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去核從？
台東女中 二年甲班 李采靚

一、前言
在我意外地被選上參加這個核能研習活動前，我對核能這個議題一直沒有深入去了解，
也沒有特別支持核電或堅決反對它。只會看到新聞偶爾播出一些抗議核電活動和反核人士的
發言；報紙上有關核能的言論大部分加了不少政治色彩，所以也就沒有特別停下來細看。直
到有一天老師建議我去報名這個活動。也許因為平常我們較少接觸這些議題，所以又有辦了
個行前研習活動。我其實覺得這是個不錯的開始，開始了解這個大家生疏，且有點畏懼的東
西。後來為了準備去日本的報告，看了不少資料。我覺得真的學到很多，也許教科書裡對核
能並沒有提這麼多，也不是考試的重點，但是我覺得這趟下來，自己變得比較會分辨一些他
們不同說法和觀點的正確度如何，即使有些議題還是令人困惑。

二、參訪核三廠的「輻射與核電知識深耕」行前研習
2.1 能源問題：
因為人類的過度開發，未來我們要面臨許多議題，例如：能源的使用、糧食的缺乏、
氣候的變遷、人口爆炸……等。就能源來說，能源的分類有好幾種，例如：初級能源與
二次能源；再生能源與非再生能源。初級能源指天然形成的能源，包括水力、天然氣、
石油、太陽能、煤；次級能源則是指初級能源經過轉換或處理而成的，包括電能、汽油。
而再生能源則是隨著大自然的運轉永不枯竭能能源，像是太陽能；非再生能源則是有消
耗性，像是石化類能源。而我覺得未來人類必定要減少對石化燃料的依賴度，就因為它
並不是取之不盡用之不竭，這導致油價的日漸上漲，而且人們也發現了它在產能期間所
排放出的大量二氧化碳可能增加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的速度。所以科學家們努力地找尋
其他能源，像是風力發電、水力、太陽能、核能等。而我在 6/2、6/3 這兩天所參加的行
前研習就是在學習有關「核能」的基本知識。
1. 核能發電原理是指用慢中子撞擊鈾-235 導致核分裂，再放出 Ba-137 及 Kr-96 還有釋放快
中子及最重要的---能量。這也就是核分裂連鎖反應。
［慢中子較快中子易引發核分裂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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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張圖是一個中子撞擊鈾-235 原子核後，暫時共同形成鈾-236 原子核，同時因其內部吸
收了該中子的能量，故開始作劇烈的啞鈴狀震盪，最後啞鈴狀結構終因震盪過劇而瓦解，
並因而產生兩個質量較小的原子核［鋇-137 及氪-96］，且放出 2 到 3 個新的中子［快中
子］
；這時如果旁邊有其他的鈾-235 原子核存在，則會被新的中子撞擊，繼續發生分裂反
應。使鈾-235 發生分裂的中子必須是低能量的中子（稱慢中子）
，而新生中子的能量約為
慢中子的四千萬倍，因此被稱為「快中子」
；若想使快中子引發下一個鈾-235 原子核之分
裂，則必須使其能量降低，而水中的氫原子質量與中子相近，所以快中子與氫原子碰撞後
［不過一般須有多次碰撞才能使快中子變成慢中子］能量會傳遞給氫原子而變成慢中子。
因此水因有緩和快中子能量的作用而被稱為緩和劑，有此種現象才能使核分裂反應得以持
續發生。
2.「連鎖反應」--分裂後會有 2 到 3 個新的中子產生，而這些中子也就是引發後續分裂反應
的關鍵，如果它們分別又引發了 2 到 3 次分裂反應，則分裂反應的次數便會一直增加，而
且是以等比級數的速度增加，但如果在每次分裂後把 2 到 3 個新產生的中子吸收掉一、兩
個，而只讓一個中子繼續引發下一次分裂反應，則我們即可控制每次反應的數目使其保持
固定，並可把每次反應產生的能量用來發電，這種狀況即稱為「臨界」
欲保持臨界核分裂反應則須找到能吸收中子的物質，目前核能電廠中常用的是鎘或硼，
這兩種物質便是構成「控制棒」的主要材料。核能電廠停機時控制棒整個插在爐心裏，吸
收絕大部份的中子，使整個爐心保持次臨界狀態，電廠起動時控制棒便被慢慢抽出來，到
爐心達到臨界狀況時將控制棒固定，便可保持穩定而持續性的核分裂反應；若有異常狀況
發生，控制棒便被迅速插入爐心，停止其分裂反應；因此控制捧的作用有點像汽車的煞車
裝置。
3.緩和劑--就是用於中子減速的低質量數的核種：水、重水、石墨、鈹。
4.壓水式反應器及沸水式反應器--其分裂反應原理，燃料棒設計，緩和劑功能，壓力槽與圍
阻體之作用等都與沸水式核
反應器類似；兩者間最大的差
別是壓水式反應器在水加熱
成蒸汽的過程中採用了兩套
迴路。
壓水式反應器中的「主迴路」
冷水經過爐心加熱後只增加
溫度但不變成蒸汽，熱水送至
「蒸汽產生器」中把熱量傳給
「次迴路」的水後變成冷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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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回爐心。這種設計可以確保汽輪
