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輻射與核電知識訪日心得報告
曉明女中 黃苹萓

在還沒參加六月二號和三號的兩天研習之前，我確實是對核能有種不好的印象。因為以
前曾聽說過車諾比事件所造成的巨大影響，而日本也才剛發生福島核電廠事故。但經過這兩
次的研討會後，我從一開始的不贊同轉變成認為核能是目前最適合台灣的發電方式。
常常有人說要用再生能源替代核能發電，但經過這次我們報告所蒐集的資料，台灣風力
發電的發電量非常不穩定，在用電量最高的夏天的發電量竟遠遠低於冬天的發電量；台灣的
河川短小且水流湍急，所以並不適合發展水力發電；太陽能發電因為成本過高，不符合經濟
效益，所以太陽能在台灣並不常見；而火力發電雖然發電量穩定，但他所排放的廢氣會對環
境造成很大的影響，像是二氧化碳，是造成氣候變遷的主要因素、二氧化硫會造成酸雨，影
響生態或破壞歷史建築物、氮氧化物和二氧化氮會造成健康問題和酸雨；風力發電會影響到
野生動物的棲息地，也有報導指出有鳥類死於風力渦輪機的運轉，而在風力發電機運轉時會
產生噪音影響到住在風力發電機附近的人；水力發電會造成生態破壞，像是魚類可能會死於
渦輪機的刀片，所以現在有一些水壩設有特殊的設施幫助魚類逆流而上，而建設水壩會損失
一大部分的陸地資源，另一個缺點是有時候水壩會要建設在有人居住的地方，這時候就必須
要人口遷移，過去有的例子是埃及的阿斯旺水壩和中國的三峽大壩；太陽能電池在製造時需
要消耗一大堆水，而不同種類的太陽能電池需要不同的製作材料，有些的材料是具有毒性的，
會對環境產生不好的影響。
核能最大的汙染就是核廢料，核廢料的存放位置一直都是台灣目前最大的問題，民國 61
年，政府開始以國防工業為由，尋覓核廢料處置場，63 年選定蘭嶼為「台電核廢料貯存場」，
70 年，雅美人發現進入蘭嶼的是核廢料不是工廠時，開始展開抗議。91 年 12 月底，蘭嶼當
地發動 7 天的大規模抗爭，當時的經濟部長陳瑞隆親自登蘭嶼協調，允諾成立「蘭嶼核廢料
場遷場推動委員會」和「蘭嶼總體社區營造推動小組」
。92 年遷場推動委員會開始運作，
「低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條例」送到立法院。95 年 5 月 24 日，總統公布選址條例，將「核廢
料」定義為「低放射性廢棄物」
，且明定經濟部為最終處置場的選址主管機關，同時成立「選
址小組」。95 年 11 月 17 日，依據場址條例發布「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禁置地區
及範圍及認定標準」。97 年 8 月 19 日，完成潛在場址票選並提報經濟部，97 年 8 月 29 日公
告「台東縣達仁鄉」、「屏東縣牡丹鄉」、「澎湖縣望安鄉」等 3 處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
施潛在場址。98 年 3 月 17 日公告「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
，建議將台東縣達仁鄉及澎湖縣
望安鄉列為建議候選場址名單，但因澎湖縣政府將望安鄉東吉嶼大部分私有土地一併納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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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留區」
，以致不符合選址條例須有二處以上建議候選場址之規定，故
未能依原規劃期程於 98 年 12 月底前辦理公告核定作業，導致選址後續作業及階段目標推動
期程必須順延。經濟部於 99 年初經選址小組決議重回潛在場址篩選調查階段作業。最後經濟
部於 99 年 9 月 10 日選定的是金門烏坵鄉和台東達仁鄉，把這兩處列為低放射性核廢料最終
儲置場建議候選場址。但兩處的意見不太一樣，烏坵鄉鄉長保持著反對的意見，而達仁鄉鄉
