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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飯核電判決全文 P.1-8 

 

平成 26 年（2014 年）5 月 21 日判決宣示同日領收原本裁判所書記官 

平成 24 年（2012 年）（ワ）第 394 號（下稱「第一案件」），平成 25 年（2013

年）（ワ）第 63 號（下稱「第二案件」），關於請求禁止大飯核電廠３、４號機

運轉之案件 

言詞辯論終結日：平成 26 年（2014 年）3 月 27 日 

 

判  決 

 

 當事人如附件之當事人目錄所載。 

 

主  文 

 

１、被告對於附件原告目錄１所載之各原告，不得運轉大飯發電廠３號機及４

號機之反應爐（位於福井縣大飯郡おおい町大島１字吉見１−１）。 

２、附件原告目錄２所載各原告之請求，皆予以駁回。 

３、訴訟費用，除因第２項原告之請求所生者由該原告負擔者外，其餘由被告

負擔。 

 

譯者簡介： 

李彥麟  

臺大法研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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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及  理  由 

一、請求： 

 被告不得運轉大飯發電廠３號機及４號機之反應爐（位於福井縣大飯郡お

おい町大島１字吉見１−１）。 

 

二、本件紛爭之概要等： 

１、紛爭之概要 

 本件紛爭為，第一案件之原告及第二案件之原告（以下合稱「原告」），請

求法院選擇基於人格權或環境權，禁止第一案件及第二案件之被告（以下簡

稱「被告」）運轉其設於福井縣大飯郡おおい町大島１字吉見１−１之大飯核

能發電廠（以下簡稱「大飯核電廠」）之３號機及４號機之案件（以下合稱

「本件機組」）。 

２、前提事實 

 以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之事實，或根據所載之證據及全辯論意旨而得認

定之事實。 

 (1) 當事人 

ア  原告之住所地，如附件之當事人目錄所載。本案原告來自全國各

地，是北至北海道札幌市、南至沖繩縣沖繩市的居民。（全辯論意旨） 

イ  被告為一般電力事業者1，供電範圍包含大阪府、京都府、兵庫縣

（部分地區除外）、奈良縣、滋賀縣、和歌山縣、三重縣的部分地區、岐

阜縣的部分地區及福井縣的部分地區。 

                                                        
1 譯按：根據日本《電業法》（電気事業法）第二條，「一般電力事業」（一般電気事業）指「為

因應一般需要而供給電力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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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飯核電廠及大飯核電廠周邊之概況 

ア  被告所設之大飯核電廠位於福井縣大飯郡おおい町大島１字吉見１−

１。大飯核電廠使用壓水式反應爐2，核電廠設有１號機至４號機四部機

組。 

イ  大飯核電廠位於福井縣的大島半島的尖端。基地的北、西、南三面

環山，海拔約 100 至 200 公尺；東面對若狹灣（地名），設有導水口。

（甲４１） 

在大飯核電廠周圍，大致上從核電廠的西北至東南方，依序有ＦＯ—Ｂ

斷層、ＦＯ—Ａ斷層以及熊川斷層。大飯核電廠、ＦＯ—Ｂ斷層、ＦＯ

—Ａ斷層及熊川斷層的位置關係，大致如附件１之圖表７所載。 

ウ(ア)  大飯核電廠之基地，涵蓋了稱作Ｆ—６斷層帶3的部分。 

(イ)  被告在昭和 60 年（1985 年）申請關於本件機組之反應爐設置變

更許可（後述）之際，對Ｆ—６斷層帶進行調查，確認其位置、形

狀。然後，平成 18 年（2006 年）9 月 19 日，隨著「關於發電用反應

爐設施的耐震設計審查方針」（下稱「耐震設計審查方針」）的修訂

（後述），進行耐震安全性評估之際，也對Ｆ—６斷層帶進行調查，而

後進行斷層活動性的評估報告。（甲４１、全辯論意旨） 

(ウ)  被告基於經濟產業省的指示，在平成 24 年（2012 年）10 月 31

日進行Ｆ—６斷層帶調查結果報告時，在上述的報告中，內容提到Ｆ

—６斷層帶的位置、形狀跟前述(イ)所記載的調查結果有所出入（以

下將此處的Ｆ—６斷層帶稱為「新Ｆ—６斷層帶」，前述(イ)所記載的

                                                        
2 譯按：原文為「加圧水型原子炉」（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 
3 譯按：原文為「破砕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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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６斷層帶則稱為「舊Ｆ—６斷層帶」）。（甲４１、７２、全辯論意

旨） 

(エ)  大飯核電廠與新Ｆ—６斷層帶及舊Ｆ—６斷層帶的位置關係，

大致如附件２所示。（甲７２） 

(3) 核能發電之運作機制（全辯論意旨、被告準備書狀(1)被告之主張第５

章第１參照） 

ア 核能發電與火力發電 

所謂核能發電，是將核分裂反應所產生的能量，以熱能的方式加以利

用於發電。亦即，是利用核子反應爐所產生的熱能，加熱於水，產生

水蒸氣，利用水蒸氣推動渦輪機旋轉，以此進行發電。另一方面，火

力發電則是利用燃燒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所產生的熱能加熱於水，

產生水蒸氣以推動渦輪機旋轉的發電方式。 

イ 核分裂的原理 

核能發電，是在反應爐讓鈾 235 等元素產生核分裂，並以此產生的熱

能進行發電。核分裂的原理如下所述。所有的物質皆由原子構成；原

子則是由原子核（質子與中子的集合體）及電子所構成。重的原子

核，具有較易分裂為輕原子核的傾向，例如鈾 235 的原子核，在吸收

中子之後，原子核即成為不穩定的狀態，而分裂為 2 個到 3 個不同的

原子核（核分裂產物）。此即所謂核分裂。核分裂發生時除了會產生極

大的能量，還會伴隨產生「核分裂產物」4（「核分裂產物」指的是核

分裂所生之物質，其大部分為放射性物質，例如鈾 235 分裂之後會產

生銫 137 以及碘 131 等放射性物質），再加上 2 個到 3 個高速中子。產

                                                        
4 譯按：原文為「核分裂生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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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高速中子一部份又被其他的鈾 235 原子核吸收，引發另一次核分

裂。此種反應連續發生，即為核分裂連鎖反應。 

ウ 反應爐的種類 

核子反應爐按照中子減速劑及冷卻劑的組合，可分為幾個不同種類。

其中一種是使用「輕水」（一般的水）兼作減速劑及冷卻劑的，稱作

「輕水式反應爐」；輕水式反應爐又可大致分為「沸水式反應爐」以及

「壓水式反應爐」兩種類。沸水式反應爐的原理，是將反應爐內的冷

卻劑（水）加熱至沸騰，產生蒸氣，以此直接推動渦輪機。壓水式反

應爐則是將主迴路（一次側冷卻設備）中的高壓的水（一次側冷卻

水）在反應爐內加熱至高溫，導入蒸氣產生器，該高溫水在蒸氣產生

器內將熱能傳導給次迴路（二次側冷卻設備）中的水（二次側冷卻

水）使之蒸發、產生蒸氣，再將該蒸氣送往渦輪機，推動渦輪機發

電。兩者的基本構造圖示如附件３的圖表４所示。 

(4) 本件機組之構造（全辯論意旨、被告準備書狀(1)被告之主張第５章第

２參照） 

ア 概要 

(ア)  本件機組屬於壓水式反應爐，由一次側冷卻設備、圍阻體5、二

次側冷卻設備、供電設備、特設安全裝置6、一般用過廢核燃料儲存池

（被告稱之為「廢核燃料坑」7，但以下仍使用一般名稱「廢核燃料儲

存池」8，並以「本件廢核燃料儲存池」稱呼本件機組的廢核燃料儲存

                                                        
5 譯按：原文為「原子炉格納容器」。 
6 譯按：原文為「工学的安全施設」（Engineered Safety Feature）。翻譯參考：
http://terms.naer.edu.tw/search/?q=Engineered+Safety+Feature&field=ti&op=AND&match=&q=&fiel

d=ti&op=AND&order=&num=20&show=&page=&group=&heading=#result 
7 譯按：原文為「使用済み燃料ピット」。 
8 譯按：原文為「使用済み核燃料プー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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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等構成。 

(イ)  一次側冷卻設備，由反應爐、調壓槽9、蒸氣產生器、一次側冷

卻水泵、一次側冷卻水管線等構造組成。 

反應爐，由反應爐壓力槽10、燃料組合11、核反應控制材料、一次側冷

卻水等構成。 

反應爐壓力槽，是一頂部及底部成半圓球的直立圓筒型容器，其內部

配置有燃料組合、控制棒等，其他部分則充滿一次側冷卻水。 

反應爐壓力槽內，燃料組合所在之部分稱為爐心。燃料組合即為燃料

棒束；而燃料組合內的各燃料棒之間則設有中空的控制棒導引套管

12，以供插入控制棒。反應爐正常運轉時，控制棒大多保持抽離燃料

組合的狀態；但緊急時，控制棒則藉由自身重力落入爐心，以停止反

應爐的運作（停止反應爐內的核分裂反應）。 

(ウ)  圍阻體，是容納一次側冷卻設備的容器。 

(エ)  二次側冷卻設備，是由渦輪機、冷凝器13、主給水泵，以及連接

其間的管線所組成。 

(オ)  供電設備，則有發電機、緊急用的柴油發電機。 

(カ)  特設安全裝置，則有緊急爐心冷卻系統（emergency core cooling 

system，ECCS）、反應爐圍阻體設施、圍阻體噴水系統、annulus 空氣

淨化設施14等。 

                                                        
9 譯按：原文為「加圧器」。 
10 譯按：原文為「原子炉容器」。 
11 譯按：原文為「燃料集合体」（fuel assembly）。 
12 譯按：原文為「制御棒案内シンブル」。翻譯參考：
http://www.aec.gov.tw/controlreport/violationdetail.html?index=539 
13 譯按：原文為「復水器」。 
14 譯按：原文為「アニュラス空気浄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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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 本件機組的發電構造 

一次側冷卻水管線，連接反應爐壓力槽、蒸氣產生器、調壓槽、一次

側冷卻水泵，而形成迴路。 

一次側冷卻水管線以及反應爐壓力槽中，充滿著一次側冷卻水。其一

次側冷卻水在經過調壓槽的加壓後，由一次側冷卻水泵推送，透過一

次側冷卻水管線循環於反應爐壓力槽和蒸氣產生器之間。 

反應爐內發生的核分裂連鎖反應產生熱能時，熱能被流經反應爐的一

次側冷卻水所吸收，一次側冷卻水因而被加熱至高溫狀態。但另一方

面，反應爐也因此而冷卻。 

被加熱至高溫的一次側冷卻水，經由一次側冷卻水管線流入蒸氣產生

器，並通過蒸氣產生器中的導熱管。一次側冷卻水通過導熱管時，其

熱能傳給導熱管外的二次側冷卻水，二次側冷卻水因此被加熱至高

溫，而一次側冷卻水則因此而降溫冷卻。 

冷卻後的一次側冷卻水會離開蒸氣產生器，再次被送回反應爐。 

而二次側冷卻水被加熱成為蒸氣之後，推動二次側冷卻設備的渦輪

機，由供電設備的發電機產生電力。 

二次側冷卻水成為蒸氣的形態、推動渦輪機之後，會被送至冷凝器，

凝結成水後，再由主給水泵送至蒸氣產生器，被流經導熱管的一次側

冷卻水加熱，而再度成為蒸氣。如此週而復始。15 

ウ 放射性物質從本件機組外洩的危險性，及其因應措施 

由於一次側冷卻水管線充滿高壓的一次冷卻水，一旦一次側冷卻水管

線破損，一次側冷卻水將從前述迴路漏出，使一次側冷卻水流失。一

                                                        
15 黃色部分為譯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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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發生此等「冷卻水流失事故」16，反應爐及核燃料就無法冷卻，而

產生反應爐及核燃料因反應爐的高熱而受損、以及放射性物質逸出本

件機組的危險。 

為了因應上述以冷卻水喪失為開端造成放射性物質由本件機組逸出的

危險，而採取的措施，包含：落下控制棒以停止反應爐，透過屬於特

設安全裝置的緊急爐心冷卻設備將反應爐降溫，以及關閉反應爐壓力

槽、圍阻體等設備以隔絕放射性物質等措施。（乙３７、全辯論意旨） 

緊急爐心冷卻設備是由蓄壓注水系統、高壓注水系統及低壓注水系統

17構成。緊急情況發生時，蓄壓注水系統會將蓄壓槽所儲存的硼酸水

注入反應爐壓力槽，高壓注水系統及低壓注水系統則是以燃料更換水

儲存槽18中的硼酸水注入反應爐壓力槽。此際，前述硼酸水以及從管

線流失的一次側冷卻水被匯集在圍阻體內的再循環集水池19時，上述

蓄壓注水系統、高壓注水系統及低壓注水系統，皆可將硼酸水的來源

切換為再循環集水池後再注入反應爐壓力槽。 

エ 對本件機組的電力供給 

發電機所產生的電力，除了對本件機組外部進行送電之外，也供應本

件機組各設備所需的電力。此外，透過接上本件機組從外部供電用的

變壓器的電線，本件機組也可接受外部供電；所通電源稱作「外部電

                                                        
16 譯按：原文為「冷却材の喪失事故」，loss-of-coolant accident（LOCA）。翻譯參考：
http://terms.naer.edu.tw/search/?q=loss-of-

coolant+accident&field=ti&op=AND&match=&q=&field=ti&op=AND&order=&num=20&show=&p

age=&group=&heading=#result 
17 譯按：原文分別為「蓄圧注入系」、「高圧注入系」（high pressure coolant injection system，

HPCI）、「低圧注入系」（low pressure coolant injection system，LPCI）。翻譯參考：
http://highscope.ch.ntu.edu.tw/WPtest/?p=30533 
18 譯按：原文為「燃料取替用水ピット」（refueling water storage pit/tank）。翻譯參考：
http://www.aec.gov.tw/webpage/control/rad/files/index_03_1-2_05-11.pdf 
19 譯按：原文為「格納容器再循環サンプ」。翻譯參考：
http://www.aec.gov.tw/webpage/policy/plans/files/plans_04_e-101_08.pdf 



 9 

源」。本件機組內的機器所需電力，在發電機正常運作的情形下，由發

電機供給；但在發電機停止運作時，連同特設安全裝置運作所需之電

力，則由外部電源供給。 

在發電機停止運作且喪失外部電源的情形下，為確保本件機組的安

全，使反應爐安全停機或啟動特設安全裝置所需的電力，則由緊急柴

油發電機負責供應。 

一旦發電機、外部電源及緊急柴油發電機的供電全部喪失的狀態，稱

作「全黑事故」（station blackout，SBO）20。 

「全黑事故」發生時，將會使用提供直流電源的蓄電池、或以重油啟

動的氣冷式緊急發電機21來作為供電手段。 

(5) 廢核燃料（全辯論意旨、原告第１準備書狀第１、第２參照） 

ア 廢核燃料的產生，與保管方法 

核能發電中，核燃料在反應爐中進行核分裂反應時，燃料中核分裂產

物會逐漸累積，並吸收維持連鎖反應所需的中子，導致反應速率下

降，因此必須在適當的時期更換燃料。此時從反應爐中取出的即為用

過的廢核燃料。廢核燃料的產生量，隨燃耗程度22而異；而本件機組

平均而言每年合計產生約 40 噸的廢核燃料。廢核燃料於反應爐停止後

自反應爐取出，會移至廢核燃料儲存池，儲放於水中。本件廢核燃料

儲存池中的廢核燃料棒已超過 1000 支。 

本件廢核燃料儲存池中，注滿著能夠控制核分裂連鎖反應的硼酸水。

廢核燃料儲存池的池水經冷卻設備冷卻，水位常受密切監控。以防萬

                                                        
20 譯按：原文為「全交流電源喪失」。翻譯參考：http://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tw/輻射安全/輻射

