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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非核家園」入法 台灣何須自廢核電武功  江仁台  蘋果即時 1/14/2017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forum/20170114/1035480 

立法院臨時會 1月 11 日通過規定核電設備應於 2025年前，全部停止運轉，即「2025 非

核家園」入法，這雖是民進黨多年反核運動的勝利，但也形同台灣將自廢核電武功。 

很可能不必等到 2025 年，當核一、核二、核三廠陸續除役後，由於太陽能電和風電貴

而且不穩，火電基載須增大，發電成本與排碳勢必隨著增高，對台灣的民生、經濟和環

保壞衝擊的力度將逐年加強，尤其是廢棄花了三千億的核四廠後，台電將因建廠巨大負

債無力賠償而面臨破產，為免台電停擺，政府只好用民眾納稅款去還。 

其實，核電的存廢，即使不經專業評估，只須參考其他先進國家的核電政策，就可以做

明智的選擇。 

對台灣關係最密切的國家和地區，是美國、日本和中國大陸，讓我們依序來看看它們的

核電近況。 

美國沒因三哩島核電廠 2號機發生核災而廢掉三哩島 1號機，2016 年 10月 19日美國田

納西州 Watts Bar核電廠 2號機建完開始商轉。美國現有四個核電廠機組在興建:喬治

亞州 Vogtle核電廠 3、4號機和南卡羅來納州 Summer核電廠 2、3號機。美國 88%(87

座) 核電機組取得延役 20年的執照。 

日本沒因發生福島核災而廢掉核電，2015 年 8月 14日日本川内核電 1號機重啟商轉發

電。自 2011年 311 福島核災後，日本大量使用進口化石燃料，以火力發電代替核電，

除二氧化碳排放猛增外，連續四年呈現貿易大赤字。在此期間，一般家庭電價上漲25.2%，

產業電價上漲 38.2%，造成民眾與企業的負擔加重，不利日本經濟發展。日本政府考量

這些因素，在嚴格要求核安改善後，積極推動核電機組的重啟，並制定 2030年度核電

比率恢復到 20～22%的政策。 

中國大陸核電近年來發展很快，尤其是沿海地區，廣東有大亞灣、嶺澳、陽江和興建中

的台山核電廠，廣西有防城港核電廠，浙江有秦山一、二、三期和興建中的方家山、三

門核電廠，福建有寧德和福清核電廠，江蘇有田灣核電廠，遼寧有紅沿河核電廠，海南

有昌江核電廠，山東有興建中的海陽和石島灣核電廠。 

這些顯示，台灣廢核電與美國、日本和中國大陸用核電背道而馳。 

回頭來看台灣的核電，台灣從未發生過核災，30多年來核一、核二、核三廠商轉紀錄

良好，倘要延役20年，在技術上可達成。先進的核四廠1號機，在2013、2014年間，經

當時經濟部「核四強化安全檢測小組」花16個月重新進行大規模且完整的安檢，證實

機組共126個系統的功能均符合設計要求，也符合法規。 

與美國、日本和中國大陸的使用核電政策比較，台灣朝野實在沒有必要自廢核電武功，

立法施行 2025年廢核，去廢掉從未發生過核災的台灣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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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報告蔡總統 能源政策不能試試看！ 陳立誠  風傳媒 2/5/2017 

