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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晚上，與環保聯盟數位朋友聚會檢討320「我愛

台灣，不要核災」大遊行之活動時，接到環盟前秘書長何宗

勳電話，說在網路上看到楊肇岳墜樓身亡，不知道消息是否

真實。我們請熟悉楊教授家人的李秀容打電話去詢問，確認

了這個不幸的消息，大家心中都無限哀戚。第二天，就到台

北龍巖祭拜楊教授。楊肇岳教授將於4月21日出殯。由於我

目前人在日本，今天(4月16日)下午並將參與日本大阪中之島

公園之「反核關西行動」。無法參加楊肇岳教授公祭，茲以

此文懷念他。

認識楊肇岳應該是在1991年的環盟反核活動中。因為楊

肇岳畢業於美國德州農工大學，而我在1990年回台灣之前曾

在德州休士頓工作十年，我們有許多共同朋友，且對於反核

工作又同樣投入，因此特別投緣。由於1991年9月底原子能

委員會宣布“有條件通過核四環境影響評估”，核四預算解

凍案於1992年春天開始在立法院闖關。當時我擔任環保聯盟

高成炎 (台灣環保聯盟學術委員、台灣大學資工系教授)

副會長，在新科增額立委陳婉真、葉菊蘭等的支持下，我們在立法院群賢樓要了一個小區域作為進行遊

說立委反核的基地，並找到數位環保聯盟學術委員輪流排班。學化學且曾在核能研究所工作過的楊肇岳

自然是遊說立委反核的主角之一。5月中開始的「反核四，飢餓24」活動，每天由四位教授接力禁食二

十四小時，該工作主要由施信民及我負責找教授來靜坐。由於時間上正好碰到學期末學生繳交論文的忙

碌時期，而此活動持續了23天，有的教授只能來六或十二小時，整個活動動員了一百多位教授，找人實

在困難，楊肇岳常被我找來靜坐。施信民找人找到焦頭爛額，有天對我說:“高怪，我們兩個可能是全台

灣最閒的教授。我打電話找人來靜坐，大家都說沒空。”而我則時常找德州幫的楊肇岳幫忙，且當時回

台灣不久沒有修改學生畢業論文的壓力，因而感慨沒施信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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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核未成身雖死� 魂守福隆鼻頭間
�-悼楊肇岳教授



1993年核四解凍案正式在立法院聯席委員

會闖關。6月25日那一周內前後有三次數千人於

立法院門口的請願活動，尤其是6月25日那一天

更是抗爭激烈。當天下午，我陪同李鎮源院士

，在民進黨立委黨團的安排之下，進入到群賢

樓九樓的大會場內旁聽。立法院正門口之請願

活動則由時任環盟會長的劉志成教授負責。在

五點多正反雙方辯論完畢準備表決時，我及李

鎮源教授等旁聽者被要求離開會場，沒想到剛

走到會場大門口，看到悟弘法師等人率領數十

位貢寮反核鄉民已衝上了群賢樓九樓之會場，

要進入會場內阻止表決。一下子前鋒反核群眾

已衝入會場而樓梯間也不斷有人衝上來，場內

大亂之下會場大門被立法院警衛關上。場內之

狀況如何我們一直無法了解，但不久，民進黨

黃昭輝立委滿臉是血被抬了出來，所有衝入立

法院院內的群眾才逐漸退回到立法院大門口的

請願場地。當晚電視上，我們看到楊肇岳教授

在群賢樓九樓會場內被周書府、施台生等立委

及警衛圍毆及追逐的錄影，這些震撼人心的影

像，激起全台灣民主人士更高的士氣，時任台

教會會長，已故的林山田教授建議該星期五應

該再辦一次大型反核請願活動，這造成了當週

內三次反核請願大動員的紀錄。楊肇岳教授被

毆打的相片在宜蘭慈林基金會的台灣民主運動

館內還展示著。楊教授也因此案而被起訴，纏

訟數年後無罪判決確定。

1994年，“地下”民主電台風起雲湧。6月

初楊肇岳在寶島新聲(TNT)主持反核節目時，有

Call-In聽眾說國民黨立委擁護核電興建，不顧

台灣人民死活實在是太可惡了，應該罷免。楊

教授回答說請支持罷免擁核立委的人打電話到

環保聯盟辦公室表達。結果一連三天，環盟工

作人員電話接到手軟。我及楊肇岳、施信民等

深入了解選罷法後發覺依當時選罷法要罷免北

縣立委，提案及聯署兩階段大約需要約兩萬五

千人。投票率門檻為公民數之三分之一即六十

多萬人，而尤清縣長兩次的得票數都超過六十

萬票。因此，環保聯盟在判定罷免擁核立委有

可能成功後，正式發動此活動，並以立法院門

前之反核靜坐場區作為罷免聯署書的回收區。

此案於9月底正式將六萬多份的連署書送達台北

縣選委會。此罷免案之成立造成了幾個結果:(1)