安全 FAQ/核能電廠安全管制/核四施工--4_37_341_353.html 
21 譯按：原文為「空冷式の非常用発電装置」。 
22 譯按：原文為「燃焼度」，burn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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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了因應前述冷卻機能喪失、水位下降的情況，本件廢核燃料儲

存池中設有補水系統。 

本件廢核燃料儲存池，位於本件機組的反應爐輔助廠房23之內。 

イ 廢核燃料之性質 

核燃料在反應爐內進行核反應時，具有裂變性的鈾 235 發生核分裂，

產生核分裂產物；另一方面，無裂變性的鈾 238 則吸收中子後變為有

裂變性的鈽。如此一來，廢核燃料中除了殘留有未反應的鈾之外，還

帶有鈽等新生成的放射性物質。廢核燃料會持續釋放衰變熱；雖然衰

變熱隨著時間的經過會逐漸減弱，但即使在一年後，仍有 1 萬瓦以上

相當可觀的發熱功率。如果不處理衰變熱的問題，則作為衰變熱源的

燃料丸24或燃料護套25便會因持續增溫而熔融或損傷，終至毀壞26。 

 

 

  

                                                        
23 譯按：原文為「原子炉補助建屋」。 
24 譯按：原文為「燃料ペレット」，fuel pellet。翻譯參考：
http://terms.naer.edu.tw/terms/manager_admin/File/LIST273.TXT 
25 譯按：原文為「燃料被覆管」，fuel cladding。翻譯參考：
http://terms.naer.edu.tw/terms/manager_admin/File/LIST273.TXT 
26 不知是不是指”cladding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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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飯核電判決全文 P.8-17(案情概要 5-10) 

譯者簡介： 

陳麗珣  

東吳大學日文系畢，台大法律系進修學士班畢。理律法律事務事務所專利部日

文佐理。理律法律事務所商標/著作權部日本組法務專員。 

最近作品：台灣近代經濟史中翻日。(約三萬字)(大約在 2014 年年底於日本刊登) 

 

(5)使用完畢之核廢料(參照辯論全意旨原告第 1 準備書狀第 1、第 2) 

ア 使用完畢之核廢料之產生，保管方法 

在核能發電，一旦核燃料在原子爐內進行核分裂，就會在燃料中堆積核分裂生

成物，為了維持連鎖反應，必須吸收中子降低反應速度等，由該等理由可知有必

要在適當時期更換燃料。此時由原子爐所取出者乃使用完畢之核廢料。使用完畢

之核廢枓產生量雖依燃燒程度等而有不同，但本件核電平均每年產生約 40 噸的

使用完畢之核廢料。使用完畢之核廢料，在原子爐停止後由原子爐取出後，繼而

在水中移送至使用完畢之核廢料貯存池中貯藏。本件使用完畢之核廢料貯存池中

之使用完畢核廢料數量則超過 1000 桶。本件使用完畢之核燃料池，裝滿了硼酸

水以控制核分裂連鎖反應。該使用完畢之核燃料池的水因冷卻設備而冷卻。平時

也會監看該池之水位。為免因冷卻功能喪失等而使水位降低，在本件使用完畢之

核廢料池中亦設置了使用完畢燃料水補給設備。 

本件使用完畢核燃料池則置於本件核電之核輔助廠房中。 

イ 使用完畢核廢料之性質 

核燃料在原子爐內燃燒，則可裂變之鈾 235 燃燒產生核分裂生成物之同時，不

可裂變之鈾 238 吸收中子而轉化成可分裂之鈽。如此一來在使用完畢之核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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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除了燃燒未完全的鈾，也包含了新產生的含鈽放射性物質。使用完畢之核廢

料，會持續釋放出「崩壞熱」，雖然其將因時間經過而衰竭，但一年後仍會釋放

出相當於 1 萬瓦以上的熱能量，若「崩壞熱」未除去，則「崩壞熱」發生源之燃

料棒及燃料被覆管的溫度將持續上升，就會融解、損傷，而造成崩壞。 

ウ 使用完畢核廢料之處理方法 

在我國，使用完畢之核廢料的基本處理方針是，將鈾及鈽分離、抽出，再利用

於發電(即所謂核燃料循環政策)，然而此循環現在卻無法作用(現在就其有無缺陷

則尚有爭議)。 

(6)本件核電相關安全性審查之經過、方法 

ア（ア）被告就本件核電之設置，於昭和 60 年 2 月 15 日申請原子爐設置變更

許可(昭和 61 年 2 月 20 日及同年 12 月 12 日有部分修正)，通商產業大臣對此於

昭和 62 年 2 月 10 日核准前述被告之原子爐設置變更申請。(甲 15、41) 

(イ)原子能安全委員會乃上述許可申請當時設於首相下之機關，所掌事務係在

核燃料物質及原子爐相關規定中，就安全性相關規定等之企畫、審議及決定。(甲

41) 

   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就被告之上述變更申請進行了安全審查。在原子能安全

委員會進行的安全審查中，原子能安全委員會採用了各種準則，而關於核電耐震

設計之妥當性則採用了耐震設計審查準則。(甲 41) 

(ウ)原子能安全委員會於平成 18 年 9 月 19 日以耐震設計審查準則為始，修訂

了上述安全審查準則。(以下稱修訂前之耐震設計審查準則為「舊準則」，修訂後

之耐震設計審查準則為「新準則」。)(甲 41、乙 34 至 36) 

在耐震設計準則中，核電設施的耐震設施，對於基準震度(因地震發生所釋放

之能量到達特定地點而搖動同地點之地盤，其搖動程度)加以定義。(甲 41，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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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意旨) 

舊準則中，上述震度分為二種加以規範，即，設計用最強地震(由歷史資料所提

供在過去被認為影響土地及其附近的地震再度發生，基於對土地及其周邊有影響

之虞的地震及不久的將來對土地有影響之虞的高度活躍活斷層所生地震之中，被

推測係影響最大的地震)，以及設計用極限地震(立於地震學角度，就超過設計用

最強地震，基於過去地震的發生狀況，土地周邊活斷層性質及地震地體構造而由

工學角度研究，最後推定之影響最大的地震)，考量之後而分別決定其基準震度

S1 及 S2，同時為了確保原子爐的安全性，關於具有重要功能的安全重要設施，

就針對基準震度 S1 不受損傷且不變形，以及針對基準震度 S2 不喪失功能部分，

也各別要求加以確認。對此，在新準則中，關於上述安全重要設施的耐震設計之

基準震度，在那些設施的使用期間內發生機率雖低但亦有可能，因此推測對設施

有極大影響之虞進而決定適當的震度，並應以該震度為前提進行耐震設計。而上

述震度，以土地周邊地質/地質構造及地震活動程度等地震學及地震工學的角度

觀之，在那些設施使用期間不太可能發生，但仍有可能發生，因此必須預想可能

對設施造成重大影響而訂定適當的對策(該震度下稱「基準震度 Ss」)，至於發電

用原子爐設施中的重要設施(S 級設施)，也訂定了必須可以在基準震度 Ss 下維持

安全功能的標準。(甲 41，乙 34 至 36，辯論全意旨) 

(エ) 基於上述的耐震設計審查準則之修訂，當時直屬經濟產業省能源廳之原

子能安全保安院於平成 18 年 9 月 20 日訂定「依新耐震準則所定既存發電用原子

爐設施等耐震安全性評價及確認之基本對策、評價方法及確認基準」(事後調查

準則)[back check rule]，對於含被告在內的各電力公司等，指示就包含本件核電在

內之發電用原子爐設施等，實施依新準則所定之耐震安全性評價(耐震事後調查)。

(甲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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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由於平成 23 年 3 月 11 日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及東京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下稱「福島第一電廠」)事故(下稱「福島核災」)發生，故原

子能安全委員會就既有的發電用原子爐設備，向經濟產業大臣要求對於發生超越

設計所預設之外部事故的堅固程度予以綜合評價等。(甲 41) 

內閣官房長官、經濟產業大臣及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接受原子能安全委員會之

上述要求，於同年 7 月 11 日實施了新的安全評估，基此，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於

同月 21 日向含被告在內之各電力公司等，進行以福島核電災變為基礎而為既有

發電用核子爐設施之安全性的綜合評估(下稱「壓力測試」)，並要求就該結果報

告之。(甲 41，辯論全意旨) 

被告接受上述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要求，就本件核電實施了壓力測試(下稱

「本件壓力測試」)，並分別就同年 10 月 28 日本件核電 3 號機安全性相關之一

次性評估結果及同年 11 月 17 日本件核電 4 號機安全性之一次性評估結果，對原

子能安全･保安院提出報告書。(甲 14、16 之 1 至 82，甲 41，乙 33) 

イ（ア）被告接受上述耐震設計審查基準的修訂及壓力測試的實施要求，對本

件核電基準震度 Ss 予以重新決定。而在上述決定中，被告將本件核電的基準震

度 Ss 分為 Ss-1，Ss-2，Ss-3 三種。此際，亦將本件核電基準震度 Ss 最大加速度

(因地震使地盤每單位震動的最大速度)設定為 700gal。 

（イ）被告在本件壓力測試中，關於本件核電爐心的燃料及本件用畢之核廢料

池中的用畢核廢料，係就關於地震、海嘯、失去全交流電源及失去最終散熱(無法

取海水將燃料散熱)之各評估項目中，研究是否可藉由本件核電安全上重要設備

而避免燃料的重大損傷，繼而特定上述各評估項目相關之瀕危效應(Cliff-Edge 

Effects)(電廠遽變之地震、海嘯負荷程度)。(甲 14，辯論全意旨) 

此際，關於本件核電爐心燃料的地震強度，針對地震基準 Ss，本件核電安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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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設施的耐震性尚有餘裕，且以耐震餘裕程度依個別設施而異為前提，基於本件

壓力測試前所為確保安全之對策結果，檢討若超過基準震度 Ss 數倍，上述安全

重要設施是否會喪失功能，以致造成無法收拾之局面，據此，被告將本件核電爐

心燃料相關地震瀕危效應特定為基準震度 Ss 最大加速度之 1.80 倍的 1260gal。相

同地，本件核電爐心燃料相關的海嘯瀕危效應設定為海嘯高度 11.4 公尺，本件核

電爐心然料相關之全交流電源喪失及最終散熱功能喪失的瀕危效應則設定為 16

日左右。(甲 14，辯論全意旨) 

被告臨本件壓力測試之際，亦就地震與海嘯重疊的情形、及其他嚴重事故之發

生/管理檢討研究，關於地震和海嘯的重疊，也判斷即使同時發生相當於基準震

度 Ss 的 1.8 倍地震及高達 11.4 公尺海嘯，亦不至造成爐心燃料的重大損害。(甲

14，辯論全意旨) 

(ウ)被告在上述壓力測試面臨特定瀕危效應時，關於上述各評估項目，選定原

因事實(造成機器損傷等，若無有效解決方案則可能導致重大損傷的事實)，將緩

和該原因事實之必要功能篩選出並做成事件樹(event tree)，特定解決該原因事實

之順序(結束方案)，以研究各解決方案瀕危效應乃至耐力為基礎，根據其最小值，

進行上述(イ)瀕危效應之特定乃至判斷。(甲 14、16 之 7、14、16 乃至 18、24、

25、29、34、36、37、41 乃至 50、76、79、乙 33，辯論全意旨) 

(7)新規範基準及再度運轉之申請 

ア 隨著原子能規制委員會設置法(平成 24 年法律第 47 號，下稱「設置法」)之

制定而修正之核原料物質，核燃料及原子爐規範相關法律(下稱「修正原子爐規

制法」，在修訂前同法與修訂原子爐規制法無須區別之情形下，僅稱「原子爐規

制法」)，其概要如下所述。 

設置法，除了規定原子能規範委員會之組織及功能外，尚部分修改原子爐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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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即在修正原子爐規制法第 43 條之 3 之 5 第 1 項中，欲設置發電用原子爐者，

依行政命令規定意旨，須得到原子能規制委員會許可(原子爐設置許可)，並在同

法第 43 條之 3 之 6 第 1 項中規定了該許可標準。再者，在同法第 43 條之 3 之 8

第 1 項中，獲原子爐設置許可者，於變更同法第 43 條之 3 之 5 第 2 項第 2 款至

第 5 款或第 8 款至第 10 款所示事項時，依法規命令規定意旨，應經原子能規制

委員會之許可(原子爐設置變更許可)。 

修正原子爐規制法第 43 條之 3 之 6 第 1 項第 4 款及準用同款之修正原子爐規

制法第 43 條之 3 之 8 第 2 項中，原子爐設置許可或原子爐設置變更許可基準之

一規定了「發電用原子爐設施之位置、構造及設備必須符合在因核廢料物質或核

燃料物質受污染或因發電用原子爐所生災害無所支援時，依原子能規制委員會規

則所訂標準。」而此處所謂原子能規制委員會規則係「實用發電用原子爐及其附

屬設施之位置、構造及設備基準相關規則」，而該解釋係名為「實用發電用原子

爐及其附屬設施之位置、構造及設備基準相關規則之解釋」之規程，該規程訂於

平成 25 年 6 月 19 日，於同年 7 月 8 日施行(以下，含同規程之規則稱「新安全

基準」)。至於同規則及同規程之內容如附件 4(僅摘錄)所示。 

イ 停止中的原子爐再度運轉時，該原子爐必須符合新安全基準。具體而言，

發電用原子爐設置者必須申請設置變更許可(修正原子爐規制法第 43 條之 3 之 8

第 1 項)，並獲該許可之處分(同法第 43 條之 3 之 8 第 2 項，第 43 條之 3 之 6 第

1 項)。而且必須申請工程計畫(變更)許可(同法第 43 條之 3 之 9 第 1 項、第 2 項)，

獲該許可處分，在發電用原子爐運轉開始前制定安全規定，並獲安全規定之(變

更)許可(同法第 43 條之 3 之 24 第 1 項)。 

上述原子爐設置變更許可申請，工程計畫變更許可申請及安全規定變更許可申

請，一般謂為再度運轉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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ウ 本件核電在平成 23 年 3 月 11 日發生的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所致福島核

災後停止運轉，但本件核電其中的 3 號機及 4 號機分別於平成 24 年 7 月 1 日及

同月 18 日再度運轉。(甲 41) 

其後，本件核電從平成 25 年 9 月開始定期檢查，現在則停止運轉。 

被告基於修正原子爐規制法之施行，於同年 7 月 8 日對原子能規制委員會申請

本件核電原子爐設置變更之許可，現在則由原子能規制委員會進行審查。(乙 42) 