機使用的蒸汽絕無核分裂反應所
產生的放射性物質，而我國核一、
二廠採用下者，核三廠則採用上者
之設計。
研習後想法與心得--在聽完有關
這兩種反應器的演講後，我發現有
人發問說核三廠的水核廢料要如
何處理，不過我就想核三廠是壓水
式反應器應該不會有水的核廢料
吧！後來我去日本的參訪途中，有
一天，教授在車上回答大家問題時，提到壓水式反應器的水核廢料裝桶數遠少於沸水式反應
器，由上圖就可知壓水式反應器分為兩個迴路，所需的水當然也比較少，我才想到那時我忽
略了主迴路裡的水，但是教授在回答別人疑問時卻也講解了我這個快被時間淹沒的問題，令
我超級興奮！這次的研習也有核三廠的人員來解說，還講到了一件有趣的事：在核三廠工作，
不但沒有不健康，反而因為規定要時常健康檢查而會注意自己的身體狀況！
我覺得這次研習的講課內容很豐富，教授都講不完。而且還有一些給我們自行閱讀的資料當
參考，然後也有實際的輻射偵測的操作，感覺真的學到很多；另外還去參觀了核三廠的一些
設施、核電廠博物館的模型，看完後就比較有概念。令我覺得不虛此行的，還有看到其他學
校努力聽講抄筆記的認真態度；還有教授的一些常識問題，因為平常沒有主動搜尋或是翻閱
這類書籍，所以都不太會，但是卻還是會有別的學校答得出來，或者嘗試猜測、回答，讓我
覺得這是出來研習的另一種收穫，就是跟不同學校的學生一起學習可以學到不同的學習態度
與方法！
三、2012 輻射與核電知識深耕訪日交流研習營
8/18 台灣～清大在經過長達半天的旅途，我們終於到
了清大的說明會。清大的物理實驗室感覺很酷，外面展
示了許多特別的東西。還有裡面其他間教室正在上課。
我們除了聽行前說明，還分小組，認識別的學校的同學。
雖然才第一天認識，有人就可以講個不停，一下子就混
熟了。還有去福島高校的報告也在當晚模擬了一下。中
間甚至有液態氮做冰淇淋表演，表演完還有得吃！
8/20 從東京前往青森坐新幹線是第一次，感覺超級新鮮，
但是也很怕把票弄丟之類的，因為導遊一再提醒弄丟麻
煩又代價高，不過日本的新幹線真的蠻平穩的，所以我
在車上充飽了後面幾天要用的電了。
8/21 青森縣～六所村參觀日本低階廢料處理廠放置地 聽領隊之一的謝牧謙博士說這個村落
以前是窮鄉僻壤的樣子，超級鄉下。後來，設置了這些濃縮鈾提煉工廠、低階核廢料貯藏中
心、再處理工場等等的，就漸漸地比較繁榮，也變為了日本的核能重鎮之一，雖然我覺得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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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有我想像的那種繁榮，不過感覺得出來他們的進步；還有聽說居民一開始也是持著反對
的意見，但是經過良好溝通後，居民也漸漸接受，也接受政府的補助之類的。
反面說法：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02866 這是我今天上網查到
的網站，裡面說到了［六所村的故事］
；大概的內容都差不多，但是裡面卻說了村民的意見總
是被一、兩位較重要人士淹沒；還有原本只說好要建：濃縮鈾提煉工廠、低階核廢料貯藏中
心、再處理工場這一些廠，但後來卻陸續地增加其他廠房，例如：混合燃料（MOX）加工工廠
等。
正面說法：是從中華民國核能學會寄給這次參加研習的學員的［核能簡訊］
：裡面提到，處置
場是受到村民大幅的信任才順利施工、運轉。後來，還帶動當地經濟，因為它會雇用一些當
地居民，大約一半的人；外流的年輕人紛紛回來。甚至，這份資料還訪問了一位叫做三上佳
子的居民，而這位女士說其實當時沒什麼居民反對，反對的只有少數外地來的，因為居民們
相信政府！而且他們有了電廠給的回饋金就可以做許多的建設來發展地方；例如觀光業。
看完了截然不同的兩種說法真是讓人驚訝和無所適從。至於我個人認為：他們的廠房設置、
核廢料安置的做法其實不用擔心這些東西的危害，因為我們光是進入參觀、聽解說，就要經
過層層關卡，還要事先在車上一個人一個人的比對，就可以看出日本人的嚴謹，還有他們對
這些廠房的小心防護。感覺上［核能簡訊］裡說得很有說服力，還實際的訪問當地居民，如
果蘭嶼也可以因此享受到多一點建設、福利，那不是很好嗎，也不會像今年暑假天秤颱風一
來就毫無招架之力；但是若如同上面的反對意見說一樣：他們實際上只說要改哪些哪些，但
蓋出來卻是自己偷偷地加了一些之前沒講好的設施！其實這個問題也有在日本參訪途中提過：
在蘭嶼蓋了低階放射性廢料的放置場後，以後又說要追加高階放射性廢料放置場那又該怎麼
辦？就任憑居民霧裡看花嗎？而我們知道高階放射性廢料的危險度是較高的，那居民會知道
嗎？
以下是青森縣的著名美景，十和田湖與奧入瀨溪流：由本人拍攝，完全沒修圖，即可看出那
裡的美景。導遊也因此引述：
「要去旅遊就要去日本，要散步就到奧入瀨溪流，要…就要…。」