長是很難抉擇的，一部分希望能靠回饋金帶動經濟，改善人民的生活，一部分當地也希望發
展觀光，部落也在進行石雕和木雕創作，但核廢料的存放卻是與當地的發展相悖，所以鄉長
和一部分的居民只能消極接受。
在與福島高校交流時，台東高中的學生就上台發表，他認為不要讓台東的居民覺得是因
為沒有地方想放核廢料而放在他們那裡，讓他們感覺是把垃圾丟在那，他說不要讓他們有種
被欺騙的感覺。當初蘭嶼被告知只有要存放低放射性物質，但後來卻發現高放射性物質也有
放在那，而中間曾因核廢料管理技術人員的疏失，核能廢料桶有三萬餘桶發生粉化銹的情形，
導致輻射外洩。台東的居民都希望台電能跟他們好好說清楚，不要讓他們有被騙的感覺。去
女川核電廠參觀時，台東高中的學生也去詢問那裡的人員，如何讓女川的人民接受設置核電
廠，人員說明他們給予居民許多福利，像是定期舉辦老人的活動等，讓居民真的有享受到這
些福利措施。反觀台灣，台電為了讓達仁鄉的村民接受設置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潛
在場址，而說要做了一些福利措施。面對達仁鄉鄉長的消極接受，達仁鄉鄰進的大武鄉不少
的村民卻強烈反對，在大武鄉經營海產熱炒店 40 多年的林景足表示，南田居民期待回饋金改
善生活，根本是被台電洗腦了，
「這些回饋金都是發給鄉公所等單位，讓他們去進行公共建設，
根本沒有發到居民手中。」 她的兒子鍾志鴻也表示，台電一直提出核廢料場可以增加就業機
會，之後也會有福利政策，給予學生免費營養午餐等，但這些政策有的縣政府都已經在做了，
根本不需要台電再來協助。台電會贊助當地的活動，要求這些接受贊助的居民必須表示支持
核廢料貯存場。林景足直言，核廢料如果像台電說的沒問題，或同意儲存核廢料可以帶來這
麼多好處，哪裡輪得到台東，全台各地早就搶著要放。鍾志鴻也表示：
「如果沒有龐大的金錢
利誘，怎麼會有人去推動這件事？」但是這裡是地震帶，一旦被標記上核廢料貯存場，以後
誰敢來消費？「萬一哪天出事，這些做決策人早就不知道去哪了，誰來替我們負責？」所以
可見台電並沒有得到人民的信任，必須要進一步教育村民，核廢料並沒有想像中可怕。
許多居民反對的理由是為什麼要把核廢料放到人比較少的地方，不放在都市裡，顯得核
廢料真的像垃圾一樣，沒有人願意收留，讓他們覺得自己和他們所居住的地方是被大家所拋
棄的。但真的就像李敏教授所說的，如果在運輸核廢料的途中，真的不小心發生了什麼意外，
是在都市嚴重還是鄉下嚴重，這是一個可想而知的答案。我想目前部分居民強烈反對在他們
家園設置最終處置場的原因可能是他們不太了解最終處置場是如何運作的，我們去參觀完六
所村的處置設施後，我真的覺得其實他們的處置設施做得非常好，世界各國低放射性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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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處置場的安全防護皆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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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固化體障壁：將廢棄物與固化劑混合固化，使放射性核種被
緊密地拘限在固化劑中不易移動。2.廢棄物容器障壁：在容器的有效壽命內，具有隔絕廢棄
物固化體與外部滲流水接觸的功能。3.工程設施障壁：用以堆置廢棄物容器之工程結構物，
具有長期隔絕廢棄物容器與外部滲流水接觸的功能。4.填充材料障壁：填充材料具備低滲透
性及高吸附等特性，可使外部滲流水不易入侵到工程設施，即使外部滲流水與廢棄物接觸，
放射性核種仍會被填充材料緊密的吸附住，而不易遷移。5.排水設施障壁：在處置區域周圍