(8)車諾比核災事故(辯論全意旨･參照原告等第 10 準備書狀第 11 頁) 

1986 年 4 月 26 日位於前蘇聯烏克蘭共和國北方之車諾比核電廠發生事故。為

了定期維修於前一日開始停機的 4 號機(輸出 100 萬千瓦特)，於同日上午 1 時 23

分，輸出功率急速上升而無法控制因此發生爆炸。原子爐及其廠房瞬間遭受破壞，

爆炸及伴隨引發的火災，還有大量的放射性物質持續排出。最初的輻射雲由西漂

向西北方，通過白俄羅斯南部朝波羅的海而去。同年 4 月 27 日在瑞典檢測出放

射性物質，因而同月 28 日蘇聯政府不得已始公開該事故之發生。由車諾比核電

排出的放射性物質，於同月底已在歐洲各地檢測出，更甚者，同年 5 月上旬在北

半球幾乎全域均可檢測到。 

(9)東日本大震災及福島核災(辯論全意旨，參照訴狀第 12 頁，甲 1、24，150 頁) 

平成 23 年 3 月 11 日下午 2 時 46 分，三陸沖(位於牡鹿半島東南東約 130 公里

附近)發生了震源深約 24 公里芮氏 9 級的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此時，福島第

一核電的 1 號機至 3 號機(均為沸騰水型)處於運轉中，4 號機至 6 號機則在定期

維修中。一感應到地震，1 號機至 3 號機即自動停止運轉(原子爐緊急停止)。然

而，因地震造成來自外部的供電設備受損，所有外部電源均喪失。因此緊急柴油

發電機即自動啟動，雖一時回復電力，但由於海嘯等原因(是否僅因海嘯而起尚

有爭論)，1 號機、2 號機、4 號機全部電源喪失，3 號機及 5 號機則發生了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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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喪失(SBO)的情形。 

1 號機至 3 號機均因喪失冷卻功能而引起融化(爐心溶解)，掉落的核燃料甚至

貫穿原子爐壓力容器底部掉落核反應爐安全殼，引起所謂的爐心融穿 (Melt 

Through)。更甚者，1 號機、3 號機及 4 號機的原子爐廠房內發生氫爆炸，1 號機、

3 號機雖然成功將原子爐壓力容器內的壓力向下彎曲，但 2 號機卻因為無法向下

彎曲而導致原子爐壓力容器一部毁損，因此造成至少有推定 90 萬貝克

（terabecquerel）的放射性物質大量釋出。 

(10)在日本核電發生超過基準震度 S1、基準震度 S2、基準震度 Ss 之地震案例 

到目前為止，在日本核電發生超過基準震度 S1、基準震度 S2、基準震度 Ss 之

地震案例有以下 5 例(以下將其合併稱為「本件 5 例」)。 

①平成 17 年 8 月 16 日在宮城縣沖發生地震時，在東北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女川

核能發電所(下稱「女川核電」)所觀測到的地震波(為了比較觀測到的地震與基準

震度而經解析後評估的震度)回應光譜(震度對各種具固定周期之構造而各自產

生何種程度的動搖(回應)，以縱軸係加速度或速度等之最大回應值，橫軸係固有

周期的方式繪之)，超過女川核電之基準震度 S2 的回應光譜。(乙 25，辯論全意

旨) 

②平成 19 年 3 月 25 日能登半島發生地震時，在北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志賀核

能發電廠 1 號機及 2 號機(以下合併稱為「志賀核電」。)所觀測到的震波回應光譜

有部分超過志賀核電之基準震度 S2。(甲 37) 

③平成 19 年 7 月 16 日新瀉縣中越沖地震發生時，依據東京電力柏崎刈羽核能

電力發電廠(下稱「柏崎刈羽核電」)觀測之記錄所推定之震度，被評估係超過柏

崎刈羽核電 1 號機至 7 號機基準震度 S2 約 1.2 倍至 3.8 倍。(乙 26) 

平成 23 年 3 月 11 日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發生，據此，④福島第一核電及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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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川核電，則發生了評估超過基準震度 Ss 的地震。(甲 1，94) 

 

  



 20 

大飯核電判決全文 p.17-26 

 

第３、爭點及當事人關於爭點之主張 

（當事人之主張，於第４大項本院的判斷中，係於必要限度內載其要旨，並將

主張書狀內容記於〈〉內。又當事人其餘主張於第４大項本院之判斷中，僅記

其大要及主張書狀。） 

１、要求本案核電廠應具有之安全性及舉證責任 

（原告等之主張）〈訴狀第 10-11 頁、24-28 頁〉 

(1) 於本件訴訟中，原告基於人類的生命、健康的維持及人民於適合的生

活環境中生存之權利為根本之人格權，聲請本案核電廠停止續建，並基於

人民享受維持健康舒適的生活所需良好環境之權利即環境權，聲請本案核

電廠停止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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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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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之審查標準）核子反應爐設置許可之標準，如右列規定之旨趣，係以反

應爐為能於核分裂過程中釋放大量能量之核燃料物質作為燃料之裝置，裝

置運作時內部會產生大量對人體有害之放射性物質，故有意設置核子反應

爐者，如欠缺就反應爐之設置及運作所需之技術性能力，或無法確保反應

爐設施之安全性，考量該反應爐設備會對其員工或週圍居民等之生命及身

體產生重大危害、週邊環境並會因此受到污染等可能引發之重大災害，為

譯者簡介： 

郭怡青 

德臻法律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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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右列災害無論如何不能發生之目的所訂定」。 

如前述之「引發重大災害之可能」之嚴重性，考量本案核電廠於發生

嚴重事故時可預見其災害之嚴重性及廣泛性，核電廠所應具備「右列災害

無論如何不能發生」之安全性應解釋為：一般社會大眾不需了解嚴重事故

之危險為現實上可能發生，並隨時處於可能發生之恐懼狀態生活著。為

此，核電廠就地震、海嘯等之對應作業，至少應基於「以往最嚴重」的災

害為前提為考量，亦即以人類過去經驗所知，最嚴重的地震、最嚴重的海

嘯。若非如此，則應認為未達伊方最高法院判決中所謂「災害無論如何不

能發生」之要件。 

又伊方最高法院判決有關舉證責任之分配部分認為，有鑑於核子反應

爐規制法規定之「無論如何不能讓核電廠所造成之災害發生」之意旨，應

重視具有為設置許可處分等許認可權限，對於核電廠災害之防止負有特別

責任之行政機關責任之重大性，考量與核電廠安全性相關之專門技術知識

等證據資料，均由事業單位及行政機關獨占此等證據偏在等情形，應自公

平性之立場決定舉證責任之分配。 

職故，於民事禁止續建訴訟之本案中，有關設置本案核電廠並使之運

作之事業單位（即被告），就防止核電廠災害發生負有特別重大之責任；

與本案核電廠之安全性相關之專門技術知識等證據資料，係由事業單位亦

即被告所持有；原告即居民取得此等資料極為困難等，應自公平性之立場

分配舉證責任此等情形加以考量此點，行政訴訟亦無不同之觀點，援引伊

方最高法院判決就舉證責任分配之相關考量，於本件訴訟應屬妥適。 

再者，核電廠事故之嚴重性，及核電廠本質上的危險性，從福島核電

廠事故即可明瞭此一現狀；並鑑於被告就本案核電廠之安全性，本即有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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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週圍居民之理解與協助，本件之舉證責任，應依據伊方最高法院判決所

示之想法，更進一步要求由被告負擔。 

 

（被告之主張）〈準備書狀(1)被告主張第２章〉 

(1) 原告等主張環境權云云，惟於實定法上並無根據，於該權利之概念、

權利內容、成立要件、法律效果等均不明之情形下，不應認為環境權得作

為停止續建訴訟之依據。 

(2) 至停止續建訴訟另主張基於人格權而來，惟人格權亦無直接之明文規

定，其要件及效果又非自明之理，且基於人格權所為之停止續建請求，係

直接制約相對人原本可行使之權利。基於上述理由，其法律解釋必須更為

嚴格。具體而言，如欲使上述請求權得到認可，應解為必須於人格權因侵

害所受的危險極為急迫，且人格權明顯將近該侵害產生難以回復之重大損

害，而該損害又遠大於相對人所受之不利益之情形下，已無其他替代方法

時，始得以請求停止作為訴訟為唯一及最後之手段。 

又為使前開請求權獲得認同，其要件與民事訴訟之一般原則相同，亦

即應由原告等負舉證責任。 

２、地震時之冷卻及功能之維持 

（原告等之主張） 

(1) 有關冷卻功能之重要性（第４準備書狀第３、第４） 

發生地震時，縱使插入控制棒，成功停止核反應爐之運作，仍然會發生巨

大的衰變熱，如無法除去衰變熱，衰變熱之發生源即燃料棒或燃料護套的

溫度會持續上昇、熔解或受損、再產生衰變，接下來，維持爐心的不鏽鋼

材構造物亦會產生同樣的事態。這些現象或狀況，依階段不同被稱為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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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損、爐心受損、爐心熔毀(meltdown)、爐心熔穿(melt through)。於初期之

冷卻失敗，其後之復原便極為困難且複雜。 

於本案核電廠之情形，與福島核電廠事故相同，於地震動或地震時地

殻變動之際，有送變電設備受損，導致外部電源喪失之可能性。又於地震

動或地震時地殻變動之際，亦有緊急柴油發電機等因破損或因功能喪失，

導致喪失全交流電源之可能性。 

若冷卻失敗導致爐心受損，極嚴苛的高溫且高壓的環境，將可能使包

括反應爐圍阻體之五層防護（燃料棒、燃料護套、反應爐壓力槽、反應爐

鋼筋水泥圍阻體、反應爐廠房）全遭受破壞，導致放射性物質外洩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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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溫蒸汽中，會起鋯水反應產生氫氣。氫氣於空氣中，體積濃度只要超過

4%，便會開始呈現燃燒性，達百分之十以上即會引發激烈的爆炸（氫氣

爆炸），將可能導致包括反應爐圍阻體之五層防護全部受損，此時便與福

島核電廠事故相同，有放射性物質外洩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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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第１４準備書狀第１１〉 

有關第 1 項中所主張之地震或海嘯等自然災害，如核電廠並未基於以往

最大災害之考量採取安全對策，即應認為該核電廠有發生嚴重意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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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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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 

有關被告所製作之甲 14 號證物 ，即壓力測試報告中記載：「大飯發電廠

4 號機之地震懸崖效應，已自標準地震動 Ss 之 1.75 倍提昇至 1.8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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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記述只能使人認定，若被告遭受較標準地震動 Ss 強 1.8 倍的地震，

即會發生嚴重意外事故。本案核電廠既應本於以往最大級之地震為假

設，其測試只有標準地震動 Ss 的 1.8 倍，便顯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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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被告主張，有關上述之地震，本案核電廠已以壓力測試，確認其安全

性。 

惟查，本件壓力測試之評價，僅係桌上的模擬，不論腳本或輸入之數

值均可能流於恣意。此種壓力測試，縱使能作為核電廠設施之弱點或其

改善之工具，亦非能作為絕對安全評價之工具。況於模擬時設計之事件

樹(event tree)所擬之事件過程均有詳細的腳本，係本於設計標準內評價所

作成，並無「超乎想像」之餘地。所發生事故之因素並不包含「人為疏

失」、「未發現之缺陷」及「運氣不好」。嚴重意外事故的過程中，經常發

生不得不依賴人類瞬間判斷的情形，要將此等判斷置於架構事件樹時之

預測，極為困難。且於壓力測試中，並未實際考量熱時效、輻射中子脆

化造成之龜裂，亦未考量未經確認之腐蝕、磨損零件經年累月產生之變

化；而反應爐壓力槽或蒸汽發生器等，一側高溫一側低溫，具有極大的

溫差，所使用之鋼材，會因溫差及熱膨漲差不斷伸縮，導致金屬疲乏；

反應爐中之反應爐壓力槽及機資材，會受到因核分裂產生之中子輻射，

導致鋼材組織被破壞而脆化等因素，均非壓力測試之考量對象，故根本

無法確認其耐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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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敗，導致爐心受損，並將放射性物質外洩至環境中之危險性，著實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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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 

(4) 有關加速度值未滿 700 gal 之地震（第１５準備書狀第１） 

被告承認本案核電廠縱使遭遇標準地震動(700 gal)以下之地震時，亦可

能造成外部電源喪失及主給水喪失之情形。為確保本案核電廠之安全性

所需要之電力供給全部由只有一次性之外部電源提供，且對於蒸汽發生

器之給水亦為一次性之主給水。而提供確保本案核電廠安全性之一次性

外部電源及主給水之喪失，當係異常事態；詎被告基於「縱使第一層被

突破，還有第二層保護因此無妨」之心態，並未將第一層之外部電源、

主給水泵等設備之耐震等級列為 S 級，亦未確認其對於基準地震動 Ss 之

耐震安全性。其結果，便造成本案核電廠於遭遇標準地震動 Ss 以下之地

震時，仍有可能發生外部電源喪失及主給水喪失之情形。 

將外部電源及主給水泵作成耐震等級 S 級之設備，雖可能產生龐大成

本，惟於技術面並非完全不可能。為確保本案核電廠安全性所具有一次

性功能之此等設備，不將其耐震等級設為 S 級，而於標準地震動 Ss 以下

之地震該等設備亦可能喪失其功用，顯係為降低成本而犧牲安全。如上

所述，被告認為因尚有緊急柴油發電機及輔助給水設備，縱使外部電源

及主給水喪失亦無妨，設計上的想法係假設具有安全功能之二個以上的

系統，其機器因單一原因只有其中一個故障，於此情形，其餘系統仍能

確保安全功能即可。但於福島核電廠事故中，情況並非原本假設之單一

故障，實際上有「單一原因造成必要之安全功能同時並全數故障」此種

共同原因故障之情形；惜即便如此，於福島核電廠事故發生後至今，被

告仍執著於單一故障之假設，而不願深入了解福島核電廠事故之要因，

仍只有對於細微事故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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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核電廠事故發生交流電源全部喪失此一事態，係因外部電源及緊急

電源均喪失。本來，縱使緊急電源喪失，只要維持外部電源，便不致產

生交流電源全部喪失之情形。但如此重要的外部電源，在福島核電廠事

故中，因地震搖晃導致電塔倒塌、電線斷裂、受電斷路器等之受損導致

無法作用，其原因便在於被告將外部電源的重要性放置於最低等級。職

故，於檢討福島核電廠事故時，考量安全性之確保，實應將外部電源之

重要度分類歸為第 1 等級，並將耐震設計之重要度分類提高為 S 等級。 

此種重新檢視重要度分類之工作，在主給水泵之設計上亦然，亦即應

將之重要度分類歸為第 1 等級，並將耐震設計之重要度分類提高為 S 等

級。 

被告於本案核電廠制定事件樹時，係基於標準地震動 Ss 以下之地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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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緊急停止後，緊急柴油發電機仍能正常運作，輔助給水設備亦能對蒸

