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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飯核電判決全文 p.17-26 

 

第３、爭點及當事人關於爭點之主張 

（當事人之主張，於第４大項本院的判斷中，係於必要限度內載其要旨，並將主

張書狀內容記於〈〉內。又當事人其餘主張於第４大項本院之判斷中，僅記其大

要及主張書狀。） 

１、要求本案核電廠應具有之安全性及舉證責任 

（原告等之主張）〈訴狀第 10-11 頁、24-28 頁〉 

(1) 於本件訴訟中，原告基於人類的生命、健康的維持及人民於適合的生活

環境中生存之權利為根本之人格權，聲請本案核電廠停止續建，並基於人

民享受維持健康舒適的生活所需良好環境之權利即環境權，聲請本案核電

廠停止續建。 

(2) 最高法院平成 4 年(1992)10 月 29 日第 1 小法庭判決（以下稱「伊方最高

法院判決」）謂：「（有關核子反應爐規制法第 24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4 款

之審查標準）核子反應爐設置許可之標準，如右列規定之旨趣，係以反應

爐為能於核分裂過程中釋放大量能量之核燃料物質作為燃料之裝置，裝置

運作時內部會產生大量對人體有害之放射性物質，故有意設置核子反應爐

者，如欠缺就反應爐之設置及運作所需之技術性能力，或無法確保反應爐

設施之安全性，考量該反應爐設備會對其員工或週圍居民等之生命及身體

產生重大危害、週邊環境並會因此受到污染等可能引發之重大災害，為使

右列災害無論如何不能發生之目的所訂定」。 

如前述之「引發重大災害之可能」之嚴重性，考量本案核電廠於發生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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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事故時可預見其災害之嚴重性及廣泛性，核電廠所應具備「右列災害無

論如何不能發生」之安全性應解釋為：一般社會大眾不需了解嚴重事故之

危險為現實上可能發生，並隨時處於可能發生之恐懼狀態生活著。為此，

核電廠就地震、海嘯等之對應作業，至少應基於「以往最嚴重」的災害為

前提為考量，亦即以人類過去經驗所知，最嚴重的地震、最嚴重的海嘯。

若非如此，則應認為未達伊方最高法院判決中所謂「災害無論如何不能發

生」之要件。 

又伊方最高法院判決有關舉證責任之分配部分認為，有鑑於核子反應爐

規制法規定之「無論如何不能讓核電廠所造成之災害發生」之意旨，應重

視具有為設置許可處分等許認可權限，對於核電廠災害之防止負有特別責

任之行政機關責任之重大性，考量與核電廠安全性相關之專門技術知識等

證據資料，均由事業單位及行政機關獨占此等證據偏在等情形，應自公平

性之立場決定舉證責任之分配。 

職故，於民事禁止續建訴訟之本案中，有關設置本案核電廠並使之運作

之事業單位（即被告），就防止核電廠災害發生負有特別重大之責任；與本

案核電廠之安全性相關之專門技術知識等證據資料，係由事業單位亦即被

告所持有；原告即居民取得此等資料極為困難等，應自公平性之立場分配

舉證責任此等情形加以考量此點，行政訴訟亦無不同之觀點，援引伊方最

高法院判決就舉證責任分配之相關考量，於本件訴訟應屬妥適。 

再者，核電廠事故之嚴重性，及核電廠本質上的危險性，從福島核電廠

事故即可明瞭此一現狀；並鑑於被告就本案核電廠之安全性，本即有尋求

週圍居民之理解與協助，本件之舉證責任，應依據伊方最高法院判決所示

之想法，更進一步要求由被告負擔。 

 

（被告之主張）〈準備書狀(1)被告主張第２章〉 

(1) 原告等主張環境權云云，惟於實定法上並無根據，於該權利之概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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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內容、成立要件、法律效果等均不明之情形下，不應認為環境權得作為

