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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簡介：
張米拉
日語檢定 N1 合格，台大科法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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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2014 年 1 月 30 日
東京地方法院 台鑒

原告之訴訟代理人 律師 島 昭宏
同上

律師 伊倉秀知

同上

律師 吉田理人

同上

律師 片口浩子

原告︰如附錄「原告清單」所記載(1415 名)
原告代理人︰如附錄「原告代理人清單」所記載(3 名)
被告︰如附錄「被告清單」所記載(3 名)

核能發電廠設備製造廠商 損害賠償請求案件

訴訟標的︰141,500 日圓
訴訟費用(貼用稅票) ︰2000 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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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要旨

要求
1. 針對因被告所為直接或連帶而生的損害之一部分，由被告給付原告每人 100 日圓。
2.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請求之原因
如目次後第 1 章至第 11 章所記載。

證

據

1. 證據甲 1 號︰《國會事故調查報告書》
2. 證據甲 2 號︰讀賣新聞
3. 證據甲 3 號︰《》暴露於輻射線對健康造成的影響與風險評估
4. 證據甲 4 號︰核能委員會月報
5. 證據甲 5 號︰核能委員會月報
6. 證據甲 6 號︰眾議院會議紀錄第 31 號
7. 證據甲 7 號︰東日本大地震復興特別委員會會議紀錄第 14 號
8. 證據甲 8 號︰東日本大地震復興特別委員會會議紀錄第 12 號
9. 證據甲 9 號︰東日本大地震復興特別委員會會議紀錄第 16 號
10. 證據甲 10 號︰核能損害賠償紛爭解決中心活動狀況報告書
11. 證據甲 11 號︰《科學》 第 1055 期
12. 證據甲 12 號︰《技術與人間》
13. 證據甲 13 號︰報告書「關於 Mark-I 型圍阻體」
14. 證據甲 14 號︰日本綠色和平組織 媒體新聞稿

附加檔案
1. 訴狀副本
2. 訴訟委任書

3份
1415 份
2

3. 資格證明書
4. 證據甲複製本

3份
各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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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的原因
第 1 章

本訴訟之目的與意義

1938 年底，德國的 Otto Hahn 和 Fritz Strassmann 發現了鈾的核分裂反應，次年初，此消
息為世界上的科學家們帶來莫大衝擊。在那之前就一直關注連鎖反應導致核能釋放之可能性
的 Leo Szilard，在得知消息後，立刻展開關於連鎖反應的相關實驗。而後，對於同年 3 月 3
日的事，他如此回憶︰広島

如果螢幕上出現閃光，那就再次表示，核能的大規模釋放即將成為可能。我們將開關打
開，而後見到了閃光。在非常短的一剎那間，凝視著那閃光，但之後就將開關關了打道回府。
那晚，我禁不住這樣想「世界正一步步地朝向災難邁進」。

之後約 6 年 5 個月後，在廣島和長崎，他的預感以最糟糕的形式實現了。而後，正當人
們期待，做為「以和平為目的的核能」，核能釋放將為人們帶來解放時，1979 年美國三哩島
核電事故和 1986 年的蘇聯車諾比核電事故中，卻發生了著實令人恐懼的災難。

2011 年 3 月，因為東日本大地震而在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能發電所(以下簡稱第一
核電所)發生的事故(以下稱本件核電事故)不但是日本再次遭受到的、核能釋放所帶來的嚴重
災難，從放射線的排放量、被害的規模與持續性、回復原狀的困難性等等來看，也可以說是
人類至今遭受過的最大災難。

在本件核電事故後，日本政府依據核能損害賠償法的規定設置了「核能損害賠償紛爭審
查會」(原子力損害賠償審査会)，並為了強化對於相關紛爭之和解的仲介機能，在審查會之
下設立「核能損害賠償紛爭解決中心」(原子力損害賠償解決センター, ADR センター)。但因
為東京電力公司的抵制，該中心並未如當初被期待地發揮作用，被害者救濟也未如預想地進
行。不只如此，東京電力公司還想方設法地向國家要求援助，政府因此將援助規模不斷擴大。
至 2013 年 12 月 20 日，已確定資金援助定為 9 兆日圓。不消說，這些也全部由國民負擔。
另一方面，過去以來因為核能發電而持續獲得莫大利益的反應爐等製造廠商(以下稱核
能發電設備製造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仍沒有成為被究責的對象，甚至還計畫將設備輸出到
亞洲其他國家以獲取更大的利益。而政府則在背後支持著這樣的計畫。
很顯然的，這樣的狀況是非常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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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這種狀況的就是核能損害賠償法中規定的責任集中制度。同法第 3 條規定了核能
發電業業者的無過失˙無限責任。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核能事故的責任只需由核能發電業者
負責，而同法條第 3 項則排除產品責任法(PL 法)的適用。也就是說，核能發電設備製造商被
厚愛而受到層層的保護。
毋須負成擔任何風險、製造最危險的核反應爐的同時，被保障其利益可不斷增加的這種
組織一點都不符合正義。所有的商業活動都伴隨著風險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基本的原則，而
催生出違反此一基本原則之組織的責任集中制度，更侵害了我們的各種基本人權。現在，社
會已不能接受和容忍這種制度。
而且，如本起訴書所詳述的，在第一核電所引發事故的 1 號至 4 號發電機的核反應爐等
設備，有著各種瑕疵。此外，針對本件核電事故，核能發電設備製造商也被認為具有過失和
故意。
在此，我們除了認為責任集中制度因違反憲法而無效外，為了讓核能發電設備製造商針
對核電事故負起責任，我們以第一核電所統包製造商的東芝、日立和 GE 為被告，提起本訴
訟。

第 2 章當事人
第1

原告

原告為根據本件核電事故和相關媒體報導，受到精神傷害的世界各國民眾，如附錄「原告
清單」所記載。
原告清單 1~原告清單 5 以以下方式分類。
原告清單 1︰福島縣目前住民和至福島縣外避難者
原告清單 2︰周邊區域(東北、關東地區)目前住民
原告清單 3︰上述以外的國內目前住民和居住海外的日本人
原告清單 4︰設有核能發電廠(或預定將設有)之國家內的住民
原告清單 5︰上述以外的外國人

第2

被告

如附錄「被告清單」所記載
1、奇異日本股份有限公司（GE ジャパン株式会社）
1963 年，輸入美國最大的重力電機製造商 General Electric(以下稱 GE)的動力核反應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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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度以核能發電。1970 年，GE 為日本核能發電股份有限公司敦賀發電所 1 號發電機組
製造了日本第一個商業用輕水反應爐，發電運轉因此開始。
福島第一核電所 1 號機是由 GE 與東京電力公司以簽訂統包契約的方式，從開始施工
到運轉、全部由 GE 負責，並在 1971 年 3 月開始運轉。2 號機和 6 號機是由 GE 和東芝股份
有限公司為包商而製造完成。
奇異日本股份有限公司(GE ジャパン株式会社)是由 GE 在 1960(昭和 35)年 2 月，以ゼ
ネラル˙エレクトリック株式会社為名設立，以日本公司的身分製造核能發電設備。2009
年 6 月，變更為現在的名稱。以下 GE 和 GE ジャパン株式会社都將以 GE 表示。
2、東芝股份有限公司(株式会社東芝)(以下稱「被告東芝」)
被告東芝是從 1959 年為日本(日本原子力研究開発機構) 臨界測試機組(臨界実験装置)
後，開始製造核能發電設備。
和美國 GE 共同為包商製造了 2 號機和 6 號機。1976 年 3 月製造、開始運轉的 3 號機，
則是該社第一次單獨為包商而製造的核能發電機。而後，5 號機也由該社為包商製造完成。
3、日立製造所股份有限公司(株式会社)(以下稱「被告日立」)
被告日立於 1957 年開始著手於核能技術的開發，同年並為日本核能研究所(日本原子
力研究所)製造研究用的核能反應爐。1974 年則以包商身分製造島根核能發電所(島根原子力
発電所）1 號發電機。
4 號機在 1978 年 10 月由該社圍包商製造，並開始運轉。
第 3、原告之代理人
如附錄「原告代理人清單」所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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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核能發電所之概要 訴狀 P.10-20

譯者簡介：
陳韋蓁
中國醫職安系畢(理學學士)、東吳日研所畢(文學碩士)
有 10 年翻譯經驗，譯作 40 餘本

第 3 章核電廠概述
第 1、第一核電廠概述
1、位置
第一核電廠橫跨福島縣雙葉郡雙葉町及同郡大熊町島，位於福島縣磐城市北方約
40km，同縣郡山市東方約 55km，、福島市東南方約 60km 處，東臨太平洋。廠房面積約 350
萬 m2（約 75 個東京巨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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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葉町

福島市 南相馬
市
二本松市．

福島第ー

福島県

核電廠
20km

‘・・．

磐城市

30km

・司怠．

軍

．．

／

互角

－大熊町
東京

.R/8 白川

第一核電廠位置圖（右）及主要設施配置圖（左）
。
（左）圖的 R/B 為反應爐廠房、T/B 為汽輪
機廠房。

2

（甲 1‧國會事故調查報告書 60 頁）

、第一核電廠的反應爐
第一核電廠有 1～6 號機，皆為沸水反應爐（後稱「BWR」）
。1～5 號機的圍阻體為第一

型，6 號機為第二型。
各號機的廠商如下。1 號機為被告 GE；2 號機及 6 號機為被告 GE 及
被告東芝；3 號機及 5 號機為被告東芝；4 號機為被告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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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號機

2 號機

3 號機

4 號機

5 號機

6 號機

爐型

BWR3

BWR4

BWR4

BWR4

BWR4

BWR5

圍阻體類型

第一型

第一型

第一型

第一型

第一型

第二型

輸出電力（萬
kW）

46.0

78.4

78.4

78.4

78.4

110.0

輸出熱能（萬
kW）
反應爐設置許
可申請日期
反應爐設置許
可日期
開工日期

138.0

238.1

238.1

238.1

238.1

329.3

1966.7.1

1967.9.18

1969.7.1

1971.8.5

1971.2.22

1971.12.21

1966.12.1

1968.3.29

1970.1.23

1972.1.13

1971.9.23

1972.12.12

1967.9.29

1969.5.27

1970.10.17 1972.5.8

1971.12.22

1973.3.16

臨界日期

1970.10.10

1973.5.10

1974.9.6

1979.1.28

1977.8.26

1979.3.9

開始運轉日期

1971.3.26

1974.7.18

1976.3.27

1978.10.12 1978.4.18

1979.10.24

廠商

GE

GE/東芝

東芝

日立

東芝

GE/東芝

建築工程

EBASOO

EBASOO

東芝

日立

東芝

EBASOO

供 反應爐系

GE/GETSOO

GE/東芝

東芝

日立

東芝

GE/東芝

GE/GETSOO/ GE/GETSOO/ 東芝/

日立

東芝/石？

GE/GETSOO/

東芝/石？

/Babcock

給 列
者 壓力容器

東芝/石？

石？

東芝/石？

日立
爐心

GE/GETSOO

GE

東芝

日立

東芝

GE

燃料

GNF-J/NFI

GNF-J/NFI

GNF-J

NFI

NFI/AREVA NFI
NP

蒸氣系統

GE/GETSOO

GE/東芝

東芝

日立

東芝

/GETSOO
汽輪機

GE/GETSOO

土木工程

飛島/五洋/

GE/東芝
/GETSOO

鹿島/熊谷

間/前田/熊

東芝

日立

東芝

熊谷/鹿

鹿島/五

熊谷/鹿島/

鹿島/熊谷/

島

洋/間/前

五洋

間/前田/五

谷/GE
田/熊谷
洋
取自各號機的反應爐設置（變更）許可申請書及《原子力市民年鑑 2010》
（原子力資料情報室，2010 年）

第一核電廠 1～6 號機的主要設置條目
14

（甲 1‧國會事故調查報告書 61 頁）

第 2、第一核電廠各號機基本構造
1

、核電廠
核電的發電機制為，用核燃料（通常為鈾）進行核分裂反應產生的能源使水

沸騰，再以蒸氣轉動汽輪機，策動發電機發電。
控制核分裂的就是反應爐。
2、輕水反應爐（尤指沸水反應爐）基本構造
日本使用的反應爐是輕水反應爐，使用普通的水（輕水）當作冷卻劑。
燃料鈾在反應爐中進行核分裂，此時發生的熱能使冷卻劑變為蒸氣，再以蒸
氣之力轉動汽輪機以發電。反應爐壓力容器中，蒸氣的溫度高達 280 度，並產生
大至 70 甚至 80 氣壓的極大壓力。
輕水反應爐有兩種。一為在反應爐內直接產生蒸氣的沸水反應爐（BWR）
；一
為將反應爐產生高溫高壓的水導入蒸氣發生器（熱交換器），在這裡產生蒸氣的
壓水反應爐（PWR）。第一核電廠的反應爐都是 B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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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沸水反應爐（BWR）核能發電機制

送電

圍阻體

ー排水
＋冷却水（海水）
循環水
幫浦
給水幫浦
（引用：〈核能‧能源〉圖面集 2012 5-1-2 電氣事業聯合會網頁）

反應爐的燃料為鈾。鈾 235 易引發核分裂，將包含鈾 235 的天然鈾濃縮後燒結
成燃料丸，再排成棒狀，便成為燃料棒。燃料棒的表面以金屬鋯披覆。
中子撞擊鈾 235 後，鈾原子會分裂成 2 個原子核，同時產生大量熱能。發生
核分裂反應時，會再產生 2、3 個中子，這些中子再撞擊其他的鈾 235，就能繼續
產生核分裂反應。反應爐能使此反應緩慢但持續進行。
若想停止反應爐，要插入可吸收中子的「控制棒」，停止核分裂的連鎖反應。
然而，即使核分裂的連鎖反應停止，反應爐中仍有許多核分裂生成物質，在化學
方面呈現不穩定的狀態。必須使之發散放射線與熱能，變為其他物質，直到穩定。
此熱能稱為衰變熱，熱量極大，因此必須將水不斷注入反應爐冷卻之。
蒸氣於「冷凝器」經由海水冷卻後將變回水，並再次回到反應爐。蒸氣與海
水的管路不同，不會直接接觸或混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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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核電廠概述
(1）第一型構成部分
核電廠有「反應爐廠房」與「汽輪機廠房」
。前者內含反應爐和暫時冷卻迴路（通
過爐心的水系統）
，用過的燃料迴路等；後者則有汽輪機、冷凝劑、給水幫浦等。第
一核電廠有「防震重要樓」
（發生 7 級地震也可進行防災處置的避震建築物，備有緊
急應變中心、通訊設備、電源設備、空調設備等）
，在地震等災害發生時，可設立緊
急應變中心。
發生本核電意外的 1～4 號機（後稱「本案各號機」）的圍阻體，均為被告 GE 設
計的第一型圍阻體（後稱第一型）。第一型的構造如下所示。

（引用：2011 年 3 月 19 日，美國核能協會（NEI）的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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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反應爐壓力槽（燃料棒插入處）

②

圍阻體上方

③

高階核廢料儲存池

④

二次圍阻體：內側有厚約 3cm 的鋼鐵製圍阻體（乾井）

⑤

抑壓池（濕井）：位於圍阻體下方，以排放管線連接圍阻體。環狀（甜甜圈形），

管內有一半的水。因外型而稱為 torus，因功能而稱為 suppression pool，鋼鐵製或水泥
製。圍阻體與抑壓池由排放管線連接。

福島第一核電廠・1～5 號機

圍阻
體

抑壓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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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全功能
因鈾產生核分裂反應，反應爐裡有很強的輻射物質，故必須備有防止因異常、
故障使輻射物質外洩的方案，或預防其外洩的功能。
具體而言，得從以下三點避免輻射物質外洩：①防止異常情形發生②防止異常
情形擴散並演變為事故③防止輻射物質異常外洩。
一、關於①，要從反應爐的設計、建造、運轉各階段著手。設計時，就要十分
注重安全
二、至於②，必須具備，發現異常現象時立即停止反應爐的功能（停止功能），
方可達成。
可停止反應爐的設備，稱為停止設施。停止設施可在反應爐發生異常時，停止
爐心內的核分裂反應，降低發電功率，減少爐心反應度。
停止設施的代表設備便是控制棒。控制棒的構造可吸收中子，因而控制反應爐
的反應情形。把控制棒插入爐心後，它會吸收中子，抑制核分裂反應，降低反應
爐的發電功率。反應爐發生異常時，為了避免燃料損傷，必須立即把控制棒插入
爐心，緊急停機。
此外，停止設施還有硼酸注入設施。硼酸注入設施由硼酸儲存槽、幫浦、測試
槽、配管、閥構成。控制棒無法插入爐心時，就要將可吸收中子的硼酸注入反應
爐，降低反應速度，以利停機。
三、冷卻功能（反應爐冷卻功能）
而③，為了避免反應爐停止後，殘存於燃料棒裡的多數輻射物質衰變，繼續發
熱，造成燃料棒破損，必須有持續冷卻爐心的功能（冷卻功能）
，及抑制燃料內的
輻射物質外洩的功能（防止外洩功能），方可達成。
先介紹擁有冷卻功能的主要設備。
（一）1 號機
反應爐設備中，除了一般給水設施，還有許多注水設施。反應爐內產生的蒸汽
會帶動汽輪機驅動幫浦或電動幫浦，注水設施便經由上述幫浦注水至反應爐。注
水設施有兩種，一為反應爐處於高壓狀態時也能注水的高壓注水系統（高壓冷卻
系統）；另為反應爐壓力下降後才可注水的低壓注水系統（低壓冷卻系統）。
1 號機有以下反應爐冷卻設備：爐心水霧系統（CS）兩套、緊急冷卻系統（IC）
兩套、高壓注水系統（HPCI）一套、反應爐停止時冷卻系統（SHC）一套，及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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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體冷卻系統（CCS）兩套。
CS 是冷卻爐心的設備。冷卻劑因故逸失，爐心暴露在外時，為了避免燃料過
熱導致燃料及披覆管破損，會以抑壓池的水為水源，由爐心上的噴嘴噴灑於燃料
棒上。
IC 為爐心冷卻設備。當主蒸氣管破裂，無法使用主要冷凝器時，可用緊急冷凝
槽，將壓力槽內的蒸氣冷凝為水，把水送回爐心，不必使用幫浦。熱能會散發到
大氣中。
HPCI 也是冷卻爐心的設備。因配管破損而發生冷卻劑散失事故（LOCA）時，
採用壓力槽產生的一部分蒸氣動作的汽輪機驅動幫浦，會以冷凝儲藏槽或 S/C 內
的水為水源，注水至壓力槽。
SHC 為反應爐冷卻設備。反應爐停止後，可除去爐心的衰變熱、壓力槽、冷卻
劑裡殘留的熱能。
CCS 是冷卻圍阻體的設備。發生 LOCA 時，以抑壓池的水為水源，噴灑至圍阻
體內。
（二）2 號機到 5 號機
2 號機到 5 號機，有以下反應爐冷卻設備：CS 兩套、HPIC 一套、反應爐隔離
時冷卻系統（RCIC）一套、殘存熱能去除系統（RHR）兩套。
RCIC 是冷卻爐心的設備。反應爐停止後，給水設施因故停止時，藉由汽輪機
驅動幫浦，以冷凝儲藏槽或抑壓池內的水為水源，為反應爐補給散失的冷卻劑。
RHR 為，反應爐停止後，使用幫浦或冷凝槽，降低冷卻劑溫度，或緊急注入冷
卻水，維持爐水的設施；也是緊急爐心冷卻系統（ECCS）之一。閥的切換操作有
六種模式：①反應爐停止時冷卻模式②低壓注水模式（ECCS）③圍阻體水霧噴灑
模式④蒸氣冷凝模式⑤抑壓池冷卻模式⑥緊急熱負荷模式。
（三）6 號機
6 號機的反應爐冷卻設備，除了上述的 RCIC 一套、RHR 三套，還有

高壓爐

心水霧噴灑系統（HPCS）一套、低壓爐心水霧噴灑系統（LPCS）一套。
HPCS 是爐心冷卻設備。因配管破損而發生冷卻劑散失事故時，以冷凝儲藏槽
或 S/C 內的水為水源，噴灑於燃料棒上。
LPCS 也是冷卻爐心的設備。因配管破損而發生 LOCA 時，以 S/C 內的水為水
源，由爐心上的噴嘴噴灑於燃料棒上，是 ECCS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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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止外洩功能（圍阻功能）
反應爐的潛在危機，在於存積於反應爐內的輻射極強。因此，反應爐有
防止輻射外洩的功能，稱為防止外洩功能（圍阻功能）。本案各號機有五道防
壁防止輻射外洩。
（一）第 1 道
鈾燃料是把二氧化鈾的粉末燒結成小圓柱狀（直徑、高各約 1cm）而成的，
稱為燃料丸。有圍阻功能的第 1 道防壁，就是燃料丸內部的空隙。燃料丸是反
應爐的燃料，使用較穩定的二氧化鈾粉末，燒成陶器似的物體，可把大部分輻
射物質鎖在裡面。
在顯微鏡下，粒子間有空隙，核分裂生成物，不論固體或氣體，都會被
封入這些空隙。
（二）第 2 道
燃料丸被置入後約 0.9mm 的細長燃料披覆管中。第 2 道防壁就是燃料棒
周圍的批覆管。披覆管的密度很高，可留住散到燃料丸外的輻射物質。
從機械、化學、核能方面及加工性考量後，選擇了披覆管的材料──以
鋯為主要成分的合金，鋯合金。
（三）第 3 道
第 3 道防壁是圍阻燃料棒的壓力槽，擁有許多配管，稱為「反應爐冷卻水
壓力邊界」。披覆管因故破損，輻射物質外洩至冷卻水中時，壓力槽耐得住高
壓，氣密性也高，可將輻射物質擋在裡面。
反應爐壓力槽的壓力異常上升時，必須積極減壓。壓力槽有減壓用的主
蒸氣卸壓閥（SR 閥）
。SR 閥排出的蒸氣，將導入後述第 4 道防壁的抑壓池裡，
冷凝、減壓。
SR 閥故障，維持開啟狀態時，反應爐冷卻水壓力邊界會急速失去冷卻水。
這種反應爐冷卻水壓力邊界失去冷卻水的冷卻劑散失事故（LOCA）
，是同邊界
的配管破損導致的。此類配管破損，可能因材料發生應力腐蝕破裂（SCC）
，
或流體加速腐蝕（FAC）導致的劣化，與地震等外部荷重而重複發生。
若規模大，LOCA 可導致毫不容許時間猶豫的嚴重事態，必須在爐心外
露、燃料損傷前，送入冷卻水。緊急爐心冷卻系統（ECCS）就是為此存在。
它是非常重要的系統，設計時必須注意多重性、多樣性。這些系統大多以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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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動力，因此，電源要有多樣性。發生可導致配管破損的大地震時，外面的電
應該送不進來，所以需要廠內緊急電源。緊急電源通常都是柴油發電機。LOCA
發生，到柴油發電機啟動，ECCS 運作，開始注水，要花 30 秒。要讓水淹過已
露出的爐心上方，基準時間為 5 分鐘，由此可知 LOCA 的威脅，與 ECCS 的重
要。
（四）第 4 道
第 4 道防壁是，包圍壓力槽的圍阻體。圍阻體是鋼鐵製的，包圍壓力槽
等主要反應爐設備。
BWR 的圍阻體不必很大，內有「抑壓池」（S/C）避免 LOCA 時溫度、壓
力上升。抑壓池內存積大量冷水，以利 LOCA 時冷凝圍阻體內的高溫蒸器。圍
阻體內，含有第 3 道防壁，如反應爐壓力槽等的區域，稱為「乾井」，相對於
此，存積大量冷水的抑壓池，則稱為「濕井」。
爐心因 LOCA 外露，ECCS 卻沒馬上動作時，燃料棒便開始受損。而披覆
管和燃料組件是鋯合金製成的，此時將造成問題。在超過 1000℃的高溫蒸氣
中，會進行鋯水反應（Zr+2H20→Zr02+2H2）
，而產生氫氣。爐內有大量鋯合金，
此反應又是放熱反應，開始反應後，有自我加速效果。氫氣將從 LOCA 破損處
散出，充滿圍阻體內。氫氣在空氣中的爆炸下限是濃度 4％，濃度達到 10 幾％
就會引發劇烈的氫爆。由此可知，第 3 道防壁的破損和第 4 道防壁的破損可能
有連鎖性。為了阻斷這層連鎖，運轉時，圍阻體內都充滿氮氣。
（五）第 5 道
第 5 道防壁是反應爐廠房，擁有可過濾圍阻體外洩氣體的功能。若發生氫
爆一類事故，導致廠房本身破損，將失去此功能，未經過濾的氣體將直接溢散
至外界環境。
(3) LOCA 時的圍阻體運作
一般運轉時，圍阻體和抑壓池內都充滿氮氣，抑壓池裡的水溫和環境溫度相
同。若圍阻體內的反應爐冷卻設備配管損壞，加壓冷卻水將流出反應爐冷卻設備，
變成水蒸氣，使圍阻體內的溫度及壓力上升。此時，反應爐會自動停機。圍阻體
內的壓力升高後，排放管線的壓力也會上升，最後蒸氣會進入抑壓池的水中。蒸
氣接觸抑壓池水後，便會冷凝為水。蒸氣變回水後，因 LOCA 而升高的圍阻體內
壓力將受到抑制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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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壓池內的蒸氣冷凝後，抑壓池內的溫度和壓力會稍微提高。事故發生一段
時間後，圍阻體與反應爐冷卻設備的狀況也會產生變化，偵測器將感測到變化。
此時，緊急系統將啟動，開始冷卻停機的反應爐；冷卻抑壓池水的系統也會啟動。
這些緊急系統需要的電源由外來電源供給，若外來電源無法供電，便使用內
部緊急柴油發電機供給。
這些系統動作時，第一型便不會排放反應爐冷卻水和核分裂生成物質，其設
計為，圍阻體壓力不會超過設計值，並可對應各種配管破損的意外。
其設計為，即使連接反應爐壓力槽最大的配管斷了一根，都可對應；縱然發
生 LOCA，冷卻水及核分裂生成物質也不會離開圍阻體，排放至大氣。
如此，使用抑壓池，抑制圍阻體內的壓力，為第一型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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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爐廠房剖面概要圖 福島第一核電廠 1～5 號機第一型
（引用：日本科學未來館網頁）

此外，第一型改良型反應爐圍阻體，與第一型相比，容積變為 1.6 倍，改善了定期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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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時的作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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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導致核災發生之背景

第 1、日本核電的開發經過
1952 年 4 月，舊金山和約簽訂，代表日本此後可自由進行核能開發研究。
日本就此政官財合一，積極推動國內核電廠的建設工程。
日本開始積極導入外國技術，以被告美國奇異公司為首、加上被告東芝、
日立等統稱核能五大集團的積極開發，於 1966 年東海發電廠正式開始商轉，
為日本國內最早的紀錄。其後也陸續建造關西美濱、福島第一等核能發電廠，
代表日本正式開始將核電廠運用於商業用途。
1、核電廠的開發過程
(1) 日本的核能開發
自從核分裂發現於 1939 年，以美國為首開啟了研發核能的趨勢。
1942 年，美國的 chicago pile-1 核子反應爐發生世界首例的臨界狀態，接
著於 1945 年世上第一顆原子彈誕生。接著同年 8 月 6 日、8 月 9 日，原子彈
分別降落在廣島及長崎。估計同年廣島約有 14 萬人、長崎約有 7 萬人死於核
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明文禁止日本進行關於核能的任何實驗性研
究。但隨著 1952 年 4 月舊金山和約生效，此禁令也隨之解除。
1953 年，美國的核能政策從原本的獨佔主義轉變為國際合作推進主義。
美國於 1955 年開始將濃縮鎢供應給日本。因此於同年 11 月 30 日，為了接受
鎢的供應及進行核能反應爐的基礎研究，日本正式設立財團法人日本核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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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現在的獨立行政法人日本核能研究開發機構)。
隨後於 1955 年 12 月，訂立核能基本法、核能委員會設置法，並改正總
理府設置法的其中一部份(此三法又稱核能三法)，並於 1956 年 1 月 1 日根據
核能基本法於總理府(現在的內閣府)設立核能委員會。
日本藉由與業界合作及導入國外技術持續進行核能研發。1957 年，日本
核能研究所的動力實驗爐首次達到臨界點，並於 1963 年 10 月 26 日首次達成
發電紀錄。
1966 年東海發電廠成為日本國內第一座正式商轉的核能發電廠，1970
年 11 月關西美濱發電廠、1971 年 3 月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電廠也相繼加入行
列，代表了日本國內的商業核能發電正式全面性實施。
(2) 業界的動向
1956 年 3 月 1 日，為開發並推廣和平運用核能，日本成立社團法人日本
核能產業會議(現：一般社團法人日本核能產業協會)，推派時任東電會長的
菅禮之助為會長。
另外於同時期，包括被告在內的核能相關企業為了趕上開發核能產業的
趨勢，相繼投入開發，形成核能五大集團。
首先，於 1955 年 10 月，舊三菱集團共計 23 家企業組成三菱核能動力委
員會。1956 年 3 月以被告日立及昭和電工為首的 16 家企業組成東京核能產業
懇談會。其後陸續於同年 4 月，由舊住友集團 14 家企業組成住友核能委員會、
同年 6 月由被告東芝、石川島播磨重工業等舊三井集團等 37 家企業組成日本
核能事業會、同年 8 月由富士電機、川崎重工業、古河電氣工業等舊古河、
川崎系 25 家企業組成第一核能產業集團。
上述核能產業五大集團不斷進行核能相關技術的領先研發，在工廠設
計、生產、培育技術人員等方面都發揮了核能開發中的重要角色。
2、福島第一核電廠
(1) 建設經過
26

福島縣於 1960 年 5 月 10 日加盟社團法人日本核能產業會議，同時，福
島縣內各地正進行核電廠設廠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大熊町及雙葉町為合宜的
核電廠設置地點。當東京電力公司尋找建設預定地階段時，福島縣方面積極
表達歡迎之意，因此於 1963 年，大熊町及雙葉町正式內定為設置候選地。
東電於 1965 年正式自買下大熊、雙葉兩町的福島縣開發公社手中接下
約 95 萬平方公尺的建設用地，此後東電開始不斷地買收其他建地，於 1967
年幾乎完全拿下預定建設福島第一核電廠的用地。
1966 年 12 月，東電取得福島核電廠 1 號機的設置許可，隨後於 1967 年
開始進行建設工程，於 1971 年建設完成同時開始正式商轉。
之後並陸續建設 2 號機於 1974 年 7 月、3 號機於 1976 年 3 月、4 號機於
1978 年 10 月、5 號機於同年 4 月、6 號機於 1979 年正式開始商轉。
(2) 由被告所建設之廠房
A.

1 號機採用被告美國奇異公司建造的沸騰型輕水爐，另外奇異一概承
包了 1 號機全廠包括核能反應爐、渦輪、電機設備等製造工程。
這時主要製造商為奇異公司，被告東芝及日立所扮演的腳色是接受奇
異公司的委託。東芝主要製造核反應爐的蒸氣供給機及電力配置工程及
其配管；而日立則負責製造核反應爐圍阻體。

B.

建設 2 號機時則以培植國內產業為出發點，這時的主要製造商為奇異
公司及東芝。東芝除了核反應爐的蒸氣供給機外，也同時製造渦輪及發
電機之外的 BOP 設備，包括燃料瓦斯壓縮機、水處理裝置、配管系統啟
動閥等附加設備。

C.

