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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飯核電判決全文 P.1-8 

 

平成 26 年（2014 年）5 月 21 日判決宣示同日領收原本裁判所書記官 

平成 24 年（2012 年）（ワ）第 394 號（下稱「第一案件」），平成 25 年（2013

年）（ワ）第 63 號（下稱「第二案件」），關於請求禁止大飯核電廠３、４號機運

轉之案件 

言詞辯論終結日：平成 26 年（2014 年）3 月 27 日 

 

判  決 

 

 當事人如附件之當事人目錄所載。 

 

主  文 

 

１、被告對於附件原告目錄１所載之各原告，不得運轉大飯發電廠３號機及４號

機之反應爐（位於福井縣大飯郡おおい町大島１字吉見１−１）。 

２、附件原告目錄２所載各原告之請求，皆予以駁回。 

３、訴訟費用，除因第２項原告之請求所生者由該原告負擔者外，其餘由被告負

擔。 

 

譯者簡介： 

李彥麟  

臺大法研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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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及  理  由 

一、請求： 

 被告不得運轉大飯發電廠３號機及４號機之反應爐（位於福井縣大飯郡おお

い町大島１字吉見１−１）。 

 

二、本件紛爭之概要等： 

１、紛爭之概要 

 本件紛爭為，第一案件之原告及第二案件之原告（以下合稱「原告」），請求

法院選擇基於人格權或環境權，禁止第一案件及第二案件之被告（以下簡稱「被

告」）運轉其設於福井縣大飯郡おおい町大島１字吉見１−１之大飯核能發電廠

（以下簡稱「大飯核電廠」）之３號機及４號機之案件（以下合稱「本件機組」）。 

２、前提事實 

 以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之事實，或根據所載之證據及全辯論意旨而得認定

之事實。 

 (1) 當事人 

ア  原告之住所地，如附件之當事人目錄所載。本案原告來自全國各地，

是北至北海道札幌市、南至沖繩縣沖繩市的居民。（全辯論意旨） 

イ  被告為一般電力事業者1，供電範圍包含大阪府、京都府、兵庫縣（部

分地區除外）、奈良縣、滋賀縣、和歌山縣、三重縣的部分地區、岐阜縣

的部分地區及福井縣的部分地區。 

(2) 大飯核電廠及大飯核電廠周邊之概況 

ア  被告所設之大飯核電廠位於福井縣大飯郡おおい町大島１字吉見１−

                                                        
1 譯按：根據日本《電業法》（電気事業法）第二條，「一般電力事業」（一般電気事業）指「為

因應一般需要而供給電力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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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大飯核電廠使用壓水式反應爐2，核電廠設有１號機至４號機四部機

組。 

イ  大飯核電廠位於福井縣的大島半島的尖端。基地的北、西、南三面環

山，海拔約 100 至 200 公尺；東面對若狹灣（地名），設有導水口。（甲４

１） 

在大飯核電廠周圍，大致上從核電廠的西北至東南方，依序有ＦＯ—Ｂ斷

層、ＦＯ—Ａ斷層以及熊川斷層。大飯核電廠、ＦＯ—Ｂ斷層、ＦＯ—Ａ

斷層及熊川斷層的位置關係，大致如附件１之圖表７所載。 

ウ(ア)  大飯核電廠之基地，涵蓋了稱作Ｆ—６斷層帶3的部分。 

(イ)  被告在昭和 60 年（1985 年）申請關於本件機組之反應爐設置變

更許可（後述）之際，對Ｆ—６斷層帶進行調查，確認其位置、形狀。

然後，平成 18 年（2006 年）9 月 19 日，隨著「關於發電用反應爐設施

的耐震設計審查方針」（下稱「耐震設計審查方針」）的修訂（後述），

進行耐震安全性評估之際，也對Ｆ—６斷層帶進行調查，而後進行斷層

活動性的評估報告。（甲４１、全辯論意旨） 

(ウ)  被告基於經濟產業省的指示，在平成 24 年（2012 年）10 月 31

日進行Ｆ—６斷層帶調查結果報告時，在上述的報告中，內容提到Ｆ—

６斷層帶的位置、形狀跟前述(イ)所記載的調查結果有所出入（以下將

此處的Ｆ—６斷層帶稱為「新Ｆ—６斷層帶」，前述(イ)所記載的Ｆ—

６斷層帶則稱為「舊Ｆ—６斷層帶」）。（甲４１、７２、全辯論意旨） 

(エ)  大飯核電廠與新Ｆ—６斷層帶及舊Ｆ—６斷層帶的位置關係，大

致如附件２所示。（甲７２） 

                                                        
2 譯按：原文為「加圧水型原子炉」（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 
3 譯按：原文為「破砕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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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能發電之運作機制（全辯論意旨、被告準備書狀(1)被告之主張第５章

