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2 年民間社團核能安全議題影子報告年民間社團核能安全議題影子報告年民間社團核能安全議題影子報告年民間社團核能安全議題影子報告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1 

蔡雅瀅蔡雅瀅蔡雅瀅蔡雅瀅 律師律師律師律師 
 
一一一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一一一一) 報告團體簡介報告團體簡介報告團體簡介報告團體簡介：：：：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是以公共利益為訴求的

「法律團體」，我們所強調的公共利益，包括人類、其他生命與

環境整體的利益。我們期望透過訴訟、立法和行政救濟等法律機

制，拒絕不符永續原則的經濟與土地政策，倡議符合代際正義的

永續經濟。 
 
(二二二二) 報告範圍報告範圍報告範圍報告範圍：：：：本報告直接回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華民國

初次報告》（下稱「公政公約初次報告」）第 47頁第 181點涉及

核子設施部分。 
 
(三三三三) 所涉公約條文所涉公約條文所涉公約條文所涉公約條文：：：：本報告涉及兩公約共同第一條之自決權、公民與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公政公約」）第 6 條生命權以及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經社文公約」）第 12條
之健康權。 

 
二二二二、、、、    台灣核能電廠台灣核能電廠台灣核能電廠台灣核能電廠現況現況現況現況 
 

我們認為，台灣政府在公政公約初次報告中，對於我國核能安全

的描述過度簡略，空言「政府應以日本福島核災為殷鑑，進行『全

面核安總體檢』及強化複合性天然災害應變能力，並建置『機組

斷然處置措施』，以全力預防核子事故發生嚴重而不可控制的情

形。」卻對且台灣核能電廠位於地質敏感區，備受地震、海嘯與

火山等高度威脅，且設備老舊、意外頻傳等現況問題隻字未提，

也未說明核災發生時，應採取何種有效措施，確保國民生命健康

財產安全。 
 

(一一一一) 台灣地震頻繁台灣地震頻繁台灣地震頻繁台灣地震頻繁，，，，核電廠緊鄰斷層核電廠緊鄰斷層核電廠緊鄰斷層核電廠緊鄰斷層、、、、火山且火山且火山且火山且受受受受海嘯海嘯海嘯海嘯、、、、土石流威脅土石流威脅土石流威脅土石流威脅：：：： 
 

如同 2011年發生福島核災的日本，台灣是由菲律賓板塊與歐亞

                                                 
1 蔡雅瀅為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專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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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塊相互推擠，自海底隆起的島國，地質活動極為活潑2。地震

頻繁、常有強震，自 1991～2006年平均每年約發生 18,500次地

震，1999年更發生 49,919次地震3，四座核電廠附近均有斷層經

過4。 核一、二廠緊臨大屯火山、核四廠外海亦有 70 多座海底

                                                 
2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碳十四定年實驗室網頁《台灣島的前世今生》：「…約 600

萬年前，菲律賓海板塊西緣的呂宋島弧北端與現今台灣島附近的歐亞大陸邊緣開始碰撞。這次

碰撞，使位在台灣附近大陸棚上的沉積岩層及火山島弧相互推擠、隆起，從南到北逐漸露出海

面形成今日的台灣島。...280萬年前開始，斷續地在台灣北部以及外海地區如基隆嶼、棉花嶼、

彭佳嶼與釣魚台形成大規模的火山噴發。由於主要的弧陸碰撞擠壓點逐漸南移，台灣北部地殼

由原先的擠壓作用逐漸轉變為張裂作用…約距今 80-40萬年前，尤其是約 60 萬年前是大屯火

山群主要的噴發期，大量岩漿湧出地表，此火山活動約持續至 20 萬年前才停止。在菲律賓海

板塊向西隱沒形成琉球島弧的同時，也造成歐亞板塊邊緣張裂，形成 1000-2000公尺深的弧後

沖繩海槽及蘭陽盆地。現今宜蘭外海經常發生地震，就是因為這地區板塊的隱沒及張裂活動還

不斷在進行，造成地殼破裂而引發。…」http://carbon14.gl.ntu.edu.tw/history2.html 
3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http://fault.moeacgs.gov.tw/UploadFiles/files/MEETING/20100304/chapters2.pdf 
  中央地調所《20100304地震地質調查報告》第 6 頁：「…我國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我國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我國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我國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震發地震發地震發地震發

生的次數相當頻繁生的次數相當頻繁生的次數相當頻繁生的次數相當頻繁，，，，並且並且並且並且經常有強烈的地震發生經常有強烈的地震發生經常有強烈的地震發生經常有強烈的地震發生。依據本局自 1991～2006 年 16 年的觀測資料

顯示，台灣地區平均每年約發生台灣地區平均每年約發生台灣地區平均每年約發生台灣地區平均每年約發生 185,00185,00185,00185,00 次地震次地震次地震次地震，其中約有 1000 次為有感地震。地震發生次數

