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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四的前瞻    江仁台/美華核能協會會長 

核四廠是美國 GE公司製造的沸水式進步型核電廠，GE對核四廠有安全保證，就像買新

車有安全保證一樣。   

報載，核四安檢完成，安檢專家小組 7月 30日掛保證，核四安檢過程高標準，禁得起

檢驗。安檢專家組員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主任葉宗洸教授表示，耗費 1年多時間

進行核安監督檢測工作，站在核工專業角度，希望能達到最完整的測試與檢查，現在

安檢完成，終於可以有信心地對外說：核四一號機是 OK的、絕對堪用。 

7月24日筆者再訪龍門，得知核四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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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核四一號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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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龍門一號

機團隊最後測試非常順利，以筆者在美國核電廠製造公司 GE與 AREVA工作過 30多年專

業經驗的評估，龍門一號機已達全世界新核電廠一流水準。 

愚以為，核四一號機能高標準的通過安檢佳績，也要感謝理性反核朋友們的提問，因有

反核朋友們多年來嚴厲的牽制，使龍門核四一號機建得更安全。然而，反核團體對核能

的瞭解不夠周全，導致對核四的信心不足。筆者建議反核團體向陳水扁總統執政期間任

原能會主委的歐陽敏盛先生與蘇獻章先生請教。尤其是歐陽先生任原能會主委時，提出

將「非核家園」改為「非核害家園」的高見，值得參考。 

核四是 GE製造的美式核電廠，美式核電廠的建廠和商轉都直接或間接受到美國核管會

的嚴格管制。美國核管會的首要任務是，保障大眾健康與安全。因此，美式核電廠的管

制原則是：一)核電廠的核燃料絕對不准有發生核爆的可能；二)因天災或人誤造成的大

事故、必須盡量無損大眾的健康與安全。為確定達成核電廠沒有發生核爆的可能，美國

核管會規定核電燃料的鈾-235濃縮度不得超過 5%。請注意，鈾核彈的鈾-235濃縮度超

過 90%。這就像超過 90％高濃度的酒精，很容易燃燒，而酒精只有 5％以下低濃度的啤

酒，是無法燃燒的。 

由於美國重視人命，所有美式核電廠的設計和運轉，只要遵守操作程序，都是安全的。

即使因操作失誤產生嚴重事故，也不會造成人員因吸收過量輻射而死亡。譬如美式三哩

島二號機因運轉員失誤事故，沒有造成人員死亡，而且附近民眾並無任何可察覺到的健

康問題，因此三哩島一號機仍獲准延役 20年、正常運轉。又如福島嚴重核事故，也沒

有一個人因為輻射照射而死亡。 

GE對核四廠的安全保證是有期限的，就像買新車安全保證只有數年一樣。打鐵趁熱，事

不宜遲，立法院對核四要負起責任來。請各位立委趕快客觀的研究、評估核四商轉的優

點，議決撥款完成加燃料測試。千萬不要霸佔發言台，妨害辯論，做千古的民主罪人。 

核四公投是下策，因核電是高度專業的綜合科技，有很多因素要考慮，一般人不懂。立

委們請負起責任來，危機就是轉機，是非成敗就在各位的一念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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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迴響 

1. 謝謝美華核能的專家們，以淺顯的文句來開導大家。反過來，無知是罪惡。一些

存心誤導大眾的政客，更是罪惡！  

2. 美式核電廠絕對不會發生核爆，以酒精濃度作比喻對庶民較容易懂。當福島事故

發生時，大家從電視看到大爆炸，很多人是以為那"氫爆"是核爆。大眾對核能錯

誤的認知很多，希望美華核能以及有識之士及機關團體，能全面性的以簡單的說

法來開導庶民大眾。當大眾沒有正確的認知時，公投是災難。能源問題太重要了，

有了充沛及便宜的能源，加上其它的配套，人類才能生存及繁榮，核電是可見未

來的這種能源，沒有核電，台灣穩死的！ 

3. 說電廠會核爆的人，可能不知道無知的傳播恐懼對社會的傷害，因為這是日本人

所謂的風評危害鋪路，謠言是會傷害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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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載︰ 日本核電廠的管理只是 C咖             林郁方/立法委員 

