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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利大於弊      江仁台 8/5/2016 

7月 28日台灣用電量再創歷史新高，達到 3619.9 萬瓩。火力電廠效率受到高溫影響，

導致該日備轉容量率降低至 3.38% (122萬瓩)。目前全台用電排名前 3名，皆由今年 7

月高熱創下。 

7月 19日全國工業總會發布白皮書，指企業擔心缺電，建議政府不應讓核一、二、三廠

輕易停轉。目前，核一、二各一部機組被擋在立法院不能運轉，全國工總擔心因核一、

二、三廠停轉、而綠能無法及時替代的缺電風險，顯示了目前非核家園主張與政策的困

境。 

美國前能源部長朱棣文博士(也是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對核安的名言是：「核電廠的安全

是可以控制的，核廢料是可以處理的。」美國現有約百座核電機組商轉，包括三浬島一

號機，核電占比約 20%，核電廠延役 20年占比約 75%，並多增加功率運轉(增 5%至 20%)，

5部新核電機組正在興建。近日，美國一專欄作家指出: 「這個月熱浪重襲美國，顯示

我們有多麼需要多元的能源，我們多麼幸運擁有適量的核電。」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今年在 311 核災 5 週年記者會中表示，日本缺乏資源，不能沒有核

電。日本曾一步到位 ，停止所有核能機組運作，改以進口天然氣，結果出口從順差變

成逆差，已吃不消，於是去年重啟核電。目前，日本政府的電源政策是 2030 年的發電

占比為： 再生能源 22～24％、 核能發電 20～22％、煤炭火力發電 26％、天然氣火

力發電 27％、石油火力發電 3％。 

除美、日外，國際主流包括法、英、俄、中國大陸、韓等國的能源政策都是能源多元化， 

除火電、水電、風電、太陽能電外，繼續使用核能發電，其餘瑞士、瑞典、比利時等有

意邁向非核之國也在不新建核電廠的原則下，盡量延役使用現有安全無虞的核電廠。 

核一、二為美國 GE公司設計製造的沸水式核電廠，運轉記錄與類似核電廠相比良好，

倘依美國核管會的標準，不但可獲准延役 20 年，而且還可獲准增加 10%的功率運轉。由

於被擋在立法院，核一、二各一部機組不能運轉，由於原能會核准的核廢燃料乾儲存場、

因新北市藉水土保持法反對無法啟用，核一、二也面臨須提前除役的困境。這種主要因

意識形態的廢核電，倘依美國的標準，實在造成電力資源的大浪費。 

核四封存，是廢核主張造成資源大浪費的另一例。龍門核四是美國 GE 公司製造的沸水

式進步型核電廠，比核一、二更先進、更安全、發電成本更低。2014 年 7月 30日核四

安檢完成，安檢專家小組掛保證，核四安檢過程高標準，禁得起檢驗，而且 GE對核四

廠有安全保證。但由於許多反核團體基於意識形態的大力反對，耗資約三千億台幣、耗

時 30餘年建造的龍門核四，被迫封存。 

請看看別國、想想台灣、好好反思，核電是不是利大於弊？廢核的主張是不是已造成了

台灣電力資源的大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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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全面放棄基載電力？   陳立誠 風傳媒 2016年 7 月 28日 

http://www.storm.mg/article/146911 

近日台電公布的電源開發計劃展現了一個極為奇特的趨勢，對國家影響極為巨大。這個

趨勢証實了華爾街日報之前的一篇社論：台灣選擇脆弱（Taiwan Choose 

Vulnerability）。 

為什麼說台灣自我傷害，選擇脆弱？全世界國家製定能源政策最重要的 2個考量就是「確

保供應」及「成本低廉」。每個國家自然條件不同，所以最佳能源組合也各不相同，但

上述 2個條件是各國製定能源政策的「鐵律」。 

以台灣而言「穩定而價廉」的電力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基載電力」。在台灣符合基載