東芝為 3 號機及 5 號機、日立成為 4 號機建設工程的主要製造商。在
2 號機建設時，國內業者製造率不超過 53%，但在 3~5 號機的建設中，
達到 90%。
在建設 6 號機時，由於核反應爐圍阻體的樣式產生更動，因此由奇異
公司及東芝再次負責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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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核災事故頻傳
第一核電廠設置多達 6 個核子反應爐，雖皆已進行商轉，但不論建設時
間先後，從至今國內外發生過許多重大核災事故這一事實可以證明核電廠潛
藏著相當高的危險性。
1. 核災事故的分類
核能設施若發生災害，國際上定義其嚴重性並進行標準評估。國際
原子能總署(IAEA)規定的國際核能事件分級表(INES)將事故的嚴重程度分
為 0 級(毫無影響)~7 級(嚴重事故)的八階段，1 級~3 級為異常事件、4 級
~7 級則達到事故等級。
分級標準的判斷基準，主要考量其對勞工、一般市民及對環境所造
成的實際影響。尤其對排放於環境的輻射性物質劑量為最重要的考量。大
致上 5 級為 500 兆具布(Bq)以上、6 級為 5000 兆具布以上、7 級為 5 京具
布以上。
其中 5 級以上的災害就有以下紀錄：1952 年 12 月喬克河實驗室核爆
事件(加拿大)、1957 年 9 月的前蘇聯東烏拉爾山區的克什特姆核廢料爆炸
事故。同年 10 月，英國的溫思喬火災，1959 年 7 月，美國聖蘇珊娜野外
研究所核反應堆核心融解。19791 年 3 月美國的三哩島核能事故、1986 年
車諾比事故等
2. 三哩島核洩漏事故
1979 年 3 月 28 日位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哈里斯堡東南部的三哩島(以
下簡稱為 TMI)的核電廠 2 號反應爐，發生了國際核能事件分級(INES)為 5
級的核災事故。
事故的主因在於，主給水幫浦突然停止運作導致冷卻水無法送達蒸
發器，再加上其他機器的故障及操作不當，導致反應爐內的冷卻水不足，
使爐心上部暴露在蒸氣中造成燃料損壞及爐心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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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燃料損壞也導致了大量的放射性物質洩漏至暫時冷卻水中，排放
至週遭環境中。
美國的總統委員會對於此次災害的報告發表了評論，表示「不可能
再發生比這次更嚴重的事故，這次的事件基本上已經超過可容許的範
圍」，為了防止事故再次發生，應尋求”根本上的轉換”。UCS(擔憂的科
學家同盟)在 TMI 事故發生後，登報控訴「人民該覺醒了」。
這些訊息不止針對美國的核能產業，但世界各國的政府機關及核能
產業並未接收到此次事故帶來的危險訊息，反而採取加強技術的對策。於
是在七年後終於發生了比「超過可容許範圍」的事故更加嚴重的事故。
3. 車諾比核能事故
1986 年 4 月 26 日，位於舊蘇聯烏克蘭境內的車諾比核能發電廠 4 號
反應爐(於 1983 年 12 月開始運轉)發生了 INES7 級的核能事故。
當時第 4 號反應爐正在進行實驗，原本預計應切斷由外部供應的電
源，但反應爐的產出卻突然急速上升無法控制，導致爐心融解。其後引發
水蒸氣爆炸及氫爆，導致反應爐及反應爐建築的屋頂及牆壁遭到破壞，爐
心構造物四處向外飛散，大量放射性物質外洩。
事故發生的原因當初指向操作員違反規定，操作員被處以監禁刑。
但之後的調查卻指出，「反應爐構造的缺陷以及明知其有缺陷但卻未採取
對策的責任當局」才是事故發生的主因。
根據報告指出，放射性物質擴散到鄰近地區，更甚者擴散至東歐、
北歐等國家，住在半徑 30 公里以內的居民大約 13 萬 5000 人受到收容，
其中有 28 人因輻射而死亡，再加上 1 人失蹤、1 人燒傷、1 人因其他理由
死亡總計這場意外造成 31 人死亡。其次更造成急性輻射症候群患者 237
人、以及造成 2~50 萬人死於晚發性癌症，這幾乎等於日本本土一半以上
的土地遭到高度汙染的情形。
4. 日本國內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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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國內主要的核電事故
在本次事件之前，日本從未發生過 INES 等級 5 以上的事故。於 1991
年 2 月，美濱發電廠 2 號機的蒸發器發生過傳熱細管損傷意外。同年 4 月，
濱岡核能發電廠 3 號機發生反應爐吸水量減少的意外。1995 年 12 月，高
速增殖爐「文殊」發生鈉洩漏意外引發火災。1997 年發生反應爐・核燃
料開發事業團東海回收處理設施發生爆炸意外。1999 年 6 月志賀核能發電
廠 1 號機發生臨界事故、同年 9 月，JOC 鎢加工工廠發生臨界事故。2001
年 11 月，濱岡核能發電廠 1 號機發生配管爆炸意外。2004 年 8 月，美濱
發電廠 3 號機發生復水管損傷意外等，日本發生了許多核電廠意外。
(2) 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
A. 1978 年 11 月 2 日，核子反應爐的 5 支控制棒脫落，估計最大 3 時至 10
點半共計 7 小時半的時間，臨界狀態持續發生。
此次意外是，發生於 1999 年 6 月志賀核能發電廠 1 號機臨界事故，當時
東京電力為了調查過去發生過的臨界事故而啟動調查才得以發現的意外
紀錄。當時志賀發電廠的事故被視為日本國內首次發生的臨界意外，但實
際上福島核電廠此次才是日本國內的第一起核能意外。
A.

同起調查也指出，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在 1979 年 2 月於 5 號機

、1980 年 8 月於 2 號機都曾在定期檢修過程中發生控制棒掉落的意外事故。
B.

根據獨立行政法人核能安全基盤機構(JNES)指出，1971 年第一核電
廠正式商轉開始直到此次事件之間，1990 年 9 月 3 號機的主蒸氣隔
離閥發生故障導致反應爐自動停止(INES2 級)以及 1992 年 6 月 1 號機
的渦輪閥關閉導致反應爐自動停止(同 2 級)等等共有 200 件以上的異
常意外發生。

5. 被告們與第一核電廠以外的核能關聯
被告們除了第一核電廠以外也參與了國內其他許多核電廠的製造工
程。例如福島的核電廠的 1、3 號機是由被告東芝、2、4 號機是由被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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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為主要製造商，柏崎刈羽核電廠的 1~3 號機是由被告東芝、4~5 號機是
由被告日立、6~7 號機是由被告三社共同為製造商。
從上述 3(1)所述的事故來看，被告東芝負責製造濱岡核電廠 1~3 號機
的反應爐設備及高速增值爐「文殊」的斷路電源、發電機。被告日立則負
責製造志賀核電廠 1 號機的整組工廠設備及濱岡核電廠 1~3 號機的一組渦
輪設備。

第 3、總結
如上所述，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受到原子彈攻擊遭受重大被害的國家，但
以包括被告三社在內的大財閥企業等為中心，日本國內仍然不斷積極發展核
能產業。另外像 TMI 及車諾比核爆事故等重大事故，核能事故的發生相當頻
繁，日本也發生包括第一核電廠等許多意外或故障事故。

第五章

本次核爆事故的經過

第 1 本次核爆事故的發生
本次核爆事故是由於地震的震動導致冷卻設備受到毀損，加上海嘯摧毀
了電源設備，冷卻設備受到損傷無法正常運作，最後導致各號機皆失去控制。
結果事故發生後約一個月的輻射放射量偵測結果約 37 京及 63 京，以前述基準
來看，這次核爆事故可歸分類為 7 級事故。
國會事故調查報告書(甲 1)指出，本次核爆事故的發生與其經過如下。
1、 東北地方太平洋地震及海嘯的發生
(1) 2011 年 3 月 11 日下午 2 時 46 分 18.1 秒，震央位於日本太平洋三陸近海，
發生了最大震度 7 級、震級 9.0 的東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以下稱為(「本次
地震」)。
(2) 本次地震發生後海嘯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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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地震所引發的首波海嘯於 3 月 11 日 15 時 27 分抵達，第二波於同日
15 時 35 分抵達，其後也不斷發生零碎的海嘯。
1~4 號機側的主機組設置地區的淹水高度(小名濱港公示基準面(O.P.)的
淹水高度為 O.P.+11.5m~+15.5m。同地區的地面高度為 O.P.+10m，因此淹水
深度(從地表開始算起的淹水高度)約為 1.5m~5.5m。同地區的西南部有部分
地區的淹水深度測得約 O.P.+16m~17m、淹水深為 6m~7m。
另外，5 號機及 6 號機側的主機組的淹水高度為 O.P.+13m14m。同地區的
地面高度為 O.P.+13m，因此淹水深度為 1.5m 以下。
2、 地震發生時核電廠的運作狀況
(1)1 號機
1 號機的反應爐以維持一年間可發電的總量「額定發電量」的運作方式穩
定運作中。
(2)2 號機、3 號機
2 號機及 3 號機的熱輸出以核子反應爐設置許可的最大值「額定發熱量」
的運作方式穩定運作中。
(3)4 號機
4 號機正進行定期檢查。
全部的燃料以壓力槽從乏燃料池中取出。
(4)5 號機
5 號機正進行定期檢查。
反應爐填滿燃料控制棒也全數插入的狀態下，壓力槽內注入氮氣測試耐壓
洩漏，反應爐的壓力上升至 7.2MPa。
(5)6 號機
6 號機正進行定期檢修。
反應爐填滿燃料控制棒也全數插入的狀態下正處於冷溫停止狀態。
3、 受地震與海嘯侵襲第一核電廠的電源設備受災狀況
32

(1) 外部電源設備
1~6 號機的輸電系統為大熊線 1~4 號、夜之森線 1、2 號、東電核能線的
7 號回線。另外，輸電路線為「大熊線 1、2 號」與「大熊線 3、4 號・夜之
森線 1、2 號」及「東電核能線」的第 3 路線。
a 大熊線
大熊線 1、2 號及東電核能線(1 號機、2 號機)
大熊線 1 號，在 1、2 號機開閉所內的斷路器在 3 月 11 日 14 時 48 分時就
停止輸電。
大熊 2 號在東電新福島變電所內的斷路器同樣在 14 時 48 分停止輸電。
由東北電力供應的東電核能線與 1 號機金屬閉鎖配電盤(M/C)連接產生異
常，導致無法輸電。
b 大熊線 3、4 號(3 號機、4 號機)
大熊線 3 號於新福島變電所內的斷路器
c 夜之森線 1、2 號(5 號機、6 號機)
夜之森 1 號於新福島變電所內的斷路器於同 11 日 14 時 49 分停止輸電。
夜之森 2 號於新福島變電所內的斷路器於同日 14 時 48 分停止輸電。
(2) 緊急柴油發電機
地震發生後供給新福島變電所的所有外部電源全數停止，同 11 日 14 時
47 分至 14 時 49 分內，除了定期檢查中的 4 號機 A 系統外，全部的緊急柴
油發電機全數開始運作，因此 1~6 號機的緊急用金屬閉鎖配電盤(M/C)的電
壓才能恢復正常。
然而，海嘯到達後，設置於 1~6 號機的 13 台緊急柴油發電機中，除了 2
號機 B 系統、4 號機 B 系統及 6 號機 B 系統外其他所有的柴油發電機皆喪
失功能。
由上圖可得知，1 號機 A 系統及 B 系統由於設置於 1 號機 T/B 地下室，
導致其緊急柴油發電機淹水喪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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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號機 A 系統及 2 號機渦輪機組(T/B)也由於設置於地下室因此緊急柴油
發電機淹水喪失功能。
2 號機 B 系統由於設置於位於 1 樓的運用補助共用設施(共用池)中，其緊
急柴油發電機免於遭受淹水。
3 號機 A 系統及 B 系統與 1 號機的情況相同。
4 號機 A 系統及 B 系統與 2 號機的情況相同。
緊急用金屬閉鎖配電盤是由使用 6900 伏特的所內高電壓迴路的動力用
電源盤，內含斷路器、保護繼電器、附屬測量器等裝置。分為常用、共通
及緊急用的三種系統。
Power Center(P/C)是由緊急用金屬閉鎖配電盤經由變壓器降壓至 480 伏特
的所內低電壓迴路使用的動力用電源盤，內含斷路器、保護繼電器、附屬
測量等裝置。分為常用、共通及緊急用的三種系統。
緊急用金屬閉鎖配電盤及 Power Center 在沒有外部電源供給時由緊急柴
油發電機供電，連接於緊急時也可使用的設備上。
4、 海嘯襲擊後第一核電廠的狀況
(1) 如同前述，由於本次地震的震動威力導致從東電新福島變電所至第一核電
廠間的輸配電設備受到損傷，導致所有輸電作業停止。此外，自東北電力
的輸電網接受電的 66kV 東電核能線原本為配置為預備輸電線，但由於與
1 號機金屬閉鎖配電盤(M/C)的連接線發生異常，因此無法順利輸電，喪失
了所有的外部電源。
1 號機與 3 號機在地震發生後自動執行反應爐緊急停止動作。
(2) 電力的受害狀況
海嘯發生於地震後約 50 分鐘，除了造成一些緊急柴油發電機及冷卻用
海水幫浦、6 號機的空冷式緊急柴油發電機(一台)之外，所有的電力供應
機能幾乎喪失。
(3) 其他受災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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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挾帶土砂瓦礫、捲起重工業機械、儲油槽等破壞核電廠廠房及其
機器設備。3 號機、4 號機超高壓變電所及運用補助共用設施(共用池廠房)
也遭到海嘯波及，所有主要廠房區域皆遭到海水沖灌蔓延。
此外，海嘯退去後，海水沖刷帶來的漂流物散亂在核電廠內部，阻礙
車輛通行及資材機器的搬運作業。另外人孔蓋及排水孔蓋也被海水沖刷帶
走，加上地震威力造成發電廠內部道路隆起凹陷等，使得通行更加困難。
由於電源喪失，中央控制室的儀表儀器及監視、控制系統及發電廠內
的照明、通訊系統等也完全失效。更甚者，也無法妥善有效地完成反應爐
冷卻作業。反應爐冷卻也就是利用高壓灌水或減壓、低壓灌水、反應爐圍
阻體冷卻及減壓、去除最終散熱片餘熱等方法能否有效執行，與電源有相
當密切的關係。此外，發電廠內通行不便造成消防車的灌水作業或搶修電
源供給、反應爐圍阻體的排氣閥疏通及排氣閥的使用遭受極大的困難。
5、 反應爐事故進程
相關人士在本次核爆事故採取了逃避責任的態度。但是就結果來說 1 號機
及 3 號機發生了反應爐事故，而 4 號機的反應爐機組發生爆炸，其乏燃料池
洩漏至外部環境中。
與此相對，5 號機及 6 號機雖經歷重重危機但最後仍成功完成冷卻停機作
業。
以下將針對無法成功完成冷卻停機作業的 1~4 號機的事故進程進行詳盡
的說明。
(1)、1 號機的事故經過
1 號於 3 月 12 日 15 時 36 分時發生氫氣爆炸。
A、電源設備的損傷
地震發生後同 11 日 14 時 46 分至 14 時 47 分間，外部電源逐漸無法供
給，緊急用母線(由外部電源緊急柴油發電機供電，為使反應爐安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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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設備與供給電源予工學安全設施(緊急用爐心冷卻設備、反應爐圍
阻體、反應爐安全噴灑冷卻系統等)的母線。
緊接著襲擊而來的海嘯也造成許多緊急發電機(緊急用 DG)及冷卻用海
水幫浦、所內配電系統設備、直流電源設備等遭到浸水。
結果導致 1 號機的全電源喪失。
B、1 號機緊急用冷凝器(IC)自動啟動及手動停止
(A)

地震發生時，1 號機正以額定發電量穩定運轉中，地震的發生使其自動
進入反應爐緊急停止狀態，控制棒也全數處於插入狀態。
喪失外部電源的結果，使得自緊急用母線接收電源的反應爐保護系
(RPS)的電源也隨之消失，反應爐圍阻體發出隔離訊號，主蒸氣隔離閥自
動關閉。
主蒸氣隔離閥閉上造成反應爐壓力槽內產生的蒸汽無法送達渦輪設
備，造成冷凝器無法排熱，導致反應爐壓力槽中產生的大量蒸氣(壓力約
6.8MPa、溫度約 285 度 C)無法排出，反應爐內的爐壓開始上升。
同 11 日 14 時 52 分，裝設在 1 號機內的調整壓力設備的緊急用冷凝器
感應到爐壓上升，自動啟動。

(B)

1 號機的緊急用冷凝器由 A 系統及 B 系統兩種系統構成，其各自都備有
為了冷卻水的「冷凝器槽」
、及「蒸氣管」
，其可在反應爐壓力槽上部引出
蒸氣進入冷凝器槽、以及「排水管」，其功能是將冷凝器槽中水的冷凝水
導向反應爐壓力槽下部的再循環配管中，另外還有 4 個 MO 閥(電動閥)。
A 系統及 B 系統各 4 個閥中，A 系統的 3A 閥及 B 系統的 3B 閥在運作
過程中皆處於關閉狀態。與此相對其他閥(1A、2A、4A、1B、2B、4B)處
於開放狀態。但若發生例如主蒸氣隔離閥突然關閉等情況造成爐壓上升，
壓力達到 7.13MPa 持續 15 秒以上，處於關閉狀態的 3A 閥及 3B 閥就會自
動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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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閥及 3B 閥打開後，反應爐壓力槽內部高溫高壓的蒸氣就會通過蒸
氣管進入設置在圍阻體外的冷凝器槽 A、B 內，在此進行冷卻水的熱交換，
最後凝聚成比原本蒸氣的溫度低的水。蒸氣凝結成水，體積會隨之變小，
因此可有效降低爐壓。從緊急用冷凝器槽 A、B 內流出的水，分別藉由其
排水管進入圍阻體後，會在某個地點交會，接著通過 A、B 兩系統的再循
環配管中的 B 系統再循環幫浦入口附近回到反應爐壓力槽的本體內。
1 號機的緊急用冷凝器的最大特徵在於，要達到上述的流程並不需要幫
浦等動力支持，是使用「自然循環」的方法。
(C)

如前述，1 號機的緊急用冷凝器在 11 日 14 時 52 分自動啟動，但爐壓卻
在其後由 6.8MPa 一口氣下降至 4.5MPa。當時的操作員察覺到爐壓下降的
激烈程度，為了進一步確認，手動停止了 1 號機的緊急用冷凝器。
此時，由於地震損壞了一些反應爐系統配管，從損壞的部位向乾燥器
(D/W)裡噴出冷卻劑，藉由排氣管、通風集管、下水管等流進抑制壓力室
的浸水中造成小破口冷卻劑流失(SB-LOCA)的意外發生。由於損壞部位冷
卻劑不斷流失，造成最後燃料也受到損傷、融解。
關於此點稍後再述。

C、1 號機的爐心受損
(A)

操作員手動停止 1 號機緊急用冷凝器後，於同 11 日 15 時 27 分、15 時
35 分左右海嘯 2 度抵達，造成 1 號機全電源喪失。
1 號機的緊急用冷凝器，全部使用電動閥，實際上的操作雖由 3A 閥及 3B
閥進行，但只要全部的閥處於打開的狀態，不需要動力就可以啟動。因此
全電源喪失時 3A 閥及 3B 閥處於打開的狀態，1 號機的緊急用冷凝器並未
失去功能，但偶然的是，閥突然關閉，在處於隔離狀態的同時發生全電源
喪失的意外，導致此事故更加惡化。
此時 1 號機的主蒸氣閥關閉，緊急用冷凝器釋放出的壓力導致無法散
熱，再加上遭地震毀損之處的冷卻劑流失，造成爐內水位偏低、燃料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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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水面、且過熱造成氫氣氣體與水蒸氣產生反應，非凝結性的氫氣氣體
因此堆積在細管裡。
1 號機若因配管斷裂造成冷卻劑流失，可使用高壓注水系統(HPCI)，藉
由壓力槽內的蒸氣帶動渦輪驅動幫浦，以冷凝儲藏槽或壓力控制室內的水
進行灌水工作冷卻爐心。因此緊急冷凝器喪失功能後，對高壓狀態的 1
號機來說，高壓注水系統應可自動進行灌水。但由於喪失直流電源，灌水
作業無法自動進行。
(B)

但關係人士並未意識到 1 號機此時處於危急情況，反而將注意力集中在
當時運作狀態不明的 2 號機的反應爐隔離冷卻系統上。

(C)

同 11 日 16 時 42 分，1 號機的反應爐水位計(多頻)在還可觀測的時候，
顯示出－90cm 之後反應爐水位開始變低，在顯示 150cm 後於 16 時 56 分
開始數值開始縮小直到無法觀測。
操作員判斷緊急冷凝器可能失去正常運作功能，於 17 時 30 分將滅火系
統及爐心注水系統連接，啟動柴油幫浦等待其重新運作。若此時將反應爐
的壓力減至 0.69PMa，就可向反應爐壓力槽進行灌水。但此時早已距離將
緊急冷凝器隔離約經過 2 小時，爐心上部早已露出水面、溶融已開始。因
此可推測鋯已與氫氣產生反應，已無法進行灌水。直至晚上 20 時測得反
應爐壓力已達 6.9MPa。

(D)

同 11 日 18 時 18 分由於直流電源臨時恢復，操作員再次嘗試開啟緊急
冷凝器。但經由操作員確認，可暫時聽見胴側排氣管傳出蒸氣排出的聲
響，但隨即消失。
截至此時，反應爐如同處於乾燒狀態，爐心已受相當程度的受損，鋯
與水起反應產生氫氣(非凝結性氣體)經由主蒸氣配管堆積在緊急冷凝器
的細管中，造成自然循環功能喪失。

(E)

只要啟動緊急用冷凝器，其實即可在短時間內有效減壓。
但根據報告，同 11 日過 20 時所測得的反應爐壓力高達 6.9MPa，這時滅火
38

幫浦也尚未開始進行注水。同日 21 時 19 分反應爐水位為 TAF+200mm，
顯示這時水位計的數值已開始出現異常。
(F)

同 11 日 21 時 50 分左右，1 號機反應爐廠房內的輻射劑量上升，此時已
採取禁止進入的措施。1 號機本身更是危險，隔天 12 日晚上 0 時之後，
相關單位開始檢討排氣閥問題。處於待機狀態的柴油驅動幫浦卻突然燃料
用盡，尚未進行灌水作業即無法使用。最後由反應爐減壓後為了灌水而配
備在反應爐內 3 台消防車內唯一一台可以正常使用的消防車擔負起注水
作業。

(G)

結果緊急冷凝器在被隔離後並未進行灌水，最後於同 12 日 2 時 30 分發
生了反應爐壓力槽損壞的意外。
同 11 日 20 時過後反應爐壓力雖已高達 6.9MPa，安全釋壓閥(SR 閥，當
反應爐內壓力異常上升時，為了保護反應爐壓力槽，會自動或藉由中央控
制室手動進行安全釋壓)雖未運作，但卻於 12 日 2 時 45 分時，測得壓力
為 0.8 MPa。因此可推論，由於反應爐壓力槽損壞，造成反應爐壓力槽與
圍阻體的壓力變為一致。
氣體從處於高壓狀態的圍阻體，經由電導體穿入裝置、圍阻體的法蘭
部分及設備進出口等持續注入反應爐廠房內，導致廠房內充滿了輻射、水
蒸氣及氫氣。輻射從廠房內往外部環境洩漏，造成用地範圍內的輻射劑量
持續增加。

(H)

同 12 日 5 時 14 分左右，避難範圍擴大到半徑 10 公里之外。從圍阻體
洩漏出的輻射量增加，圍阻體內部發生堆芯與混凝土交互作用(CCI)，導
致氣體濃度逐漸下降，圍阻體內的壓力終於開始降低至可向壓力槽內灌
水，水槽內的水可藉由滅火幫浦送入。但對於滅火幫浦來說，壓力仍舊過
大，並無法灌進足夠量的水。

D、海水注入排氣孔及 1 號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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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相關單位於 12 日 0 時過後開始對 1 號機的排氣孔進行檢討。當時圍阻體
內的壓力已超越極限，氫氣、一氧化碳的洩漏導致反應爐變得十分危險。
為了爭取時間，原本應迅速進行排氣孔排氣作業。但由於考慮到附近居民
安全，決定優先進行疏散工作。
因此 1、2 號機中央控制室的操作員組成特別隊，事先服用下碘化鉀等待
疏散時機。然而，正當疏散許可通過，正準備進行避難作業之時，才發現
比想像中還難以進行，因為了準備空氣壓縮機等物品耗費許多時間，終於
可進行疏散作業之時已是同 12 日 14 時。

(B)

當時利用滅火水槽內的水進行注水工作，但由於能持續供給的淡水量有
限，導致效率不彰，於 12 時左右決定在同日 14 時 54 分左右進行引灌海水
的作業。
自衛消防隊員等在 1 號機反應爐進行注入海水的準備工作，於同 12 日 15
時 30 分左右作業幾乎完成。

(C)

但之後於同 12 日 15 時 36 分左右，1 號機反應爐廠房卻發生爆炸，導致 5
人受傷，而為了引灌海水的配備也受損，其中的消防水管由於受損於爆炸
威力而四處飛散的瓦礫，無法與機組聯機。
也由於這次的爆炸，2 號機廠房的破裂板式安全装置也掉落。廠區邊界的
輻射監測值超過 1mSv/h，同 12 日 18 時 25 分，首相菅直人宣布避難範圍擴
大至半徑 20km。
爾後消防車終於開始於 12 日 19 時 04 分左右，在 1 號機進行注水作業。

(2) 2 號機的事故經過
2 號機於 3 月 15 日 6 時左右圍阻體及壓力控制室遭到破壞，導致輻射物質
大量洩漏。
A.

電源設備毀損
2 號機在地震發生時，正以額定發熱量進行正常運轉。電源設備的毀損狀

況如同前述，以柴油發電機(緊急用 DG)進行供電得以免於淹水的命運，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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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電源的受損情況與 1 號機相同。
B.

手動啟動反應爐爐心隔離冷卻系統(RCIC)
同 11 日 14 時 50 分左右，由於朝 2 號機反應爐注水的幫浦突然停止，操

作員即採取標準作業流程，以手動啟動反應爐爐心隔離冷卻系統。
2 號機由於受到外部電源喪失導致主蒸氣隔離閥關閉，反應爐內壓力上升
時，安全釋壓閥(SR 閥)開始進行自動開關。從安全釋壓閥向壓力控制室注入
高溫、高壓的蒸氣造成壓力控制室的水溫開始上升，於是於同 11 日 15 時 07
分啟動餘熱移除系統(RHR)，進入壓力控制室冷卻模式，約 15 時 25 分左右，
壓力控制室的灑水系統開始啟動。
C.

反應爐爐心隔離冷卻系統的啟動狀況

(A) 15 時 28 分左右，2 號機的反應爐爐心隔離冷卻系統再次於反應爐水位高
漲之時突然停止。之後由於海嘯的影響，2 號機所有交流電及直流電完全
喪失前，月 11 日 15 時 39 分左右，操作員確認了反應爐水位後以手動啟
動了 2 號機的反應爐爐心隔離冷卻系統。
(B) 如同前述，由於海嘯的影響同 11 日 15 時 37 分至 15 時 42 分左右 2 號機
及 1 號機皆喪失了所有的交流電源。
(C) 反應爐爐心隔離冷卻系統在約 11 日 15 時 39 分時由操作員手動啟動之
後，全電源喪失，因此控制盤上閥的開閉狀態顯示燈全數熄滅，無法藉此
確認當時的啟動狀態。
1、2 號機的中央控制室研擬以高壓注水取代反應爐爐心隔離冷卻系統的
方法，於 12 日 0 時左右調配電源車至 2 號機附近，開始裝設硼酸水注水
系統幫浦。
(D) 2 號機的反應爐水位在同 11 日 22 時左右由於監測器恢復作用而得以監
測。同時刻的反應爐水位計顯示水位為 TAF+3,400。當時現場若反應爐隔
離冷卻系統未作用的話，同日應於 21 時 40 分左右達到 TAF。但從反應爐
水位計的數值來判斷，反應爐隔離冷卻系統的確有進行運作。另外，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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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證明，當時處於危險情勢之下的並非 2 號機，而為 1 號機。
D.

反應爐隔離冷卻系統停止及其後的狀況
(A)

2 號機的反應爐隔離冷卻系統於 14 日 13 時 25 分為止持續為反應爐進
行冷卻。
反應爐水位仍然維持 TAF+2,400mm，至同日 16 時 30 分為止仍舊存
在爐心露出水面的可能性。因此為了迅速進行為反應爐減壓的作業，由
消防車進行注水準備，但礙於強烈餘震被迫中斷。
同日 16 時重啟作業時，反應爐水位已下降為 TAF+300mm，完全沒
有恢復的趨勢，同日 18 時 22 分，爐心已完全露出水面。

(B)

因此為了降低反應爐壓力，開啟了安全釋壓閥，但圍阻體的壓力卻無
法升高至理想標準。由此可推論，這是由於氣體由圍阻體洩漏至反應爐
所導致。反應爐壓力後來有效降低至 0.63MPa，但由於消防車燃料用盡
無法繼續注水，使反應爐持續維持乾燒狀態。
同日 19 時 54 分，開始引灌海水。於 20 時 37 分至 21 時 18 分進行注
水時，留在反應爐壓力槽底部的水，推測應是自爐心支撐板上溶解而出
的溶融物質向下崩落，使之蒸發所造成。
周邊部附近殘留的爐心支撐板上也殘留有高溫、散發輻射熱的雜質。
同日約 20 時 30 分至約 21 時 20 分間，進行注水後導致反應爐壓力上升，
暫時停止注水；而當反應爐壓力下降後再次重啟注水，但壓力一上升即
停止，此情形不停重複，終於在同日 21 時 20 分開啟 2 台主蒸氣安全釋
壓閥後，其使反應爐加速減壓並成功獲得功效，得以繼續朝壓力槽進行
注水，至 22 時即恢復至 TAF-1,600mm。

以下說明發生上述現象的原因。
爐心噴灑系統送進的水在一開始經過爐心噴灑器時被蒸發，其後注入的
水也在接觸到灼熱的雜質時瞬間蒸發，導致反應爐壓力槽內充滿了水蒸
氣。由於幫浦注入的水瞬間蒸發為水蒸氣使得壓力增高，此壓力更使得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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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的注水無法順利進行。由於反應爐冷卻劑的穩壓器已受到損傷，即使此
時造成許多洩漏處產生也不意外。
例如，爐底部的中子偵檢器底座及控制棒驅動系統底座(CRD)的貫穿處及
控制棒驅動系統(CRD)底座下部的法蘭部金屬 O 形環連接的鐵氟龍已毀
損。反應爐循環系統的配管中殘留的水受到來自反應爐的壓力壓迫，從幫
浦及軸部的軸封處排向圍阻體內。法蘭閥蓋(bonnet flange)及壓蓋填料(gland
packing)等已無法維持其密封功能，連壓力槽上蓋的螺栓也由於高溫潛變而
鬆脫，可能也導致法蘭部的金屬 O 形環失去密封功能。若熔毀隔覆罩(Shroud)
的 胴部，從孔洞中洩漏出的溶融物質，可能也會對壓力槽胴部的配管造成
損傷。
上述反應爐冷卻劑壓力邊界(Pressure Boundary)的健全功能，如今看來已
出現漏洞。
朝反應爐壓力槽內注入的水，蒸發為高壓蒸氣阻斷了幫浦注水，最後
漏出至圍阻體。反應爐壓力槽內部減壓，但卻導致圍阻體內壓力上升，於
是繼續朝減壓的反應爐容器內進行注水，當時的 2 號機不斷重複上述作業。
E.

2 號機圍阻體毀損
(A)

壓力控制室的大規模毀損
隨著圍阻體的壓力上升，氣體會隨之被擠壓至壓力控制室。導致壓力
控制室的水溫過高，失去凝縮能力，水面上浮出氣泡，導致壓力控制室
內產生斷斷續續的震動。此狀況在內部壓力上升時發生。彷彿同時在壓
力控制室內進行耐壓及耐震的測試。
反覆測試也無法順利運作的 2 號機排氣閥在同 15 日 6 點左右發生了
大規模的毀損意外。

(B)

圍阻體毀損
RCIC 停止注水後，2 號機的反應爐也無法順利解除乾燒狀態，再加上
乾井內壓力隨之上升，在 16 日 0 時 2 分達到 0.75MPa。同日 6 時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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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MPa 時，反應爐水位顯示為 TAF-2,800mm。
此時 4 號機反應爐廠房發生爆炸，同時從 2 號機的圓盤狀壓力控制室
也傳出爆炸聲。接著正門附近的輻射值上升至 0.6mSv/h。
同日 11 時 25 分，圍阻體的壓力下降至 0.155MPa，並非圍阻體排氣閥
發生功效，而是由於圍阻體毀損所造成，並導致洩漏出大量的輻射物質。
(3) 3 號機的事故經過
3 號機於 3 日 14 日 11 時 1 分，持續發出橘色閃光，研判可能發生了核爆。
A. 從地震發生到海嘯抵達時 3 號機的狀況
(A)

3 號機與 2 號機在地震發生時，皆以額定熱輸出量正常運轉。
地震發生後，3 號機的反應爐自動緊急停止，並以手動停止主控制閥。
同日 14 時 48 分，由於地震影響導致外部電源喪失，主蒸氣隔離閥自動
全數關閉。
此時 3 號機的緊急柴油發電機自動啟動，高壓配電盤的緊急母線電源
得以恢復正常供應。

(B)

同 11 日 15 時 5 分左右，3 號機的反應爐爐心隔離冷卻系統(RCIC)以
手動進行啟動，同日約 15 時 25 分，由於反應爐水位升高導致自動停止。
此時，3 號機的反應爐壓力升高，主蒸氣安全釋壓閥(SR 閥)的安全閥發
揮功能，使主蒸氣安全釋壓閥自動開啟，蒸氣洩至壓力控制室導致壓力
控制室內的水溫呈現上升傾向。

B. 海嘯襲擊後的狀況
(A)

同 11 日約 15 時 27 分及同日約 15 時 35 分時，海嘯來襲，造成 3 號
機於同日約 15 時 38 分喪失所有的交流電源。
3 號機原本就與 1、2、4 號機不同，直流電源盤設置在渦輪機廠房地
下樓層，免於遭受水患，直流電源得以持續供給，可以透過計測機器得
知反應爐壓力及水位等重要數值。

(B)

由於 3 號機並未喪失直流電源，得以啟動反應爐爐心隔離冷卻系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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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注水系統(HPCI)。
同日約 16 時 3 分，反應爐爐心隔離冷卻系統以手動開啟，為了預防
其突然停止，設置高壓注水系統為隨時可啟動的狀態。
反應爐爐心隔離冷卻系統於同 12 日 11 時 36 分停止，1 小時後高壓
注水系統自動開啟，運轉至同 13 日 2 時 42 分為止。
C. 反應爐爐心隔離冷卻系統及高壓注水系統停止的經過與 3 號機
(A)

同約 12 日 11 時 36 分，因不明原因造成反應爐爐心隔離冷卻系統突
然停止。操作員雖嘗試重新啟動但仍然失敗。
由於反應爐爐心隔離冷卻系統停止，造成反應爐水位降低，因此同日
12 時 35 分左右，高壓注水系統自動開啟，使壓力逐漸下降，過 19 時之
後，觀測反應爐壓力計，測得 3 號機的反應爐壓力從 0.8MPa 上升至
1.0MPa。

(B)

同日 20 時 36 分左右，3 號機的反應爐水位計的電源供給不足，導致
無法持續觀測水位。
操作員在此狀況下，為了確保朝反應爐內注入足夠的水量，將高壓
注水系統的流量調大，並持續監視其釋出的壓力，藉此來確認運轉狀態。
但事實上，高壓注水系統原本是在反應爐壓力在 1.03MPa 至 7.75MPa 程
度的高壓狀態下，短時間內朝反應爐內大量注水用的注水系統。
3 號機的高壓注水系統，在反應爐壓力從 0.8MPa 逐漸上升至 0.9MPa
時，邊微調整流量、以比正常操作所規範的運轉範圍還低的迴轉數進行
長時間的運轉。於是高壓注水系統釋出的壓力逐漸變小，逐漸與反應爐
壓力進行抗衡。因此操作員在反應爐__不明的情況下，判斷由高壓注水
系統並無法充分注水，同時採用與平常相異的運轉方式不妥當，於同
13 日 2 時 42 分以手動停止高壓注水系統。

(C)

高壓注水系統停止導致無法朝反應爐注水。此時反應爐壓力急速上
升，也無法使用柴油驅動的消防幫浦進行送水，自同日 4 時 15 分爐心
45

開始露出水面。也是從此時開始，鋯－水發生化學反應產生大量的氫氣。
操作團隊為了操作控制閥，進入圓盤狀壓力控制室，但其實由於前
述反應爐爐心隔離冷卻系統、高壓注水系統、主蒸氣安全釋壓閥的操作
不當造成內部灌入大量來自反應爐的衰變熱，導致內部溫度相當高。同
日 5 時反應爐壓力超過 7.38MPa、水位為 TAF-2000mm，並持續下降，
於 7 時 35 分時反應爐水位降低至爐心支撐板的位置。
(D)

同日 8 時 41 分，控制閥操作成功將最高上升至 0.637MPa 的圍阻體壓
力降低。此時，核電廠境內的輻射值已上升至 882μSv/h。為了開啟主
蒸氣安全釋壓閥操作電磁閥，收集電池而四處奔走的作業員回到此處，
終於成功將反應爐壓力降低。
至同日 9 時 25 分，反應爐壓力已成功下降許多，立刻進行注水作業，
不消多久，水位已恢復至 TAF 水準。
但同日 12 時 20 分左右，注水用的水開始不足，導致作業中斷，3 號
機的水位又下降至 TAF 水準之下，13 時顯示為 TAF-2000mm。其後開
始引灌海水，但仍就無法恢復 TAF 水準，此時反應爐廠房入口的氣閘
門附近輻射值已高達 300mSv/h，中央控制室也達到 12mSv/h。

D. 3 號機爆炸
3 號機持續乾燒狀態，於同 14 日 4 時 30 分時爐心完全露出水面水面。
消防車及自衛隊的灑水車陸續趕到，正準備進行注水作業約同日 11 時 1 分時，
伴隨著橘色的閃光，3 號機的反應爐廠房發生爆炸。大大小小的瓦礫及粉塵自數
百公尺的高度飛落而下，將控制閥廠房的天花板砸出了大洞。這次甚為激烈的爆
炸與 1 號機的爆炸很明顯地有所不同，判斷其並非氫氣爆炸，而是發生了核爆。
因這次爆炸導致 7 人受傷、作業中斷。再次回到現場並重新開始引灌海水時間已
是五個小時後，約 16 時 30 分之時。
(4)

4 號機發生事故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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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號機當時正進行定期檢查，但約 3 月 15 日 6 時，反應爐廠房發生爆炸，
導致乏燃料池(SFP)裸露至外部環境。
A.