 

5月5日報載︰核四存廢問題日前已有先封存、再公投決定是否商轉的決議，不過，

國民黨立委林郁方在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中不滿表示，台灣對日本有盲目的崇

拜，一個福島核災就把台灣嚇死了，但日本核電廠的管理在全世界是倒數幾名的，

台灣才是前幾名，沒有 A+也有 A，日本只是 C咖。 

除了講台灣 A日本 C咖外，林郁方又說，台灣對日本有盲目的崇拜，「一個烏山頭

水庫可以讚美八田與一到現在，我: 查了一下，造石門水庫死掉的人，比造烏山頭

水庫的人還多，中橫公路死掉的人更多」。 

他批評，有特殊意識形態作祟的人，從來不提國人自己建造的石門水庫及中橫公路

，那就是傲慢與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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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台灣需要潘朵拉的承諾 梁正宏/清華大學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2014年 08月 21日 中國時報   

如果你手中握有一枚硬幣，會想些什麼？是懊惱自己只剩一枚硬幣？慶幸自己還有一

枚硬幣？還是跟我一樣，想起網路熱門微電影：西班牙聖洛克廣場上的那幕場景？  

午後斜陽，一個小女孩緩步走向手持大提琴的默劇表演者前，怯怯將手中的硬幣投入

倒置的黑色高帽內。 

剎那間，表演者甦醒了過來 

他拉弓幾下，一個婦人提著大提琴加入，試了幾個音，幾個朋友帶來大管和小提琴助

陣，但總覺得還缺少什麼。於是喇叭、法國號、定音鼓等陸續輕裝進場，儼然成為街

坊的即興音樂聚會。行人不分男女老少，爭相駐足圍觀。大家嗅出《快樂頌》的交響樂

，無不欣喜。音符接續不斷，彷彿陽光般灑落，漫天飛舞。抑揚頓挫間，深受感染的

行人也不落人後，引喉高歌，神情滿是自信光彩；孩童們更邊學著指揮，邊手舞足蹈

起來，洋溢著一片盪氣迴腸，溫馨安好。那是多令人嚮往的場景！  

反核模式落後美國 30 年 

然這場景，讓我憶起 70年代末美國知名反核電影《大特寫》，女主角珍芳達走向廣場

，高喊著「三哩島的核子事故，將會導致爐心熔毀，穿過地心，直達地球彼端的北京！

」這樣的言論，在今日聽聽來是多麼的荒謬！可在當時卻引發不少恐慌。30多年走過，

隨著核能真相的越看越明，廣場上的錯誤訊息終於被圍攏過來的正向聲音取代。即使

在日本福島發生核子事故的第一時間，美國的擁核民調仍高達 70％。2013年，為避免

重蹈歷史覆轍，美國知名導演史東（Robert Stone）拍攝了《潘朵拉的承諾》紀錄片，

忠實傳達一群環保與能源專家，包括他自己，如何從過去的極端反核轉變為擁核的心

路歷程；並採用娓娓道來手法，理性導正民眾對於核能的迷惑與誤解。紀錄片一開頭

，史東更現身說法，直搗問題核心：「我反核，但會不會我的恐慌一直是錯的呢？」彷

彿一枚硬幣拋向心湖，牽動漣漪無數，發人深省。 

先加強能源與環保教育 

反觀近年的台灣廣場，卻呈現 30多年前美國反核模式。尤其令人驚訝的是，台灣民眾

普遍對於能源基本問題缺知，例如「台灣逾 90％能源依賴進口，竟然僅有 16％的民眾

知道！」相信更少的民眾能夠進一步瞭解：「全球每年有 300萬人死於火力電廠所造成

的空氣汙染」、「台灣火力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名列世界前茅」、「台灣的人均二氧

