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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損害  訴狀 P.46-64 

 

第 六 章  損 害  

這次核電事故大量的放射線物質排放到空氣中。由於這次核電事故避難

的指定區域擴及 12 市鄉鎮。此外，,警戒區域、計畫性區域，緊急時避難區域

約 14 萬人，即使是住在避難區外的人，為了從核電事故的危險逃出，也有很

多居民在避難。 

有關這次核電事故真實時間、電視、,廣播、報紙、網路都有報導。這次

核災事故 1 號機、2 號機、3 號機的爈心有損傷，1 號機廠房及 3 號機廠房、4

號機廠房爆炸稱之為嚴重核電事故。所謂嚴重是指核電事故，假設判斷安全

設計的方法，不能適當的冷却爈心及控制反應度的狀態，其結果、達到爈心

的重大損害稱之為 J 現象現 (甲 1.96 頁)特別的是，這次核電事故的爆炸畫面

直接在全世界播報。這些畫面對觀眾而言，使人想到放射線立即的擴散的狀

態，讓人瞬間理解到這次核是嚴重的，帶給了全世界人們極大衝擊，相對的

也糟受了極大的精神痛苦。 

 

第 1、報導 

這次的核電事故為爈心損傷、核反應爐廠房爆炸，伴隨大量的放射線

物質向空中擴散的嚴重事故，這種事故的情況為嚴重核電事故被全世界各國

報導。特別是、日本無線數位電視電視台各局是長時間播報特別節目，因東

日本大地震各地的受害狀況，同時也遂一報導這次核電事故的進行狀況。同

時、電視以外的報紙、網路等媒體也對這次核電事故狀況大量的報導。 

譯者簡介： 

Wendy 

日文檢定一級合格，常看 NHK。 



2  

 

以下整理了這次核電事故當時報導的概要。 

 

1. 3 月 11 日的報導 

2011 年 3 月 11 日下午 4:47 分、NHK 報導：因為第一核電廠地震停止的 5 座

核電，為了要冷却核反應爐，必需的柴油電源，其中有一部無法使用。 

之後、晚上 7:03 分 總理大臣宣布核電緊急狀況，NHK 晚上 7:26 報導：宣布

核電緊急狀況。 

晚上 9:52 分枝野內閣官房長官舉行記者會，晚上 9:23 發布福島第一核電廠

半徑 3 公里內的住民強制避難、3 公里到 10 公里屋內緊急避難，NHK 晚上

10:46 報導：避難指示。 

當天晚上 10:54 分 TBS 報導：第一核電廠 2 號機爈心無法冷卻狀態，放射線

可能外泄。 

 

2. 3 月 12 日的報導 

零晨 12:12 分、NHK 報導：因為第一核電廠 1 號機冷却核反應爐的水位下降，

目前現在 11:30、燃料棒梱在一起，燃料束露出水面上最多 90 公分的危險狀

態，東京電力公司 9 點開始進行反應爐壓力槽內空氣排到外部作業。 

下午 02:13 分、朝日電視報導：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發表第一核電廠 1 號

機開始爐心融解。 

下午 03:40 分、地方性福島中央電視台報導：第一核電廠 1 號機爆炸畫面。 

下午 03:52 分、TBS 報導：認為煙是由第一核電廠的水蒸氣冒上來，半徑 10

公里以內的人請迅速避難。 

下午 04:49 分、日本電視台報導：氫氣爆炸的畫面。 

晚上 07:35 分、NHK 報導：「日本核電的首次爐心融解」播放跑馬燈「第一

核電廠避難區域 2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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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月 13 日的報導 

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全部都是頭版刊載 1 號機氫氣爆炸的畫面(甲 2) 。 

而且、紐約時報刊載 1 面，因核電事故避難者的照片、鏡報德國) 、蘋果日

報(台灣)刊載氫氣爆炸的畫面。 

 