汽發生器給水，但若 A.主蒸汽排放閥之散熱；B.對充電系統添加硼酸；

C.去除餘熱系統之冷卻三者，其中之一發生失敗，便將進展成與輔助給

水設備對於蒸汽發生器無法給水相當之緊急事態。 

(5) 有關基準地震動的可信性〈第１４準備書狀〉 

被告所為之地震動評價具有根本上的錯誤。蓋被告使用之地震動評價之

手法，基本上只是假設某斷層地震時，該規模的斷層所產生之平均地震

及地震動。但核電廠事故為不容許「萬一發生」之事故，故以平均地震

及地震動作為假設顯然偏低，其假設並不充分。實際上，地震矩導致的

地栓應力下降量（此為短周期地震動之規定）四倍之地震確實曾發生。

強震預測既顯示有此種地震矩 4 倍，地栓之應力下降量亦為 4 倍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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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將如同福島核電廠之經驗，大量擁有極危險之放射性物質的核電

廠，其耐震設計竟只以平均地震動為設計，此絕非可值原諒之事。 

被告所稱「応答スペクトル」之手法，不論是耐専スペクトル或是野

田等人(2002 年)的「応答スペクトル」，均只以地震之平均值為之。但核

電廠的耐震設計僅僅本於地震動的平均值進行，顯然對地震只做了過小

評價。被告所作之地震動評價有相當多問題，此即為一例。 

本案 5 例中的地震，每一個都是逾標準地震動值、實際上曾發生的地

震。發生此等大地震本身即相當重大。換言之，包括被告在內之核電廠

事業單位及主管機關所採用之標準地震動之手法本身，係導致結果輕微

化之手法，就此部分，多次的地震已為其實證，此點相當重要。 

(6) 有關安全措施〈第１４準備書狀第１１之３〉 

被告所稱之安全措施，係指可能因機器、配管等構造物材質之不同，

或施工（如焊接等）造成之失誤為前提進行之設計。核電廠之設計及施

工，容許值係唯一且絕對的標準，但不論是反應爐設置許可之審查、原子

力規制委員會所為之新規性標準適合性審查，均只以容許值作為標準確認

其安全性，有關如被告主張，安全措施之安全性等部分，根本非其審查標

的。更有甚者，建造大飯核電廠本應遵守該容許值，惟實際上，其曾發生

反應爐槽之熔接部分因殘留應力造成破裂，反應爐槽之上蓋控制棒驅動裝

置之管線熔接部位亦曾因破裂，造成冷卻材料之漏洩等等，至今已發生相

當多次有關機器、配管之非預期故障或事故。因此被告所稱之安全設備，

並未考量大飯核電廠耐震安全性之標準。 

（被告之主張） 

(1) 有關逾加速度值 1260 gal 之地震，即以往最大地震〈準備書狀(3)第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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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準備書狀(4)第１〉 

有關地震或海嘯之發生結構或傳導方式，會因各地域之不同而具有

不同特徵，核能發電廠自應充分考量該電廠基地週圍之地震發生模式

（依據地震發生地點及結構（發生地震之原因），大致分為內陸地殻內地

震、板塊間地震、海洋板塊內地震）、基地地盤之特性及周圍海底地形等

地域性之不同，制訂地震及海嘯發生時之對策。被告無視原告等所主張

之應本於以往最嚴重災害之主張，以及相關地域之不同，否定原告等就

對應不同基地地點，並應以其他地區過往曾發生最大的地震、海嘯之記

錄為前提為不同地震及海嘯對策，欠缺科學上合理性，並非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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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飯核電判決全文 p.26-31 

 

P.26 頁第二段 

 

(被告的主張) 

(1) 對於超過過去最大震度 1260 Gal 的地震  (附件(3)第 1-1) (附件(4)第 1) 

由於地震或海嘯發生的機制或傳導方式因地域特性而有所不同，核能電廠

在所具備的”地震、海嘯之對策”中，對核電廠基地周邊的地震發生之種類(針

對地震震源及規模(地震的發生方式)的不同加以分類，可分為：大型的內陸地

殼內地震、板塊間地震、海洋板塊內地震等)、基地的地質特性、周邊海底地形

等地域性的不同也應當充分加以考慮。 

原告等的，對於既往最大規模地震之主張，即是無視於地域性的差別，對

於基於設廠地點的地震海嘯對策的考量點加以否定，而以其他地區過去曾發生

之最大地震及海嘯之記錄作為其主張之前提，缺乏科學上的合理性且不妥當。 

岩手宮城內陸地震規模的 4022gal，其數據測得地點並不在岩盤上，而是在

地震時搖動幅度較大的軟性的地盤上測得；這與大飯核電廠所在地的地盤震動

增幅的特性有相當大的不同。再者，此一 4022gal 之記錄，所觀測到的地震波形

記錄相當特殊，對照該地地盤增幅特性，也有人提出此一數值是由於受到地震

波影響，表層地盤在地震時發生像跳床上的物體一般的跳躍現象之說法。 

Filiny Kang 

暨大財金研究所畢，出於個人興趣學習日文，正準備日檢 3 級中。平常會在網

路上閱讀日文小說，看日劇和研究日本旅遊景點。 

常在背包客棧日本關西版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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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 700gal 以上未達 1260gal 之地震  (附錄(5)) (附錄(13)第 5) 

關於本案的壓力測試(ストレステスト)，設定地震的測試上限值為基準地

震動 Ss 的 1.8 倍。換言之，以 1260gal 做為壓力測試的上限後，即使本案的核

電廠遭遇 700gal 以上 1260gal 以下的地震，依此標準除重要的機組設備毀壞(機

能喪失)之外，事故的善後也變得不可能，更不可能確保核燃料棒不發生重大損

毀。 

被告以福島原發事故為借鏡，一方面實施安全確保對策，一方面強化電廠

的冷卻機能。其中，為了確保緊急時的電源供應，本案之核電廠已配置有必需

容量的電源車、氣冷式的備用發電裝置，以及電纜線等設備；在蓄電池電力耗

盡之前提供電力給配電盤，使運轉監視等機能得以維持。而且，氣冷式備用發

電裝置並非只有替代蓄電池的用途而已，也能替代緊急用內燃式發電機，或是

提供電力給電動補水幫浦。 

(3) 關於規模 700gal 以下之地震 (附錄(6)第 3 之 2) (第 6 回開庭口頭辯論筆錄) 

a. 基準地震動 Ss，是衡量核電廠內與原子爐安全性相關的重要設備之耐

震性的主要指標；其他非攸關安全性的設備(例如主要給水幫浦、渦輪、發

電機、絕緣瓷等主要用於傳送電力的設備)即便損傷(機能喪失的程度)，也

不至於影響原子爐的安全性(原子爐的反應中止、冷卻與閉鎖)，因此不應

以基準地震動 Ss 為標準確認其耐震安全性。像這樣安全上不重要的設備

發生損壞(機能喪失)致使主要供水無法進行的情況，確實會造成無法發電

的異常事故，而原子爐的停止、冷卻、閉鎖等功能並不至於喪失，原子爐

本身不會因此發生危險事故。假設此一損害發生在主要供水幫浦導致主要

供水機能喪失，致使蒸汽產生器缺水而無法產電；此一事故對於地震後原

子爐運轉停止產生的衰變熱僅止於第一階段供水，第二階段供水則是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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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要供水系統不同的水源的輔助供水系統，主要供水幫浦並無必需性。

對於輔助供水系統，作為確保原子爐安全性的重要設備，已經符合基準地

震動 Ss 的相對耐震安全性，由於主要供水幫浦並不屬於維護原子爐安全

的重要設備，因此不須執行以基準地震動 Ss 為標準的耐震安全性檢測。 

電源供應的部分也有同樣的情形。地震發生時第一時間確保原子爐安

全性的是外部電源，最終用以保護原子爐安全性的並非發電機或是外部電

源，而是緊急用內燃機式發電機。因此緊急用內燃機式發電機由於在維護

原子爐的安全性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亦已符合基準地震動 Ss 的相對耐

震安全性，而其他如發電機等設備並非安全上重要之設備，並不屬於基準

地震動 Ss 的相對耐震安全性檢測對象。 

b. 承上可知，即使發生未達 700gal 之地震可能使主要供水幫浦及外部電

源系統發生毀損，卻不可能因此導致燃料棒的重大損壞，使得放射性物質

擴散至外部進而造成民眾的放射線暴露風險。 

(4) 關於基準地震動的可信度 (附錄(7)) (附錄(9)第 6 之 1) 

a. 被告所採定的基準地震動標準是基於本案核電廠基地周邊的地質、地

質構造及地震活動性等地震學及地震工學之理論視點，以及基地周邊的活

斷層調查等，以各項詳細的調查為基礎所決定的標準。本案核電廠對於發

生規模超過基準地震動的震災並不認為應優先考量。 

關於被告對於不同的震源的地震採取特定的對策，首先是以基地周圍

過去地震發生情形加以調查詳考，之後針對基地附近的活斷層發生的地震

之假設，以文獻參照、地形調查、地表地質調查及海上音波探查等方式，

對活斷層做出評斷。以上述方式調查評估的地震包括：源於熊川斷層的地

震、上林川斷層地震以及 FO-A~FO-B 斷層地震；另外，利用地震波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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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震評估方法及斷層模型等方法也被用以評估上述之活斷層地震。進行

地震評估時，除採用活斷層調查結果中之代表震源特性之基本參數包括：

長度、幅度等震源特性外，再加上斷層上端深度、斷層傾斜角、破壞開始

點、Asperity(震源斷層帶上較周圍地區有較高摩擦力的區域)的位置、短周

期程度等參數。由於考慮到上述參數的不確定性，因此以較高的數值設定

基地的地震規模，推論基地的地震模型。另外不以震源區分的地震對策的

制定，也實際的將地區性的條件加入考量；加藤及其團隊(2004)的研究報

告中，就加入了基地的地質特性與地震波反映頻譜的設定。由以上種種的

調查研究結果為基礎，設定了本案核電廠基準地震動 Ss(即 Ss-1、Ss-2、Ss-

3)值。FO-A~FO-B 斷層與熊川斷層發生的斷層連動也納入考量用以評估，

原本雖無規定需要納入考慮，評估三連動的地震，特別是以 1.5 倍的短周

期程度參數，對破壞開始點進行假設的作法，考慮到連動的地震最大加速

度，超出最大基準地震動 Ss-1(700gal)約 759gal 的情形，超出 Ss-1 的部分一

部分會被震波周期影響而停止，因此本案的核電廠內部重要的安全設施的

機能將不受影響而得以持續運作。 

b. 關於原告的(5)a 的主張 (附錄(9)) (附錄(13)) 

耐專式頻譜法(耐専スペクトル)，是與震源到觀測點的距離(震源距離)

相關，考慮震源斷層面的大小範圍與斷層面的不均質性(asperity 分布情形)

修正後採用的等價震源距離，已將斷層面的範圍大小與不均質效果納入考

慮，原告的主張無論如何都並不適當。 

c. 關於本案的 5 例地震 (附錄(9)) (附錄(13)) 

上列地震中有 3 回(第 1、4、5 回)是可能波及大飯核電廠基地的內陸地

殼內地震，其規模相異，其中也有源自於板塊間地震。剩下的 2 次(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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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的地震不屬於板塊間地震，本案核電廠的地震設定是以第 2、3 回為

基礎，又或是說，第 1、2、3 回的地震設定是依照平成 18 年之前未修正

的舊方針，以 S1、S2 為基準的地震，與本案核電廠採行之 Ss 基準的地震

設定有所不同，以此認定本案核電廠的對地震的設定不充分並不足採信。 

(5) 關於安全的餘裕 (附錄(9)之第(6)) (附錄(13)之第(4)) 

上述的 5 例不論何者，發生的地震對於核電廠重要安全設施的健全性都不

構成問題。本案核電廠重要的安全設施在耐震性上都有餘裕，萬一，本案核電

廠發生受到超過基準地震動 Ss 的地震侵襲的情況，也無理由造成重要安全設施

毀損(機能喪失)，更進一步說，燃料棒發生重大損害甚而造成放射性物質的擴

散與周圍民眾的暴露這樣的危險性並不存在。承上可知，原告提出上述 5 項事

例的舉證，完全不能成為本案核電廠具有具體危險性的事證。 

 

  



 34 

大飯核電判決全文 p.31-37 

 

 

大飯核電廠判決全文 P31 第 2 段-37(用過核燃料的危險性) 

 

3、關於封閉構造（用過核燃料的危險性） 

（原告們的主張）（第 16 準備書面） 

（1）用過燃料棒冷卻池是為了貯存含有大量輻射物質，並持續散發高度衰變熱

的用過燃料棒。因此必須和反應爐一樣具備可防禦來自地震、海嘯、龍捲風、恐

怖攻擊等的外部衝擊。由此，為了防護用過燃料棒冷卻池只靠建物是不夠的，必

須要用和核反應爐圍阻體同等堅固的容器圍阻。 

用過核燃料若破損或是冷卻失敗釋出輻射物質時，完全無法期待建物有封

閉的機能。因此若沒有和核反應爐圍阻體同等堅固的容器圍阻，用過核燃料的

輻射物質將會釋放到外部環境當中。 

關於用過燃料棒冷卻池代表性事故可推測有下列三種情形：①冷卻系統故

障加上冷卻水補給失敗②冷卻池的水小規模的流失加上冷卻水補給失敗③由於

管線破損或是冷卻池的破損導致冷卻池的水大規模流失，致使無法光靠補給水

來維持。 

譯者簡介： 

阿普魯 

東吳大學日文系畢，日本筑波大學學校教育學專攻碩士，日本筑波大學學校教

育學專攻博士課程修了 

目前任職於日本的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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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於冷卻系統的故障加上冷卻水補給失敗的事故（①之事故） 

若發生該事故，則會因用過核燃料的衰變熱導致冷卻池水溫度上升而沸

騰。沸騰後冷卻池水位降低，由於燃料棒露出水面導致溫度更加上升，鋯合金

燃料護套引起鋯-水反應。這個反應會由於發熱反應，隨著時間經過而加速度地

進行產生大量氫氣。用過燃料棒冷卻池的空間當中，存在著大氣當中的氧氣，

因此如果有起火源的話，會有爆炸的可能性。作為起火源，可推測有電力系統

的火花、由於地震的摩擦或是金屬器具掉落等等的原因，一般而言要確實排除

起火源是困難的。另外，有個降低由於加熱而發生鋯火災的危險性的事故發生

可能性方法。這個方法就是從反應爐取出的用過核燃料以格子狀配置的措施。

然而，在本件核電廠卻沒有被實行。像這樣的事故的進展，一開始會比較上來

說緩慢地發展，然而若在途中無法掌握事態或是連續判斷失誤時，則會加速事

態的惡化。 

（3）關於冷卻水的小規模流失加上冷卻水補給失敗之事故（②之事故） 

假設冷卻池的鋼板破損，冷卻池的水長時間流失，水位下降的速度由破損

規模決定。像這樣的事故腳本，若去除是由於冷卻池的水流失的原因，那麼就

和①的事故型態會有同樣的過程。混泥土的內側表面上雖然貼有厚數公釐的浪

形鋼板防止水的洩漏，然而焊接部分容易有缺陷，鋼板厚度較薄容易因為腐蝕

而有漏洞之危慮。像這樣的鋼板破損，雖乍聽之下容易發現修理，然而實際上

要發現漏洞處是非常困難的。就算有洩漏檢查系統也不容易找出洩漏處，和①

的事故一樣，就算水位下降也無法察覺，會有對應不及之危險性。其他的顧慮

點和①的事故相同。 

（4）關於管線破損或是由於冷卻池破損而造成大規模冷卻水流失的事故（③的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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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個事故，相較①或②其時間上較為緊迫。用過燃料棒冷卻池幅寬