在六所村的介紹：
台東女中 李采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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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六所村重要設施的簡單整理：
(1) 鈾濃縮工廠
(2) 再處理工廠：跟石化燃料不同的是，鈾燃料可以重複使用至三到四年。在原本的輕水式
反應器中，能量是由鈾 235 所獲得，然後鈾 238 會轉變為鈽。再處理工廠的作用就是將
鈽和剩餘的鈾 235 一比一混合成 MOX 燃料。
(3) MOX 燃料廠：用 MOX 燃料發電。正在興建中。
(4) 低階放射性廢料埋設區：有多重的保護障蔽，包括放射性廢料固化體、鋼製容器、水泥
砂漿、緩衝材料、鋼筋混凝土、回填材料、 覆土、排水設施及植被等。日本採用俗稱膨
潤土之黏土作為緩衝材料；其中緩衝材料採用低滲水性［使外部滲水不易入侵到廢料固
化體］與高吸附性材料［使外部滲水入侵到廢料固化體，所釋出的放射性核種可利用其
高吸附特性加以吸附］，使核種不易遷移至地下水等媒介。
(5) 高階放射性核廢料暫存所：高階放射性廢料的保護方式比較特別，因為它的危險性較高；
所使用的是玻璃固化，［因為玻璃是種穩定的材質］，然後用完全機械化的方式放入混凝
土的建築讓它冷卻［30～50 年］。30 到 50 年後就在找個地底深處埋入。
2.核廢料的種類與保護
1.氣體放射性廢料射性核種會累積在前過濾器、活性碳床及後過濾器中，這些組件內所使用
的材料會被污染，成為固體低階放射性廢料。核能電廠低濃度的 2.液態放射性廢料其處理的
方式均為經過層層的過濾，或利用離子交換的技術，將放射性核種自液態放射性廢料中分離，
使放射性核種的濃度到達可排放的標準，或者將處理過的液態物質回收利用。3.處理過程中，
亦會產生固體低階放射性廢料。固態放射性廢料則分為可燃性廢料採用焚化方式處理，廢料
的體積可以減少 20 至 25 倍。對非燃性放射性廢料則採用壓縮方式來減少其體積。
8/22～仙台市 女川核電廠 仙台是日本東北最大的城市，是日本三一一地震的災區之一，而
去女川核電廠的路途雖然沒有很遠，但是卻很崎嶇，而且附近人煙稀少，不過這大概是電廠
設置地點的考量吧，好不容易到了女川核電廠，我們在門口又經過了一番仔細的檢查，我們
也發現了館內的廁所也超多按鍵！進入館內後，我們就在裡面聽他們做的英文報告，大致上
都還聽得懂，因為有講義搭配；廠內人員講到，福島核電廠因為海嘯的緣故造成很大的損害，
還導致放射性物質的釋出，但是女川核電廠卻因為基地的海拔高度比海嘯高度高出一米多｛他
們是以歷史上的一些地震、海嘯紀錄［例如：貞觀海嘯］加上一些評估大概弄了四次才決定
是 14.8 米。｝而倖免於這海嘯的直接影響；另外，還提到了岸邊的海水抽水馬達的保護，從
他們的資料很明顯的看到女川核電廠的海水抽水馬達有被保護到，但是福島核電廠的卻沒有。
身為這個廠的人員之一，他似乎很引以為榮，因為這就證明核電廠如果有了正確的安全措施
