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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核四辯核四辯核四辯核四、、、、爭科學爭科學爭科學爭科學、、、、廢核不如知核廢核不如知核廢核不如知核廢核不如知核   江仁台  4/23/2014 

據中時 2014 年 4 月 22 日載︰「中央研究院院士鄭天佐、林長壽等 200 多位學

者，昨天參與連署『廢核四，爭民主，學界不核行動』聲明，要求停建核四，核

一、二、三廠盡速除役；還權於民，下修鳥籠公投法門檻。參與連署的除了鄭

天佐、林長壽外，還有台大數學系退休教授黃武雄、台大法律系教授顏厥安、

中研院原分所特聘研究員王玉麟及中研院社會所所長蕭新煌等學術界知名人士

。」 

此外，也見到鍾理和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曾貴海醫師等發起的「醫界反對核四運

轉連署聲明書」內載︰「核四問題紛紛擾擾三十年，由鄰近日本發生的福島核災

，可見核電並不安全。我們呼籲醫界朋友關心此一迫切問題，尤其在林義雄先

生進行絕食抗議，生死存亡之際…」 

隔行如隔山，中央研究院院士鄭天佐等學者、曾貴海等醫師和林義雄先生的專

長，都不是核能，對核能與核電安全知多少？在他們參與連署的或發起的聲明

中，不見對核電優劣以科學的角度客觀分析的論點，只要「廢核四，爭民主」。

筆者很好奇，鄭天佐、林長壽兩院士都是留美博士，為甚麼支持廢核？美國不

但沒廢核，還在建四座新的核電廠，而且百分之七十五的核電廠都延役至六十

年，難到美國的人命不值錢？難到美國人沒有子孫？ 

按民主的前題是科學，基於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崇高地位，對社會大眾有一定的

影響力，筆者提議中央研究院院士鄭天佐、林長壽等學者應接受核電專業人士

的「核四優劣」公開辯論，為他們的理念辯護，真理越辯越明。倘曾貴海醫師與

林義雄先生願參加辯論，也很歡迎。 

對龍門核四廠，美華核能協會的主張是︰「辯核四，爭科學，廢核不如知核」

。 

是否利用核能去發電，是一種選擇。不瞭解核能，而去反對核電，容易說錯話、

做錯事。因此，非議核電不如去瞭解核能，瞭解核能之後，很可能會發現自己對

核電的一些盲點。 

美國在三哩島事故後，初期民間恐核病漫延嚴重，但經核管會、能源部、核能

學會與核電工業界 30 多年共同努力下，核能安全大幅改善，民間恐核病群漸被

治癒。即使在最近發生福島嚴重事故後，美國得恐核病的民眾數目不多，核電運

作一切如常。 

恐核病是由對核放射線照射傷害的恐懼而生的病，是一種疑心病。人們日常生

活的自然界中，高空中有許多來自太空的宇宙射線，地上有許多來自空氣、地表

和建築物的天然輻射線，人體細胞內有許多會放出輻射線的鉀-40 和碳 14。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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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醫院照 X 光片時會遭 X 光輻射。實際上，人體對微量輻射線的照射，有抵