電力條件的就是核電及煤電。 

但如詳細檢視台電最新的電源開發計劃將會發現在 10年內不但核電全部除役（這一點

眾所週知），更驚人的是除了已在施工中的燃煤機組及動工機率趨近於零的深澳機組外，

未來 10年新規劃的機組全部是再生能源及燃氣機組。 

再生能源自然是新政府的「最愛」，台電也不得不「共襄盛舉」。但真正令人驚懼的是

除了施工中的 3部通霄燃氣機組外，未來 10年台電新規劃了 17部燃氣機組，扣除 10

年間除役的燃氣機組，10年後台電燃氣機組容量將由目前的1500萬瓩增加到2700萬瓩。

未來 10年電力供應成長幾全由燃氣機組擔綱。 

台灣電力只有 4種選擇：核電、煤電、氣電、再生能源。以確保供應而言，核電每更換

一批次燃料棒可運轉 1年半，燃煤有 1個半月存量。相較之下，在電力需求最殷切的夏

天，液化天然氣只有 1 週存量，再生能源在無風之夜供電能力為「零」。為何核電及煤

電對「確保供應」遠勝氣電及再生能源一目瞭然。 

以發電成本而言，核電與煤電相當，氣電及太陽能（新政府最愛）成本分別為前兩者之

2倍及 5倍。 

能源之於社會有如食物之於家庭，發電使用核電、煤電有如家庭以米、麵為主食，發電

使用氣電及太陽能有如家庭以牛排、龍蝦為主食。 

以韓國今日之電力結構及未來規劃與台灣相較，韓國精打細算以米、麵為主食而台灣則

以牛排及龍蝦為主食。國家與家庭相同，如果能源與食物支出佔比太大必然排擠其他支

出。煤電及氣電發出之電力並無區別，為何每年一定要多花近千億支出，捨煤電而就氣

電？ 

http://www.wsj.com/articles/taiwan-chooses-vulnerability-1437607506
http://www.wsj.com/articles/taiwan-chooses-vulnerability-1437607506
http://www.storm.mg/article/13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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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台灣社會除對核電極度誤解外，對煤電的誤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對煤電之誤解

主要集中於暖化及 PM2.5 兩議題。 

但僅舉國人最喜仿效的德國及日本為例，2國並未因上述兩議題而放棄煤電。德國是歐

洲最積極新建燃煤電廠的國家，日本也有 7部大型燃煤機組正在興建中，其中 5部比鄰

東京（詳下圖），日本人可沒在怕 PM2.5。 

個人也十分了解為何台電在電源開發計劃中全面放棄煤電。在目前的社會氛圍下，開發

新煤電可說是死路一條。為了解決廢核後的巨大電力缺口，只好全力推動阻力較小的燃

氣發電。但以國家長遠發展而言，台電實不宜「自行」放棄煤電，否則未來被倒打一耙，

又將成為「弱化」台灣電力結構的「替死鬼」。 

深刻了解基載電力重要性者莫過台電。目前政府的能源政策自是全盤大錯，台電實應秉

持專業知識及職業道德應據理力爭，現在不正是板蕩識忠臣的關鍵時刻？ 

 

 

 

 

 

http://technews.tw/2015/12/07/energy-reforms-in-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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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日重啟核電、德放慢再生能源 台灣何時夢醒  林基興   

ETtoday論壇新聞   2016年 6月 29日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629/725461.htm#ixzz4GRBsDTxQ  

  