其實不會像大家所想的一樣可怕、容易因為嚴重天災而危害人們。還有講到了海嘯--其實不
是一個超級大浪而是慢慢的流進來，還看了當時海嘯的影片、海嘯前後的一些對照圖，我覺
得他們這樣看自己的家園被海嘯摧殘的影片真的很有勇氣。就因為 311 事件，日本現在只有
兩座核電廠在運轉，幾乎在日本核能發電比例的圓餅圖上看不到百分比！
而 2011 年的 311 大地震發生時，女川核電廠的三部反應爐正在運轉，這地震幾乎已達預估地
震基本最高值［加速度 580gal］；三部反應爐也立刻自動停機，還正常的冷卻降溫。不過還
是有重油槽傾倒、2 號機反應爐的附屬建築浸水等等其他設施遭到破壞。後來我們也有搭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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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外面看一些設施損壞的情形，遊覽車司機用高超的技術行進在那裏超級崎嶇的路上，我
們還看到了那裏附近有個神社，感覺很特別，就像土地公廟一樣的保護著那裏。不過在車上
聽解說有些都沒聽清楚也沒聽懂，讓我覺得我的英文聽力得再加強！又回到建築後的討論時
間就有人問到他們的電價成本有沒有因為核電廠的減少而上漲？有沒有反映在電價上？他們
的回答好像就是自行吸收加上政府的補助。在我還在消化這些英文時，有些我們這團的學生
很踴躍發問，講了一口流利英文，真的很厲害，雖然我還是沒有進步沒有用英文試著問問題，
不過我還是覺得學到很多，看到很多：像有人就試著表達問題但是卻有點溝通不良，但是總
比有問題悶在心裡強個一百倍吧！後來我們在仙台路上就一直聽導遊介紹伊達政宗，在附近
停留休息時也看到了一堆他的公仔。出生於出羽國米澤（今山形縣米澤市）的米澤城，在年
幼的失去了右眼的視力，也因此後世皆稱之為獨眼龍。
而伊達政宗開創比父祖更大的伊達家版圖，當時領地的石高推定為 120 萬石左右。
補充：
(1) 1 號機爐心有融毀情形，仍有部分爐心露出水面，目前淡水持續注入爐心，一次圍阻體
仍完整，二次圍阻體因氫爆而受損。目前由外部灌注淡水入用過燃料池以提供冷卻。於
4 月 6 日開始將氮氣灌入一次圍阻體之作業，於 4 月 11 日福島縣地震時因電力中斷而暫
停，復電後於當日 23 時 34 分恢復灌氮作業。 ［停止運轉］
(2) 2 號機爐心有融毀情形，仍有部分爐心露出水面，目前淡水持續注入爐心，一次圍阻體
因爆炸而可能受損，二次圍阻體局部受損。目前從用過燃料池冷卻系統注入淡水，以提
供冷卻。 ［冷卻］
(3) 3 號機爐心有融毀情形，仍有部分爐心露出水面，目前淡水持續注入爐心，一次圍阻體
仍完整，二次圍阻體因氫爆而受損。此外，用過燃料池之用過燃料疑受損，目前由外部
灌注淡水入用過燃料池以提供冷卻，以提供冷卻。 這是 2011 年 4 月的新聞，講到了那
時女川核電廠的狀況，看了 1、2、3 號機的狀況感覺差不多，都是以淡水持續注入爐心，
盡可能的冷卻它，而且這些緊急的動作和正確、快速的指令就是讓核電廠能不像福島核
電廠一樣的重要因素吧！