抗和修補的能力。因此，大眾對微劑量的輻射，不須恐懼。 

影響大眾健康的放射源，分為人體外放射源和體內放射源。體外放射源輻射的

強度大致與距離平方成反比，此外會受到地形的影響。台北市為盆地，與國聖

核二廠和金山核一廠隔著高聳入雲的大屯山群，與龍門核四廠也隔著高聳的獅

球嶺山群做天然屏障，比福島核電廠與東京市間一片平原、無屏障的地形，要

好得非常多。放在核電廠內儲存的核廢料，對住在台北盆地的台北市與附近新

北市居民的健康，因有高山屏蔽，加以距離遙遠，不會有影響。 

人要呼吸和喝水，為減少體內的放射源照射對人體健康的影響，須要控制空氣

和地下水。只要空氣和飲水源中，所含各種放射線核種的濃度低於該核種的最高

准許濃度，對健康就沒有壞的影響。 

核電廠遇到大地震或功率不正常上升事故時，反應爐安全系統會自動將所有中

子控制棒插入爐心，立刻停機。但停機後仍會釋放正常運轉功率百分之七以下的

餘熱，餘熱雖然會隨時間迅速遞減 (一小時後降至 1.5%，一天後降至 0.4%，一

週後降至 0.2%)，但釋放時間很長。因此，停機後，爐心冷卻水仍須不斷循環，

以避免核燃料溫度過高。倘爐心冷卻水流失或不再循環，則核燃料溫度會持續升

高，溫度超過華式 2200 度(約攝氏 1200 度) ，會造成核燃料包管熔裂，使大量

放射性核分裂產物溢出。因此，停機後，只要爐心冷卻系統所需要的供電不斷、

使爐心冷卻水繼續循環，核電廠就是安全的。 

所有核電廠在安全系統正常供電中斷後，備用的緊急柴油發電機會立刻啟動供

電。倘柴油發電機故障或停轉，備用直流蓄電池仍可供電至少 8 小時(福島事故

後已增加到 24 小時；日本福島電廠原設計供電能力僅 30 分鐘)。倘直流蓄電池

電用完，仍有不須電、用蒸氣推動的緊急冷卻水，可繼續循環約三天。三天之內，

只要恢復電廠冷卻水循環系統之電力，或利用後備移動式設施補水至冷卻水儲存

池，就可確保核電廠的安全。 

倘上述措施均失效，致冷卻水循環系統失去功能，仍可採「斷然處置」措施，

就是使用在高地儲存生水池的水，由重力差(不需電力)灌入核電廠內，或用福島

事故後已擴大備置之緊急電源車和消防車，取淡(溪)水或海水灌入爐心內，即可

避免發生爐心熔毀、大量放射性核分裂產物外釋的嚴重核事故。因此，核電廠的

安全是可以控制的。 

廢核不如知核，瞭解核電廠的保護系統後，對核電廠的安全，就會產生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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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港核安之旅日港核安之旅日港核安之旅日港核安之旅     濮勵志  4/24/2014 

