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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去年參加清華大學深耕輻射與核電知識科學營，剛好是 311 日本福島核電廠爆炸事件經
過不久，因為大家對於看不到的輻射危險總會特別恐懼，包括我自己在內，原本對於輻射也
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報章新聞談話節目大力放送核輻射的危險和恐怖，大家都人心惶惶，對
核能發電充滿無限的恐懼。從核四廠建立之初至今，常常看到一些反核人士，高喊著環保及
防止幅射污染的口號抗議時，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對於反對核能只是基於對核污染的粗淺
認識而已，大家對於反對核電廠建立的觀念上，缺乏深入的認知與了解，所以一直無法達成
應有的共識，絕大多數的人也都想了解所謂的『真相』
，懷著對核能的好奇心，而我在去年參
加了貴校所舉辦 2011 暑期「深耕幅射與核電知識」科學研習營活動，開啟了一連串的核電知
識之旅，讓我對這方面有了更進一層的認識。很高興今年能有機會到日本參觀核電設施，以
及與日本學生交流對核能的看法。

福島高校交流

女川核電廠展示館

我眼中的核能
核能發電確實蘊藏著危機，但經由媒體聳動的報導，核電廠儼然是顆原子彈，經過深入
的了解會發現我們現代的人類無法不依靠核能發電。核能有許多用途，目前我們利用核能當
動力從事發電，提高人類的生活水準；在醫學上利用它來醫治病症，增進人類的健康；在農
業上利用它來消滅病菌和害蟲，延長蔬果儲存時間，改良農作物的品質，增加農業生產;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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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上利用它的放射來檢查產品；在科學上利用它來從事太空探險，製造核能電池，測定化石
年代等等。由此可知，核能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用途非常的廣泛。
核能發電廠和火力發電廠一樣是利用水蒸氣來推動汽輪機，帶動發電機發電，其不同的
是核能發電是用鈾作為燃料來代替煤碳、石油或天然氣的燃燒，看不到火亦看不到煙霧，不
會造成空氣汙染。目前核能發電是利用鈾 235 為燃料，當它在反應爐中進行核分裂連鎖反應
時，會產生大量的熱能，將水加熱為水蒸氣，推動汽渦輪機，再帶動發電機產生電力。
臺電公司核能一廠、核能二廠所採用的核反應爐是沸水式反應爐(BWR，Boiling Water
Reactor)，其爐心燃料所產生的熱能，使鈾燃料棒周圍的水直接沸騰產生蒸氣，再把蒸氣用鋼
管引導到汽輪機帶動發電機發電的，然後以海水冷卻回復液態送回壓力槽內。沒有化為水蒸
氣的水，則以再循環水泵送出高壓水帶動噴射泵，在壓力槽內造成強制循環。
臺電公司的核能三廠所用的核反應爐是壓水式反應爐(PWR，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
以爐心把水加熱到華氏 600 度 ，但是由於受到高壓力，水也不會沸騰，把這不會沸騰的高溫
熱水，再用鋼管引到一個叫「蒸汽產生器」的設備裡，把熱管外圍的水加熱，使之產生蒸氣。
管內和管外的水不曾相混，所以，管內的水可以用抽水機打回爐心，再用管外的蒸氣引到汽
輪機來發電。
核能發電能為我們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量，並且一粒燃料丸就能產生電子 2044KWh，燃
料丸體積小、重量輕，運輸及儲存方便，其發電成本穩定較不易受到國際能源價格波動的影
響。台灣有超過 99%的能源依賴進口，雖然鈾的進口會造成碳足跡，但在核能發電的過程不
像火力發電般產生大量的二氧化碳，核能發電可能為我們減少溫室氣體，且擁有強大的發電
功率，我們的生活中怎麼能缺少核能發電這樣的一個好選擇。