4. 3 月 14 日的報導 

上午 11:15 分、NHK 報導及播放跑馬燈：3 號機爆炸聲。 

上午 11:20 分、NHK 報導及播放跑馬燈：3 號機氫氣爆炸 保安院。 

下午 03:38 分、NHK 報導及播放跑馬燈：2 號機冷却機能故障。 

晚上 06:01 分、日本電視台報導:上午 11:01 分 3 號機發生的爆炸的畫面。 

晚上 07:59 分、TBS 及日本電視台報導:2 號機然料棒全部露出的狀態。 

 

5. 3 月 15 日的報導 

上午 09:02 分、TBS 報導及播放跑馬燈:上午 06:10 分左右，壓力控制室有極

大衝擊聲，2 號機的壓力控制室無法否認有些損傷。 

晚上 06:23 分、原子力安全保安院發表因為連接 4 號機核廢料池氫氣爆炸，

東電通知確認核反應爐廠房 2 處有 8 尺四角的洞。 

 

第 2、因這次核電事故放射線擴散 

因這次核電事故放射線物質外泄，東京電力公司推定碘換算

900PBq(放射線量單位 lPBq = lOOO 兆 Bq) 。由此可知，福島縣內的 515 k 

d 的土地，可能達整年 20 毫西弗以上的被曝量，1800 k d 的地區，可能達整

年 5 毫西弗以上的被曝量。(甲 1.329 頁) 。此外，有關建議進行放射線的防

護的國際組織國際放射線防護委員會(ICRP）指出一般人一整年被曝量容許

限度量是 1 毫西弗以下，日本政府也可以考慮遵循這個基準當成一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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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曝限度量。 

 

 

第 3、因放射線健康損害 

1. 因放射線健康損害 

放射線被曝曬會影響健康等，提高癌症等的風險為目前普遍的觀點。

由於放射線被曝帶來的健康上的傷害分為急性傷害和慢性傷害。 

所謂急性傷害是一次大量的放射線被曝產生的傷害，白血球或白血球

的減少、想吐等症狀、出現出血、紫斑等症狀，高被曝曬量也可能死亡。

像這樣的急性傷害，一次 100 毫西弗以上被曝時會出現。 

相對於急性，慢性傷害是指低射線量被曝時，經過數年到數十年後出

現的傷害，即便像這樣的低放射線被曝時，被指出可能會出現癌症或血癌、

遺傳性等傷害。 

有關於出現癌症等的慢性傷害，被曝在多少毫西弗以下沒有風險，這

類的關連性並不存在。這就是說不管發生多低程度的被曝，會出現對基因

不可修復的傷害，也是癌症等可能會出現的原因。因此，有關於放射線被

曝時「只能儘可能合理保持低限量」，所謂的可行性最低原則，由國際組織

國際放射線防護委員會(ICRP）確認。 

所以，因放射線被曝，就算是低線量也不能否定有健康風險。 

2. 因內部被曝健康風險 

放射線被曝的種類，分外部柀曝和內部被曝二種。外部被曝為在人體

的外部放射線物質產生的被曝。相對於內部被曝，經由附著放射線物質的

水或食物進入體內，從體內被曝稱之為內部被曝。 

內部被曝時，知道放射線物質隨其種類停留在身體內特定的內臟、部

位。放射線物質停留在體內的特定內臟或部位時，會持續放出放線射。因

此，停留在特定部位的放射線物質週圍的細胞組織會持續接收強力的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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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能量，帶來細胞組織、遺傳基因損傷，也比外部被曝大。 

 