11.2 公尺，長度為 A 槽約 15.7 公尺，B 槽約 10.2 公尺有一定規模的大小。像這

樣大小的表面積的冷卻池產生龜裂時，要找出龜裂處是非常困難的。 

（5）地震時的危險性 

用過燃料棒冷卻池的冷卻設備耐震等級為 B 等級，不具有對基準地震動 Ss

的耐震安全性。就連被告所過小假設之基準地震動 Ss 都會產生破損。又，用過

燃料棒冷卻池的溫度計以及水位計的耐震等級也只有 C 等級，因此也會因被告

所過小假設的基準地震動 Ss 而產生故障。在事故當中，像這樣的量測相關的狀

態把握是極為重要的，因此由於地震造成量測相關系統故障時，事態會加速嚴

重惡化。 

（6）用過核燃料一旦無法冷卻，事態將加速嚴重惡化，造成燃料因高溫損傷使

充滿大量輻射物質以及氫氣。也不排除會有氫爆以及燃料本身引起火災的可能性。

由於沒有像反應爐圍阻體那樣堅固的圍阻容器，因此被釋放出在建物之射物質將

會大量逸出到外部。一旦發展成這樣的事態，則會因為高強度輻射致使人員無法

接近，鄰近的機組也會發生同樣的情形造成毀滅性事態。 

（被告的主張）（準備書面 B）（準備書面（14））（被告的補充說明） 

（1）反應爐圍阻體中的反應爐部分為高溫（約 300 度）、高壓（約 157 大氣壓）

的一次冷卻材所充滿，因此假設由於管線破損造成一次冷卻材流失的情況，會有

讓輻射物質外洩的危險性。相對於此，用過核燃料通常貯藏在保持在 40 度以下

的水的冠水狀態，因此只要保持冠水狀態不需有堅固的設施圍阻之必要。 

（2）用過燃料棒冷卻池的水充滿足夠的水量，為了避免用過核燃料所發出之衰

變熱造成水溫上升而蒸發的情形，有冷卻設備來作冷卻。又，隨時監控其水位等

情形，假設由於冷卻機能喪失而造成水位降低時，設有補給冷卻水之設備。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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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假設由於該冷卻機能的喪失等而造成水位降低的情形，設有持續補充冷卻水

的設備。並且，吸取福島核電廠事故的經驗，預防這些用過燃料冷卻池的水的冷

卻、補給機能萬一同時喪失之情形，將由發電廠廠內的各種水槽或是海水注水，

設有補充所必要之水量之不需電源設在高台的可搬運式消防泵浦等措施。並且， 

這些相關設備等接具有基準地震動 Ss 之耐震安全性。另外，冷卻用過燃料棒的

冷卻設備雖然耐震等級為 B 等級，然而有耐震寬餘，因此實際上對應基準地震動

Ss 仍是有十分充足之耐震安全性。 

並且，就算是發生超過基準地震動 Ss 之地震，若非是超過基準地震動 Ss

的 2 倍之地震，冷卻手段將發揮有效機能。對於鑑於福島核電廠事故的對策，

則有擬定天候不良、夜間、高度輻射環境等嚴格條件之下的因應對策反覆訓

練，確認其有效性。且，關於由消防泵浦進行之注水作業之可行性，也能在水

位降低時進行 2.6 日。 

另外，反應爐圍阻體係為防止伴隨發生在內部之事象所引起的輻射物質之

洩漏而設。 

4、關於高濃度用過核燃料 

（原告之主張）（第 1 準備書面第 2 之 2，第 4） 

關於由於核能發電廠的運轉而產生的用過核燃料，沒有確立最終處理方式

為一個重大的問題。從這意義上來說，核能發電廠被稱為沒有廁所的大樓。 

假使，就算能夠再處理用過核燃料，再處理後也會有高濃度輻射物質留

下。這些高濃度輻射物質會和玻璃混和熔解，密封於被稱為 Canister 的高 1.34

公尺、直徑 43 公分的碳鋼容器當中。一瓶 Canister 含有龐大的輻射能，又，會

產生 2.5kw 左右的衰變熱。雖然在一邊冷卻一邊貯藏 30 年佳左右後會作深地質

處置。然而，必須管理防止輻射物質外洩至少數萬年。但是，就算作深地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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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也許數百年的程度可以做到不外洩，但若是長達數萬年，則為由歷史的觀

點來看的從舊石器時代至今的歲月，可說是工學所能知曉的範圍之外。 

若從用過核燃料乃至高濃度輻射性廢棄物的危險性以及恆久管理之非現實

性來看，像這樣對後世留下付的遺產，不容許再由本件核能發電廠繼續增加。 

5、關於能源供給的安定性以及成本 

（被告的主張）（準備書面（1）被告的主張第 4 章第 1 之 1、3） 

目前，我國的能源自給率約為 4%。在主要先進國家當中屬於最低水準。

作為核能發電的燃料的鈾，相較於對中東有高度依存的石油相比，是分散存在

於政局安定的加拿大或是澳洲等國因此有較佳的安定性。並且，鈾具有只需少

量就能產生巨大的能源，以及只要裝載就能維持一年以上的運轉的特性，因此

具有較佳的燃料儲備性等等。所以是有利於能源供給安定的發電方法。 

核能發電 1kw 的發電成本不遜於火力發電。並且佔發電成本的燃料費的比

率較小，因此具有發電成本不易受燃料等價格變動左右的特色。而且，由於全

世界普遍擁有核能發電廠，可以降低對於石油、煤炭等化時燃料的依存度，可

防止化石燃料的價格飆漲。 

（原告們的主張）（訴狀第 8） 

就算不啟用本件核能發電廠，在被告管轄內也不會產生電力不足的情形。

從削減發電成本的觀點來看，啟用核能發電廠反而是有害的。 

6、關於減少 CO2 

（被告主張）（準備書面（1）被告的主張第 4 章第 1 之 2） 

伴隨全世界對於能源需求增家的全球暖化問題，需及早有對策是全世界的

共識。全球暖化的原因，可舉出由於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的燃燒時產生的二

氧化碳等的溫室效應氣體，因此強烈要求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的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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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點來看，核能發電係實現了大規模發電的同時，又在發電過程不排出

二氧化碳的發電方法，可說是實現了削減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的發電方法。 

（原告們的主張）（訴狀第 8 之 7） 

核能發電廠會因運轉而排放大量溫水，這會造成妨礙海水吸收二氧化碳。

並且，核能發電廠的建設以及製造各個裝置的過程，皆有無法避免產生二氧化

碳的諸多龐大工程。由此為前提，則無法寄望核能發電廠的運轉有助於削減二

氧化碳排放量。 

7、本件核電廠發生事故災害所及之範圍 

（原告們的主張）（訴狀第 7 之 2）（第 10 準備書面） 

由於福島核電廠事故所排放的輻射物質所造成的輻射曝露，有可能在一年

1 毫西弗以上的土地面積為約 1 萬 3000 平方公里（約為日本總面積的 3%），其

範圍相當廣大。而福島核電廠事故當中，排放在大氣中的放射物質總量約為車

諾比事故的 6 分之 1。福島核電廠事故雖造成爐心熔毀，但幸好沒有發生由於

高溫的熔毀物和水反應所引起的水蒸氣爆炸。若引起大規模的水蒸氣爆炸的

話，那麼反應爐圍阻體也將會被炸飛，產生且洩漏比這次事故多上 5 倍、10 倍

的輻射物質的危險性。若發生這樣的事態，則不止是會造成附近居民承受災

害，更會陷入大量的輻射物質污染東北各縣以及首都圈的毀滅性狀況。 

本件核電廠也有發生嚴重事故的可能性，其規模也會達到和福島核電廠事

故同規模或是超過其規模的嚴重事故之可能性。本件核電廠所在的福井縣，是

擁有包含停止中的「文殊核電廠」以及恆久停止的「普賢核電廠」在內的 15 座

核電廠的核電廠密集地。這些核電廠就算不是在運轉中，但保管著大量的用過

核燃料，若本件核電廠發生嚴重事故時，將會有災害擴大的危險性。 

如上所述，由福島核電廠事故可推測輻射物質擴散的範圍以及超過這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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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加嚴重之事故，甚至有達到車諾比核電廠災害規模之可能性。若於本件核

電廠發生最嚴重的事故來推斷，則距離原告們最遠的北海道居民，也會有遠遠

超過容許範圍限度的一年 1 毫西弗的輻射曝露的可能性。因此，於所有的原告

們，認定會有造成人格權的具體侵害。目前為止，就有距離車諾比核電廠 1500

公里以上的瑞典，也有 40kBq 以上/㎡的污染地區。 

（被告的主張）（準備書面(15)第 4） 

被告於本件核電廠在設計、建設、運轉以及維修上有著全盤適當的安全對

策。特別是對於地震，也有採用最新的科學知識技術等進行檢討、評估，以確

認安全上重要的設施機能會安全無虞地維持。因此可排除會造成像福島核電廠

那樣的事故。更何況是機組設備結構完全不同的車諾比核電廠那樣的事故更是

難以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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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飯核電判決全文 p.38-43 

四、本院之判斷 

1. 開始 

一旦發生嚴重事故，在多數人生命、身體或生活基礎設施遭受重大災害的事

業相關組織中，要求相應於受害程度的安全性及高度信賴是必然的。與基本的社

會要求相同，不問公法或私法，以生存為基礎的人格權乃所有法律領域之最高價

值，也是本件訴訟中所持的解釋方針。 

個人生命、身體、精神及生活相關利益，係各人人格本質者，整體而言可謂

人格權。人格權係憲法上權利(13 條、25 條)，且以人類生命為基礎，故於我國法

制下並無其他足以超越該價值者。因此，該人格權中特別保護生命、維持生活之

人格權的主要部分，若有受到具體侵害之虞者，則不問因其侵害理由、依據、侵

害人有無過失及侵害制止而所受之不利益程度，即得基於人格權請求制止該侵害

行為。雖然人格權來自於個人，惟其侵害形態也可能是多數人的人格權同時受到

侵害，因此強烈要求制止侵害乃當然之理。 

2. 關於福島核災 

在福島核災中，有十五萬居民不得不開始避難的生活，在此過程中至少有

譯者簡介： 

陳麗珣  

東吳大學日文系畢，台大法律系進修學士班畢。理律法律事務事務所專利部日

文佐理。理律法律事務所商標/著作權部日本組法務專員。 

最近作品：台灣近代經濟史中翻日。(約三萬字)(大約在 2014 年年底於日本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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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名左右的住院患者死亡(甲 1.15 乃至 16 頁，37 乃至 38 頁，357 乃至 358 頁)。

家人分離，遭逢惡劣的避難生活，不難想像因此而縮短生命的人遠遠超過這個人

數。更有甚者，原子能委員會委員長在檢討是否可能勸導福島第一核能廠方圓 250

公里內居民避難時，其規模相當於車諾比核災時的居民避難範圍。(甲 31、32) 

一年內受到多少微西弗的幅射會造成身體多大程度的傷害，見解紛歧，雖然

因見解歧異而對認定避難區域的大小也有不同，但即使烏克蘭共和國、白俄羅斯

共和國已面臨此問題二十年以上，現在也仍劃定廣大範圍的避難區域(甲 32、35，

275 頁)。不僅兩共和國的政府希冀居民能早日返鄉，就居民強烈希望返鄉的部分，

我國應該並無不同。儘管如此，關於放射性物質所帶來的健康傷害，認為避難區

域係最小限度即足矣的樂觀見解是否正當，從兩共和國不得不採取前述對應的事

實一事，則對此產生了重大的疑慮。雖然前述 250 公里僅是緊急狀態下預測的數

字，但不能遽然認定此數字即為過高。 

3. 本件核能發電應有之安全性、舉證責任 

(1) 核能電廠應有之安全性 

依 1、2 所指摘，核能發電廠必須有極高的安全性、信賴感，且在萬一發生

事故時，必須有足以保護國民脫離放射性物質之危險的萬全措施。 

在人格權所為之制止請求訴訟部分，可以列舉保護名譽及隠私之出版制止請

求權。這些訴訟於名譽權乃至於隠私權及表現自由具憲法上地位者，在解決相互

抗衡的權利關係之調整上，有其難度，惟這些與本案大不相同。意即，保護名譽

或隠私之利益亦以維持生命及生活為前提，故在此意義下，保護生命維持生活的

利益在人格權中可謂為主要根源之權利。本案之問題即在於此根本的權利與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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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廠運轉的利益如何調整。核能電廠具有製造電力之社會重要功能，惟由於核能