http://www.storm.mg/article/219431 

上週發表的「年金十兆很緊張，能源十兆無所謂」，以實際數據指出今年北部三部核能

機組停機而由氣電取代，將使今年發電成本增加 450億元（全國每家分攤 5000元）。

廢棄全新完工的核一廠乾式貯存設備加上為了將低階核廢料由蘭嶼移出而另行加建所

謂「集中貯存」設備又是 1000億元。便可怕的是政府一意孤行，以再生能源取代核電

的政策，更將在 8年後使我國每年發電成本較合理成本增加 2500 億元（每家分攤 30000

元），以電廠壽命 40年計算，政府一手導演了 10兆元的能源黑洞。台灣人民真是何其

不幸。 

這十兆能源黑洞可以避免嗎？ 

當然可以，但重點是政府要「立即」導正其能源政策，不能等 8 年，連 4 年也不能等。 

台灣有一個奇特現象：大家好像只怕限電，如果拖過今年不限電，即使未來電費將無可

避免高漲，好像也「無人深究」了。老實說，去年的限電危機完全是政府自己造成的。

本人在「馬留給蔡的能源厚禮」中，明列在馬政府時代動工而在未來 4年完工的 8部大

型火力機組，足可應付未來 4年電力成長。蔡政府第一任原本就沒有缺電／限電危機。

目前發生的限電危機完全是人為因素而使北部三部核能機組莫名其妙停機所造成，解決

並不困難。 

但 8年後的電力情勢完全不同，為落實「非核家園」政策，新通過的電業法明訂 2025

年全部核能機組都將停止運轉。如何填補 6部核電機組除役後的供電缺口，目前看來有

兩種可能，也可說有兩條路線。 

雖然政府目前推動再生能源焦頭爛額，推動離岸風力要克服極多工程技術及法規障礙，

短期內無可落實。要加建 2000萬瓩（20GW）的太陽光電，所需 300平方公里土地也毫

無著落，腦筋甚至已經動到水庫及違建屋頂了。但政府還是死鴨子嘴硬，信誓旦旦要在

十年內花兩兆元加建 22GW的再生能源取代 5GW核能的發電量，這是政府路線。   

但政府 4年一換，2025 年誰知是何人當家。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2025年廢核後若

造成缺電，全民還是唯台電是問。台電似乎並不看好政府的再生能源路線，台電推動的

是燃氣發電路線。依台電 10505電源開發方案，台電發了狠在前述 8部大型火力機組外，

在未來 10年更要加建 14部燃氣機組及 2部燃煤機組。台電可是認真的，據今日報載，

台電擬自建第四、五號天燃氣接收站並自行進口液化天然氣以達到政府 2025年天燃氣

供電 50%的目標。兩條路線都令個人頭皮發麻，不論那條路線成功，台灣都將邁入 10 兆

元能源黑洞。 

http://www.storm.mg/authors/35052/%E9%99%B3%E7%AB%8B%E8%AA%A0
http://www.storm.mg/article/219431
http://www.storm.mg/article/216655
http://www.storm.mg/article/11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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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能源政策滯礙難行的真正癥結是因「非核家園」與「減碳抗暖」兩個相互排斥的目

標強撞所致。老實說，二、三十年前反核，人們心目中是以同樣穩定價廉的煤電取代核

電。今日國際情勢完全不同，減碳抗暖掛帥，非核又要減碳，民進黨的手段是推出一廂

情願但無法達成的以再生能源取代核能的路線。台電也不敢推強推煤電而採取以碳排較

低的氣電取代核能。但問題是不論再生能源或燃氣發電成本都遠高於核電，廢核之後不

論採取什麼路線，對每年發電成本都將造成 2000億元的衝擊。    

為何能源政策不能等待，而要立即修正？ 

政府宣布在未來 4年將投入 4000億元進行再生能源建設，台電燃氣電廠資本支出也必

達數千億，這些設備一但建成，投入之建設成本即為「沉沒成本」（Sinking Fund）。

太陽能每度成本再貴，但因建設成本已經支出，只有硬著頭皮使用。 

燃氣電廠則有另一個問題；購氣合約。全球購氣合約仍以長約為主，一簽就是 20年，

並都有 take or pay 條款（無條件支付條款）。意思是不論買方是否提取天然氣，一律

依合約價付款。台電既然有如此偉大的擴建燃氣電廠計劃，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擴建天然

氣接收站（沉沒成本）及與天然氣輸出國簽定無法反悔的購氣合約。賣方也都在取得購

氣合約後才向銀行貸款進行天然氣礦開發及液化天然氣出口港興建工程。這些建設都曠

日廢時，所以台電簽訂購氣合約也有其急迫性。 

設若蔡政府今年安然渡過限電危機，未來四年也拒絕修正能源政策，則下任政府上任時，

大量再生能源及天然氣接收站沉沒成本恐己發生，不論中油或台電之購氣合約或已新簽，

新政府就算要避免 10 兆元能源黑洞，修正非核家園政策，恐也為時已晚。 

小英總統曾說過，「先試試看再生能源，不行再說」。但能源政策是不能試試看的。個

人曾指出全面修正能源政策的急迫性決不下於年金改革，決非危言聳聽。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729000042-26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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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為何 2025 非「非核家園」不可？陳宜民／立法委員  蘋果即時  1/13/2017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forum/20170113/1034911/%E

