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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飯核電判決全文 p.44-50 

 

5.  冷卻機能之維持 

(1) 超過 1260gal 之地震 

如上所述，核電廠因發生地震而緊急停止後的冷卻機能，係採取使用外部

交流電循環水流的基本系統。惟若發生超過 1260gal 之地震，上述系統將完全被

破壞，無論採取任何的緊急設備或是備用手段都幾乎不可能再維持該冷卻系統的

完好，結果就是將造成燃料棒的融解。被告也自認，當發生此種規模的地震時，

幾乎沒有可避免燃料棒融解的有效手段。如：本件被告提供之壓力測試報告甲第

14 號證第 47 頁：「耐震能力容許範圍 1.80Ss 以上，以及容許海嘯波高 11.4 公尺

以上的情況，因已無任何手段可避免爐心中的燃料造成重大損傷，此一界線可特

定為臨界點(Cliff-Edge)。」被告準備書狀(9)第 17 頁：「所謂臨界點(Cliff-Edge)，

即是因地震、海嘯帶來的壓力（負荷）程度急昇，造成設備狀況陷入緊急之狀態。

以地震為例，雖然一般預測的地震震動大小係緩慢上升，但若地震震動急遽上

升，將會造成安全上的重要設備發生損傷，結果可能將演變至產生燃料的重大損

傷，此種地震程度即為臨界點(Cliff-Edge)。」被告對於上開記述皆自認真實。並

且，本院雖然如前述(2)オ部分說明，並非直接採用被告主張之 1.80Ss（1260gal）

的數值，但本項仍暫以被告主張之數值為前提進行認定。 

惟眾所周知之事實是，我國地震學會對於將會發生此種規模的地震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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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無法預先測知。地震係地底深處發生的現象，發生地震的機率分析僅能依據

假說及推測，對於假說的立論和檢證也無法以實驗為之，僅能依靠過去的資料。

雖然地震從遠古過去就一直存在，是種反覆發生的現象，其發生頻率也很高，但

直到最近人類方能正確記錄地震的發生，也因此，可靠的過去地震資料其實極為

有限（甲 52 參照）。依照證據（甲 47），可認定就連原子能規制委員會也只是參

考了 16 個曾經發生的地震，並未特定今後可能活動的震源，就用以推定計畫制

定中地震震度的規模。參考地震的個數如此之少，可以說本身即如實說明了地震

學中可靠的資料並不多的狀況。因此，本來就不可能基於何種確實的科學根據，

來假想大飯核電廠將來一定不會遭遇到超過 1260gal 的地震。毋寧可說，一、我

國過往有紀錄的最大震度是岩手宮城內陸地震，達 4022gal（不爭執事項），規模

1260gal 的地震當然可能會再發生；二、可認為岩手宮城內陸地震這樣的內陸地

殼內地震，也有發生在大飯的可能性；三、岩手宮城內陸地震發生的東北地區和

大飯核電廠所在的北陸地區及鄰近的近畿地區，地震發生的頻度在統計上來說其

實可以視為相同，就算只限定在若狹地方，不論陸上海上，其實都存在有許多已

知的活斷層；四、此一「過去最大」的概念本身，本來就不是指有史以來世界上

最大的意思，而是指近來在我國發生最大的地震，超過 1260gal 的地震還是有發

生在大飯核電廠的危險。 

此外，被告雖主張，岩手宮城內陸地震此一觀測到的數值，其實是因為受

到觀測地點特性的影響才會如此（第三之二的被告主張(1)），但是因為像新瀉縣

中越沖地震中，就算是建在岩盤上的柏崎刈羽核電廠 1 號機的開放基盤表面（係

指當堅硬的岩盤達到一定的廣度時，岩盤上方的地盤及建物可視為就是在一個假

想設定的表面上無定向突出的狀態，別紙 4 別記 2 第 4 條 5 一參照），最大加速

度推定也是 1699gal（甲 38，被告準備書狀(4)，第 16 頁），所以就算如被告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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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假定是因為岩手宮城內陸地震的觀測地點是位於地盤震動容易傳播的構造

上，才會測得 4022gal 的規模，也不會影響上述超過 1260gal 的地震可能發生在大

飯核電廠的認定。 

超過 1260gal 的地震一旦發生在大飯核電廠，可以具體認定將有極高的危險

性造成冷卻機能喪失，在爐心損傷後發生爐心熔解。爐心熔解後，因壓力上昇，

發生水蒸氣爆炸，有極高的危險將造成圍阻體的破損、氫氣爆炸，或最糟程度將

造成圍阻體的破壞。此時將造成大量的放射性物質擴散到核電廠外，周邊住民將

暴露在放射性物質中，或是為了避免周邊住民暴露在放射性物質中，就必須進行

長期的避難。 

(2) 超過 700gal 但未至 1260gal 的地震 

1. 被告主張的事件樹狀圖分析(event tree analysis) 