化碳排放量為亞洲第一」、「火力電廠煙囪排放的輻射量比核電廠高出 10倍」、「全

球迄今沒有民眾因為核電廠的輻射而死亡，更沒有導致畸形兒的案例發生」、「台灣的

核廢料絕對不等於 23 萬顆原子彈」、「再生能源如風力與太陽能，不僅無法穩定供應

，還需相當大腹地，不適合台灣的基載容量發電使用」等事實。確實資訊無法充分傳達

，泛政治化的台灣核能議題易受有心者操弄，誤導民眾做出錯誤決定，致使國家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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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與經濟力大幅喪失，甚至影響全球氣候變遷。因此，在台灣選擇適當的未來能源

之前，亟需加強能源與環保教育。 

《潘朵拉的承諾》是很好的能源與環保教育紀錄片。不管你擁核或反核，都應前去觀賞

，借鏡他山的寶貴經驗，對台灣能源做出正確的選擇。在我們開拍台灣版的《潘朵拉的

承諾》之前，多期望這部美國版的《潘朵拉的承諾》，也能像那小女孩手中的硬幣，啟

封核能默劇，傳唱起台灣的快樂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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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載︰核電廠不可能發生核爆  梁正宏／清華大學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所長 

核電相當專業，民眾或媒體常出現錯誤觀點，雖經澄清，仍一再出現，例如日昨 貴報

符宜寧君投書〈氣爆扯核爆 太不厚道〉，相當有見識，唯文中「已經有許多核能專 

家用科學數據證明，核電廠核爆的可能性極低」為誤解，亟需澄清。「核爆」是指像核

彈般爆炸，而核電廠不可能像核彈一樣爆炸。換言之，核電廠發生核爆的可能性不只 

是「低」，而且是「零」。 

核爆需要在瞬間產生超高壓的超臨界（超臨界係指達到增長式核連鎖反應的狀態），進

而釋放出大量的輻射、高熱、以及放射性核分裂產物。核彈之所以可以引發核爆，需要

有許多特殊設計，其中最重要的關鍵是要避免發生早燃現象，意即避免諸如鈾-235等核

燃料，在核爆前因產生的高熱而被分解成小塊，使得核燃料無法達到超臨界狀態，中斷

其核連鎖反應而無法核爆。因此，若要造成核爆，必須顧及核燃料濃度（如鈾-235濃度

需 90%以上）、量（如鈾-235要達臨界質量）、特殊結構設計等。核電廠就算反應器爐心

在最惡劣的狀況下發生瞬間超臨界，均無法達成上述條件（如鈾 235-濃度低於 5%），因

此，不可能發生核爆。 

福島核電廠事故的爆炸是，核反應的餘熱缺冷卻，高溫使得燃料護套管（鋯合金）與蒸

氣反應，產生大量的氫氣；又因反應器壓力槽外通管因地震受損，氫氣洩露至壓力槽外，

在反應器廠房內累積，而與空氣中的氧燃燒，引發氣爆（稱為氫爆）。至於車諾比核電

廠事故，因缺乏上述核爆條件，也無核爆，其爆炸只是蒸氣爆炸，但因該核電廠缺乏圍

阻體保護，致使部分的毀損核燃料內的放射性物質釋放至外界。因此，以上兩事故均因

氣爆而釋出部分放射性物質，與「核爆」釋放的能量和造成的傷害截然不同。另外，三

哩島核電廠事故，雖因缺冷卻水而造成核燃料損毀，但因氫氣洩露量少，未造成氫爆，

圍阻體安然發揮功能，只有微量的放射性物質外洩，並未傷及民眾和環境。總之，核電

廠在最糟的情況下可能發生氫爆，但絕不可能發生核爆。 

希冀以上的說明能夠補充符君投書，並使社會大眾能夠更瞭解核電廠絕不可能發生核爆

的原因，以利全國民眾得以理性科學的角度，來思考國家對核能政策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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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正在重寫物理定律」的街頭巷議 

