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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四應經公投同意後商轉    江仁台   風傳媒 2017年7月25日 

http://www.storm.mg/article/302422 

 

工總 7月 20日發表 2017 年白皮書，其中對現政府能源供電的政策提出質疑，呼籲核三

廠延役備用，核四廠是否重啟，交由全民決定。事實上，世界能源供電的主要趨勢是：

能源多元化、繼續使用核電。世界核能協會詳細列出，在 2016年有 10 座新的核能反應

爐正式運轉，使全球核電裝置容量增加了 90億瓦。這是 25年以來最大的年增長量，也

是全球核電連續 4年的發電增長。這些都顯示，核電安全是可以控制的，核廢料是可以

處理的。 

龍門核四廠是國家重大的能源建設，歷時 30餘年，耗資近 3千億，如今封存，非常可

惜。政府倘輕率的廢棄核四，將嚴重影響民眾權益。為順應國際繼續使用核電主流趨勢

及鑒於受過福島核災的日本已重啟核電，筆者建議核四應經盡快經全民公投同意後商

轉。 

台電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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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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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台灣民意主流並非完全反核，據中時 6月 21日周毓翔報導的非核家園民調顯示，

如果未來供電不足，35.3%民眾認為應讓核一、核二及核三廠機組延役，32.3%支持啟動

核四廠發電直到替代能源足夠，4.0%的支持全面啟動繼續發電，支持啟動核電廠繼續運

作的佔了約 7成，僅有 6.7%的民眾支持全部同時停止發電。 

依筆者在美國核工業與學術界工作過 30多年的經驗判斷，核四經全民公投同意後，在

原能會嚴格監管下安全商轉，應無問題。因此建議，核四應經盡快經公投同意後商轉。 

此外，美國 88%（87座） 核電機組取得延役 20 年的執照，繼續商轉。2016年初瑞士國

會在辯論後決議，只要核電廠仍能安全運轉，不對關閉核電廠時間設限。因此，除核四

應商轉外，核一、核二、核三廠也應延役 20年使用，以便台灣能有充足、廉價、低碳

排的電力供應。 

 

http://www.storm.mg/article/30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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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減香難降碳 非核猛噴碳  葉宗洸   中國時報   2017 年 7月 24日 

