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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潘欽教授當選為核能學會第29屆理事長 

一切故事就從印信交接的那一刻開始…. 



還好！學會有堅強的理監事會及資深顧問團的協助…. 

三、理監事會 

100 年 12 月 23 日，本學會第 28 屆第 4 次會員大會選舉第 29 屆理監事，

並推選出潘欽先生為理事長，理監事任期從 101 年 1 月起至 104 年 1 月止，

名單如下： 

理 事 長   潘  欽  

常務理事   陳宜彬  陳布燦  蔡富豐  蔡英智 

理  事 歐陽敏盛  林文昌  黃慶村  李 敏 

 陳條宗  黃同鋕  白寶實  施建樑 

邱絹琇  羅彩月 

常務監事   張  欣  

監  事   邱太銘  陳怡如  薛燕婉  武及蘭  



在日本福島事故屆滿一週年時， 

學會舉辦了「311日本福島事故週年省思論壇」…. 



隔天並在聯合報刊
登了福島事故週年
省思論壇的內容…. 



我們沒有忘記持續追蹤福島
事故後的日本現況…. 
 
時間：2013年6月24日 

活動：福島事故後日本現況論壇 

主辦：核能學會/台電公司 。 



學會做為每年定期舉辦的
「台日核能安全研討會」的
聯絡窗口…. 
 
日期：每年舉辦 

活動：台日核能安全研討會 

主辦：核能學會/台電公司/原能會
/物管局/核研所 



第28屆/29屆與會貴賓留影 



當然，我們也很關心核能與
能源的安全議題…. 
 
時間：2013年9月26日 

活動：核能與能源安全論壇 

主辦：核能學會/台電公司  

世界核能協會秘書長--阿格妮塔‧瑞新 



「核能與能源安全論壇」與會貴賓留影 



馬英九總統接見「核能與能源安全論壇」與會貴賓 



我們也邀請一群旅美的專家
學者，談談他們對於核電的
看法…. 
 
時間：2013年12月27日 

活動：核電與台灣競爭力 

主辦：核能學會/台電公司 



「核電與台灣競爭力」與會貴賓留影 



福島事故後，核能及能源議
題受到高度重視，而日本與
台灣處境相似，日本能源政
策可做為台灣的借鏡…. 
 
時間：2013年10月2日/2014年4月27日 

活動：1.日本能源政策專題演講 

              2.日本核電再出發論壇 

主辦：核能學會/台電公司 

日本能源政策專題演講—大前研一 



「日本核電再出發論壇」與會貴賓留影 



福島事故之後，台電公司發
展出領先全球的斷然處置措
施，學會則以專業的角度舉
辦研討會...... 
 