停止續建訴訟之依據。 

(2) 至停止續建訴訟另主張基於人格權而來，惟人格權亦無直接之明文規

定，其要件及效果又非自明之理，且基於人格權所為之停止續建請求，係

直接制約相對人原本可行使之權利。基於上述理由，其法律解釋必須更為

嚴格。具體而言，如欲使上述請求權得到認可，應解為必須於人格權因侵

害所受的危險極為急迫，且人格權明顯將近該侵害產生難以回復之重大損

害，而該損害又遠大於相對人所受之不利益之情形下，已無其他替代方法

時，始得以請求停止作為訴訟為唯一及最後之手段。 

又為使前開請求權獲得認同，其要件與民事訴訟之一般原則相同，亦即

應由原告等負舉證責任。 

２、地震時之冷卻及功能之維持 

（原告等之主張） 

(1) 有關冷卻功能之重要性（第４準備書狀第３、第４） 

發生地震時，縱使插入控制棒，成功停止核反應爐之運作，仍然會發生巨

大的衰變熱，如無法除去衰變熱，衰變熱之發生源即燃料棒或燃料護套的

溫度會持續上昇、熔解或受損、再產生衰變，接下來，維持爐心的不鏽鋼

材構造物亦會產生同樣的事態。這些現象或狀況，依階段不同被稱為燃料

受損、爐心受損、爐心熔毀(meltdown)、爐心熔穿(melt through)。於初期之

冷卻失敗，其後之復原便極為困難且複雜。 

於本案核電廠之情形，與福島核電廠事故相同，於地震動或地震時地殻

變動之際，有送變電設備受損，導致外部電源喪失之可能性。又於地震動

或地震時地殻變動之際，亦有緊急柴油發電機等因破損或因功能喪失，導

致喪失全交流電源之可能性。 

若冷卻失敗導致爐心受損，極嚴苛的高溫且高壓的環境，將可能使包括

反應爐圍阻體之五層防護（燃料棒、燃料護套、反應爐壓力槽、反應爐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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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水泥圍阻體、反應爐廠房）全遭受破壞，導致放射性物質外洩之危險。

又燃料護套或通套盒(channel box)材質為鋯合金，其於超過 1000 度之高溫蒸

汽中，會起鋯水反應產生氫氣。氫氣於空氣中，體積濃度只要超過 4%，便

會開始呈現燃燒性，達百分之十以上即會引發激烈的爆炸（氫氣爆炸），將

可能導致包括反應爐圍阻體之五層防護全部受損，此時便與福島核電廠事

故相同，有放射性物質外洩之危險。 

(2) 有關逾加速度值 1260 gal 之地震，即以往最大地震〈第２準備書狀第１〉

〈第１４準備書狀第１１〉 

有關第 1 項中所主張之地震或海嘯等自然災害，如核電廠並未基於以往最

大災害之考量採取安全對策，即應認為該核電廠有發生嚴重意外事故之具

體可能性。以表示地震加速度之單位即 gal 而言，至少應以 2008 年 6 月

14 日發生之岩手縣宮城內陸地震中觀測到之 4022gal 作為預測對象。 

有關被告所製作之甲 14 號證物 ，即壓力測試報告中記載：「大飯發電廠 4

號機之地震懸崖效應，已自標準地震動 Ss 之 1.75 倍提昇至 1.80 倍。」此

等記述只能使人認定，若被告遭受較標準地震動 Ss 強 1.8 倍的地震，即會

發生嚴重意外事故。本案核電廠既應本於以往最大級之地震為假設，其測

試只有標準地震動 Ss 的 1.8 倍，便顯有不足。 

(3) 有關加速度值 700 gal 以上，未滿 1260gal 之地震〈第１５準備書狀第３〉 

被告主張，有關上述之地震，本案核電廠已以壓力測試，確認其安全性。 

惟查，本件壓力測試之評價，僅係桌上的模擬，不論腳本或輸入之數值

均可能流於恣意。此種壓力測試，縱使能作為核電廠設施之弱點或其改善

之工具，亦非能作為絕對安全評價之工具。況於模擬時設計之事件樹(event 

tree)所擬之事件過程均有詳細的腳本，係本於設計標準內評價所作成，並

無「超乎想像」之餘地。所發生事故之因素並不包含「人為疏失」、「未發

現之缺陷」及「運氣不好」。嚴重意外事故的過程中，經常發生不得不依

賴人類瞬間判斷的情形，要將此等判斷置於架構事件樹時之預測，極為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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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且於壓力測試中，並未實際考量熱時效、輻射中子脆化造成之龜裂，