8/23 福島縣～福島高校交流
為了這個福島高校的交流行程，我們事先想了一些問題然後再做成核能問卷，發給東女
的家長與學生，然後在統計、分析、翻譯、做成 ppt，當然，還有練習用英文解釋我們的 ppt，
一切都是由小組的分工合作辛苦完成的；不過，最重要的當然是清楚的表達我們的資料，所
以事先就演練了好幾次的報告，這對我來說當然是個大難關，因為本來英文口說就不太好，
還要把這些報告看得滾瓜爛熟，並且要能跟同學們一樣流利的表達，最後，還要看著觀眾才
不至於太怪。不過我的練習到前一天晚上教授親自指導時都還不太順利，還是一直忘詞，忘
詞就會緊張，然後就會開始亂掉，不過我覺得教授的建議真的蠻有用的；還有 ppt 的修改，
後來我們居然每一組去跟教授討論都無法控制時間，原本一組半小時，後來變成一組一小時
多；我們弄到了十二點多，不過聽說別組的弄到兩點多，雖然疲累，但是也很酷，因為這種
經驗不多。後來，早上我連吃早餐也在想那些題目，還有走路時就不時的背一下，要不然真
的超容易忘記！
台東女中 李采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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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特別的是，我們去福島高校的途中還搭計程車，他們的計程車還有自動開門的功能，
而且也不能自己亂開門。
到了福島高校，我超希望有人發明「放鬆丸」，這樣世界上會因為緊張而把事情搞砸的
人可以減少；不過我現在回想起來其實那時候到福島高校的感覺是驚訝大於緊張，因為我看
到幾乎大家都穿很正式，還有問我們幾歲之類的，而且英文講得很好！
他們的報告就是有關於他們的學校、福島的現況和福島地區人數的轉變，當然有分為小
學、中學……等，結果人數好像變化蠻多，但是我們有問他們會不會很多人轉學，但是答案
是很少。我覺得其實我們在討論時，還蠻少真的用英文溝通，大部分都是謝教授在旁邊幫忙
翻譯；不過有時候我覺得聽不懂他們講的一大串的日語真的很痛苦，很希望知道他們所說的
原文內容。
這次的討論的內容有很多都是有關他們的有關未來零核電的看法，我覺得他們的看法都
很理性也很有自己的見解，他們並沒有因為自己的家園被核電廠的輻射影響就完全反核；還
是要考慮經濟之類的其他影響，因為沒了核電電價成本真的會變很高，還有他們也有提到有
關政客的操弄，這令我有點驚訝。
對於我們的問卷調查，他們似乎有點驚訝，因為我們取得核能資訊最頻繁的方式居然是
電視而不是電腦；但是這其實是主動與被動的問題，因為用電腦查詢是主動，然後如果是電
視大部分都是新聞媒體有報才有所以是被動；這也顯示，如果沒有特別的事情或活動，大部
分的人對於核電都是被動吸取資訊，超級容易被一些媒體影響！
東中的同學有提到：其實根據調查，其實台東居民大部分都知道核廢料分為低階放射性
與高階放射性廢料，也知道要放在蘭嶼的核廢料是低階放射性的！只是大家都不喜歡被遺棄
的感覺，就是反正人煙稀少，又很鄉下，所以乾脆放一下有何不可！但是其實我個人覺得是
因為我們調查的人們是特定範圍，不是學生就學生家長，還有老師，所以我覺得這些範圍的
人可能就導致調查結果是居民了解程度偏高。不過真的遺棄的感覺是大家多多少少都會有！