至今、有關於因放射線被曝健康風險，根據國際組織國際放射線防護

委員會(ICRP）進行評估風險模型，基本上是假設進行外部被曝。不過，如

前述，因內部被曝是和外部被曝有不同的物理過程，帶來對人體壞影響的

物質，以外部被曝為前提做風險模型，因為內部被曝無法得到合理的健康

風險評估。 

因此，根據國際組織國際放射線防護委員會(ICRP）評估風險是由歐

洲放射線風險委會(ECRR）批評為「核電事故後的被曝，也就是說，相對

於內部被曝引發的放射線物質無有效性適用。」「招來明顯的過低評價」。  

（甲 3 ・342 頁）根據目前為止的研究，內部被曝時，即便是低程度的放

射線量的被曝量，明顯的會提高癌症或血癌的風險。有關低程度的放射線

量的被曝對環境的影響，在世界各地被報告下列的事例。 

1983 年義大利的西 Cambria 核廢料再處理工廠附近，發現兒童癌症及

血癌的發病群，之後，義大利、法國、德國等在核電設施週邊的住民進行

有關兒童癌症的發病風險調查，核電設施週邊的住民間認定兒童癌症發病

風險昇高。核電設施進行調查認定放射線物質由人們攝取及吸收等方法排

放到環境中。 

得到這些調查報告，歐洲放射線風險委會(ECRR）提出結論，由英國、

德國核電設施週邊的集團附的證據，核電設施附近有關於小兒癌症的發生

群存在關係，調查相當多的證據，那種疾病的因和果，由其設施來的放射

線噴出來的東西引發內部放射線被曝物 J，放射線內部被曝會提高小兒癌症

發症率，並且，發症風險比起以往國際放射線防護委員會(ICRP）發表的風

險模型的值還要非常的高（甲 3 ・194 頁）。 

又於 1986 年車諾比核電的爆炸事故導致大規模的放射線物質擴散。因

這個事故排放的放射線的物質擴散到世界各國、美國、東南亞、日本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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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到核電事故放出的放射線物質，因這個大規模事故，可看出白俄羅斯

地區的小孩間甲狀線癌明顯的增加。 

而且，報告在歐州兒童血癌增加、在瑞士癌症增加。特別是，報導由

於車諾比核電事故放射線物質侵襲期間，義大利、希臘、美國、德國等母

體體內的胎兒小兒血癌增加（甲 3∙202 頁以下）。 

報導因放射線內部被曝的影響，不僅僅只是血癌、癌症等，胎兒的死

胎、不孕症、新生兒的畸型、心臟的疾病等多種類的疾病的發症率增加，

報導也指出胎兒期及幼小期被曝的兒童，認為會降低智商。根據上述，因

為放射線內部被曝，增加癌症、血癌、其他的疾病的發症率的現象，都是

大幅超過以往國際放射線防護委員會(ICRP）風險模型推定產生可能的量，

目前為止以上被認定的，顯示因內部被曝健康的風險，即便是低程度被曝，

內部被曝時，也是承擔了很高的健康風險。因此，因為這次核電事故，如

果顧慮到擴散到空氣中的放射線物質，經過這次的核電事故，今後在福島

第一核電廠週邊的居民、關東、接近東北地方的居民之間，癌症等慢性病

傷害發生率，可說是比以往推測的還要高。 

第 4、核電、對核能的恐懼 

這次訴訟為各原告對被告們，因這次的核電事故，對於遭受到精神痛

苦，請求支付慰問金是以各原告對所受精神苦楚為背景，對於核電的危險

性，有如下的共同的認知。 

核能的威脅 

在 1945 年 8 月廣島、長崎被投原子彈以來，擁有核能的人類及對環境

有重大危險性，是人類共同的認識。雖然因廣島、長崎原子彈的投下很多

居民犧牲了，往後卻因世界各地進行核能實驗，發生了更多健康損害。 

原子彈用在戰爭只在 1945 年 8 月 5 日的廣島、1945 年 8 月 9 日長崎。

在廣島因原子彈，1945 年 12 月底據說約有 14 萬人死亡，1950 年的報告長

崎約有 7 萬人死亡。當時使用的原子彈擁有的驚人的破壞力，結果是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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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都知道核能的重大危險性。原爆圓頂館現在也留存著被曝當時原貌，以

