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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闖未來、核四廠與核廢燃料乾儲存場應立刻啟用 

江仁台 風傳媒 2016年 01月 07日   

http://www.storm.mg/article/77593  

馬總統民國 105年元旦祝詞中誠懇提醒：陽光理性，勇闖未來，希望大家慎重思考臺灣

已經面臨嚴重的能源問題。馬總統指出，廢核並不是世界趨勢，潔淨能源才是全球共

識。而減碳的優先順序，顯然高於廢核。旨哉！斯言。 

臺灣面臨嚴重能源問題的主因是，耗時 35年花了約三千億辛辛苦苦規劃建好的龍門核

四廠一號機被迫封存，核一和核二廠因核廢燃料乾儲存場啟用被阻面臨提前除役, 而

太陽能與風能是間歇性能源，無法取代核能提供基載電力。 

發生過核災的日本、美國與俄國，目前仍然利用核電，顯示廢核並不是世界趨勢，臺灣

的廢核主張缺乏正當性。 

12月 10 日旅美華裔核能專家趙嘉崇博士在中央廣播電臺<自由風>節目談「如何建立反

核與擁核的溝通平台」中指出，臺灣反核的理由沒有一個正確。這是由於臺灣的反核主

要是政治運動，臺灣的反核陣營缺乏核工專業評估的能力，其實綠營不缺真正的核工專

業人才，但這些核工專才被以反核為神主牌民進黨的能源小組排斥。 

近日，龍門核四王伯輝廠長在臉書所寫的新年新希望，是盼望龍門能啓封，內容如下

：「真的不想說，但又不得不説！去年的一年，我們從谷底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信心！當

封存時，誰能告訴我封存的意義，然而在當時，全廠主管沒有一個人氣餒！我們建立

了：封存是為啓封而做準備！我們要做到工程界的楷模！因為這個信念，我們都努力

，也做得很紥實！昨天上午及下午分別請了我們的包商伙伴及工程師們，大家把還要

努力的地方講出來！我們都把龍門當成自己的家，盼望它更好！今年三月，我必須離

開職場，盼望，龍門能啓封！」 

2014年 7月 24日筆者親訪龍門，得知核四廠一號機的管路沖洗採世界高標準，所有管

路內清潔的程度非常高，此外一號機經 7個月重拉電線整齊排列，加以王廠長引進要求

員工認真、負責、守紀律、重安全、整潔、知恥、激發榮譽心的龍門新文化，所以一

號機團隊最後測試非常順利。筆者以專業知識與經驗，以及對台電建廠和原能會管制

能力的瞭解，認為先進的核四廠應早日商轉。 

龍門核四廠的進步型沸水式核反應爐(ABWR)的先進改良包括： 

1. ABWR 爐心增加冷卻水水流面積，除可提高發電效率，還可增加安全度。 

2. ABWR 使用爐內循環泵，較核一、核二使用的外循環泵效率高，並耐震。 

3. ABWR 使用全數位化反應爐的保護系統，確保高水準的可靠性，並簡化了安全檢測和

應變能力，使得控制室可更容易、更快速的控制電廠的運轉。 

4. ABWR 使用改進緊急爐心冷卻系統，對預防事故發生提供了非常高水準的保障；在嚴

重事故時，提供不須電力的自動冷卻水循環深度防禦，這項改進使龍門比核一、核二

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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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BWR 使用改良型的圍阻體，圍阻體內充氮氣，並有除氫氣裝置；此外，還在圍阻體