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70724005231-262105 

7月23日凌晨核三廠二號機因為冷卻水泵的電纜線絕緣覆皮破裂，線路出現異常接地而

跳機；同一天下午，超過 1萬名的信徒聚集於總統府前參加「眾神上凱道遊行」，以所

謂「宗教嘉年華」的方式表達對政府變相施壓宮廟要求減香封爐的不滿。這兩個看似不

相干的事件，其實正凸顯了當今政府關於空汙減量作為的荒謬性。 

核三廠二號機跳機後，台電公司雖然迅速找出肇因並予以修復，但仍必須等待原能會核

准方能重新啟動，因此 24日確定無法加入併聯發電，並導致尖峰備轉容量率下降至偏

低的 3.75%。 

針對此一突發事件，台電公司提出的因應之道主要有三：一是緊急調度大林電廠三、四

號機，這兩部老舊燃油機組自去年 7月開始延役已屆 1年；二是增加每度成本高達 10

元的需量競價額度；三是增加民間契約汽電共生的燃煤電力採購。還有一項核電業界非

常態但在台灣已經變成常態的救急偏方，那就是啟動 3座現役核電廠內 6部燃燒輕油的

緊急用氣渦輪發電機。仔細檢視這幾項避免供電不足的方案，除了需量競價措施外，額

外增加的燃油與燃煤發電，無一不是使得空汙加劇的措施。 

另一方面，環保署為了降低空汙要求全國宮廟配合「減香」，雖然政府在引發大規模反

彈聲浪之後，緊急發表聲明不會干預宗教信仰自由，更不會有被廣為渲染的「滅香封爐」

之舉。舉著降低空汙的環保大旗，當今政府除了傾全力推展綠能外，更應具體著眼於空

汙源頭的抑制，例如使用大量化石燃料的電廠、機動車輛與工業，針對宮廟燒香焚金的

相對小量排放，實在不必如此大張旗鼓地行文「規勸」，更何況全台已有越來越多的廟

宇自發性地勸導信徒減少香支與金紙的使用。 

相較於台電公司近乎「噴碳」的供電救急方案，全台宮廟的空汙貢獻度相對較低，政府

這種捉小放大的手法，實在令人難以苟同。 

供電救急方案導致噴碳式的空汙，該負責的不是職司供電的台電公司，而是制定能源政

策的高層。為了「非核」的神主牌，當今政府刻意閒置目前尚未除役、但已停止運轉的

核一廠一號機與核二廠二號機不用，要求台電公司竭盡所能尋找替代方案，結果經歷一

番思量掙扎之後，卻是只能「暫時」讓空汙惡化，同時也「暫時」將環保大旗視而不見

並踩在腳下。 

事實上，核三廠二號機跳機造成的裝置容量缺口為 951百萬瓦（MW），雖然大林電廠三、

四號機加上核電廠內 6部緊急用氣渦輪發電機的總裝置容量可達 990MW，但這些燃油機

組除了進一步推升空汙之外，平均發電成本更是現行每度電價的 3倍之多。至於停止運

轉中的核一廠一號機與核二廠二號機，其裝置容量分別為 636MW與 985MW，重新起動這

兩部機組，不但不會噴碳，不會增加發電成本，更可以維持今夏的供電穩定。 

「非核」與「減香」到底何者是有效減少空汙、降低碳排的作為？對於眼下的台灣，務

實的答案應該是以上皆非吧！ 

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70724005231-26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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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限電危機談廢核延十年   劉振乾   自由時報   2017 年 7月 25日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21647 

七月二十日工總提出白皮書，針對執政黨所造成的能源困境，要求核三可先延

役備用，核四則由公投決定啟用與否。這白皮書之可行性如何，當然有討論空

間，沒想到經濟部當天馬上回絕：「二○二五廢核，白紙黑字明記於電業法內，

不得變動。」誰說法律訂下就要永遠遵循？憲法都可以修，為何電業法不能修？

官員們無視於缺電危機（二十三日僅剩九十六萬瓩餘裕電力，距離限電的九十

萬瓩僅一步之遙），實在令人浩歎。 

二○二五廢核是根據民進黨的反核政策，如果是當下、有急迫性的危險，為何

不馬上廢核，以求身家性命的安全？既無急迫性危險，那把廢核時間延長十年，

改為二○三五年，問題即可獲得解決。 

第一，離岸風電的困境得以解決。按二○二五廢核的時程，離岸風電必須急著

施工，沒有足夠時間籌設台灣自己的風電所需工程船。離岸風電帶來的商機，

白白送給擁有工程船的德國與中國。離岸風電每度六元、長達二十年的高電價

利潤也歸給外商，對於扶植本國工業進軍離岸風電有什麼幫助？ 

第二，天然氣發電占比是否維持五十％，有足夠時間再從長計議。天然氣易斷

炊，國內存量只有八天，颱風期間，天然氣運輸船要想辦法進港避風，且天然

氣卸貨時，受到天氣與海洋波浪條件等嚴苛限制。 

還要考慮的是，選擇使用「燃氣發電」，以台灣來說，就要進口ＬＮＧ（液化

天然氣），交易慣例是買方要先跟賣方簽至少二十年的契約，並且是「不提貨

也要付款」，以保障賣方在天然氣液化的投資得以回收。這也表示，一旦簽了

約，就只能如過河卒子，只得向前衝、不准回頭。 

第三，電價得以控制。目前台灣三百四十四部陸上風機，一年可發電十五億度。

預定興建的一百九十座海上風機，每年可發電三十四億度（成本兩千八百億元，

含變電站約一千一百億元）。一千兩百億元約可設置兩百二十萬 kW太陽能設備，

每年可發電二十八億度。以上三項每年可發電七十七億度。太陽能每度電五至

七元。但核三每年可發電一百五十億度，每度成本一．二元。算算看，每年可

替台灣創造多少財富？ 

因此我認為，工總白皮書之可行性，唯有靠二○三五廢核來解決。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21647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20485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3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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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騎驢找馬強過卸磨殺驢－論核四存廢  陳立誠 風傳媒 2017年 7月 12日  