就算假設會發生在大飯核電廠可能具有危險性的地震，其基準地震動 Ss

係界於 700gal 至 1260gal 之間，但被告自認，這樣的地震仍然與可能造成爐心

損傷的原因事實密切相關。對於這種情況，被告雖然主張只要採取有效的手

段，就不至於發生爐心損傷，但被告如此的主張並無期待可能性。 

被告假想發生超過 700gal 地震時的事件，主張相應的對應策略，規劃出

記載該事件及對策的事件樹，另外對應發生超過 4.5 公尺海嘯的情況，也有

規劃出類似的事件樹（上述前提事實(6)，甲 14）。依照記載的對策依序而言，

被告主張只要不發生超過 1260gal 的地震，海嘯不要超過 11.4 公尺，就不會

發生爐心損傷，不會造成嚴重的事故。 

但是，此一事件樹記載的對策是否真的是有效的對策，就要檢討以下三

件事，缺一不可。第一、不需處理其他與地震或海嘯有關，因而再發生的事

故原因事件；第二、對於此一事件，可以採取技術上有效的對策；第三、此



 4 

一技術上有效的對策，在地震或海嘯發生時有實施的可能性。 

 

一、關於事件樹記載的事件 

發生嚴重事故時，產生的事件會再帶來新的事件，因事件彼此間會有因

交互影響重疊發生的特性，所以要完整處理與第一事故原因有關而造成的所

有事件，本身即極為困難。觀察被告所提出發生地震時的事件樹，竟然剔除

後記中主給水系統、外部電源等可能發生的問題，認為僅有發生 1225gal 以上

的重大事故事件（甲 14）時才會有這些狀況。但就算基準地震動是界於 700gal

至 1225gal 間，極難想像完全不會因為已發生的重大事故從而進一步再造成損

傷或事件的發生。難認被告於事件樹中已完全列舉所有可能連結事故原因而

會發生的事件。 

二、事件樹記載對策的實效性 

其次，針對這些事件樹中之事件記載的對策，技術上是否係有效的處置

也有疑問。一旦發生事故，事態可能相當嚴重，無法要求核電廠的從業人員

一定可以於此混亂及焦燥的情況中，妥適、迅速地採取這些處置。尤其是對

照以下的事實，將可進一步闡明此一困難性。 

第一、地震性質上發生於日間及夜間的機率相同，但夜間的從業人員人

數卻很少。如上 3(2)所引述，夜間的值班人員人數根本不及應到達的規制基

準，已成為本件危險性之判斷要素。在突發的危機狀況中，可以直接對應處

理的人員是否在勤，或是現場指揮命令系統中的廠長是否根本不在場，實際

上反而變成關鍵。 

第二、要能夠採取上述事件樹中的對應策略，前提是能夠明確掌握到底

發生了什麼樣的事件，但此一掌握情況的前提，就是極難達成之事。福島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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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廠之事故原因，根據政府事故調查委員會及國會事故調查委員會各自之調