有完善的排水系統，使滲流水在未進入填充材料障壁前就被排水系統隔絕。6.天然障壁：利
用處置場附近優良的地質條件，將極微量的外釋核種予以吸附，使放射性衰減到無害的程度。
日本六所村第一期處置場已處置 19 萬 9 仟桶低放射性廢棄物，接收來自核能電廠與再處理廠
之低放射性固化廢棄物。六所村處置場有兩個主要設計目標：一為早期以人工障壁確保放射
性核種侷限於處置場內，在低放射性廢棄物置放處置設施後，再以水泥漿將空隙填滿，以防
止水與廢棄物桶接觸。此外，在處置窖底鋪設多孔隙混凝土層，可將滲透水予以收集、偵測
後排放，以防止水與廢棄物桶接觸；二為確保長期處置之安全性，處置場建於 Takahoko
formation 岩層上方，處置層上方覆以至少 4 公尺厚膨潤土與砂之混合層，再以一般土壤回填。
此種設計可確保處置場在地下水之上方，且將來土地再利用時也不易被破壞。總共算起來，
足足有八道防護，也難怪日本人如此放心，介紹的人員說等我們幾十年後回來上面的土地就
變成一大塊草皮了。低放射性廢棄物內所含放射性核種以鈷-60 為大部分及少量的銫-137，而
鈷-60 它的半衰期約為 5.3 年，故經 300 年後，絕大部份的放射性都將消失得無影無蹤。他還
說當日本人和韓國人去參觀那時，看完他們的處理設施後都感到很放心，台灣人在那裡感到
放心，結果回來台灣後又開始抗議，可以見得台灣人人云亦云，不能堅持自己的立場，但其
實會這樣應該也是有跡可循的，因為在蘭嶼的最終處置場的核廢料桶，桶和桶的空隙是沒有
填混凝土的，蘭嶼人接受太多的矇騙了，從一開始的罐頭工廠到後來的核廢料，說是暫時存
放結果卻因核廢料處理最終場址的選定程序過於漫長，以及把核廢料運往國外處理的計畫失
敗，而放了 30 個年頭。
許多人對核電廠的另一個疑慮是環保生態問題，在 1993 年 7 月下旬，新北市金山鄉環保
人是於核二廠溫排水口附近捕獲畸形幼魚，因其外形有明顯的脊背隆起，看起來很像布袋戲
裡的駝背怪客「秘雕」，所以環保組織就戲稱它為「秘雕魚」
。一些環保與反核人士強烈質疑
輻射造成畸形魚，但後來發現秘雕魚是由水溫偏高造成的，證據如下：
(1)畸形魚染色體數目與正常魚完全相同，應與輻射無關。將魚苗照射高劑量輻射後仍無法得
到畸形魚。出水口無法檢測出輻射或重金屬汙染。
(2)目前只有水溫可從室內重現與現場捕獲型態完全相同之畸形魚(約 10 公分體長)即將 1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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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之正常魚苗置入攝氏 37 度以上之高溫中飼養，二週以上即全長成畸形魚，攝氏 36 度
時則約一半。
(3)畸形魚放回常溫中養，椎彎即會逐漸恢復正常，魚體愈小，成長愈快時回復愈佳。若是輻
射所致，則以椎彎的個體應該不會恢復。
(4)人工魚缸放核二廠出水口海水與底泥，只有攝氏 37 度時魚才會畸形。此缸水自然冷卻到
攝氏 35 度以下，魚就不畸形。
(5)高溫使魚體內維生素 C 破壞或不足，導致膠原蛋白羥脯氨酸量不足，魚骨與肉成長不正常
與不協調而畸形。添加高量維生素 C 於食餌後，則即使水溫高達攝氏 36 度，魚也不會畸
形。
(6)核二廠附近的畸形魚，始終只分布在高水溫之出水口內及堤防邊的有限範圍，表示其畸形
是因後天短期(一週以上)生活在高溫水域所致。若因輻射則其分佈應隨海流分布到核二廠
以外較廣泛的其他水域。
(7)連續五年秘雕魚均在水溫高之夏季(6~9 月)出現，當地背景水溫平均攝氏 27 度以上，加上
核二廠出入水口溫差 10~12 度，故出水口之溫度已高達攝氏 37 度以上，已達形成畸形魚
之條件。10 月海水背景溫度降低後，則無畸形魚苗。若非水溫而是輻射所致，則畸形魚應
不會這麼巧每年均在夏天成季節性出現。
(8)目前電廠中，只有核二廠進出水口溫差最大(10~12 度以上)，其餘核能或火力廠均較低(7~8
度)；此 3~5 度差異造成只有核二廠出水口存在秘雕魚的關鍵。