http://www.storm.mg/article/297000 

2014年核四封存時期約 3年，日前三年期限已滿，核四最終命運到底如何，要繼續封存

還是廢廠拆除也引發了熱烈辯論。 

以反核團體而言，核四為眼中釘，肉中刺，必除之而後快。提出建議不外將核四廠址改

建火力電廠或直接歸還原地主。無論採取何一方案的先決條件都是將核四廠拆了當廢鐵

賣。 

核能電廠都是量身訂做，建廠很貴，拆了當下腳料賣，1/10價錢都賣不掉，還要貼上巨

額拆廠費用。 

台電目前帳上累計虧損 1200億元，若將核四廢廠，將建廠費用 2800 億元一筆勾消，兩

者相加 4000億元大於台電資本額 3300億元，台電立刻破產。但台灣又不可能讓台電破

產斷電，這筆財務黑洞也只好由全民埋單。 

反核人士反核最主要理由有二：一為核災，一為核廢。以核災而言，台電在日本福島事

件發生後建立“斷然處置”標準程序，即使在台灣發生如福島般的地震海嘯（依台灣地

質條件兩者皆不可能），台電也不惜引海水注入反應爐，即使因而將反應爐報廢也要確

保輻射物質不波及廠外，核災的全部損失就是折舊後的建廠成本。但要動用“斷然處置”

手段的機率小於千萬分之一。今日立馬將核四廢廠，則損失全部建廠成本機率為百分之

百。 

以核廢料而言，核四運轉當然會產生核廢料，但問題是難道廢了核四台灣就無需處理核

廢料？現有核一到核三廠運轉三十年的核廢料不用處理嗎？以大家最關心的高階核廢

料（用過燃料棒）而言，深層地質處置的主要費用在於挖 500公尺的深井，而不在於 500

米深處之最終貯藏場所的大小。核四運轉每度電提撥的後端處理費用也可解決目前因核

電提前除役所造成的核廢處理成本缺口。由以上核災及核廢分析，到底應讓核四運轉還

是將其拆除豈非不辯自明？ 

今日蔡政府明訂 2025 年非核家園還將面臨另一巨大挑戰：如何填補現有核電每年 400

億度的無碳電力？如何達到向國際社會承諾的減碳目標？目前蔡政府大計是在 8年內花

1.8兆元設置 2000萬瓩（20GW）的太陽能及 300 萬瓩（3GW）的離岸風能以提供 300億

度的無碳電力。但以目前政府盤點全國可設置太陽能的土地面積，及日前彭博能源財務

研究團隊指出離岸風機將面臨融資瓶項兩項限制，兩者最多可提供 100 億度無碳電力。

核四兩部機每年可提供 200億度無碳電力，加上現有核電廠的 400億度無碳電力，核電

共可提供 600億度無碳電力，豈不遠勝蔡政府焦頭爛額推動但最多 100 億度的無碳綠

電？ 

http://www.storm.mg/article/29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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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目前蔡政府死鴨子嘴硬，決不承認達不到其綠電目標。但國際減碳承諾決非兒戲，

何不騎驢找馬，一方面維持現有核電廠並封存核四，一方面建設綠電。若 2025年正如

蔡政府規劃，綠電大放異彩，甚至超標，再將現有核電全數除役並將核四廢廠不遲。何

必急於現在卸磨殺驢，拆除核四？   

保存核四，為台灣未來保留一點彈性，一線生機，豈不是號稱最愛台灣的蔡政府至少可

做到的？小英總統到底認為民進黨反核神主牌重要還是台灣前途重要，全民都在看。  

  

********************************************* 

轉載：二〇一七年全國工業總會白皮書摘要  2017年 7月 20日 

編者的話  

工總產業政策白皮書已堂堂邁入第十年，十年來世局詭譎多變，對內而言，台灣歷經兩

度政黨輪替，台灣經濟長期陷入低迷，台灣的民主固然值得我們驕傲，但過度的民主造

成了民粹，擴大了勞工與環保的紛爭，阻礙了國家的進步。長期以來，兩岸經貿關係緊

密，然而隨著紅色供應鏈的興起，及「一帶一路」的推行，使兩岸除了合作之外，更多

了一層競合關係。新政府成立後兩岸關係陷入緊張，也影響我對外關係的維護與拓展。

對外而言，從油價崩跌、英國脫歐、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恐怖攻擊常態化與極端主義的