大眾眼中的核能
「談核色變」─一般大眾對核能發電最主要的疑慮之一就是核輻射的問題，以往民眾大
部分都是經由媒體報導認識核能，幾乎都是由被動方式得到核電資訊，只有少數真正想了解
核電的人才會主動尋找資料。畢竟媒體不是萬能，也不是核電這方面的專家，有時製造誇張
的標題，為的就是吸收較多的讀者，較為糟糕的是甚至連報導內容也錯誤連連，這更加深民
眾對核能不好的印象。為消除不必要的疑慮及恐懼，有必要增加人民對放射核種的來源、種
類及分佈的了解，並定時或隨時(如有必要)公佈核電廠環境監測結果。
311 日本福島第一核電廠爆炸事件，經由媒體的大肆報導，距離日本不遠的台灣人民從
此對核電廠貼了害怕的標籤，害怕的心理來自於對核電的不了解，他們可能只看見核分裂後
產生的輻射所帶來的危險，卻忘了核電帶來的強大效益。

認識核能發電
核電廠一旦開始運轉後，每天就會不間斷的生產放射性廢棄物，其中有所謂的「低放射
性」核廢料，這裡面包含核電廠內的工作人員的防輻射衣、手套、接觸過一些低放射性物質
的東西，使用過後需要丟棄的就是低放射性的核廢料。需經過壓縮，然後用水泥被覆，放入
用鋯元素製成的防腐蝕的桶子。這些物質人們只要待在核廢桶旁五小時就有生命危險。最近
國內也為了低放射性廢棄物儲存在蘭嶼的議題吵得沸沸揚揚，蘭嶼拒絕再接受核廢料，反觀
現在日本把這些低放射性核廢料，全部拿去青森縣的六所村核燃基地存放，預計在那裡埋設
國立南投高中 陳妤甄

共 8 頁 第 2 頁

三百萬桶，管理三百年。起初日本的青森縣六所村低放射性廢物最終處置場要設立時，其實
居民們一開始是不太反對的，只有少數外地來的和專業反核人士站反對立場，因為誰能預料
三百年後，這些核廢桶會變怎樣？這些廢棄物的管理業者還永續存在嗎？但自從設立後到現
在將近 20 年，居民們也說他們不可能是完全不擔心的，但低放射性廢物最終處置場蓋了那麼
久，到目前為止也沒有造成任何影響，反而讓他們的生活更富裕。