壁上開了足夠大的孔，並有過濾裝置，可阻擋帶放射性同位素的微塵，而讓氫氣釋出

以阻止氫爆。 

此外，台電對龍門核四廠的核安改良包括： 

1. 增建 2.5公尺的海嘯牆（高於海平面、標高 14.5 公尺）。 

2. 抽水機房建有各自獨立的水密間保護。 

3. 除配置氣冷式柴油發電機（標高 12.3公尺），還配置氣冷式渦輪發電機（標高 29.8

公尺）為後備電源。 

4. 在後山上建置大型生水池（標高 117公尺），可利用重力提供 4.8萬噸不須電力的

額外冷卻水。 

5. 新創斷然處置程序，可額外阻止爐心熔毀，更增安全度。 

關於核廢燃料乾儲存，美國核管會官網刊載核廢燃料乾儲存的背景資料顯示，核廢燃

料乾式儲存系統設計能有效散熱、遏制輻射洩漏和防止核裂變，還可抵抗地震、砲擊

、龍捲風、洪水、極端溫度等狀況，是安全和無害環保的。自從 1986年核廢燃料乾式

儲存場設置以來, 乾式儲存沒有釋放任何輻射核分裂產物污染環境, 影響公眾健康。

多年安全的核廢燃料乾儲存,確認乾儲存系統提供了安全可靠的核廢燃料儲存。 

因此，陽光理性、勇闖未來的具體做法就是，核四廠應立刻開封，核一和核二的核廢

燃料乾儲存場應立刻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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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話要說－蔡總統核去核從？    江仁台 中國時報 2/15/2016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215000307-260109 

前賢云：「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蔡英文在總統大選勝選後，為求長治久安，

能源政策是不是應考慮回歸常軌？ 

民進黨選前倡行廢棄核能、轉向綠色再生能源的政策，但再生能源的太陽能與風力靠

氣候發電，不確定性太高，無法像火力與核能持續發電當基載。眼前狀況是核一廠

2017、2018年兩部機組要除役，瞬間少掉 4%電力，這還不包括新北市遲不發給乾式貯

存場執照，可能提前除役的窘迫。如果龍門核四不啟封、地方政府禁燒生煤問題不化

解，那麼台灣在兩年內就很可能瀕臨限電的危機。 

1月 26 日龍門王伯輝廠長在臉書上載：「昨天上午，奇異公司新任的核能副總裁及執行

計畫經理來訪，他們希望能到廠內參觀（因為該位新任副總裁於 5、6年前來過龍門）

，他一進廠房真的嚇了一跳，他不自覺地說，怎麼整理得這麼乾淨及整潔？他一直問

我說，你們怎麼辦到的？我只告訴他，這是台灣人自己蓋的電廠，我激勵了台灣人愛

台灣的感情！他要求和我在 HOPE下合照，很感慨地說，做得這麼好的電廠，為什麼要

封存？當然我們都有一夢想，隨時接受啟封的挑戰！」筆者認為，耗時 35年、花了約

3000億、辛辛苦苦規畫建好的進步型龍門核四廠一號機被迫封存，實在是太可惜了！ 

發生過核災的日本、美國與俄國，目前仍然繼續利用核電，尤其是被民進黨尊為上邦

大國的日本，在川內核電廠重啟後，將陸續恢復到 20餘座約 20%的核電供應。 

去年年底在法國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通過歷史性的《巴黎協議》，195 個

與會國家一致同意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全球除了發展再生能源，核電也必須從現有約

400GW提升到 2050年的 1000GW。 

廢核並非國際主流，勝選後的蔡英文是不是應該調整能源政策，考慮啟封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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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燃氣取代核能是好主意嗎？  陳立誠 風傳媒 2016年 01月 23日 