興起，都引發國際的關注。 

有感於台灣整體投資環境近年來正極速走向崩壞，工總在 2015年的白皮書中明確提出，

台灣投資正面臨一個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才的環境。面對著國內政府失能、

社會失序、國會失職、經濟失調、世代失落、國家失去總體目標的諸多現象，我們期待

國家新的領導人能提出具體的國家發展願景與策略，並參考德國工業二〇一七年全國工

業總會白皮書編者的話境的行動方案與時間表，引起社會廣大的迴響。 

檢視新政府成立一週年，我們很遺憾過去一年來我們所關心的「五缺」與「六失」不但

未見改善，反有更加惡化的趨勢，一例一休造成全民皆輸，廢核的政策已影響供電的穩

定，前瞻政策受到各方的質疑，諸多問題已導致台灣陷入投資停滯、人才流失、企業外

移的窘境，令人憂心。 

「2016年工總白皮書」共提出 293項建議，我們感謝政府各部門能夠認真看待與回覆，

尤其感謝國發會不厭其煩負責相關的彙整，並透過跨部會協商以解決許多陳年未解的問

題，經調查對政府的意見回復的滿意度仍高達 6成左右。 

「2017年工總白皮書」對政府政策建言，分「產業發展」、「能源政策」、「環境及安

全衛生政策」、「公平交易暨消費者關係」、「賦稅暨金融政策」、「勞資關係暨人力

資源」、「國際經貿」、「兩岸政策」、「智慧財產權」及「青年政策」10個單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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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119個議題、272 項建議，建議的件數是歷年的次多；業界關切的議題前五項依序

為環安、賦稅 、勞工、產業與能源等問題。 

在第二章的專論中，我們特別以「期待再起」為題，期待蔡總統能落實她年初在英國「經

濟學人」發表以「讓台灣再度變成猛虎」為題的專文所強調「將重新強化台灣的領航角

色，維護基本社會安全網，以全新的發展模式振興經濟」，有效引領並誘發台灣企業與

外國企業進行投資與創新，進而重塑台灣在全球價值鏈的優勢。 

在「2017年工總白皮書」編輯、製作與審查期間，承蒙工總理監事及各委員會召集人、

專家學者及各相關會員團體的積極參與與配合，不斷提出各項具體意見，讓白皮書內容

更加具體豐富；同時，也承蒙魏啟林教授、王健全副院長、李堅明教授、吳一民顧問、

吳志光律師、吳琮璠教授、林建山社長、徐遵慈教授、張五岳教授、蔡坤財所長、林辰

璋副校長等 11位編輯指導委員，為各項建言補充據數、論述及潤飾，使工總白皮書內

容更具前瞻性，並可受公評，我們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另外，我們引以為傲的，工總白皮書自問題的蒐集、分析到撰述，都是由相關會務同仁

親自為之。由於他們不分晝夜及熱情付出，才能讓「2017年工總白皮書」得以順利出版，

並獲外界的好評，我也要在此表示無限感激。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秘書長 

 

議題三、使用安全的核能發電符合國際趨勢 

美式核電廠全球啟用六十年來，無一 人因其輻射而死亡，即是證明核能是可控 制的，

只要慎重就可不出事，輻射恐慌源 自無知，關鍵在劑量。且日本也已重啟核 電，為何

台灣不啟用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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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審核通

過重啟上述 3 個機組，以後將陸續重啟其他核電廠，且 日本新能源政策已經規劃 2030

年時，核能發電佔比要恢復到 20-22%。 

除了美國及日本，中國大陸為了兼 顧碳排與空汙減量以及充足供電，最新 的核電發展

也在規劃中，而英國為了穩定 供電並兼顧綠能發展，決定增建新的核能 機組，韓國與

我國均為天然資源不足的國 家，考量能源安全與低碳需求，也決定新 增核能機組以提

升核電佔比。此外，原先 宣布打算逐步廢核的瑞典與瑞士，也改變 主意考慮持續使用

核電。因此，建議在核 電安全無虞的情況下，於必要時推動核 一、二、三廠延役及核

四商轉，維持適當 的核能發電配比。 

另 2011年日本發生福島核災後更加依 賴石油、煤與天然氣等化石燃料，使得日 本在

2012年貿易赤字高達新台幣 2.22兆 元，電價也上漲 10~20%，台灣的天然條件 跟日本

相近，因此，政府應參考各國能源 政策，重新務實檢討非核家園政策對國家 能源安全

供應、電價及經濟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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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綠色執政的綠色災難？而這只是開端！風傳媒 主筆室 2017年 7月 25 日 