左圖：日本青森縣的地理位置

右圖：青森縣六個所村低放射性廢料處置設施鳥瞰圖

但除了這些「低放射性」核廢料外，另有一種「高放射性」核廢料，也就是核能反應爐
內所用完的燃料，如未反應的鈾元素、燃料棒、控制棒、重水等，具有高度的放射性。它必
須與玻璃一起固化，並封閉在堅固的金屬容器裡，人類只要站在容器旁兩分鐘就會死亡。這
些散發高熱的核廢料必須持續冷卻三十至五十年，等溫度降低後再把它埋入幾百公尺深的地
底，存放一萬年以上。北歐國家─芬蘭採取在地下四百公尺挖核廢料儲存庫，盼能將此至少
密封十萬年。北歐國家因為地盤非常穩定，還可以期待不會發生地層變動而暴露出來，雖然
誰也無法保證、見證那麼久以後的事，況且台灣的核電廠密度排名世界第一！同樣位於環太
平洋地震帶的日本、台灣，怎麼找也找不到這種地方可以儲存，還有台灣的核電廠有個特色
是：鄰近地帶不是有斷層就是有海底火山；當前最燙手的問題就在於最終處理場，這問題至
今仍遲遲不能解決，也因此造成人民心中的不安。
目前這些東西仍大多放置於核電廠內，尚未外送處理。現在各核電廠暫時都將高輻射的
核廢料，儲放在各自廠區內原子爐上方的核燃料冷卻池裡，原本是三十組一束，插在類似傘
架的長方形容器裡，但後來變成六十組一束，現在又變成九十組一束。目前各核電廠的冷卻
池都大爆滿，用過的燃料棒沒地方放，無法換新棒，只好增加冷卻池的儲存密度。核電廠是
用來發電，已是輻射污染區，再存放廢料無異是污染加污染。尤其廠區比一般地區的中子數
多，中子我們是看不到，中子碰到一般金屬的鈷五十九，就會變成具有放射性的鈷六十。國
內處理核廢料會把廢料放在鋼桶裡面，但廠區的中子會讓鋼桶的鈷五十九活化成可以致命的
鈷六十，再與核廢料的鈷六十加起來，最後是加強整體的輻射強度，所以把核廢料放在廠區
是件極危險的事情。台灣核電三十幾年來，上萬組用過的燃料棒都儲放在四個原子爐上方的
冷卻池裡，每個池有二、三千組，這樣的數量非常驚人，在世界上也很少見。核廢料之間的
儲存距離非常重要，單單是燃料棒吊上吊下更換時不小心掉落的風險，或作業人員不小心將
重物掉到池裡，都有可能會造成破損而產生核反應，池裡的燃料棒密度越高，發生事故的可
能性就越高。
各國處理核廢料方式不是埋藏在陸地下就是掩埋在海底，因為輻射線有害人體，所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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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埋得愈遠、愈底層對人類來說是愈安全。話說低階放射線至少要監測 300 年才可以確定
其安全穩定性，可是台灣有些核廢料是屬於高階放射線，就算監測 300 年也沒用，因為毒性
是一點也不會衰退。再想想那些需要看管上萬年的核廢料、還有管理核廢料也需要電力跟石
油，到時能源的總使用量必定超出核電所產生的能量。而且負責管理這些東西的不只是我們，
也是往後世世代代子孫的職責，所以必須做好萬無一失的安全措施。
核廢料的輻射會對人體有危害，照射劑量不宜過多，輻射可能造成細胞突變，甚至導致
死亡，種種因素正是人們害怕核廢料放出輻射的原因，但如果可以把低放射性廢料妥善的處
理，將會得到人民的信任和多一點放心，就可以像日本青森縣六所村低放射性廢物最終處置
場一樣，在附近的奧入瀨溪流依然優美，青森出產的蘋果依然香甜好吃，不知道有座低放射
性廢物最終處置場在其中的人可能還會很驚訝，這樣的好山好水竟然完全不受影響。另外核
燃料在反應爐中使用後，其中仍含有 97%~96%可再重複使用的物質(如鈾與鈽的原子)，核燃
料棒所含的「鈽」不僅可以再供反應器使用，也可以成為核武的製造原料(這部分就有些可怕
了)。

日本的核電
日本六所村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位於日本青森縣上北郡六所村，該處置場於 1990
年開始興建，1992 年完成並開始運轉。第一階段容量為 40,000 立方公尺，約為 200,000 桶，
處置設施規劃為 40 個處置坑，每一個處置坑為 24 公尺長、24 公尺寬、6 公尺深，劃分為 16
個處置槽，每一個處置槽分為 8 層，每層 8 列、5 行，可容納 320 桶廢棄物桶(每桶 55 加侖)，
每一處置坑可容納 5,120 桶。目前每年約接收 20,000 桶，預估 2012 年告一段落。日本六所村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係視實際需求分階段規劃施工，當最終階段完成後，六所村處
置場之處置容量將可達 60 萬立方公尺，約為 300 萬桶。
低放射性廢棄物先暫存於廠區貯存設施內，最後仍需運至最終處置場處置，低放射性廢
棄物最終處置場的安全功能設計，世界各國皆採「多重障壁」的概念，也就是利用多項的防
護措施，隔絕放射性廢棄物於人類生活環境之外。這些多重障壁包括放射性廢棄物固化體障
壁、廢棄物容器障壁、工程障壁、填充材料障壁、排水設施障壁及天然障壁等，且將來處置
場尚需監管三百年，故在此嚴格管制下，並無核種外洩之虞。
選擇最終處置場時最重要的考慮是如何避免或減少因地下水等媒介將放射性核種遷移至
人類生活圈。最終處置場可藉多重障壁之設計來阻滯放射性核種的遷移，確保長期置放的過
程中，不致對環境品質與人類生活安全造成不良之影響。目前美國、法國、日本、西班牙、
瑞典、德國、英國、芬蘭、南非等國皆採用此種方式處置低放射性廢棄物，且順利運轉中。
日本的 311 大地震，在比較接近震央的女川發電廠沒有爆炸，但距離較遠的福島第一核
電廠卻爆炸造成輻射外洩，從這就可以了解到核電廠發生爆炸問題算是人災而不完全的是天
災，因為人為的連續疏失，以及訓練不足，再加上發電機具不合標準所導致，在台灣所採用
的標準發電機具，更加強對員工進行危機處理的實地演練，何況由國外核電廠發生問題後，
也實際證明了圍阻體確實是有功用的，因此在安全疑慮上也可安心。福島在核電廠爆炸後輻
射外洩，導致民眾對核能發電充滿無限恐懼。東京距離福島核廠的直線距離約為 220 公里，
與輻射源之距離增加輻射場的強度會急遽降低，所以不去考慮直接輻射的影響。但這次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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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意外影響我們較嚴重的是核分裂時產生的分裂產物散逸出來，也稱之為放射性落塵，會產
生影響人體健康的游離輻射。其中最先偵測到的放射性元素是碘 131 和銫 137，其次是鍶 89
和鍶 90 等。