利用僅限和平目的(核能基本法第 2 條)，在法律上，核能電廠之運轉屬產生電力

之一種手段，乃屬於經濟自由(憲法第 22 條第 1 項)，其憲法上地位應劣於人格權

之核心部分。然而，除了重大自然災害或戰爭以外，很難想像在核能電廠發生事

故外，尚有其他能如此廣泛奪走此根源權利之情形。該經濟活動蘊涵如此危險，

即使有極端見解認為其存在本身在憲法上不應被承認，惟若發生此種導致事故之

具體危險，至少應承認可以制止一事。相較於土地所有權，尚有侵害排除請求權

或侵害防止請求權，只要認定有侵害事實或侵害之具體危險性，即依侵害人有無

過失或請求是否合法來判斷，而不問受請求之侵害人的不利益程度，兩兩對照下，

其差異至為明顯。 

若因新技術存有潛在危險即不予許可，則社會無法發展，在新技術危險性之

性質及所致災害程度尚不明確時，是否可以制止該技術之實施，法院實難判斷。

然而，技術危險性及所致災害程度得判明時，即須要求相應於技術實施時可能之

危險及災害程度的安全性，因此只要判斷是否有維持該安全性即可，而非糾結於

若不承認一定程度的危險性，則有礙社會發展一事。核能發電技術危險性的本質

及所致災害程度，經由福島核廠災變，可謂至為明顯。在本案訴訟中，是否可能

導致此災變具體危險，應為本案之判斷對象，而在福島核電廠災變後，若規避此

判斷則等同放棄所課予法院之最重要責任。 

(2) 與核子反應爐規制法所為審查之關係 

(1)之理論，如上所述，由人格權於我國法制上地位及論理等所導出，不受核

子反應爐規制法等行政法規所左右。 

原告等人，依最高法院平成 4 年 10 月 29 日第一庭判決所示(民集 46 卷 7 號



 44 

1174 頁伊方最高法院判決)，「核子反應爐規制法第 24 條旨趣乃鑑於放射性物質

之危險性，為了不使放射性物質所致災害發生，在核子爐設置許可的階段，就欲

設置核子爐者之技術能力及核子爐設施位置、構造及設備之安全性等相關申請，

經由科學，專門技術領域進行充分審查。」雖然核子反應爐規制法之立法意旨係

在於避免放射性物質所致災害發生(第 3 之 1 原告等之主張(2))，惟即使原告主張

同法意旨，但所謂同法意旨，仍存在著所謂不允許發生危險之(1)理論。而且由放

射性物質使用設施安全性之相關判斷需要高度專業觀之，經科學、專門技術領域

見解所為之審查係專業技術裁量，應尊重其判斷，對此，核子反應爐規制法即使

有所規定，但無關該意旨，仍應基於(1)觀點由司法審查。因此，基於修正之核子

反應爐規制法之新規制基準，在核能發電廠安全性之相關問題中，即使委由電力

公司自主判斷，但關於該事項仍得由法院判斷。縱使是新規制基準對象之事項，

亦非由審查新規制基準適合與否及核能規制委員會所定新規制基準適合與否的

觀點為之，而仍應基於(1)理論得由法院判斷之。 

為嚴密判斷規制基準之適合與否，需要高度專門技術知識、見解，由此，規

制基準適合與否本身即非司法判斷對象，若判斷係適合亦不過是針對有無相當依

據、資料之判斷，有對應之理由。對此，基於(1)理論所為之法院判斷如 4 以下所

認定，並不必然要有高度專門技術知識、見解。 

(3) 舉證責任 

核能發電廠之制止訴訟中，因事故致原告等人遭核能曝射或為避免遭核能

曝射而不得不避難之具體危險部分，由原告等人負舉證責任，此點與基於人格權

所為之制止訴訟基本上並無差異，僅須就具有具體危險且可能發生危險一事舉證

即為已足，這部分則與通常制止訴訟有所不同。證據偏在被告要求之公平性無涉



 45 

法院之訴訟指揮及法院指揮，其只是做為被告未提出證據時事實認定狀態的問題

而應予以解決者，與真偽不明時由誰承擔敗訴結果之舉證責任問題乃不同性質。

而且，使被告舉證相當於核子發電廠設備合於基準乃至於判斷合乎基準時，只要

舉證成功，其後即赋予原告等人就具體危險之舉證責任，而本案非屬核子爐設置

許可及設置變更許可之撤銷訴訟，故此方式可謂過於迂迴，是以本法院不採。對

照(1)及(2)所示，以具體危險存否為直接審理對象，即為相當且足矣。 

4. 核能發電廠的特性 

核能發電技術具有以下特性。即，核能發電為使所產生能量極盡所能放大，

即使在停止運轉後也必須以電力及水持續冷卻核子爐，其間只要幾小時沒有電力

就會導致事故，而一旦發生事故就會隨著時間經過而擴大災害。相較於其他技術

大多經由單純停止運轉之操作就可以排除災害擴大，核能發電內在本質的危險則

大不相同。 

因此，當可能引起設施損傷的地震發生時，迅速停止運轉，且在停止運轉後

利用電力及水持續冷卻核燃料，萬一發生異常時，也必須讓放射性物質不致漏出，

「停止運轉、冷卻、關閉」乃保持核能發電廠安全性之最基本的三個要求。若無

法停止運轉，即使是小地震所致損傷或故障也可能引起毁滅性的災變。地震及海

嘯所引起爐心損傷之危險事態的複數故障樹中，無法停止運轉必定會造成爐心損

傷，且無其他有效方法可制止。(前提事實(6)，甲 14，辯論全意旨)。福島核電災

變中，雖然成功停止運轉，卻由於無法冷卻而導致放射性物質外洩(前提事實(9))。

而且在我國，核燃料乃由所謂五層保護殼包覆，即(1)含核燃料之燃料丸、(2)燃料

包覆管、(3)核反應爐壓力槽、(4)核反應爐安全殼、(5)核原子爐的建築體(註：二

次圍阻體)，其目的一開始即為保障其安全性，故其中重要的保護壁乃具有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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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的反應爐安全殼(甲 1.126 乃至 130 頁，辯論全意旨)。 

如此一來，本案核能發電中，地震時冷卻功能之關閉構造，則具有下列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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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飯核電判決全文 p.44-50 

 

5.  冷卻機能之維持 

(1) 超過 1260gal 之地震 

如上所述，核電廠因發生地震而緊急停止後的冷卻機能，係採取使用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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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壞，無論採取任何的緊急設備或是備用手段都幾乎不可能再維持該冷卻系統

的完好，結果就是將造成燃料棒的融解。被告也自認，當發生此種規模的地震

時，幾乎沒有可避免燃料棒融解的有效手段。如：本件被告提供之壓力測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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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公尺以上的情況，因已無任何手段可避免爐心中的燃料造成重大損傷，此

一界線可特定為臨界點(Cliff-Edge)。」被告準備書狀(9)第 17 頁：「所謂臨界點

(Cliff-Edge)，即是因地震、海嘯帶來的壓力（負荷）程度急昇，造成設備狀況

陷入緊急之狀態。以地震為例，雖然一般預測的地震震動大小係緩慢上升，但

若地震震動急遽上升，將會造成安全上的重要設備發生損傷，結果可能將演變

至產生燃料的重大損傷，此種地震程度即為臨界點(Cliff-Edge)。」被告對於上

開記述皆自認真實。並且，本院雖然如前述(2)オ部分說明，並非直接採用被告

主張之 1.80Ss（1260gal）的數值，但本項仍暫以被告主張之數值為前提進行認

定。 

譯者簡介： 

林實芳 

台灣律師執照、日文檢定一級合格、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律研究科交換學生 

現為台灣大學法研所基法組博士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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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眾所周知之事實是，我國地震學會對於將會發生此種規模的地震一事，

根本無法預先測知。地震係地底深處發生的現象，發生地震的機率分析僅能依

據假說及推測，對於假說的立論和檢證也無法以實驗為之，僅能依靠過去的資

料。雖然地震從遠古過去就一直存在，是種反覆發生的現象，其發生頻率也很

高，但直到最近人類方能正確記錄地震的發生，也因此，可靠的過去地震資料

其實極為有限（甲 52 參照）。依照證據（甲 47），可認定就連原子能規制委員

會也只是參考了 16 個曾經發生的地震，並未特定今後可能活動的震源，就用以

推定計畫制定中地震震度的規模。參考地震的個數如此之少，可以說本身即如

實說明了地震學中可靠的資料並不多的狀況。因此，本來就不可能基於何種確

實的科學根據，來假想大飯核電廠將來一定不會遭遇到超過 1260gal 的地震。毋

寧可說，一、我國過往有紀錄的最大震度是岩手宮城內陸地震，達 4022gal（不

爭執事項），規模 1260gal 的地震當然可能會再發生；二、可認為岩手宮城內陸

地震這樣的內陸地殼內地震，也有發生在大飯的可能性；三、岩手宮城內陸地

震發生的東北地區和大飯核電廠所在的北陸地區及鄰近的近畿地區，地震發生

的頻度在統計上來說其實可以視為相同，就算只限定在若狹地方，不論陸上海

上，其實都存在有許多已知的活斷層；四、此一「過去最大」的概念本身，本

來就不是指有史以來世界上最大的意思，而是指近來在我國發生最大的地震，

超過 1260gal 的地震還是有發生在大飯核電廠的危險。 

此外，被告雖主張，岩手宮城內陸地震此一觀測到的數值，其實是因為受

到觀測地點特性的影響才會如此（第三之二的被告主張(1)），但是因為像新瀉

縣中越沖地震中，就算是建在岩盤上的柏崎刈羽核電廠 1 號機的開放基盤表面

（係指當堅硬的岩盤達到一定的廣度時，岩盤上方的地盤及建物可視為就是在

一個假想設定的表面上無定向突出的狀態，別紙 4 別記 2 第 4 條 5 一參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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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加速度推定也是 1699gal（甲 38，被告準備書狀(4)，第 16 頁），所以就算如被

告所主張，假定是因為岩手宮城內陸地震的觀測地點是位於地盤震動容易傳播

的構造上，才會測得 4022gal 的規模，也不會影響上述超過 1260gal 的地震可能

發生在大飯核電廠的認定。 

超過 1260gal 的地震一旦發生在大飯核電廠，可以具體認定將有極高的危

險性造成冷卻機能喪失，在爐心損傷後發生爐心熔解。爐心熔解後，因壓力上

昇，發生水蒸氣爆炸，有極高的危險將造成圍阻體的破損、氫氣爆炸，或最糟

程度將造成圍阻體的破壞。此時將造成大量的放射性物質擴散到核電廠外，周

邊住民將暴露在放射性物質中，或是為了避免周邊住民暴露在放射性物質中，

就必須進行長期的避難。 

(2) 超過 700gal 但未至 1260gal 的地震 

1. 被告主張的事件樹狀圖分析(event tree analysis) 

就算假設會發生在大飯核電廠可能具有危險性的地震，其基準地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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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爐心損傷的原因事實密切相關。對於這種情況，被告雖然主張只要採取有效

的手段，就不至於發生爐心損傷，但被告如此的主張並無期待可能性。 

被告假想發生超過 700gal 地震時的事件，主張相應的對應策略，規劃

出記載該事件及對策的事件樹，另外對應發生超過 4.5 公尺海嘯的情況，也

有規劃出類似的事件樹（上述前提事實(6)，甲 14）。依照記載的對策依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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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發生爐心損傷，不會造成嚴重的事故。 

但是，此一事件樹記載的對策是否真的是有效的對策，就要檢討以下

三件事，缺一不可。第一、不需處理其他與地震或海嘯有關，因而再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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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原因事件；第二、對於此一事件，可以採取技術上有效的對策；第三、

此一技術上有效的對策，在地震或海嘯發生時有實施的可能性。 

 

一、關於事件樹記載的事件 

發生嚴重事故時，產生的事件會再帶來新的事件，因事件彼此間會有

因交互影響重疊發生的特性，所以要完整處理與第一事故原因有關而造成的

所有事件，本身即極為困難。觀察被告所提出發生地震時的事件樹，竟然剔

除後記中主給水系統、外部電源等可能發生的問題，認為僅有發生 1225gal

以上的重大事故事件（甲 14）時才會有這些狀況。但就算基準地震動是界

於 700gal 至 1225gal 間，極難想像完全不會因為已發生的重大事故從而進一

步再造成損傷或事件的發生。難認被告於事件樹中已完全列舉所有可能連結

事故原因而會發生的事件。 

二、事件樹記載對策的實效性 

其次，針對這些事件樹中之事件記載的對策，技術上是否係有效的處

置也有疑問。一旦發生事故，事態可能相當嚴重，無法要求核電廠的從業人

員一定可以於此混亂及焦燥的情況中，妥適、迅速地採取這些處置。尤其是

對照以下的事實，將可進一步闡明此一困難性。 

第一、地震性質上發生於日間及夜間的機率相同，但夜間的從業人員

人數卻很少。如上 3(2)所引述，夜間的值班人員人數根本不及應到達的規制

基準，已成為本件危險性之判斷要素。在突發的危機狀況中，可以直接對應

處理的人員是否在勤，或是現場指揮命令系統中的廠長是否根本不在場，實

際上反而變成關鍵。 

第二、要能夠採取上述事件樹中的對應策略，前提是能夠明確掌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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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發生了什麼樣的事件，但此一掌握情況的前提，就是極難達成之事。福島

核電廠之事故原因，根據政府事故調查委員會及國會事故調查委員會各自之

調查報告書中所提出的證據，雖然兩份報告書都共同且一致地指出事故原因

係因為地震造成的外部電源中斷，但政府事故調查委員會認為，事故直接原

因的外部電源問題，並非係因為地震造成外部電源有所損傷，而是地震後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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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致力於地震之解析，分析地震及海嘯的發生及到來時間，聽取調查從業人

員之證言，雖然指出在海嘯到來前，外部電源及其他設備，是否因為地震事

故直接發生損傷仍有疑問，但是仍無法確定地震到底在哪些場所、造成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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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事故發生時，應該要進行事故原因的調查、確定，才能立基該結果進一步

提升技術的安全性，但是在核能發電技術的情況，一但發生重大事故，事故

現場根本無法進入，也就一直無法確認事故原因的可能極高，就連福島核電

廠事故都無法保證將來一定可以確定發生事故的原因（依照甲 32，第 208、

220 頁，認為車諾比核災事故的原因至今仍無法完全調查清楚）。與此相同

並進一步言之，在核電廠事故發生時，要確切掌握有幾個地方發生了什麼樣

的損傷，會後續引發什麼事件，是很困難的事。 

第三、假設就算能夠掌握發生了什麼樣的事件，因為地震外部電源中

斷時，對於可以想像要處理的事項極多，像會同時有多個地方發生損傷之類

的情況。但是喪失全交流電源到開始發生爐心損傷的時間只有大概 5 小時

多，從爐心損傷到開始燃料棒融解的時間不到 2 小時，縱使只是小規模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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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第 133 頁，第 211 頁，被告準備書狀（5）第 11 頁參照，雖然上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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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福島核電廠一號機為例，但以本件的反應爐的情況來說，剩餘時間大概

也不會比福島核電廠一號機長多少，特別是本件反應爐是加壓水型，第一次

冷卻水的水管斷裂的話，冷卻水減少速度會更快，剩餘時間恐怕會比沸騰水

型的福島核電廠一號機更短。） 

第四、應該採取的手段中，有幾個在性質上會是緊急時才不得不採取

的手段，從平常的訓練或是試運轉中根本無法練習。如上所述，冷卻運轉停

止中的反應爐，是以外部電源供應。雖然除了緊急情況下所準備的水冷式緊

急用柴油發電機外，空冷式緊急用發電裝置、電源車都會加以準備（甲 16

之 1，第 3 之 2 被告之主張（2）參照），如僅有空冷式緊急用發電裝置，實

際上是否真的可以冷卻反應爐，光要測試都太危險而無法進行。 

第五、可以想像，做為防禦手段的系統本身也可能因為地震而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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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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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依賴緊急用引水管路才能使用的水冷式緊急用柴油發電機，就會無法發

揮作用。雖然原告主張（第 17 準備狀），緊急用引水管路下方如果有將來有

活動可能性的斷層，或是將來有可能產生地層錯位的斷層經過的話，就算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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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式緊急用柴油發電機無法發揮作用的危險，但本件認為暫時沒有去判斷原

告等上述主張是否真實的必要。其次，新潟縣中越沖地震時，柏崎刈羽核電

廠基地內的活斷層雖然沒有活動的跡象，但可以認定基地內的回填土部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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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都有同樣的回填土部分（被告準備書狀（12）參照），一但回填土部分因

地震產生高低落差，可以想像此時做為最終冷卻手段的電源車就會無法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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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或是要移動也會有顯著的困難。大飯核電廠中，雖然可以認為已經多方

準備了從緊急用柴油發電機到各式各樣緊急用的設備（甲 16 之 1，第 3 之 2

被告之主張（2）參照），但是就像前述的例子一樣，以機械這種東西的性質

來說，地震當然可能會造成多數的設備同時或是相繼無法使用或故障，就算

是已經預備了複數的防禦設備，並無法說就已經提升了地震發生時的安全

性。 

第六、實際上放射性物質只要有部分外洩，此一場所就完全無法再接

近。雖然說發生地震後應該視現場情況，常常注意除去放射性物質的危險

性，同時進行把瓦礫等除去的工作，但實際上一但放射性物質外洩的話，要

在此一場所進行作業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考慮最糟的狀況，可能連要到

中央控制室避難的餘裕都沒有。 

第七、通往大飯核電廠的道路有限，無法期待設施以外來的支援。一

方面此一道路係緊鄰山邊，沿著海岸延伸，另一方面途中又要通過數個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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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交通中斷。 