http://www.storm.mg/article/300266 

台電公布，從 2015年核一廠 1號機大修暫停以來，陸續有 3部核能機組停止運轉，暫

停的核能機組改以燃煤、燃氣取代後，累計至今年底，3年來排碳量增加 1200萬噸，空

氣汙染物氮氧化物(NOX)也多排近千萬噸。 

這個發展不讓人訝異，讓人「驚嚇」的是數量；更讓人擔心的是：這只是台灣邁向高排

放、高污染的開端而已。 

國內排放量最大的來源就是發電，占總量的 37%左右；台電也是國內最大的單一排放「大

戶」，甚至前 10大單一排放來源中，台電的電廠就占了 3個。2014年時，台電一年排

放量是 8489萬噸，2015 年增為 8536萬噸，2016 年到接近 9050萬噸。今年以來則因增

加緊急發電機組在內的火電，排放量預估會到 9600萬噸上下。 

也就是說 3年來，單是台電為發電的排放量就「年增 1200萬噸」，較 2014年的數據等

於成長了 14%。依照台電說的原因是：「多出來的量，就是停掉核能機組，改以火力取

代的結果。」 

說不讓人訝異的原因是，不管反核人士把核電說得多恐怖、「潛在」災害多大，但至少

在發電期間，幾乎是接近零排放（世界平均值大概發電 1度只排放 0.07 公斤的二氧化

碳）；但火力發電，不論是燃煤或是天然氣，都難避免排放與污染。雖然綠營把天然氣

說成好似一種「乾淨」；天然氣發電的排放確實比燃煤少了一半左右，但還是屬高排放。 

但這大概是具體數字首次公布，每年增加的這 1200萬噸排放，政府與這個社會要費多

大的力氣，才能從其它地方減碳省下來？更可能的是甚至根本作不到。 

而每年增加 1200萬噸排放量，是因為把原本一年可發 400億度電（約占國內供電的 18%

左右）的核電，其中 3個機組停止發電，要用火電彌補減少的 100億度電所致。那如果

根據蔡政府的能源政策，未來要全面廢核，這減少的 400億度要從何而來？ 

依照能源政策的規劃，2025年全面廢核後要以綠電增加到占 20%取代減少的核電；而這

3年火電與排放的增加，官方的說法是「過度時期短暫性的現象」。 

官員捫心自問，真的是過度期的短暫現象嗎？如果成為長期現象，蔡政府官員是否有 B

計劃？ 

綠電（不論太陽能或風電），裝置容量與實際發電量之間會有相當大的落差，平均而言，

實際發電量大概只有裝置容量的 2-3成上下（視各地區的條件與氣候而會有不同），而

綠電供應不穩定，無法真正替代能 24小時穩定供電的核電作為基載。這代表的是只要

http://www.storm.mg/article/300266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717000261-26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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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電力需求持穩，火電增加絕對無法避免；它不需要增加到能百分之百替代核電的 400

億度，但也一定超過現在要支應的 100億度。 

經濟部已經承認到 2020 年時燃煤發電比重會到 50%，但說到 2025年綠電完成後可降到

計劃中的 30%，屆時綠電占 20%、天然氣發電占 50%。證諸現實，這只是官員的夢想，甚

至是謊言，因為不可能作到。 

只要官員盤點一下手上的建設計劃進度，其實應該知道結論。要增加天然氣發電，除了

蓋電廠（或是把現有燃煤電廠改為天然氣電廠）因素外，最重要的是國內要加建天然氣

接收站，經濟部真認為可「如期推動完工」嗎？此外，離岸風電建設計劃也是碰上地方

抗爭、環評等因素，加上工程難度問題，進度難如預期；甚至官員樂觀以為不必環評的

「示範風場」案子，碰到要進入二階環評。 

官員真認為所有建設計劃到 2025年就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讓那些「過度期」增

加的燃煤火電都能退場？依照這種情況，到 2025 年時的供電情況，官員夢想中的「黃

金配比」大概難達成，較可能者反而是彭博能源財經研究團隊的預估值：2025年台灣的

供電結構是燃煤占 54%、天然氣占 37%、綠電 9.5%。 

很諷刺的是如果真是這種結果，就是綠色執政竟反帶給台灣綠色災難，高喊環保而要全

面廢核，結果卻得到一個最不環保的結果。全台排放量到底每年要增加多少千萬噸？經

濟部是否該評估一個數字，讓全台民眾對未來增加的污染有個心理準備；更應該考量是

否該有個因應的 B計劃。 

 

https://udn.com/news/story/9901/25344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