3 月 11 日 14 時 46 分地震發生時，4 號機由於處於定期檢查狀態，因
此反應爐內的燃料全數被取出，貯存在乏燃料池中。
地震發生導致喪失外部電源，這時主蒸氣安全釋壓閥自動關閉，緊急
柴油發電機自動啟動。

B.

3 月 11 日 15 時 27 分及同日 15 時 35 分海嘯來襲，導致 4 號機喪失所
有交流電源，同時直流電源也停止，導致全電源喪失，無法測知乏燃料
池的水溫。

C.
(A)

4 號機反應爐廠房發生爆炸
3 月 15 日 6 時 10 分，4 號機反應爐廠房發生爆炸。
爆炸發生的原因目前尚未釐清。東電對此做出說明，由於 3 號機產生
的氫氣逆流至備用氣體處理系統(SGTS)灌入 4 號機反應爐廠房中，就在
反應爐廠房內充滿爆炸性氣體時，因為不明原因起火，導致氫氣爆炸。
但值得注意的是，僅憑自 3 號機灌入的氫氣即可造成 4 號機反應爐廠
房爆炸，此一說明是否可信還有深入探討的必要。

(B)

4 號機廠房雖然發生爆炸受損嚴重，且乏燃料池裸露至外部，但由廠外
得知，4 號機的乏燃料池內水量仍維持正常，並未發生燃料裸露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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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損害 訴狀 P.46-64

譯者簡介：
Wendy
日文檢定一級合格，常看 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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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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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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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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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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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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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核子損害賠償法第 4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之違憲性

第 1、核子損害賠償法之規定與問題點
1、核子損害賠償法之規定
「核子損害賠償相關法律」
（昭和三十六（西元 1961）年六月十七日法
律第一百四十七號）（下稱「核賠法」）規定如下：

（目的）
第 1 條 本法之目的係制定因核反應爐運轉等發生核能損害時之損害賠償相
關基本制度，以利被害人之保護及協助核能事業健全發展。
（無過失責任、責任之集中等）
第 3條

核反應爐運轉等時，因該核反應爐之運轉等造成核能損害時，與

該核反應爐之運轉等有關之核能事業，負賠償其損害之責。但其損害係自異
常巨大之天災地變或社會動亂所生者，不在此限。
2

（省略）

第 4 條 於前條狀況下，依同條規定應負賠償損害之責之核能事業以外之
人，不負賠償其損害之責。
2

（省略）

3 就因核反應爐運轉等造成之核能損害，不適用商法（西元 1899 年法律第
四十八號）第 798 條第 1 項、船舶所有人等之責任限制相關法律（西元 1975
年法律第九十四號）以及製造物責任法（西元 1994 年法律第八十五號）規
定。

2、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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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賠法之目的在於調和以下二點：①保護受害人、②促進核能事業（第
1 條）。
第 3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核能事業之無過失、無限責任、第 4 條第 1 項
規定核能事業以外之人免責、同條第 3 項規定製造物責任法等之排除。該等
規定係責任集中制度。
就核能事業之無過失責任，係因核能事業係使用高度專業技術之事
業，故發生核能損害時，極難以民法之原則使被害人舉證加害人之故意、過
失，係因被害人缺乏保護而設置之規定。
另責任集中制度之主旨係以下三點：①得輕易辨別受害人請求損害賠
償之對象、②藉由免除與核能事業進行提供資材等交易之相關事業之責任，
使其易與核能事業進行交易，以利核能產業健全發展、③因投保人或標的設
施不會重複，得以辦理保險之損害賠償措施，使提供予核能事業之保險承作
能力最大化。
3、問題點
因核賠法之責任集中制度，使核能事業以外之關係主體均不負賠償責
任。惟該核能事業與各式眾多企業形成交易關係，尤以建設核反應爐之際係
由眾多企業參與。其中心雖為包含被告在內之核電廠商，惟因該等廠商製造
之核反應爐縱有缺陷而造成受害，製造物責任亦不及於核電廠商。該制度似
認核能產業係於完美管理下提供完美產品。
換言之，核電廠商因責任集中制度，形成一結構即於不負賠償責任等
風險下，製造最為龐大之危險物即核反應爐，獲取巨大利益。進一步加上核
賠法整體規定，責任集中制度使製造物缺陷所致風險，最終由國民負擔而非
核能事業。該架構進而提高侵害人類生命、健康之虞，對於各種人權之侵害
有如後述。

第 2、立法經緯
1、英美之免責要求
日本就核子損害賠償之問題正式展開討論，係因面對英美之免責要
求。詳細經緯如下所述。
(1) 1956 年 11 月（美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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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美國簽訂基於美日核能協定之細則規定時，美國要求免除交付
濃縮鈾後產生之所有責任之條款，若不同意則不出租鈾，故簽訂包含免責條
款之細則（甲 4，核能委員會（原子力委員會）月報，1956 年 12 月）。
(2) 1957 年（英國要求）
自英國接受核反應爐而協商英日核能協定時，遭要求免除因生產、加
工英國提供之燃料所生損害之責任。
(3) 1958 年 6 月（接受英國要求）
日本接受上述（2）之要求，與英國簽訂英日核能協定。
(4) 1958 年 10 月
以上述不合理之免責要求為契機，展開正式之核能損害相關討論。1958
年 10 月於核能委員會設置核能損害補償之專責部門。
(5) 1959 年 12 月
就核能事業之賠償責任，持以下認知：
「政府考量各種情事，訂定於國
內培育該產業之政策後，自應努力採取完善措施防止損害發生，但同時萬一
發生意外，為使核能事業負起重大責任，使被害人獲得充分補償，至少避免
使其求助無門，同時避免核能事業之賠償責任成為經營事業上之過當負擔而
無法發展，必須研擬適當措施。」就①無過失責任、②免責僅限於特殊事由、
③集中責任，求償權限於故意或重大過失、④損害賠償措施之強制、⑤無法
賠償損害時之國家補償等各項目進行答詢（甲 5，核能委員會月報，核能災
害補償專責部門會長我妻榮答覆核能委員會委員長中曽根康弘，1959 年 12
月 12 日「核能災害補償專責部門答詢書」） 。
(6) 1960 年 1 月至 1961 年 6 月
以上述（5）之答詢為基礎，由核能委員會及科學技術廳核能局為中心
推動立法。
( 7 ) 1961 年 6 月 8 日（核賠法成立）
「核子損害之賠償相關法律」（同年 6 月 17 日第 147 號，1962 年 3 月
15 日施行）與「核子損害賠償補償契約相關法律」（同年 6 月 17 日法律第
148 號、1962 年 3 月 15 日施行）同時成立，並數次修訂提高損害賠償措施
金額至今。（最新修訂為 2009 年 4 月 17 日法律第 19 號）。
2、要求責任集中制度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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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制定核賠法之基礎在於美國與英國施壓，致使免責條款列
入。
美國與英國施加該等壓力之背景，係因當時日本為進行核能發電事
業，需向美國及英國進口包含技術與燃料在內之整體事業，且就核能發電事
業之高風險已有共識。
即可想而知，進行核能發電事業萬一發生意外，其受害賠償金額將十
分龐大。惟意外時若追究提供核能發電之核反應爐或燃料等之供應者，出口
國將不知何時被迫支付鉅額賠償，故無法放心出口。
就此，出口核能發電事業時，使進口國制定如責任集中制度，使出口
方不負責任之法律制度，使其自身不負責任。藉此保護產業，以免妨礙本國
之核能產業發展。
因此核賠法自其立法過程觀之，保護核能產業之色彩亦十分濃厚，其
合理性不無疑問。

第 3、國內外對核能之態度變化
日本於 1961 年制定核賠法後，1979 年美國三哩島核能意外、1986 年烏克
蘭地區車諾比核子意外、1999 年日本 JCO 鈾加工廠臨界意外等，國際間發生
數次核能意外（參前述第 4 章第 2），核電之危險性與大範圍災害已成事實。
另因核能意外之影響而在日本國內提起之核電訴訟中，亦出現質疑核電安
全性之判決。
尤以本件核能意外發生後，阻止核能事業之行動，不分國內外均急遽加
速，全球對於核能之意識因本件核能意外而產生明顯變化。
1、本件核能意外發生前之動向
(1)

日本
日本於本件核能意外前，亦已發生數次核能意外（參前述第 4 章第 2-3

日本國內之意外）。
另亦有許多要求停止核電廠建設、運轉之訴訟，其中數件之判斷對核
電安全性抱有疑問。以下所舉裁判例為具有代表性者。
前二項裁判例（a 及 b）中，雖駁回原告（上訴人）停止核反應爐之建
設與運轉請求，惟法院之判斷承認核能危險性。另於確認文殊設置許可處分
69

無效請求訴訟更二審判決（c）及停止北陸電力志賀核電廠一號爐建設訴訟
之一審判決（d）中，均為勝訴判決，許可原告等之請求。
a

停止北陸電力志賀核電廠一號爐之建設、運轉訴訟之一審判決
名古屋高院金澤分院判決，1998（平成 10）年 9 月 9 日，未許可原告

等之請求，未認核能發電廠之運轉有侵害原告等之生命、身體等人格權之具
體危險。
惟仍於判決中承認核能發電之危險性。即判決揭示：
「縱認目前核能發
電之必要性如上所述，惟核能發電廠具有平常運轉時釋放一定輻射物質於環
境中，而發生意外時則釋放大量輻射物質之抽象危險性；過去於國外發生之
TMI 核能意外、車諾比意外等重大意外，大量釋放輻射物質造成居民健康嚴
重受害，於我國亦……發生多次意外或問題，造成國民對核能發電安全性之
信任有所動搖；其他有如核燃料之再處理問題、未來廢爐問題等未解決之問
題點，則如上訴人所指，不可否認核電廠於此方面具有人類『負面遺產』之
面相。」
b 北海道電力泊核電廠一、二號機停止運轉訴訟一審判決
札幌地院於 1999（平成 11）年 2 月 22 日判決駁回停止核電廠運轉之請
求，但其判決如下所示，認無法否定對核能安全性之疑慮。
「法院於研議所提證據後，達成之結論係以現狀而言未認泊核電廠一
號機、二號機之運轉有侵害原告等之生命、身體之具體危險。
然而相對之下，就核電是否絕對安全一問，未有加以肯定之能力。因
無論核電如何充實確保安全之對策，亦無法完全否定發生意外之可能。僅需
發生一次重大意外，大量輻射物質即洩漏至環境中，導致無可挽回之結果，
此抽象危險性持續存在。不僅核電廠周圍之居民，即使於國民之間，對核電
安全性之憂慮亦不得謂已獲解決。
此外若持續核電廠之運轉，輻射廢棄物之處理問題，尤以使用後燃料
之再處理過程中產生之高階核廢料，係無可避免之課題。使用後燃料暫時儲
存於設施內，不久將達到極限。即使經過再處理，高階核廢料終究應如何處
理？是否得以備妥中程儲存設施與最終處分場等，問題懸而未決。
邁向二十一世紀並遙望人類未來時，目前應與全球層級之環境問題，
一同認真討論核電之意義。若因預防全球暖化之重要課題而推動核電，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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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選項之一。另一方面，亦可選擇忍耐些許不便，降低電力消費，廢除產生
輻射廢棄物之核電。想留下什麼給自己的子孫？應自多方面加以討論，集思
廣益並做出聰明抉擇。」
c

確認文殊設置許可處分無效請求訴訟更二審判決
名古屋高院金澤分院於 2003（平成 15）年 1 月 27 日，認安全審查之

判斷過程有難以忽略之過失、缺陷，無法否定核反應爐具有儲存容器內之輻
射物質擴散至外部環境之具體危險性，判決設置許可處分無效。其判決否定
安全審查之體制：「使人質疑其是否由獨立角度基於慎重且充分討論所為結
果」、「確實不負責任，謂其幾乎放棄審查亦不為過」。
d 停止北陸電力志賀核電廠一號爐建設訴訟之一審判決
金沢地院於 2006（平成 18）年 3 月 24 日，以原告等於相當程度舉證其
暴露之輻射超過核反應爐周邊居民容許極限之具體可能性，命核反應爐停止
運轉。
其中雖謂「本件核反應爐之運轉為私人企業之經濟活動」
，惟其核反應
爐運轉生產者係「公共財之電力」
，
「若停止其運轉，可能對我國能源供應之
預測造成影響」
，惟難謂對電力公司之電力供應造成特別影響，
「若釋放超出
容許極限之輻射物質，對周圍居民之生命、身體、健康造成之負面影響將極
為嚴重」
，故以「對周邊居民之人格權侵害之具體危險性，已超過容忍極限」
，
以周邊居民之生命、身體、健康之權利利益優先於電力供應。
（2） 日本國外
自本件核能意外發生前，奧地利即於憲法上明載脫離核電之意旨，對
核能表示反對態度。印度則於相當日本核賠法之「核子損害相關民事責任法」
中制定核電廠若有缺陷，認廠商應負其責之法律。由前述可知，國外亦自本
件核能意外前，即展開抑制核能事業之行動。
a

奧地利
奧地利於 1999 年修改憲法，制定包含脫離核電在內之「聯邦憲法律：

非核奧地利」。
以往奧地利係於一般法「核子禁止法」( 1978 年）訂定脫離核電之主旨，
後於憲法再行明定「非核國家」。
另制定奧地利脫離核電主旨之「聯邦憲法律：非核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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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desverfassungsgesetz：Atomfreies Österreich)」規定如下：
第1條

於奧地利不得製造、儲存、搬運、運作、試驗、使用核子武器

（Atomwaffen）。不得建設設置核子武器之設施。
第2條

不得於奧地利建造以核分裂生產能源為目的之設施（核能發電設施

（Anlagen, die dem Zweck der Energiegewinnung durch Kernspaltung dienen）。若
此等設施既已存在，其設施不得運作。
第3條

於奧地利國家領土內禁止搬運核分裂物質，惟以未違反國際法上之

義務為限。得認於該禁止之例外者，係專以和平使用為目的之運輸，以核分
裂生產能源及其廢棄物處理之目的之運輸不受認可。除此之外亦不認可任何
例外。
第4條

應以法律確保奧地利之核能意外所生損害受有適當補償，該損害賠

償亦盡可能對外國受害人實施。
第5條

該聯邦憲法律之執行，係屬聯邦政府之責。

此外奧地利亦於 2013 年 7 月通過禁止進口核能發電之電力一案，決定
自 2015 年起施行。奧地利亦藉此排除核能發電之間接使用。
b 印度
印度於 2010 年 9 月成立「核子損害相關民事責任法」（下稱「印度核
賠法」）
，其中與日本核賠法相異之處，係規定核反應爐有瑕疵時，無論係核
電廠商之故意或過失，核電廠商均應負責。
即核能事業對被害人進行賠償時，「如係有顯然或潛在性缺陷之設備、
材質，或標準以下之服務，由供應者或其員工之行為所致結果產生核能意外
時，事業具求償權。」（印度核賠法第 17 條 b 項）。
之所以得成立前述追究核電廠商責任之法律，其背景係發生於 1984 年
印度博帕爾之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化學工廠意外造成之影響。該意外因具有
強烈毒性之氣體外洩，造成 15000 位居民死亡，並對約 50 萬人之健康造成
傷害，傷亡十分慘重。印度政府對該公司提告，請求 30 億美金之賠償，惟
最終協議為 4 億 7 千萬美金，分配予死者家屬與被害人之賠償金僅為杯水車
薪。
因博帕爾化學工廠意外，印度政府有感於進口核能技術時，應釐清核
電廠商責任之必要性，故以上述內容推動印度核賠法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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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件核電意外發生後之日本國內動向
（1） 安全神話崩潰
與 2011 年 3 月 11 日之本件地震同時發生之本件核電意外之原因有如後
述，在於核反應爐等之缺陷（第 7 章第 2）。
至今已發生者有東海村之 JCO 鈾加工廠之臨界意外，快中子增殖反應
爐「文殊」之鈉外洩、柏崎刈羽核能意外等，對於核電並不安全一事廣受認
知，惟本件核能意外使所謂核電之安全神話徹底崩潰。
本件核能意外時之內閣總理大臣菅直人先生亦表示：
「我認為不得不承
認核能安全行政至今並不充分且有錯誤。我認為政府與業者均應謙虛反省對
核能相關之安全神話。」
（甲 6，第 14 頁第 177 次衆議院正式會議第 31 號）
。
日本係屬世界上少見之地震大國，另目前已進入地震活動期，往後很
可能持續發生大地震。歌頌核能事業發展之根據在於安全神話，惟至今已不
復存在。
（2）

核賠法修正之動向

2011 年 8 月 3 日，為設立核子損害賠償支援機構以迅速且妥善實施核
子損害之賠償等，成立「核子損害賠償支援機構法」
（下稱「支援機構法」）。
在此同時並附帶決議以「1 年為期限」進行核賠法之修正。
因支援機構法之立法目的係以釐清國家責任等（同法第 2 條）
，以對受
害人實施迅速且妥善之賠償，惟其支援機構法之根源即核賠法，亦有修正之
必要性。
制定支援機構法時，於其國會審議中，認若需遠超過 JCO 臨界意外 150
億日圓之高額賠償金時，
「並非單一業者可負擔」
，國會亦認知僅使一核能業
者負責並不充分（甲 7，第 13 頁，海江田萬里國務大臣，第 177 次衆議院東
日本大震災復興特別委員會會議第 14 號）
。另參考人即大阪市立大學研究所
經營學研究科副教授除本理史表示，應思考按責任負擔費用以及因此必須追
究核電廠商責任之事宜（甲 8，第 6~7 頁，第 177 次衆議院東日本大震災復
興特別委員會會議第 12 號）。
此外因本件核能意外影響，亦有議員認為核賠法本身之制定並未經過
充分討論：「如此大規模意外，賠償金額甚鉅，核賠法本身亦未設想包含金
錢之補償及其支付實務在內之具體措施，國家與業者之責任歸屬，在此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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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亦未經充分討論。」
（甲 9，第 16 頁，後藤齋，第 177 次衆議院東日本大
震災復興特別委員會會議第 16 號）。
政府於本件核能意外後，因核能損害金額甚鉅，僅由東京電力賠償損
害，無法實際充分救濟受害人，故強烈體認修正核賠法之必要性，認為其方
法係由自國家與核能事業中獲取利益之核電廠商等負擔責任。
另此附帶決議已經過 2 年以上，核賠法仍未修正。
（3） 國民意識之變化
自本件核能意外後，有如公眾意見、輿情調查、大規模群眾運動之發
生所示，國民心中對核電必要性之意識出現明顯變化，已不希望日本國內發
展核能事業。
a

公眾意見
政府以能源之選擇應以國民選擇為前提，募集能源、環境戰略相關之

公眾意見。結果於 2012 年 8 月就核電之存廢，有 89.1%回答「不需要」，就
再生能源/節能議題，有 33.8%回答「即使成本較高亦應推廣」。
另關於核能依賴度，
「立即廢核」最多，佔 81%。
「階段性廢核」佔 8.6%，
「20~ 25%」為 1.5%，「25 以上」為 1.6%。
b 輿情調查
根據 2013 年 6 月 18 日公佈之一般財團法人日本原力子文化振興財團
所作之輿情調查顯示，對於「是否感到核能的必要性」一問，回答「必要」、
「應該必要」者，於 2007 年為全體之 68.4%、2008 年為 68.0%、2009 年為
71.9%、2010 年は為 78.4%，惟震災後之 2011 年 11 月為 37.7%、2012 年為
36.0%，與 2010 年相較，減少至一半以下。
c

群眾運動
本件核能意外後，日本各地陸續發生反核遊行或抗議遊行等群眾運

動，其參加人數、次數之規模均為日本近年未見。
本件核能意外發生數日後，各地均舉行反核遊行，2011 年 3 月 27 日東
京銀座舉行反核遊行，主辦單位宣布約有 1000 位民眾聚集。其後遊行亦持
續在全國展開。隨著持續舉辦，東京之參加人數漸增，2011 年 4 月 10 日於
東京高圓寺舉辦之遊行，主辦單位宣布約聚集 15000 人參加。
另於同年 9 月 19 日東京明治公園，諾貝爾獎作家大江健三郎擔任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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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舉辦「再見核能集會」。該集會根據主辦單位宣布，約有六萬人自全國
各地參加，於東京電力福島第一發電廠意外之相關集會中，係屬當時規模最
大者。
翌年 2012 年 7 月 16 日，於東京代代木公園舉辦之「再見核能十萬人集
會」，約聚集 17 萬名參加者。

（出處：朝日新聞數位版）
此外自 2012 年 3 月至今，每周五於首相官邸前均有抗議活動。同年 6
月 8 日有 4000 人、同月 15 日有 12000 人、同月 22 日有 45000 人、同月 29
日有 15 萬人至 20 萬人參加抗議活動。此係 1960 年代以來，於東京中心地
區舉辦之抗議中規模最大者。縱於 2013 年 8 月，官邸前之抗議人數亦聚集
高達 3000 人（人數均依主辦單位宣布）。
以本件核能意外為契機，頻繁發生前所未見之群眾運動，顯見國民對
拒絕核電之意思已如前述。
（4） 自能源角度看核電廠
a

電力需求
因本件核能事故，東京電力除第一、第二核電廠以外，火力發電廠、

水力發電廠及變電所、送電設備亦發生極大損害，故為因應缺電問題，自 3
月 14 日起實施約二週之輪流停電（計畫性停電）。
其後電力公司等持續表達因核電廠無法運作而擔憂缺電，在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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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日本各地核電廠排入定期檢查，並於 2012 年 5 月 5 日實現所謂零核電，
意即停止所有核電廠。關西電力之電力供應約有 50%仰賴核電，故以夏季電
力需求為主要理由，於 7 月 1 日重啟大飯核電廠三號機，暫時終結零核電狀
態，其後亦重啟該廠四號機，惟於 2013 年 9 月 15 日，四號機繼三號機之後
亦進入定期檢查，重返零核電狀態。
惟 2013 年夏季屬創紀錄之炎夏，惟此期間並非所有電廠如東電等均反
映有缺電問題。
核電廠並非因電力需求而不可或缺。
b 經濟合理性
以往人們認為核電係廉價能源。根據經濟產業省「平成 21（西元 2009）
年度能源相關年度報告（能源白書）」表示，以每度電計算，核電以 5~6 日
圓最便宜，其後為火力 7~8 日圓、水力 8~13 日圓、風力 10~14 日圓，而太
陽能則為 49 日圓。
惟本件核電意外後，眾人更加關注能源成本，許多經濟學者開始討論
此問題。最後發現至今計算之核電成本中，並未列入給予建設核電廠之地方
政府之所謂電源三法交付金及須儲存、保管十萬年之使用後核燃料之處理費
用等龐大金額。此外意外損害與損害賠償費用、意外善後、廢爐費用等問題
亦屬核電成本。
按立命館大學教授大島堅一試算，發電直接所需成本與包含上述交付
金等政策性引導時之追加成本後，其計算結果核電為 10.25 日圓、火力為 9.91
日圓、水力為 7.19 日圓，而扣除抽蓄發電後之一般水力更為 3.91 日圓，以
核電最為昂貴（《核電成本—能源轉換之觀點》岩波新書 2011 年）。
綜上所述，目前人民已瞭解核電絕非廉價能源。
c

輻射廢棄物
此外使用後之核燃料處理亦屬嚴重問題。
2013 年 8 月，前首相小泉純一郎訪問芬蘭，視察核廢棄物之最終處理

場「ONKALO」。ONKALO 於芬蘭文係「洞窟」、「隱密處」等意。該設施建
造於赫爾辛基西北方約 250 公里之 Olkiluodon 島，目的係將核電廠產生之使
用後核燃料即核廢料深埋於地底之下。鈽之半衰期為 2 萬 4000 年。此
ONKALO 之建造目的係將該等輻射廢棄物深埋於地底下 10 萬年，直至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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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無害為止。
小泉原本站在推動核電之立場，於視察 ONKALO 後態度大幅轉變為反
對核能：「在沒有處理核廢料之措施下推動，是不負責任的做法。」、「沒有
比核能更昂貴的。」

毒
性
指
數
（
每
１
噸
新
燃
料
）

再處理後經過時間（年）
高階廢棄物輻射毒性之經時變化
（出處：高度情報科學技術研究機構 RIST 新聞 No.35(2003) )
該圖顯示對於使用後燃料進行再處理後，取出鈾與鈽之剩餘高階廢棄物
所含放射性同位素之「毒性」變化。此處所謂「毒性」之定義，係以年度攝
取上限除以輻射物質含量之數值。該圖以核分裂生成物（FP）代表鍶（Sr）、
銫（Cs）、鎝（Tc）、碘（I），以超鈾元素（TRU）代表錼（Np）、鈽（Pu）、
鋂（Am）
、鋦（Cm）
。超鈾元素係核燃料鈾吸收中子所生成，該元素比鈾重。
核分裂生成物之總和以綠色曲線表示，而藍色粗體曲線則為超鈾元素之總
和，紅色曲線則表示兩者總和。
輻射廢棄物因其性質，於處理時必須與生物環境採取絕對隔離。惟由
圖表可見，其毒性之衰退需漫長時間，一千年後銫及鍶之毒性消滅，壽命較
長之鈽及錼依舊留有毒性，於數十萬甚至數百萬年後均不會有顯著變化。欲
以人類技術實現如此長期之輻射廢棄物之絕對隔離，顯然極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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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況而言，最妥善之方法係不進行最終處理，而於人類可見之處維
持嚴格管理。因若回溯一萬年前之思考模式，係屬石器文化時代之想法，而
十萬年前則是比克魯瑪儂人出現更早，係屬尼安德塔人時代。完全無法想見
與現代之延續性。
基於前述，管理輻射廢棄物所需之時間規模，遠遠超過技術可作為技
術而發揮效用之層級。
政府並未訂定處理方式與處理場場地，縱使遭批為「沒有廁所的公
寓」，長期以來推動核能政策時，亦將該等問題視而不見，然而如今已不容
許此等情事。
綜上，核電已喪失其需求之依據與應許可之理由。
3、本件核電意外發生後之各國動向
本件核電意外於日本國外亦帶來極大影響，成為德國及瑞士等眾多國
家轉換為脫離核電政策之契機。
（1）

德國

德國至今亦不斷針對核電加以討論。於車諾比意外發生後，脫離核電
之輿論高漲，社會民主黨（SPD）與綠黨之聯合政權，於 2002 年修正核能法
以於 2022 年左右廢核。
然而 2010 年，基督教民主社會聯盟（CDU/ CSU）與自由民主黨（FDP）
之聯合政權修正核能法，修訂核電廠之運轉期間最長可延長十四年。
其後因發生本件核能意外，綠黨緊接於意外後，於巴登-符騰堡邦舉行
之選舉中大有斬獲。受此影響，保守黨梅克爾政權於 2011 年 6 月決定於 2022
年底廢止所有 17 座核電廠之政策。最後聯邦議會與聯邦參議院亦於 2011 年
7 月通過脫離核電之法案，於 2011 年以內廢止八座核電廠。
（2） 瑞士
瑞士曾於 1990 年與 2003 年針對核電議題舉辦公民投票。2003 年之公
民投票中，就脫離核電之政策，贊成約 34%、反對約 66%，由推動核電派佔
多數。
惟瑞士政府於 2011 年 5 月，受到本件核能意外影響，決定於 2034 年為
止徹底廢除所有核電廠共 5 座。公布訂定以 50 年為核反應爐之壽命，於未
來停止現存所有核電廠，亦不進行新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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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政府於 2012 年 4 月發表 2050 年能源戰略，提出階段性廢核係可實
現之見解。
（3） 義大利
義大利於 1987 年之公民投票中，雖支持脫離核電，但其後貝魯斯柯尼
政權計畫改變脫離核電之政策。義大利雖未設置核電廠，惟 2009 年 2 月決
定與法國合作，於 4 處設立新核電廠。
惟於本件核能意外後，反對核能之民眾要求實施公民投票，憲法法院
以判決訂於 2011 年 6 月 12、13 日舉行公民投票。公民投票之結果，贊成凍
結核電之票數佔超過 90%之壓倒性多數，因此義大利政府決定停止引進核電
之計畫。
（4）

其他於比利時或台灣等亦可見脫離核電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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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核能損害賠償法第 4 條第 1、第 3 項的違憲性 訴狀 P.79-92