http://www.storm.mg/article/79375 

昨日報載在 2023年將電力備用容量率，由負轉正的最主要原因是「大潭電廠機組提早

擴建」。裝置十部 55 萬瓩機組（共 550萬瓩）的台中燃煤電廠是全球最大的燃煤電廠

。裝置六部燃氣機組，總裝置容量為 430萬瓩的大潭電廠，也是全球最大的燃氣電廠。 

台灣目前電力結構的最大問題是能提供穩定廉價電力的基載機組（核能、燃煤）不足，

只好以發電成本昂貴，本應作為中尖載的燃氣機組作為基載電廠。 

但因燃氣機組建廠時程較燃媒機組為快，在廢核但不及增建燃煤機組的壓力下，台電

只好繼續增建燃氣機組，此舉將造成我國電力結構更加惡化。 

吾人以 3E－電力成本，供電安全，環保考量三者來檢視以燃氣取代核能是不是個好主

意。 

先檢討發電成本。以過去五年電發電成本而言，燃氣發電較核能發電每度電高出 2元。

現有三座核電廠每年可發電 400億度，以燃氣取代每年發電成本增加 800億元。當年消

費券每家可得一萬元，全部預算也不過 800億元。以燃氣取代核能等於全國每家人分攤

一萬元的額外發電成本。有如現代版的「何不食肉靡」。 

以能源供應安全而言，核能電廠每次置換燃料棒可發一年半的電。燃氣發電要依賴

-163℃的液化天然氣船運及特殊貯槽貯存。在夏天，我國液化天然氣平均只有 7天的貯

量。我國目前燃氣機組裝置容量佔全國電力裝置容量的 37%，一但天然氣供應中斷，

1/3以上的電廠就掛掉。這是我國能源供應及國家安全上的一大軟肋。上週大選，民進

黨大勝，未來台海情勢只會更緊張。不思加強國家能源安全，而加建對供電安全極無

保障的燃氣機組愚不可及。 

但台灣廢核不可行的最大壓力不是發電成本或是能源供應安全，因為此兩者都只是國

內考量。台灣廢核不可行的最終壓力將來自國際上的環保考量。 

在去年底巴黎會議後，國際減碳壓力極大，各國都提出了所謂自願減碳承諾（INDC）。

台灣承諾在 2030碳排將較 2005年下降 20％，這項承諾國際上並將每五年檢視。核電是

無碳能源，以燃氣取代 400億度的核電，每年碳排增加 1600萬噸。未來電力成長在廢

核後只能以火力電廠提供，這部份所增加的碳排還要另計。 

台灣政府要如何向國際解釋一方面碳排年年增加，另一方面又要執行廢核政策？國際

壓力將如排山倒海而來。個人一直認為減碳是廢核政策的死穴。在國內操弄民粹容易

，在國際上可上不了檯盤。 

由以上 3E檢視可明顯看出以氣代核決不是什麼好立意。因電廠建廠時程極長，規劃能

源政策至少要考慮十年後的國家處境，否則屆時決對來不及應變，害死台灣。新政府

在五月即將開張，在現在就應嚴肅思考「非核家園」政策的可能性。 

http://www.storm.mg/authors/35052/%E9%99%B3%E7%AB%8B%E8%AA%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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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以清大核工的一份子為榮  施純寬/清華大學核工暨工科系友會理事長  

風傳媒 2016 年 02月 12日    http://www.storm.mg/article/81362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於 1947 年成立原子能委員會，負責原子能的研究、發展

、應用與管制。1953 年 12 月美國總統艾森豪在聯合國發表演說，追求原子能的和平

用途。1955 年聯合國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第一屆原子能和平用途國際會議，當時我國還

是聯合國會員國，也受邀參加會議。我國也在 1955 年 5 月成立原子能委員會，1956 

年國立清華大學在台復校，設立原子科學研究所，蓋了一座原子反應器。並於 1964 年

成立核工系與數學系，開始招收大學部學生。從此，清華成為國內原子科學重鎮，推

動我國進入原子能時代。可見，當時政府洞燭先機，與世界接軌，推動核能發電建設

，才有後來三十多年的經濟發展動力，清大核工學子之貢獻，實在不可抹滅。 

清華核工在原子能的和平用途的發展上，不勝枚舉。在核能發電的領域上，我們的研

究也是享譽國際，例如與台電一同開發的「斷然處置措施」(URG)，不但登上國際期刊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核能署(OECD/NEA)與歐盟核安管制者組織(EC/ENSREG)的專家小