查報告書中所提出的證據，雖然兩份報告書都共同且一致地指出事故原因係

因為地震造成的外部電源中斷，但政府事故調查委員會認為，事故直接原因

的外部電源問題，並非係因為地震造成外部電源有所損傷，而是地震後隨即

發生的海嘯所造成（甲 1、19、20、乙 9）。對比於此，國會事故調查委員會

致力於地震之解析，分析地震及海嘯的發生及到來時間，聽取調查從業人員

之證言，雖然指出在海嘯到來前，外部電源及其他設備，是否因為地震事故

直接發生損傷仍有疑問，但是仍無法確定地震到底在哪些場所、造成什麼樣

的損傷、導致什麼事件的發生（特別是甲 1，第 196 頁-第 230 頁）。於一般事

故發生時，應該要進行事故原因的調查、確定，才能立基該結果進一步提升

技術的安全性，但是在核能發電技術的情況，一但發生重大事故，事故現場

根本無法進入，也就一直無法確認事故原因的可能極高，就連福島核電廠事

故都無法保證將來一定可以確定發生事故的原因（依照甲 32，第 208、220

頁，認為車諾比核災事故的原因至今仍無法完全調查清楚）。與此相同並進一

步言之，在核電廠事故發生時，要確切掌握有幾個地方發生了什麼樣的損傷，

會後續引發什麼事件，是很困難的事。 

第三、假設就算能夠掌握發生了什麼樣的事件，因為地震外部電源中斷

時，對於可以想像要處理的事項極多，像會同時有多個地方發生損傷之類的

情況。但是喪失全交流電源到開始發生爐心損傷的時間只有大概 5 小時多，

從爐心損傷到開始燃料棒融解的時間不到 2 小時，縱使只是小規模的水管破

裂，不用 10 小時，冷卻水的減少也有可能造成爐心損傷（甲 1，第 131 頁、

第 133 頁，第 211 頁，被告準備書狀（5）第 11 頁參照，雖然上述時間係以

福島核電廠一號機為例，但以本件的反應爐的情況來說，剩餘時間大概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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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比福島核電廠一號機長多少，特別是本件反應爐是加壓水型，第一次冷卻

水的水管斷裂的話，冷卻水減少速度會更快，剩餘時間恐怕會比沸騰水型的

福島核電廠一號機更短。） 

第四、應該採取的手段中，有幾個在性質上會是緊急時才不得不採取的

手段，從平常的訓練或是試運轉中根本無法練習。如上所述，冷卻運轉停止

中的反應爐，是以外部電源供應。雖然除了緊急情況下所準備的水冷式緊急

用柴油發電機外，空冷式緊急用發電裝置、電源車都會加以準備（甲 16 之 1，

第 3 之 2 被告之主張（2）參照），如僅有空冷式緊急用發電裝置，實際上是

否真的可以冷卻反應爐，光要測試都太危險而無法進行。 

第五、可以想像，做為防禦手段的系統本身也可能因為地震而破損。大

飯核電廠本身超過好幾百公尺的緊急用引水管路（甲 17，乙 2 之 2，辯論意

旨狀），就算只要其中一部分因為發生超過 700gal 的地震而破損，可以想見，

依賴緊急用引水管路才能使用的水冷式緊急用柴油發電機，就會無法發揮作

用。雖然原告主張（第 17 準備狀），緊急用引水管路下方如果有將來有活動

可能性的斷層，或是將來有可能產生地層錯位的斷層經過的話，就算只是發

生不到 700gal 的地震，也會造成緊急用引水管路的破損，有造成全部水冷式

緊急用柴油發電機無法發揮作用的危險，但本件認為暫時沒有去判斷原告等

上述主張是否真實的必要。其次，新潟縣中越沖地震時，柏崎刈羽核電廠基

地內的活斷層雖然沒有活動的跡象，但可以認定基地內的回填土部分出現了

達到 1.6 公尺的落差（甲 92、乙 8）。因為大飯核電廠和柏崎刈羽核電廠都有

同樣的回填土部分（被告準備書狀（12）參照），一但回填土部分因地震產生

高低落差，可以想像此時做為最終冷卻手段的電源車就會無法移動，或是要

移動也會有顯著的困難。大飯核電廠中，雖然可以認為已經多方準備了從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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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用柴油發電機到各式各樣緊急用的設備（甲 16 之 1，第 3 之 2 被告之主張

（2）參照），但是就像前述的例子一樣，以機械這種東西的性質來說，地震

當然可能會造成多數的設備同時或是相繼無法使用或故障，就算是已經預備

了複數的防禦設備，並無法說就已經提升了地震發生時的安全性。 

第六、實際上放射性物質只要有部分外洩，此一場所就完全無法再接

近。雖然說發生地震後應該視現場情況，常常注意除去放射性物質的危險性，

同時進行把瓦礫等除去的工作，但實際上一但放射性物質外洩的話，要在此

一場所進行作業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考慮最糟的狀況，可能連要到中央

控制室避難的餘裕都沒有。 

第七、通往大飯核電廠的道路有限，無法期待設施以外來的支援。一方

面此一道路係緊鄰山邊，沿著海岸延伸，另一方面途中又要通過數個隧道（甲

14，第 3 頁，乙 2 之 2），可以很容易想像會因為地震引起山崖崩塌以致交通

中斷。 

エ  基準地震動的信賴性 

被告基於大飯周邊活斷層的調查結果，考察活斷層的狀況等條件，因而

依據地震學理論導出最大 GAL 數值為 700，並主張不會發生超過 700gal 的地

震（第 3 之 2 被告之主張（4）ア）。但是，這個理論上的數值的正確性有問

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