譯者簡介：
蕭曼林
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畢業，目前正就讀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所
修過法學日文相關課程，日檢 N1 通過
第 7 章 （ p.79~92）
（p.79）
第四、法令違憲
1 、責任集中制度的無效
原賠法的目的為主張「核能事業的健全發展」，但如第 2 第 3 所述，
經過本件核電事故後，現今已不再希望推動核能發電，故此目的本身並不
正當。
再者，核電製造商就核子反應爐的瑕疵得以免責的責任集中制度，則
阻礙了核子反應爐等的安全性為最優先事項的考量，產生容認事業無秩序
擴大的結構。據此原告等，迫使人民生活在存有安全性未徹底確保的核子
反應爐的社會。
因為核能俱有使人類毀滅此等無可比擬的危險性，我們人民當然擁有
「免於核能恐懼而生存」的權利（此人權被稱為「無核權」
（no nukes right））
，
但由於責任集中制度，原告等的「無核權」卻持續被侵害。
（p.80）
更進一步，因否定對核電製造廠商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也侵害了原告
的財產權（憲法第 29 條）、平等權（憲法第 24 條）、接受審判的權利（憲
法第 32 條）。
因此，如下所述，責任集中度是違反憲法而無效的。
2、原賠法目的的不正當性
原賠法的目的為主張「被害者保護」及「核能事業的健全發展」。 像
這樣包含被害者保護和事業發展，以兩個利害衝突事項為目的的制度本身是
有問題的。所謂的核能損害賠償，儘管是適用于核能事故時的法律，但在主
張以核能事業發展為目的下，卻使法律本身造成了核能事業者的責任所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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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不清、無法讓其盡到危險責任，從而結果上反而妨礙了被害者的保護。
日本至今，經過了自車諾比核電事故、JCO 鈾加工工廠臨界意外等諸多
核電事故，即使在核電訴訟中，法院亦認定核電的安全性是不確定的。再者，
即使就核電事故所造成的嚴重損害、親眼可見的恐怖性來看，維持核能事業
發展的目的已喪失合理性。在此情況下，2011 年 3 月 11 日因東日本大地震
此等前所未有的災害，引發了令人恐懼大規模的核電事故，最終導致無法挽
回巨大且嚴重的損害。
本件核電事故發生後，如本章第 3 所述、國內外的情勢明顯傾向拒絕核
電事業的存在。我們重新思考得知，核電的絕對安全性是無法實現的事實。
還有，約八成的國民認為，核電應立即或儘早被廢除。雖然持續有為了安定
的電力供給，核電是必要的說法，但有越來越多人認識到核電實際上卻非一
定不可欠缺，一旦合併考量到各式各樣的成本與放射性廢棄物處理的問題的
話，核電的風險過大，並非應選擇的發電方式。
像這樣，至今蓬勃發展的核能事業，可說是已喪失了支持今後也同樣
發展下去，此目的的必要性或合理性。
因此「核能事業的健全發展」這個目的本身已是不正當，而後面所述
侵害人權的責任集中制度是違憲而無效的。
（p.81）
3、作為手段的責任集中制度
順帶一提的是，所謂的健全發展，與單純的發展是不同的。在此「健
全的」，依據大辭泉有以下的意思。
1 身心正常地運作、健康的。又此情況。
2 思考或行動不偏頗而協調。又此情況。
3 事物正常地發揮作用，堅實的狀態。又此情況。
如此一來「核能事業的健全發展」，明顯並非含有核能事業無秩序擴大
的意思。因製造物的瑕疵，如發生事故則負起賠償責任。也就是說基於當然
的風險，核電製造商即使因非常重視安全性而停頓事業，一邊確認其安全
性，一邊緩慢繼續事業活動，才正是會帶來健全的發展。像這樣硬是跳過程
序，也不是國家或電力公司的要求而照著計劃一昧地持續製造核子反應爐，
怎麼也想不到是有助於「核能事業的健全發展」此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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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假設即使認同原賠法目的的正當性，核電製造商免責的責任集
中制度此一手段，無寧可說是與健全發展的這個目的是不相容的。就這方面
來說，後述侵害人權的責任集中制度也是違憲、無效。
4、「免於核能恐懼而生存」的權利
（1）環境權的動向
以「免於核能恐懼而生存的權利」為前提，簡述環境權的相關動向。
環境權，一般而言是被當成「享有良好環境的權利」。環境權是 1960 年
代美國所提倡的想法，於 1972 年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
中，以通過人類環境宣言為契機，廣為世界所知。此人類環境宣言中提及「自
然狀態的環境與人工形成的環境，對於人類的幸福和享有基本人權，甚至生
存權本身，都是基本且重要的」
、
「人類擁有在一能夠維持基本尊嚴和福祉的
環境下，享有自由、平等且充足生活水準的基本權利，同時也負有為了現在
以及未來的世代，保護改善環境的莊嚴責任」等，在一定水準的環境中生活
是一種基本權利。
（p.82）
日本國內於人類環境宣言稍前的 1970 年，在國際社會科學評議會、公害
國際會議於東京舉辦之際，宣布「⋯⋯尤其重要的是，人，不論是誰都擁有作
為一種基本人權，享受不以侵害健康和福祉為主因受難的環境之權利，還有
獲得包含為傳遞給將來世代，現代應留存之遺產如自然美等自然資源的權
利，我們要求此等法原則確立在法體系中」，而請求環境權的確立。
其後在日本，訴訟上也提起了主張作為人權的環境權之環境訴訟。
成為環境權論開端的是，大阪國際機場訴訟上訴審。
（大阪高判昭和 50．
11．27 判時 797 號 3 頁）。法院雖未使用環境權此用語進行判斷，但卻根據
人格權，認定機場使用的一部分禁止請求權。也就是「個人的生命．身體安
全、精神自由是人類存在最基本的事物，毫無疑問在法律上應受絕對性的保
護；再者，作為人類而生存上，經營平穩、自由、符合人性尊嚴的生活，此
事也應予最大限度的尊重。憲法第 13 條是以此為根據，同法第 25 條亦可從
反面解釋應証。」。此判例被評價為全面性地承認將人格權的用語使用於環
境權的內容。（松本昌悅．中京法學第 23 卷第 2．3．4 號合併號 12 頁）。
又環境權因實質上無法明確取得其主體、客體、侵害基準，遭到法院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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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在女川核電訴訟第一審（仙台地判平成 6．1．31 判時 1482 號 3 頁）
中，環境權就「身為權利主體的權利者範圍、權利對象的環境範圍、權利的
內容，若依具體個別的案件考量，則必定不明確，此有稍嫌速斷之嫌」，故
基於環境權的禁止請求訴訟是適法的。人格權可作為禁止請求權的根據已毫
無異議，但該判決中，亦肯定即使是環境權也有作為民事訴訟法上審判對象
的適格性。
更進一步，同判決中以「本案中就可能牽涉到是否有達到，由核能發電
廠對原告等的環境，肯認其運轉或是建設禁止等程度的危險性這一點，基於
原告等的環境權本案的禁止請求與基於人格權的請求，基本上是一樣的。」
為理由，進入實體判斷。(p.83)結論上，法院雖表示核子反應爐設施中已採取
必要的安全確保對策之判斷，而駁回原告等的請求。但認為即使不能說是實
體法上承認環境權，至少在民事訴訟法上大抵作為一種權利，是有審判價值
的。（判例タイムズ 850 號 170 頁）
（2）「免於核能恐懼而生存權利」的意義
從核電流出的放射性物質會破壞人類生命基礎的 DNA 致無法回復的狀
態，並且其影響會遺傳，帶有連孩子或孫子的世代都會遭受影響的危險。核
能正是俱有侵害作為人類生存權核心－生命，的性質。
本案核電事故中，實際上到孕婦（胎兒）
、幼兒、孩童都受到和核電工作
者一樣地放射線照射，而不得已生活在與放射線管理區域相當的污染地的結
果，對今後健康損害的發生有相當強烈的憂慮。又強制避難、遷徙，侵害了
憲法上基本人權的財產權（29 條）
、居住遷徙．職業選擇．營業自由（22 條）、
幸福追求權（13 條）等。
日本國憲法無論如何也不會承認，我們人民在受到核能恐怖帶來的人權
侵害下生活這件事。憲法是以和平的生存權（前文）
、幸福追求權（13 條）、
社會生存權（25 條）為開端保障基本人權。不受不安所驅趕，過著安全的生
活，是人符合作為人生活下去最基本的原則。為了保障此原則，必須認定在
對個人產生損害可能性的前階段中加害行為的禁止。
就這些層面來看，免於從核能產生之輻射能損害的恐怖而生存，可說正
是作為與個人人格中本質性的生命、生活有關的人格權本身，受憲法第 13
條以及第 25 條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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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因輻射性物質造成的大氣、土壤、水質污染，比較起其他因素造
成的污染，其範圍波及更廣，要回復污染前的狀態幾乎不可能。換言之，基
於核能的損害，包含前述的遺傳等影響，俱有和其他原因無法比較，長期延
續，持續存留的特性。
從如此核能影響力的巨大以及嚴重性來看的話，生活在沒有核能污染恐
怖的環境中，是「享有良好環境權利」的環境權具體化的一種，也就是作為
個別環境權受憲法上保障。
（p.84）
我們人民擁有俱有人格權及環境權性格的「免於核能恐懼而生存的權
利」，也就是「無核權」。
（3）「免於核能恐懼而生存權利」的侵害
作為發生核電事故情況下的責任主體，本來是認定有國家、核電製造商、
電力公司等三方。而此為連帶債務，被害者應對三者每一個都可請求損害賠
償。
但是，有關核電事故，依據責任集中制度，被害者僅能對電力公司請求
損害賠償，該賠償額在超過電力公司的保險契約等損害賠償措置額 1200 億
日圓的情況下，由國家提供援助（原賠法 16 條 1 項）。但是由電力公司或政
府支付的賠償金，想當然其資金亦是來自國民負擔的電費及稅金。也就是
說，這不過是把國民負擔的資金透過電力公司或政府，支付給被害人。核電
製造商與此完全無關，可以安心地專注自己的經濟活動。
像這樣人民僅能以電力公司作為責任追究的對象，正是被告等所計畫核
電推進體制之手法。在這樣的結構中，假設縱使獲得大量的賠償額，作為被
告等的核電推進體制也毫無痛癢。實在是將「被害者保護」棄之不顧，而集
中于「核能事業的健全發展」此一目的達成的厲害手法。而且這樣的責任集
中制度，遍行全世界；據此，正是保護核能產業的結構支配了世界。
免除核電製造商在核子反應爐等有瑕疵情況下的賠償風險，讓其輕視了
對安全性的顧慮，促使其一昧持續製造在一般社會中最危險的核子反應爐等
等，而因此導致核能事業無秩序擴大的責任集中制度，其本身產生了人民受
到核能損害的疑慮，可說是侵害了我們的無核權。
責任集中制度因為侵害了作為憲法上人權的無核權，故是違反憲法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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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
5、財產權（憲法 29 條）侵害
因製造物的瑕疵發生事故，身體、財產受到損害的被害者，可依據製造
物責任法或民法 709 條，對製造業者請求損害賠償。這個方法是以金錢賠償
為原則（民法 417 條）。不過，責任集中制度否定了核電事故的受害者對核
子反應爐等的製造者也就是核電製造商，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
（p.85）
儘管原賠法是以「被害者保護」為目的（同法 1 條）
，但基於責任集中制
度，被害者行使損害賠償請求的相對人被限制在僅有核能事業者，不能對除
此以外的人請求損害賠償。對應該可以請求損害賠償的相對人限制其權利行
使，是對財產權的不合理約制。
再者，因責任集中制度，所有的被害人皆可向核能事業者行使損害賠償
請求。但此情況下，核能事業者可能會超出負擔債務而陷入財務困難等等，
難以實現快速的損害賠償。即使為了實現「被害者保護」，迅速的實現損害
賠償是作為財產權的內容而應被保障；但責任集中制度卻妨礙了此保障，侵
害被害者的財產權。
因此，責任集中制度違反憲法 29 條 1 項無效。
6、平等權（憲法 14 條）侵害
憲法第 14 條是規定法律下的平等。該條宗旨為，除依事物性質基於合理
依據外，禁止法律上的差別待遇。
如同前述，因製造物瑕疵遭受事故的被害者，可以對製造業者請求損害
賠償。但是，只有核電事故的被害者，依據責任集中制度，即使該事故的發
生是起因於核子反應爐的瑕疵，也無法對核電製造商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
對事故的被害人而言，不論是因核電事故產生的損害，還是其他事故產
生的損害，遭到損害的事實皆是沒有改變的。毋寧是，從核子反應爐的危險
性以及核電事故受害的嚴重性來看，僅在核電事故中規定不許對製造業者追
究責任等，俱有差別待遇的責任集中制度，並沒有任何合理存在的理由。
又即使比較核電製造商及身為核能事業者之電力公司的責任，亦不存在
兩者在核能損害的賠償責任中應被區別的合理理由。
就上述觀之，責任集中制度是毫無合理根據而為差別待遇的規定，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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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14 條無效。
（p.86）
7、受審判權利（憲法 32 條）的侵害
憲法第 32 條規定「任何人，皆不得被剝奪其在法院受審判的權利」。該
條之意旨就有關民事事件，為當自己之權利或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時，向法院
請求損害救濟的權利，也就是憲法上保障的審判請求權還有訴訟權。
原賠法 4 條 1 項規定，核能事業者以外之人「不負有賠償損害的責任」，
若依同條第 3 項，就核能損害並不適用製造物責任法等規定。
只要在該條規定為有效存在的情況下，核電事故的受害者假設即使對核
電製造商提起損害賠償請求訴訟，就核子反應爐等的瑕疵或是核電製造商的
過失，也無法在法院進行爭執辯論。
審判對於權利實現、達成而言，是重要且最後的手段。權利是從被實現．
被行使開始才有意義。而該條規定事實上對被害人封閉了以審判程序實現對
於核電製造商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救濟，這條路的入口。再者，爭執核子反
應爐等的瑕疵乃至就此過失的有無，並依據這個爭執尋求核電製造商的違法
性這件事本身，對受害者權利而言有重要的意義。原因是因為能夠揭露自身
受害的原因。
因此，如果核電事故的受害者無法在法院受到這樣的審判的話，就是否
認了其受審判的權利。
故責任集中制度也違反憲法 32 條無效。

第五、適用違憲
假設即使責任集中制度本身不能說是到違憲無效的地步，但從以下的事情
來看，關於由本案核電事故所造成的核能損害，適用責任集中制度是侵害各種
人權，違反憲法而不能被允許的。

1、本件核電事故造成的大量受害者
2013 年 2 月 20 日的今天，因本件核電事故產生的福島縣全體避難者總數，
縣內及縣外共有約 15.4 萬人，其中即使光是避難指示區域的避難者就有約 10.9
萬人（復興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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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賠法制定以來，作為至今唯一核能損害賠償實例的 JCO 臨界意外，賠
償對象約有 7000 件。但從提出損害的所有受害者間達成合意到訴訟完結，需要
自意外發生開始 11 年的時間。
（p.87）
本案與 JCO 臨界意外相比，其損害賠償對象總數相差懸殊。為了救濟每
一位受害人的損害所需之資金確保問題，或是掌握受害者全體的損害情況等，
對於受害者全體的損害回復，確定需要相當長的期間。

2、核電事故所產生的巨大損害額度
核電事故所產生的損害額，被認為有對受災者等的損害賠償、除污染費
用、廢除反應爐費用等。
核能損害賠償糾紛調解委員會的損害額試算
依據核能損害賠償糾紛調解委員會「東京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福島第一、第
二核電廠之核能損害範圍判定中期方針」
（以下稱為「中期指針」
。2011 年 8 月
5 日發表）
，2011 年 10 月 3 日，
「東京電力有關經營．財務調查委員會」發表了
對受害者等損害賠償額的推算。
如根據該委員會的報告書，估計包含涉及由政府避難等指示等的損害或是
形象經濟損失等暫時性的損害部分約 2 兆 6184 億日圓；每年度可能發生的損害
部分，第 1 年度約 1 兆 246 億日圓、第 2 年度約 8972 億日圓、第 3~5 年度約 1
兆 3458 日圓。
但是，這個數字太過低估。真實情況比此估算，遠需要更多的賠償額。
除污染費用估算
關於除污染的費用，2013 年 7 月 23 日，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的研究團隊
出示了實施福島縣內除污染費用的總額最大超過 5 兆 1300 日圓以上的估算結
果。另外，至今政府列入了超過 1 兆日圓的除污染相關費用，但未表示將來的
預算費用。
廢爐費用的估算
就廢爐的費用，東京電力有關經營．財務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書估計從第一
核電廠的 1 號機到 4 號機的廢爐費用，要 1 兆 1510 億日圓。但是，自車諾比核
能事故的廢爐費用花費了 2350 億美金（約 20 兆日圓）來看，第一核電廠的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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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費用今後，會大幅增加是確定的。
如上述，東電所負的損害賠償額、除污染、廢爐的費用估計遠超過 10 兆
日圓。另一方面，東電 2010 年度的稅前淨額是 2710 億日圓，上述本件核能事
故的損害是無論如何也無法以東電一公司之力來支付的程度規模。
（p.88）
原賠法 6 條以下，規定了核能事業者的損害賠償措置義務，而核能事業者
充作核能損害賠償的基礎資金，每一企業要 1200 億日圓（原賠法 7 條 1 項）。
就具體的賠償措置額，於立法的過程中列舉出○
1 依據國際性基準 ○
2 在民
間保險公司的負擔能力得安定確保的範圍，作為考量事項。而且，考量到 JCO
臨界意外中對被害者支付了合計約 150 億日圓的賠償金這點，如果確保了 1200
億日圓的資金，就能夠充分實現快速的對被害者救濟，就此於 2009 年提升了賠
償措置額。
但是，即使有這個賠償措置額，也無法維持本件核電事故中東電應背負的
損害賠償額等的百分之一。原賠法完全沒有設想到有如此大規模的事故。
3、核能損害賠償支援機構等對東京電力的資金交付
由於本件核電事故，2011 年 9 月 12 日設立了核能損害賠償支援機構。該
機構至今對東電進行的資金援助，包含 2013 年 9 月 24 日進行的援助，總計達
到 20 次。此援助的總額，於該日（2013 年 9 月 24 日）合計突破 3 兆 483 日圓。
更進一步於 2012 年 7 月 31 日用認購東京電力發行的優先股的形式，對該
公司進行 1 兆日圓的基金援助。
換言之，由該機關對東京電力的資金支援，總計高達 4 兆 483 億日圓。
還有於 2011 年 10 月，基於核能損害賠償補償契約有關的法律規定，東京
電力另受有 1200 億日圓的支付金額。
合計以上，東京電力至今因本核電事故所接受的補償金及資金援助，高達
4 兆 1683 億日圓。因核電事故造成的損害嚴重，東京電力此後也數次進行資金
援助支付額的變更申請；政府於 2013 年 12 月 20 日決定將此增額至 9 兆日圓。
如前述，雖然設想了如核能事業者先確保有 1200 億日圓的話，就能迅速
救濟被害者（原賠法 7 條 1 項）
。但現階段上，東京電力請求了比此金額高數十
倍的資金援助，而政府亦持續回應此請求。
本件核電事故成為遠超於原賠法估計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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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9）
4、被害者救濟的實際情況
作為被害者救濟的手段，認為有對東京電力的直接請求、核能損害賠償紛
爭解決中心和解調停程序的利用、民事訴訟三種。不過實際情況中，不論是用
哪一個程序，都難以說是可充分達到被害者救濟。
對東京電力的直接請求
作為損害回復的手段，首先想到由受害者直接對東京電力請求此一方法。
但此情況下的賠償額會變成是僅有在東京電力所決定的限度內被承認。也就是
說這個方法，事實上是無法由被害者決定，而是被強迫接受由加害者方訂定基
準下的損害賠償，無法期待充足的賠償。
核能損害賠償糾紛調解中心的和解仲裁
以就核能事故受害者對核能事業者的損害賠償請求，可順利、迅速、且公
正地解決紛爭為目的之公的糾紛解決機關，設立了核能損害賠償糾紛調解中心
（以下稱「ADR 中心」）
。ADR 中心是以核能事故的被害人與核能事業者間依據
和解仲裁，順利、迅速、公正地解決紛爭為目標。
本件核電事故自 2011 年 9 月 1 日受理和解仲裁開始，至 2011 年為止有 5063
件申請案。但其中到 2012 年 12 月底，現在的完結件數不過只有 1862 件（約申
請量的 36.8％）。ADR 中心當初提出了，標準案件自申請開始 3 個月即終結的
目標，但到 2012 年為止有申請的案件之審理期間平均約 8 個月（至和解案提案
約 7 個月），比起原目標需要 2 倍以上的期間。
更進一步，完結案件的 1862 件中，中止 272 件（約 14.6%）、撤回 385 件
（約 20.7%）
、不受理 1 件（約 0.05%）
，完結案件中未成立和解而未受賠償的案
件高達約 35％（甲 10．1 頁、13 頁）。
ADR 中心是以依據仲介當事人間的和解交涉解決紛爭為目標的機關，基
於東京電力與被害者間和解契約的成立，被害者得以獲得損害賠償。為此，和
解契約成立與否，必定會受到東京電力的資力或者是否受有核能損害賠償支援
機構的資金援助等的影響。因此如同前述，本件事故所生的賠償額估計達到數
兆日圓。東京電力陷入了為了賠償損害，必須受到政府大量資金援助的情況；
（p.90）
就此觀之，由東京電力對受害者迅速且充分地賠償這件事，實際上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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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
儘管向 ADR 中心申請和解仲裁，但從有許多因中止、撤回而終結的案件
這點來看，成立和解契約的案件中產生很可能產生相當數量，被害者在賠償金
額上必需有所讓步之案件。作為審理期間長期化的原因，據聞東京電力有要求
資金確保的程序或是和解交涉中請求減低賠償額的情事。
民事訴訟
被害者對東京電力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來回復損害也是可能的。實際
上，大量的損害賠償請求訴訟被提起。
但是民事訴訟制度中，損害額的舉證是必須的，還有要考量到會成為上
訴、上告等的程序。由於本次核電事故，生活被徹底剝奪的避難者的損害，是
非常難以用金錢換算這點等等來看，可以預料到解決為止需要相當長的期間。
因此，從迅速賠償損害的觀點，民事訴訟難以說是適當的手段，也無法保證最
後可以得到滿足的賠償。
小結
如上述，作為本件核電事故的被害救濟，設立了核能損害賠償糾紛調解中
心，訂立了大致的和解仲裁程序制度。但此制度難以說是充分發揮了功能；此
外，包含由東京電力自主性賠償的情況，或是被害者提起的民事訴訟等，本件
核電事故下被害者的救濟在現況中，只能說是完全毫無進展的狀態。

5、原賠法上估算與被害者救濟
責任集中制度的不合理性
原賠法是以被害者保護為目的之一。
作為為了達成相關被害者保護目的的手段，制定了責任集中制度；更進一
步作為實現賠償的具體性對策，訂定核能事業者的賠償措置義務。
就這一點，如果核電事故的損害額是在損害賠償措置額的範圍容許內，依
據責任集中制度，責任追究的對象可被明確化。並且制度上，因為也存在只能
對應損害賠償的金錢性保證，可說是達成了被害者保護的目的。所以原賠法是
原本只預測到會產生賠償措置額程度之損害額的核電事故而制定的法律。
（p.91）
但是一旦發生重大災害，產生了遠超出原賠法上的賠償措置額的損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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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制度反而成了對被害者保護的巨大障礙。
也就是說，在發生了遠超過賠償措置額的損害的情況下，核能事業者除了
自行籌措賠償金外，也必須接受政府的資金援助等來賠償損害。不過，很輕易
就能想像到的是，身為一民間企業的核能事業者可準備的金額有限，假設即使
接受了一部份來自政府的資金援助，如果其程序等相當費時的話，則會陷入大
概無法期待能迅速且充分地對被害者進行賠償的情況。
另一方面，就通常情況認為，如果像這樣無法期待由核能事業者獲得迅速
且充足的賠償，則被害者就該事故，對核能事業者以外負有責任之人亦得請求。
實際上如果存在核能事業者以外負有責任之人，且其具有相當程度資力的話，
被害者基於選擇性地對核能事業者及其他責任人請求損害賠償，即可求早日回
復損害，另一方面，可說是也有助於被害者保護。
不過，現行的原賠法下，責任集中制度的本身，強制被害人僅能對核能事
業者請求，明顯限制了其損害回復手段。
換言之，責任集中制度根據事故的規模，成為阻礙原賠法「被害者保護」
目的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制度。
本件核電事故的規模與責任集中制度
如同前述，本件核電事故的賠償額，顯然達到超過 10 兆日圓的規模。另
一方面，原賠法所規定的賠償措置額是 1200 億日圓，故想利用原賠法的賠償措
置來達到全體被害者的損害回復是不可能的。
現實問題上，只能獲得極度不充足的損害回復之情況，也如前述。
此外，如同後所詳述，核電製造商有應負起本件核電事故的責任。儘
管如此，若無法追究擁有相當程度資力的核電製造商的責任，而只能對
無法期待可充分受償的東京電力請求賠償的話，就消費者而言是被不當
地剝奪了有力的損害回復手段。
（p.92）
換言之，本件核電事故中適用責任集中制度是違反了所謂原賠法「被害者
保護」的目的，明顯造成不合理的結果。責任集中制度的適用，妨害了被害者
的損害回復實現，也產生了侵害被害者的財產權等重要權利的結果。
因此，就本件核電事故，適用責任集中制度是違反憲法不應被允許的。
6、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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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核電事故是日本有史以來最大的核電事故，其受害的範圍、大小、
嚴重性以及繼續性，是遠超於原賠法的估計的。結果現實上，本件核電

事

故受害者的損害回復，遲遲沒有進展。
至少在本件核電事故中，如同上述，責任集中制度成為阻礙被害者的
損害回復的原因。也就是說責任集中制度妨害了作為原賠法目的的「被
害者保護」。
因此，在本件事故，為了達成原賠法本來所謂「被害者保護」的目的，
應該拒絕原賠法責任集中制度的適用，而認定基於製造物責任法以及民法，對
核電廠商的損害賠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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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基於製造物責任法的損害賠償請求

第 1、製造業者的責任
本核災事故是因本件各號機核反應爐等（以下稱「本核反應爐等」）的缺
陷而發生，侵害原告們的權利。因此本核反應爐等依製造物責任法（以下稱
「PL 法」）需負損害賠償責任（PL 法第 3 條）。
首先，為了防止因事故導致的放射性物質外洩，被告們作為主要契約人
所製造的本核反應爐等被放置於鋼鐵製覆蓋容器內部，此鋼鐵製覆蓋容器則
存放於水泥建造的核反應爐建築物中。因為核反應爐建築物只不過是包覆容
器的牆壁，所以依民法 242 條兩者沒有結合事實，維持個別的獨立性。因此本
核反應爐等符合 PL 法的對象「製造暨加工動產」、「製造物」（PL 法第 2 條第
1 項）。
接著，PL 法上定義的「缺陷」是指製造物「欠缺一般應有的安全性」
（PL
法第 2 條第 2 項）。
本核災事故是因本次的地震海嘯破壞了本核反應爐，發生各種故障，各
號機經過各道程序之後，最後喪失全部電源，造成氫爆。
日本為世界屈指可數的地震大國，福島第一核電廠設置位址的太平洋沿
岸經常伴隨地震發生海嘯。因此核電廠一旦發生事故，就會造成毀滅性核災，
所以當然會期待核電廠不會因為地震海嘯造成事故。實際上，目前有多起要
求核電停止運轉的核電訴訟經常以耐震性問題為主要爭論點進行爭辯。
因此，核反應爐「一般應有的安全性」必須含有「不會因地震、海嘯而
發生事故」這項最重要的要素。所以，現實中因為不能夠承受本次的地震、
海嘯而發生了本次的核災事故，就算只看上述事實，也可說本核反應爐欠缺
一般應有的安全性，應當能夠認可製造物有缺陷。
另外，本核災事故發生當下是緊急事態，現場關係人、東京電力本社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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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以及政府關係人等眾多人員的判斷介入其中，不難想像這些人員拼命
努力將事故控制在最小限度。不能說這些人員全部的判斷及作業都是完美
的，不可否認地當中會有幾個判斷錯誤、作業錯誤吧。
但是，本核災事故的發生原因，追根究柢來說還是因為本核反應爐的缺
陷，不能承受本次的地震、海嘯。就算有人為疏失，在各事故調查委員會報
告書中可以清楚地知道人為疏失只不過是伴隨事故所產生的現象。本核災事
故的原因並非人為疏失。
如以上所述，本核反應爐因為不能夠承受本次的地震、海嘯而發生了本
次的核災事故，就算只看上述事實，應當能夠認同本核反應爐的缺陷。而且
本核反應爐還有耐震設計基準後檢查的不完備、老朽化、Mark I 型既有缺陷等
重大問題。以下就關於本核反應爐的諸多問題，先敘述關於反應爐安全性應
當考慮到的地震、海嘯相關見解，列舉上述的問題點，詳細敘述過後可以明
瞭本核反應爐欠缺「一般應有的安全性」，是有缺陷的。
第 2、關於本核反應爐的諸多問題
1、地震、海嘯的相關見解
「缺陷」要考慮到發生地震、海嘯的可能性
日本的地震、海嘯災害
依 PL 法第 2 條第 2 項，製造物的「缺陷」定義為「考慮到該製造物的特
性、其一般可預見地使用型態，其製造業者提交該製造物時其他相關事項，
該製造物欠缺一般應有的安全性。」為了判斷核反應爐「一般應有的安全性」
所考慮到的事情當中，不可排除可能發生會影響核反應爐的地震、海嘯。日
本是世界屈指可數的地震大國，舉例來說日本列島及其周邊在明治以後到
1995 年間的 127 年，有 19 件地震、海嘯，出現 100 位以上死者、失蹤者，1996
年到 2013 年 8 月為止的 17 年中，造成人員受害的地震達到 126 件（氣象廳受
害地震資料）
。另外明治以後到 2013 年 8 月為止發生的主要地震災害，震央分
布四散在日本列島及其周圍的各地。在近代地震觀測開始之前（1884 年以前）
日本列島各地也都發生的震災害，1850 年代（安政時期）發生多起芮氏 7 至 8
程度的大地震。（地震調查研究推進本部《日本地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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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版》）