張文杰時論: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806000824-260109 

「 張研究助理講這些有甚麼用？台灣有一大群人云亦云、沒常識的老百姓，不願接受

正確知識的反核人士，不願意承認錯誤的自以為是的老林，沒有擔當也不會教育民眾

的領導者，一盤散沙的執政黨，噤若寒蟬的一般大眾，為反對而反對、故意誤導的反

對黨，推波助瀾、不學無術的媒體，你講這些有甚麼用？前幾天一個練跆拳轉演藝圈

的女藝人說︰因為高雄氣爆，讓她擔心核電之類的，也上了新聞。台灣 40 年沒有嚴

重的核安事故，正是有高水準管制人員的證明，哪有還沒運轉，就先一副一定會出事

的樣子？理應鼓勵朝零事故去努力，哪有先唱衰的？」 

微言二十六集登出張文及上列讀者等迴響後，餘音裊裊，引出更多︰ 

1. 我一直不懂,停建核四與還權於民有啥相關性,求翻譯翻譯? 

2. 還權於民這句話指的是還權於民進黨，透露的意義就是顏色對啥都對。 

3. 我以為，還權於民是要瓦解代議政治，全台施行直接民主？ 

4. 所以又繞回政治干預了!! 

5. 請大家制止腦殘干政!!! 

6. 張兄此文正確真實，只可惜台灣飯盒只講政治。 

7. 媒體選邊站的結果，此等學術知識依然不見於社會大眾..... 

8. 所以還是要回歸精英御政嗎? 投票前要先通過智力測驗？ 

9. 很多台灣人民的水準真的讓人不敢苟同，拋棄邏輯、科學、判斷力之後，只剩下感

性、恐懼、同理心，整個就是亡國的節奏啊！ 

10.真的..最後會亡國...會造成這樣得利的會是誰??我怎麼想也只有左岸...現在策劃

那些鬧事的，我一直很懷疑是左岸培養的(而且牠們還會惡人先告狀說你是黨工) 。 

11.就像當年紅衛兵到處批鬥人一樣阿，先把你打成黑五類，再送進去弄死你，不都是

同一個套路？ 

12.極左(老共)很少和極右(KMT)有合作的……這致力場徹底不同，除非是共同對付其他

人。 

13.好啦，都是左岸咖啡館的錯！ 

14.台灣人一向不見棺材不掉淚。擁核的只要盡人事聽天命即可，讓上帝的歸上帝，撒

旦的歸撒旦。我只能說，缺電以後及後續產生的經濟問題所產生的苦果，絕對是反

核者會先嚐到的，所以，用堅定的用科學的真理及快樂的方式擁核，而且，要將這

些反核的人物言論保留下來，以後，還可用來打臉。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806000824-2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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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打不到，相信我，打不到的！ 

16.18%都在領了，盲從的一樣愛死她… 

17.凡走過必留痕跡，他們臉皮厚當然會視若無賭，但是，戳破國王的新衣，就是爽。 

18.本來就不應該統包式的搞不記名投票. 早就該用身份證號碼, 刷卡認購 [政策股

票], 同時比照公司, 定期 (e.g. 3-6個月) 開會檢討 [政策股票] 執行績效! 免得

出餿主意害人的事後以 [那是大家投票決定] 賴帳。 P.S. 李國師的名言: [政策支

票不一定要兌現!] 言下之意不就是選 [好話說盡, 壞事做絕] 的騙子… 

19.這就是民粹凌駕專業！  

20.變成信仰的東西(迷信) ，要怎麼用科學解釋呢﹖ 

21.為反對而反對的那群人，根本不會管你說的是真理，他們也會誤導民眾說那是邪說，

信他們的人本就是死心塌地，叫他們去死他們也會去的，別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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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載︰戳破假環團的再生能源神話   黃士修/永續發展組研究專員  