承載著人類的歷史故事而被登錄在世界遺產。而且，現在廣島和平紀念資

料館、長崎原爆資料館仍訴說著當時悲慘的受害狀況。現在也不僅是日本

人，多數外國人也來參觀，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一年 120 萬人以上、長崎

原爆資料館一年 60 萬人以上來館。 

有關當時廣島、長崎的狀況，此外雖然留存著書本、繪畫、照片、動

畫等各式各樣的記錄，都是記錄著很狀烈的受害狀況，那些也是人們對核

能恐懼心理的起源。 

「はだしのげん」以詳細記載原子彈受害狀況為代表的漫畫作品。同

作品，也是以作者中澤啟治自身在廣島被曝的經歷，寫出自傳型態的作品，

1973 年開始連載。同作品，出現稱為漫畫的媒體特性，故事同時透過作品

的畫，也描寫了狀烈的子彈的受害狀況，讀者對核能恐懼添加強列的印象。 

同作品的發行冊數，在日本境內超過 650 萬冊。而且，英語、韓國語、

法國語等，被翻譯成很多國語言，在全世版界出版。 

像這樣的受原子彈災害狀況的記錄、透過處理受原子彈災害的作品，

全世界的人們有強烈的認識，不要核能，即使核能是無臭、無形狀，對人

類和環境能和核能相提並論的恐怕是沒有的。  

核能發電的危險性 

再則，核能發電即使在世界各地歌頌核能和平的使用核能，在這種核

能發電的範圍，三浬島核電事故(1979 年)、車諾比核電事故等發生嚴重事

故。 

車諾比核電事故被認為放出 5200 拍貝克的放射線物質，因為受到放射

線的污染，555 拍貝克以上受污染的地區的居民要強制移居，其面積達

300KD。報告由於該事故，因急性傷害有 33 人死亡。而且，由於該事故放

出被曝的放射線物質，包括因為慢性發生傷害死亡人數數千人。 

而且，即便是日本，於 1999 年 9 月在東海村的 JCO 公司，研究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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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爐的核燃料在加工時發生臨界事故，發生 2 名人員死亡事故。 

接著如前所述，其他的世界各國的核電廠、核燃料循環設施、即便在

鈽的的生場工廠也發生 2 件以上事故，報告由於放射線更往週邊地區外泄，

勞工及週邊的住戶遭受很多健康傷害。 

人類透過這些經驗，核能發電決對不安全，有危險性，是人們共同的

認識，如 

發生一次，會發生地球規模重大災害。 

如以上所述，各原告對核能及核能發電的危險性及恐懼有共同的認

識，以這樣認識為起源，由於這次的事故，感受到各種精神苦楚。 

 

以下，依每個原告的類型，敍述有關損害。 

第 5、損害 

1. 住在福島縣的人及這次核電事故避難的住民的損失 

原告目錄 1 記載的各原告為住在福島縣的人及這次核電事故當時、不

得已在福島縣居住的人們。因這次核電事故，這些住民受到相當大的損害。 

( 1）避難住民的財產損害 

由於這次核電事故，因為放射線物質擴散，福島縣內的多數住民進行

避難。 

2011 年 08 月 29 日的那時間點，警戒區域避難的住民約為 78000 人(從

福島第一核電廠半徑 20 公里範圍內)、指定區域避難約有 10010 人(在 20 公

里前一整年累積放射線量可能達 20 毫西弗的地區)、緊急避難準備區域約

為 58510 人(半徑 20-30 公里範圍、扣除指定區域避難及屋內避難地區)、合

計達 146520 人。 

而且，就算在這些區域以外，因為要避開放射線，也很多自發性避難

的人。有關這些避難的人逃難預估的費用、避難地生活所需的費用等受到

非常大的財產方面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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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精神的損害 