國民黨以三次立法院院會時間提高罷免門檻來

解除立委被罷免的危機。新罷免門檻，投票率

由三分之一提高到二分之一，即由六十多萬提

高成一百萬，而台北縣之罷免提案及聯署人數

則提高了十六倍。(2)罷免案於1994年11月27日

投票，投票率21.5%而罷免失敗，(3)環盟創造了

立法院前連續一百八十天的反核靜坐紀錄，該

活動於12月22日結束。

楊教授除參加並主導上述之重大反核活動

之外，對於大大小小的公聽會及社區座談會都

積極參加。尤其是東北角的生態之旅，更是他

一再推薦並親自帶隊前往的活動，可惜多年來

環保聯盟在東北角生態之旅方面著力不深，實

在有負楊教授美意。2000年政黨輪替新政府經

評估後宣佈核四停工，核四案因立法院臨時會

之“核四復工續建”決議，行政院於2001年2月

14日宣布續建，楊教授是“核四工程環境監測

”委員之一。在這幾年間，時常在開會時與台

電工程人員在核四不安全性及環境污染影響方

面有所衝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衝突事件，於

2009年7月事情發生後，我就一直將其掛在我個

人網頁(green.csie.ntu.edu.tw)的首頁，包括“核四

廠科技官僚受到學者質疑惱羞成怒”影片檔三

檔並傳於Youtube上。今特以此文作為對這位永

保童真的反核摯友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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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岳 沒想到你這麼早就走了

都來不及說聲再見就走了

當反核的力量需要再凝聚時

肇岳 你卻丟下我們走了 

 

三十年來我們一起並肩前進

帶領學生上山下海

你答應我 退休後教我浮潛龍洞灣

你走了 我再也看不到海灣的美景

我們一起從體制外延戰到體制內

穿梭於立法院  遊說立委反核

必要時你也不惜奮戰如勇士

我們永遠記得你戰役得勝時 驕傲的笑容

 

熟稔台灣核能發展如數家珍的你

我一直期待有一天 你可以在體制內

痛宰台灣擁核的罪人

現在 雖然你我 一在天  一在世

我們仍然肩並肩 心連心

直到非核家園的實現

 

肇岳

我們思念你

願你與我們同在 不分離 

國龍

 

弔肇岳� � � � � � 張國龍 ( 台灣環保聯盟前會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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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惜台灣海岸反核健將楊肇岳

楊肇岳曾任教於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擔任副教授，曾任環

保聯盟會長、副會長，反核決心不曾動搖，是少數還在績極關

心的反核學者。

許多朋友會選擇很多環保團體主辦的營隊，積極的投入心

力去參加學習與環境、生態與保育相關的事務，或參加環境公

共議題的研究與探討。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正是由一群學有專精

的學者、專家所組成的一個團隊，內中每一成員無不本著知識

份子為環境把關的情操，做為報國的理念去努力實踐。

台大海洋研究所楊肇岳副教授，常常帶著一群群秉持關懷

台灣大地，需嚴正面對的理念，並堅持須妥善保護看法的學員

，上山下海的解說台灣過度開發，及對整體台灣環境遭破壞的

嚴重後果的深深的關切。

文 / 廖新一（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前政策部主任）
文章來源：2007年【環保聯盟20周年慶系列專題】環境人物誌