日前台北市長參選人柯文哲醫師提出太陽能發電的能源政見，引起一波太陽能發電的

討論熱潮。其中有一篇 2011年的舊文《太陽能發電太貴？環團：別欺騙人民》重新在

網路上流傳起來，原來是當年環保團體與立委開記者會批評台電欺騙人民。但欺騙人

民的到底是誰呢？我們就來好好檢視一下環團和立委的說法。 

一、方儉的神奇電價計算 

綠色消費者基金會董事長方儉認為：「台灣夏季正午用電量最高，台電為了供應電量，

必須使用天然氣發電機組。以林口的機組折舊與燃料成本計算，每度電直接成本高達

210元；台中火力發電廠的天然氣機組成本需要 9 千 4百多萬，每度電成本高達 59.25

元。」 

每度電成本 210元和 59.25元？這數字就跟彭明輝教授提出「燃油發電成本每度 59.9

元」一樣誇張。2011 年台電平均每度售電單價是 2.60 元，這世界上怎麼會有願意把售

價訂為成本的二十分之一以下的愚蠢公司呢？如果方儉沒說錯的話，這樣的公司就出

現在台灣這個小島上。 

但仔細一看，原來是方儉董事長為了強調太陽能發電很便宜，所以故意把尖峰負載時

才開啟的天然氣發電機組成本，直接除以全年發電度數，發明了「直接成本」的獨門算

法。這世界上怎麼會有如此斷章取義的環保團體呢？很不幸地，這樣的團體就出現在

台灣這個小島上。 

之前方儉董事長也曾提出「光速超導電網」的說法，認為電只要一發出來就會以光速充

滿全台灣的電網，所以根本不存在南電北送負載上限的問題。沒想到在物理學上的重

大突破之外，方儉董事長在會計學上也有曠世的造詣。 

方儉董事長錯在哪呢？ 

其一、以燃煤為主的林口發電廠和台中發電廠根本沒有天然氣機組，只有以輕油為燃

料的氣渦輪機組。 

其二、林口的氣渦輪機組是因為要稍微提前退役，所以當年度會計攤提會突然升高，

並不是天然氣發電的真實成本。天然氣的燃料成本為每度 3.53元，發電成本為每度

3.91元。 

其三、燃油的氣渦輪機組是為了應付尖峰負載才不得不開啟，成本約為每度 10 元，很

貴，但沒有方儉說的那麼貴。 

其四、2014年 7月 9日全台用電創新高，台電啟動了核一二三廠和台中發電廠的氣渦輪

發電機，不惜成本就是為了確保穩定供電。 

其五、如果台灣有充足的核能和燃煤作為基載電力、天然氣作為中載電力，我們就可

http://www.npf.org.tw/author?query=%E9%BB%83%E5%A3%AB%E4%BF%AE
http://www.npf.org.tw/gsearch?q=%E5%8F%B0%E7%81%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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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減少使用燃油這種非常昂貴的發電方式。 

方儉董事長還說：「太陽能躉購價格最高不過每度電 13元。」我們只想問一句：每度

電多收 1.06元的綠色電價，請問綠色消費者基金會的方儉董事長，您買了嗎？  

 

二、潘翰聲的太陽能補助 

綠黨召集人潘翰聲說：「台電每年還得花很多錢向台塑收購電力，相較之下，對太陽能

業者的補助卻相當少。」 

請回想一下方儉董事長說過「太陽能躉購價格最高不過每度電 13 元」的話，再看 2011

年台電向民營火力電廠購買了 391.9 億度的電力，平均每度電的價格卻只有 3.01 元。

為什麼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這絕對不是因為政府推廣再生能源不力，而是先天物理

條件的限制。 

近年大力推動再生能源的德國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德國自從實施 FIT政策以來，投資