日本附近主要災害地震震央分布
左：明治～1995 年、中央：1996～2005 年、右：2006～2013 年 8 月
（出處：氣象廳災害地震資料）

伴隨地震發生的海嘯，使日本列島，尤其是沿海地區遭受到很大的災害。
1836 年明治三陸地震帶來的災害造成北海道、東北地方有 2 萬 2000 名死者，
流失、半毀房屋有 1 萬戶以上，另外 1960 年的智利地震在北海道、福島縣到
沖繩的太平洋沿岸造成 142 名死者的災情（內閣府《關於繼承災害教訓調查報
告書》）。
因為是在發生地震、海嘯可能性極高的國家及地區設置核電廠，有鑑於
核反應爐的長期使用年限以及其蘊含的高危險性、引發事故所造成的災害嚴
重性、廣大的範圍及持續性，核反應爐「一般應有的安全性」應解釋為至少
在遭受到可設想到的所有地震、海嘯時，其機能、性質不會導致發生放射性
物質外洩在內的重大事故。
將地震、海嘯對策作為設計基準現象的必要性
核子安全委員會所決定的核電耐震設計基準「關於發電用核子反應爐設
施的耐震設計審查方針」
（1981 年）及其改訂版（2006 年）中明確記載著「發
電用核子反應爐設施必須要有充分的耐震性，在面對可假想的任何地震時，
地震不會成為導致重大事故的誘因。」、「在設施的使用期間中，針對發生可
能性極為稀少、對設施有重大影響，適合作為假想的地震，必須設計為設施
不會因地震造成其安全機能的損害。」2006 年的改訂版中也訂下了海嘯的相
關基準「在設施的使用期間中，針對發生可能性極為稀少，適合作為假想的
海嘯，設施的安全機能也不會因海嘯而有受到重大影響的疑慮。」這樣的基
準即稱為「設計基準現象」
，也就是在進行核反應爐的設備設計時，在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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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命期間可能發生、可以假定的事故現象。核反應爐必須設計成在發生可預
想具明顯代表性的設計故障以及人為過失時，可以自動檢查錯誤並啟動安全
設備。
將地震、海嘯對策作為重大事故對策的必要性
2006 年版的方針解說裡也提及「剩餘風險」，也就是「因超出預估的地
震對設施造成影響，導致發生設施重大損傷、大量放射性物質從設施散擴散，
或是因其影響結果導致周邊民眾有被放射線照射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的
核電設計「要適當地考慮可能會發生超出預估的地震，必須充分認識『剩餘
風險』的存在，不僅要做到基本設計，更要進一步，應當合理地在能夠執行
的範圍內盡力縮小風險。」在核電安全性方面，明確地記載了應該考慮可能
會發生超乎想像的地震、海嘯。
這是基於重大事故對策中確保安全的想法。如同前述，重大事故為「在
安全評價中大幅超出預想的設計基準現象，例如爐心受到重大損害的情況。」
另外，就算萬一發生了重大事故，有效活用現有機能、機器以防止發生重大
事故，在重大事故情況加重時減緩影響的措施就稱為事故管理。
以「一般應有安全性」為前提的先見之明
如上所述，核反應爐的製造物「一般應有的安全性」
，就算遭受可想像的
地震、海嘯(設計基準現象)，也應當保有不會導致重大事故的機能、性質。另
外，發生超出設計基準現象的情況下，也應當要有防止重大事故的發生，防
止其影響擴大的安全性。
但是本次 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的地震及其海嘯，導致本件的各號機喪
失全部電源，核反應爐冷卻困難，1～3 號機為核反應爐事故，4 號機是核反應
爐建築爆炸，已使用過的燃料池暴露於外部環境，使大量放射性物質外洩的
事故。因此很明顯的本件的核反應爐製造物欠缺「一般應有的安全性」。
從 1960 年代設置第一核電廠到發生本次地震、海嘯為止，陸續發表了地
震、海嘯相關的新見解，根據這些見解，被告無論如何也沒辦法說不能想像
會發生使第一核電廠喪失全部電源及其引發的爐心損毀這等重大事故的地震
與海嘯。以下敘述地震、海嘯的相關見解。
關於地震的見解
板塊構造論與地震研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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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 7 月 1 日東京電力向內閣總理大臣提出的第一核電廠 1 號機「核
子反應爐設置許可申請書」的附件文書中記載設置用地附近「可認為是低地
震活動的地區」。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下，1 號機的耐震性可承受地震波加速度
265 伽，是比較小的數值。判斷第一核電廠用地為低地震活動性的理由可以指
出當初作為根據的研究結果是舊資料，進行近代地震觀測之後福島核電地基
附近的地震活動並不活躍。（甲 1‧64 頁）
但是 1 號機設置之後，地震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
首先 1968 年歐美確立了說明地球表層的地震‧火山活動與地質地形變動
原因的「板塊構造論」
，此後的數年之間也適用於日本列島。板塊構造論的理
論是地球表面覆蓋著厚度數十公里的十幾塊岩層，這些板塊各自以一年數公
分的速度移動。日本列島及其周邊有太平洋板塊、菲律賓海板塊、歐亞板塊
三個板塊，如果加上在歐亞板塊東日本側的北美板塊的話就有四個板塊。太
平洋板塊從東南東的方向一年約以 8 公分的速度向歐亞大陸接近，在板塊交
界處沒入大陸的板塊裡，而這個沒入的部分就是千島海溝、日本海溝。根據
板塊構造論，可以說北海道沿海到三陸沿海、茨城縣沿海會反覆發生芮氏 7
～8 的大地震。1968 年十勝海域地震（芮氏 7.9）發生時瞭解了這個概念，1973
年根室半島海域地震（芮氏 7.4）就依據這個理論而得到預測。（甲 1．64 頁）
另一方面，1960 年代中期確定了「地震斷層模型論」，闡明了地震如何
發生的結構。以日本列島太平洋側來說明的話，板塊交界處之間會產生擠壓
的力量，在岩層變形的同時也蓄積了彎曲變形的能量。當岩層不能夠承受這
個力量時，就會引發破壞，釋放出能量，這個現象就是地震。岩層破壞會沿
著岩層破裂面急速摩擦移動，稱為斷層運動，引起斷層運動的範圍稱為震源。
震源的斷層運動會以波動搖動大地，這個波動稱為地震波。1970 年代中期以
後漸漸可以計算特定地點的地震波。（甲 1．64 頁）
根據板塊構造論與地震斷層模型論，確立了一種地震類型會在板塊邊界
發生，是板塊與板塊摩擦移動所造成的地震。而第一核電場處於福島縣，幾
乎是在太平洋中央的位置，離千島海溝到日本海溝的大規模板塊邊界非常
近，考慮到上述的理論，福島第一核電廠正可說是位於板塊地震帶威脅的前
線。
關於板塊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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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塊地震特色與過去實例在《日本地震活動》(地震調查研究推進本部
1999 年)及其第 2 版（2009 年）有如下的記述。
首先，太平洋板塊沒入的千島海溝、日本海溝、伊豆‧小笠原海溝地附
近會發生芮氏 7～8 程度的大地震。像這樣的大地震是因為隨著太平洋板塊沒
入大陸板塊，大陸板塊會被拖引，到了極限的時候大陸板塊急速抬升的斷層
運動而發生的大地震。1968 年的十勝海域地震（芮氏 7.9）、1994 年的三陸海
域地震（芮氏 7.6）、2003 年十勝海域地震（芮氏 8.0）就是這種類型的地震。
斷層長達 100 公里以上，地震規模就會到芮氏 8 的程度。
另外，板塊之間很少會因為一般的板塊地震震源範圍同時發生連鎖破壞
而發生巨大地震。舉例來說，1707 年元祿地震（芮氏 8.1）的震源範圍被推定
比 1923 年關東地震（芮氏 7.9）來的大，可以認為是這種連鎖型的地震。869
年在東北海域發生的貞觀海嘯（芮氏 8.3）也有可能是這種巨大地震而導致的。
國外的部分，1960 年的智利地震（芮氏 9.5）
、2004 年的蘇門答臘海域地震（芮
氏 9.1）也被認為是連鎖型的巨大地震。
板塊地震會使面對板塊邊界的沿岸地區遭受到海嘯災害。除了伴隨激烈
搖動的大地震之外，引發出比預想更加巨大海嘯的普通地震稱之為「海嘯地
震」
。海嘯地震是板塊邊界的一部份斷層面慢慢發生摩擦錯動，影響到海底地
殼變動而發生海嘯。因為摩擦錯動是慢慢發生的，雖然地震搖動比較弱，但
因為斷層運動的規模大，所以會引發大海嘯。1896 年的明治三陸地震就是海
嘯地震的例子之一。明治三陸地震的地震規模若以搖動為基準來計算是芮氏
規模 7 的程度，但以海嘯紀錄所求出的數值來說則相當於芮氏 8.2。另外，1605
年慶長地震所引發從關東到九州的太平洋沿岸海嘯也被指出是海嘯地震。
地震活動的長期評估
三陸沿海到房總沿海的長期評估
包含第一核電廠設置地點的地區在內，具體預測了會發生板塊地震。
2002 年 7 月，政府機關地震調查研究推進本部（以下稱「地震本部」）
地震調查委員會發表了「關於三陸沿海到房總沿海地震活動的長期評估」
（以
下稱為「長期評估」）。地震本部是以 1995 年阪神‧淡路大地震為契機，為了
能夠協助防災，收集、整理、分析研究機關、研究者的地震相關資料，進行
了綜合性的評價。沿著日本海溝的地區，包含三陸沿海到房總沿海的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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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岸，因為過去曾多次發生大地震，地震本部地震調查委員會以長期觀點評
價了地震發生可能性、震源區域的型態等等，將這些歸納成長期評估。部分
相關概要如下。
沿日本海溝發生的地震主要是板塊地震，偶而會因板塊內部破壞而發生
地震。靠近三陸沿海北部到房總沿海海溝的區域曾發生過芮氏 8 等級的地震
有 1611 年三陸海域地震、1677 年 11 月房總海域地震、1896 年明治三陸地震，
這些地震都因海嘯而帶來巨大災害，也是上述的海嘯地震。也就是說，斷層
緩慢錯動，人所感覺到的搖動也小，但發生的海嘯規模卻很大的地震類型。
因為三陸沿海北部到房總沿海整體在 400 年之間發生過 3 次同樣類型的地震，
每 133 年就會發生 1 次芮氏 8 程度的地震。除了這些地震以外，三陸沿海北部
到房總沿海的個別區域也曾發生出現複數死傷者的地震災害。其中福島縣沿
海在 1938 年福島縣東方海域發生過幾次地震，是逆斷層型及正斷層型，芮氏
7.5 程度的地震，但因為過去 400 年間沒有其他事例，在 400 年以上的間隔中
可能會發生這種地震。
基於過去的事例，長期評估中預測了靠近三陸沿海北部到房總沿海海溝
的地震發生時期及規模，推論發生芮氏規模 8 程度板塊大地震的機率在 30 年
內是 20％，50 年內是 30％。福島縣沿海方面，如上述福島縣東方海域芮氏規
模 7.4 程度的地震，推測發生機率在 30 年內是 7％以下，50 年內是 10％以下。
地震發生位置雖然被認為會在 1611 年地震及 1896 年地震的斷層，長約 200 公
里，寬約 50 公里，位在沿著南北延伸的海溝，但過去很少發生同樣的地震案
例，不能斷定這種類型的地震只會發生在特定的三陸海域，有同樣構造的板
塊交界海溝附近也有發生這類地震的可能性，無法特定出發生地點。
宮城縣沿海的長期評估
地震委員會在 2000 年公開發表宮城縣沿海的長期評估。該評價中，2001
年～2020 年地震發生機率約 80％，規模方面，推測如果是只在宮城縣沿海海
域發生破壞的話會達到芮氏 7.5，如果與東邊靠近三陸沿海南部海溝的海域發
生連鎖效應的話會達到芮氏規模 8.0 的程度。兩個海域同時有地震活動的情
況，在 1793 年曾經發生過海嘯使岩手縣大槌到宮城縣的牧鹿半島流失房屋，
福島縣相馬與盤城出現死者，是芮氏規模 8.0～8.4 的地震。（島崎邦彥《超巨
大地震、貞觀地震與長期評估》岩波書店《科學》2011 年 5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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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想本次地震的可能性
根據氣象廳本次地震為逆斷層型，壓力軸是西北西－東南東方向，在太
平洋板塊與大陸板塊交界發生的地震。地震規模芮氏 9.0，宮城縣栗原市觀測
到的最大震度為 7 級。另外海嘯的部分，在北海道、東北地區、關東地區的
太平洋沿岸分別觀察到宮古 8.5 公尺以上、大船渡 8 公尺以上、石卷鮎川 7.6
公尺以上、相馬 7.7 公尺以上相當高的海嘯。震源範圍推論是從岩手縣海域延
伸到茨城縣海域，長度 400 公里以上，寬度 200 公里，最大滑動量有 20 公尺
以上。滑動量最大的區域位於地震本部所評價過的靠近三陸海域南部海溝、
三陸海域北部到房總海域海溝的一部份，包含三陸海域中部、宮城縣海域、
福島縣海域、茨城縣海域在內（《平成 23 年（2011 年）東北地方太平洋海域
地震的地震活動》第 7 報）。並且氣象局也發表「以比一般地震還要複雜的方
式連續發生三個巨大的破壞。」（同第 15 報）。依據東京大學地震學名譽教授
島崎邦彥《超巨大地震、貞觀地震與長期評估》：「我認為破壞是從發生機率
最高的『靠近三陸海域南部海溝』海域開始，擴大到東西、南北。錯動最大
地點在這個海域內，另外是鄰接東邊的『靠近三陸海域北部到房總海域海溝』
的這塊海域。」此外島岐指出東北地方的太平洋海域地震以芮氏規模 9.0 來說
地震波較弱，「發生普通地震的同時『日本海溝附近』也發生了海嘯地震。」
（《儘管做了預測，比預想災害更巨大的海嘯》岩波書店《科學》2011 年 10
月號）
綜觀下來，地震結構及其類型可以透過板塊結構論及地震研究的進步來
瞭解，另外也公開發表了板塊地震、海嘯地震、連鎖大地震等概念為一般大
眾所理解。根據長期評估，包含本地震的震源地區在內，沿日本海溝具體區
域的板塊地震預測、海嘯地震預測，都推論在評價發表後 30 年內有 20％的機
率會發生至少芮氏規模 8 程度的大地震。因此，根據這樣的見解，應當可以
設想到會發生如本次地震震源包含福島縣海域在內的大地震。也就是說被告
與東京電力、國家機關經常共有情報，基於最新見解負責定期檢查、維修、
後檢查，最遲在長期評估發表的時候就可預見會發生使第一核電廠喪失全部
電源，引發爐心損壞的重大事故程度的地震。
關於海嘯的見解
第一核電場設置 1 號機時所設想的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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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 1 號機設置許可申請書中記載預定地南方 50 公里小名濱港的潮
位，「最高潮位 O.P.（小名濱港工事基準面）＋3.122 公尺（1966 年 5 月 24 日
智利地震海嘯）」
「最低潮位 O.P.－1.918 公尺（1966 年 5 月 24 日地震海嘯）」。
1993 年 3 月發生北海道南西海域地震海嘯，通產省資源能源廳對電事連（電
氣事業聯合會）要求海嘯安全評價，1994 年 3 月東京電力報告第一核電廠的
潮位上昇 O.P.＋3.5，其中舉出 1611 年以後 13 次的地震海嘯文獻紀錄，相互比
較之後福島地方發生過最大海嘯是智利地震海嘯。2000 年 2 月電事連使用當
時最新方法計算海嘯，考慮誤差為預想水位的 1.2 倍、1.5 倍、2 倍，分析是否
會對核電非常用機器造成影響。發現第一核電場在預想水位 1.2 倍的情況下海
水幫浦馬達會停止運轉，影響冷卻機能。
土木學會的海嘯評價
2002 年土木學會核子土木委員會海嘯評價小組制訂「核子發電廠的海嘯
評價技術（以下稱「土木學會評價」）。根據國會事故調查報告書，此土木評
價是初期的核電建設之後，將急速進步的海嘯預測技術標準化，以集結核能
發電廠的安全設計為目的而整理出來的評價。土木學會評價中是以伴隨未來
在板塊邊界附近發生的地震而來的海嘯為對象，基於過去地震發生狀況等等
的地震學看法，在合理位置按照海嘯發生型態預設波源。也就是從過去的海
嘯所算出的模型，考慮不確定性後找出使海嘯規模變成最大的條件，大致的
設想數值約是過去最大海嘯高度的兩倍。
但是土木學會評價僅對東北地方過去所留下約 400 年的文獻資料進行評
價，沒有考慮到更長間隔所發生過的海嘯，被認為「因為是用缺乏科學根據
的方法所算出的海嘯發生頻率，低估了海嘯風險。」另外也被指出「不考慮
目前為止沒有發生過大海嘯的海域未來會發生大海嘯的想法。」
（島崎邦彥《儘
管做了預測，比預想災害更巨大的海嘯》）
另外，東京電力依照土木學會評價將第一核電的海嘯預想潮位提高到 O.P.
＋5.7 公尺，在跟保安院報告的同時，也將 6 號機的非常用海水幫浦馬達提高
了 20 公分。
地震本部的長期評估
如前述，2002 年 7 月地震本部地震調查委員會發表了「關於三陸沿海到
房總沿海地震活動的長期評估」
，預測出包含第一核電在內的沿日本海溝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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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0 年內有 20％的機率會發生芮氏規模 8 程度的海嘯地震。其規模以海嘯震
度（以海嘯高度來推測的震度）約是芮氏規模 8.2 左右，是以明治三陸地震的
數值為基準（島崎）
。與土木學會評價不同的地方在於明確表示日本海溝各處
都會發生海嘯地震。因為板塊的沒入，理由是難以想像只有北部及南部會發
生海嘯，只有中部不會發生海嘯的情況（同）。
淹水學習會資訊分享
2006 年 1 月保安院及獨立行政法人原子力安全基盤機構設置了淹水學習
會。其設立契機是因為 2004 年的南亞海嘯使印度清奈核電廠的非常用海水幫
浦不能運轉，且 2005 年 8 月宮城縣海域地震使女川核電發生了超出基準的震
動，於是有了確定會發生超出想像情況的問題意識。
2006 年 5 月 11 日的學習會中東京電力就第一核電 5 號機預想外海嘯報告
了檢討狀況，表示 O.P.＋10 公尺的海嘯有使非常用海水幫浦喪失機能導致爐
心損壞的危險性，O.P.＋14 公尺的海嘯會導致非常用柴油發電機、外部交流電
源、直流電源全部都無法使用，有喪失全電源的危險性。在淹水學習會分享
資訊的同時，2006 年 8 月 2 日第 53 回安全情報檢討會中，保安會的相關負責
人的發言：
「從危險評估結果來看我想剩餘風險是很高的，以防萬一，要收集
資訊並思考個別的對應方式。對於海水幫浦的影響方面，危險的確立幾乎等
於爐心損壞的機率。」該安全情報檢討會資料中記錄了：「假設地基水平＋1
公尺的情況，都無法否認每樣設備有浸水的可能性。另外實施了第一核電 5
號機、1、2 機的現場調查，確認上述檢討結果是否妥當。」
東京電力對預想海嘯的變遷
2006 年 9 月因改訂耐震設計審查指南的關係，東京電力將預想海嘯提高
了 40 公分，達到 O.P.＋6.1 公尺，到 2009 年 11 月為止實施了提高海水幫浦馬
達機器的策略。
2006 年 10 月 6 日，保安院向電力業者就後檢查耐震安全性評價實施計畫
書舉辦意見會，會中保安院的相關負責人以口頭表達了以下的內容：
「保安院
不僅要確認後檢查（海嘯預想修正）的結果，也要確認其對策。既然是自然
現象，就應該要考慮到會有發生超出設計預設的情況。對於沒有多少能力抵
抗海嘯的設備，會希望採取具體的物理性策略。就海嘯而言，海嘯高度與地
基高度是數十公分的話就不太需要改變，在評估上是 OＫ的，可是因為海嘯是
102

自然現象，很有可能會發生超出設計所預設的海嘯。在超出設想的情況下，
因為非常用海水幫浦機能喪失導致爐心損壞的緣故所以不夠安全。這次保安
院希望能藉由這個場合，確實地公告給各公司理解並請傳達給各公司的高
層。」東京電力內部方面到負責核電部門的副社長為止都共同分享了以上的
內容。
2007 年 4 月 4 日保安院海嘯後檢查會議中，東京電力就第一核電的採取
對策方針，檢討了海水幫浦的封水化及建物設置的對應策略。
2008 年 10 月東京電力接受了獨立行政法人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當時）
的佐竹健治正在準備中的關於 869 年貞觀海嘯的論文，指出福島也有可能會發
生非常大的海嘯（東京電力報告書）
。在那之後，東京電力計算出貞觀海嘯的
波高在第一核電的地點是 O.P.＋9.2 公尺，並在 2009 年 9 月向保安院報告。
另外，東京電力在 2008 年 5 月左右基於地震本部的長期評估，公司內部
使用明治三陸海域地震的海嘯波源模型進行試算，算出第一核電 1 號機～4 號
機的主要建物地基南方淹水高度達 O.P.＋15.7 公尺，並掌握到 4 號機核電建物
周邊會淹水 2.6 公尺（東京電力報告書）。
設想本次海嘯的可能性
如上，根據地震本部的長期評估，預測到會發生海嘯震度 8.2 程度的海
嘯，東京電力就第一核電用地可能面臨的海嘯從設想的 O.P.＋3.122 公尺逐漸
變成 O.P.＋3.5 公尺、O.P.＋5.7 公尺、O.P.＋6.1 公尺、O.P.＋9.2 公尺，每次改
變數值時都向內閣總理大臣、通產省資源能源廳、保安院等等機關報告。在
這期間，2006 年在淹水學習會中曾表示第一核電有遭受 O.P.＋10 公尺海嘯會
導致爐心損壞、O.P.＋14 公尺海嘯會導致喪失全電源的危險性。並且在 2008
年左右的時候，東京電力公司內部算出可設想的海嘯達到 O.P.＋15.7 公尺。
另外，根據東京電力的最終報告書，本次地震所發生的海嘯，調查其殘
留痕跡高度的結果，海嘯波及到主要建物用地為止（1～4 號機 O.P.＋10 公尺，
5、6 號機 O.P.＋13 公尺）
，淹水區域達到主要建物用地的全域。淹水高度方面，
1～4 號機 O.P.約 11.5～15.公尺。
本次地震所引發的海嘯高度，東京電力及國家機關已經有所設想也分享
了相關資訊，並非超過會帶來嚴重事故的海嘯高度。因此，在東京電力與國
家機關經常分享資訊的情況下，基於最新見解負責定期檢查、補修作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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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等等的被告們，在淹水學習會中認識到其危險，保安院要求對策的時間
點，就可以預見會發生第一核電廠喪失全交流電源導致爐心損壞帶來重大事
故的海嘯。
小結
如上所述，藉由地震研究的顯著發展，對於應當會到來的大地震預測了
其類型、規模與位置。另外，也有伴隨大地震而來的海嘯評估及影響核反應
爐的相關研究，讓國家及業者瞭解認識，甚至國家機關也具體地指出了危險
性及提出改善指示。身為製造物的核反應爐，其安全性應當要考慮到這些相
關見解的存在。根據這些見解，本次地震及海嘯是在可以設想的範圍內。

2、耐震後檢查的不完備
日本核電耐震設計基準至目前為止有過三階段的大改變。還沒訂下耐震
設計基準的階段，訂下最初的「發電用核子反應爐設施的相關耐震設計審查
指南」階段（以下稱「舊指南」），再來是改訂了舊指南的「新指南」階段。
2006 年訂定新指南之後，保安院立即向全國核電業者要求依照新指南實施
既有核電廠的耐震安全性評估（以下稱為「耐震後檢查」或「後檢查」）。但
是東京電力在本核災事故發生之前，只稍微實施了第一核電廠的耐震後檢
查。而且，雖然掌握到有很多無法達到新指南要求的機器及管線，卻幾乎沒
有進行耐震補強工程。
也就是說第一核電廠是在無法承受強大且長時間地震震波的狀態下，面
對了本次的地震。
耐震安全性評估的變遷
核電廠的耐震設計
核電廠耐震設計是指，設計的建築物、機器、配管，就算在地基遭受到
設想中最強地震震動的情況下，各種構造的扭曲與應力能夠在容許範圍內，
防止輻射線外洩的安全機能不會受到損壞。地震是地下岩盤發生破壞，釋放
出地震波的現象，到達地表的地震波稱為地震震動。地震震動搖動了建築、
土木、機械等等構造後，構造內會發生大大小小的新變形（扭曲）與力（應
力），變形與力如果超出構造的強度就會造成損壞及機能故障。
扭曲分為會恢復原狀的「彈性變形」與維持變形狀態的「塑性變形」
。雖
104

然理想狀況是不管受到多麼強烈的地震影響，核電廠所有設施都可以在彈性
變形範圍內，但在現實上是不可能的，受到某種程度以上強烈地震震動影響，
多少會有塑性變形（也就是多少有損傷）
，如果可以維持各設備機器的安全機
能就算是好的情況。
關於核電廠的耐震設計，核電廠的各建築物及管線依重要性高低分為 A
（As）
、B、C 等級，比一般建築物耐震力各加強了 3 倍、2 倍、1 倍的強度（As
等級的機器管線類增加 20％強度）
。設想地震則以古文獻及目前為止的地震紀
錄作為基礎，設定出該地區「設計用最強地震」
。特別是重要性高的機器（覆
蓋容器、核反應爐容器、控制棒），對「設計用極限地震」（雖然不能想像會
發生，是為了以防萬一所設想的強震）仍然可發維持機能。
如此一來，耐震設計的出發點即為適當設定做為耐震設計基準的最強地
震與極限地震。因此首先必須要正確設想出會帶來最強地震震動的強震，適
當評價震源至核電廠用地的地震波傳播。再來也必須要適當評價地震所引發
的搖動。以核反應爐建物來說的話，要分析建築物的地基到上層是如何因地
震而震動（以下稱「地震應對分析」）、算出各部位的變形與應力。關於設置
在核反應爐建物內的機器、管線，則會透過地板的震動進行地震應對分析。
另外，可以用位移、速度、加速度三種方式來看地震震動。位移是指地
面移動了幾公分，速度是指每秒移動幾公分，加速度是指每秒變化了多少 cm/s
的速度來移動。
耐震設計基本架構 3 階段的變遷
如同前述，第一核電廠耐震設計方針的基本架構在建設當初經歷了三階
段的大改變。
首先是 1 號機到 3 號機申請設置許可的 1966～1971 年時期，沒有為了安
全規範的耐震設計基準，東京電力獨自設定出用來確認維持安全機能的地震
震動（機能維持檢討用地震震動），以經驗主義來做審查。接著如第 2 之 1 敘
述過的，當時地震科學尚未成熟，認為用地周遭的地震活動並不頻繁，核電
廠的耐震設計中應該要確認維持安全機能的地震震動最大加速度僅僅只有
265GAl（加速度單位），耐震性能明顯低落。
接著，1981 年核子安全委員會決定了舊指南，作為核反應爐設置安全檢
查當中的耐震設計方針的審查根據。因此要確認正在運轉的 1～6 號機耐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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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舊指南。
再加上 2006 年時大幅改訂舊指南，制定了新指南，全面提高了標準，被要求
按照新指南作出耐震安全性評估。
因為以上變遷，第一核電廠耐震設計基準的地震震動最大加速度從建設
時的 265GAl 提高到 370GAl、600GAl。但是從以下的敘述可以了解到，在本次
地震發生時實際上可以說是並不具備可以承受 600GAl 地震震動的設計。
第一核電場建設當初的耐震脆弱性
1 號機當初預想的地震波
為了新建 1 號機，1966 年 7 月 1 日東京電力向內閣總理大臣提出「福島
核子發電廠核子反應爐設置許可申請書」。該申請書的附件 6 中寫道：「福島
縣周邊除了會津附近以外，幾乎沒有發生明顯的地震災害，以全國來說可以
說是地震活動性（seismicity）低的地區之一。」
、
「福島核子發電廠用地附近可
以認為是福島縣內地震活動性（seismicity）低的地區。」
、
「福島發電廠用地附
近過去並沒有震災經驗。」
依據以上的認識，認為：
「Aｓ等級與 A 等級的設計受到底部最大加速度
0.18g 的地震震動是安全的。」
「Aｓ等級設施受到比 0.18g 高出 1.5 倍加速度的
地震震動時，確認不會損失機能。」0.18g 是 179GAL，0.18g 的 1.5 倍（＝0.27g）
相當於 265GAl。以 265GAL 作為最大加速度，比起較早的敦賀核電廠 1 號機
考慮以 1948 年芮氏規模 7.1 的福井地震最大加速度 368GAl 來做機能維持檢島
用地震震動來說是相當低的。簡單來說，敦賀發電廠比福島發電廠堅固了 1.4
倍左右。
以上第一核電廠設置位址的地震活動性相關看法及耐震設計基本方針，
在 1966 年 11 月 17 日被核子委員會委員長向內閣總理大臣提出報告時直接沿
用並加以承認。因此，這樣數值低估的地震震動設想顯然是天真的，當初基
於此設想的耐震設計也明顯地不夠安全。
而且在那之後因應地震科學發展、累積的地震觀測資料、耐震標準的提
高，必須要修正耐震安全性及進行耐震補強，可是第一核電廠如同下述並沒
有進行最低限度的改善。因此機械設備直到本次地震發生為止仍然存在著耐
震脆弱性。
1 號機設置後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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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之 1 曾提過板塊構造論與地震斷層模型論等理論，地震研究有了很
大的進展。另外 1970 年代後半以後，也可以做到計算出特定地點的地震震動。
根據最新見解，第一核電廠面臨千島海溝至日本海溝的大規模板塊沒入
邊界區域，明顯地受到板塊地震的威脅。所以可以預想到大地震的地震震動
最大加速度超過 265GAL 的可能性很高，但是沒有藉由核子相關人士修正選址
條件與耐震設計，第一核電廠到 1971 年 12 月提出的「核反應爐設置變更許可
申請出（6 號機）」為止，重複使用完全同樣的內容進行申請增設各號機。
耐震後檢查的不完備
後適用與後檢查
如同前面說過的，雖然耐震設計審查基準從個別經驗主義式的審查轉變
到舊指南、新指南的時代，但是對於在訂定指南之前已經許可設置的核電廠
來說，並不存在稱為「後適用」的溯及既往法律原則。不過管理當局向電力
業者要求大概做一下「耐震後檢查」
，讓既有核電廠按照新指南確認是否安全。
這時透過地震應對分析等所發現不符合新指南規定的設施，慣例上是業
者自主進行補強工程後重做一次分析，當作符合了新指南規定，做出「耐震
後檢查」報告。
舊指南的制定與耐震後檢查
舊指南中關於耐震設計用的地震震動方面，在開放基岩表面（假設發電
廠地基的地下基岩面上沒有表層及構造物，基岩面沒有明顯高低差，幾乎都
是平面的寬廣表面）制定了 S1、S2 兩種基準地震震動。舊指南並規定了耐震
重要度分類，A 等級設施對 S1 地震震動必須維持在彈性範圍內，As 等級設施
對於 S2 地震震動可容許一部份進入塑性範圍，但要求保持安全機能。
制定舊指南後過了 11 年，1992 年 5 月資源能源廳公益事業部（當時）透
過電事連對核電業者要求報告後檢查結果。東京電力對這個要求在 1994 年 3
月提出了 1～6 號機各個的「耐震性評估結果報告書」。
該報告書中，第一核電廠的各號機都得到兩個評價：①輸入從 S1 地震震
動所求得的模擬地震波，計算負荷量及應力的結果，因為夠安全，所以確保
了耐震安全性。②輸入 S2 地震震動所求得的模擬地震波檢討結果，表示可以
設施安全機能。但是各號機在重要管線評估點當中，超過發生應力值之容許
值 70％的點是複數存在的，大約佔了 90％以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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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地震震動如果只大了一點點，也可以判斷得出步符合規範的結果。
新指南後檢查的致命性不完備
新指南
核子安全委員會在 2011 年 7 月設置耐震指南檢討分科會（以下稱「分科
會」），開始舊指南改訂作業，2006 年 9 月 19 日正式決定新指南。
新指南跟舊指南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基準地震震動（S1 與 S2 合併為 Ss、檢
討用地震、地震震動評估方法等等）
、活斷層的評估期間（過去 5 萬年改為 12
～13 萬年）、垂直方向地震震動（上下動）的個別評估、耐震重要度份勒（A
等級與 As 等級合併成為 S 等級）
、地震伴隨現象（周邊斜面崩壞、海嘯）
。重
要度 S 等級的設施被要求在受到基準地震動 Ss 地震力的情況下要能夠保持安
全機能。也導入了比 Ss 低了一定程度的彈性設計用地震震動 Sd。
另外取代了舊指南所設想芮氏規模 6.5 直下型地震的基準地震震動
S2-N，新指南導入「制定非特定震源地震震動」
（並非標準加嚴，這點被指出
是藉由電事連發揮影響力。）
耐震後檢查指示
核子安全委員會決定新指南的隔天，2006 年 9 月 20 日保安院要求核電業
者針對運轉中及建設中的核電廠，按照新指南提出耐震後檢查的實施計畫並
加以實施。 此時保安院也制定耐震後檢查基本想法、評估方法、確認基準的
「後檢查規定」。
2007 年 7 月 16 日發生新瀉縣中越海域地震（芮氏規模 6.8）之後，保安
院指示核電業者修正實施計畫，以盡早確實完成評估。同年的 12 月 27 日要求
中越海域地震的相關看法要反映在耐震後檢查。
東京電力對於以上要求，在同年 8 月 20 日報告耐震後檢查實施計畫的修
正結果，2008 年 3 月 31 日提出第一核電廠 5 號機及第二核電廠 4 號機的耐震
後檢查中期報告書。2009 年 4 月 3 日提出第二核電廠 1～3 號機的中期報告書，
同年 6 月 19 日提出第一核電廠 1～4 號機及 6 號機的中期報告書。
保安院檢討了這些後檢查中期報告書的妥當性，2009 年 7 月 21 日整理出
第一核電廠 5 號機的評價。
保安院對東京電力耐震後檢查的評價
對於東京電力第一核電廠 5 號機中期報告，保安院首先評價基準地震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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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Ss 的制定與地震震動評估方法是妥當的，5 號機核反應爐建築物及機器、
管線在面臨基準地震震動 Ss 時可以確保耐震安全性。
應爐建築物之外，可以「停止」
、
「冷卻」反應爐，
「封閉」放射性物質也
就是安全上最重要的 S 級設備當中不超過 7 個（核反應爐壓力容器、核反應
爐覆蓋容器、支撐爐心構造物、去除餘熱幫浦、去除餘熱配管、主蒸氣管線、
插入式控制棒）
。而且還限制了各設備的評估對象部位。對象設備只在被限定
的部位做耐震後檢查是不夠的，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可以確認 5 號機整體的安
全性。現在保安院自己「今後的檢討課題」載明①8 個主要設施（包含核反應
爐建築物）以外，安全上最重要的設施的耐震安全性評估妥當性②確認 8 個
主要設施中期報告當中的評估對象之外的部位評估結果。
關於這一點，電事連及保安院認為：
「機器評估是中期評估，舉出主要設
備的一個例子來表示認為大致沒有問題，這並不是以確認發電廠設備耐震安
全性為目的的評估。」儘管如此，東京電力在各號機的中期報告當中極力宣
傳透過耐震後檢查已經確認可以確保安全上重要的建物、機器、管線的耐震
安全性，在 5 號機之後包含 3 號機同樣也進行了不夠充分的耐震後檢查，保
安院做了東京電力中期報告的評估，公開表示確認了耐震安全性。
耐震後檢查實際作業情況
本次核電事故發生時，第一核電廠各號機當中，除了 4、5 號機的少部分
以外，機器‧管線沒有進行後檢查及耐震補強工程。國會事故調查委員會（設
立於國會的東京電力福島核電廠事故調查委員會）要求東京電力回答關於本
次核電事故發生時第一核電廠機器‧管線的預定分析評估及進行狀況、預定
耐震補強工程及進行狀況，關於 1～6 號機都只得到「正在設備廠實施耐震安
全性評估」為大意的回答。（甲 1‧73 頁）
在這樣的狀況下，東京電力在內部會議中已經體認並檢討耐震補強工程必
須的設備。舉例來說①1 號機核反應爐輔助機械冷卻水管線在建設當時是耐震
等級 B 級，因為現在認為是必須要耐震 S 等級，可以想見面臨基準地震震動
Ss 時是無法確保耐震安全性的。②1 號機水壓控制 unit 耐震支座金屬部分及焊
接部分，拉力及剪力組成的應力計算出來超過比評估基準值還高。③基於柏
崎刈羽核電廠的耐震補強工程，第一核電廠、第二核電廠也討論必須增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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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電路、導管、支撐構造物等等。其他必須進行耐震補強工程的設備還有
很多。
根據東京電力內部資料，本次核電事故發生時，最終報告書預定是在 2016
年 1 月提出。2006 年的耐震後檢查指示約早了 10 年。另外本核電事故發生時
分析作業準備不可或缺的「管線測量裝設圖」及「等角視圖」都還非常不齊
全。提出耐震後檢查指示過後經過了 4 年半，所發生的狀況顯示確保安全意
識的低落。
保安院雖然也擔憂耐震後檢查進度落後，以口頭敦促，但沒有進一步管
理。
確認耐震 S 級設備耐震安全不足
本次核電事故後，東京電力就 5 號機全部的耐震 S 等級設施，進行一
次審查，應答比（本次地震載重與設計時的應答值的比）超出設計裕度（設
計基準值與計算值的比）的設備會透過基準地震震動 Ss 進行分析評估。其評
估結果發現 5 號機除了供水系統管線本體及支撐部位以外，核反應爐冷卻才
再循環系統、核反應爐隔離時冷卻系統、高壓注水系統等等，支撐部位的發
生應力計算值全都超出評估基準值。
這樣的事實，在發生本次核電事故之前，不僅是未完成耐震後檢查的 5
號機管線沒有確保其耐震安全性，本件各號機管線顯然也有沒有確認耐震安
全性的地方。此外，這些地方並非耐震後檢查中期報告中作為檢查對象的 S
等級，再次顯示中期報告中耐震安全性的確認並不充足。
1 號機因地震損壞
第一核電廠 1 號機不是由海嘯造成損壞，而是由地震造成的可能很高。
（甲 11 田中三彥《福島第一核電廠 1 號機核反應爐建築物 4 樓的嚴重損壞代
表甚麼意思─重新思考因地震震動造成 IC 管線損壞的可能性》岩波書店《科
學》1055 號）。以下敘述其論據。
1 號機最初是在 4 樓發生氫爆
從 2011 年 10 月 18 日東京電力所拍攝的影片及 2012 年 8 月、10 月東京
電力使用氣球拍攝調查損壞狀況的照片來看，發現第一核電廠核反應爐建築
物 4 樓有嚴重的損壞。
關於第一核電廠 1 號機 4 樓的損傷，東京電力一開始的說明是核反應爐
110