組來台對國內核電廠進行壓力測試時，均肯定台灣核電廠的安全，也認為 URG 為核電

廠因應複合式天災之強項；國際沸水式與壓水式核能機組業主組織(BWROG 與 PWROG) 

之國際專家也分別專程來台舉辦 URG 研討會，與我方專家深入討論，會後結論指出 

URG 對於電廠因應類似福島事故是明顯有所助益的。 

另外我們有跟台北榮總癌症中心與日本京都大學合作，展開 BNCT（硼中子捕獲治療技術

）的研究，來治療頭頸部腫瘤患者，未來還可用在肝癌及皮膚癌治療，為癌症病友提供

治癒率更高且副作用更小的醫療方法。這項研究在芬蘭、荷蘭、瑞典、捷克和日本也

有在進行，而清大核工和日本京都大學的研究進度目前是世界第一，可謂是台灣之光

。 

除了上述的 BNCT 研究，用來治療甲狀腺癌的碘-131 藥物原料，目前國內的唯一來源

就是來自清大的原子爐；台大地質系教授也跟我們合作過，開展了國內氬 40-氬 39 同

位素定年技術，在國內地質研究領域留下重要的里程碑。 

台灣使用核能發電已有三十多年，在經歷藍綠兩黨執政後，核能成本均沒有大幅的變

動，足以證明核能發電確實是供應給台灣穩定且低廉的電力，能源局的最新報告也指

出非核家園會讓台灣的發電成本一年要多付出近 2000 億新台幣的代價。如果台灣沒

有核能發電，在 2008 年的國際燃料大漲與金融風暴時期，其電價漲幅絕對會更高並 

對民生經濟衝擊更大，所以核能發電對台灣的功勞不容反核人士忽視與抹黑。 

核廢料的危險性跟其他發電方式的廢棄物相比是偏低的。去年年底在法國巴黎舉行的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1），並通過歷史性的《巴黎協議》，195 個與會國家一致

同意控制温室氣體排放，國際能源總署（IEA）表示，為了滿足排放目標，除了發展再

生能源，全球核電也必須從現有約 400GW 的裝置容量提升到 2050 年的 1,000GW。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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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用過核燃料也都經過妥善處理與保管，無論是過去、現在與未來都不會傷害台灣土

地與人民，處理經費也都在掌握之中，現今核能發電成本中有 0.17 元就是用來處理

核廢料，並定期檢討經費是否足夠，在經歷藍綠兩黨執政後的至今並未增加，就可證

明並未低估核廢料的處理經費。 

清華核工不只在原子能領域有所貢獻，在工程科學的研究領域也包括了燃料電池、太

陽能電池等低碳能源，另外在半導體製程、奈米科技、微機電系統、電漿科學與工程

等領域皆有所著墨。國內外知名學術機構都可見到我們系友的身影，例如：新加坡微

電子研究所所長、香港城市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IEEE(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 

會) 終身成就獎得主等，還有國內外數十間科技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等皆有我們系

上的系友。所以清大核工對於培育台灣多方面人才是有不可抹滅的貢獻。 

清大核工是全國唯一具規模與完整的核工專長人才培育聖地。從設立至今，畢業系友

已近 5000 人。在迫切需要專業技術的原能會和台電中，有許多清大核工的系友在任

職，是理所當然的。核電廠是集結多項專業領域之大成的產物，所以也有許多其他領

域的專家參與其中，也絕對不單是清大核工的功勞。(事實上，台電歷年有十七位董 

事長與十四位總經理，其中只有一位來自清大核工的系友)。歷任政府以配合國家發展

，舉才任用，清大核工教授與系友得以貢獻所學，造福國家社會，正是全體台灣人民

之幸。我深以做為清大核工教授及系友的一份子，覺得光榮與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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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核能議題 核終戰神打臉太陽花戰神  