當前世局三件事，應可給反核者當頭棒喝，但他們願意夢醒嗎？ 

首先是，日本已經重啟核電。2012年 5月 5日，反核的主婦聯盟環保基金會，發表文章

〈日本核電歸零了，台灣呢？《日本 311默示》讀後感〉說：「就在撰寫這篇文章時，

日本所有的核電廠都停止運轉了。2012年 5 月 5日，請大家要記得這個日子，也請大家

別忘了 311給我們的啟示」。亦即，反核者視日本如偶像，亦步亦趨；甚至日本停核（為

了安檢），就解讀為日本廢核，而要求台灣廢核。 

但是，2015年 8月 11 日，日本重啟川內核電廠 1號機組、2015年 10 月 15日重啟川內

核電廠的 2號機組、2016 年 2月 1日高濱核電廠 3號機重啟運轉送電。為記取 311核災

教訓，日本各核電廠全面停機檢修並強化安全設施。2013年 7月 8日，日本原子能規制

委員會開始實施核電廠新規制標準，目前已審核通過而重啟這 3 個機組，以後將陸續重

啟其他核電廠。台灣反核者為何不跟隨而重啟呢？難道說，她們志在廢核，只是藉機「消

費」日本停核，雞毛當令箭？ 

其次是，去年 12月聯合國的〈巴黎氣候協議〉。依據國際能源署統計，2012年台灣人

均排碳量 10.95噸，約為全球平均值 4.51噸的 2.5倍，居全球第 20 位。面對全球氣候

變遷，全球逐漸暖化、極端氣候增多，台灣有何策略？眾多提議中，2016 年 6月，備受

引述的美國商會發布台灣白皮書（唉，外來和尚會念經），建言確保能源供應無虞，但

台灣17%電力由核電廠產生，未來 10年逐步廢核，卻表明2030年減少二氧化碳排放20%、

2050年 50%，廢核的電力靠石化燃料補足，如何減碳？ 

第三是，德國剛修法放慢再生能源腳步。2011年，德國「過渡能源」政策的如意算盤是，

2050年將再生能源提升到八成。但現實是，燃燒的褐煤（最糟的能源）也是工業化國家

中最多，因為太陽能與風能不穩，缺風或日時，即需找到備用能源，但天燃氣較貴，德

國燃煤供電的比率，在 2010年是 43%，但光是 2013年的上半年就已超過五成。 

近年來，風吹日麗時，德國就要付錢給用電者，因為發電太多了。德國熱衷於投資再生

能源，有時收獲超美，綠能電力幾乎足夠全國需求；加上火力與核能，結果，超多的發

電讓電價變成負值，以避免過多電力擠爆電網。因為能源轉型政策，保證再生能源價格，

也優先上電網，使得 2015年德國電力用戶所繳納的再生能源稅 230億歐元。 

德國廢核導致兩成的企業，計劃遷往國外，因能源價格高漲，例如，西門子公司估計，

如果核電廠按計劃全部停用，2030年德國將多支出至少兩兆美元。2016 年 5月，政府

修正再生能源法案，停止補貼發電躉購，減緩裝機量的爆量成長。 

此外，台灣反核者以德國為師，但不想想自己國家，為島嶼獨立電網，哪能像德國有外

國電力可互通有無地支援呢？拜託夢醒吧，不要以己夢想拖累全國。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629/725461.htm#ixzz4GRBsDT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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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不要再有下一個福島」，那擁核國家呢？ 劉振乾/台電退休工程師 

2016年 06月 30日     http://www.storm.mg/article/135001 

看到立委黃國書贈送有許多立委簽名的反核旗（反核，不要再有下一個福島）給原能會

主委謝曉星，就可了然核能的關鍵性在於它是否「安全」? 

福島事故之所以發生，根本原因為現場失去所有電力。這就正如前幾天發生於桃園機場

的停電事故一樣。當電力設備遭大水淹沒，就一切停擺。反過來說，「有電就有救」。

在附近的福島第二核能電廠一樣遭受海嘯侵襲，但是因為放在高處的緊急柴油發電機派

上用場，得以脫困，安全停機。 

福島事故之所以發生，根本原因為現場失去所有電力。這就正如前幾天發生於桃園機場

的停電事故一樣。當電力設備遭大水淹沒，就一切停擺。反過來說，「有電就有救」。

在附近的福島第二核能電廠一樣遭受海嘯侵襲，但是因為放在高處的緊急柴油發電機派

上用場，得以脫困，安全停機。 

因此在福島事故後，共產國家不說，很多民主國家（要接受選舉的洗禮）依然發展核能

發電。我相信如果核能像一些反核人士所說的「會造成萬劫不復，出人命」，那他們敢

如此做嗎？以美國來說，99部機組運轉中，且大多數都已獲准延長服務年限到 60年。

在美國，超過 40年的核能電廠占整體的 3成，5部機組興建中。 

訪美中的印度莫迪首相與歐巴馬總統於 6月 7日的領袖會談裡發表共同聲明，明確記載:

「歡迎到 2017年 6月底前西屋與印度核能發電公司完成簽訂契約」，這是美國企業首

次在印度建造核能發電機組，印度還為此事特別修法。西屋到 2030年前要興建 6部機

組。印度到 2032年要追加約 40部機組，將發電能力提升為 10倍。總發電量中核能發

電所占百分比要從目前的約 3%提升為 25%。 

在日本，運轉開始超過 40年的關西電力公司高濱 1及 2號機，獲准延長運轉，最長可

望達到 20年。被確認安全的高經年（不是劣化）核能電廠的壽命延長，可以讓政府作

為目標的 2030年的時候的電源結構與實現二氧化碳的排放削減成為確實可行；韓國則

有 25部機組運轉中，3 部機組興建中；中國的習近平國家主席 2016年 1月 19日在利雅

德與沙烏地沙爾曼國王會談，並簽訂包含協助沙烏地建設核能電廠等 14件協定，有很

多資源的沙烏地都要發展核能。 

如果，核能安全性有疑慮，那上述國家是「瘋了嗎？」 

http://www.storm.mg/article/135001
http://www.storm.mg/article/125161
http://www.storm.mg/article/125161
http://www.storm.mg/cardstack/43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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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載:用電突破 3600 萬瓩 再破歷史新高  台電 2016年 7月 28日      

 

連日高溫，繼昨(27)日用電量創歷史新高，今日再次刷新紀錄，首度突破 3600 萬瓩大

關，達到 3619.9 萬瓩。目前全台用電排名前 3名皆由今年 7月創下。 

台電表示，今日用電量首次站上 3600 萬瓩，面對極端氣候的挑戰，台電將盡力調度運

轉以穩定供電，並實施需量競價措施抑低用電。 

台電表示，火力電廠效率受到高溫影響，導致今日備轉容量率為 3.38%，備轉容量為 122

萬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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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由讀者來信看臺灣反核健將的水準和人品  雷洵* 好讀  7/15/2016 

http://haodoo.net/?M=lui&P=14 

 

臺灣是個民粹國家，藍營的政客太笨，有理說不清；綠營的政客太奸；造謠抹黑無所不

用其極。藍綠媒體的比例是 1：11；臺灣沒有思考能力的愚民太多；造謠抹黑的聲音又

多又大。我們只能徒呼奈何！ 

第一位反核讀者所提的問題，多係外行話，自己往自己臉上貼金，與我專欄的內容無關，

我無需，也不值得去回答他那些無厘頭的問題。我只請他回答我專欄的主題問題：「如

何可以解決臺灣電力供應的問題？」我原就知道對這個問題，他是無能作答的。這位讀

者還算老實，他以沉默作答，不了了之。 

這第二位反核讀者自稱他也是工程師，他向我大談最新一代沒有輻射能的核電新技術，

評說核分裂這種老的核能技術不好，要用新的核熔合的核能技術才好，還真把我唬得一

楞一楞的（一笑）。最後他在我的連番逼問之下，已經無可閃避，無言可對了，虧他竟

還有臉向我打哈哈！他這個「哈哈 真面目出來了」是譏笑我的真面目見不得人；還是

誇讚他自己有見不得人的真面目，仍敢招搖充核能專家？臺灣有這樣水準和人品的工程

師，我真為工程師羞。 

 

*作者自述：我於四十歲時，自國府在台灣的海軍中退役後，即到美國的研究所做老童

生，獲有電機工程碩士學位。我於六十二歲時，從核電工作崗位上退休，在美國競爭激

烈的大環境下，我每兩到三年，即跳槽換工作，很快我就昇到了工程師的頂級，較許多

學經歷比我高的美國白人工程師昇遷得還快。 

 

http://haodoo.net/?M=lui&P=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