四、別人眼中的核能

有人說核能是乾淨的能源，因為它不像火力發電會產生溫室氣體但是也有人認為核能會產生
核廢料 汙染環境更勝於火力發電人類會需要那麼多電是因為要發展工業，在龐大的經濟效益
下，核能是最有效率的發電方式，所以也成為各國倚賴的發電方式，核能最重要的就是輻射
的管控，它不是地區性的問題，是全球性的，所以核電廠的設計很重要。這是一位學姊的看
法，我覺得他的想法跟福島高校的學生很像。

雖然現在都在提倡環保，但是經濟發展對每一個國家都很重要，像如果在日本或是台灣，真
的要完全不使用核電的話
電費一定會超級暴漲，那時候大家又開始喊要用了， 因為只要 0.6 元!!! 很便宜又可以用很
久。
對於核廢料放蘭嶼的意見：大企業要用的，怎麼不埋在信義區阿？這是另一位同學的想法。
不過我認為這也是很多人的想法。就是核廢料既然是全部都用過的廢棄物，那為甚麼不埋在
高級住宅區，而且甚至他們的用電量應該算比例較多的吧！其實這個在這次的福島高校核電
報告中，也有別組的人的問卷裡有收到這種回應。
台東女中 李采靚

共

11

頁 第 7 頁

五、自己眼中的核能
我覺得一整趟下來，看到了許多核能設施、介紹，而且在日本和台灣也都有參觀一些模型，
看到這些設施就會覺得人類真是一種特別又可怕的生物，居然能製造出這些大型機具，特別
的建築…等。但是如果人類沒有如此進步，就跟在古代的生活差不多時，也會有另一種幸福
吧；就沒有了現在物種瀕臨滅絕、人口爆炸、或是因為像現在為了用電，為了生活，大家需
要更能源，開發了新能源，但是卻吵個不停；也不會像現在有那麼多太多物質需求；這次的
天秤颱風對台灣南部有些影響，屏東有些地區因此停電，居民們都一副無奈的樣子，可以看
出來我們對電的依賴度真的很大。
核能對現在的發電又是個不可或缺的一塊，因為隨著時間，化石燃料總是在減少、價格在上
漲，所以我們需要別的發電方式來分擔；不過我也覺得核能不是最重要的，我覺得最重要的
是分配，像是還有水力發電、風力發電、太陽能、潮汐…等，也許這樣設施的費用會增加，
不過遇到災難時，就不會因為全部有一樣缺點而全部被摧毀。
雖然對核能到現在已經有不少認識，但是看到不同人對於同一種資訊的解讀可以如此天差地
遠也很無奈。讀東北大學，謝教授的學弟，也出了一本「核電是騙人的」書，這個暑假我在
找資料時就有看到這本，這位作者是讀核工系的，叫做小出裕章，【1949 年生於東京，是京