建築物 5 樓發生大規模氫氣爆炸，其伴隨的強風劇烈地吹進 4 樓。
東京電力的事故調查最終報告書中，有如下的記述。另外底線是由原告
的訴訟代理人所添加上去的。
「核反應爐建築物 4 樓設置緊急用冷凝器本體(將蒸氣凝結成水的機
器)，因為 5 樓氫氣爆炸的影響，北側天花板產生破損開口，緊急用冷凝器上
部北側因為強風使保溫材脫落及瓦礫散亂。另外，雖然緊急用冷凝器南側的
保溫材嚴重脫落， 5 樓發生的氫氣爆炸強風直接吹過核反應爐建築物的機器
出入口側，而損壞了緊急用冷凝器。」
但是國會事故調的報告書中，從第一核電廠作業員 B 聽到的說法紀錄
是，作業員 B 在地震發生前，在 5 樓一邊操作天花板起重機，一邊使用機器
出入口（以下稱「大型物品搬入口」），將機材從 1 樓搬到 4 樓，結束機材搬
運作業後，用蓋子關上 5 樓的大型物品搬入口後，下來到 4 樓，馬上就遇到
了洪水。（國會事故調報告書 228~229 頁）。
也就是說，在 1 號機核反應爐建築物發生氫爆之前，5 號機大型物品搬
入口是用沉重的鐵蓋關閉著的。
東京電力所作的事故最終報告書中就如同底線所標示的，要能夠吹過（機
器出入口、大型物品搬入口）是以沒有蓋上鐵蓋為前提。所以，東京電力最
終報告書與國會事故調中作業員 B 的說法紀錄互相矛盾。
假設 5 樓大型物品搬入口蓋上鐵蓋的話，5 樓發生氫爆的時候，鐵蓋應
會發揮防止強風吹入 4 樓的效果，4 樓應當不會有嚴重的損害。
那麼氫爆是在哪裡發生的呢？從 4 樓的損壞狀況來看，很自然的會認為
氫爆應當不是在 5 樓發生的，而是在 4 樓。4 樓發生的爆炸強風吹飛了上方 5
樓的大型物品搬入口，被吹到 5 樓或是核反應爐建築物外的某個地方。
氫氣的發生原因
核反應爐建築物 4 樓最初發生氫爆，問題是氫氣是如何進入 4 樓的？
核反應爐建築物 4 樓有 IC 系統管線。本來氫氣就會隨著燃料損傷的水─
鋯反應在核反應爐壓力容器中產生。IC 系統管線直接連結到該核反應爐壓力
容器。因此，假設這些 IC 系統管線當中有任何一條管線因為地震震動的關係
產生小破孔（Small Break，貫穿管壁的小龜裂），因為燃料損傷而在核反應爐
壓力容器當中產生的氫氣有可能會從該破孔繼續外洩到核反應爐建築物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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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漏的氫氣因為比重比較小，會移動到天花板附近，但因為 5 樓大型物
品搬入口有鐵蓋蓋著，所以應當不會移動到 5 樓，大部分都留在 4 樓。因為
IC 本體及相關管線設置在 4 樓靠西側牆壁的區域，是用很厚的水泥牆壁包圍
的高密閉性空間。
氫氣從 IC 系統管線的破孔洩漏的情嚇嚇，其溫度與氫氣供給源的核反應
爐壓力容器法蘭盤附近的內部溫度幾乎相同。一般來說，水─鋯反應在燃料
包覆管溫度 900 度左右時會開始變得明顯，被推測至少是在 900 度左右。因此，
假設接近 900 度的氫氣從 IC 系統管線破孔持續外洩到核反應爐建築物 4 樓的
話，密閉性高的 4 樓空間有可能因為自然起火發生氫氣爆炸。
另外東京電力認為的 5 樓氫氣爆炸說中也有著「起火源是什麼？」這種
沒有解釋清楚的根本性問題。1 號機的核反應爐建築物最上層的 5 樓是相當簡
樸的構造，推斷核反應爐建築物 5 樓被初春冷空氣包覆著，室溫在爆炸前一
刻不會變得太高，很難想像會自然起火，在沒有什麼起火源的 5 樓，應該不
會發生氫氣爆炸。但是東京電力最終報告書裡寫著「因為某種原因起火」
，沒
有給出 5 樓發生氫爆契機的具體起火源。
對政府事故調報告書的批判
政府事故調的報告書當中，認為 IC 系統管線沒有破損（政府事故調「中
期報告」84～87 頁），其根據在於每個都是大規模破孔（斷頭式破損）。
但是核電事故中成為問題的管線破損並不是只限於斷頭式破損的大規模破
孔。
1 號機事故沒有發生大規模破孔的現象可以從東京電力公開發表的數據
中看到，應該注意的地方在於，不會立即顯示核反應爐的壓力及水位變化的
IC 系統管線是否有破損，燃料損壞、燃料融解，最終發生氫爆時是否有產生
相關的小規模破孔。但是政府事故調的報告書中卻沒有任何答案。
對東京電力報告書的批判
東京電力用原本紀錄的實地震動進行 1 號機緊急用冷凝器的地震應對解
析，推定確認發生應力十分低於評估基準值（東京電力報告書附加資料「6─
7」），1 號機核反應爐建築物中所設置的緊急用冷凝器本體、主要管線及主要
閥門，以目視的方式確認沒有使反應爐喪失冷卻的損傷（東京電力報告書 100
頁），認為 IC 系統管線沒有因為地震震動受到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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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基於產品責任法(製造物責任法)的損害賠償請求 訴狀 P.107-117

譯者簡介：
李筠慧
政大日文系畢業，現擔任貿易公司日文採購業務助理。

第 8 章

製造物責任法 2

ウ 第一核電廠建設時的脆弱耐震性
（ア） 1 號機當初設想的地震波
為了建設 1 號機，1966 年 7 月 1 日，東京電力向內閣總理大臣提出《福
島核子發電廠核子反應爐設置許可申請書》
。關於預定地附近的地震情形，該
申請書的附件 6 中記載：
「福島縣周邊除了會津附近以外，幾乎沒有發生明顯
的地震災害，以全國來說可以說是地震活動性較低的地區之一。」、「可以認
為福島發電廠預定地附近是福島縣內地震活動性較低的地區。」、「福島發電
廠用地附近過去並沒有震災經驗。」
根據這樣的想法，認為「As 等級與 A 等級的設計是設計成在底部受到地
震波最大加速度 0.18g 時是安全的。」
「As 等級設施在受到比 0.18g 大 1.5 倍的
加速度地震波時，可以確認不會損失機能。」0.18g 是 179GAL，0.18g 的 1.5
倍（＝0.27g）相當於 265GAl。較早運作的敦賀核電廠 1 號機，是以 1948 年芮
氏規模 7.1 的福井地震來考慮，將其最大加速度 368GAL 設為維持機能的地震
波，相比之下以 265GAL 作為最大加速度是相當低的。簡單來說，敦賀發電廠
比福島發電廠堅固了 1.4 倍左右。
如上述，關於第一核電廠設置位址之地震活動性的見解及耐震設計的基
本方針，在 1966 年 11 月 17 日，原子委員會委員長向內閣總理大臣提出報告
時，被直接沿用並加以承認。因此，這樣設想偏低的地震波數值顯然是天真
的，當初基於此設想的耐震設計也明顯地不夠安全。
而且在那之後隨著地震科學的發展、累積的地震觀測資料以及耐震標準
的提高，必須要修正耐震安全性並進行耐震補強，可是如同下述，第一核電
廠並沒有進行最低限度的改善。因此，機械設備的部分直到本次地震發生為
止仍然存在著脆弱的耐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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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1 號機設置之後的狀況
第 2 之 1 曾敘述過，根據板塊構造論與地震斷層模型論等理論，地震研
究有了很大的進展。另外，1970 年代後半以後，計算出特定地點的地震波是
有可能的。
根據最新的見解，第一核電廠面臨千島海溝至日本海溝的大規模板塊沒
入邊界區域，明顯地受到板塊地震的威脅。因此，可以預想到可能會發生的
大地震，其地震波最大加速度超過 265GAL 的可能性很高，但是核電相關人士
沒有修正選址條件與耐震設計，第一核電廠到 1971 年 12 月提出的「核子反應
爐設置變更許可申請書（增設 6 號機）」為止，重複使用完全同樣的內容進行
各號機的增設申請。
エ 不完善的耐震再檢查
（ア） 再適用與再檢查
如同前述，雖然耐震設計審查基準從個別經驗主義式的審查轉變到舊指
南、新指南的時代，但是對於在訂定指南之前已經取得設置許可的核電廠來
說，並不存在溯及既往的「再適用」法律原則。管理當局向電力業者要求既
有核電廠按照新指南大致確認是否安全，也就是所謂的「耐震再檢查」。
這時透過地震應對分析等方式判定不符合新指南規定的設施，在慣例上
是電力業者自主進行補強工程後重新再做一次分析，當作是符合了新指南規
定，做出「耐震再檢查」的報告。
（イ）舊指南的制定與耐震再檢查
舊指南中，關於耐震設計用的地震波方面，在開放基岩表面（假設發電
廠地基的地下基岩面上沒有表層及構造物的情況下，基岩面沒有明顯高低
差，幾乎都是平面的寬廣表面）制定了 S1、S2 兩種基準地震波。舊指南並規
定了耐震重要度分類，A 等級設施受到 S1 地震波必須維持在彈性範圍內，As
等級設施受到 S2 地震波時可以容許一部份進入塑性範圍，但要求必須保持安
全機能。
制定舊指南後過了 11 年，1992 年 5 月，當時的資源能源廳公益事業部透
過電事連對核電業者要求報告再檢查結果。對此，東京電力在 1994 年 3 月提
出了 1～6 號機的「耐震性評估結果報告書」。
報告書中，第一核電廠的各號機都得到兩個評價：①輸入從 S1 所求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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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地震波，計算出負荷量及應力的結果，因為有安全餘裕，可以確保耐震
安全性。②輸入 S2 所求得的模擬地震波之後所討論出來的結果，是可以維持
設施的安全機能。但是各號機的重要管線評估當中，大約 90％以上的地方存
在數個超過發生應力值之容許值 70％的部分，。
基準地震波如果只是大了一點點，也可以判斷得出不符合規範的結果。
オ 針對新指南的再檢查，其致命性的不完善
（ア） 新指南
原子安全委員會在 2011 年 7 月設置耐震指南檢討分科會（以下稱「分科
會」），開始舊指南的改訂作業，2006 年 9 月 19 日正式決定新指南。
新指南跟舊指南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清楚寫出了基準地震波（S1 與 S2
合併為 Ss、研討用地震、地震波評估方法等等）
、活斷層的評估期間（從過去
5 萬年改為 12～13 萬年）
、垂直方向地震波（上下動）的個別評估、耐震重要
度分類（A 等級與 As 等級合併成為 S 等級）
、地震伴隨現象（周邊斜面崩壞、
海嘯）
。 重要度分類 S 等級的設施被要求在受到基準地震波 Ss 的情況下要能
夠保持安全機能。也導入了比 Ss 低了一定程度的彈性設計地震波 Sd。
另外，舊指南所設想的芮氏規模 6.5 直下型地震的基準地震波 S2-N 被新
指南導入的「制定非特定震源地震波」取代。（並非標準加嚴，這點被指出是
藉由電事連發揮影響力。）
（イ） 耐震再檢查的指示
原子安全委員會制定新指南的隔天，2006 年 9 月 20 日保安院要求核電業
者針對運轉中及建設中的核電廠，按照新指南提出耐震再檢查的實施計畫並
加以實施。 此時保安院也制定「再檢查規則」，當中包含耐震再檢查的基本
想法、評估方法及確認基準。
此外，保安院在 2007 年 7 月 16 日發生新瀉縣中越海域地震（芮氏規模
6.8）之後，指示核電業者修正實施計畫，以盡早確實完成評估。同年的 12 月
27 日要求耐震再檢查要反應中越海域地震的相關看法。
東京電力對於以上要求，在同年 8 月 20 日報告耐震再檢查實施計畫的修
正結果，2008 年 3 月 31 日提出第一核電廠 5 號機及第二核電廠 4 號機的耐震
再檢查中期報告書。2009 年 4 月 3 日提出第二核電廠 1～3 號機的中期報告書，
同年 6 月 19 日提出第一核電廠 1～4 號機及 6 號機的中期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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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院檢討了這些再檢查中期報告書的妥當性，2009 年 7 月 21 日整理出
第一核電廠 5 號機的評價。
（ウ） 保安院對東京電力耐震再檢查的評價
對於東京電力第一核電廠 5 號機的中期報告，保安院首先評價基準地震
波 Ss 的制定與地震波評估方法是妥當的，評估 5 號機核子反應爐建築物及機
器、管線在面臨 Ss 時可以確保耐震安全性。
但是東京電力中期報告書所記載的設施當中，保安院評估了其耐震安全
性，除了核子反應爐建築物之外，可以「停止」
、「冷卻」反應爐，「封閉」輻
射物質，也就是安全上最重要的 S 級設備不超過 7 個（核子反應爐壓力容器、
核反應爐覆蓋容器、爐心支撐構造物、去除餘熱幫浦、去除餘熱配管、主蒸
氣管線、插入式控制棒）。而且還限制了各設備的評估部位。被評估的設備只
在限定部位做耐震再檢查是不夠的，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可以確認 5 號機整體
的安全性。現在保安院的「今後的檢討課題」當中，載明①8 個主要設施（包
含核子反應爐建築物）以外，安全上最重要的設施的耐震安全性評估妥當性
②確認 8 個主要設施中期報告中評估對象之外的部位評估結果。
關於這一點，電事連及保安院認為：
「機器評估是中期評估，舉出主要設
備的一個例子來表示認為大致上沒有問題，這並不是以確認發電廠設備耐震
安全性為目的的評估。」儘管如此，東京電力在各號機的中期報告當中極力
宣傳透過耐震再檢查已經確認可以確保安全上重要的建築物、機器、管線的
耐震安全性，繼 5 號機之後，包含同樣也進行了不夠充分的耐震再檢查的 3
號機在內，保安院公開表示評估了東京電力的中期報告，確認了其耐震安全
性。
（エ） 耐震再檢查實際作業情況
本次核電事故發生時，第一核電廠各號機當中，除了 4、5 號機的少部分
以外，機器‧管線沒有進行再檢查及耐震補強工程。國會事故調查委員會要
求東京電力回答關於本次核電事故發生時第一核電廠機器‧管線的分析評估
預定及進行狀況、耐震補強工程預定及進行狀況，然而關於 1～6 號機都只有
「正在設備廠實施耐震安全性評估」為主旨的回答。（甲 1‧73 頁）
在這樣的狀況下，東京電力在內部會議中已經體認並檢討耐震補強工程
要有必須的設備。舉例來說①1 號機核子反應爐輔助機械冷卻水管線在建設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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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是耐震等級 B 級，因為現在認為是必須要耐震 S 等級，可以想見面臨基準
地震震動 Ss 時是無法確保耐震安全性的。②1 號機水壓控制組裝耐震支座金
屬部分及焊接部分，拉力及剪力組成的應力的計算值出來超過評估基準值。
③基於柏崎刈羽核電廠的耐震補強工程，也檢討了第一核電廠、第二核電廠
必須增設管線、電路、導管、支撐構造物等等。其他必須進行耐震補強工程
的設備還有很多。
根據東京電力內部資料，在本次核電事故發生前，原本預定在 2016 年 1
月提出最終報告書，從 2006 年指示耐震再檢查之後晚了約 10 年提出。另外本
核電事故發生前，準備分析作業時不可或缺的「管線測量裝設圖」及「等角
視圖」都還非常不齊全。提出耐震再檢查指示過後經過了 4 年半，所發生的
狀況顯示確保安全的意識低落。
保安院雖然也擔憂耐震再檢查進度落後，以口頭敦促，但沒有進一步管
理。
（オ） 確認 S 級耐震設備的耐震安全性不足
本次核電事故後，東京電力審查 5 號機全部的 S 級耐震設施，應答比（本
次地震載重與設計時的應答值的比）超過設計裕度（設計基準值與計算值的
比）的設備會以基準地震波 Ss 實施分析評估。其評估結果發現 5 號機除了供
水系統管線本體及支撐部位以外，核反應爐冷卻材再循環系統、核子反應爐
隔離時冷卻系統、高壓注水系統等等的支撐部位，其發生應力計算值全都超
出評估基準值。
這樣子的事實，不僅是發生本次核電事故之前，未完成耐震再檢查的 5
號機管線並沒有確保其耐震安全性，此外，各號機管線顯然也存在沒有確認
耐震安全性的部分。另外，這些部分並不是耐震再檢查中期報告中作為檢查
對象的 S 等級，再次顯示中期報告中耐震安全性的確認並不充足。
（カ） 1 號機是因為地震而損壞
第一核電廠 1 號機不是由海嘯造成損壞，而是由地震造成的可能很高。
（甲 11 田中三彥《福島第一核電廠 1 號機核反應爐建築物 4 樓的嚴重損壞代
表什麼意思─重新思考因地震波造成 IC 管線損壞的可能性》岩波書店《科學》
1055 號）。以下敘述其論據。
i

1 號機最初是在 4 樓發生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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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京電力在 2011 年 10 月 18 日所拍攝的影片，以及 2012 年 8 月與 10
月使用氣球拍攝調查損壞狀況的照片來看，可以發現第一核電廠核反應爐建
築物 4 樓有嚴重的損壞。
關於第一核電廠 1 號機 4 樓的損傷，東京電力一開始的說明是核子反應
爐建築物 5 樓發生大規模氫氣爆炸，其伴隨的強風劇烈地吹進 4 樓。東京電
力的事故調查最終報告書中，有如下的記述。底線是由原告的訴訟代理人所
添加上去的。
「設置在核子反應爐建築物 4 樓的緊急用冷凝器本體，因為受到 5 樓氫
氣爆炸的影響，天花板北側出現破損口，緊急用冷凝器上部北側受到爆炸的
強風，導致保溫材料脫落及瓦礫四散。另外，雖然緊急用冷凝器南側的保溫
材嚴重脫落，但是也可以認為是核子反應爐建築物的機器出入口側遭到 5 樓
發生的氫爆強風直接吹過，而損壞了緊急用冷凝器。」
但是國會事故調的報告書中，第一核電廠作業員 B 氏聽到的說法紀錄
是，作業員 B 氏直到在地震發生前，在 5 樓一邊操作天花板起重機，一邊使
用機器出入口（以下稱「大型物品搬入口」），將機械材料從 1 樓搬到 4 樓，
結束搬運作業後，關閉 5 樓的大型物品搬入口，然後下來到 4 樓，接著馬上
就遇到了洪水。（國會事故調報告書 228~229 頁）。
也就是說，在 1 號機核反應爐建築物發生氫爆之前，是以沉重的鐵蓋關
閉 5 樓大型物品搬入口。
東京電力所作的事故最終報告書中，就如同底線所標示的，要以沒有蓋
上鐵蓋為前提，強風才能夠吹入（機器出入口、大型物品搬入口）
。也就是說，
東京電力最終報告書與國會事故調中作業員 B 的說法紀錄互相矛盾。
假設 5 樓大型物品搬入口蓋上鐵蓋的話，5 樓發生氫爆的時候，鐵蓋應
會發揮防止強風吹入 4 樓的效果，4 樓應當不會有嚴重的損害。
那麼氫爆是在哪裡發生的呢？從 4 樓的損壞狀況來看，很自然的會認為
氫爆應當不是在 5 樓發生的，而是在 4 樓。4 樓發生的爆炸強風吹翻了上方 5
樓的大型物品搬入口，被吹到 5 樓或是核子反應爐建築物外的某個地方。
ii

氫氣的來源
如果是最初發生氫爆的地方是核子反應爐建築物的 4 樓，那麼氫氣如何

進入 4 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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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爐建築物 4 樓有 IC 系統管線。原本氫氣就會隨著燃料損傷的水
─鋯反應在核子反應爐壓力容器中產生。IC 系統管線直接連結到該核反應爐
壓力容器。因此，假設這些 IC 系統管線當中有任何一條管線因為地震震動的
關係產生小破孔（Small Break，貫穿管壁的小龜裂），因為燃料損傷而在核子
反應爐壓力容器當中產生的氫氣有可能會從該破孔繼續外洩到核反應爐建築
物 4 樓。
洩漏出的氫氣因為比重比較小，會移動到天花板附近，但因為 5 樓大型
物品搬入口有鐵蓋蓋著，所以不會移動到 5 樓，應該有大部分都是留在 4 樓。
因為 IC 本體及相關管線設置在 4 樓靠西側牆壁的區域，是用很厚的水泥牆壁
包圍的高密閉性空間。
氫氣從 IC 系統管線的破洞洩漏出的情況下，其溫度與氫氣來源的核子反
應爐壓力容器的主要法蘭盤附近的內部溫度幾乎相同。一般來說，水─鋯反
應在燃料包覆管的溫度達到 900 度左右時會開始變得明顯，因此推測溫度至少
是在 900 度左右。所以，假設接近 900 度的氫氣從 IC 系統管線破洞持續外洩
到核反應爐建築物 4 樓的話，密閉性高的 4 樓空間有可能因為自然起火發生
氫氣爆炸。
另外東京電力認為的 5 樓氫氣爆炸論點中，有「起火源是什麼？」這樣
沒有解釋清楚的根本性問題。1 號機的核子反應爐建築物最上層的 5 樓是相當
簡樸的構造，推論被初春冷空氣包圍著的核子反應爐建築物 5 樓，其室溫在
爆炸前一刻不會變得太高，很難想像會自然起火，沒有什麼起火源的 5 樓，
應該不會發生氫氣爆炸。但是東京電力最終報告書裡寫著「因為某種原因起
火」，沒有給出 5 樓發生氫爆原因的具體起火源。
iii

對政府事故調報告書的批判
政府事故調的報告書當中，認為 IC 系統管線沒有破損（政府事故調「中

期報告」84～87 頁），但其根據在於每個都是大規模破洞（斷頭式破損）。
但是，在核電事故中應當是問題的管線破損並不是只限於斷頭式破損的
大規模破洞。
1 號機事故沒有發生大規模破洞的現象可以從東京電力公開發表的數據
中看到，應該注意的地方在於，不會立即顯示核反應爐的壓力及水位變化的
IC 系統管線是否有破損，燃料損壞、燃料融解，最終發生氫爆時是否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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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小規模破洞。但是政府事故調的報告書中卻沒有任何答案。
iv

對東京電力報告書的批判
東京電力用原本紀錄下來的實地震動進行 1 號機緊急用冷凝器的地震應

對解析，確認了推定發生應力非常低於評估基準值（東京電力報告書附加資
料「6─7」）
，1 號機核子反應爐建築物中所設置的緊急用冷凝器本體、主要管
線及主要閥門，以目視的方式確認沒有使反應爐喪失冷卻的損傷（東京電力
報告書 100 頁）
，認為 IC 系統管線沒有因為地震受到損傷。但是以一般的強度
解析與目視確認，是沒辦法保證老舊構造物的安全性的，以東京電力的根據
來說是無法說 IC 系統管線沒有損傷的。
v

結論
如同以上所述，第一核電廠 1 號機 4 樓最初發生氫爆的可能性相當高。4

樓的氫爆因為地震的關係使得 IC 系統管線發生破損，氫氣外洩，導致自然起
火而發生爆炸。
也就是說，可以認為第一核電廠 1 號機不是因為海嘯，而是因為地震產
生損傷的可能性很高。
( 2 ） 小結
以上所述的，第一核電廠的耐震設計從一開始就是基於過低的地震波來
進行設定，是耐震性不夠的設計，而在那之後隨著地震科學的進步，也沒有
隨之反應出最新的科學見解。另外，不僅是國家的耐震設計基準的設定、改
訂而已，關於改訂基準的再檢查，也只進行了極為限定的檢查，幾乎都是未
完成的狀態。也就是說，第一核電廠的耐震設計很有可能連國家基準都沒有
達到，是非常脆弱的。然後在現實情況中，第一核電廠 1 號機有很高的可能
性是因地震而損傷，引發氫爆。
3 老舊化的問題
( 1） 核電廠的預設壽命及老舊化的問題點
我國開始建設核電廠的時候，國家所預設的核電廠壽命最長是 40 年。1970
年代，當時的業者所寫的設置申請書中，以核子反應爐的壓力容器壽命 40 年
為前提(實際運轉期間 32 年)，推測因為被中子照射的關係，容器鋼材會變得
脆弱。另外 1980 年代，就未來核電廠將會經年累月劣化的問題，日本原子力
研究所的研究者所寫的總論中也開始一樣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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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核原料物質‧核燃料物質及核子反應爐的規定限制相關法律」(2012
年 6 月 27 日修正)的第 43 條之 3 之 31「〈運轉的期間〉」第 1 項中，規定了「發
電用核子反應爐設置者在其所設置的發電用核子爐的可運轉期間，是從最初
該發電用核子反應爐的設置工程開始，依第 43 條之 3 之 11 第 1 項的檢查合格
日起算 40 年。」，從這個規定中也可以很明顯地瞭解，現階段的日本做為一
個國家，將核子反應爐的壽命設想為 40 年。
此外，同條的第 2 項中，規定了「前項的期間，在期滿之際，受到原子
力規制委員會的認可後，最多可延長一次。」
，第 3 項中規定「依前項規定所
延長的期間，不可超過政令所規定的 20 年期間。」
根據這些規定，可以認為國家決定認同的核子反應爐運用方針，設想核
子反應爐的壽命在原則上是 40 年，最多可以達到 60 年。但是，核子反應爐等
隨著時間過去會變得老舊。然後也有人指出核子反應爐的運轉期間變長了之
後，會提高發生在核子反應爐的事故‧故障的年發生率。(高木仁三郎《核設
施與緊急事態─以地震對策的驗證為中心》1995 年「日本物理學會誌」50 卷
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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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基於產品責任法(製造物責任法)的損害賠償請求 訴狀 P.117-125

譯者簡介：
蔡宜玲
法律系畢業，曾任公職，現為專職譯者，專長領域為法律文件及影視字幕翻譯
第 8 章

製 造 物 責 任 法 的 損 害 賠 償 請 求 （ p.117~125）

從上述引用文獻可知老舊化將引發①小型事故、故障重覆發生，演變成大
型事故的機會增加、②出現定期檢查未發現的受損、龜裂、性能減損。甚而，在
這樣的老舊化處於現在進行式的狀態下，若有地震或海嘯來襲，會有造成核電廠
發生所謂共通要因故障（其中一項就是許多設備同時傾倒的事故）的疑慮。假設
已依照耐震設計而設計、施工，但若是在斷裂前未發現管線與機器焊接部位已龜
裂，也可能出現一下子就斷裂的可能性。是以，老舊化本身不僅會提高核電廠的
危險性，同時也會嚴重影響核子反應爐等設備的耐震性能。
具體來說，最應受重視的核子反應爐等設備老舊化態樣，就是金屬材料的
性能減損。造成金屬材料的性能減損原因，首先是「金屬疲勞」與「腐蝕」，再
者還有容器的鋼材接觸到從爐心噴出的中子，造成鋼材變脆弱的現象「照設脆弱
化」
，則是核電廠特有的材料性能減損原因。我國核電廠從最初開始興建時至今，
已發生多起因金屬材料性能隨時間經過而減損，也就是老舊化造成的核電廠事
故。

運轉歷程（年）
圖 2 因運轉歷程所引發的核電廠事故與故障產生機率
（出處 ： 「核能設施與緊急狀態－以驗證地震對策為主軸」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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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本於實際案例，具體說明上述核電廠老舊化原因及其所衍生的危險性：
（2） 金屬疲勞
所謂金屬疲勞，意指金屬材料在長期反覆受力過程中，發生龜裂或強度減
弱的現象。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若反覆將鋼絲彎向反方向，彎折的地方會變硬，
終至斷裂。就算單次的力道大小在不會引發塑性變形的降伏應力（足以讓材料無
法恢復原狀的力量）以下，然而反覆施力就會引發金屬疲勞，導致斷裂。
金屬疲勞也包括因振動施力而引發的機械性疲勞，還有機器受熱所產生的
熱疲勞。
ア、機械性疲勞係指反覆對金屬施加外力或共振（擁有能量的個體因為來自
外部的刺激所產生的振動特性）
，最後導致斷裂的現象。因為機械性的共振
產生的疲勞而引發的重大核電廠事故，有發生在 1991 年 2 月的美濱核電廠
2 號機蒸汽產生器細管斷裂事故、發生在 1995 年 12 月的文殊快滋生反應器
熱電偶套管的斷裂事故。
美濱核電廠的事故主要內容如下：
蒸汽產生器是將來自壓水式反應器（參照「壓水式反應器」圖） 的
一次冷卻水的熱氣移至二次冷卻水的最重要設備，內有匯集多條 U 字型細
管（3000~4000）的導熱管，透過這些薄管的管壁（厚度 1.3~1.5mm）讓熱
氣從一次冷卻水轉移到二次冷卻水。金屬氣體凝固附著在這些細管與支撐
細管的板子之間的縫隙，所以出現共振現象就會發生因為疲勞而造成斷頭
台式斷裂（參照「熱交換器與導熱細管斷裂處」圖）
。斷頭台式斷裂，係指
管線一下子斷成兩半。
再者，後來也發現用來抑制熱交換器導熱細管振動的固定零件並未確
實安裝。這件事故正是後面要說明的腐蝕與金屬疲勞，以及機器未確實安
裝加總引發的事故，有時甚至會引發如同 1979 年美國 TMI 核電廠事故一樣
的爐心融解事故，一次冷卻水流失，爐心空燒的危險。
以下另簡要說明文殊事故。
鈉的流動讓熱電偶（測量溫度差距的感測器）的套管產生振動，同時
引發金屬疲勞而斷裂，從洞口流出高溫（約 450 度）的鈉，與大氣中的水
分產生化學反應而起火。文殊的熱電偶擺放方向與鈉的流動方向垂直，鈉
的流向接觸到熱電偶的套管，形成漩渦，當這個漩渦離開套管時，因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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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力而讓套管受力。流動方向中出現圓柱時，撞上圓柱後會在兩側形成
漩渦（參照「卡門漩渦」圖。與旗幟迎風飄揚的原理相同。）
。從柱子的左
右兩邊交互產生的漩渦被稱為卡門漩渦。卡門漩渦的產生頻率若與套管的
振動特性一致，就會產生共振而從垂直方向對鈉的流動施加很大的力道。
這個熱電偶的共振次數與卡門漩渦的頻率不一致，但與擁有兩倍頻率的雙
子漩渦（左右同時產生的漩渦）頻率相近，引發共振。

壓水式反應器

（出處： 核能與能源圖集 2012（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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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交換器與導熱細管斷裂處（出處：失敗知識資料庫）
資料製作人 ： 橘内良雄 （社團法人日本吊臂協會、小林英男 東京工業大學）

卡門漩渦（出處：失敗知識資料庫）
（資料製作人：小林英男 東京工業大學）
イ、熱疲勞是金屬不斷熱脹冷縮後產生的現象。金屬材料受熱時，材料本身
要膨脹的力量非常大，機器在被固定的狀態下，會產生企圖壓制膨漲的力
道（熱應力） ，這個力量有時也會超過降伏應力（足以讓材料無法恢復原
狀的力量）。
1997 年 7 月敦賀核電廠 2 號機事故發生為熱疲勞。這個事故是一次冷卻
水從化學與體積控制系統再生熱交換器的連接管線外漏，漏到反應爐圍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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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這個熱交換器是在來自核子反應爐的 300 度熱水，以及利用化學與
體積控制系統（管理加進一次冷卻水的硼酸濃度）淨化的 150 度的水之間，
實行熱交換，但熱交換器的構造有問題，溫度不同的冷卻材料交互流入管
線內，反覆引發熱脹冷縮，造成熱疲勞，導致管線出現裂痕。
（3） 腐蝕（生鏽）
ア、腐蝕（生鏽）係指金屬因氧化等情形而耗損（變薄）。又，金屬整體平均
出現腐蝕稱為全面腐蝕，而可以明確分出腐蝕與未腐蝕的地方就稱無局部
腐蝕。局部腐蝕若是腐蝕造成的裂痕在內部持續擴大，最後就會斷裂。
イ、發生在 2004 年 8 月的美濱核電廠 3 號機事故原因，就是碳鋼管線內部全
部腐蝕，這也是化學腐食與機械性侵蝕同時發生的案例。
上開事故就是直徑 56 公分厚 1 公分的碳鋼管線破裂，而管線破裂處的厚
度已薄到 1 公分以下。
管線變薄的原因是 Erosion（侵蝕）與 Corrosion（腐蝕）
。破裂處的前方有
孔口板（縮小流動的寬度並測量壓力落差，調整流速的裝置）縮小流體的
寬度。被縮小的水在下游而失序，出現漩渦跟氣泡並磨損管線。這就是侵
蝕。溶在水中的氧氣持續腐蝕管線表面後，就容易產生侵蝕。管線因為反
覆的侵蝕與腐蝕而持續耗損。（參照「侵蝕與腐蝕造成管線破裂」圖） 。
管線破裂，有四位作業員在這次事故中，直接遭受高溫高壓的水蒸汽衝
擊而當場死亡， 7 人受到全身燒燙傷不等的輕重傷，其中一人在兩週後死
亡。
因為這個事故曝露出各核電廠正面臨侵蝕與腐蝕所造成的耗損，何時損
壞也不意外的局面。位在福井縣大飯町的大飯核電廠 1 號機，4 個系統管線
中，查出有 3 個系統的主要供水管線的 L 型部位（L 型的彎曲處）厚度已
耗損到比厚度下限更薄。不只是美濱跟大飯的壓水式反應器，就連沸水式
反應器也出現嚴重的耗損。女川核電廠 1 號機、2 號機的管線材質，已從碳
鋼換成耐侵蝕與腐蝕的不鏽鋼，但仍持續出現損耗。原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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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蝕與腐蝕造成管線破裂（出處：核能資料情報室 第 53 次公開研究會）