聯合報 李光儀/核終 黃士修 2016-02-19 

有「太陽花戰神」之稱的時代力量新科立委黃國昌，今天在立法院總質詢時初試啼聲，

選擇核能議題對行政院官員猛批...不過著名科普網站「核能流言終結者」創辦人、也

被稱為「反反核戰神」的黃士修傍晚也在「核能流言終結者」的臉書粉絲專頁發文，羅

列了五大點，指黃國昌第一天就挑核廢料問題處理，但「程度不過爾爾」。 

黃士修的發文全文如下： 

話說新科立委黃國昌在開議第一天質詢就挑核廢料處理問題是吧？看了一下逐字稿，

太陽花戰神的程度也不過爾爾。 

1. 黃國昌談的核廢料處理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放在蘭嶼的低階核廢料沒有遷出，二

是核電廠的用過核子燃料池爆滿，突顯最終處置場的選址問題。 

在討論公共政策之前，我們必須先釐清科學事實，這個順序非常重要。無論高階或低

階，核廢料與其它廢棄物相比的唯一獨特之處便是輻射。如果黃國昌的中學理化有學

好，應該知道輻射是可以被阻隔的，而且並不是很難。 

帶有輻射的核廢料，只要用鋼桶和水泥封裝起來，請問它會造成什麼危害？沒有，而

且它幾乎不影響生物圈。在其他工業，我們幾乎找不到對環境如此負責任的廢棄物處

理方式。這些資訊都是很容易就能找到的，但是黃國昌裝作不知道。 

2.了解這點之後，我們再來談蘭嶼的低階核廢料。連在貯存場長年工作的台電員工都

沒因為輻射而有健康問題了，請問最近距離至少在 5公里外的部落居民，要怎麼因為核

廢料受害？ 

雖然我知道蘭嶼核廢料根本不影響居民健康，但我贊成核廢料遷出蘭嶼。黃國昌不敢

說的是，並不是所有蘭嶼居民都反對核廢料放在那邊。有些人視核廢料為蘭嶼惡靈，

終日擔心受怕。請問，是誰害他們一輩子活在恐懼的陰影之下？就是像黃國昌這樣的

反核政客，以及背後的利益團體。 

也有些人主張可以遷出，但補助要繼續發放。這當然沒有道理，所以整個計畫就卡死

了。如果黃國昌有 GUTS 的話，請跟我一起主張：立刻遷出蘭嶼核廢料，並立刻取消所

有回饋金，包括電費全免的補助。 

3.接著是高階核廢料的中期貯存場和最終處置場問題。先談中期貯存場，也就是乾式

貯存設施。針對個別電廠的乾貯設施，是運轉需要的特定設施，沒有選址問題，除非

是要另蓋集中式乾貯設施。 

黃國昌的另一個的慣用手法，便是把問題都推到反黑箱。他想把決定場址的過程，試

圖導到未經公民參與不該決定場址。但事實是，新建設施必須經過環評、投資可行性

評估、安全分析等程序。環評程序本來就有範疇界定、公告閱覽、說明會、公聽會等

公民參與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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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昌說沒有公民參與是黑箱作業，事實上是這個參與的方式不是他要的，但台電也

不可能逾越法令。我們應該問的是，黃國昌為什麼只會拿公民參與當幌子？因為這樣

可以塑造民主的錯覺，最容易騙到選票。 

4.黃國昌提到 Obama終止 Yucca Mountain 最終處置場計畫。但他的資訊沒有更新，那

是 2012 年的事。美國核管會在 2014 年已經重新啟動該計畫。 

如果黃國昌有做更深一點的功課，更應該知道 Yucca Mountain 最終處置場計畫受阻的

關鍵，也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技術問題。過去民主黨佔國會多數，所以相關計畫被擋