都大學原子爐實驗所助教授。學生時代立志於原子力的和平利用，1968 年進入東北大學工學
部原子核工學科就讀，並以一核能專家的身分持續向外界呼籲核能的危險性。專攻項目為放
射線計測、核能安全。】
，而且這本書還是 2011 日本亞馬遜人文科學排行榜銷售冠軍---為何
一本核工學者談「核能發電的謊言」的科普書能在日本單月銷售 17 萬本，總銷量高達 50 萬
本?因為，這是一本出自專業核工學者，卻堅定反核四十年的真實證言!看到這些資料更是令
人疑惑，這位學者在裏頭所說的是真的嗎？？尤其他又是讀核工的，應該會很了解核能吧！
但是我們的帶隊教授們也很專業，這時候就很令人討厭。我這次回來問了家人；我覺得他們
對核能的態度還是半信半疑，我問我姊為甚麼還會對研習裡頭一些論點半信半疑，他就說問
我那為甚麼還會有核能專家出來反核，當然我也回答不出來。我覺得這是普遍很多人對核電
的疑慮，多數人喜歡有正確答案，因為這種有不確定性的思考大家都會覺得很麻煩，所以核
能才會如此不受歡迎吧。我也覺得我在網路上和書店裡普遍看到有關核能的書和文章大部分
都是反核的，然後真正為核電解說的文章都是出現在例如：科學人、核能簡訊之類的雜誌，
雖然科學人是很多都在閱讀的，可是如果今天老師出了有關核能的功課，我應該不會去圖書
館把一疊的科學人拿來找核能的資料，也不知道有核能簡訊這種東西吧，最顯眼的就是擺在
書架上的書，但是擺在書架上的書全是反核的，因此回家上網找資料，就打一些關鍵字，例
如：核廢料處理、核能……，但是搜尋完也會發現幾乎是反核的文章與部落格，除非你打的
關鍵字是：
「原能會」或「核能資訊中心」之類的。所以我覺得，要讓較多人認識核電，其實
可以建議出書，不過出書也許有很複雜的程序，加上那麼多字，還要修修改改，我覺得應該
會很辛苦，而且這幾天經歷了這篇報告，我覺得當作家或寫專欄真的很厲害。
所以，有關核能的發展其實需要大家的努力，就像我們這些研習過的可以口頭大概介紹給其
他人，然後散撥正確的資訊，才不會讓大家對核能是如此有距離感。還有能源的開發的努力，
也許等待下一世代的人創造出更棒的發電方法之類的，讓人們的選擇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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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地區民眾對核能發電意見調查表
本研究的進行需要您提供寶貴的意見，懇請您抽空撥出短暫的時間協助填寫，請在您的答案
欄位打 「ˇ」，填答的結果僅供學術參考，不會洩漏您個人資料，感謝您的參與。
【基本資料】
1. 性別 ： □男