第１參照） 

ア 核能發電與火力發電 

所謂核能發電，是將核分裂反應所產生的能量，以熱能的方式加以利用

於發電。亦即，是利用核子反應爐所產生的熱能，加熱於水，產生水蒸

氣，利用水蒸氣推動渦輪機旋轉，以此進行發電。另一方面，火力發電

則是利用燃燒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所產生的熱能加熱於水，產生水蒸

氣以推動渦輪機旋轉的發電方式。 

イ 核分裂的原理 

核能發電，是在反應爐讓鈾 235 等元素產生核分裂，並以此產生的熱能

進行發電。核分裂的原理如下所述。所有的物質皆由原子構成；原子則

是由原子核（質子與中子的集合體）及電子所構成。重的原子核，具有

較易分裂為輕原子核的傾向，例如鈾 235 的原子核，在吸收中子之後，

原子核即成為不穩定的狀態，而分裂為 2 個到 3 個不同的原子核（核分

裂產物）。此即所謂核分裂。核分裂發生時除了會產生極大的能量，還

會伴隨產生「核分裂產物」4（「核分裂產物」指的是核分裂所生之物質，

其大部分為放射性物質，例如鈾 235 分裂之後會產生銫 137 以及碘 131

等放射性物質），再加上 2 個到 3 個高速中子。產生的高速中子一部份

又被其他的鈾 235 原子核吸收，引發另一次核分裂。此種反應連續發生，

即為核分裂連鎖反應。 

ウ 反應爐的種類 

核子反應爐按照中子減速劑及冷卻劑的組合，可分為幾個不同種類。其

                                                        
4 譯按：原文為「核分裂生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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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種是使用「輕水」（一般的水）兼作減速劑及冷卻劑的，稱作「輕

水式反應爐」；輕水式反應爐又可大致分為「沸水式反應爐」以及「壓

水式反應爐」兩種類。沸水式反應爐的原理，是將反應爐內的冷卻劑（水）

加熱至沸騰，產生蒸氣，以此直接推動渦輪機。壓水式反應爐則是將主

迴路（一次側冷卻設備）中的高壓的水（一次側冷卻水）在反應爐內加

熱至高溫，導入蒸氣產生器，該高溫水在蒸氣產生器內將熱能傳導給次

迴路（二次側冷卻設備）中的水（二次側冷卻水）使之蒸發、產生蒸氣，

再將該蒸氣送往渦輪機，推動渦輪機發電。兩者的基本構造圖示如附件

３的圖表４所示。 

(4) 本件機組之構造（全辯論意旨、被告準備書狀(1)被告之主張第５章第２

參照） 

ア 概要 

(ア)  本件機組屬於壓水式反應爐，由一次側冷卻設備、圍阻體5、二次

側冷卻設備、供電設備、特設安全裝置6、一般用過廢核燃料儲存池（被

告稱之為「廢核燃料坑」7，但以下仍使用一般名稱「廢核燃料儲存池」

8，並以「本件廢核燃料儲存池」稱呼本件機組的廢核燃料儲存池）等

構成。 

(イ)  一次側冷卻設備，由反應爐、調壓槽9、蒸氣產生器、一次側冷卻

水泵、一次側冷卻水管線等構造組成。 

                                                        
5 譯按：原文為「原子炉格納容器」。 
6 譯按：原文為「工学的安全施設」（Engineered Safety Feature）。翻譯參考：
http://terms.naer.edu.tw/search/?q=Engineered+Safety+Feature&field=ti&op=AND&match=&q=&fiel

d=ti&op=AND&order=&num=20&show=&page=&group=&heading=#result 
7 譯按：原文為「使用済み燃料ピット」。 
8 譯按：原文為「使用済み核燃料プール」。 
9 譯按：原文為「加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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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爐，由反應爐壓力槽10、燃料組合11、核反應控制材料、一次側冷