下。是不是跟台灣很像？核廢料不是技術上不能處理，而是政治上「不能被處理」。政

客藐視專業，舉世皆然。 

5.黃國昌說，北海岸的居民忍受核電超過 40年，核電廠對環境造成負面衝擊，但這些

說法從來沒有科學研究證實。我們同樣要問，是誰讓北海岸的居民活在恐懼的陰影之

下？就是像黃國昌這樣的反核政客，以及背後的利益團體。 

對於公共議題最基本、也很少人敢談（因為政治不正確）的問題就是：我們能不能容忍

社運團體／公眾人物用謊言欺騙大眾獲取名聲利益？ 

核能流言終結者的答案：如果我們不能容忍政府說謊，那我們當然也不能容忍社運團

體／公眾人物說謊。說謊的行為都必須被譴責，公共議題的討論品質才有進步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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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反核街頭演講遭批不用功  中國時報 江飛宇  2016年 02月 05 日 

雖然日本逐步啟動核電廠，但是台灣的反核團體依然活躍。包括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等反核團體，4日傍晚在西門町捷運出口演講，為春天的反核活動暖

場，由於陰雨不斷，加上年節忙碌，多數行人沒有停留，就匆匆離去。 

擔任主講的蔡雅瀅律師，在街頭上不斷的強調「台灣不缺電」、「核一核二老舊」與「

台灣應積極發展綠能」三個訴求，這也是反核人士最常說的內容。 

不過知名反反核團體「核能流言終結者」創辦人黃士修受訪時則說，這些說詞都突顯了

反核論者對能源問題並不用功。 

「台灣的電力問題是基載嚴重不足，只要基載不足沒解決，台灣都算缺電。」 

「反核人士總以為綠能可以減碳，但是由於綠能的不穩定，所以每一具綠能發電裝置

的背後，都需要備用的燃氣機組，所以綠能愈多，等於燃氣發電也要愈多，這樣還叫

環保嗎?」 

「我們都重視核安，但重視核安，不應該等於反對核能，連核災發生國的日本，都重

啟了川內、高濱核電廠，將來大飯、美濱核電廠也要重啟，可見核能是必要的選擇。」 

黃士修還認為，比較理性的方法是「以核養綠」，用核能提供穩定的電力，使綠能可以

在低環境成本的情況下穩定發展，所以核能與綠能並不是互斥的，它們都是減碳的好

幫手。 

享譽國際的核能工程專家趙嘉崇博士說：「反核分成兩種，有知識的和沒知識的，有知

識的反核可以看出現今核反應器設計的缺點，促使核工專業進行改良，讓核能更安全

，也就能使整體的核能工業更為進步。但是沒有知識的反核，則只會阻止我們的科學

進步。」 

趙博士甚至說：「無論如何，核能都是最終的選擇，不管怎麼計算，所有的化石燃料都

有枯竭的一天，所以核能將是最後希望，因為我們本來就活在核能為主的宇宙。」 

  

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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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經濟與生命拔河的「核」去「核」從  聶建中 2013年 10月 8日 