時間：2012/2013/2014 

活動：斷然處置措施研討會 

主辦：核能學會/工科系/低碳能源
中心/台電公司 



研討會現場針鋒相
對，討論熱烈… 



放射性廢棄物的有效管理，不但可以有效降低民眾對
於核能發電的疑慮，也是核能可視為乾淨能源的重要
工作之一…… 

時間：2012/11/26～27及2013/10/18～22 

活動：海峽兩岸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研討會 

主辦：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學術委員會/大陸核學會輻射防護分會 



關於用過核燃料未來再利用
的問題，學會也很關注…… 
 
時間：2014年12月5日 

活動：從核燃料看核能永續發展 

主辦：核能學會/台電公司 





守護孩子的未來是每個媽
媽的願望，無論擁核或反
核，媽媽的訴求是留給孩
子最好的生活環境…… 
 
時間：2013年11月6日 

活動：關於核能，媽媽這樣想 

主辦：婦女委員會/台電公司 



【遠見雜誌刊登「關於核能，媽媽這樣想」活動內容…】 



輻射安全教育與正確知識的
宣導也是學會的重點…… 
 
時間：2014年7月5～6日 

活動：世界佛光童軍營 

主辦：國際佛光會/核能學會 



針對媒體不實的報導，學會
也會以專業角度加以澄清… 
 
時間：2014年4月23日 

活動：澄清記者會 

主辦：核能學會 

【學會回應林義雄先生禁食反核四所舉行之記者會】 



非動力核技術的應用與人民的生活密切相關，也是學
會極力推廣的目標之一…… 
 
時間：2013年4月22～24日 

活動：第一屆兩岸非動力核技術應用研討會 

主辦：核能學會醫學應用委員會/核研所/大陸核學會技術工業應用分會 



【潘朵拉的承諾】--核電啟示
錄的影片推廣活動…… 
 
時間：2014年～ 

活動：影片推廣 

主辦：核能學會/核能與新能源教
育協進會/工科系… 

目的：此一影片是由美國知名導演史
東(Robert Stone)所導的紀錄片，
從環境保護的觀點來看全球氣
候變遷與能源使用的關係。透
過事實及實際的數據來探索為
何人類執迷於這個既危險又具
爭議性的能源，同時也對當代
核能議題提出嚴肅的真實辯證，
瞭解核能是拯救地球、避免受
到環境浩劫的最有效途徑。 



場次表： 

場次/日期 時間 地點 

新竹清大場 17/19(六) 09:00-16:00 旺宏國際會議廳 

台北師大場 7/20(六) 09:00-16:00 公館分校國際會議廳 

高雄場 8/23(六) 10:00 高雄市立圖書館左新分館- 

台北場 8/30(六) 11:00 台北松菸文化創意園區誠品 B2 電影院- 

南投場 1--9/13(六) 14:00 南投縣水里鄉立圖書館- 

新竹清大場 29/24(三) 19:00-21:30 清華大學大禮堂- 

10/1(三) 09:00-12:00 開南大學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台中場 10/4(六) 10:00 台中市沙鹿區圖書館 2F 電影藝術館- 

基隆場 10/4(六) 
13:00 第一場 

15:00 第二場 
基隆市文化中心 2F 多媒體放映室- 

南投場 2--10/18(六) 14:00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 

電視媒體 10/24(五) 22:00~23:25 公共電視─「主題之夜」- 

中壢場 10/29(三) 9:00~11:00 中壢社區大學/過嶺社區活動中心- 

台中西屯場 10/30(四) 19:00~21:00 臺中市屯區社區大學- 

桃園八德場 10/30(四) 19:00~21:00 桃園縣八德社區大學--龍星國小- 

嘉義大學場 11/01(六) 09:30 第一場 嘉義大學(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2F- 

苗栗場 1--11/03(一) 09:00-12:00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研究所- 

宜蘭場 11/19(三) 下午綜合活動課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高雄場 11/25(二) 09:00-12:00 高雄醫學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基礎科學教育中心 

南投場 3--12/05(五) 
13:00-15:00 

15:00-17:00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新北市新店場 12/7(日) 14:00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店分館-多功能教室 

苗栗場 2--12/16(二) 18:30-20:30 聯合大學二坪山校區國際會議廳 

台中大里場 12/21(日) 10:00 台中市大里區圖書館-B1 大會議室 

 

【2014年播放場次】 【堅強的導讀團隊】 



學會及婦女委員會不定期
舉辦的專題演講…… 
 

時間：不定期 

活動：專題演講 

主辦：核能學會/婦女委員會 

【反核或擁核對核電應有的基本認識】--趙嘉崇博士 
 

【日本福島核災後之輻射防護現況】--陳士友博士 【當古文物遇上輻射】--陳東和博士 



中華核能學會第29屆第2次會員大會(2013) 

中華核能學會婦女委員會會員大會(2012/2013) 

年度會員大會讓我們有機
會每年聚一聚…… 
 

時間：每年舉辦 

活動：會員大會 

主辦：核能學會/婦女委員會 

核能學會參觀龍門電廠(2013會員大會) 



當然我們沒有忘記NUTHOS-9，
讓學會的經費更加充裕…… 
 

時間：2012年9月9～13日 

活動：第九屆國際反應器熱水流、
運轉及安全會議 

主辦：核能安全委員會/原能會 



還有更多的活動，我們無法一一列舉…… 



核資中心 

(NIC) 

物管局 

核能流言終結者 

美華核協
(CANTA) 

…… 
…… 

台灣能源 

守護聯盟 





Thank You! 

for more information : http://www.chns.org/  

….期待您及您的團隊加入我們的連結 

我們可以聯手為為台灣的核能安全與應用 

做出更多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