卻水等構成。 

反應爐壓力槽，是一頂部及底部成半圓球的直立圓筒型容器，其內部配

置有燃料組合、控制棒等，其他部分則充滿一次側冷卻水。 

反應爐壓力槽內，燃料組合所在之部分稱為爐心。燃料組合即為燃料棒

束；而燃料組合內的各燃料棒之間則設有中空的控制棒導引套管12，以

供插入控制棒。反應爐正常運轉時，控制棒大多保持抽離燃料組合的狀

態；但緊急時，控制棒則藉由自身重力落入爐心，以停止反應爐的運作

（停止反應爐內的核分裂反應）。 

(ウ)  圍阻體，是容納一次側冷卻設備的容器。 

(エ)  二次側冷卻設備，是由渦輪機、冷凝器13、主給水泵，以及連接

其間的管線所組成。 

(オ)  供電設備，則有發電機、緊急用的柴油發電機。 

(カ)  特設安全裝置，則有緊急爐心冷卻系統（emergency core cooling 

system，ECCS）、反應爐圍阻體設施、圍阻體噴水系統、annulus 空氣

淨化設施14等。 

イ 本件機組的發電構造 

一次側冷卻水管線，連接反應爐壓力槽、蒸氣產生器、調壓槽、一次側

冷卻水泵，而形成迴路。 

一次側冷卻水管線以及反應爐壓力槽中，充滿著一次側冷卻水。其一次

                                                        
10 譯按：原文為「原子炉容器」。 
11 譯按：原文為「燃料集合体」（fuel assembly）。 
12 譯按：原文為「制御棒案内シンブル」。翻譯參考：
http://www.aec.gov.tw/controlreport/violationdetail.html?index=539 
13 譯按：原文為「復水器」。 
14 譯按：原文為「アニュラス空気浄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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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冷卻水在經過調壓槽的加壓後，由一次側冷卻水泵推送，透過一次側

冷卻水管線循環於反應爐壓力槽和蒸氣產生器之間。 

反應爐內發生的核分裂連鎖反應產生熱能時，熱能被流經反應爐的一次

側冷卻水所吸收，一次側冷卻水因而被加熱至高溫狀態。但另一方面，

反應爐也因此而冷卻。 

被加熱至高溫的一次側冷卻水，經由一次側冷卻水管線流入蒸氣產生

器，並通過蒸氣產生器中的導熱管。一次側冷卻水通過導熱管時，其熱

能傳給導熱管外的二次側冷卻水，二次側冷卻水因此被加熱至高溫，而

一次側冷卻水則因此而降溫冷卻。 

冷卻後的一次側冷卻水會離開蒸氣產生器，再次被送回反應爐。 

而二次側冷卻水被加熱成為蒸氣之後，推動二次側冷卻設備的渦輪機，

由供電設備的發電機產生電力。 

二次側冷卻水成為蒸氣的形態、推動渦輪機之後，會被送至冷凝器，凝

結成水後，再由主給水泵送至蒸氣產生器，被流經導熱管的一次側冷卻

水加熱，而再度成為蒸氣。如此週而復始。15 

ウ 放射性物質從本件機組外洩的危險性，及其因應措施 

由於一次側冷卻水管線充滿高壓的一次冷卻水，一旦一次側冷卻水管線

破損，一次側冷卻水將從前述迴路漏出，使一次側冷卻水流失。一旦發

生此等「冷卻水流失事故」16，反應爐及核燃料就無法冷卻，而產生反

應爐及核燃料因反應爐的高熱而受損、以及放射性物質逸出本件機組的

危險。 

                                                        
15 黃色部分為譯者所加。 
16 譯按：原文為「冷却材の喪失事故」，loss-of-coolant accident（LOCA）。翻譯參考：
http://terms.naer.edu.tw/search/?q=loss-of-coolant+accident&field=ti&op=AND&match=&q=&field=t
i&op=AND&order=&num=20&show=&page=&group=&heading=#result 