最多的一年是在 1999 年，主要是受到 921 地震之影響，該年共計發生了該年共計發生了該年共計發生了該年共計發生了 49,91949,91949,91949,919 次地震次地震次地震次地震，其中

有感地震達 3,228 次之多。…」 
4  資料來源： 

  (1)台電公司網站-電力系統圖(可看出 4 座核電廠位置) 

    http://www.taipower.com.tw/TaipowerWeb//upload/images/11/powerimage.gif 
  (2)2009年 12 月 14 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管制處《核一廠 1、2 號機第三次十年整體安全

評估報告第六章「耐震安全評估」審查報告》第 10 頁：「….既然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以

將山腳斷層定為活動斷層，且山腳斷層與核一廠之水平最短距離為山腳斷層與核一廠之水平最短距離為山腳斷層與核一廠之水平最短距離為山腳斷層與核一廠之水平最短距離為 6.9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此一重大新事此一重大新事此一重大新事此一重大新事

證之提出是將衝擊到核一廠甚至核二廠的耐震安全證之提出是將衝擊到核一廠甚至核二廠的耐震安全證之提出是將衝擊到核一廠甚至核二廠的耐震安全證之提出是將衝擊到核一廠甚至核二廠的耐震安全…」

http://www.aec.gov.tw/upload/1260840965NRDSER9817.pdf 
 (3)經濟部中央地調所《台北盆地的隱憂 山腳斷層》：「…『山腳斷層』，大約在 40~70 萬年前開

始活動，陷落形成了台北盆地，根據其特性目前被歸類為活動斷層活動斷層活動斷層活動斷層…山腳斷層可以穿過大屯山腳斷層可以穿過大屯山腳斷層可以穿過大屯山腳斷層可以穿過大屯

火山火山火山火山，，，，延伸至東北方的金山地區延伸至東北方的金山地區延伸至東北方的金山地區延伸至東北方的金山地區；山腳斷層的長度，已經證實為過去所認知的至少有兩倍之

長。…近年來，海上的震測調查，由金山近岸地區往東北海域方向延伸，更發現了與山腳斷

層近乎相同走向的正斷層軌跡；因此，如果斷層活動再延伸進入海域，理論上可能產生規模

更大的地震。…」http://www.moeacgs.gov.tw/info/view.jsp?info=264 

  

  (4)陳文山教授，《恆春斷層之長期滑移速率與再現週期》：「...恆春斷層恆春斷層恆春斷層恆春斷層應位於現今明顯地形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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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地質學家曾警告火山噴發將影響核電廠安全5。1867年台

                                                                                                                                            
的位置處，如海口至四重溪，南段區域大致位在山麓前緣與恆春谷地的交匯處；至南灣地區

則沿著馬鞍山附近或東側向南延伸至南灣灣內的向南延伸至南灣灣內的向南延伸至南灣灣內的向南延伸至南灣灣內的核三廠核三廠核三廠核三廠出水口出水口出水口出水口，之後進入南灣海域。...」

http://ashan.gl.ntu.edu.tw/publication/study99/4-4/index_Hengchun-ch.htm 

  (5)經濟部中央地調所《研究成果-25K-恆春斷層》 

http://erarc.epa.gov.tw/e/79/201111020000/archive/fault.mo/TaiwanFaults/PageContentb3cd.html?type=

C&id=166  

 

 
 (6)節錄黃鑑水、劉恒吉，《五萬分之一台灣地質圖說明書-圖幅第五號-雙溪》，經濟部中央地調

所 77 年 7 月出版。  

 
5 (1)2012 年 6 月 5 日中國時報報導《火山灰恐威脅核一、核二廠安全》：「國內火山研究權威國內火山研究權威國內火山研究權威國內火山研究權威、、、、

國科會前副主委陳正宏國科會前副主委陳正宏國科會前副主委陳正宏國科會前副主委陳正宏昨日建議原子能委員會，應審慎評估大屯火山群若爆發大屯火山群若爆發大屯火山群若爆發大屯火山群若爆發，，，，大量噴發的大量噴發的大量噴發的大量噴發的

火山灰可能對火山灰可能對火山灰可能對火山灰可能對核一核一核一核一、、、、二廠二廠二廠二廠造成的安全影響造成的安全影響造成的安全影響造成的安全影響。 ...原能會核能管制處長陳宜彬指出，經濟部地經濟部地經濟部地經濟部地

質調查所長林朝宗和陳正宏過去兩年先後提醒原能會要注意大屯火山群若爆發質調查所長林朝宗和陳正宏過去兩年先後提醒原能會要注意大屯火山群若爆發質調查所長林朝宗和陳正宏過去兩年先後提醒原能會要注意大屯火山群若爆發質調查所長林朝宗和陳正宏過去兩年先後提醒原能會要注意大屯火山群若爆發，，，，可能對可能對可能對可能對核核核核

一一一一、、、、二廠二廠二廠二廠造成安全衝擊造成安全衝擊造成安全衝擊造成安全衝擊。...」

http://life.chinatimes.com/2009Cti/Channel/Life/life-article/0,5047,100317+112012060500047,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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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核一、二廠附近，曾發生基隆-金山海嘯，造成嚴重死傷6，1771
年離台灣東北部約 200公里的日本石垣島亦曾發生浪高 85公尺