亦未考量未經確認之腐蝕、磨損零件經年累月產生之變化；而反應爐壓力

槽或蒸汽發生器等，一側高溫一側低溫，具有極大的溫差，所使用之鋼材，

會因溫差及熱膨漲差不斷伸縮，導致金屬疲乏；反應爐中之反應爐壓力槽

及機資材，會受到因核分裂產生之中子輻射，導致鋼材組織被破壞而脆化

等因素，均非壓力測試之考量對象，故根本無法確認其耐震安全性。 

本案核電廠於遭受 700 gal-1260 gal 之地震動時，被告設想之腳本失敗，

導致爐心受損，並將放射性物質外洩至環境中之危險性，著實無法否定。 

(4) 有關加速度值未滿 700 gal 之地震（第１５準備書狀第１） 

被告承認本案核電廠縱使遭遇標準地震動(700 gal)以下之地震時，亦可能

造成外部電源喪失及主給水喪失之情形。為確保本案核電廠之安全性所需

要之電力供給全部由只有一次性之外部電源提供，且對於蒸汽發生器之給

水亦為一次性之主給水。而提供確保本案核電廠安全性之一次性外部電源

及主給水之喪失，當係異常事態；詎被告基於「縱使第一層被突破，還有

第二層保護因此無妨」之心態，並未將第一層之外部電源、主給水泵等設

備之耐震等級列為 S 級，亦未確認其對於基準地震動 Ss 之耐震安全性。

其結果，便造成本案核電廠於遭遇標準地震動 Ss 以下之地震時，仍有可

能發生外部電源喪失及主給水喪失之情形。 

將外部電源及主給水泵作成耐震等級 S 級之設備，雖可能產生龐大成本，

惟於技術面並非完全不可能。為確保本案核電廠安全性所具有一次性功能

之此等設備，不將其耐震等級設為 S 級，而於標準地震動 Ss 以下之地震

該等設備亦可能喪失其功用，顯係為降低成本而犧牲安全。如上所述，被

告認為因尚有緊急柴油發電機及輔助給水設備，縱使外部電源及主給水喪

失亦無妨，設計上的想法係假設具有安全功能之二個以上的系統，其機器

因單一原因只有其中一個故障，於此情形，其餘系統仍能確保安全功能即

可。但於福島核電廠事故中，情況並非原本假設之單一故障，實際上有「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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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因造成必要之安全功能同時並全數故障」此種共同原因故障之情形；

惜即便如此，於福島核電廠事故發生後至今，被告仍執著於單一故障之假

設，而不願深入了解福島核電廠事故之要因，仍只有對於細微事故之對策。 

福島核電廠事故發生交流電源全部喪失此一事態，係因外部電源及緊急

電源均喪失。本來，縱使緊急電源喪失，只要維持外部電源，便不致產生

交流電源全部喪失之情形。但如此重要的外部電源，在福島核電廠事故

中，因地震搖晃導致電塔倒塌、電線斷裂、受電斷路器等之受損導致無法

作用，其原因便在於被告將外部電源的重要性放置於最低等級。職故，於

檢討福島核電廠事故時，考量安全性之確保，實應將外部電源之重要度分

類歸為第 1 等級，並將耐震設計之重要度分類提高為 S 等級。 

此種重新檢視重要度分類之工作，在主給水泵之設計上亦然，亦即應將

之重要度分類歸為第 1 等級，並將耐震設計之重要度分類提高為 S 等級。 

被告於本案核電廠制定事件樹時，係基於標準地震動 Ss 以下之地震所

導致之外部電源喪失及主給水喪失（甲 14，20-22 頁、甲 16 之 7）。惟縱

使緊急停止後，緊急柴油發電機仍能正常運作，輔助給水設備亦能對蒸汽

發生器給水，但若 A.主蒸汽排放閥之散熱；B.對充電系統添加硼酸；C.