三月下旬為日本國立東北大學安裝升級版核電嚴重事故程式，辦講習班。東北

大學位於東京東北方向約三百公里的仙台市，離更北一點的女川核電廠不遠。

三年前那埸大地震屬重災區，兩地建築倒塌甚多，但幸而地處於丘陵地帶，海啸

災害不大。東北大學像其他九所日本有核工專業(日文叫量子力)的大學一樣，多

年前就採用了核電嚴重事故程式產品，但是同樣受日本福島調查報告中所稱，對

安全文化整體欠缺，沒專注執行，這次要求升級版及嚴重事故講述，參加有教授

三人、博士後研究員二人，歷時兩天研討熱烈。他們除教學外支援福島及女川廠。

CSAJ 公司總裁 Dr Yabushita 及 Dr Uchiyama 全程陪同，該公司福島事件後合

約工作量大增，所有日本四十八座等待恢復發電的電廠全部要做 PRA,加上地震海

啸和嚴重事故分析，原來一層樓擴大到兩層，人員加倍忙得熱火朝天。 

課後乘新幹線回東京，路經福島市，因地在背海丘陵後，不見災區景象，只是面

對站牌感嘆而已。到東京核學會會場，借用東京城市大學校區，顯然比 ANS 或

ENS 年會慣用的五星大酒店省錢，難怪攤位租金不貴，僅十萬日幤，不到歐美甚

至大陸類似場合十分之一。日本物價高昂眾人皆知，但他們不講排場精打細算也

很實惠。 

日本自 2001 年起 ，就有一套涵蓋全國五十五座電廠的 ERSS 系統( Emergency 

response support system),有實時 (Real-time) 在線(online) 數據直通位在

茨城和敦貨兩處的應變中心。但多年來只「備而不用」，福島海啸又把電源數據

全斷了。會上東京大學教授小佐古敏莊(他是下議院調查小組成員之一)親口告訢

我，那套耗資四億美元的系統，事故中基本沒派上什麼用場。三年後的今天，所

有問題都搞清楚了，只要保證反應器洩壓灌水，爐心燃料就無損。這也就是台電

提出的「斷然處置」概念，獲奇異公司官方支持的。會議報告大多為各電廠整修

進度和福島後續作業，也有輻射偵測及醫療健康硏究報告。全球四百多電廠，有

待加強的搞加強，發電正常的搞延役，在建的按步就班走向完工，除台灣外沒人

搞「廢廠無核」鬧劇。 

值得一提的是在東京鬧區，的確有鼓吹全面廢核的攤子，拉布條散宣傳品，路

人大多漠視，也無警察理會。不久前東京都知事改選，反核候選人落選，當選人

政見隻字沒提核能。 

香港城市大學兩年前開辦核工專業，校長郭位博士出身臺灣清華，邀淸退休錢景

常敎授主持，每年柖生三十人，定位服務中國核工業，及本地核技術業。香港學

生有英語水平髙，國際視野廣的優勢。香港政府在九零年代初，五十公里外深圳

大亞灣開始發電時，就訂定緊急計畫，負責事故應變單位有機電工程署和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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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亞灣結構為 25%由港方中電公司投資，發電 75%輸港。多年來以電養核，廣東

已陸續增建嶺澳兩台、台山法式 EPR 兩台、陽江 PWR 四台、和新立案陸豐 AP1000

兩台。 

回來後，見立法院霸佔仍未结束，與同行朋友交流，認為下一波必定是阻擋核四

填充燃料，立法院、行政之外，甚至衝擊台電、原能會大樓。明眼人早已看穿所

有「反」字背後只有「奪權」兩字。燃料填充本來僅僅是一工程里程碑，就像新

車加油、高鐵通電一樣，何勞立法院諸公審核修法？如今上百所大學教出幾十萬

學生，其中數理化不通却造反有理的所在多有，難道也讓「綠衛兵」小將們「重

做」、「監督」數百項安檢，等他們點了頭才算？ 

敝意以為既往所有溝通方式，大可改弦更張，尊重唯一法定負責發照機構 - 原

能會，務請嚴格把關，一但發照後就嚴正宣示安全無慮，小疵小瘕，自有改正

程序，其餘吵鬧示威一概不理。若說安檢做完了、通過了再搞公投，那無論所

謂反面設題的「鳥籠公投」也罷，正面設題降低門檻也罷，都荒謬無比，完全是

還就咎於民，叫兩千三百萬國民自負「建好不用」的惡果。 

反核人士每每以德國為例，他們不是也蓋好了一座 Muelheim-Kaerlich 廠却拆

掉不用，是嗎？君不知自 2011 年德國正式走向無核政策以來，他們增加輸入了

大量法國核電和俄國天然氣，電價漲了一倍，是台灣的四倍。這說法就像某某

人道德高尚，他自殺了，我的道德也很高尚，所以我也要自殺。 

老朽海外一介草民，早過退休之年，憑一點數理化解釋核能安全，因方法簡易

，世人大都聽得懂，不幸日本人受益最深，台灣人受益最淺。為文數萬言，在台

灣媚俗媚眾風氣下，諍言和正理不登、不看、不聽、不懂。所以勸君別再搞溝

通了，他鬧他的，你做你的，該做什麼就做什麼。各位有識之士，千萬別讓一股

無知無識，却又誓死執著的教派綁架把持，誤了國家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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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的街頭巷議核電的街頭巷議核電的街頭巷議核電的街頭巷議    