ウ 以下將說明不鏽鋼的應力腐蝕破裂情形。
在 2002 年 8 月發現側板（為了包住反應爐內燃料所設置的筒狀支撐結構
物）及再循環系統的裂痕，是東京電力公司旗下 17 座核電廠在 2003 年 4
月停止運轉的原因。
早期也曾用在核電廠的 18-8 不鏽鋼（將 18%的鉻與 8%的鎳加進鐵所組
成的合成金屬），在開始運轉後不久即陸續出現裂痕。
不鏽鋼表面能形成緊密的鉻氧化物（在耐熱合金表面所形成的緊密保護
膜）膜，防止腐蝕往內部發展，但焊接時受熱影響讓不鏽鋼內部微量的碳
集中形成晶界（結晶之間的交界）
，與鉻結合形成鉻碳化物（已碳化的鉻無
助於保護膜形成）。
因此，晶界周邊的鉻濃度降至 12%，變得容易被腐蝕（這個現象稱為不
鏽鋼的敏化）
。溶進爐水內的氧氣攻擊此處，焊接後因熱而扭曲所產生的力
量（殘餘張力）扯開晶界，讓腐蝕的裂痕從表面滲入內部。這就是不鏽鋼
應力腐蝕裂痕的產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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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上述機制後，核電廠改用不易龜裂的不鏽鋼。從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側板與再循環系統管線等設備都更換為改良型不鏽鋼。
然而，在 1990 年代才開始使用這種改良型 L 鋼材（所謂的低碳材料），
仍有報告指出發現裂痕。原因是核電廠實際使用的材料經過表面加工處理
或出現變形。
L 型鋼材是用研磨機（grinder）打磨表面，再經由加工使其硬化。此外，
各個焊接部位附近已受熱的地方因熱應力扭曲而硬化。上述硬化範圍出現
龜裂的次數變得頻繁，龜裂進展速度也變快。為了避免出現龜裂，不直接
接觸材料而形成些許的凹凸，進行珠擊處理，或在爐水中加入氫以減少溶
在水中的氧，卻仍無法完全減少龜裂。
( 4 ) 材料因照射中子而耗損
ア、如上所述，早期核電廠興建時，預設核電廠的壽命最長不過 40 年。1970
年代當時業者提出的設置申請書預設壓力容器的壽命為 40 年（實際運轉期
間為 32 年），說明容器使用的鋼材經中子照性後而變得脆弱，亦即出現中
子照射脆化。
イ、中子照射脆化係指下列現象。因爐心的核分裂而噴出的中子碰到壁面，
讓壓力容器的鋼材變得脆弱。中子碰到鋼材後，讓形成結晶的原子彈飛，
被稱為空穴的孔與被彈飛的原子也就是填隙原子，在此形成。此外，空穴
的滾動讓鋼材內含的銅原子等雜質也形成集群（雜質集群）。
這些二次缺陷不易引發滑動變形（「滑動變形」意指金屬結晶內部的結晶
面交錯般的逐漸變形，如同將一整排撲克牌攤開後斜向加壓而滑動般的變
形）而讓結晶硬化。
鋼材會出現延展性與脆性變動的現象。這是擁有黏性與延展性的鐵在一
定溫度以下會變得脆弱的現象。造成變化的溫度稱為脆性轉變溫度。
核電廠的壓力容器在使用前的脆性轉變溫度是負 1 度到負 40 度。然而，
這個鋼材受中子照射後，其脆性轉變溫度隨時間經過而逐漸升高。鋼材出
現晶格缺陷集群與雜質集群而不易變形，取而代之是先出現龜裂（裂痕）
所造成的脆性破壞。
核電廠內的管線若受地震等因素影響而破裂，會讓冷卻水流失，為避免
爐心空燒而啟動緊急爐心冷卻裝置注入冷卻水。此時的急冷形成熱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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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壓力容器產生巨大的應力，若是溫度在脆性轉變溫度以下，會出現容
器斷裂的危險。
ウ、已使用 30 年以上的日本核電廠的脆性轉變溫度，會有哪些變化。根據
敦賀核電廠 1 號機反應爐的監控試片數據分析結果，其所做出的結論顯示
在運轉開始後 60 年，脆性轉變溫度預測值會達到 90 度。90 度已屬要緊急
冷卻爐心的危險範圍。
再者，國家規定的照射脆化監控方法，不是實測值，而是加速照射也就
是將監控試件設在靠近爐心的地方，接受比壓力容器壁面多一位數的大量
中子照射，再以此為基礎而建立的機制。這會導出溫度遠低於實測值的預
測值。
然而，這個監控方法已經落伍，只會導出錯誤的預測算式。中子照射速
度引發照射硬化的原因也就是晶格缺陷群集及雜質群集的形成出現差異。
雜質群集受照射的時間較久故形成較多。
各電力公司用這個錯誤的脆化預測算式評估壽命延長後的壓力容器健全
程度，經產省的「長年使用對策評估研究委員會」追認上述評估結果，准
予延長至法定的 60 年壽命。這種錯誤的方式將導致核電廠使用處於危險狀
態，係屬明確。
（5）小結
承上所述，反應爐存在會讓金屬材料耗損的因素，除此之外，尚有意
見指出存在 2 層不鏽鋼的受熱老化、電子與儀控設備的絕緣性下降、混凝土
的強度減弱及遮蔽力下降等隨時間累積而老化的事項。另一方面，經過長期
運轉，核電廠的事故、故障發生率明顯上升，實際上我國的核電廠事故原因
有許多是老舊引起。國家允許設計時預設使用 40 年的核電廠延長使用 60 年
的方針，明顯與上述反應爐危險程度因老舊耗損而提升的說明，背道而馳。
甚而如上所述，老舊化也將嚴重影響反應爐的耐震性能。
上述因核電廠老舊所產生的材料耗損，是判斷核電廠安全性時一定要
評估的事項。然而，如第 3 點的詳細說明，系爭反應爐 1 號機從開始運轉後
已經過 40 年、2 號機、4 號機則有 35 年以上，存在如本項所述老舊耗損原因
而產生各種耗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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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rkⅠ沸水式反應爐的缺陷
如前述，第一核電廠的 1、4 號機反應爐都是 MarkⅠ沸水式反應爐(以下
稱為「MarkⅠ」)，是 BWR 初期的型號。MarkⅠ在全世界共有 38 座，在日本
設有 10 座，分別是第一核電廠的 1-5 號機、濱岡的 1、2 號機，以及在敦賀、
島根、女川各設有一座。
1970 年代，由於 MarkⅠ被指出有重大的缺陷而在美國召開公聽會，但因
為檢討如在天文學上傾石般極低程度的事故發生率是沒有必要的，故最後還
是無寂而終。
簡而言之，MarkⅠ並沒有能夠承受大規模事故的設計。由於冷卻系統的
容量極小的設計，導致一旦失去電力供給、冷卻系統停止，發生爆炸的危險
性就極高。也就是說，當冷卻水流事故(LOCA)造成爐心外露後，緊急爐心冷
卻系統並沒有馬上運作的話，燃料就會開始熔毀。當時，因為燃料棒護套及
燃料池是鋯合金材質，在超過 1000 度 C 的高溫水蒸氣環境中產生鋯水反應
(Zr+2H20 Zr02+2H2)而發生氫化反應。但是 MarkⅠ沸水式反應爐並沒有足夠的
空間處理氫氣，因而引起氫氣爆炸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儲存核燃料的燃料池
並不是最新型的自然冷卻系統，一旦停電就會馬上使溫度上升。
1989 年美國的核能管制委員會有針對 MarkⅠ的安全對策做整理，內容表
示緊急時反應爐的排放的水蒸氣壓會經由 J 基座的設置而排出，但比起被警告
的危險性，這是十分微不足道的對策。以保護反應爐及成本對策優先，忽略
了放射性物質外露引起的環境污染。
以下詳述關於 MarkⅠ的缺陷。
被告 GE 公司前工程師的証詞
1976 年 2 月 2 日，被告 GE 公司的前幹部 D．G．布瑞丹鮑、R．B 赫伯
及 G．C 麥那等三人(以下稱「布瑞丹鮑等人」)由於擔心核能計畫對國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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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及安全的影響而離開 GE 公司。布瑞丹鮑當時負責核能部門的性能評價與
改良；赫伯當時負責品質保証；麥那當時負責新型控制和計時裝置，三位都
是在商業用核能開發計畫的領域中受過充足訓練、累積豐富經驗的核能工程
師。
他們在同年 2 月 18 日美國議會的核能委員會中對於 MarkⅠ，的危險性
發表了相關証詞。以下記錄主要的部分。

(A)設計上的缺陷(甲 12-1)
設計上缺陷的問題點只要考察過壓力槽、反應爐、材質及支撐構造的
每個部分就可以發現，根據爐心氣流的振動，輕水反應爐中冷卻水在複雜配
置的爐心內以極高速度流動著，根據氣流而產生的振動發生了多起事故。
i 為了平均分配 superja 的破損液體於反應爐容器中，將厚重的水管稱為
superja，但由於氣流產生的振動 superja 發生疲勞破壞，就引起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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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R 原子爐壓力槽內部構造

(出處：『輕水爐發電廠概要』(修訂三版)、

核能安全研究協會 32 頁『核能百科事典 ATOM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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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義大利的 Garigliano 核電廠在 1964 年曾發生因氣流振動而破損的
Superja 碎片從原子爐壓力槽底部掉落，碎片的振動與裝置底部磨擦，而使底
部產生破洞漏水的事故。
1975 年許多核電廠的 BWR 因氣流振動的原因而導致給水系統的 Superja
破損。這些案例都顯示給水系統的水流會引起 superja 振動，因此初期 superja
破損時，設計的變更是非常迫切必要的。
Superja 如果發生破裂折損就是極危險的狀態，而修補這類破損的方法
尚未開發成功。局部能階偵測系統(LPRM)的缺陷在於爐心各部分的效能分布
設置的 LPRM 振動的問題。
平

爐心

LPRM 檢測器

LPRM 鳥瞰圖(出處：東北電力首頁)

1975 年的 1 年間，11 座 BWR 的原子爐因 LPRM 故障及其振動的影響
導致放置燃料集合體的燃料池破損的事故。燃料池在爐心內作為冷卻水的流
路，使用燃料時，為了保護燃料棒，燃料集合體會覆蓋上鋯製的薄板中，振
動產生後，由於 LPRM 的撞擊而產生縫隙，燃料棒破損的同時，LPRM 發出
的信號也變得混亂。
因此，全部的局部能階偵測系統變得越來越混亂，導致 LOCA 變成越
來越嚴重的狀態。燃料池在緊急時需要將緊急冷卻水經由燃料棒傳送，故燃
料池的破損對 LOCA 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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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爐心噴口的有效性
所有有關 BWR 的 LOCA 是否有效地利用爐心噴口將燃料棒冷卻成為一
個問題。
被告 GE 公司並沒有在實際運轉的條件下進行在數秒內注入充足的水
將高溫燃料棒冷卻的實驗。歐洲進行這項實驗時，事故發生時從燃料集合體
湧出的水蒸氣阻撓，發生冷卻水無法回到燃料棒的結果。
iv 循環末期系統反應度效果
BWR 在燃料循環接近結束(幾乎每年)時，大部分所有的控制棒會從爐
心上升的狀態在原子爐內運轉。
這樣的循環末期在爐內發生喪失熱能被奪走的負荷，在原子爐內插入
燃料棒反應度會下降，與原本的假設相反，反應度並不會隨著插入的比例下
降，最近證實燃料棒會在即將全部插入時急速下降。因此，失去負荷的情況
下，出力的劇變與原子爐的一次壓力的劇變產生，原子爐會緊急停止(自動停
止)，到時就會發生超乎想像的危險過渡狀態。
目前並沒有針對上述循環末期的緊急停止反應度效果的對策。這樣的
現象是當初在設計的階段並沒有被預料到會在運轉中發生的例子之一。
(B) 控制棒
1、控制棒的壽命
MarkⅠ從運轉初期開始就發生控制棒的問題。
1960 年德國 Dresden 發電廠一號機的控制棒僅因為照射而被發現產生大
幅的龜裂。開始運轉之後六個月左右這些控制棒不得不全面更換。相同種類
的控制棒現在仍然被使用著。控制棒除了是主宰了核電安全的重要因素外，
一直未實証它的耐久年限。
控制棒的壽命會縮減的原因有以下二個理由。
核的性能會劣化，也就是說，當控制棒插入以後會吸收中性子所以機能會正
常地越來越低下。插入管的材質會變得脆弱，加上壓力，控制棒的機械壽命
會縮減。上述的 Dresden 發電廠一號機的不銹鋼銅製控制棒逐漸產生破損，
從水中漏出了粉末。但是要深究這是何時發生的話，必需對控制棒的性質做
檢查，而這是不被認可的要求。
因此，到原子爐發出停止的指令前，即使控制棒的壽命已盡也會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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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的狀況下繼續運轉，一旦停止的話控制棒的性能就有可能下降。
備用硼液系統的龜裂和控制棒材料的破損也會造成核電安全運的性能
損壞。例如，備用硼液系統的管線為了驅動控制棒而產生破損的話，驅動控
制棒就有可能不順利。
原子爐壓力槽底部

彈簧
活塞
壓力外罩

熱氣彈簧

線圈
驅動活塞
停止球
制御棒術入時：
下 ffill から
7/<庄をかける
こ
と
によ
ってよ
に
持ち上

控制棒插入時，經由由下產生的壓力上升
控制棒驅動機構的構造
(出處：
『根據北陸電力公司志賀核能發電廠一號機平成年的臨海事故及假定停止
其他原子爐的控制棒引起的事象相關調查報告』 核能安全保安院)

Dresden 發電廠一號機因為發生這樣的龜裂，作為原子爐連續運轉的許
可條件，發出限制不能運作的控制棒數目的命令。另外，將來也有可能發生
材料的問題而威脅到原子爐的安全性。
iii 控制棒落下事故的延續
BWR 的控制棒落下事故例如從燃料棒在被插入的狀態中途突然被拔出
而發生落下。因此，部分的中性離子發生變化，釋放出核分裂生成物。相對
的事故例如掩飾機械性缺陷而繼續使用電子裝置，但是，並沒有任何的效
果，反而使運轉的手續變得複雜。
(C) 壓力槽的信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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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設計中，並沒有考慮到壓力槽全體破損的事故的假設，但這並沒
有得到實證，而這也是無法證實的。
i. 壓力槽壁和放射線遮蔽物間的管線破損
壓力槽壁和放射線遮蔽物間管線的破損恐怕是壓力槽的壓力導致的
無法預期的結果。
從過去一次配管系的經驗判斷，壓力槽的出口處最容易引起龜裂。一
旦發生龜裂遮蔽物內側和壓力槽外側的空間就會產生瞬間且強大的壓力
波，這有可能引起非常嚴重的災害。
這類事故會從原子爐內部施加極大的壓力、破壞爐心、而不能再插入
控制棒，發生原子爐停止運作等高度的危險。使緊急爐心冷卻系統產生破
壞，推斷與發生大規模事故相關。
壓力槽的基座振動導致壓力抑致也是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抑壓槽產生
的壓力波向基座增加重量的結果傳達到地面和基座，大於壓力槽支撐的基
座的耐震設定值而產生振動。因此造成壓力槽本體內部破損、爐心支持構
造破損而失去緊急冷卻能力，無法插入控制棒，更會導致無法預測的結果。
iii 基座的水泥構造上的信賴性
小規模或中程度的 LOCA 規模都會引起壓力槽內部大規模的溫度變
化，支撐原子爐的水泥基座受熱的結果，基座的強度大幅減弱，使 LOCA
無法承受之後的地震。1971 年 Dresden 發電廠 2 號機和 3 號機的壓力異常導
致溫度異常，發生破壞爐心的事故，支撐原子爐容器的基礎可能被破壞，
需要再檢討 2、3 號機連續運作的可能性。
(C) 原子爐圍阻體(甲 12-2)
i 被告 GE 公司針對 MarkⅠ抑壓槽而改良設計了新型的 Mark E 及 Mark 國
型的圍阻體。Mark E 與 MarkⅠ、H 不同，是使用向下的堰形 SC 壓力槽，
是垂直置的水管。這項設計有別於現今的工業技術。GE 公司建造了有實際
規模三分之一大的 Mark E 模型進行實驗，分析這項實驗得到的資料可知水
平的水管端中通過急速通過的氣流會從水中流向空氣中，SC 的水面就會急
速垂直地向上膨脹，且可發現會向在其上的建築物及裝置施加大的水壓。
由此得知，Mark E 的構造是必須修正的。因而令人疑惑 Mark E 的這項問題
是否也同樣存在於 Mark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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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 4 月，NRC 首先向 GE 公司提出質詢之後，NRC 直接向美國要
求針對 MarkⅠ發電廠進行有關新型號的 Mark 系列發電廠的安全評估。具
體而言，便是要求在 45 日內向所有現存的發電廠進行評估。由於設計時並
未周密地考量，因此在 Mark E 的實驗中，產生了約有 20 項以上的衝擊。
為了回應這項要求，開發了解析模型和試驗，卻不可置信地並未做多數的
構造評估，而在現實中也是不可能的。為了實施這項計畫，由於原子爐圍
阻體的構造上常未達許可條件的標準，必須制定新的許可標準。因而產生
了「似乎很有可能產生衝擊」(非保守的假設)及「機能的維持」的新概念。
電力公司為了解決流程上的困難，被告 GE 公司、電力公司及許多合
作廠商一起分別評估了所有各類型的發電廠，提出了意見。對各類型發電
廠進行評估，找出現存的原子爐圍阻體對於 LOCA 預設耐度的基準。採用
的評估方法並未考慮到耐震條件和衝擊同時發生的可能，是十足的保守主
義。(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保守安全評估)。這項評估計畫從 1975 年 5 月開
始，預計在秋天完成。但是，評估過程中，卻發現為了通過安全審查，最
後反而制訂了較寬鬆的標準。因此，又進行了更多試驗，必須對於模型進
行更精巧化的二次評估。
但是，在那之後，原子爐圍阻體的支持構造承受的衝擊超過了許可條
件。因此，評估計畫的期限從 1975 年 10 月延長到隔年 1 月。電力公司在 1
月 22 日做了行前檢討。隔天以電話聯絡 NRC，說明了所有原子爐圍阻體在
LOCA 發生時能承受的狀況及是否能同時維持原子爐的機能。但是，從前
述電力公司提出的評估方法看來，實際上大多數發電廠的支柱及熔接處和
其他重要的部分可承受的衝擊超越了想像中的強度，這通常在安全審查中
是不被允許的。而且，這些發電廠以現 行的新耐震基準在過去已經制定過
作為理由，使用舊的耐震基準評估。如果以新的耐震基準評估的話，大部
分的發電廠都不合格。更應該視為問題的是：在計算時，未將可推測的最
大衝擊列入考量，是和實際情況不符的評估。原子爐圍阻體的缺陷造成的
影響是需要注意的，為了防止原子爐圍阻體在 LOCA 運作時向生態圈釋放
出放射性的核分裂生成物，所以最基本的防禦是公共安全和健康。由於圓
環面的部分是供給緊急爐心冷卻裝置上的冷卻材，為了在 LOCA 運作時，
防止爐心融化意外的中樞。LOCA 開始時，首先若破壞了支持構造，其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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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的緊急冷卻裝置配管也會破損，失去爐心用的冷卻水。
因此，原子爐的一致性是完全可信性不可或缺的要件。對於原子爐的
運轉來說發生事故的機率很小等爭論是源源不絕的。NRC 發表的拉斯穆森
報告中也假設 LOCA 在未來可能發生事故。這類的事故在拉斯穆森報告中
假設在早期並非不可能發生，因為早期發電廠並沒有採用近年來發電廠的
技術、材質和設計上的改良。從中評估這些問題而緊急要求再思考這些核
電廠是否需要繼續運作。
原子爐圍阻器的耐用年限
圓環面支持結構的部分在向抑壓槽(S/C)釋放壓力時會受到強大的衝
擊。大多數的發電廠會一直開啟排氣閥，但這會使 SC 不停地吹風而降下。
因此，西德的 WUERGASSEN 核電廠在 1970 年確實發生了原子爐圍阻體損
壞的情形。1975 年在阿拉巴馬州的 Browns Ferry 核電廠，愛荷華州的 Duane
Arnold 核電廠及 Pilgrim 發電廠也發生過支持 SIC 的管線系統破損。之後，
雖有進行少許的修正，仍沒有因而對發電廠進行全體性的直接、一貫性的
評估。原本，原子爐圍阻體的設計就應推測可能發生的事故，再設計出壽
命年限或能承受的程度。但是，操作電子管比想像中複雜，定期的開放電
子管持續增加壓力槽的負荷，造成了高於原本設計值的結果。

iii 設計的餘裕和減少
原子爐運轉時，由於會發生各式各樣的問題而作修正，就會逐漸改變
原本的設計。比如說，數年前就有進行圓環面的幫浦(衝擊緩衝材)的去除。
原本的 MarkⅠ是將幫浦放入圓環面中。為了在池中形成大波浪而防止浸在
水中。
但是，原子爐開始運轉以後，開放了安全閥在 SC 的池中產生力量，
使幫浦板的一部分掉落。這時的對策可嘗試作解析，去除現有發電廠的幫
浦，在新設立的發電廠中不使用幫浦。然而，對現在使用中的原子爐圍阻
體再評估的結果，為了緩和衝擊，也傳出了再度這是必要的說法。

iv

原子爐圍阻體的電纜缺陷在於電力和計時裝置的部分，標準是

4000-8000 根的導線通過約 40 個 12 吋直徑中而進入原子爐圍阻體。為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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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原子爐圍阻體的氣密性，大部分導線通過的周圍會用樹脂封住。但樹脂
卻存有缺陷。例如，檢查設備時發現通常約 5%會外漏，模擬 LOCA 的條件
檢查時，發現樹脂會隨著時間變化。因而產生大規模的電力絕緣性低下。
絕緣性低下的同時，原子爐圍阻體的機密崩壞，因此電纜的貫入部分是原
子爐圍阻體最脆弱的部分。
由以上的說明可得知，美國大部分的 BWR 原子爐圍阻體存在著重大
的設計缺陷，影響核電安全，持續運轉的話是令人質疑的。另外，其他的
構成要素，如電子管熱交換器、主復水器等也關係到輕水爐的信賴性問題。
NRC 就此做出了整理報告，但發電廠並未提出修正計畫。而且，不銹鋼材
質的應力腐食分割問題以及燃料貯藏設施問題也可能造成重大事故，卻仍
未實行有效的對策。
B 其他缺陷(甲 12-3)
a 信賴性的計算
核電製造商以擴大發電廠的實際生產率為目標做宣傳。但是，到目前
為止，發電廠構成的各裝置的信賴性及實際生產率的設計目標值仍未確立。
實際實行的是先設計系統及第二系統解析故障的模式，再從中計算各個事故
的故障發生率。如此計算出來的故障率(信賴性及實際生產率兩者皆是)，並
沒有合理的判斷基準，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數據。在安全性的信賴度及安全裝
置的信賴性上沒有明確的許可基準，在安全上會產生極大的危險。系統的設
計及相關修正的決定，每一項都必須以對信賴性的影響做評估。例如，設計
BWR 的新安全裝置時，因要先考慮發電廠全體安全性的影響，做多次的實
驗是必要的。但這方法都尚未確立。
b 多重性和多樣性
多重性是指機能間互相的結合裝置和配件中相同的零件。相對地，多
樣性是指一個裝置需要二個個別技術、零件設計作成，當同一裝置有二個部
分故障時，減少重覆零件故障的機會。多重性常被使用在原子爐中。多樣性
在核能產業界被以慎重的態度延續。至今，由於經濟上的主因，除了 2、3
個特例之外並未被採用(如緊急電源或各種爐心冷卻裝置)。
Browns Ferry 核電廠由於重覆的裝備發生事故而引起火災，是多樣性的
爐心冷卻裝置導致。因此，證實了擁有多重性及多樣性的回路容易故障。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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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同樣情形的其他配置部分也易發生故障。
c 統整及訴求
不只布瑞丹鮑等人在美國議會核能共同委員會發表了以上論述，NRC
和電力業界對於政治、經濟、技術性的壓力，NRC 指出製造商對於成品的檢
查相關規定十分不足，無法保障品質、無法避免人為操作的疏忽，並且沒有
為了將失誤降到最小而作設計等問題。
最後，特別想強調的是前述「在設計上缺陷對設計、建設和運作上必
然會引起重大事故，留下的問題是何時何地發生 J 就如同本次核電事故的預
言，故訴求以下事項(甲 12-4)
1. 評估 MarkⅠ的原子爐圍阻體的問題，並採用以考量所有發電廠是否可
運作。
2. 再次徹底地檢討水流振動引起的爐內零件效果，給水閥與 LPRM 故
障的關係。
3. 應重視歐洲進行的流向高溫爐心的冷卻水分布調查、有關爐心噴口冷
卻系統的有效性。
4. 檢討循環末期反應度效果的所有影響。
5. 與 4 的效果相同，詳細的檢查原子爐停止的可能性而決定控制棒的壽
命並確立技術。
6. 再評估控制棒落下的事故並防止、開發合適的裝置。
7. 強化現今有關壓力槽健全性的研究，尤其是壓力槽與生體遮蔽壁間管
線破裂的可能性。研究 SC 內的壓力波引起的壓力槽基座負荷過重的問
題及基座水泥構造強度是很重要的。
8. 持續 MarkⅠ的研究，尤其是面對地震衝擊的影響，重點應擺放於安
全性、材料的厚度，電氣線路的氣密性及真空破壞器等的問題。
9. 關於 NRC 未直接以 ASME CODE 為對象提出的安全相關項目，以第
三者的身份作詳細的檢查計畫。至少應作出和 ASME CODE 同程度的嚴
格規範。
10.

NRC 的規範應以安全關連項目不故障而做改良。

11. 確認 NRC 親自管轄的現場事故，並確認零件管理的權威。
12.

NRC 有義務頻繁地對最新式的控制室進行再教育，使控制室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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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加強控制室操作員的技能使之更加熟練。
13.

NRC 直接調查勞動者增加的問題，確立現存的廢棄物處理相關計

畫。
14.

NRC 停止現行不適用的舊核電安全規定，有義務依照現行基準做

必要的修改。
15.

直到解決所有設計上的問題為止，以消除現在建設中的發電廠運轉

認可中，原子爐放射能的污染。

在日本的爭論
1990 年 1 月，日本的資源、能源廳核能發電安全審查課發表了「有關
MarkⅠ型原子爐圍阻體」的報告(甲 13)。其中表示，最初 J 在有關 MarkⅠ型
原子爐圍阻體的意外事件時的健全性問題在 1986 年 6 月美國 NRC 前規制局
長 H．Denton 發表了假設意外事件，BWR MarkⅠ型原子爐圍阻體比其他型
號破損率高的發言以來，NRC 進行了各類檢討，1989 年 7 月發表了 NRC 的
方針。
然後，作為 NRC 團隊在 1989 年 1 月 26 日向 NRC 委員會提案的前提。
為減少對原子爐圍阻體發生意外的弱點，首先以 MarkⅠ為對象作為行動的目
的。因 MarkⅠ原子爐圍阻體的尺寸較小。爐心損傷時，承受的重量可能變大。
對風險來說，重要的原子爐圍阻體破損是指加壓破損(爐心損傷前．爐心損傷
後)及過溫破損(爐心損傷後)。
確保原子爐圍阻體的能力(耐壓強化系統的設置)及隔離閥，常用及非常
用交流電的獨立電源。並可由中央操作室遠距離操作。積極實施全交流電源
喪失(SBO)規則，具體來說，發電廠內非常用交流電源的多重性。發電廠內
非常用交流電源的信賴性。

外部電源喪失的預測程度。
以恢復外部電源的必要預計時間為基礎決定 SBO 的持續時間。確保代
替注水系統能注入原子爐的代替注水系統從常用及非常用交流電源獨立出
來的能力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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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以第一核電廠為例，和美國相比，原子爐圍阻體有防止爐心損傷
的對應能力，SBO 的規則中有「圈內外部電源及緊急用發電機的信賴性良
好，認為現在的設備是符合這個規則的」等評價。
換句話說，在美國，對 MarkⅠ的缺陷有如此程度的認識，批評的同時
也檢討 NRC 的對策，在日本，以本件原子爐為代表，並沒有必要的對策，
如此一來，欠缺危機意識，縱容 MarkⅠ原有的缺陷。

國會事故調查委員會的論述
國會事故調查委員會以本次核電事故的原因，指出 MarkⅠ缺陷的重
點：不周全的意外事故對策(甲 1.94.97 頁)，以意外事故對策設備的齊全為主。
1 原子爐停止機能
2 原子爐及原子爐圍阻體的注水機能
3 原子爐圍阻體的除熱機能
成為安全機能的支援機能，有關 2.4 的原子爐及原子爐圍阻體的滅火管
線的注水方式，比以前有實效性的問題。因並未改善而導致這次核能事故的
發生。
MarkⅠ只對上部設置的原子爐圍阻體噴口設有原子爐圍阻體冷卻系
統，事故發生時，原子爐圍阻體中的冷卻水從壓力槽中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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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浦

壓力槽
乾燥槽
冷卻容器
企
晶

渦輪幫浦

抑壓槽

爐心噴口幫浦

替代注水設備的概念圖

如下圖所示， Mark H 與改良型沸水爐(ABWR)從原子爐圍阻體上部的
噴口注入水後直接流入底部。相對地，MarkⅠ在原子爐圍阻體構造上，從上
部噴口注水而流到底部。
但是，上部噴口到下部的流線有限制，可預期實際發生事故時，原子
爐圍阻體內部的環境有相當高的溫度。只從上部噴口注水，只利用原子爐圍
阻體中的環境冷卻，效果不大。
再者，為了替代注水的滅火系統管線是耐震 C 級，有這次地震災害發
生時，比其他安全設備先破損而不能使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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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爐圍阻體噴口注水系統
Mark D

MarkⅠ

概念圖

原子爐圍阻
體噴口注水
系統
Mark B

不同類別的原子爐圍阻體注水機能

ABWR

(甲 1．國會事故調查報告書 97 頁)

A 原子爐圍阻體具有的問題(甲 1.233.235 頁)
a 原子爐圍阻體的壓力超過設計壓力的原因
本次各號機的詳細事故起因並不同。但在運作中，1、3 號機的原子爐圍
阻體壓力大幅超過設計的壓力。尤其是 1 號機比預設壓力高出了 2 倍。原子
爐圍阻體的基本角色是在管線破裂發生事故時關閉放射性物質。
MarkⅠ會抑制由蒸氣引導、水流產生的壓力。MarkⅠ的預設壓力以原
子爐管線最大口徑再循環的出口管線在瞬間損壞時，過度壓力的最大值約設
定在 4 氣壓，管線破裂的同時，以 ECCS(緊急爐心冷卻裝置)作用為前提，並
未假設超過預設壓力的狀況，因此，1、3 號機的原子爐圍阻體會發生預料外
的壓力。

本次核電事故的原因是原子爐圍阻體壓力大幅超越預設壓力，提出了以下方
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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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爐管線破損造成的冷卻材喪失 (甲 1．國會事故調查報告書 229 頁)

換句話說，這次地震長久且激裂的震動使原子爐管線在地震後馬上破
損，發生了小缺口 LOCA(AB-LOCA)。包含冷卻材料的水蒸氣及氫氣的非凝
縮性瓦斯從破損的管線中噴出，而移動到 S/C 內的水中。但是，卻無法停止
喪失冷卻材料，原子爐圍阻體的壓力急速上升，最終造成燃料損傷、溶解。
然而，這次事故由於管線破裂而抑制高壓，SR 無法自動運作的可能性很低(請
參考本訴訟狀 107 頁以後(カ)1 號機是由於地震而損傷)。
B 水力學的動荷重
運轉中的原子爐圍阻體充滿了氮氣。若發生大缺口 LOCA，Ｄ/Ｗ到 S/Ｃ
產生高速流入的大量氮氣及水蒸氣，會發生凝縮振動的複雜動荷重。這稱為
「水力學的動荷重」，以安全委員會的技術方針對 S/C 的強度做評估。這項
荷重是 BWR 型原子爐圍阻體的共通點，尤其是在 MarkⅠ中有發生如下圖所
示的嚴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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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生 LOCA 時

(1)明棚醐

(1)管線透明化

(1)形成氣泡

|m 破裂

(1)水面上升

|<n 再形成

(1)LOCA 發生
這項技術方針考慮的氣體是蒸氣和氮氣，但本次核電事故最終的問題
不只是原子爐壓力槽的破損，還有極高溫的氫氣及非凝縮性瓦斯大量放
出。高溫水蒸氣及瓦斯加重衝擊荷重，從 S/C 內流入的高溫水力學動荷重
也有可能。若 1、3 號機的原子爐圍阻體破損，原因可能是高溫下衝擊荷重
及水力學的衝擊荷重。
C 攪動
抑壓槽水面因地震的震動而產生周期的波浪，這種水面波動稱為「攪
動 」。
影響 2007 年柏崎刈羽核電廠的新瀉線中越沖地震，全部發電機使用的
燃料貯藏池中的水面大幅波動，池中的冷卻水大量溢出。2003 年發生的十勝
沖地震，從震央 150 公里分離的石油槽造成攪動損傷而發生火災。
第一核電廠的燃料池經推測會隨地震震動。機械構造物，尤其是管線
等約有 0.1 秒程度的固定周期，大型貯儲槽約在 5-10 秒內會達到。MarkⅠ的
攪動推測約 4、5 秒程度。尤其是當長周期的地震來臨時，S/C 的水面會搖動，
前端就有可能浮出水面。在那瞬間水蒸氣會向 S/C 吐出，停止壓的抑制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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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預設條件內，原子爐圍阻體也可能會過壓。
抑制池中的攪動是由 Mark E 及 ABWR 的原子爐圍阻體產生，以 Mark
Ⅰ外露的可能性最高。特別是本次地震長時間持續長周期的晃動就有可能發
生上述情形。