* 因逃難指示混亂，逃難住民受的精神痛苦 

這次核電事故，政府發佈了多階段的避難指示。 

2011 年 03 月 11 日下午 2:46(平成 23 年)這次地震發生時、當日的晚上

7:03 分總理大臣發佈核能緊急狀況宣言。隨後、當日的晚上 9:23 分發佈福

島第一核電廠半徑 3 公里內的避難指示、半徑 10 公里內暫時避難指示。 

次日 03 月 12 日清晨 5:44 分發佈半徑 10 公里內的避難指示、同日晚

上 6:25 分發佈半徑 25 公里內的避難指示。 

接著、03 月 15 日上午 11 時發佈半徑 20-30 公里內的暫時避難指示。

並且、4 月 21 日及 4 月 22 日在福島第一核電廠半徑 20 公里內設警戒區域，

同時原則禁止進入、福島縣的葛尾村、浪江町、飯館村、川俣町的部份及

南相馬市的部份設為指定避難區，廣野町、楢葉町、川內村、田村氏部份

及南相馬市的部份設為緊急時避難準備區域。 

因為這次核電事故當時的這些避難指示，福島第一核電廠週圍的住

戶，不得已離家避難。 

特別是、到這次核電事故次日，避難區域屢屢擴大，這時肯定是住民

長時間懷抱不安移動。 

這次核電事故之後，很多週邊避難住民完全不知道福島第一核電廠的

詳細事故下被叫去避難，移動時邊體會被曝恐懼感。 

又因為政府下很多階段的避難指示，沒完沒了的反覆避難，也有住民

避難 6 次以上。 

而且，因為每個區域的放射線量的資料不能正確的傳達，也存在住民

往高放射線區域避難。 

如上所述，因這次核電事故政府發佈了多階段的避難指示，因此被迫

避難的住民在不知道詳細事故下，不得已在混亂之中避難。由於像這樣的

避難狀態，可能被曝的恐懼感的同時，還得要離開自己的居所生活，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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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非常大的精神痛苦。 

 

*因這次核電事故當時的被曝，受的精神痛苦 

因這次核電事故、警戒區域、被指定的指定避難區、都是這次核電事

故推算一整年累積 20 毫西弗以上的放射線量區域。再則，就算是在這些區

域外，以往政府採用一般人一整年被曝限度量為一整年累積 1 毫西弗以上

被曝的地區，也很大範圍的擴及福島縣外。即便是在避難區域外面的住民，

為了逃離放射線的威脅，事實上有很多住民在避難。 

有關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的報導，如前所述，這次核電事故的當時開

始，電視、報紙、大眾媒體非常大量的報導這次核電事故。特別是、福島

第一核電廠的 1 號機的廠房及 3 號機廠房的爆炸畫片等，直接的使人想像

到放射線物質擴散。 

放射線排放在空氣中時，放射線眼睛看不見、而且，因為無味、無臭，

有關被曝的狀況，一般人無法察覺。因此，放射線物質擴散在週圍，一般

人能意識到避免放射線是困難的。 

另一方面、眾所週知放射線是對人體有害。住在福島第一核電廠週圍

的住民經由電視、廣播等的報道、地方政府等得到避難指示，為了避難被

強制搬離，到了解福島第一核電的緊急狀態，恐懼著因為對被曝不能經由

自身察覺。 

像這樣因這次核電事故避難的住民及住在福島縣的人，都感受到這次

核電事故對自己的生命、身體直接的侵害。 

這些逃難的住民及住在福島縣的人都感受到了、對被曝的恐懼相當

大、避難的住民及住在福島縣的人對這次核電事故的當時，受到相當大的

精神痛苦。 

*對於事故後對損害健康的精神痛苦、及往後這些避難住民及住在福島縣的

人、都是從高放射線地區來避難的人或在高放射線地區生活的人、這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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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的的當時、被曝在大量放射線的可能性很高的。 

 

因此、今後、以被曝為因，背負的慢性病傷害的風險。為此、伴隨著

這次核電的事故，對於健康發生損害，仍會持續感受到害怕。往後像這樣

對於發生健康損害的恐懼，也會變成避難的住民及住在福島縣的人很大的

精神痛苦。 

 