的大海嘯。經濟部中央地調所肯認台灣東北部海槽不斷擴張，伴

隨許多張裂性斷層活動及旺盛的海底火山作用，易受海嘯侵襲
7，地質學家亦認為海嘯對核電廠安全造成威脅8。又核一、二廠

                                                                                                                                            
(2)2011 年 3 月 14 日今日新聞《核四週邊有 11 座活火山 李昭興：地震或海嘯將有嚴重災情》：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教授李昭興今（14）日說，台灣地形地質條件和日

本相似，而貢寮核四廠核四廠核四廠核四廠址半徑址半徑址半徑址半徑 80808080 公里海域內公里海域內公里海域內公里海域內，，，，有有有有 70707070 幾座海底火山幾座海底火山幾座海底火山幾座海底火山，，，，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11111111 座是活火山座是活火山座是活火山座是活火山，，，，有有有有

活躍跡象活躍跡象活躍跡象活躍跡象，如果遇到超級地震與海嘯，台灣核電廠將有嚴重災情」

http://www.nownews.com/2011/03/14/10844-2696426.htm 
6 資料來源：921地震數位知識庫 http://kbteq.ascc.net/history/ching-7.html 
  《苗栗縣志》卷 8，頁 130：「（同治六年）冬十一月，地大震。…廿三日，雞籠頭、金包裏沿金包裏沿金包裏沿金包裏沿

海海海海，，，，山傾地裂山傾地裂山傾地裂山傾地裂，，，，海水暴漲海水暴漲海水暴漲海水暴漲，，，，屋宇傾壞屋宇傾壞屋宇傾壞屋宇傾壞，，，，溺數百人溺數百人溺數百人溺數百人。」、Alvarez 著 《Formosa》：「1867年 12 月

18 日，北部地震更烈，災害亦更大，基隆城全被破壞，港水似已退落淨盡，船隻被擱于沙灘

上；不久，水又復回，來勢猛烈，船被衝出，魚亦隨之而去。沙灘上一切被沖走。原本建築良

好之屋宇，亦被衝壞，土地被沙掩沒，金包裏地中出聲金包裏地中出聲金包裏地中出聲金包裏地中出聲。。。。水向上冒水向上冒水向上冒水向上冒，，，，高達四十尺高達四十尺高達四十尺高達四十尺；；；；一部份土地一部份土地一部份土地一部份土地

沈入海中沈入海中沈入海中沈入海中。基隆港內，有若干尺面積地方，其下落已較原來為深。此係據若干歐洲商人證實報

告。」  
7 經濟部中央地調所 2005年 1 月 7 日《台灣會受到海嘯的威脅嗎？》新聞稿：「…台灣曾於 1781

年台灣曾於 1781 年及 1867年分別在南部的高雄地區及北部的基隆北部的基隆北部的基隆北部的基隆————金山地區發生嚴重的海金山地區發生嚴重的海金山地區發生嚴重的海金山地區發生嚴重的海

嘯災害嘯災害嘯災害嘯災害。1781 年海嘯的原因不明；而 1867 年的海嘯伴隨大地震海嘯伴隨大地震海嘯伴隨大地震海嘯伴隨大地震，，，，應為海底斷層活動所引發應為海底斷層活動所引發應為海底斷層活動所引發應為海底斷層活動所引發。...

台灣東北部台灣東北部台灣東北部台灣東北部以及西南外海水深較淺，海床坡海床坡海床坡海床坡度平緩度平緩度平緩度平緩，，，，更易受到海嘯的侵襲更易受到海嘯的侵襲更易受到海嘯的侵襲更易受到海嘯的侵襲（圖三）。台灣東北

海域為沖繩海槽最南段，由於沖繩海槽不斷的擴張沖繩海槽不斷的擴張沖繩海槽不斷的擴張沖繩海槽不斷的擴張，，，，伴隨許多張裂性的斷層活動伴隨許多張裂性的斷層活動伴隨許多張裂性的斷層活動伴隨許多張裂性的斷層活動（（（（圖四圖四圖四圖四））））及海及海及海及海

底火山底火山底火山底火山（（（（圖五圖五圖五圖五），），），），屬於地震活動頻繁與火山作用旺盛區域屬於地震活動頻繁與火山作用旺盛區域屬於地震活動頻繁與火山作用旺盛區域屬於地震活動頻繁與火山作用旺盛區域。根據目前研究指出本區域海底火山

有六十幾座之多，龜山島即為其中一座露出海面的活火山，而劇烈性的張裂性斷層活動及海底劇烈性的張裂性斷層活動及海底劇烈性的張裂性斷層活動及海底劇烈性的張裂性斷層活動及海底

火山活動都是引發海嘯的主要原因火山活動都是引發海嘯的主要原因火山活動都是引發海嘯的主要原因火山活動都是引發海嘯的主要原因。此外，在基隆外海的棉花嶼與釣魚台海域為沖繩海槽的北