第三、本次原子爐的缺陷
雖然本次核電事故發生的原因及因果關係尚未明朗化，但本次核電事
故不只因人為疏失引起從本次原子爐承受不住本次地震、海嘯的事實判斷，
本件原子爐「欠缺「通常應具有的安全性」。
而且，如第一所論述的，本次地震、海嘯的規模是可以預測的，在本
件原子爐的耐震性不足、老朽化 ，MarkⅠ在構造上有缺陷的重大問題是不
容質疑的。
本件原子爐的缺陷經整理如下：
1、可預測的地震及海嘯
子爐應以製造物「通常應具有的安全性」假設地震或海嘯引起的重大
事故而影響機能及性質。但本件原子爐在本次地震、海嘯引發的核電事故中
欠缺「通常應具有的安全性」。對於欠缺此安全性的指控，被告可能會以引
進該製造物時無法預測本次地震及海嘯的發生作為反駁。此項反駁是不成立
的。
首先，關於引進原子爐時的概念，從原子爐的危險性，高度技術專門
性到核電製造商設置原子爐後會進行定期保養，負責依最新的知識為基準做
合適的檢查並作修補工程。東京電力和被告，是二人三腳合為一體進行核電
密切的接觸，也就是說，在 PL 法上的關係來說，被告在本原子爐設立後應
隨時確認是否具有「通常應具有的安全性」。原子爐並不是核電製造商及電
力業者交易的商品。原子爐設立後，在運轉中也必須依最新且客觀的情報假
設對地震及海嘯的安全性。
如本章第 2-1 的論述，板塊地震的機制和其類型可透過技術和地震研究
的進步了解。另外，板塊地震、海嘯地震和連續引起的大地震的概念皆已公
開可被一般性地了解。而且，本次地震的震央包周日本海溝沿岸具體地區的
板塊地震、海嘯地震的預測。在 M8 及大地震的預言發表後的 30 年間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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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準確率。因此，根據本次地震的規模及類型，震央的情報做比較，可推測
出本次地震的情報。
另外，本次地震引起的海嘯高度並沒有超過東京電力及國家機關到那
時為止推測的海嘯高度。因此，本次海嘯的發生從當時的情報來說並非不可
得知。因此，被告對於無法推測本次地震及海嘯的反駁並不成立。本原子爐
存在著無法承受地震、海嘯的缺陷。
2、不周全的耐震系統
如本章第 2-2 所述，本次各號機設置時並未存在耐震設計基準，耐震性
明顯低下。雖然之後決定了新、舊方針，尤其是保安院針對全國核電業者直
接要求依新方針實施耐震檢查。而且，東京電力未對不符合新方針要求的多
數機器及管線進行耐震補強工程。
具體而言，第一核電廠 5 號機及 2008 年 3 月 31 日本次各號機，在 2009
年 6 月 19 日提出的耐震檢查中間報告書中提出，除了少數的 4 號機和 5 號
機外，並沒有對機器管線進行耐震補強工程。本次核電事故發生當時，第一
核電廠各號機正處於「廠商實施耐震安全評估」狀態中，核電製造商對於耐
震檢查是知情的。如前述，1 號機並非因為海嘯而是因地震受損，導致氫爆。
因此，本次原子爐並沒有具備新方針要求的耐震性，依照國家制定的耐震設
計基準來說，確實缺乏應具有的安全性。
3、老朽化的問題
如本章第 2-3 點所述，核電擁有因老朽化引起的各項因素使核電從開始
建設到現在發生了多起核電事故。本次各號機中，1 號機從 1971 年開始運轉，
到本次核電事故發生經過了約 40 年。2 號機由 1974 年，3 號機由 1976 年，4
號機由 1978 年開始運轉，到本次核電事故發生時各約經過 35 年。
因此，本次各號機由於上述的原因 1.原子爐建築物的耐震壁強度低下、
遮蔽能力低下 2.原子爐壓力槽基座的腐食 3.原子爐圍阻體的腐食 4.原子爐
停止時冷卻幫浦及降溫幫浦的基座腐食 5.粒界型應力的腐食 6.原子爐停止時
冷卻系統管線及降溫系統劃分 7.主蒸氣管的疲乏，水流加速型腐食 8.控制棒
的照射誘起型應力腐食、粒界型應力腐食、韌性低下等產生劣化的可能性。
因此，本次原子爐由於老朽化的產生而影響耐震性，可以合理地推斷
與本次核電事故發生的原因有關。也就是說，本次原子爐存在著老朽化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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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
4. MarkⅠ的問題
如本章第 2-4 所述，本次各號機的原子爐圍阻體所屬的 MarkⅠ型存在
的缺陷由 GE 前工程師在 1970 年代的美國議會中具體地說明了設計上的缺
陷。重點是 MarkⅠ型的原子爐圍阻體設計的冷卻系統容量十分有限。因此，
只要失去電力供給，冷卻系統停止，就有非常高的危險性會發生爆炸。另外，
使用中的燃料池也不是最新型的自然冷卻系統，只要切斷電源，溫度就會馬
上上升。
1989 年，NRC 的緊急時水蒸氣壓排放系統開始實施安全對策。在日本，
不僅沒有針對 NRC 的問題說明與改善報告，也沒有新的對策。
根據國會事故調查，MarkⅠ型的意外事故對策，以設計壓力導致管線
破裂且同時啟動緊急爐心冷卻裝置(ECCS)為前提，並沒有假定超過設計壓力
的狀況，如產生水力學的荷重、攪動等狀況。
本次核電事故中，1 號機~4 號機喪失全交流電源使 1 號機及 2 號機也喪
失直流電源。全電源喪失以後，原子爐的壓力從 SR 中被抑制，移向冷卻材
的壓力控制室。因為全電源喪失而導致壓力控制室的水無法冷卻，使原子爐
流入的蒸氣無法凝縮，原子爐圍阻體中的壓力開始升高。之後發生爐心損
傷、爐心溶解、氫氣等非凝縮性瓦斯及水蒸氣大量流入壓力控制室，原子爐
圍阻體中的壓力上升。之後導致原子爐壓力槽受損，氫氣等非凝縮性瓦斯及
水蒸氣一起直接噴出。以 MarkⅠ為例，改良型的 MarkⅠ原子爐圍阻體和小
型比起來較小，所以壓力上升速度快。一方面，地震後管線破損，發生小破
口 LOCA(冷卻劑喪失事故)時，氫氣等非凝縮性瓦斯及水蒸氣會從全部管線
中的破損處及原子爐的破損處中直接噴出，原子爐圍阻體的壓力會急速上
升。如上述，MarkⅠ原子爐圍阻體不但並沒有做可承受大規模事故的意外，
美國表示的安全性疑惑也未提出改善的方案，及不周全的對策。因此，本次
原子爐是由本次地震、海嘯引起的全電源喪失導致本次核電事故。如前述，
依當時的情報可推斷本次地震、海嘯的發生。因此，本次原子爐在當初設計
時即有缺陷，之後也並未有變更或改善。
5、小括
作為原子爐「通常應具有的安全性」，至少應擁有能承受可推算地震、
149

海嘯的衝擊並不會發生重大事故的機能和性質。但本次各原子爐並不能承受
從當時情報可推算的地震、海嘯。另外，本次各原子爐並未依國家耐震設計
基準進行耐震檢查及耐震補強工程，存在著因老朽化而導致的各類材料劣化
危險，也在構造上存在著 MarkⅠ型特有的原子爐圍阻體過小等問題。
根據以上論述，本次各原子爐缺少「通常應具有的安全性」，可得知是
存在缺陷的製造物。因被告製造的本次各原子爐的缺陷而侵害原告的生命、
身體及財產，對原告造成損害。
因此，依照 PL 法，被告應向所發生的損害負起賠償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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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依 民 法 第 708 條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誠如以下所述，被告因過失而侵害原告權利，造成原告受有損害，而負有
民法第 709 條規定之不法行為之責任。本章首先論及被告之不法行為責任之前
提，亦即被告之注意義務，其次論述佐證被告等人違反注意義務之具體事實。

第 1、課予核電設備製造商之高度注意義務
1、預見義務與結果迴避義務
民法第 709 條規定之過失，意指違反行為人注意義務之行為，而違反注
意義務之行為，意指未迴避有預見可能性前提下之結果，或違反防止義務之
行為。
所謂預見可能性，意指一般人在此情況下，得以預見其結果。在公害、
藥害、醫療過失等不法行為之領域，尤其是從事危險業務者（企業），其行
為可能造成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其他重大利益遭受損害時，即負有調查其行
為是否安全之義務，並以其行為係屬安全之情況為限，方得以有所進展。有
關結果迴避義務，則就具體事件中，行為人負有何等程度之注意，以履行何
種內容之義務，係依其行為所產生之危險性或受侵害之利益重大程度，加以
判斷。

2、被告等人所擔負之高度注意義務
誠如第 6 章所述，核電廠本身具有極高度危險性，一旦核電廠發生嚴重
事故，其影響範圍波及範圍極廣，而不僅止於核電廠周邊居民，同時也將造
成一般市民之生命、身體及財產，長期蒙受重大損害，此揆諸本件核電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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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或國外所發生之事故可明。
被告等人身為核電設備製造商，從事第一核電廠之系爭核子反應爐之
設計、製作與設置。不僅如此，被告等人後續也接受東京電力委託，利用子
公司長期從事第一核電廠之定期檢查作業，與身為核電廠業者之東京電力之
間，係以兩人三腳之關係，從事核電廠運作。甚而不如說是核電設備製造商
隱身在電力公司之羽翼下，為追求自身利益，而與核電廠之設置、運作有積
極且密切之關係。從事核子反應爐等設備之設計、製作之核電設備製造商，
係最為精通核子反應爐等設備之構造、知識與技術者。換言之，核電設備製
造商等被告，不僅有能力控制核電廠之高度危險性，同時也居於應控制核電
廠危險性之立場。
準此，被告等人與核電廠業者就核電廠之運作，係屬一體，而負有隨
時運用最高之知識與技術，防止事故發生，並調查研究放射性物質外洩至反
應爐之外所產生之影響等義務。進而，於安全性之維護出現疑慮時，需立即
促請核電廠業者東京電力及主管機關，加以注意，並採行要求暫停核電廠運
作等最大限度防範措施，且對於侵害市民之生命、身體等重要權益之危害，
負有應防範未然之高度注意義務。

3、防止核電廠事故之義務
上述判斷架構，業經新瀉水俁病訴訟（新瀉地院 1971 年 9 月 29 日判決、
判時 642 號 96 頁）、熊本水俁病訴訟（熊本地院 1973 年 3 月 20 日判決、判
時 696 號 15 頁）等既存公害訴訟所確立。鑒於核電廠之危險性，以及事故
引發損害之重大性、嚴重性，被告等人身為核電設備製造商對此負有注意義
務，尚屬妥適。
尤其，舉凡涉及核電廠事故，只要失去電源，要讓核子反應爐停止並
讓燃料冷卻，就有顯著困難，因此事前調查義務尤為重要。易言之，被告既
與核電廠業者成為一體而從事核電廠之管理、運作，即負有充分調查足以引
發事故之地震、海嘯之發生可能性，並有預見核電事故危險之義務。進而，
被告等人尚負有根據相關調查研究，發現引發威脅人身性命、身體之嚴重事
故之設施方面、制度方面之缺失，並採行避免危險之措施以防止核電事故之
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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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此類，核電設備製造商負有以民法第 709 條責任為前提之高度注意
義務之解釋，在製造物缺陷導致人之生命、身體、財產受有損害之情況，亦
可從為保護受害者而明定製造業者無過失責任之 PL 法（產品責任法）意旨，
導引出相同解解釋。

第 2、被告之過失責任

誠如前述，被告等人對於系爭原子反應爐等設備，負有包括調查義務等高
度注意義務，並如以下所述，被告等人已違反該注意義務。

1、知悉地震、海嘯危險性
如第 8 章第 2 之 1 所述，地震之構造及其型態，係透過板塊構造理論及
地震研究發展而經解析，此外，板塊間地震、海嘯地震，就連顯少連動發生
之大地震等概念也經公開，而得以為一般人所理解。再者，沿著涵蓋東北地
區太平洋海域地震之震源區域之日本海溝具體區域，在此發生之板塊間地
震、海嘯地震之預測，指出在未來 30 年內有 20%之機率，將會發生至少屬
於 M8 等級之大地震。另外，針對海嘯，土木學會評估也曾根據過往最大海
嘯而算出預想數值，地震總部之長期評估也明確指出下一次海嘯地震將發生
在日本海溝之某處。當時，東京電力曾修正海嘯預想高度，並向內閣總理大
臣、通產省資源能源廳、保安院等機關報告。溢水讀書會亦曾指出第一核電
廠受到 O.P.+l0m 之海嘯影響而發生爐心受損，以及 O.P.+l4m 之海嘯侵襲將導
致所有電源均喪失之危險性，甚而東京電力內部亦曾預測可能發生 O.P.15.7m
之海嘯。

本件事故當時既已累積上述與地震、海嘯相關之知識，被告等人既與
東京電力為一體，從事第一核電廠之設置、運作，業已負有全力調查上述知
識，透過適當之耐震設計與補強工程等措施，以防止地震及海嘯引發事故之
義務。然而，被告等人怠於履行此等義務，而如第 8 章第 1 所述，系爭核子
反應爐具有無法承受本件地震與海嘯之缺陷，而讓本件核電廠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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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悉耐震安全性評估缺失
如第 8 章第 2 之 2 所述，原子力安全委員會於 2006 年 9 月公布新指南。
新指南提及海嘯為伴隨地震發生之現象，即使是合理預估發生可能性極低之
海嘯，設施之安全機能並無就此遭受重大影響之虞，仍應充分考慮海嘯之情
況再行設計。保安院因而要求各家電力公司針對運轉中之發電用核子反應爐
設施等設備，實施安全性評估並提出實施計劃。同時，保安院亦揭示涵蓋海
嘯安全性之耐震安全性評估之評估方式及確認標準，作為安全性評估等級，
並慮及過往海嘯發生情況、活斷層分布情況、最新知識等事項，業已要求各
家電力公司預想極少發生卻有可能發生之海嘯。
惟東京電力卻將包括海嘯安全評估之最後報告提交預定時間，展延至
2016 年，且幾乎未實施因應海嘯所造成損害之預想對策。復就被告等人與東
京電力為一體，並與第一核電廠之管理、運作具有積極與密切之關係，尤其
被告又處於應實際執行耐震安全性評估及耐震補強工程之立場，竟罔顧其所
身負之義務，而未促使東京電力立即實施安全性評估，亦未自行儘早採行充
分之安全性評估等措施。

3、知悉老舊化問題
如第 8 章第 2 之 3 所述，一般而言，金屬材料劣化為核子反應爐老舊化
之種種原因之一。此外，長年運轉之核電廠，其事故、故障發生率明顯增加。
事實上，日本核電廠因老舊化而引發多起事故。老舊化也可能對於核子反應
爐等設備之耐震性能產生重大影響。
因而，就本件各編號機組而言，於本件核電廠事故發生時，1 號機自開
始運轉時起約已有 40 年，2 號機、4 號機則分別有約 35 年之歷史，即有人指
出可能因為金屬材料劣化而引發各種具體之劣化狀況。
然而，被告等人身為核電設備製造商與東京電力係為一體，而與第一
核電廠之設置、運作有積極且密切之關係，卻罔顧自身立場所應履行之事
項，既未認清核電廠可能存在或已出現老舊化而引發劣化之因素，亦未盡力
從事相關之調查研究或採行防止老舊化而引發嚴重事故之必要措施。

4、知悉福島核電廠構造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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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ark I 缺陷之認知
如第 8 章第 2 之 4、第 3 所述，本件各編號機組之格納容器，均為 Mark
I，有關其構造上、設計上之缺陷所造成之缺乏安全性，於本件各編號機組在
1970 年製造時，在美國已有人指出，並於 1976 年 2 月，被告 GE 之技術人員
Bridenbaugh 已在美國國會發表證詞，是以 Mark I 之具體問題係屬眾所周知之
事。NRC 已提出所謂暫時因應對策之改善方案，並已實際執行。然而，在日
本，卻判定日本核電廠機組並無美國核電廠所面臨之問題，亦認為無需採行
相應對策。
身為核電設備製造商之被告等人既已知悉上開經過，自不待言。換言
之，被告等人業已充分瞭解因為使用 Mark I，而系爭核子反應爐等設備存在
缺陷且缺乏相應之對策。
( 2 ) 知悉確保緊急情況之電源因應對策不完備
在發生核電廠事故時，為確保核子反應爐之安全，需以「停止」、「冷
卻」
、
「封閉」為大原則，而「冷卻」需在核子反應爐注入冷卻水，因此需要
大量電力的穩定持續供應。而為確實確保此等電源，多重性（有數部具有同
一性能、性質之系統、機器）
、獨立性（數部機器、系統不會同時受到阻礙）
任一者均不可或缺。
然而，第一核電廠對於確保在此等緊急情況之電源因應對策並不完
備，外部電源因本件地震而全數喪失，即便是內部電源系統，連同緊急情況
使用之 D/G、直流電源（電池），均因本件海嘯而淹水以致無法完整發揮功
能。
被告等人身為核電設備製造商，與東京電力係為一體而就第一核電廠
之運作有積極且密切之關係，即便對於確保此等緊急情況之電源因應對策之
不完備，亦立於易於得知之立場。
( 3 ) 被告等人違反注意義務
如上所述，被告等人既已知悉系爭核子反應爐等設備之構造上缺陷，
卻疏於採行防止嚴重事故所必要之措施。
5、小結
綜上，被告等人既負有充分運用最高等之知識，調查研究與地震、海
嘯相關之最新知識、耐震性、伴隨老舊化所產生之劣化主因存在、構造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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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等事項之義務，卻怠於履行，亦未針對耐震安全性檢查、老舊化、Mark
I 型特有構造上缺失等事項，採行適切因應對策，甚而在確保安全性方面出
現疑慮時，仍未促使東京電力或主管機關對此加以注意，且未採行要求停止
核電廠運作等最大限度之防止事故措施。再者，被告等人與東京電力皆未以
居民安全優先於經濟利益，且未採行充分之因應對策，罔顧其應履行之義務
而持續從事本件各編號機組之設置、運作。換言之，被告等人已違反核電設
備製造商所擔負之高度注意義務，造成市民之生命、身體與財產等重要權
益，因而受到侵害。
準此，被告負有過失之不法行為責任（民法第 709 條）。

第 3、共同不法行為
被告等人各自對於原告負擔不法行為責任，同時連帶負有共同不法行為責
任（民法第 719 條）。
1、各被告之不法行為責任
如第 2 所述，儘管核電設備製造商負有高度注意義務，然被告等人知悉
本件核子反應爐等設備之缺失，卻未採行防止嚴重事故之必要措施，疏於履
行應盡義務。準此，各該被告分別負有過失之不法行為責任（民法第 709 條）
。
2、被告等人之共同關係
依最告法院之判決，共同不法行為之成立與否，無需不法行為人間之
意思連絡（共謀）亦無需有共同認識，僅以客觀上有共同之權利侵害行為即
足（客觀關連共同說）。
與本件各編號機組製造有關之主要締約人，分別為 1 號機為被告 GE，2
號機為被告 GE 及被告東芝，3 號機為被告東芝，4 號機為被告日立（第 2 章
第 2）。其次，本件各編號機組在第一核電廠之佔地內彼此相鄰（第 3 章第 1
之 1），1 號機或 4 號機同樣未能冷卻溫度停止運轉，結果造成 1 號機或 3 號
機陷入核子反應爐事故，4 號機則是核子反應爐之建築物爆炸，引發存放使
用後燃料之燃料池裸露在外之事故（第 5 章）。此等事故接二連三發生，如
第 3 所述，造成放射性物質擴散等情況，業已侵害原告等人之重要權利。準
此，本件之被告等人在客觀上顯有共同之權利侵害行為。
3、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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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被告等人對於原告等人所蒙受之損害，負有連帶損害賠償
責任（民法 719 條第 1 項）。

第 10 章

依原賠法第 5 條規定提出代位求償

原賠法係依責任集中制度，明定核電廠事故之被害人可單獨向核電廠業者
請求損害賠償，惟仍規定在例外情況，得向核電設備製造商請求損害賠償。此種
情況為事故係因核電設備製造商之故意所引起。
本件就如目前所見之情況，儘管被告等人充分知悉本件各編號機組有缺陷，如遭
受大規模地震或海嘯侵襲，將發生大規模事故，卻未採行任何措施，而疏於履行
義務，置之不顧。
以下將釐清被告等人因故意所負責任。

第 1、代位求償之要件
原賠法第 5 條之由核電廠業者行使之求償權，規定如下：
「第三條之情況，
其損害係因第三人之故意所造成時，依同條規定賠償損害之核電廠業者，享有
對第三人之求償權。」所謂第三條之情況，係指該條所稱「在核子反應爐運轉
等情況下，因該核子反應爐之運轉造成核電損害時」，「涉及該核子反應爐之運
轉等之核電廠業者負有該損害賠償責任。」
另一方面，民法第 423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債權者代位權，規定「債權人
得為保全自己之權利，而行使屬於債務人之權利」所謂保全之必要性，係於債
務人無資力時發生。
如此一來，有關本件核電廠事故，身為核電廠業者之東京電力賠償損害，
且在該損害係由第三人亦及被告等人之故意所造成時，東京電力即享有向被告
等人求償之權利，此外，原告等人需保全對於東京電力之權利，自得代位行使
東京電力對於被告等人所擁有之權利。
其中，東京電力負擔賠償責任，以及原告等人對於東京電力之損害請求權
存在之要件已俱備，此揆諸第 5 章可明。此外，雖可說是極不充分，但東京電
力根據原賠法第 3 條規定，賠償本件核電廠事故之被害人所受損害（之一部），
係屬不爭之事實。根據東京電力之網頁內容所示，於 2013 年 8 月 16 日當時，
東京電力支付給本件核電廠事故之被害人之金額已高達 2 兆 7276 億日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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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n://www.tepco.co.jp/comp /jisseki/index ·j.html）。
準此，問題在於被告等人之故意及東京電力無資力。以下將就此等條件俱
備，加以論述。
另外，為求審慎亦將論述東京電力未行使對被告等人之權利一節。

第 2、被告之故意責任
1、「故意」之定義
所謂故意，意指明知自己之行為侵害他人權利，且會造成其他經認定
為違法之事實，仍特意履行該行為之心理狀態（大判昭 5.9.19 新聞 3191 號第
7 頁，不需有危害之意思）
。如就本件而言，係指明知本件核電廠事故發生，
而任其發生之心理狀態。
在本件之情況，被告等人縱無積極加害原告等人之意思，仍如同以下
所述，被告等人明知事故發生，卻未採行特別措施，自非不得認定被告等人
容任事故發生。

2、知悉應預想本件地震與海嘯發生
如第 8 章第 2 之所述，依最新知識，係已預見足以匹敵本件地震與海嘯
之地震與海嘯發生。
換言之，被告等人至遲已在 2002 年 7 月，經由政府之地震總部所發表
之長期評估，業已知悉沿著日本海溝之某處，在 30 年內有發生 M8 等級之海
嘯地震之危險性，其發生機率為 20%。
此外，被告等人在 2006 年時，既已知悉如果發生高度超過核電廠所在
地高度之海嘯，緊急情況使用之海水泵將失去功能。經查 2006 年 5 月，保
安院在東京電力相關人員也參與之溢水讀書會中，得知超過 O.P.+14m 之海
嘯來襲時，將導致所有交流電源喪失，而超過 O.P.+l0m 之海嘯來襲時，海水
泵之功能將喪失且將引發爐心受損之危險，此為保安院與東京電力之間所共
同知悉之情況。此外，因接獲貞觀海嘯之提醒，東京電力內部已算出
O.P.+15.7m 之預想浪高。東京電力與被告等人，係以所謂兩人三腳之關係，
從事第一核電廠之運作，因此，上開情況似宜認定為東京電力與被告等人所
共同知悉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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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如發生預想中之海嘯地震，而引發浪高如上述說明之海嘯來襲，
將導致核子反應爐無法冷卻之嚴重事故，造成如本件之市民權利遭受重大侵
害，此顯屬被告既已知悉之情況。
3、知悉耐震安全性評估不足
如第 8 章第 2 之 2 所述，東京電力接獲保安院要求執行新指南之耐震安
全性評估，被告等人身為核電設備製造商，係實質負責安全性評估及其所附
隨之耐震補強工程，自當知悉耐震安全性評估之情況。此外，被告等人藉由
地震與海嘯之最新知識，知悉海嘯可能伴隨本件地震而發生，故應採取適當
之相應措施，或至少應促請東京電力採行某些措施。
然而，就結果來說東京電力將涵蓋海嘯安全性評估之最終報告提交預
定時間，展延至 2016 年，因而處於幾乎未採行預想海嘯災害之因應對策之
情況。再者，被告等人對此並未採行特別措施，放任東京電力讓本件各編號
機組繼續運轉，同時任由東京電力怠於採行因應對策。
4、知悉老舊化問題
如第 8 章第 2 之 3 所述，核子反應爐出現金屬材料劣化等各種老舊化因
素，而長年運轉之核電廠，其事故與故障發生率明顯增加，事實上日本之核
電廠已發生多起因老舊化所引起之事故，老舊化恐有重大影響核子反應爐耐
震性能之虞，而被告等人身為核電設備製造商並擁有專業技術，對此顯已知
悉。
再者，本件核子反應爐於本件核電廠事故發生時，1 號機自開始運轉時
起約已有 40 年，2 號機、4 號機則分別有約 35 年之歷史，即有人指出可能因
為金屬材料劣化而引發各種具體之劣化狀況，而被告等人對此既已知悉，自
不待言。
然而，被告等人疏於採行防止老舊化引發事故之必要因應對策，置若
罔顧。

5、知悉 Mark I 之缺陷
如第 8 章第 2 之 4 等節所述，Mark I 於設計上已有構造上之缺陷，此有
GE 之技術人員在美國國會發表證詞，以及 NRC 已提出改善方案。此外， Mark
I 問題點之報告已在日本提出。復依國會事故調查內容，業已指出 Mark I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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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事故因應對策之不足、圍阻體設計壓力問題、水力學之動態載重、攪動
等問題。
被告等人身為核電設備製造商，無從否認其對於本件核子反應爐之缺
陷及危險性相關事實、經過，已有認知。業已充分瞭解因為使用 Mark I，而
系爭核子反應爐等設備有缺失且缺乏相應之對策。
然而，被告等人卻未針對上開缺陷有所因應，亦未採行必要措施，而
置之不顧，任由東京電力繼續讓機組運轉。

6、小結
綜上，被告等人業已充分知悉本件地震與海嘯可能發生，與系爭核子
反應爐等設備之耐震安全性評估不完備，且存在可能成為事故原因之老舊化
因素，並有 Mark I 特有之構造上缺陷等情況，以致如遭受巨大地震或海嘯侵
襲，即可能發生嚴重事故，自不待言。然而，因責任集中制度而免於事故責
任之被告等人，罔顧其義務而置之不顧，未採行特別措施。
準此，被告等人之心理狀態顯屬明知核電廠事故或損害之發生，而放
任其發生，足認被告等人對於本件核電廠事故，於主觀上係屬故意。

第 3、債權人代位權
1、東京電力無資力
( 1)政府對東京電力之援助
正如各項報導所揭示之內容，經由本件核電廠事故，東京電力獲得核
能損害賠償支援機構所提供用以賠償損害之資金。截至最近，東京電力於
2014 年 2 月底之前，所支付之賠償數額，已超過其所受領之資金。再者，於
同年（2014 年）1 月 22 日東京電力已自該機構取得 1180 億日幣之資金。該
機構交付資金給東京電力之次數，亦已達 24 次，東京電力於 2014 年 1 月 22
日當時所受領之資金數額合計已達 3 兆 3577 億日幣。此外，東京電力不僅
受領該機構所交付之資金，復依原賠法規定，尚獲得政府所提供之 1200 億
日幣之補償金，併同上開機構所提供之資金，東京電力總計獲得國家援助 3
兆 4777 億日幣。
東京電力之所以獲得上開援助，理由無他，蓋因其處於無資力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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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以公司本身資產賠償損害。
( 2 ) 東京電力無力清償債務
東京電力網頁在 2013 年 10 月 31 日公布該公司第 2 季之決算訊息（以
下稱「決算訊息」）。根據該決算訊息，東京電力之資產於 2014 年 3 月，其
總資產僅有 14 兆 5652 億 8800 萬日幣，純資產為 1 兆 7820 億 2300 萬日幣。
同時，大半之總資產為電力資產等固定資產，無法依決算訊息之價格出售。
對此慮及第一核電廠之出售可能性，可明此旨。
此外，負債額 12 兆 7832 億 6400 萬日幣（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為止）
當中，核能損害賠償準備金僅有 1 兆 1152 億 8800 萬日幣，因此即便扣除本
件核電廠事故相關負債額，其負債額仍超過 11 兆 6679 億 7600 萬日幣。
相較之下，東京電力因本件核電廠事故所負擔之損害賠償金額，就連
2011 年 10 月 3 日之「東京電力經營財務調查委員會」之委員會報告推估內
容，需支付財物價值喪失及評價受損等暫時性損害之賠償數額約為 2 兆 6184
億日圓，各年度之賠償數額於首年約為 1 兆 246 億日幣，自第 2 年起則為每
年 8972 億日幣。揆諸被害人之現狀，未來之賠償數額勢必更為膨脹。除此
珠外，其他供回復原狀之費用，預估少則數兆甚或達到數十兆日幣之規模。
有關回復原狀費用，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所提出之預測數字為 5.13 兆日幣，
兒玉龍彥教授於 2011 年 7 月 27 日在眾議院厚生勞動委員會，所表明之數字
為「數十兆日幣」。上開回復原狀費用，固然應由東京電力負起賠償義務，
惟就上述東京電力之財務狀態觀之，東京電力顯然不具備負擔此損害賠償義
務之能力。
東京電力處於無力清償債務之狀態，可說是無資力。
2、東京電力不行使權利
( 1) 不存在已行使權利之事實
截至目前為止，東京電力並未就該公司支付給本件核電廠事故被害人
之損害賠償金，向任一被告行使求償權。
( 2 ) 無意行使權利
東京電力無意向被告等人行使求償權。
東京電力股東會於 2013 年 6 月 26 日舉行。國際 NGO 日本綠色和平以
股東身份發言，要求東京電力確認第一核電廠之核電設備製造商，亦即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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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之賠償責任。對此提議，會場響起掌聲，然該提議卻遭否決，顯見東京
電力無意向被告等人行使求償權。（甲 14） 。

第 11 章

結語

第 1、支持責任集中制度之理論
核能發電係從稱為核分裂之屬於生態圈外部之物質現象，取得能源之技
術，當發生嚴重事故，大量放射性物質四處擴散，將導致生態圈承受無法自行
修復之災害。推動核子反應爐等具有此種性質之技術，係讓我們身處之社會，
存在最為危險之製造物，此乃任何人均無法否認之事實。
正因核能發電產業具有此等危險性，需讓民間企業從事核子反應爐等設備
之製造，擺脫市場經濟之原理，例如確保較一般更為龐大之利益，同時減輕或
免除其危險性所衍生之風險負擔。
原賠法所規定之責任集中制度，正是基於此一理論之產物。可說是擴大核
電產業所不可或缺之機制。
但此一特殊原理勢必衍生負擔，而負擔終究仍將轉嫁於國民。為確保此一
結構之合理性，此產業勢應為國民及社會整體帶來廣大之利益。
核能發電既高舉「和平所需之核能」抑或「和平利用核能」之大旗，即得
符合這些要求並為眾人所接受。

第 2、理論瓦解
然而，核能發電係超乎想像之困難技術。在所有核能發電廠，事故與故障
之發生頻率已屬驚人之頻繁，時而會有預期外之大事故，亦即嚴重事故發生，
導致人們遭受重大損害，而為了一時消弭日益高漲之不信任感，以致核電廠相
關人員隱匿資訊變成常態。
如此可說是負向循環之情況，因而衍生本件核電廠事故。
誠如以上所詳述，被告等人身為核電設備製造商，充分知悉系爭核子反應
爐存在著種種問題，如遭受巨大地震與海嘯侵襲，將可能引發嚴重事故。甚而，
被告等人係處於得以窮盡一切手段，藉此避免上述悲劇發生之立場，卻未有任
何積極行動，僅漠然眼見事故發生。
其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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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責任集中制度之負面效應，亦不難想像本件核電廠事故之發生，係
源於免除核能發電產業之危險性衍生風險之思維。換言之，本件核電廠事故正
是責任集中制度所引發之悲劇，同時也對全世界造成衝擊。顯見核能發電產業
之發達，讓國民因此承受無理之負擔，卻未讓國民有同等程度之受益。
支持責任集中制度之理論在此已完全瓦解，同時，對於該制度所賦予之非
核權所造成之侵害，已屬顯在化。

第 3、核電設備製造商之責任
綜上所述，當前已不得再繼續維持責任集中制度。
同時，被告等人身為核電設備製造商，對於系爭核子反應爐存在缺陷，俱
有過失，從而不得依 PL 法或民法規定免除其責任。
再者，即便未以責任集中制度判定違憲為前提，被告等人既已充分知悉本
件各編號機組無法承受巨大地震與海嘯，仍未採行任何措施，而讓本件核電廠
事故發生，縱依原賠法規定，被告等人仍應負責。
所謂核電設備製造商承受核能發電產業之附隨風險，係全球核能發電機制
所未預見之情況，並可預見存在難以想像之抵抗，而本件訴訟對於原告以及全
世界人類之生活、生命與財產，具有切身相關之重大意義。
企盼法院富有勇氣之判決。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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