7%82%BA%E4%BD%952025%E9%9D%9E%E3%80%8C%E9%9D%9E%E6%A0%B8%E5%AE%B6%E5%9C%92%

E3%80%8D%E4%B8%8D%E5%8F%AF%EF%BC%9F 

 

「非核家園」究竟是執政黨的神主牌？還是能源政策？執政黨必須誠實面對，不容閃避。

如果非核家園主張是能源政策，執政黨就有必要將每年能源配比進行檢討並公佈，讓在

野黨、國人清楚知道目前政府政策推動的狀況，並適時調整施政步伐，以因應外在情勢

的變化。倘若執政黨將「非核家園」視為神主牌，不容挑戰或調整，則將對我國經濟、

民生以及產業面產生難以回復的傷害。 

現今，政府將核四封存，卻任憑更老舊的核電廠繼續商轉，猶如買了安全配備等級最高

的新車不開，卻因為意識型態作祟，執意要開老爺烏賊車一樣，完全不知變通。筆者認

為，執政黨應該落實「非核家園」主張，不應該令其淪為政治口號，應務實且具體的執

行政策目標。筆者建議行政院應以 2017年起算，規劃出至 2025 年前，每年須達成、落

實的能源目標。倘若在 2023或是更早之前即發現非核家園政策無法達成，即應立即進

行補救措施。尤其，新的環境危害越來越被科學界所證實，微懸浮粒子 PM2.5未來甚至

可能達到 PM1.0。這些動態的環境影響指標，都應該與能源政策連動、隨時調整。 

「非核家園」是全民的期待，但應該有步調、有規劃的逐步達成，而非只有口號。現在，

看似 2025年就能達到「非核家園」理想，但實際上，2025年只是一個謊言破滅的時間

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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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廢核減煤 將台灣推向能源險地  葉宗洸  聯合報  1/15/2017 