坡，海底呈現數個峽谷地形，研判這些海底峽谷可能由伴隨斷層活動的大規模的海底山崩所造

成，海底山崩亦可能形成海嘯海底山崩亦可能形成海嘯海底山崩亦可能形成海嘯海底山崩亦可能形成海嘯，，，，為東北海域帶來災害為東北海域帶來災害為東北海域帶來災害為東北海域帶來災害。此外，台灣東北方的琉球群島及日本海

域均為地震頻繁地區，與台灣的距離在 2,000 公里以內，這些海域發生的大規模地震活動所引大規模地震活動所引大規模地震活動所引大規模地震活動所引

發的海嘯亦將有可能侵襲台灣的海岸發的海嘯亦將有可能侵襲台灣的海岸發的海嘯亦將有可能侵襲台灣的海岸發的海嘯亦將有可能侵襲台灣的海岸。…」，以下圖三、圖四引自本新聞稿。 

     http://www.moeacgs.gov.tw/info/view.jsp?info=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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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均有土石流潛勢溪流通過9，地質條件欠佳。綜上，台灣地震

                                                                                                                                            

  
8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教授李昭興，《地球科學工作者的苦口婆心：海嘯一定

會再來！》2012年 3 月 11 日自由時報：「...台灣位於世界最大的大陸地殼台灣位於世界最大的大陸地殼台灣位於世界最大的大陸地殼台灣位於世界最大的大陸地殼（（（（歐亞板塊歐亞板塊歐亞板塊歐亞板塊））））和最大和最大和最大和最大

的海洋地殼的海洋地殼的海洋地殼的海洋地殼（（（（菲律賓海板塊菲律賓海板塊菲律賓海板塊菲律賓海板塊））））之間之間之間之間，，，，地震頻繁地震頻繁地震頻繁地震頻繁，，，，造山運動的速率居世界第一造山運動的速率居世界第一造山運動的速率居世界第一造山運動的速率居世界第一。。。。在陸上能把玉山在陸上能把玉山在陸上能把玉山在陸上能把玉山

推上推上推上推上 3,962 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就應該相信海底的推擠同樣地會造成破壞性的海嘯就應該相信海底的推擠同樣地會造成破壞性的海嘯就應該相信海底的推擠同樣地會造成破壞性的海嘯就應該相信海底的推擠同樣地會造成破壞性的海嘯。台灣東北邊有 1,800公

里長的琉球隱沒帶，日本擔心它的北端，我們擔心它的南端。日本有史以來最大的 85 公尺海

嘯記錄--1771年石垣島大海嘯（保守估計也有 35 公尺），距離台灣只有 200公里而已。如果再

次發生海嘯，就像日本 311的海嘯，20 分鐘之內可以到達台灣。1867年基隆大海嘯的記錄也

不是很清楚，但可以確定的，海嘯是一定會再來的海嘯是一定會再來的海嘯是一定會再來的海嘯是一定會再來的。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多大？而如果如果如果如果

它來的時候它來的時候它來的時候它來的時候，，，，我們的核電廠還在我們的核電廠還在我們的核電廠還在我們的核電廠還在，，，，而我們的核廢料還未處理而我們的核廢料還未處理而我們的核廢料還未處理而我們的核廢料還未處理，，，，那問題就麻煩了那問題就麻煩了那問題就麻煩了那問題就麻煩了！...」 
9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核一廠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設施總體檢初步報告》

第参-12、13 頁：「…根據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於 94 年 3 月全國現地調查後所公布之資料，乾華乾華乾華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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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繁，核電廠廠址緊鄰斷層、火山且有海嘯、土石流威脅，極易

發生核災。 
 
(二二二二) 核電廠設於人口稠密的首都圈核電廠設於人口稠密的首都圈核電廠設於人口稠密的首都圈核電廠設於人口稠密的首都圈，，，，國土面積狹小國土面積狹小國土面積狹小國土面積狹小，，，，缺乏避難空間缺乏避難空間缺乏避難空間缺乏避難空間：：：： 
  

台灣的首都圈有 3座核電廠，其中核一廠(金山電廠)、核二廠(國

                                                                                                                                            
溪上游有兩處土石流潛勢溪流溪上游有兩處土石流潛勢溪流溪上游有兩處土石流潛勢溪流溪上游有兩處土石流潛勢溪流…由安全分析報告評估可得知，土石流潛勢溪流發生段與流動段

之坡度約為 11°~17°，在此一範圍之坡度足以提供土石移動的位能足以提供土石移動的位能足以提供土石移動的位能足以提供土石移動的位能，，，，因而有產生土石流之潛勢因而有產生土石流之潛勢因而有產生土石流之潛勢因而有產生土石流之潛勢…