2. 當地、東北地方等福島第一核電廠週邊住民的精神痛苦 

原告目錄 2 記載的各個原告、是居住在福島第一核電廠週邊地區關東地方

及東北地方的人。關於原告們，因這次核電事故也承受了以下的神痛苦。 

(1)這次核電事故當時的精神痛苦 

因為這次核電事故，即便是指定的避難區域、關東地方、東北地方等

福島第一核電廠近郊地區，因這次核電事故的影響，觀測家家戶戶的放射

線量的增加。 

這些住在福島第一核電廠近郊的住民，連不避難的住民，碰觸到這次

核電事故的報導，因為這次核電事故，放射線物質擴散，可以說是感到現

實被曝在對人體有害的放射線的危險。 

也就是說，核電廠發生大規模事故時，擴散放射性物質、跨及很廣的

範圍，很可能會增加放射線量，看車諾比核電事故就很清楚。即使車諾比

核電事故是離日本約 8000 公里遠，也觀測到因事古排出的放射性物質。 

從像這樣的經驗，發生大規模核電事故時，這次核電事故，那種受害

是擴及相當廣的範圍，是眾所皆知的事。因此，住在關東地方、東北地方

等福島第一核電廠近郊等住民，對這次核電事故當時，並不了解事故的全

貌，看到 1 號機及 3 號機廠房爆炸的畫面，了解放射性物質擴散，可說是

對自己的生命生體感到迫切的危險。 

由這些住民們在這次核電事故的當時，對生命身體危險，受到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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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痛苦。 

(2)由於事故後對健康的損害、精神方面痛苦、假設一年被曝超過 1 毫西弗

的地區、不僅是福島縣、也擴及宮城縣、茨城縣、櫪木縣、群馬縣、千葉

縣、琦玉縣、東京都。 

上面塗藍色的地區是現在 2011 年 09 月 18 日、觀測到每一小時 0.23

微西弗的放射線量、預測這個地區住民一整年被曝的射線量超過 1 毫西弗。 

政府以往對一般人被曝量一整年容許值認定是 1 毫西弗、如果顧慮到

專家門指出放射線內部被曝對健康風險比以往來的高、有關這一年超過 1

毫西弗容許值的地區，癌症等、發生慢性傷害風險會提高。 

因此、有關像在這些地區住的住民，加上對事故當時的恐懼、可說是

往後會抱著對發生慢性傷害的恐懼。另外、上面的圖終究是「假設 1 日屋

外 8 小時、屋內停留 16 小時生活狀態時(遮避效果 0.4 倍的木造房屋)每小時

測得 0.23 微西弗，根據假設相當於一年被曝量超過 1 毫西弗，由飛機觀察

的結果顏色區分地圖。因每個人的行動或生活方式、即便是地圖上顯示以

外地區的住民，明顯存在著一年被曝量超過 1 毫西弗。 

並且、如前所述即便是低線量內部曝時，由專家強力指出會比往常認

定，還要高的健康風險。而且、國際組織國際放射線防護委員會(ICRP）有

關因自身被曝的健康風險，關連性並不存在，如果仔細思慮的話，勸告儘

可能的降低被曝量等，比平常更多的比曝場合時，即便假設一年在 1 毫西

弗以下，明顯的也會增高健康的風險。 

因為這次核電事故、在東北地方及關東地方等的各縣市，觀測到空氣

中的放射線量增加。因此、這次事故後，有關觀測到平常超過放射線量地

區的居住的住民，明顯是正常以上被曝，可說住民的慢性傷害發生風險都

會提高。 

因此、如果住在這地區的住民，對於往後發生健康損害的恐懼，遭受精神

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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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福島第一核電廠週邊地區以外的日本住民的精神痛苦 