エ  基準地震動的信賴性 

被告基於大飯周邊活斷層的調查結果，考察活斷層的狀況等條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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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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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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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飯核電判決全文 p.50-59 

 

第六，實際上即使放射性物質只有一部外洩，也無法靠近該處。地震發生時，

經常要一邊留意放射性物質之危險一邊除去瓦礫等物，而事實上一旦放射性物質

外洩，就不太可能在該處進行作業。可以想像最糟的情形是連從中央控制室逃離

的機會也沒有辦法。 

第七是，通往大飯電廠的道路有限，也無法期待來自外部的援助。該道路乃

靠山沿海所延伸，其間經過數個隧道(甲 14.3 頁，乙 2 之 2)，因此可以想見其將

因地震引起山崩而造成交通中斷。 

 

ェ 關於基準震度的可信性 

被告基於大飯周邊活斷層的調查結果，勘察活斷層狀況等所導出地震學上理

論的地震加速度最大數值為 700，而其主張本來就無法想像會有超過 700 地震加

速度的地震發生(第 3 之 2 被告之主張(4)ァ)。然而，與其討論此理論數值計算之

正當性、正確性，更應該重視以下事實(前提事實(10))，即全國不超過 20 個的核

電廠中有四個電廠，從平成 17 年開始不到十年間，就有五次地震超過假設震度。

關於地震預測類此錯誤一再重複的理由，如(1)所示對照地震學之界限以假設之

地栓(asperity)的存在為前提，設想其程度及存在位置等而推定地震一事，本即為

譯者簡介： 

陳麗珣  

東吳大學日文系畢，台大法律系進修學士班畢。理律法律事務事務所專利部日文

佐理。理律法律事務所商標/著作權部日本組法務專員。 

最近作品：台灣近代經濟史中翻日。(約三萬字)(大約在 2014 年年底於日本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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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強，或者以地栓(asperity)存在為前提本身縱使沒有問題，但關於假定地震之複

數方法，如原告等所主張係選擇錯誤等等，雖然見解紛歧，這些問題都是今後學

術上應該解決者，並非本院所應介入判斷之事。 

 

記 

① 平成 17 年 8 月 16 日 

宮城縣沖地震 

女川核電 

② 平成 19 年 3 月 25 日 

能登半島地震 

志賀核電 

③ 平成 19 年 7 月 16 日 

新瀉縣中越沖地震 

柏崎刈羽核電 

④ 平成 23 年 3 月 11 日 

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 

福島第一核電 

⑤ 平成 23 年 3 月 11 日 

東北地方太平洋地震 

女川核電 

 

 

被告主張，在上述地震中，有三次(①，④，⑤)可能影響到大飯電廠腹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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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係由與地震機制(earthquake mechanism)相異的板塊內部地震所引起，其餘二

次地震(②，③)則非板塊內部地震，由此二地震假設大飯電廠之地震，或者，①

②③之地震預測乃基於平成 18 年修正前的舊標準 S1，S2 基準的震度，而與本件

核電所採用的 Ss 基準所為的地震預測不同，以此為由，主張這些地震預測的案

例不能做為本件核電地震預測不足的根據(第 3 之 2 被告之主張(4)ウ)。 

然而，關於上述 3 次(①，④，⑤)，不僅我國，世界上的板塊內部地震(intraplate 

earthquakes)分析也一樣(參照附件 4 附記 2 第 4 條 5 二③)，確實是對於板塊內部

地震評價的錯誤，至於其餘二次的地震預測(②，③)也是基於當時盡可能得到的

資訊，依當時最新見解的標準而為，只能說最後結論是錯的。由這些案例，只能

說，在地震這樣的自然現象之前，人類的能力有所極限。本件電廠的地震預測基

本上與上述四個電廠相同，即使係基於過去地震的記錄及周邊活斷層的調查分析

所得(辯論全意旨・第 3 之 2 被告之主張(4)ア參照，乙 21)，僅被告對於本件核電

的地震假設，是看不出有值得信賴的依據的。 

關於被告對本件電廠的地震假設，依前提事實(2)所載各事實、證據(甲 41、

72)及辯論全意旨，可以認定下列情形喪失可信性的事實。即，在穿越大飯電廠腹

地之東西走向的緊急水路底下，有南北橫切的所謂「F-6」斷層破碎帶，其是否為

活斷層，專家們也見解分歧，因此在請求制止大飯電廠運轉的大阪地方法院假處

分一案，此亦為主要爭點之一。關於此爭點，乃係基於被告過去就發電廠腹地內

的破碎帶相關調查結果，針對位於接續「F-6」斷層破碎帶之緊急水路北邊的台場

浜海溝27破碎帶，予以評價爭執。然而，被告否定了以前的調查結果，主張上述

台場浜海溝地點與緊急水路底下的破碎帶並不連續，經之後挖掘，確認存在著緊

急水路底下南北向的所謂新「F-6」斷層破碎帶，就此，在上述假處分駁回後，專

                                                        
27 原文的英譯應是 tr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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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們一致認為其並非活斷層，且沒有坍方的危險。 

反面觀之，此種見解變更本身，可謂顯示出被告就破碎帶的走向情形，調查

能力有所欠缺且調查有所捏造。在電廠腹地內部有此種情形，則被告所為關於電

廠周圍地區之活斷層調查的嚴謹度，應可謂無法信任。此外，考量到地震不必然

由已知的活斷層所引起，則無法斷然否定在大飯電廠周邊亦可能發生因被告調查

不周延而未發現的活斷層相關地震或上述性質的地震，是以就此點，對於被告的

地震預測，可謂缺乏可信性。 

 

オ 關於安全的餘裕 

被告以本件 5 例地震未產生核電安全上重要設施的損傷為前提，主張電廠設

施有充分的安全且有安全值，即使發生逾基準震度的地震，也不會立即產生損傷

安全上重要設施(機能喪失)的危險性(第 3 之 2 被告的主張(5))。而且，關於安全

值，係指對象設備在基準震度數倍以上時仍可以維持功能的數值(平成 26 年 3 月

27 日之被告補充說明要旨)。 

柏崎刈羽電廠所發生的損害究竟得否謂為安全上重要設施的損傷，及得否確

定福島第一電廠有無因地震而造成損害的部分，尚有疑義，故本來被告所主張的

前提事實本身就無法證明。姑且不論此點，被告所謂的安全餘裕本身即定義不明。

依辯論全意旨，也承認由於一般在設備的設計上，有各種構造物材質質量不一，

溶接或維謢管理的良莠等不確定因素，因此難以與要求基準密切吻合，只能在設

計上比同基準值多數倍緩衝值。如原告等所主張(第 3 之 2 原告等之主張(3))，核

子反應爐壓力容器及蒸氣發生器等有頗大的高低溫差，使用鋼材等之溫差・熱膨

脹差所致伸縮反覆發生而造成的材料疲勞現象等事實，由此觀之，由於上述不確

定因素很多，因此可以想見強烈要求必須要有安全餘裕的設計。即使是這樣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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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一旦逾越基準，也無法確保設備的安全。即使在逾越此基準的負荷下，設備

仍不受損乃當然之理，惟其不過是意謂著上述不確定因素相對穏定而已，並非確

保一定安全。如上所述，迥異於一般設計思維，核電廠設計存在著特殊設計思維

及設計實務，即使在原子能規制委員會中以被告所謂的安全餘裕為基準所做審查，

也不足以做為肯認其即安全的證據。 

因此，即使過去認定核電設施足以承受逾基準震度的地震，然而今後若大飯

電廠發生超過基準震度的地震時，同一事實卻不能做為設施不會損壞的根據。 

 

カ 中央防災會議的指摘 

包括大飯，日本每個地方都可能發生大規模的地震，而且規模越來越大，只

不過能說其蓋然率低而已。平成 24 年 6 月 12 日召開的中央防災會議，在「東南

海，南海地震之專家調查會議」中，指出「雖然地表顯現的地震斷層可以分為活

斷層，但現在已知 M(芮氏規模)7.3 以下的地震並非僅限於在已知的活斷層才會

發生。因此，在內陸發生的受災地震中，M7.3 以下的地震，活斷層有不少是在地

表看不到的潛在斷層所造成的，由此可以想見到處都可能發生此種規模的地震。」

(訴狀 38 頁參照，同指摘並無爭議。甲 52 參照。)承前述見解，根據證據(甲 38，

62，63)，即使是芮氏規模 7.3 以下的地震，也會造成遠超過 700 地震加速度28的

震度。 

 

(3) 未及 700 重力加速度的地震 

ア 設施損壞的危險 

在本件電廠，承認因基準震度 700 地震加速度以下的地震導致外部電源

                                                        
28 ガル(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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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斷，而且主要供水馬達也有毁損導致主要供水中斷之虞(關於甲 14 號證之

20 頁中記載著，「『主供水喪失』『外部電源喪失』，由發生耐震 B，C 等級設

備的毁壞一事，可以想見發生高達 Ss 等級的地震」)。大飯電廠的腹地若發生

160 地震加速度以上的地震，核子反應爐就要緊急停止運轉(辯論全意旨・被

告準備書狀(3)8 頁參照)，然而被告主張，即使大飯發生 200 地震加速度的地

震，外部電源只要不中斷,就可以利用外部電源進行冷卻，若外部電源中斷，

則可以利用緊急用內燃動力發電機進行冷卻，而主要供水系統若未中斷，則

利用主要供水系統冷卻，主要供水系統中斷，則利用備用供水系統冷卻(第 6

次口頭辯論期日調查報告參照)。 

 

イ 設施損壞的影響 

外部電源乃緊急停止後維持冷卻功能的第一道堡壘，若外部電源中斷，

則不得不仰賴緊急內燃動力發電機，該名稱即顯示其屬緊急狀態，至為明顯。

福島核電事故中，若外部電源正常無礙，則緊急內燃動力發電機所致災害與

事故發生即無直接關聯。主要供水系統乃維持冷卻功能的命脈，一旦中斷，

則如其名所示，非仰賴備用供水設備不可。如前所述，核子反應爐係利用電

力進行水循環而維持冷卻功能，因此電力與水只要任一中斷一定時間就必然

會發生大事故。核子反應爐緊急停止時，應該擔任冷卻功能之主要角色的外

部電源及主要供水系統雙方，可能均因為 700 地震加速度的地震而有同時失

去功能之虞。而且在該情形下，如(2)所示，實際上能採取的手段有其難度，

且若有限手段未能奏效，就會發生大事故。 

 

ウ 備用供水設備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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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備用供水設備得指出下列事項。根據證據(甲 14・21 乃至 22 頁，

甲 16 之 7)，緊急停止運轉後，緊急內燃動力發電機正常啟用，即使備用供水

設備對蒸氣發生器進行供水，①主蒸氣釋放閥瓣釋放出熱、②利用「充填系

統」加入硼酸(Boric acid）、③利用去除餘熱系統進行冷卻，只要其一失去功

能，就會發生無法利用備用供水設備對蒸氣發生器進行供水的情形，因此不

可不謂備用供水設備之實際效用僅是備用手段，仍伴隨著不穏定。再者，依

上述證據，為迴避上述情形，如下所述，(ア)準備故障樹29，甚至在(ア)故障樹

措施失敗時也可以準備(イ)故障樹，但只要各步驟中有一個失敗，就會加速事

態惡化，增加沒有經驗的手動作業，也會增加不確定性。在掌握事態困難度

及時間限制下，其實踐之難度已如(2)所指摘。 

 

記 

(ア) 故障樹 

a. 方法 

①啟動高壓注入幫浦，②開啟加壓器釋放閥瓣，③由中央控制室手動操作

啟動核反應爐安全殼噴灑系統，注入換料水池(refueling water storage pit)的

硼酸水，進行 1 次系統冷卻30。注入後，進行再次循環替換，④進行由高

壓注入及核反應爐安全殼噴灑系統所持續之一次系統冷卻。 

b. a 成功時的效果 

在此狀態下，確保未達臨界點，以海水做為最終熱沉(heatsink)而持續進行

穏定冷卻，進而避免造成燃料重大損壞的情形。 

                                                        
29 Event tree 
30 一次系：為除去核子反應爐爐心所產生的熱之冷卻器材的封閉回路(原解釋：原子炉の炉心

で発生する熱を除去するための冷却材の閉回路を一次冷却系といい) 

http://www.weblio.jp/content/%E5%8E%9F%E5%AD%90%E7%82%89
http://www.weblio.jp/content/%E7%82%89%E5%BF%83
http://www.weblio.jp/content/%E7%82%89%E5%BF%83
http://www.weblio.jp/content/%E7%99%BA%E7%94%9F
http://www.weblio.jp/content/%E9%99%A4%E5%8E%BB
http://www.weblio.jp/content/%E5%86%B7%E5%8D%B4%E6%9D%90
http://www.weblio.jp/content/%E9%96%89%E5%9B%9E%E8%B7%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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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失敗時的效果 

①利用高壓注入對核子反應爐進行供水，②利用加壓器釋放閥瓣釋放出

熱，③利用核反應爐安全殼噴灑系統除熱，④利用高壓注入冷卻爐心及利

用核反應爐安全殼噴灑系統冷卻再循環反應爐安全殼，其中若有任一失

敗，就會發生和緊急所內電源無法供電相同的緊急狀態(緊急安全對策情

景)。 

(イ) 故障樹((ア)c 的結束場景) 

a. 方法 

①核電汽輪機(turbine)備用供水幫浦對蒸汽發生器進行供水，②利用現場

手動作業開啟主蒸汽閥瓣，以冷卻二次系。③注入蓄壓槽的硼酸水，確認

未達臨界點，④在蓄電池用罄前對空冷式緊急發電裝置進行供電，同時由

中央控制室進行手動操作關閉蓄壓槽出口隔離閥瓣。此外，冷凝器乾枯前

對海水冷凝器進行補給，以持續冷卻二次系。 

b. a 成功時的效果 

此狀態，在確保未達臨界點的情形下，以海水做為水源，進行穏定、持續

的二次系冷卻，就可以避免造成燃料的重大損壞。 

c. a 失敗時的效果 

①核電汽輪機(turbine)備用供水幫浦對蒸汽發生器進行供水，②利用現場

手動作業開啟主蒸汽閥瓣，③注入蓄壓槽的硼酸水，④利用空冷式緊急發

電裝置進行供電，其中只要任一失敗，就會造成爐心損傷。 

 

エ 關於被告的主張 

被告主張主要供水幫浦並非安全上重要設備，故沒有就針對基準震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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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耐震安全度加以確認(第 3 之 2 被告的主張(3)ア)，主供水幫浦如附件 3

之下圖所示，僅觀其位置關係，就其否定該重要性一事即生疑義。而且，主

供水幫浦之功能在於供給主要供水，利用主要供水系統維持冷卻功能，乃核

子反應爐當然之理，被告亦不爭執此點。在確保安全上，其乃不可或缺之首

要設備，係安全上重要的設備，故要求相當程度的耐震性，乃一般社會通念。

是以類此設備並非安全上重要設備之主張，不可不謂難以理解。 

 