乾華溪在土石流潛勢溪流堆積段與進入乾華溪在土石流潛勢溪流堆積段與進入乾華溪在土石流潛勢溪流堆積段與進入乾華溪在土石流潛勢溪流堆積段與進入核一廠核一廠核一廠核一廠範圍內之間長度約範圍內之間長度約範圍內之間長度約範圍內之間長度約 5 km 5 km 5 km 5 km 之渠道之渠道之渠道之渠道…」 

 

台灣電力公司核能後端營運處 100 年 5 月《減容中心、蘭嶼貯存場及核一廠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

存設施災害防護總體檢初步報告》第壹-6 頁：「核二廠核二廠核二廠核二廠所在之萬里鄉之土石流潛勢溪流土石流潛勢溪流土石流潛勢溪流土石流潛勢溪流...減容中減容中減容中減容中

心在編號心在編號心在編號心在編號 DF207 DF207 DF207 DF207 溪流溪流溪流溪流((((瑪鍊溪瑪鍊溪瑪鍊溪瑪鍊溪))))之影響範圍內之影響範圍內之影響範圍內之影響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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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電廠)半徑 30公里約有 470萬及 550萬人居住10，如此大量的

人口，一旦發生核災，難以疏散、安置。台灣國土面積約僅 3萬

6千平方公里，而車諾比核災污染面積超過 16萬平方公里11，約

為台灣國土面積的 4.4倍，全國居民將無處可逃。 
  

福島核災和車諾比核災發生時，均撤離半徑 30 公里居民，而中

華民國政府就核災「緊急應變計畫區」卻僅按核電廠半徑 8公里

劃設12，明顯過小。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資料13，全國可供收容

安置之處所，合計可收容 106萬餘人（包含核災不宜之「室外」

收容空間）等，扣除鄰近北部核電廠的縣市之收容空間，僅能收

容 63萬 8千餘人，與核災半徑 30公里居民人數相較，安置處所

嚴重不足14。政府規劃於核災時安置災民的汐止保長坑訓練中

心，距核一、四廠約 25公里、距核二廠約 14公里15，位在其他

國家實際發生核災時的撤離範圍內，人民受公約保障之生命權、

健康權等均受到嚴重威脅。 

                                                 
10 21 April 2011 ,Nature,Reactors, residents and risk：「...Taiwan's 1,933-megawatt Kuosheng plant 

with 5.5 million people within a 30-kilometre radius and the 1,208-megawatt Chin Shan plant 

with 4.7 million; both zones include the capital city of Taipei. ...」

http://www.nature.com/news/2011/110421/full/472400a.html 
11 行政院新聞局 2000年 12 月 1 日《行政院說明蘇聯車諾比事件死亡人數》新聞稿：「...依聯合

國大會 1995年 8 月秘書處報告，車諾比災變中，被迫離開家園有 40 萬人，直接與間接受到

健康影響者至少 900萬人，污染面積污染面積污染面積污染面積 16 萬平方公里以萬平方公里以萬平方公里以萬平方公里以上上上上，投入清理核災的工人（包括軍人）

約 80 萬人。這些清理工人，事後皆發現健康受嚴重影響（罹患甲狀腺癌、肺癌、血癌等）。...」 

    http://internationalnewsstation.tw/fp.asp?xItem=21695&ctNode=4614&mp=1&fpage=cp 
12 2012年 10 月 27 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一、二、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 8 公里範圍村(里)

行政區》公告 http://www.aec.gov.tw/www/control/emergency/files/index_01_1-17.pdf 
13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 各地方政府收容安置場所     
   http://www.ndppc.nat.gov.tw/NANMADOL/0502.aspx 
14 蔡雅瀅，《台灣核災困境 用常識算一算》http://zh.wildatheart.org.tw/story/10/720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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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我國所有重要水庫大壩半徑我國所有重要水庫大壩半徑我國所有重要水庫大壩半徑我國所有重要水庫大壩半徑 250 公里範圍內均有核電廠公里範圍內均有核電廠公里範圍內均有核電廠公里範圍內均有核電廠，，，，人民之人民之人民之人民之

用水安全備受威脅用水安全備受威脅用水安全備受威脅用水安全備受威脅：：：： 
 
   福島核災時，距離福島電廠 250公里外的東京出現自來水輻射劑

量過高，不宜孕婦、嬰兒飲用之情形16。而我國所有重要水庫之

大壩半徑 250公里範圍內均有核電廠，其中，石門水庫、新山水

庫、翡翠水庫、牡丹水庫之大壩距離核電廠不到 75公里17，集水

區與核電廠距離更近。不僅於核災發生時，將面臨缺乏潔淨水源

之困境。其適當生活水準權、享有最高標準健康之權利、以及水

權等均受嚴重侵害。 
 
(四四四四) 運轉中核一運轉中核一運轉中核一運轉中核一、、、、二二二二、、、、三廠老化問題及興建中核四廠工程問題均極為三廠老化問題及興建中核四廠工程問題均極為三廠老化問題及興建中核四廠工程問題均極為三廠老化問題及興建中核四廠工程問題均極為