https://udn.com/news/story/7339/2230661 

中共遼寧號通過台灣海峽，同一天，立法院三讀通過電業法修正案，明定核能

發電設施應於二○二五年前全面停止運轉。在兩岸關係未明、外部威脅未除情

況下，民進黨政府將「非核家園」入法，就是無視能源安全的重要性，間接將

國家安全置於險地。 

台灣天然資源貧乏，九十八％能源仰賴進口，供電型態是沒有鄰國外援的獨立

電網，因此供電的穩定性與持續性非常重要。二○一五年的發電結構中，燃煤

發電占比卅九％、燃氣發電卅五％、核能發電十六％，這三種供電達九十％。  

檢視這三種供電燃料的安全存量可發現，核燃料可達十八個月，煤炭為卅六天，

天然氣則僅七至十天。在現任政府廢核減煤規劃下，未來核電歸零後，燃煤發

電也要減少為卅％，燃氣發電則提高至五十％，不足的部分以綠電填補。 

然而，綠電本身的不穩定性未除，無風、無日照時的替代發電仍須依賴燃氣。

但天然氣的安全存量在夏天用電高峰期只有七天，斷氣的風險大，完全不符能

源安全要求。試想，一旦有連續兩個颱風過境，天然氣遲延進口情境可排除嗎？

兩岸關係緊張時，對方軍事封鎖情境可排除嗎？ 

來看看最近觸礁的大潭緊急供電計畫，這個去年規劃好的六十萬瓩容量緊急燃

氣發電設施，原是要做為今夏供電吃緊時的救急藥方，但環差障礙一直沒克服，

結果四日環保署環評專案小組否決台電環差報告，要求重做環評。這結果意味

著今夏供電救急措施，將有缺手斷腳之虞。 

此外，未來燃氣發電比例若大幅增加，第三座天然氣接收站的規劃與興建有急

迫性，經濟部將桃園觀塘工業區內設置第三接收站，規劃工作已完成多時，但

負責的中油才剛通過併購東鼎公司，雖然工程預計今年八月動工，但地方環團

為保護國寶級藻礁抗爭多時，再加上環差評估完成遙遙無期，預計二○二三年

全量營運的這項規劃，變數依舊太多。 

新增燃氣發電機組的不易，綠能供電比例提升的挑戰性又很高，政府卻急著將

非核入法，並規劃大幅降低燃煤發電比例，但是天然氣安全存量不足問題卻未

能有效解決，這種廢核減煤正將台灣推向能源安全不保的險地。 

看得見的航母「威脅」，可透過海空監控，達到維護國安效果；但是當看不見

的能源安全危機浮現時，對於經濟民生造成重傷害，這時再要想回頭，恐怕只

留後悔莫及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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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歡迎把核廢料放我家！  林基興  天下雜誌獨立評論 2/22/2017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5369?ext=rel 

蘭嶼十萬桶核廢料放置哪裡？最近成為各地方政府的頭痛問題。例如有傳言說要放在基

隆、金門、連江、或澎湖的無人島，結果，各縣市長與民代均回絕，揚言抗爭或放總統

府算了。至於放回原本「出產」核廢料的三座核電廠，北海岸居民表示，雖然萬分同情

蘭嶼人的處境，但核廢料運回核電廠，對當地居民是弱弱相殘的局面。桃園市議員說，

蘭嶼鄉親如果不願意島上被放置核廢料，那麼，桃園龍潭（核研所所在）鄉親又有什麼

理由要接受？ 

我國演變出這種「攤牌、對決」，情何以堪？若說「債有主、冤有頭」，則大部分回到

核電廠，小部分（一成）回到醫、農、工、學術研究等單位；接著，還要回到全民身上，

因為用電與醫農等，就是每個人用的，全民自行處理核廢，符合「社會正義」吧？ 

任何發電都會產生待處置的垃圾，就像每個人需要上廁所；而拒絕核廢料者，就像排斥

廁所一樣。 

其實，放在蘭嶼的核廢料並不會傷人。這些低階核廢只是曾接受到輻射的紙張、塑膠、

布、金屬、污泥、樹脂殘渣等，經過焚化、壓縮或固化後裝桶。這些桶子的輻射劑量很

低，因為劑量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只要稍微隔離就沒事。原能會自 1979年起，開始

環境輻射監測，1982 年開始存放低階核廢，每年定期採取超過 500 個樣品，不論存放與

否，歷年來偵測結果均在自然環境背景輻射變動範圍內（環境背景值為每小時 0.2微西

弗以下，蘭嶼背景值每小時 0.027～0.041 微西弗）。 

反核者不必成天抱怨核電廠產生核廢料，因為醫療等民生用途也會產生核廢。難怪，目

前全球有 13個國家並沒有核電廠，但還是設有低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各地方首長民

代也不必絞盡腦汁想「觀光、戰略」等藉口，因為核廢無害。倒是可學學韓國慶州：2005

年，具有石窟庵與佛國寺等觀光名勝的該古都，不推託接收核廢料,而將回饋金將用於

促進觀光業與古蹟維護，成功「雙贏」。 

經濟發展暨合作組織（OECD）會員國，各設置低階核廢處置，近地表處置就是選擇，且

已累積相當豐富的經驗。低階核廢處置場所需的土地面積很有限，例如法國首座處置場

位於芒什（Manche），1969年開場，1994 年貯滿，所用地表面積約 0.12平方公里，封

場後再覆土回填植被，綠意盎然。國際上也有將核廢放在無人島的案例，例如 2005年，

香港就選擇無人島「小鴉洲」貯存低放射性廢物。 

低階核廢不傷人，為何大家這麼敵視？主因是不了解輻射的本質（你我體內均具輻射）

與其健康效應（1毫西弗劑量約等同 40杯咖啡）。就如 2016年 12 月，前立法委員沈富

雄所說：「台灣人民非常怕輻射，這是以前為了反核，不斷教育人民的結果，現在要解

套這個問題已經來不及了。」 

冤受排斥的核廢，請來我家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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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台灣將於 2025 年前告別核電？專家稱不可能 