但是一些環保人士繼續質疑「核二廠出水口改善工程已完成，溫度應降低，但仍發生秘雕魚，
故其成因應非溫度，而是輻射？」但是這個改善工程是早在 1983 年時台電為了符合環保署制
定「放流水標準」(出水口 500 公尺處水溫不得超過背景水溫加 4 度)而定案。但在出水口進
域(50 公尺內)水溫沒變；排水口改善工程與秘雕魚其實並無關聯。而出水口附近也還有近二
十種的魚類生活在這高溫的水中，但卻只有兩種的魚類產生畸形的現象。如果是人為汙染造
成的畸形魚，則應以沿岸定棲性魚種為主，而非外海洄游魚種；且需要大量發生，如果只有
少數一兩尾畸形，則是自然界的現象。反核者強調核電廠出水口為生態死海，但實際上，那
裡存在著 30 多種魚類，使核電廠出水口區成為北海岸最熱門的釣場。還有在 2007 年夏季，
屏東縣墾丁地區的珊瑚發生整體白化事件，這讓大家聯想到核三廠惹的禍，但事實是因為泥
砂沉積、有機汙染、遊客破壞。當年該海域水溫較往年偏高也是原因。
我想，日本發生了 311 事件不僅對日本造成很大的影響，也對國內產生了不小的影響，
像是聽到福島核電廠發生事情後，媽媽就要求我和妹妹出去要穿長袖長褲，說是電視上說福
島那裡的輻射劑量很高，對台灣一定也會造成影響，所以那時候我的心裡也怕怕的。但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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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李敏教授寫的科學月刊後，才知道媒體報導那裡的輻射劑量會如此高是有兩個來源，一
是廠內之輻射物料喪失屏蔽後，直接造成的劑量，例如低水位之用過燃料儲存池；另一個來
源是自爐心釋出之高揮發性放射性物質，漂浮在大氣，形成所謂知輻射塵。前者的影響只限
於場址或廠址的上空；後者的輻射塵才有機會隨著大氣擴散漂浮到遠方。事故釋出的放射性
物質會隨著空氣的流動，在大氣中擴散；隨著距離的拉遠，濃度會逐漸稀釋。若那時候的風
向為自日本吹向台灣，以目前核種偵測能力，我們一定可以找到事故釋出的核種，但從劑量
的角度來看，其影響將會為不足道。地球本來就具有背景輻射，背景輻射的強弱受到許多因
素的影響，隨時會改變。日本福島電廠事故釋出的輻射所造成的劑量，應在背景輻射強度的
變動範圍內。那時候的風向並不是東北風，故台灣受到影響的程度可能微乎其微。可是當時
國內的許多人並不瞭解，都爭先恐後去買碘片，買到碘片都缺貨了。
第五天和福島高校的交流，我們一進去就被熱烈歡迎，分組才一剛坐下去，一位熱情的
日本女生馬上就拿出台灣男明星照片，興奮的問我們認不認識他，剛好我們有其中一個人也
很喜歡他，他們就一起尖叫，也因為這樣，我們馬上就跟她成為了好朋友。後來才知道福島
高校的校長並不贊同核電廠，那時候也才知道日本當天有舉行公投，看要不要在 2030 年達到
0%的核電，結果出爐，90%的人認為應當在 2030 年達到核電 0%，其中有 81%覺得必須現在
馬上停止核能，只有 4%希望繼續使用核能。而福島事件發生後，瑞士、德國和義大利都先後
宣布要廢核電，瑞士政府在 2011 年 5 月 25 日宣布將在 2034 年關掉所有核電廠，並在 6 月 8
日獲得國會下議院同意。德國總理梅克爾（Angela Merkel）在 2011 年 5 月 30 日宣布德國要
在 2022 年廢核。而義大利，選民在 2011 年 6 月 12、13 日兩天的公民投票以壓倒性的 94%票
數拒絕重啟核能發電。在全國四分之三發電量來自核電廠的法國，2011 年 6 月初一項頗受重
視的民調也指出，有 15%受訪者主張法國迅速廢核，62%希望在 25 到 30 年內停止使用核電。
輿論認為，比福島災變發生之初還更高的廢核民意，是受到德國廢核政策影響。但是後來當
教授問到如果日本真的不繼續使用核能發電，會擔心未來經濟情況的人，竟然有八成的學生
舉手，這就表示其實每個人心中都是存有矛盾的。在女川那裡時，演講人就已經說現在他們