嚴重嚴重嚴重嚴重：：：： 
  
   核一、二廠各反應爐分別於 1978年 12月、1979年 7月、1981年

12月、1983年 3月陸續商轉，使用已超過或逼近 30年，4座反

應爐均有爐心側板破裂問題18，但竟因成本問題並未更換；核二廠

                                                 
16 2011 年 3 月 20 日中評社《福島菠菜輻射超標 東京食水含輻射碘》報導：「...距核電廠距核電廠距核電廠距核電廠 250250250250 公公公公

里外的東京里外的東京里外的東京里外的東京，，，，自來水亦驗出含有放射性碘自來水亦驗出含有放射性碘自來水亦驗出含有放射性碘自來水亦驗出含有放射性碘...」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6/3/3/5/101633560.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633

560 

 
17 《日本自來水受輻射汙染相關作法》，第 71 頁，自來水會刊第 30 卷第 2 期 

  
18  2002 年 10 月 1 日原能會核能管制處《沸水式核能機組爐心側板完整性管制簡介》：「…核一核一核一核一

廠二號機廠二號機廠二號機廠二號機首先於 1994 年 3 月間機組大修時，發現 H3H3H3H3 焊道有裂紋焊道有裂紋焊道有裂紋焊道有裂紋指示，並於隔年 3 月間之機

組大修時，亦發現 H5H5H5H5、、、、H6H6H6H6 焊道有裂痕焊道有裂痕焊道有裂痕焊道有裂痕指示…核一廠一號核一廠一號核一廠一號核一廠一號機亦於 1995 年 4 月間機組大修時，



 
 

 9 

2座反應爐更發生錨定螺栓斷裂問題19，至今亦未有妥善處理；核

三廠亦曾因管線老舊起火20。3座運轉中核電廠老化問題嚴重。 
 
   核四廠自 1999年 3月 17日動工興建，過程爭議不斷，未採統包

(turn-key)模式，而係分成 853項標案，施工整合困難21；任意修改

原廠設計、降低安全規格22；施工品質拙劣，多次違法遭原能會裁

罰23；參與監督工作之核四安全監督委員亦曾公開撰文指出其安全

疑慮24；輻射區幾乎全面使用未具抗輻射型之管線25，參與興建者

直指：運轉會大爆炸26。試運轉階段，因颱風、人為疏失、設備瑕

                                                                                                                                            
發現 H6H6H6H6 焊道有裂紋焊道有裂紋焊道有裂紋焊道有裂紋指示…核二廠僅二號機核二廠僅二號機核二廠僅二號機核二廠僅二號機於 1995 年 9 月間機組大修時…發現 H4H4H4H4 焊道內側焊道內側焊道內側焊道內側

下方有一長約下方有一長約下方有一長約下方有一長約 6~86~86~86~8 吋之裂紋吋之裂紋吋之裂紋吋之裂紋，於 1998 年 4 月間機組大修時，亦發現 H4H4H4H4 水平焊道又有水平焊道又有水平焊道又有水平焊道又有 7777 只長只長只長只長

約約約約 1.811.811.811.81 吋至吋至吋至吋至 13.213.213.213.2 吋不等之裂紋存在吋不等之裂紋存在吋不等之裂紋存在吋不等之裂紋存在，水平焊道 H6AH6AH6AH6A 在在在在 5555
。。。。方向亦發現一只約方向亦發現一只約方向亦發現一只約方向亦發現一只約 2.562.562.562.56 吋之裂紋吋之裂紋吋之裂紋吋之裂紋，

H7H7H7H7 焊道亦於焊道亦於焊道亦於焊道亦於 12121212。。。。方向有一長約方向有一長約方向有一長約方向有一長約 6.5356.5356.5356.535 吋之裂紋吋之裂紋吋之裂紋吋之裂紋」 

    http://www.aec.gov.tw/upload/1033641261Reg-BWR-Core%20Shroud-911001.pdf 
   2012 年 6 月 18 日原能會「核二廠一號機爐心側板裂紋說明」新聞稿：「...核二廠一號機...在

H4 焊道發現有焊道發現有焊道發現有焊道發現有 2 處裂紋處裂紋處裂紋處裂紋，，，，分別長分別長分別長分別長 296mm、、、、116mm，H5 焊道發現有焊道發現有焊道發現有焊道發現有 2 處裂紋處裂紋處裂紋處裂紋，，，，分別長分別長分別長分別長 104mm、、、、

16mm...」http://www.aec.gov.tw/www/upload/headline_file/2012169170629.pdf 
19 2012 年 4 月 16 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蔡春鴻主委《專案報告-核二場反應爐基座七跟螺栓毀損

檢討核電廠運轉安全性》：「...核二廠核二廠核二廠核二廠 1111 號機號機號機號機 EOC-22 大修期間...發現位於裙鈑內側 1111 根螺栓斷裂根螺栓斷裂根螺栓斷裂根螺栓斷裂............