□女

2. 年齡 ： □30 歲以下

□30 歲以上

【問題】
1. 您曾經主動查詢與核能有關的知識?
□是

□否

2. 您最常從哪裡獲得核能發電的相關資訊？
□網路

□報紙

□電視

□雜誌

□書籍

3. 你對核能看法主要受到何者影響?
□反核團體

□核能專家

□媒體報導

□師長或親友

□參加研習

4. 您知道台灣目前有幾座已經在運轉供電的核能電廠(不包含興建中的)？
□一

□二

□三

□四

□五

5. 您了解台灣目前佔最大比例的發電方式為何? □水力
□核能
□風力
□太陽能

□煤

□天然氣

□石油

6.台灣能源依賴進口的比例為
□ 75%~80%

□ 80%~85%

□ 85%~90% □ 90%~95%

□ 超過 99%
7. 各國選擇使用核電的理由中，請問你最能接受以下那些選項？(本題可複選)
□ 使用核能可以抑制火力發電排放的二氧化碳，減輕溫室效應、全球暖化
□ 停止核能發電而有供電不足的危機，不利經擠發展
□ 核能發電是各種發電方式中營運成本較低的，如果停止核能發電，恐導致電費上漲
□ 為強化能源自主，減少對外國進口煤、石油等能源的依存度，促進能源多元化
□ 每種能源都會付出一些環境成本，例：水力發電需興建水庫，會使許多樹木沉入水底，
核能也是其中一項風險選擇
□ 核能發電成本中，購買燃料的成本比例較低，故發電成本較不易受到國際能源價格的影
響，故發電成本較穩定
□ 任何理由都不應該使用核電
8. 大多人對於核能有很多疑慮，請問下列選項中，你曾擔心發生什麼問題? (本題可複選)
□ 核事故：擔心核電廠的核心過熱融毀，釋放輻射物質至外界環境。
□ 核廢料處理：擔心核電廠產生大量的放射性廢料，有些在很長時間後仍然有害。
□ 核武擴散：擔心核電廠所使用的核燃料被用於製造核武器。
台東女中 李采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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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核電廠的高昂代價：擔心核能發電成本過高。
□ 核恐怖：擔心核設施可能被恐怖分子或犯罪分子所襲擊。
□ 對人為操作的顧慮：擔心核電興建或運轉過程，工作人員未依標準程序而帶來威脅。
9. 面對核電爭議，你的看法是?
□ 無所謂，正常過日子，船到橋頭自然直
□ 反核到底
□ 認真思考使用與不使用核電所衍生的問題，並由自身做起解決所遭遇的問題
□ 支持政府決定
10. 福島事故後，若依據研究單位檢測，東京輻射值已經在安全值以內，福島的海產也未檢
測出輻射汙染，你會安心地前往日本或購買日本海產嗎?
□是

□否

11. 你認為抽煙、嚼檳榔致癌的機率小於輻射致癌的機率?
□是

□否

12. 核電廠有可能會釋出放射性物質，但自然界中也有許多輻射來源，人體本身也會發出輻
射，人類生存在輻射的環境中，人們不應該對核電廠運轉或低階核廢料儲存所釋出之極
微量的放射性物質感到憂心，你同意嗎?
□是

□否

13. 美國目前有 104 個核電機組，其中超過 70%的機組已核發執照，可以運轉到 60 年。台灣
早運轉的核一廠，目前政府準備在民國 106 年關閉核一廠(運轉 40 年後)，你是否認為
恰當?
□是

□否

14. 其他國家中也有許多核電應用，例：美國有上百部機組是全球最多、法國核電比例 75%
是全球最高、中國與南韓也正蓬勃發展核電，你會因此比較信任核能發電嗎?
□是

□否

15. 核電廠有一定的壽命，如果要維持目前核能發電比例，台灣必須興建新的核能機組，同
意再新建核電廠嗎?
□是

□否

16. 經濟部 101 年 07 月 03 日公告「台東縣達仁鄉」及「金門縣烏坵鄉」2 處為低放射性廢
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建議候選場址(並非確定之最終處置設施場址)。對此事你了解程度為
何？
□現在才知道□曾經聽說，但不確定內容□清楚了解。
17. 對於台東縣達仁鄉成為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候選場址。你可以接受的理由為
何?(本題可複選)
□ 提供地方政府回饋金，發展地方建設
□ 相提居民供關福利措施(例：工作機會、用電、醫療福利...)
台東女中 李采靚

共

11

頁 第 10 頁

□ 世界各國也有相關的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經驗
□ 處置場必須經過嚴密的場址選擇、環境影響評估、安全分析、興建與運轉管制及封閉
與監管等程序
□ 地盡其利，人盡其才；如果政府選定場址過程，確實有其客觀與技術的依據，做為社
會與國家的一部份，被選定的地方居民，應該選擇接受
□ 任何理由都無法接受
18. 對於達仁鄉成為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候選場址。你的疑慮為何? (本題可複選)
□ 核廢料運送過程的安全性
□ 放射性物質的外釋射對人體與環境有害
□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會發生爆炸與大型火災
□ 場址位於台灣南部的造山運動地帶
□ 台東被冠上不好的名聲
□ 台東人口外移更嚴重
□ 衝擊台東經濟產業(農產品、觀光業)
19. 這份問卷，會讓你未來更加注意相關的核能議題?
□是

□否

這是我們的問卷，主要分析名眾對核能的了解度與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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