女川核電廠

受地震肆虐催毀校園

女川核電廠展示館

女川核電廠展示館

放射性物質的特色是有半衰期（其放射性活度衰減一半所需的時間）
，其中，核能意外中
易被測出的銫 137 半衰期達 30 年，也就是大約要 300 年後才能在自然界中消失；在福島核災
中也已測出銫 137，這樣的物質進入海水裡，雖然大海具有相當的自清能力，可以稀釋放射
性物質在環境中的濃度，但並無法稀釋這些物質本身的放射性。也就是說，輻射污染已隨著
福島核災進入海洋，將直接影響海洋生物、間接透過食物鏈而進入人類及海洋高階掠食動物
如鯨豚、鮪魚等的體內，導致「體內受曝」
，這比起體表受曝的殺傷力更大，且輻射物質比起
工業常見的重金屬毒害更加難以代謝，進入體內的放射性物質，通常在三至五天內會隨著汗
水或小便排出身體；但這些物質在體內循環的過程會對人體帶來傷害——更何況它們並不會
百分之百排出體外。長年累積下來的放射能將會帶來疾病。
日本經濟產業省總合資源能源調查會基本問題委員會，將 2030 年核能依賴度目標設定為
0%、20%、25%、30%等 4 種方案，日本政府於 2010 年策定的能源基本計畫中所設定的目標
為在 2030 年前將再生能源依賴度提升至 20%，日本中央環境省議會預估 2020 年日本太陽、
風力等再生能源導入比重最高將達 20.1%、2030 年則將上看 34.8%。2030 年的公投，日本民
眾都頃向於核電 0%發展，但沒有核發發電又可能造成其他問題的形成。
福島核電站在事故前，並不是對海嘯防護能力不足沒有認識，現在已有報導，東電研究
人員數年前做出的估計表明，該核電站出現超越設計基準海嘯的概率絕對不能忽視，國際原
子能機構組織的同樣評議報告中，也指出了海嘯防護能力不足的問題，日本的民間核資訊機
構也向東電提出過這個問題。但即使如此，福島核電站依然通過了監管機構延長服役壽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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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顯然，這反映出的並不是某一個監管操作上的局部問題，而是整個監管體制的問題。
核安全監管從根本上來講，是一個糾錯體制，福島核電站事故使整個世界核能工業失去了藉
口，這是在一個有最認真的監管當局，有最好的企業安全文化，當今核電主流堆型上發生的
事故，事實驗證核能安全一旦失控，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是海、陸、空、動植物包括人類都無
法豁免的。過去，人類抱著「人定勝天」的信念，用層層圍阻體、厚厚的水泥牆來建構核子
反應的安全係數。如今，在氣候變遷日趨極端之際，日本的超級震災及海嘯戳破了核電安全
的神話。福島核電站事故對日本和當前的世界核電工業界無疑是個悲劇，但對人類的未來也
可能是一件幸事。