再次發現內側另有再次發現內側另有再次發現內側另有再次發現內側另有 2222 根螺栓已近斷裂根螺栓已近斷裂根螺栓已近斷裂根螺栓已近斷裂，，，，另尚有另尚有另尚有另尚有 4444 根螺栓有裂紋根螺栓有裂紋根螺栓有裂紋根螺栓有裂紋...2222 號機於號機於號機於號機於 EOC-21 大修(100 年

10 月)...發現一根螺栓斷裂發現一根螺栓斷裂發現一根螺栓斷裂發現一根螺栓斷裂......」http://www.aec.gov.tw/www/info/files/index_12-01.pdf 
20 2011 年 12 月 20 日自由時報《前年核三廠火警 台電課長被訴》報導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dec/20/today-life13.htm 
21 監察院 101財正 0005號糾正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核四計畫核四計畫核四計畫核四計畫，，，，未採統包模式未採統包模式未採統包模式未採統包模式，，，，衍衍衍衍

生各類採購標案多達生各類採購標案多達生各類採購標案多達生各類採購標案多達 835 項項項項，，，，界面整合困難界面整合困難界面整合困難界面整合困難…」
http://www.cy.gov.tw/sp.asp?xdUrl=./di/edoc/eDocForm_Read.asp&ctNode=911&AP_Code=eDoc&
Func_Code=t02&case_id=101000034 

22 監察院 0990800723號調查報告：「黃委員煌雄、葛委員永光調查︰核四廠試運轉期間事故頻

仍，凸顯任意修改原廠安全設計任意修改原廠安全設計任意修改原廠安全設計任意修改原廠安全設計、、、、降低電廠零件之安全規格等工程降低電廠零件之安全規格等工程降低電廠零件之安全規格等工程降低電廠零件之安全規格等工程缺失，恐危害全民生命及財

產安全…」
http://www.cy.gov.tw/sp.asp?xdUrl=./di/edoc/eDocForm_Read.asp&ctNode=910&AP_Code=eDoc
&Func_Code=t01&case_id=100000259 

23
 原能會網站 / 違法處罰案件檢索系統 

   http://www.aec.gov.tw/www/control/nuclear/index_08.php 
24 林宗堯，《核四論》http://e-info.org.tw/node/69036 
25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01年 7 月龍門核能電廠建廠管制現況報告》：「...全廠(核島區及非核島

區)輻射區幾乎全面性裝置未具抗輻射型輻射區幾乎全面性裝置未具抗輻射型輻射區幾乎全面性裝置未具抗輻射型輻射區幾乎全面性裝置未具抗輻射型(ZHUA 或或或或 ZHLA)可能性金屬導線管可能性金屬導線管可能性金屬導線管可能性金屬導線管...」
http://www.aec.gov.tw/upload/1346222732LM10107.pdf 

26 2012年 6 月 20 日今日新聞網《核四驚爆採購弊案 包商：核四運轉會大爆炸》報導：「…核四

包商『禾企』的陳姓負責人在接受專訪時表示，核四一旦運核四一旦運核四一旦運核四一旦運轉會有大災難轉會有大災難轉會有大災難轉會有大災難；而一名在台電工作

20 多年的資深員工則透露：『軟管如果沒有防輻射功能軟管如果沒有防輻射功能軟管如果沒有防輻射功能軟管如果沒有防輻射功能，那裡面的電纜線可能因為輻射受損而

電線裸露，輕則短路、走火、電死人；嚴重的話嚴重的話嚴重的話嚴重的話，，，，可能造成當機可能造成當機可能造成當機可能造成當機，，，，甚至爆炸甚至爆炸甚至爆炸甚至爆炸！』…」

http://www.nownews.com/2012/06/20/10844-28262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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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等原因多次淹水27；因環境高溫28、誤觸送出假信號29、靜電引

起控制卡片程式錯亂30、雨天水氣滲入31等原因而跳電、火燒，安

全堪慮。 
 
三三三三、、、、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 
 

敬請審查委員提出以下問題與建議： 
 
(一一一一) 「「「「非核家園非核家園非核家園非核家園」」」」是我國環境基本法明定的政策目標是我國環境基本法明定的政策目標是我國環境基本法明定的政策目標是我國環境基本法明定的政策目標，，，，具體落實措施具體落實措施具體落實措施具體落實措施

與期程為何與期程為何與期程為何與期程為何？？？？ 
 

2002年 12月 11日制定的環境基本法第 23條明定：「政府應訂定

計畫，逐步達成非核家園目標」。立法近 10年，仍未落實該項保

障國民健康、安全之法條，顯不合理。台灣政府既然在國家報告

中認為政府應「打造達成非核之有利條件，『逐步邁向非核家園』

之目標」，則應提出具體落實的措施與期程。 
 
(二二二二) 核能發電僅佔台灣發電總量核能發電僅佔台灣發電總量核能發電僅佔台灣發電總量核能發電僅佔台灣發電總量 12.4%，，，，遠低於遠低於遠低於遠低於用電量最高時未用到用電量最高時未用到用電量最高時未用到用電量最高時未用到