停了部分的核電廠後，電的價格變得很高，但是他們不能漲電價，只能自行吸收，導致現在
他們公司已經是賠錢的狀態了，台灣也應該要認真想想，如果我們也停止核電的話，我們的
電費應該會高的可怕，就連現在台電漲價，人民已經抱怨連連，說他們的生活已經過得苦不
勘言了，更何況是廢核能？後來去參觀女川的核電廠，他們說當初他們預測海嘯的高度，並
在建設時把它增加好幾公尺以免海嘯真的來襲，而且也設置了只能排水的設施；反觀福島，
海嘯比他們所設的堤防高出許多公尺，所以福島會比女川嚴重是有原因的。這又讓人聯想到
美國的三哩島核能廠事故和車諾比核電廠事件，三哩島事件發生是由於一系列的機械與人為
失誤，造成反應爐的爐水降低，冷卻系統失效，使反應爐心燃料熔毀近半。所幸，最後一道
防線的圍阻體發生功效，將爐心熔毀後所釋出的放射性物質包封住，幾乎所有放射性物質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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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滯留在反應器或輔助廠房之內，沒有洩漏到環境中，故沒有造成電廠附近居民的健康損害。
車諾比的設計是嚴重錯誤的，在事故發生前，核電廠正在進行一項試驗，導致功率劇增而破
壞反應爐，釋放出高量放射性物質，其輻射劑量是投在廣島原子彈的 400 倍以上，該事故是
國際核事件分級表中唯一的第七級事件，被認為是歷史上最嚴重的核子電廠事故。福島核電
廠一、三及四號機爆炸是因氫氣爆炸。氫爆的原因都是因為圍阻體內的氫氣濃度太高，不排
放會導致圍組體瓦解，排放時一定會導致氫爆，但炸掉的只是廠房，不是圍阻體。反應器廠
房設計時，故意將上層結構減弱，若發生廠房內部爆炸，會造成廠房上部解體，但不會傷到
圍阻體。核電廠的結構保護:
廠房 → 圍阻體(非常厚的水泥鋼筋) → 壓力槽(很厚的不鏽鋼合金板)
→ 燃料護套 → 燃料丸
福島核電廠使用輕水式反應器，輕水就是普通水，反應器爐心燃料只會熔毀，不會爆炸。它
和車諾比石墨冷水反應器的物理性質完全不同，所以此次事故影響的程度，絕對不能與車諾
比災變的影響程度和範圍來類比。石墨水冷反應器，此類型核反應器有可能發生核分裂連鎖
反應失控的情形，反應器在瞬間解體，將爐心各類放射性物質拋向大氣，釋出的能量又引燃
石墨，石墨燃燒的溫度高達 5000 度，眾多的放射性物質亦於石墨燃燒時釋出。而輕水式反應
器在核分裂連鎖反應上具有自我抑制的特質，故反應器不可能於事故中瞬間解體。輕水式反
應器擔心的是熱移除的事故，熱無法移除時，溫度緩慢上升，最終熔毀。對輕水式反應電廠
而言，爐心熔損事故的發生，並不代表會有毀滅性的災難發生。用核能工業界的術語，福島
核電廠所發生的事故稱為嚴重事故，它確實已超出電廠「設計基準事故」的範疇，但絕不是
超出想像的事故；在規畫電廠安全措施時、在計算核電廠風險時、在執行電廠人員訓練時，
這類型的事故都被討論過。
而我們參觀六所村有看到一項技術是台灣所沒有的，那就是混和氧化物核燃料，當時聽
到就覺得那很酷，可以把原本用剩不要的東西再利用，又變成燃料可繼續使用。也因為日本
是在非核國家中唯一擁有可用來製造核武器的鈈及其提煉技術，所以日本在國際社會上被分
類為「潛在擁核國」
。國際社會認為日本的核開發技術含量高的根據之一是擁有「文殊」號快
中子增殖反應堆(設在日本福井鄉)。「文殊」號快中子增殖反應堆是使用鈾和鈈混合氧化物燃
料的鈉冷卻核反應爐。快中子增殖反應堆可用於核燃料的再處理，因此被稱為「夢想核反應
爐」
。用快中子增殖反應堆可提煉出純度高達 97.6%的鈈，完全可以用來製造核武器。用普通
核反應爐提煉的「使用後核燃料」中也包含鈈，但其純度低，很難用於軍事目的。日本打著
回收使用核燃料的旗幟，從上世紀 60 年代開始研究快中子增殖反應堆。雖然這引發了用於核
開發的爭議，但美國當時在冷戰體制中考慮到與蘇聯的對立，默認了日本的這一行為。但從