「核」去「核」從的議題，全世界都在關注，強硬的反核聲浪更此起彼落散佈於全球各

角落。當喊出「經濟與生命」的拔河戰之時，民主氣焰高漲的政治氛圍，必當走上廢核

的「無核家園」路線，問題是：無核家園將大大削減經濟發展動能，息息關聯著庶民未

來的生活福祉。因此，與其說「核」去「核」從議題是「經濟與生命」的拔河，不如說

是「生活與生命」的拉鋸。 

乍聽乍想，危及生命，廢核當然必須，重點是機率發生的高低。若生命威脅機率甚低

，而「限電、漲電價」，甚至波及產業發展及個人生活便利的生活衝擊機率百分百，核

電的取捨就因人而異了，好比搭乘飛機有墜機恐慌，開車上路有車禍隱憂，那是否就

該「宅」在家裡，足不出戶？ 

強調民主法治的台灣，庶民之聲早已遠遠駕凌政府施政之力，社運團體的推波助瀾更

經常令政府舉步難行於所祭出的多項施政政策。為求 2012年大選勝選，2011年 4月 22

日，「經濟」向「環保」低了頭，台灣領導人否決了八輕的「國光石化」案，曾經傲領

世界的「塑膠王國」美譽，僅能塵封於歷史記憶當中；而今台灣的「美牛事件」後又接

連上演「美豬事件」，民眾為著「健康」願捨「經濟」；而核四議題，依我預估，「經

濟」也終將步入向「生命」低頭之路。 

探討傳統發電結構，當拿「發電成本、發電效率及排碳量(二氧化碳)」做為指標數額，

以「燃煤、燃油、然氣及核能」進行比較，不難發現惟核能發電有零排碳量的環保利基

，又兼具絕對低成本優勢，無怪乎各國雖多曾強調「停核、廢核、無核、非核、零核

……」的重要，但仍不注的陸續重啟核電之路。 

美國為全世界最大核能發電國，104 部機組產生近 20 %的全國電力，雖然自 1977年後

就沒有新的興建機組定單，但美國能源部仍之後於 2002年啟動「核電 2010計畫」，並

於 2005 年通過「能源政策法」，強化能源自主，減少對外國石油的依賴，主張核能是

能源自主的重要一環，認同核能是安全及乾淨的能源。 

日本為次於美、法及瑞士的第四大核能發電國，55 部機組提供全國 30 %的電力，若扣

除核能發電，電力自主率僅剩 4 %。日本 2006年公布國家能源新戰略及核能立國計畫大

綱，明述主要目標在於實現全球能源永續發展及確保日本能源供應安全。預估，2050

年核能發電將佔日本全國的 60 %，而至 2100年時，對石化燃料的依存度可從現在的 85 

%降低到 30 %，同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可降低到現在的 10 %。日本邁入零核家園後，

電力公司成本年增 3.1 兆日圓，也難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近日來，除了強勢「弱勢日圓

就經濟」的重貶雄心，讓日圓成功貶值達 20%之幅(79-95)外，更也不畏民眾仍存「311

福島核災」噩夢未醒的反對遊行，積極備戰重啟核電之路。 

中國大陸電力需求每年以大於 8 %成長，中國大陸核能發電技術發展雖僅約 20年，但近

幾年強力展現其核電企圖心，自 1994 年第一座電廠運轉後，就積極推動其核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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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核能發電比例 18.4%。人口約佔世界人口 0.3%，溫室氣體排放量卻佔約全球排放的

1%，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高居世界前幾名；台灣的每單位發電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值

(630公克/度)，相較於鄰近的日本(430 公克/度)及南韓(420公克/度)高出約 50%。因

此台灣政府於 2008年 6月訂定「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其中提到「促進能源多元化，

提高低碳能源比重，並將核能作為無碳能源的選項；發電系統中低碳能源佔比由 40%增

加至 2025 年的 55%以上」，並擬定二氧化碳減量目標為「於 2016 至 2020年回到 2008

年排放量，並於 2025 年回到 2000年排放量」 

台灣的貿易經爭對手「南韓」呢？南韓運轉中的核能機組 20部，核能發電比例為 38.6 %

。於 2008年首爾舉辦的 2030年國家能源基本計畫聽證會中，計劃將核能發電裝置容量

從目前的 26 %提升至 41 %，至 2030 年將新建 11部核能機組。 

談到「再生能源」，無論太陽能、風力發電(靠岸或離岸)、小川流、生質能、地熱能，

都需要一定的基金進行電能躉購，基金來源需要靠傳統發電，核能發電成本既然最低

，以倒數計算躉購費率，最為有利基金額度的完備，也最能有利未來再生能源的發展

。 

台灣豐富著有趣的「狹隘民族意識」文化，均勻分散的「藍綠」光譜讓台灣政治氛圍彩

姿重生，「統」與「獨」的島內狹隘民族意識讓民眾經常在「深藍深綠打一架、淺藍淺

綠吵一架、不藍不綠等一下」之間上演豐富嘻鬧劇，每屆選舉的精彩台灣尤為寫實。此

刻台灣的核四議題，自一般庶民、至學生團體、至影視巨星，在一面倒的加入反核行

列之下，永續的經濟命脈亦不可不顧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