了大批的資金在綠能，得到的電力來源卻只佔了一小部分，更使得民生用電費從 2000

年的每度 13.94歐分，漲到 2013年的 28.50歐分。 

潘翰聲先生又說：「夏季中午正是用電量最大的時段，這時段正好也是日照最強的時刻

。政府應思考如何以太陽能發電來補充這部分的用電量。」 

在《柯文哲醫師的太陽能反核之夢》一文中，筆者已用實際計算揭露太陽能發電在台灣

的困難，引文如下： 

「實際上太陽能發電在台灣有明顯的困難，因為台灣的日照量並不如想像中充足，且

時有下雨的情況發生，再多的太陽能發電板也無能為力。截至 103年 6月止，全台灣的

太陽光電裝置容量是 36.785萬瓩，半年的發電量是 2億 1583萬度，容量因素約是

13.58%，相當於每天能發電時數為 3.26 小時。就算是日照量相對充足的台灣南部，其

發電時數大約也只有 4小時，更不論多雨的台北地區。」 

四、王塗發的經濟學選擇 

台北大學經濟學教授王塗發則說：「以發展綠能為例，不但可改善南部養殖業問題，促

進產業轉型，還能帶動就業率。」「以政府補貼方式扶植綠能產業，讓後續外部效益能

夠產生。」 

經濟學的基本原則是在有限資源下作出選擇，姑且不論王塗發教授對於再生能源的成

本有很大誤解，筆者非常期待看到王塗發教授以經濟學角度作出「改善南部養殖業問題

，促進產業轉型，還能帶動就業率」的專業分析。 

但現時距離那場記者會已經三年了，我們從來沒有看到王塗發教授的扎實論述，只看

到台灣的供電越來越吃緊，在野黨和環團卻拼命阻擋新電廠的建設。那麼，一個不依

賴政府高額補貼、在市場上就完全沒有競爭力的產業，真的是我們應該扶植的選擇嗎

http://www.npf.org.tw/gsearch?q=%E7%AB%B6%E7%88%AD%E5%8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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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相當適合作為大一經濟學原理的課後習題。 

五、結語 

筆者必須一再重申，發展再生能源絕對是正確的道路，但必須認清現實。以現今的人

類科技來說，再生能源幾乎不可能取代核能和火力做為基載。在各國環保人士和專家

提倡使用核能發電作為有效減碳方案的當下，台灣更需要核能來為再生能源爭取時間

。 

民進黨立委田秋堇在當時那場記者會上，呼籲政府認真思考綠能產業的未來。筆者也

在此呼籲環保、政治、乃至於任何團體，不要受到有心人士的謠言蠱惑，並在努力學

習正確知識的條件下，認真思考台灣能源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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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載︰李光耀的「天下」已無台灣？   聯合報╱龔濟  2014.08.08 

前言︰臺灣在尚不成熟的民主意識與不健全的政治制度，被少數政客利用標榜美式民主，

以爭取個人或少數團體的政治利益，一再固步自封。造成犧牲全民福祉的亂局，越陷越

深！何時沉默的多數才會不受強勢而自私的少數政客挾持,為臺灣的真正幸福與未來而

覺醒? 只怕太晚了。  

「新加坡之父」李光耀最近出了一本新書《李光耀觀天下》，縱論世局，臧否人物。「天

下文化」中譯本全書三百六十頁，談中國、談美國、談歐洲，亞洲連緬甸都有專章討論，

卻未著墨台灣，只在中國大陸的章節裡偶見台灣的名字。 

新加坡和台灣是當年「亞洲四小龍」的同班同學，台灣可能還是班長。李光耀曾自承，

得到過台灣的幫助。他與蔣經國私交甚篤，星國空軍在台受訓，據說李太夫人曾長期住

台休養，所以李光耀前後訪台廿五次之多。但大夫無私交，國家關係與私人友誼不能長

期並存。 

幅員和人口都和台北市相若的新加坡，當年被馬來西亞一腳踢開時，連飲用的自來水都

成問題，很少人相信新加坡可以存活。但李光耀使它活下來，而且活得很好，從第三世

界爬升到第一世界，在第一世界也是名列前茅。李光耀每有發言，全球菁英都注意傾聽。

美國前總統布希稱頌《觀天下》這本書：「對於在亞洲乃至世界各地發生的事件，我同

許多其他領導人一樣，經常聽取李光耀明智而且總是坦誠的看法。他不斷探索的頭腦、

http://www.npf.org.tw/gsearch?q=%E6%B0%91%E9%80%B2%E9%BB%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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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銳的分析和戰略性的視野，使新加坡成為世界一股獨特力量。這本書蘊藏的智慧和對