後來的日本外務省內部檔《外交政策大綱》（1960 年制定）中可以看出，當時日本研究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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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增殖反應堆是為了確保核開發能力。這份檔中寫有「維持暫時不持有核武器的政策，但努
力提高製造核武器的經濟、技術能力，並為了避免受到牽制而展開政策」
。美國、英國、法國
也在研發被稱為「夢想核反應爐」的快中子增殖反應堆，但因為事故危險性和技術難題而實
際上放棄了商用化。目前，只有印度、中國、俄羅斯正在開發或運營快中子增殖反應堆，但
專家們將此視為准軍事用途。專家指出，日本政府投入巨額資金開發危險性高且商用化可能
性低的「文殊」號快中子增殖反應堆，除了旨在「確保潛在擁核能力」的理由以外，很難進
行解釋。而台灣的反核人士也用核能電廠幫助核能發電為理由反核能發電，但核能發電廠真
的幫助產生原子彈嗎？不，核能發電廠的鈾在反應器中會產生鈽-239，通常核燃料留在反應
器中一段長時間，30%的鈽-239 會轉化成鈽-240，若以此燃料製造成原子彈，因為鈽-240 會
產生超大量中子，原子彈的威力會減弱，甚至失效；因此，
「反應器級鈽」爆炸力偏低且不可
靠，也難設計與製造。
「武器級鈽」得自鈾在反應器中三十天，但是「取貨」前，反應器須先
停工三十天。又因為發電用燃料需在高溫高壓中操作，製作成本高。因此，靠核電廠製造「鈽
原子彈」實為下下策。較實際之作法為使用製造鈽的反應器，原料是便宜的為濃縮鈾，這樣
做可獲得更多的鈾，建廠更快，成本只要發電廠的十分之一；另一個方法為研究用反應器。
所以，總而言之，核能電廠和原子彈之間的關聯度是很低的。
經過這次的旅行，讓我對核能有了更進一步的認識，也對它產生了興趣，還記得在那兩
天的研習中有提到，目前的核能技術人員，還沒有任何一位女性踏入那充滿許許多多顏色按
鈕的控制室裡，我們都對那些按鈕產生好奇，也發現地上貼有紅線，說是只有控制室裡職位
最高的人才能進去，其他人都不行踏入那個框框，就覺得很有趣。職位最高的人也不是徒有
這個名稱，他們說只要看到哪一個燈亮，他就可以馬上判斷出是哪一個位置出了什麼問題，
這跟我當初想像的工作運作方式不太一樣，我一直以為他們是在核電運作室旁操控，不同的
工作內容是不同的辦公室，沒有想到全部的人集中在一間大辦公室裡一起操控，這次在六所
村就有見識到這個大場面。
行程第二天的奧入瀨溪風景真的很美，漫步在其中，溪流的水聲一直在耳邊嘩啦嘩啦的
響，兩旁的植物遮蔽住熱情的太陽，讓人覺得很清涼，雖然溫度不算高，但走久了還是留了
汗，看到清澈到不行的水流令人有股想跳下去的衝動，希望能把熱氣從身上帶離。終點的桃
子大瀑布氣勢滂沱，令人嘆為觀止，瀑布從那麼高的地方傾倒下來，經過旁邊都會被小水滴
噴到皮膚上，消除身上的暑氣，再仔細看看兩旁，有一個小小的小瀑布從旁邊的岩壁上留出，
令人不禁會心一笑，讚嘆它的生命力。這次的奧入瀨溪散步，總長 5.3 公里，走了一小時半，
但是平常很少運動的我，這次還走在前頭，竟然都不會累，讓我不禁佩服大自然的力量。晚
上的溫泉旅館，其實我們都很猶豫要不要進去泡湯，雖然我們已經是很熟了，但彼此還是存
在著尷尬，畢竟它是裸湯。最後抱著既然來了就不要浪費的心情進去，但一開始還是在埋怨
毛巾怎麼這麼小條，哪裡都不能遮，只能把它拿成直的，勉強遮到上面和下面，後來發現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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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的日本大嬸真的完全都不在意，在你面前就換起衣服來了，我想我們在他們的眼中一定是
一群奇怪的孩子。最後，我們被同化了，後來就坦蕩蕩作在那裡洗頭洗身體。那裡的溫泉果
真是名不虛傳，溫泉的溫度讓我滿臉通紅，身上的汗是用滴下來的，想要多泡一會兒都沒辦