輻射疑慮
輻射依其能量的高低或游離物質的能力可分為「非游離輻射」和「游離輻射」兩大類；
非游離輻射指能量較低無法使物質產生游離的輻射，例如太陽光、燈光、紅外線、微波、無
線電波、雷達波等。游離輻射是指能量高且能使物質產生游離作用的輻射，通常又可區分為：
電磁波輻射，如 X 射線及加馬（γ）射線；粒子輻射，如阿伐（α）射線、貝他（β）射線及
中子射線。一般所謂的輻射或放射線，都是指游離輻射而言。
不同的輻射具有不同的穿透能力，阿伐（α）射線的穿透能力最弱，一張紙就可以全部把
它擋住。貝他（β）射線雖能穿透普通的紙張，但卻無法穿透鋁板。加馬（γ）或 X 射線的穿
透力最強，需要適當厚度的鉛板或更厚的混凝土才能有效地阻擋，而能有效使中子減速而降
低能量的材質則為含氫的水、石蠟或混凝土。
除了核能電廠輻射的問題，另一個冷卻水所造成的熱汙染，核電廠大都在冬季進行定期
保養。保養結束後，幾十噸的放射性廢水會被直接排入大海。而在平常運轉時，也會有每分
鐘數十噸單位的大量廢熱水被排進海洋。核電廠的冷卻水處理措施是將冷卻水混以大量海水
降溫之後再將之直接排出到海洋，在核電廠出水口附近海水的水溫會大約上升３~４℃，海中
的生物，無論是浮游動植物甚至到一些小型魚類，它們對水溫上升的敏感度比人高很多，所
以很明顯此溫度上升範圍對於一些較敏感魚類來說已經足以致命或致病，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溶氧量，溫度上升隨之影響的尌是水中的溶氧量，溶氧量降低，會使該部分海域的環境負載
力下降，影響生物族群的數目和大小。
除了排放的廢熱水之外還有一點是從進水口引入大量海水時，往往會將魚苗、魚卵、或
是一些小型比較無法抵抗進水口水流的生物吸入到管線中，影響到魚苗或是新生海洋生物的
存活，使得在下一年的時候這些生物族群無法達到該有的族群數目及規模，但這都是影響附
近海域生態的最大關鍵。政府或電力公司總是滿口保證核電絕對安全，久而久之國民也對核
電造成的環境影響變得莫不關心。