鄭仲嵐 BBC中文網台灣特約記者  1/12/2017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38603919 

 

台灣立法院 11日修法通過電業不再由國家壟斷，未來更設定目標，2025 年前核電完全

停止，但專家表示注定失敗。 

能成為亞洲第一？ 

根據台灣立法院的電業法修正案，未來電業自由化後，綠能產業將為優先執行對象，用

戶可以選擇傳統"台灣電力"以外的其他新公司。其中，2025年前，台灣的所有核電廠明

定"停止運轉"。若成功，將成亞洲首例。 

台灣清華大學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所長許榮鈞教授，在接受 BBC 中文網記者訪問時表

示，這項政策是民進黨政府選前所提出的承諾，現在落實並不感到意外。而現行台灣 6

座核電機組中，已經有 3座停止運轉。 

談到綠能建置，許榮鈞也覺得愈多愈好，畢竟綠能電源有其乾淨的特點。只是台灣有許

多人把綠能跟核能一起類比，他認為就是"橘子與蘋果"，本身就大不相同。 

他解釋，再生能源，不論風力或是太陽能，是看天吃飯的，它可以當作輔助，但是它變

動性大，而且成本高。不像核能或是火力，都是全天運轉，這是台灣政府未來要衡量的。 

至於目前台灣政府選擇這樣的方案，他認為也是政治長年角力下的抉擇，但他也說有時

台灣在政策討論上，會失去理性空間。 

減碳優於廢核 

許榮鈞先解釋結果，他認為核能如果全被取代，勢必就是燃煤和天然氣的使用量會大增。

一到了夏天，勢必用量會更明顯加大，而事實上，目前新政府有向日本採購兩組較舊型

的火力發電機組，應該也是未來因應此道。 

許榮鈞說，目前國際的趨勢是"減碳優於廢核"，因為氣候劇烈變遷的緣故，減碳幾乎是

"全球共識"，但台灣政府沒有先以減碳優先。 

目前在台灣，碳的排放量也不少，以台灣有名的摩托車來說，2016 年台灣交通部登記數

量為 1366萬輛，汽車為 775萬輛。加上中南部許多中小工廠，碳排放量甚為驚人，PM2.5

在這些地區幾乎常常達危險值。 

他說，不論選擇何種能源，用科學的方法來看，都有其風險，就像火力跟天然氣，也會

對居民氣管和肺有病變。核能也會有風險，但目前全世界 400多個機組都有比較安全的

績效，許榮鈞則說台灣的績效一直都排名世界前面。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3860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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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當作借鏡 

一提到"非核家園"，許多會以目前世界唯一的例子德國來類比，並認為台灣有其條件可

以廢核能。許榮鈞則反舉例，認為台灣的環境比較像日本，因為這兩個都是島嶼，每一

度電都是要"自己發出來"。 

之前日本在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的福島電廠核能外洩後，當時日本就提出"非核家園"，

並宣誓要廢除核電廠。 

但在安倍政府接手後，還是陸續重啟部分反應爐，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在 5週年紀念演

說時表示："日本資源貧乏，重啟核能才能保證能源穩定。" 

許榮鈞說，為何他會認為非核家園難執行，因為連日本評估後都做不到。日本先前也是

買天然氣，但因為島嶼關係，冷凍運輸成本都高，幾年下來依舊是會讓國家能源財政出

現赤字。 

而提到德國，他則說："德國是大陸型氣候，它的電也可以跟周邊國家調節，甚至直接

買"。日本最後是強化核電的機組審查，在法規更嚴謹上重啟核電。 

不過許榮鈞也表示，執政黨既然贏了選舉，那就好好實行，如果成功當然很好，但如果

失敗，受害的將是全台灣的能源政策。他也表示絶不是因為自己是核工專家才這樣說，

輻射不只用電，在醫療、商業上應用都很多。 

最後他感嘆"很多人拿德國來比，但他們 GDP 高，電費也高，氣候也涼爽。台灣電費已

經很低，先前要調漲都引發爭議，台灣還是先衡量自身條件再分析，要是為了意識形態

做選擇，未來代價可能會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