的備用電力的備用電力的備用電力的備用電力，，，，為何無為何無為何無為何無法立即法立即法立即法立即除役核一除役核一除役核一除役核一、、、、二二二二、、、、三廠三廠三廠三廠，，，，停建尚未完工停建尚未完工停建尚未完工停建尚未完工

的核四廠的核四廠的核四廠的核四廠，，，，落實非核家園落實非核家園落實非核家園落實非核家園？？？？ 
  

依台電公司 2012年統計資料，核電只佔 12.4%32，全年用電量最

                                                 
27 原能會核子管制處《辛樂克颱風造成核能四廠二號機反應器廠房淹水事件調查報告》   
 www.aec.gov.tw/upload/1223950495NRDLM9708.pdf 

  監察院 101財正 0025號糾正案文：「…台電公司未落實『核四工程品質保證方案』，致龍門電

廠試運轉時違規與注意改善事項層出不窮，如抑壓池灌水作業不當抑壓池灌水作業不當抑壓池灌水作業不當抑壓池灌水作業不當，，，，致反應器廠房底層淹水致反應器廠房底層淹水致反應器廠房底層淹水致反應器廠房底層淹水、、、、

壓力試驗合格之室內消防栓系統壓力試驗合格之室內消防栓系統壓力試驗合格之室內消防栓系統壓力試驗合格之室內消防栓系統，，，，其太平龍頭竟脫落其太平龍頭竟脫落其太平龍頭竟脫落其太平龍頭竟脫落，，，，致汽機廠房積水致汽機廠房積水致汽機廠房積水致汽機廠房積水等，均嚴重衝擊國人對

核能安全運轉之信心等情，確有諸多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http://www.cy.gov.tw/sp.asp?xdUrl=./di/edoc/eDocForm_Read.asp&ctNode=911&AP_Code=eDoc&Func_

Code=t02&case_id=101000109 
28 2010年 8 月 1 日輻射防護簡訊 104 期 p104-7 原能會訊《對中國時報「全黑 28 小時核四測試大

當機」報導之說明》www.rpa.url.tw/rpacafe/attachments/article/116/輻防簡訊簡訊簡訊簡訊 111104 期.pdf 
29 原能會核能管制處《99 年 5 月龍門電廠 1 號機安全相關 穩壓穩頻不斷電系統故障事件報告》 

   www.aec.gov.tw/upload/1294130330NRDLM9915991599159915.pdf 
30 原能會核能管制處《99 年 7 月 9 日龍門電廠喪失廠外交流電源事件檢討報告》  

   http://www.aec.gov.tw/upload/1284427055index_03_g-14.pdf 
31 原能會核能管制處 99 年 11 月《99 年 8 月 7 日龍門電廠喪失 354kv 廠外電源事件報告》 

  http://www.aec.gov.tw/upload/1285809115NRDLM9911.pdf 
32 台電公司網站 / 年產銷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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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之尖峰備用容量率，則高達 22.7%，用電量最高時未用到的備

用電力比核電還多33；2012年 4月 23日至同年 6月 3日核二廠 1
號機及核三廠 1號機同時停機大修34，在春夏之際，少 38％的核

電達 42天，根本未發生缺電情形35。  
 
如上所言，台灣地震頻繁，核電廠緊鄰斷層、火山且有海嘯、土

石流威脅，核電廠設於人口稠密的首都圈，國土面積狹小缺乏避

難空間，重要水庫鄰近核電廠，核災發生時將缺乏潔淨水源，平

日則有輻射污染風險；且運轉中核一、二、三廠老化問題及興建

中核四廠工程問題均極為嚴重，實應核災發生前，儘速依法實現

非核家園，關閉運轉中的核一、二、三廠、停建興建中的核四廠，

                                                                                                                                            
  http://www.taipower.com.tw/left_bar/jing_ying_ji_xiao/year_production.htm 

 
33 台電公司網站 / 台電系統備用容量率
http://stpc00601.taipower.com.tw/loadGraph/SpinningReserve.html

 
34

 原能會網站 / 運轉設施管制歷史資料查詢系統 

   http://www.aec.gov.tw/www/control/nuclear/index_02.php 
35 Tsai Ya-ying , Nuclear power not worth the risks, Oct 14, 2012 ,TAIPEI TIMES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12/10/14/200354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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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國民健康、安全。 
 
(三三三三) 緊急應變區應擴大至少半徑緊急應變區應擴大至少半徑緊急應變區應擴大至少半徑緊急應變區應擴大至少半徑 30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並應提出足以保障國民安並應提出足以保障國民安並應提出足以保障國民安並應提出足以保障國民安

全之核災應變方案全之核災應變方案全之核災應變方案全之核災應變方案：：：： 
 

在核電廠全部除役前，應先將緊急應變區由 8公里，擴大至少半

徑 30 公里，事先發放碘片及進行防災教育，並應立即提出足以

保障國民安全、健康之核災應變方案。若無法提出合理可行之核

災緊急應變及長期安置計畫，更應儘速除役核電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