原告目錄 3 記載的各個原告、不含上面的 1、2，住在日本國內及住在

海外的日本人；福島第一核電廠週邊地區以外，因這次核電事故，即使是

未觀測到放射線量增加地區的住民，由於接觸到這次核電事故的報導，受

到很大的精神損害。 

如前所述，關於這次核電事故，日本國內的電視、收音機、報紙等各

大眾媒體，真實時間也播報非常多。電視各局也播報特別節目、邊附加解

說等、加上真實時間的影片、詳細報導事故的過程。當天電視播報 1 號機

廠房、3 號機廠房的爆炸畫面。 

住在日本的住民因為接觸到這樣的報導，因這次事故，知道放射性物

質可能擴散範圍相當的廣，同時了解到這次核電事故是嚴重事故。因為是

嚴重事故，放射線物質擴散時，會跨國，車諾比核電事故證實是帶來世界

規模的被曝，住在日本的住民因為接觸到這樣的報導，很大震驚感受到自

身也會被曝的恐懼。根劇目前得知，即便是假設放射線低線量被曝，有健

康風險，住在日本的住民，得知放射性物質擴散狀況，感受到自身的健康

受到威脅的危險，並非空穴來風。 

而且、在日本全國各地設置共有 50 座核反應爐。至今、日本國內建

造著號稱核電廠是安全的神話。但是、因為東日本大地震及伴隨來的海嘯、

經由發生這次核電事故，結果證實了日本的核電廠不安全。 

日本是眾所周知，世界上有名的地震頻繁的國家，住在日本的住民及

住在海外的日本人，住在這樣地震頻繁的國家，經由這次的核電事故，更

加認真的思考，設相當多核電廠的現狀的危險性。日本的核電廠在全國各

地設置，日本那個地區發生嚴重事故時，都會受承擔相當大風險的傷害。

因此、住在日本的主民及住在海外的日本人，經由這次核電事故，更深的

認識，因設置核電廠，無論何時都有危及自身的生命、身體、財產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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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住在日本的住民及住在海外的日本人，由這次核電事故，加上

對被曝的恐懼，在這樣地震頻繁的國家，關於設置相當多核電廠也感到恐

懼，關於住在核電廠週邊地區以外的日本的住民，也因這次核電事故承受

了相當大的精神痛苦。 

4. 設置核電廠等國家住民的精神痛苦 

原告目錄 4 記載的各個原告、設置核電廠的國家及住在預定設置核電

廠國家。就有關原告們，因這次核電事故，承受了如下列的精神痛苦。 

設置核電廠國家的住民福島第一核電廠的這次核電事故，在世界各

國、真實時間也報導。車諾比核電事故以來，全世界都清楚，核電事故會

帶來世界規模的損害。  

這次核電事故的畫面，透過電視、報紙、網路、世界各界大量報導。

特別是、1 號機廠房和 3 號機廠房的爆炸畫面，直接連想放射線物質的擴

散，使人了解這次核電事故是嚴重事故。 

因為核電是嚴重事故，放射線物質的擴散時，會跨國，車諾比核電事

故證實是帶來世界規模的被曝。而且、即便是假設放射線低線量被曝，如

前所述會提高健康風險。 

因此、住日本以外國家的住民，也因為核電事故的報導，了解放射線

物質擴散，可能會有世界規模的被曝及感受到自身健康受損的恐懼。因此、

住在日本以外國家的人們，也因為接觸到核電事故的報導，自身的被曝恐

懼承受了相當大的精神痛苦。 

而且、有關設置核電國家的住民，放射線被曝恐懼的同時，重新認識

了自己國家發生核電事故時的危險性，感受到對於自己國家的核電有潛在

的危險性的恐懼。 

2013 年 1 月 1 日現在、使用核電的國家含日本共 30 個國家。 

 



15  

 

目前未確定輸出。F2 計畫單位 

T 芬蘭到 10P。已計算威脅 

(出處「世界核電廠開發的趨勢(參考資料) 」日本核電產業協會) 

 

 

這些設置核電的國家，這次核電事故後，也有國家作出了廢除核電的

決定。 

德國在 2002 年、約到 2022 年前，決定全面廢除核電。可是，伴隨之

後的情勢變化，核電的運轉決定延長到 2030 年左右。但是、受到福島第一

核電廠的這次核電事故，首相設立為了檢討有關核電存廢的倫理委員會，

遵照這個倫理委員會的報告，2011 年 06 月、決定 2020 年前完全廢除核電

廠。 

瑞士受到這次核電事故，2011 年 5 月、決定到 2034 年前完全廢除運

轉中的 5 座核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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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也是 2011 年 11 月、總統宣布核電階段性縮小。 