 8 

為了因應上述以冷卻水喪失為開端造成放射性物質由本件機組逸出的

危險，而採取的措施，包含：落下控制棒以停止反應爐，透過屬於特設

安全裝置的緊急爐心冷卻設備將反應爐降溫，以及關閉反應爐壓力槽、

圍阻體等設備以隔絕放射性物質等措施。（乙３７、全辯論意旨） 

緊急爐心冷卻設備是由蓄壓注水系統、高壓注水系統及低壓注水系統17

構成。緊急情況發生時，蓄壓注水系統會將蓄壓槽所儲存的硼酸水注入

反應爐壓力槽，高壓注水系統及低壓注水系統則是以燃料更換水儲存槽

18中的硼酸水注入反應爐壓力槽。此際，前述硼酸水以及從管線流失的

一次側冷卻水被匯集在圍阻體內的再循環集水池19時，上述蓄壓注水系

統、高壓注水系統及低壓注水系統，皆可將硼酸水的來源切換為再循環

集水池後再注入反應爐壓力槽。 

エ 對本件機組的電力供給 

發電機所產生的電力，除了對本件機組外部進行送電之外，也供應本件

機組各設備所需的電力。此外，透過接上本件機組從外部供電用的變壓

器的電線，本件機組也可接受外部供電；所通電源稱作「外部電源」。

本件機組內的機器所需電力，在發電機正常運作的情形下，由發電機供

給；但在發電機停止運作時，連同特設安全裝置運作所需之電力，則由

外部電源供給。 

在發電機停止運作且喪失外部電源的情形下，為確保本件機組的安全，

使反應爐安全停機或啟動特設安全裝置所需的電力，則由緊急柴油發電

                                                        
17 譯按：原文分別為「蓄圧注入系」、「高圧注入系」（high pressure coolant injection system，HPCI）、

「低圧注入系」（low pressure coolant injection system，LPCI）。翻譯參考：
http://highscope.ch.ntu.edu.tw/WPtest/?p=30533 
18 譯按：原文為「燃料取替用水ピット」（refueling water storage pit/tank）。翻譯參考：
http://www.aec.gov.tw/webpage/control/rad/files/index_03_1-2_05-11.pdf 
19 譯按：原文為「格納容器再循環サンプ」。翻譯參考：
http://www.aec.gov.tw/webpage/policy/plans/files/plans_04_e-101_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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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負責供應。 

一旦發電機、外部電源及緊急柴油發電機的供電全部喪失的狀態，稱作

「全黑事故」（station blackout，SBO）20。 

「全黑事故」發生時，將會使用提供直流電源的蓄電池、或以重油啟動

的氣冷式緊急發電機21來作為供電手段。 

(5) 廢核燃料（全辯論意旨、原告第１準備書狀第１、第２參照） 

ア 廢核燃料的產生，與保管方法 

核能發電中，核燃料在反應爐中進行核分裂反應時，燃料中核分裂產物

會逐漸累積，並吸收維持連鎖反應所需的中子，導致反應速率下降，因

此必須在適當的時期更換燃料。此時從反應爐中取出的即為用過的廢核

燃料。廢核燃料的產生量，隨燃耗程度22而異；而本件機組平均而言每

年合計產生約 40 噸的廢核燃料。廢核燃料於反應爐停止後自反應爐取

出，會移至廢核燃料儲存池，儲放於水中。本件廢核燃料儲存池中的廢

核燃料棒已超過 1000 支。 

本件廢核燃料儲存池中，注滿著能夠控制核分裂連鎖反應的硼酸水。廢

核燃料儲存池的池水經冷卻設備冷卻，水位常受密切監控。以防萬一，

為了因應前述冷卻機能喪失、水位下降的情況，本件廢核燃料儲存池中

設有補水系統。 

本件廢核燃料儲存池，位於本件機組的反應爐輔助廠房23之內。 

イ 廢核燃料之性質 

                                                        
20 譯按：原文為「全交流電源喪失」。翻譯參考：http://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tw/輻射安全/輻射安

全 FAQ/核能電廠安全管制/核四施工--4_37_341_353.html 
21 譯按：原文為「空冷式の非常用発電装置」。 
22 譯按：原文為「燃焼度」，burnup。 
23 譯按：原文為「原子炉補助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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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燃料在反應爐內進行核反應時，具有裂變性的鈾 235 發生核分裂，產

生核分裂產物；另一方面，無裂變性的鈾 238 則吸收中子後變為有裂變

性的鈽。如此一來，廢核燃料中除了殘留有未反應的鈾之外，還帶有鈽

等新生成的放射性物質。廢核燃料會持續釋放衰變熱；雖然衰變熱隨著

時間的經過會逐漸減弱，但即使在一年後，仍有 1 萬瓦以上相當可觀的

發熱功率。如果不處理衰變熱的問題，則作為衰變熱源的燃料丸24或燃

料護套25便會因持續增溫而熔融或損傷，終至毀壞26。 

 

                                                        
24 譯按：原文為「燃料ペレット」，fuel pellet。翻譯參考：
http://terms.naer.edu.tw/terms/manager_admin/File/LIST273.TXT 
25 譯按：原文為「燃料被覆管」，fuel cladding。翻譯參考：
http://terms.naer.edu.tw/terms/manager_admin/File/LIST273.TXT 
26 不知是不是指”cladding fail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