核電未來的發展
國內每次碰到停建核四的訴求議題時，台電就會威脅大家─核四停建，台灣可能大缺電。
到底台灣沒有了核電，我們的電力夠不夠用？這個答案，今夏的日本已經替我們做出解答，
經過福島三一一核災教訓之後，日本產業開始深思力行沒有核電的可能，省電成為全民首要
行動，並且證明是做得到的，日本汽車工業龍頭鈴木汽車董事長鈴木修即表態：身為人類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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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關核廠，沒有核電也不會缺電。東京這個擁有三千萬人口的大都市，過去日本總供電量
中，核電曾經占到近三成的比率，在這個夏天失去五分之一的電力供應條件下，每天在超過
攝氏三十二度的火熱七月之後，東京不僅燈火通明，還有很多額外發電能力，原本根據估算
只要省 15%電力就可以了，但現實卻表現得更好，透過工廠運作時間錯開的方式，工業界省
下了 25%的電力，擁有 10 萬人口的東京大學更率先省下 45%，日本人民發現，自己原來可
以不那麼依賴核電，那台灣呢？台灣是否需要繼續依賴核電呢？
既然日本做得到，相信台灣也做得到。核電、用電都是生活的基本問題，台灣本身在核
電議題上欠缺明確方法論述，以至於很快就變成少數掌權者的政治議題操控。當有一方反核，
另一方甚至將他套上藍、綠色彩，如此一來便無法理性平和對話，永遠無法將問題本質好好
地說清楚。台灣一旦發生如福島規模之核災，台灣如何應變呢？原能會只規劃 5 公里範圍內
往外撤，而學者則推算 150 公里最安全，因此假設核一、核二（加上核四）出狀況時，當地
居民至少得撤到南投縣以南；換成是核三廠拉警報，則台南新營以南的民眾皆得往北撤。目
前來說疏散幾乎不可能，畢竟一但高輻射外洩那範圍之廣是我們無法推算想像的，最好的作
法就是防範，在出問題前能有效的檢測出而進行關廠或修繕，可是有人會覺得奇怪，為什麼
不把核電廠暫停起來修理？因為核電廠若是停機十小時，台電一座機組損失就至少新台幣二
千四百萬元，台電講求的是「運轉效益」
，運轉是為了賺錢，電力公司才不會做這種虧本的事，
在企業眼中，金錢比人命重要。必須在相當緊急時才會「停機」進去維修，大部分時間是不
輕易停機維修的！
若以福島 311 的規模換算，台灣人民勢必將無路可退，而且當核災發生時，並非如天災
發生瞬間後即漸停頓進入善後，核災是一場漫長無終了的淹沒戰。以台電的立場看來只是機
具設備的損失，且依照合約，台電有免責權，不須為天災導致的核災負責。近年來天氣異象
不斷，誰也不敢說我們將來不會面對核災窘境，因為天災的變幻莫測，災變有可能就因此爆
發，至今我們雖還未曾感受到幅射外洩的威脅，經日本 311 強震帶給大家不少省思，不要等
到災難無可挽回的程度，才會想到要徹底的改變與檢討。
我認為無論何種發電方式，一定程度的汙染是有的，由於目前地球排放二氧化碳過量，
現今各國的發電方式─火力發電是主流，造成二氧化碳排放而導致溫室效應的問題，因此要
降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必為減少火力發電而採其他發電方式，然而自然的發電方式如水、潮汐、
地熱、日光能發電，不是成本太高就是供電不穩，核能發電是原子不斷分裂所散發的能量來
發電，雖然核能發電不會製造二氧化碳，卻有輻射外洩與核廢料處理的問題，強烈的輻射產
生會對人體有害，若是能以核融合的方式來發電就無這些疑慮了，現在有許多學者朝這方面
來研究，在沒有其他更好的發電方式前，核能發電大概是最後的選擇，所以整體而言無論哪
種發電方式，最重要的問題是在於對有可能造成的汙染有何防範措施。

學習心得
此次到日本福島高校與日本學生交流，交換很多對核能的看法，得知日本人民提議公投
取消在 2030 年前把核電提高到 50%的計畫，日本將要走向核電 0%，日本的學生也為此擔憂
抱持著觀望態度，核能發電有利也有弊，兩者之間一線之隔，令人又愛又恨。日本政府向來
仰賴核電和化石燃料為能源政策的支柱，現在要新增兩大支柱：包括太陽能、風力和生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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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再生能源，以及節約能源。日本在節約能源方面的成就向來領先群倫，但在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上落後給其他國家，比美國和歐洲還慢採用太陽能和風力發電，今後必須致力走向於
發展一個省能源社會。
目前的核能發電利用的是核分裂，現在人類正朝著核融合的方向研究前進，但核融合就
像太陽內部的反應一般，釋放出的熱能高出核分裂好幾倍，這樣的高溫還尚未找到最適合的
材料來承受。核融合的成功發明將會是人類的最大福祉，人們也將不會再為核能發電而論戰，
但目前為止在核融合尚未能正式使用來發電之前，我們只好依賴核分裂的方式發電。許多人
會提倡可以使用太陽能發電、水力發電或風力發電，但這樣的再生能源發電通常設備的費用
昂貴，發電效益也不一定夠好，種種發電方式有利也有弊
日本 311 地震與海嘯重創福島核一廠，掀起民眾對核電廠安全的疑慮。已嚴重阻礙全球
核電復甦腳步。也導致許多國家改變對核電的立場，例如德國已宣布暫時停建新的核電廠。
加速實施一項 25 年逐步廢除核能的計畫，希望在 2020 年前就達成目標。日本經過限電考驗
後發現暫停建造新的反應爐帶來的衝擊沒有想像中嚴重，因此許多人不認為日本的需求有大
到需要興建這麼多座核電廠。展望各國逐漸限縮或停止對核電的依賴，轉向可能提高石油價
格的策略，發展太陽能和風力等再生能源，我們政府面對核四廠問題更當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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