：通過由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舉辦的課程。

 核廢物管理之活動
除役和拆除
當在一個核設施的生命週期結束時，它必須被關閉和拆除，且拆除之廢棄物必須被收集和妥善管理。

環境修復
過去的各種工業活動可能在廠區留下有污染的放射性核元素，這些廠區必須予以清理。

核廢物之定性與狀態安定化
為了安全地管理核廢物，首先必須將其物理特性和化學特性加以鑑定
之。為了確保適當地將核廢物之狀態予以安定化，這種認知是有必要
的。
核廢物只有在穩定的狀態下才能夠進行運輸和處置。在其物理和化學的
特質被定性之後，核廢物必須加以處理 (諸如: 壓實、焚燒、固化...等)
和狀態安定化。

運輸
一旦完成狀態安定化的作業之後，核廢物將從生產者之廠區被運輸到貯存場所或處置場。一個國家內的
具體運輸路網之設計，可能會受到這項運輸活動的影響。因為它涉及到特殊的公路、鐵路或海上運輸的
安排，並且可以從先進複雜的追踪技術中受益。

貯存與處置
當在準備核廢物處置場所的同時，貯存是一個暫
時的解決方案。而將核廢物處置於一個經工程策
劃的設施裡 (無論是接近地表的核廢物處置場所，
或是為處置更危險的長壽期核廢物之深層地下處
置場所) 是把放射性廢物自生物圈和環境中安全隔
離的最終管理解決方案。
貯存與處置這二種方式，均各有其技術上和社會
上的挑戰。相關之活動包括:

> 場址調查
合適的場址必須被確定，並根據符合技術與社會
條件的基礎來進行選擇。

> 設施設計與施工建造之場址調查 
貯存與處置設施必須考量當今和未來世代人類的
安全福祉，來進行設計、開發和施工建造。

運作
從核廢物的驗收和置放，到效能監測，截至設施
關閉各個階段，對核廢物管理設施之安全和監督
都必須得到保證。專門的處理與控制設備必須被
完善設計和順利運作。

營運與長期之安全
放射性廢物管理必須恪遵嚴格的品質、安全和環
保標準。
技術人員、品質管理工程師和安全專家在評估、
展示、控制等工作上和追蹤放射性廢物管理設施
及其環境之營運與長期安全上，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有越來越多的設施所在之在地社區，也尋求
在這個監視工作上扮演一個積極的作用。
   

肖像
Patrice torres - andra

Patrice TORRES 是法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機構(ANDRA) 位於法國東部之放射性廢物處置設施
的執行長。
Patrice 擁有法國 Reims 省管理學院(the Reims School of Management) 的商業管理學位。
目前，他負責監督一個 80人的工作團隊和 120個分包商，涵蓋所有領域，從技術問題到維繫
與當地利益相關者的關係。在符合公眾利益的前提下，每年約有 15,000立方米的放射性廢物

被安全地在此地處置。為了保持當前良好的相互理解水平，以及對他所管理的兩座處置設施之接受度，持續地
與當地居民進行對話是他的主要承諾之一。
Patrice 於2003年加入 ANDRA，在該機構的總部從擔任採購人員開始工作，負責為幾個主要的投資組合(服務、
計算機運算、廢棄物處理計畫)服務。在接任現職之前，Patrice 曾負責該機構的 “技術支援”部門，負責設施
維修、投資和 ANDRA其他場址之總後勤管理。

肖像
Kathryn shaver 
nWmo

Kathryn SHAVER 任職於
加 拿 大 的 核 廢 料 管 理 組
織 (Nuclear Waste Man-
agement Organization, 
NWMO)，她帶領執行加拿
大的用過核燃料貯存庫選址

過程。

Kathryn 擁有加拿大 Kingston 州女王大學
(Queen’s University) 的經濟學碩士學位。她與
一個多領域的科學團隊一起工作，包括: 社會科學
家、地質學家、從事與有興趣的社區和進行可行
性研究之潛在場址進行對話與溝通的專家。

Kathryn 定期出國參加國際合作計畫、研究小組
會議和其他論壇，以便精進在放射性廢物管理領
域的知能，並為她所服務的組織和國家帶回寶貴
的經驗教訓與國際接觸窗口。

      發展機會
為了支持逐漸擴張的放射性廢物管理活動，許
多機構正施行一個動態的人力資源政策。
這些機構亦提供了很多機會俾通過培訓、發展
專業、師徒式指導和特殊計畫來建立各項技
能。經過幾年的經驗累積，職業生涯將可發展
至督導職位，如：計畫經理，廠區總監等。
多層次的就業機會也是存在的，有屬於於當地
性的、區域性的、國家性的或國際性的層級 - 例
如，共享產業技術訣竅，以及促進國內外科技
文化交流。提供就業機會的機關(機構)有:
> 放射性廢物管理機構
> 核廢物產生者，譬如核能電力公司
>  核安全管理當局和他們的技術支援機構
> 公務機關
> 大學、研發機構
>  國際組織: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核能署 (OECD/

NEA) ，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 ，歐盟(EU)
> 工程公司
> 顧問(諮詢)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