人性的洞察，將受未來領導人珍惜。」 

開發中國家，包括大陸和台灣，都曾努力研究新加坡的成功之道。其實李光耀一點也不

藏私，他在回憶錄、演講和《觀天下》這本書裡，一再重複新加坡建國有成的兩大支柱︰ 

第一是統一語言並與國際接軌。新加坡人口華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李光耀本人也是華

裔，建國之初有人提議以華語為國語，李光耀堅持以英文為通用語文，學校一律用英文

教學。他也反對把華人的方言如廣東話、閩南話等等，列入學校教程。這樣就順利和世

界接軌，使新加坡具有堅強的國際競爭力，也避免因華人說不同方言而把社會撕裂。反

觀台灣，在公車和捷運上，用四種語言報告下一站站名。先是國語，接著是閩南語、客

家語和英語。有時車已到站，尚未說完。但在台灣這種複雜的社會背景下，誰敢提議精

簡？語言政策是國家大政方針之一，舉一反三，其餘可思過半矣！ 

李光耀認為成功的第二大因素，是開放社會。新加坡腹地小，沒資源，必須對外開放，

吸引外人投資，外資把技術、管理和市場帶進來。而且新加坡鼓勵移民，以彌補島國人

才和人力之不足。 

而台灣呢？鎖國。外人沒有投資機會。人才進不來，連大陸學生都在排拒之列。現在台

灣的技術人才，反而向外移民了。 

李光耀還有幾句話，我們聽了不知是何滋味。他說︰「新加坡如果推動真正的兩黨政治，

則必然走向平庸」。因為「最優秀的人才不會選擇從政，參選得冒很大風險，競選活動

會變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惡毒。」台灣正以民主政治自詡，這話聽來十分「反動」。

但是看看台灣今天的局面，豈僅「平庸」而已。也只有「平庸國家」的外交部長，會鄙

夷新加坡是個「鼻屎小國」。 

李光耀《觀天下》，他的「天下」已無台灣。其實，台灣僅有的一點「昔日輝煌」餘光，

也漸漸暗淡了。《華爾街日報》日前發表評論，認為台灣「自甘落後」（Taiwan leaves 

itself behind）。國家的危亂與困局，有多少人在意？政客不知亡國恨，立院猶自佔領

主席台而鬧翻天。 

南朝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台灣

的沸鼎飛幕之危，大家應該警惕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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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載︰再生能源短期內不可能取代核能     蘋果日報 2014/7/25 晏明強 

 

馬英九總統傍晚接見「美華核能協會（CANTA）」會長江仁台。馬英九表示，核能

問題在台灣，「不只是專業問題，也是政治問題」，但無論是什麼問題，一定要有

基本共識，他常常感覺民眾討論相關問題時，有一些基礎的認知及知識必須要一

致，否則討論不下去。馬強調，核能議題不管怎麼做都有風險，一旦做了決定，

要有決心承擔風險，「不能希望做這個決定，又希望沒有風險」，這是做不到的。 

馬英九指出，核四目前暫時封存，把安檢完成，將來若要放燃料棒，必要時再進

行公投，他強調，努力建立共識的過程，專家可以扮演很好的角色，否則發生問

題，民眾會怪政府沒有把問題講清楚。他還提及，日前曾和大學生聊天，詢問在

場有誰睡覺不是整晚開冷氣？只有一、兩個舉手，「這代表不可能讓民眾在這麼

熱的夏天改變生活與用電習慣。」 

馬英九也指出，《環境基本法》已將非核家園訂為長期目標，目前台灣再生能源

的發展，太陽能裝置容量是過去的 40 倍、風機也裝了 319 架，但不能無限制增

加，因此「不可能在短期內由再生能源取代核能」。馬也提醒，目前日本九州川

內核電廠已通過檢查，今年秋天可能會重啟運轉，法國今年 6 月也宣布不會放棄

核能在能源轉型中的角色，美國也是繼續發展，並認為真正的問題是溫室氣體，

「減碳比廢核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