像這樣往往非核家園的政策轉變，從這次核電事故，了解到擁核的重

大危險性。也就是，這次核電事故帶給各國住民的恐懼感的證明。 

各國住民因這次核電事故，所感受到相當大的恐懼感，政府被迫改變

政策，接觸到這次核電事故報導的人們，感到相當的恐懼，飽受到精神痛

苦。特別是、有關設置核電國家的住民，同時感受到自己國家發生核電事

故時的恐懼，可說是相當大的精神痛苦。 

核電廠、預定設置核電相關設施國家的住民、現在、仍未設置核電廠

的國家，至少有 11 個國家計劃要設置核電核。對於越南、土耳其等，日本

國內的核電廠商計畫輸出核能，這次核電事故後，政府仍繼續發展核能輸

出的活動。而且、有關於蒙古，計畫蓋核電廠的同時，為了處理日本及美

國被排出的放射線物質，也計畫蓋核廢料的處理場。 

即便是在預定設置核電的國家、這次核電事故也是大量被報導。接觸

到這次核電事故報導的住民，因為這次事故了解到放射線物質擴散，可說

是感受到世界規模的放射線被曝的恐懼和害怕自身健康損害。這些國家的

住民也因接觸到這次核電事故報導，很大的震驚和對於健康損害，也和設

置核電廠國家的住民同樣是感到恐懼受到精神痛苦。 

而且、雖然義大利 1990 年前就已經廢核，最近幾年朝著核能再運轉的

目標。但是、2011 年 06 月、受到這次核電事故，國民進行投票詢問是否再

開啟核電、90%以上壓倒性的多數，反對核能再運轉。因此、政府放棄核能

再運轉。 

像這樣的變化、證明即使在預定設置核電的國家，因這次核電事故，

帶來很大的恐懼感。預定設置核電的國家，假設要設置核電廠時，感受到

恐懼感要承受這樣大規模事故的風險。 

因此、這些國家的住民，因接觸到這次核電事故報導，加上很大震驚

和恐懼感，因這次核電事故，自己的國家可能會擁有這樣重大的危險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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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感受到恐懼感，因這次核電事故，受到精神痛苦。 

 

5. 其他原告的精神痛苦 

原告目錄 5 記載的各個原告、不包含居住在上面的 1-4 地區。 

設置核電的國家、即便是預定設置核電以外的國家，因這次核電事故

大量報導。從車諾比核電事故的經驗，各國住民的共識，發生嚴重核電事

故時，可能會發生世界規模的放射線污染、廣大範圍的健康受損。 

因此、設置核電的國家、預定設置核電以外的國家的住民、也大量報

導這次核電事故。因接觸到這次核電事故報導的住民，因這次核電事故，

了解放射線物質的擴散，世界規模的放射線被曝的恐懼及自身的健康受害

的可怕。這些國家的住民也因接觸到這次核電事故報導，很大的震驚和對

於健康損害，也和設置核電廠國家的住民同樣是感到恐懼受到精神痛苦。

因此、預定設置核電以外的國家的住民，也因這次核電事故，受到精神痛

苦。 

 

第 6. 總結 

如上所述、這次核電事故，空氣中大量放射線物質擴散。因此日本國

內受到大範圍放射線污染，合計住在避難區外的避難的住民，出現 15 萬人

以上。而且、放射線物質會污染空氣和大海，其污染不僅是日本國內，世

界規模的擴散。 

因這樣的事故、避難的住民及福島第一核電廠附近地區的住民，放射

線被曝的恐懼等承受著相當大的精神痛苦。而且、福島第一核電廠附近地

區以外的住民、及住在日本以外國家的人們、也因接觸到這次核電事故報

導，這次核電事故的嚴重狀況，受到很大的震驚的同時，感受到害怕，自

己也會被曝發生健康損害吧。 

因此、各原告因這次核電事故，承受著相當大的精神痛苦，如果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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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用錢來換算，任何原告受到損害也都是微薄 100 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