オ 關於基準震度的意義 

依日語通常用法，在所謂基準震度以下的地震，應該可解釋為功能及安

全都可以穏定維持。若未達基準震度 Ss 的地震導致發生重大事故，就不具有

基準的意義，那麼討論大飯電廠是否發生 700 地震加速度以上的地震，意義

不大。 

 

(4) 小結 

日本列島位於太平洋板塊、鄂霍次克板塊、亞歐大陸板塊及菲律賓板塊四大

板塊的交接處，全世界有一成左右的地震可謂在狹窄的我國國土上發生。1991 年

至 2010 年顯示在世界地圖上之地震規模 4 以上、深 100 公里以下的地震，幾乎

覆蓋住整個日本列島，因此認定日本境內並不存在無地震之處。(甲 18・756，778

乃至 779 頁，訴狀 31 頁參照)。此乃日本被稱為地震大國之緣由。 

在地震大國日本，認為大飯電廠不會發生超過基準震度的地震，此一說法不

過是毫無根據的樂觀預測，即使發生未達基準震度的地震，若因喪失冷卻功能而

發生重大事故，則可評價為遠超過所謂萬分之一危險領域之現實且迫切的危險。

在核子電廠具有前述本質危險性的情形下，這樣的設施設置不得不謂過於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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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飯核電判決全文 p.60-67- 

 

6、關於密閉的構造(用過核子燃料的危險性) 

(1)用過核子燃料現在的保管狀況 

因為核電廠有即便內部發生事故也不能讓放射性物質外洩出廠區的必要，

核電廠的構造必須堅固。 

為此，即便在本件核電廠，核子燃料也是存放在具堅固構造的反應爐圍阻

體(原文:原子炉格納容器)內。另一方面，在本件核電廠中，用過核子燃料是貯

存在反應爐圍阻體外的廠房內，被稱為用過核子燃料冷卻池的水槽中。貯存其

中的用過核子燃料棒超出 1000 支，放射性物質從用過核子燃料冷卻池外洩時，

防止外洩出核電廠廠區如同反應爐圍阻體一樣堅固的設備並不存在(前提事實(5)

ア)。 

(2)用過核子燃料的危險性 

用過核子燃料是從反應爐取出後的核子燃料，因為仍然持續產生衰變熱(原

文:崩壊熱)，必須持續以水及電來加以冷卻的部分(前提事實(5)イ)，危險性極

高。在福島核電廠事故中，4 號機的用過核子燃料冷卻池中所存放的用過核子

燃料陷入危機狀態，因為這個危險性才檢討了前述的避難計畫。原子能委員會

委員長所假設的災害預測中，假設的最重大災害是從用過核子燃料冷卻池外洩

的輻射汙染，考慮到從其他機組的用過核子燃料冷卻池外洩的輻射污染，應要

求強制遷移的地區將有超過 170 公里的可能性；另外在居民希望遷移的情況

譯者簡介： 

小勞工(筆名) 

東京大學法學政治學研究科綜合法政專攻碩士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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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應許可的區域將會有超過 250 公里的可能性，幾乎包含東京都全區及橫濱

市的一部分，這些範圍如果放任不管，將會持續數十年(甲 31)。 

西元 2011 年 3 月 11 日當時 4 號機因為處於計畫停止運轉期間，在鄰接用

過核子燃料冷卻池的反應爐正上方的立井(原文:原子炉ウエル)，注入平常並沒

有注入的水，在同月 15 日以前隨著全部電力喪失導致用過核子燃料溫度上升，

水被蒸發，因為隔開立井與冷卻池間的牆壁有所傾斜，兩邊水壓的差異，讓水

在沒有預料到的情況下從立井流進水位低下的冷卻池。另外雖然 4 號機發生氫

氣爆炸，但是用過核子燃料冷卻池仍然保持儲水的機能；加上氫氣爆炸將反應

爐廠房屋頂炸開反而使得從屋頂注水變得容易。如此一來 4 號機的用過核子燃

料冷卻池免於破滅的狀態，前述的避難計畫沒有實施只能說是僥倖。 

(3)被告的主張 

被告主張反應爐圍阻體中的爐心部分被灌滿高溫、高壓的一次冷卻水，對

於假設因管線的破損發生一次冷卻水流失的情況，確實有輻射物質外洩之虞，

因為用過核子燃料是存放在經常保持 40 度以下的水中，如果能確保浸在水中的

話即可，沒有用堅固設施包圍的必要。但是如下所述被告主張顯然失當。 

ア 關於冷卻水喪失事故 

用過核子燃料冷卻池因為破損導致冷卻水喪失的話，將無法保持被告

所述完全浸水之狀態，這種強況下的危險性與反應爐圍阻體的一次冷卻水管

線破裂的情況並沒有很大的不同。倒不如說因為用過核子燃料比起反應爐內

的核子燃料含有更多的核分裂生成物，如同(2)所述，只比較受害嚴重性的

話，可說用過的核子燃料是較為危險。將核子燃料密封在反應爐圍阻體這樣

的堅固設施內的技術，雖然是為了不要讓與核子燃料有關的放射性物質外洩

到外部，但也有保護核子燃料免於反應爐圍阻體外部事故的一面，例如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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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燃料免於反應爐廠房內發生的突發事故。結果做為五層防護中第一層防

護的燃料丸(原文燃料ペレット)熔解溫度，比起反應爐圍阻體的熔解溫度要

來的高(依照被告準備書面(14)7 頁所示，①燃料丸②燃料丸包覆套管③反應

爐壓力容器④反應爐圍阻體⑤廠房的熔解溫度依序為①為 2800 度②為 1800

度③及④為 1500 度⑤為 1300 度，越外面熔解溫度越低)，反應爐圍阻體對於

從爐心內部發散的熱衰變無法確實達到防禦的機能，反應爐圍阻體的機能能

說是保護核子燃料防止反應爐圍阻體外部所生的意外狀況。另外被告主張並

不要求反應爐圍阻體具有其他的機能，但是另外一方面卻又賦予成為反應爐

圍阻體外殼的設施具有防止龍捲風的功能(甲 68、35 到 36)，因此無法採用

被告的主張。 

福島核電事故中儘管沒有被如同反應爐圍阻體般堅固的設施所包覆，4

號機的用過核子燃料冷卻池承受住廠房內的氫氣爆炸，沒有因為破損等原因

造成冷卻水的喪失或者因為爆炸殘骸掉入冷卻池造成用過核子燃料重大損傷

(甲 1，159 到 161 頁；甲 19，215 到 240 頁)，只能說實在是幸運。用過核子

燃料也應該要與反應爐圍阻體內爐心部分一樣，能夠以堅固的設施強化防禦

以防止外部不可預測的事故產生，才能說是初次採取萬全的措施。 

イ 關於電力喪失事故 

在非上述因為破損導致冷卻水喪失的事故，而是因為全部電力喪失產

生乾燒之情況下，核子燃料從全部交流電源喪失起超過五小時起爐心開始毀

損。對此，因為用過核子燃料也持續散發衰變熱，雖然全交流電電力喪失讓

危險性增高，但危險性的發生並非以時間為單位計算。但是上述五小時的時

間相當的短，與此比較並沒有意義。 

被告主張即便電力喪失，在用過核子燃料冷卻池發生危險前可以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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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冷卻水；另外用過核子燃料冷卻池的冷卻設施耐震等級雖然為 B 級(參

考附件 4 註記 2 第 4 條 2 二)，因為仍保留一定的安全寬容度，對於基準地

震動仍保有相當的耐震安全性(第 3 的 3 被告的主張(2))。但是被告具有一定

的安全寬容度的主張無法採用已經於 5(2)說明過，地震超過基準地震動的話

或者即便沒有超過，用過核子燃料冷卻池的冷卻設備受損的具體可能性還是

存在。另外用過核子燃料冷卻池因為地震陷入危險狀態時，也必須預先假設

離接的反應爐與此併行或者先於此也陷入危險狀態的可能性很高，在這樣的

狀況下，很難認同被告能夠確實注水的主張。雖然被告主張基於福島核電事

故的經驗關於維持用過核子燃料冷卻池的冷卻機能採取多項措施，也加強注

入冷卻水等訓練，但是在重大事故中，已發生的事故是因為新的事故連鎖反

應造成，幾乎無法預測重大事故會如何進展。對反應爐及用過核子燃料冷卻

池兩邊冷卻失敗情況下的事故，首先就無法認為如同福島核電事故一樣地進

行，福島核電事故的全貌也並不是說已經被解開。例如，高濃度的輻射物質

若從鄰接的反應爐圍阻體外洩的話，這時要往用過核子燃料冷卻池裡面注水

是根本不可能。在不採取根本的措施下，所謂「基於福島核電事故的經驗」

的用語不應該輕易的使用。 

在本件用過核子燃料冷卻池中，從全交流電力喪失起不到三天就已經

無法維持注滿水的狀態(甲 70‧15-14 頁)。儘管造成悠關我國存亡的災害，

全交流電力喪失不到三天就已經陷入危機的狀態了。那樣的東西在無法利用

堅固設備密封下，可說是變成接近所謂裸露的狀態。 

(4)小結 

用過核子燃料是在本件核電廠運轉下每天都會產生的東西，加上為了設置

將用過核子燃料密封所需的堅固設施需要相當龐大的費用，這並非基於國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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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最應優先考量的見解，而不得不說是不讓重大事故發生的預期下成立的替

代方案。 

7、本件核電廠現在的安全性及禁止運轉的必要性 

如同以上所見，從保護作為國民生存基礎之人格權免於放射性物質危害的

觀點來看，並不只有本件核電所牽涉的安全技術及設備並不完備的疑慮，不得

不承認是在沒有確實根據的樂觀預期下首次成立的薄弱見解。 

從前述 4 所示的事實來看，本件反應爐及本件用過核子燃料冷卻池內的用

過核子燃料的危險性，並不會因為禁止運轉後就立即消失。但是，本件反應爐

內的核子燃料因為開始運轉會發出巨大的能量，另外一方面停止運轉後，隨著

時間經過能量會確實消失，因為電力喪失變成重大事故的情形也將消失，具有

造成毀滅性災害的用過核子燃料也會隨著時間的經過衰變熱喪失，另外停止運

轉也能防止衰變熱的增加。如此一來，禁止本件反應爐運轉可被認為是減輕上

述具體危險性的適切、有效的手段。 

現在，新的管理基準被擬訂，在各地的核能發電廠開始採取各式各樣的措

施。關於外部電源及供給冷卻水的部分，新管理基準中提高到能忍受基準地震

動的強度，為了配合大幅提高的基準地震動基準，進行提高設備強度的工程。

但是把用過核子燃料包圍在堅固設施的措施並沒有被採用(參考附件 4)。因此，

被告的重新運轉申請，在 5、6 中所指出的問題點沒有被解決的情況下，是有可

能通過新管理基準的審查，讓本件核電廠運轉。在這樣的情況下，本件核電廠

的安全技術及設備的脆弱性將持續。 

8、關於原告的其他主張 

原告主張在地震發生的強況下本件核電廠在停機的機能上具有缺陷(訴狀第

5 之 3、準備書 2 狀第 3、準備書 4 狀第 2)；另外，在喪失冷卻材質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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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冷卻水再循環集成槽(原文:冷却水の再循環サンプ)具有無法發揮功能的安

全技術上的缺陷(第 5 訴狀 1，準備書 7 狀 1)；因為在 3 號機溶接部的殘留應力

所導致龜裂及發生冷卻水洩漏的危險性(第 5 訴狀 2，準備書 7 狀 2)；因為海嘯

所致危險(準備書 5 狀、準備書 9 狀)；因為恐怖攻擊所致危險(準備書 1 狀第 3

之 3，準備書 16 狀第 5)；因為龍捲風所致危險(準備書 1 狀第 3 之 3，準備書 16

狀第 4)等各種因素所致之危險性。但是，這些危險性的主張可判斷為選擇性的

主張，因為在肯認上述地震發生時冷卻機能及密閉結構上具有缺陷之情況下，

原告所主張的其他危險性之有無，無審酌之必要。因為基於環境權的請求也是

選擇性的主張(參照第 6 次言詞辯論期日筆錄)，對該請求是否有理由也無判斷

之必要。 

原告們除了上述各點外，高階核廢料的貯存場尚未決定，核廢料的危險性

極高，至危險性消失為止需要數萬年的情況下，讓下個世代承擔核廢料處分之

重擔作為請求禁止運轉之理由。對於我們這個世代對往後幾個世代的人的責任

這種前所未有的道義上沉重問題，對審理基於現在國民之法律上權利所提出之

禁止訴訟的法院來說，是否負予判斷這個問題的資格顯有疑義，但是基於 7 所

述，就此點無判斷之必要。 

9、關於被告的其他主張 

另一方面，被告雖然主張本件核電廠的運轉與電力供給的安定性、降低電

費有關(第 3 之 5)，但是本法院考量的是，參與將對絕大多數人生存有關的權利

與電費高低問題等相提並論的討論，判斷這樣的討論是否適當本身就不被法律

所允許。比較我國對核能發電依存度等，可說是沒有必要考慮本件核電運轉停

止所造成電力停止供應與所伴隨對人的生命、身體危險間的因果關係。即便在

被告的主張中，本件核電運轉停止所造成的不便也只是電力供給的安定性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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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問題。與成本有關的問題雖然有對國家財富流出及喪失的議論，假設本件

核電停止運轉造成高額的貿易赤字，這不應該說是國家財富的流出及喪失，國

家財富是指富饒的國土及國民在富饒國土下生根生活，，本院認為如果無法恢

復到這種狀況才是所謂的國家財富的喪失。 

另外，被告也主張核能發電廠運轉對於二氧化碳排出的減少有所助益(第 3

之 6)，因此對環境較為有利。但是核電廠一旦發生重大事故的情況下，對於環

境的污染是相當可怕的，比較福島核電事故是我國立國以來最大的公害、環境

汙染，將環境問題做為核電廠繼續營運的理由本身就與事理顯有不合。 

10、結論 

基於以上所述，認為居住在從大飯核電廠起算 250 公里圈內的原告們(附件

原告目錄 1 所記載的各原告)，因為本件核電廠之運轉將有人格權直接被侵害的

具體危險存在，應認該原告們的諸項請求為有理由。 

原告們主張本件核電廠若發生重大事故的話，周圍的核電廠的員工無可避

免地必須避難，將導致周圍的核電廠也發生事故，同樣的事故反覆發生的結

果，將發展成日本全體國民喪失生活根基的災害。另外原告也主張在車諾比核

電廠事故中被放射性物質汙染的地區從車諾比電廠起算超過 1000 公里都還存

在，因此原告全體都可以為本件請求。這樣的主張雖然可以理解，但是這些假

設的危險性並無法被認為具有對足以做為請求禁止本件核電即所謂特定的核電

廠運轉的具體危險性。從而，居住在從大飯核電廠起算 250 公里圈外的原告們

(附件原告目錄 2 記載的各原告)的請求無理由，其請求予以駁回。 

 

 

    福井地方法院民事第 2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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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官   樋口英明 

               法官   石田明彥 

               法官   三宅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