擁核/反核...可以輕鬆點! 何苦意見相左、非弄得劍拔弩張的！ 

舉凡任何議題 只要掛上政治 就是難解。 

不要用核災來說地球完蛋了，先環保救地球吧！核四議題根本就是政治問題，民

進黨執政時為何沒人抗爭絕食？臺灣民粹早晚害死臺灣。 

換位置換腦袋換位置換腦袋換位置換腦袋換位置換腦袋????  當年蔡英文當行政院副院長就說過了，不蓋好要賠美國人錢，

還是天文數字，你要政府不蓋好沒問題，賠償金你們這些人出，不會有人講話。 

綠營政客及其一幫徒眾，一會兒支持核四，一會兒反對。一會兒反服貿，堅持要

訂個超高公投門檻的所謂兩岸監督條例，以便實質性禁止與大陸的任何交流，一

會兒又說公投法門檻太高，是在踐踏民主，對人民惡作劇，完全依照當下不同的

政治需求而有完全相反的說法。 

在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禁食反核四後，鴻海董事長郭台銘認為，核電是科技、專

業問題，要是用政治問題去解答，這答案往往是不正確的。 

反核人士是可以質疑核四安全，但天下沒有絕對的安全，只要風險很小就可以視

為相對「安全」了。如果核電真的像反核人士說的那麼危險，那為什麼歐美先進

國家還有那麼多的核電廠呢？連經過福島核災的日本也沒有廢除核電廠，美國現

在還有新的核電廠正在興建中，難道日本人、美國人、歐洲人不怕死嗎？當然不

是，只要是人就會怕死，他們只是比較理智，不像台灣的反核人士這樣歇斯底裡

的一味反對而已。 

龍門核四廠龍門核四廠龍門核四廠龍門核四廠 2014201420142014 願景願景願景願景：：：：支持地方支持地方支持地方支持地方，，，，友愛環境友愛環境友愛環境友愛環境，，，，安全發電安全發電安全發電安全發電！！！！ 

  



美華核能微言美華核能微言美華核能微言美華核能微言十十十十五五五五集集集集                            
 

7 

 

                           

轉轉轉轉載載載載一一一一︰︰︰︰若擁核者也以死要脅政府若擁核者也以死要脅政府若擁核者也以死要脅政府若擁核者也以死要脅政府            林基興 4/22/2014    