去除餘熱系統之冷卻三者，其中之一發生失敗，便將進展成與輔助給水設

備對於蒸汽發生器無法給水相當之緊急事態。 

(5) 有關基準地震動的可信性〈第１４準備書狀〉 

被告所為之地震動評價具有根本上的錯誤。蓋被告使用之地震動評價之

手法，基本上只是假設某斷層地震時，該規模的斷層所產生之平均地震及

地震動。但核電廠事故為不容許「萬一發生」之事故，故以平均地震及地

震動作為假設顯然偏低，其假設並不充分。實際上，地震矩導致的地栓應

力下降量（此為短周期地震動之規定）四倍之地震確實曾發生。強震預測

既顯示有此種地震矩 4 倍，地栓之應力下降量亦為 4 倍之地震，將如同福

島核電廠之經驗，大量擁有極危險之放射性物質的核電廠，其耐震設計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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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以平均地震動為設計，此絕非可值原諒之事。 

被告所稱「応答スペクトル」之手法，不論是耐専スペクトル或是野田

等人(2002 年)的「応答スペクトル」，均只以地震之平均值為之。但核電廠

的耐震設計僅僅本於地震動的平均值進行，顯然對地震只做了過小評價。

被告所作之地震動評價有相當多問題，此即為一例。 

本案 5 例中的地震，每一個都是逾標準地震動值、實際上曾發生的地震。

發生此等大地震本身即相當重大。換言之，包括被告在內之核電廠事業單

位及主管機關所採用之標準地震動之手法本身，係導致結果輕微化之手

法，就此部分，多次的地震已為其實證，此點相當重要。 

(6) 有關安全措施〈第１４準備書狀第１１之３〉 

被告所稱之安全措施，係指可能因機器、配管等構造物材質之不同，

或施工（如焊接等）造成之失誤為前提進行之設計。核電廠之設計及施工，

容許值係唯一且絕對的標準，但不論是反應爐設置許可之審查、原子力規

制委員會所為之新規性標準適合性審查，均只以容許值作為標準確認其安

全性，有關如被告主張，安全措施之安全性等部分，根本非其審查標的。

更有甚者，建造大飯核電廠本應遵守該容許值，惟實際上，其曾發生反應

爐槽之熔接部分因殘留應力造成破裂，反應爐槽之上蓋控制棒驅動裝置之

管線熔接部位亦曾因破裂，造成冷卻材料之漏洩等等，至今已發生相當多

次有關機器、配管之非預期故障或事故。因此被告所稱之安全設備，並未

考量大飯核電廠耐震安全性之標準。 

（被告之主張） 

(1) 有關逾加速度值 1260 gal 之地震，即以往最大地震〈準備書狀(3)第１之１〉

〈準備書狀(4)第１〉 

有關地震或海嘯之發生結構或傳導方式，會因各地域之不同而具有不

同特徵，核能發電廠自應充分考量該電廠基地週圍之地震發生模式（依據

地震發生地點及結構（發生地震之原因），大致分為內陸地殻內地震、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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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間地震、海洋板塊內地震）、基地地盤之特性及周圍海底地形等地域性

之不同，制訂地震及海嘯發生時之對策。被告無視原告等所主張之應本於

以往最嚴重災害之主張，以及相關地域之不同，否定原告等就對應不同基

地地點，並應以其他地區過往曾發生最大的地震、海嘯之記錄為前提為不

同地震及海嘯對策，欠缺科學上合理性，並非妥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