法，只好上岸休息一下，再繼續泡。而我們也穿到夢想已久的浴衣，以前都只有在卡通上看
到，看到每次他們廟會時就會穿著浴衣出去玩，從來沒有自己穿過，這次親身體驗後才知道
穿浴衣有這麼多的規則，也明白浴衣不是這麼好穿，蝴蝶結一綁就垂下去。最後一天的淺草，
我們去體驗了人力車，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分鐘，但經過人員的介紹，讓我對淺草的歷史背景
有了一層的認識，後來登高去看擎天塔，還看到旁邊有著啤酒造型的建築物，還有啤酒上的
泡泡，真佩服日本人的創意，後來還去體驗進寺廟拜拜，跟著日本人脫了鞋子，踏上榻榻米，
跪在那裡，拿著艾去燒，讓燃燒的煙飄向身體，希望能讓身體頭好壯壯。下午的台場應該就
是讓我變黑的主要原因，因為我們在大熱天下跑去海邊玩水，感覺好像是回到很小很小的時
候，旁邊全都是比我們小好幾歲的孩子，在那裡游泳，我們幾個人就站在海水裡，享受海水
一波一波打在身上的感覺，我們還在沙灘上寫著「李敏萬歲」的字樣，旁邊還畫上一顆愛心，
把李敏教授逗得笑開懷。在大太陽底下赤腳在沙灘上奔跑真不是個好選擇，沙灘被太陽曬得
像火烤過一樣，踏久了可能真的會燒焦。在台場真的很像是回到童年，我們不僅去海灘玩水，
還去了很多遊戲設施的店，平常在台灣不會玩的設施，在日本竟然可以玩到不亦樂乎，明明
籃球機在台灣只要十塊錢，但在日本日幣需要兩百元，還可以心甘情願投下去不會感到心痛。
不管跟著朋友去哪裡，都可以充滿笑聲。
這次的活動讓我認識到不少的人，也跟來自台灣各地的同學成為了好朋友，並跟教授老
師們培養了好感情。從一開始的五人一起行動，到後來漸漸和大家融入在一起，一天的行程
結束後，還會一起搭著電車到處玩，我們住在東京的兩個晚上，一群人去了新宿、涉谷和池
袋，雖然到了那裡大部分的店家都關門了，但是我們還是很有興致跟了沒有亮燈的招牌一起
照相，也享受看著地圖一邊找路一邊迷路的樂趣。最令我印象深刻的是，最後一個晚上，我
們從池袋回來後，還是沒有想睡覺的感覺，所以加我四個人，一行人在半夜沿著飯店旁的道
路，一邊聊天一邊散步，看可不可以繞飯店一整圈，回到原本出發的地方，但最後我們並沒
有達成願望，只能失落得回去，但經過這一夜，大家的感情又變好了。
這趟旅行我最大的收穫就是學會了判斷是非對錯的能力，媒體上報導的不一定都是正確
的，所以必須要培養獨立思考的能力。像是這次的福島事件，民眾大部分都是從媒體上任是
輻射相關的知識，就像輻射值對台灣有沒有影響，其實並沒有影響，但卻造成國內人心惶惶。
還有，民眾對於核廢料的恐慌極度不理性，受驚的民眾上街頭抗議，即成為媒體的焦點，因
此，媒體與民眾互相「激盪」
，而造成惡性循環。核能並不是都是百分之百安全的，但經由多
重深度防禦，其風險非常小，核能電廠也比其它電廠安全許多，只是我們都太注意核能了，
它不小心發生什麼事，往往都會被放大檢視，這時候就非常需要獨立判斷思考這種能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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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往往聽到什麼就相信什麼，沒有自己的看法，不會去探討這件事情是對是錯，就像台東女
中的老師說的，同學及家長通常都是由被動的方式告知事情，只有老師們會用主動上網或看
書的方式攝取知識，所以導致國內現在這種結果。
我想，擁核者和反核者就像是執政黨和在野黨一樣，只要其中一個不小心做了什麼錯事，
往往會一直被炒作，但也因為這樣，彼此才能制衡，互相把自己和對方推向更高一層的境界，
一般的老百姓也才能知道政府有做什麼事情，不會被蒙在鼓裡。核能界也是如此，反核能的
人讓核能界更進步、更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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