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將以無限期禁食方式「威脅」停建核四，這當然是嚴重

事宜。然而，他的專長訓練在法律與公共行政，他多了解核電？他曾分析各式

發電利弊與提出專家認同的能源政策？為何國策要照他的意思做？若有擁核者

也以死亡要脅政府，則國家陷入「父子騎驢」困境，甚或內亂吧？  

反核是民進黨的神主牌，但反對的根據是什麼？2000年，民進黨執政而再評估

核四，會議委員之一為台北縣長蘇貞昌，多次會議缺席大半，但是最後結論時

，蘇貞昌說反對到底（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既然如此，何必再評估？ 

相對地，科學「謝絕教條、內建質疑」而奮進，若異議者能證明自己才正確，

則大家改而接納；這是今日科學成就輝煌主因。 林義雄 20 多年來堅持反核，

但諸如最近聯合國跨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PCC）第五份報告所示，需改變發

電方式以減緩地球暖化，而首度肯定核電為「成熟的低碳能源、較佳的減碳選

擇」，他會與時俱進，或「冥頑不靈」？ 

每年全球火力發電廠殺死人數以萬計，但美式核電廠啟用以來60年沒殺死過1

人；輻射劑量 1 年規範 1 毫西弗約等同 20 公克酒精或 40 杯咖啡；但反核者卻

只怕核電輻射，並堅持別人也和他們一樣反核。日昨，全國廢核行動平台發起

萬人包圍總統府，且不達目的不離開。我國已臨「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地步

？  

即連林義雄的黨內同志也未必同意他，例如，2003 年，他要求陳水扁在 2004

年總統大選前舉辦核四公投，結果認為游錫堃院長逃避其問而「答非所問」。

2005 年，他說曾擔任總統等人都不適合擔任黨主席，林濁水批評他「既沒有討

論，也沒有說明理由，也不必共識，大家聽我的」。當然，林義雄值得尊敬，

但好人或好動機而誤事的例子不勝枚舉。民進黨員敢不理他（前黨主席），為

何今天國家要在非其專業的核電領域都聽他的？ 

個人信念大於社會福祉個人信念大於社會福祉個人信念大於社會福祉個人信念大於社會福祉？？？？    

國內流行抗爭，花蓮與台中等地的水力或火力發電廠即遭遇建廠抗爭，最近的

則有苗栗苑裡反瘋車自救會衝進經濟部；對於其他能源受阻，諸如林義雄等反

核者可曾表示過意見？難道他們只知反核，而罔顧能源哪裡來？其信念遠大於

社會福祉？ 

反核者批評核一二三廠「老舊」、核四廠「拼裝」，反正都不合其口味；但諸

如美國有 20 個「老舊」的核電廠延役，也在建新廠。又說不能用核電因找不到

存放低階核廢料處，其實是因為只要政府一說要放在哪裡，反核者馬上就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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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民眾到該地抗爭；其實，在地質條件上，台灣有適合處，但反核者不解科

技而善於號召阻撓。 

反核陣營最具魅力的當數作家劉黎兒，堅持行銷核電危險觀，但她的宣稱大致

上不可信，例如，「台灣人你睡在 23 萬顆核彈上」，但核彈的鈾原料濃度九成

以上，而核電廠的不到半成（不會連鎖反應或核爆炸），她不解核子科技，卻

一再危言聳聽（台灣婦女乳癌亞洲先進國第二肇因於核電…），可說國人恐慌

核電廠，她居功厥偉。 

為何社會要被林義雄和劉黎兒等人的信念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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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載二轉載二轉載二轉載二︰︰︰︰能源政策基本是個科學命題能源政策基本是個科學命題能源政策基本是個科學命題能源政策基本是個科學命題   葉小姐 3/22/2014 

我不希望看到林義雄為反核絕食而死，但我也很討厭以死逼我及其他人沒有選

擇的自由。 

能源政策基本是個科學命題，是個經濟命題，是個環保命題，是個選擇行為問

題，並非一個道德良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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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載轉載轉載轉載三三三三︰︰︰︰核能不是核能不是核能不是核能不是是非題是非題是非題是非題                                        唐湘龍 4/22/2014 

引言︰摘自唐先生「就讓他絕下去吧」一文，該文評林義雄反核絕食、兼談自己

對核能的觀點。 

核能很專業。但只要專心，專業是可以討論的。我們先不進入細節，更不要學林

義雄，直接跳進結論。我陳述我的基本立場，你可以聽聽看，然後醞釀自己內心

的決定。 

一，核能是選擇題。不是是非題。 

二，全世界沒有核電廠的國家比擁有核電廠的國家多很多。已經有核電的國家有

31 個，將要有核電的國家 18 個，總數不到總體國家數的四分之一。但是，這些

國家人口數佔地球總人口四分之三。而經濟規模佔全球產值的十分之九。 

三，這些國家的能源環境多數都是開放型。能源的生產、配送、儲存，甚至電網

都相對開放。台灣就算不是唯一，也是地球上能源環境最封閉國家前三名。 

四，雖然經過三次核災，但地球上的其他人類面對核能的態度越來越冷靜，越來

越務實。因為核技術越來越進步。越來越安全。 

五，地球上最需要核能的，是台灣。但反核戲演的最激情的，也是台灣。 

六，台灣是核安評比最好的國家之一，比日本、德國還要好。但反核團體都看不

到。 

七，不用懷疑：沒有核電，台灣絕對找不到可靠、穩定、便宜基載電力。天然氣

極貴而且極難儲存，煤便宜但污染極重。 

八，核電是窮人的電。沒有核能，電價鐵定大漲。你一定以為政府不會漲窮人的

電價，對不對？只要有政黨敢公開承諾不漲電價，也不漲物價，你可以支持他 

九，核四安不安全，讓專業說話。我完全同意，沒有核安，沒有核四。 

十，不管未來用電需求是否成長，台灣都應積極面對核能，發展核能，淘汰燃煤

和燃氣電廠。低價核能與高價綠能的組合，是台灣的最適選擇。 

十一，今天可以廢核，但明天一定還是得回來面對核能。何必？ 

只要願意討論，都是好事。如果我的意見是少數，我會充分尊重多數。我絕對不

會霸佔國家。我絕對不會絕食抗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