楊教授最痛心，也最常不厭其詳向參加環境、生態、保育的社團學員講解的就是：台灣非常美麗的

海岸，含四百多年前的雲遊四海，四海做生意的葡萄牙人，從外海遠處看到翠翠綠綠、蓊蓊鬱鬱的台灣

，就不由自主的發出讚嘆：「Ihla Formosa！」也就是美麗之島的意思。

但曾幾何時，台灣美麗的海岸不是被垃圾污染充斥，就是被水泥化的三角消波塊所包圍；最可惜的

是北台灣的東北角的貢寮、福隆，北海岸的金山、石門，都是最漂亮的地方，但卻建有核一、核二廠，

和核四廠在趕工興建中，都是對海洋生態無可回復的破壞，也是翠綠海岸的景觀最嚴重的傷害。

南部的旅遊勝地──墾丁，那麼美的熱帶雨林景觀，卻有一座怪獸般的核三廠，威脅著當地居民的

居住安全。楊老師是學化學的，他曾進入中科院實際對核子彈的研發投入七年的歲月，是我國少有的核

子能的真正專家，對它的潛在危險也了解最深，楊教授也是國內少有的反核專家，並且成為他終生的職



沒了中科院的工作之後！楊肇岳於1982年

束裝赴美就讀德州農工大學，四年苦讀，於

1986年12月獲該校無機化學博士學位後，任博

士後研究半年才回國，翌年8月就到台大海洋研

究所任副教授，已作育英才20年了，絃歌傳誦

，至今不輟。

外界很難理解，楊教授本身是學核能科學

的，為什麼和自己過不去，成為反核的急先鋒

？他說，就是因為自己太了解核能量，太可怕

了，而且核災變，無法預警，核廢料在地窄人

稠的台灣，根本沒有去處，光是半衰期就要數

萬年，我們不能禍延子孫，所以他應該要有勇

氣去做應該做的事。

1992年國民黨政府由郝柏村任行政院院長

，並指揮國民黨過半數的國會要通過核四預算

，楊肇岳就加入環盟參與絶食抗議的行動，他

知道不出來的話，沒有人比他更了解核能災變

的不可測和可怕，因為其他人雖反核，但不內

行，當時的反核教父張國龍教授，要求楊教授

當他的分身，因為楊老師了解MIT麻省理工學

院製造原子彈的藍圖，台灣可以說已完成原子

彈的製作，如果沒有發生張憲義叛逃事件，我

們可能早就是核子俱樂部的成員之一了。

在楊老師的記憶中，他發表有關北濱海洋

陰陽海的成因的「世紀之謎」論文之後，某大

學的教授群，在向台電領有1000萬元做研究費

的團隊，竟剽竊他的若干研究成果作成報告，

使他深覺我們的社會沒有正義、公理、是非，

這件事使他很難以釋懷。

在芸芸眾生中，他是實際參與研發核彈的

工作者，他了解反核的非常重要性，並且由真

正了解核能是什麼回事的人參與反核，更是具

有重大意義的事。

令他印象深刻，午夜都難以忘懷的事，是

1993年的625事件令他刻骨銘心。事情是這樣的

，當時國民黨的大黨鞭──即所謂紅包本的廖

福本，執意要在立法院表決通過核四預算1697

億元，這在當時反核、擁核強烈對立的時空情

志，他說先進國家一如他一般，因為太了解核

能的不確定性的可能危害無法避免，也知道它

的可怕，所以從1977起不再新蓋核電廠，以避

免給他們國人增加核災的可能性。

楊肇岳老師從小聰慧過人，小學讀的是太

平國小，所以當他上初中是台北市最好的學校

，也是仁愛初中第一屆，是第一志願考取的。

高中也以第一志願考進人人羨慕的建國中學，

那是一場實力的展現；三年忽忽而過，考大學

，以當年錄取率之低，更是一場學子的肉搏戰

，楊教授依然高唱凱歌，如願的進了台大的化

學系，讀他自己想學的。四年怎麼會那快眨眼

就過去了呢？以時下好玩成性的學生言，應該

是：還沒玩夠呢！怎麼就又畢業了呢？說是這

麼說，他又考取了還是台大的化學研究所，畢

業之後，他以學有專長，進了人人稱羨的中山

科學院核能研究所，足足有七年之久，他是真

正參與國家研究核子彈的化學分析助理研究員

，在當時時空背景下，鮮為外界所知曉，是我

們國防上的最高機密。

一直到CIA潛伏中科院的張憲義向美國告

發，我們在袐研核子彈已經研發成功而叛逃時

，舉世震驚，也難怪一直到現在，全世界各國

都還把我國列入「有製造核子彈能力的少數國

家之一」。並且對我們的核電廠供料，核廢料

的處置多所刁難或框限，因為高輻射核廢料還

是可以提煉出鈽，鈽還是可以有其他的許多用

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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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反核人士約千人包圍群賢樓和軍警發生

激烈的衝突，有些反核人士衝到九樓的大會議

場，國民黨軍系立委周書府帶頭，及有黑道背

景的施台生等，群起毆打黃昭輝，是一場非常

悲壯的激烈衝突，反核人士相對弱勢，在那場

混仗中，根本沒有經過表決，就宣佈表決通過

，令反核人士痛心而大譁，時為黨外的反核人

士黃金龍和學者楊肇岳等，事後都被起訴。這

件事雖已過去13年了，但激烈衝突的場景，依

稀歷歷在目，而以眾爆凌弱的不公不義舉措，

一直令他無法忘懷，而受屈受辱，還遭起訴的

心情心理悒鬱，無疑是非常深遠的！

這也顯示這個社會是多麼的不公不義！對

於參加環保聯盟，領略到整個社會對環境公共

議題，是相當的冷漠，可以著力的點並不多，

有相當多的無力感，也感到很無奈，但卻有滿

多的感懷！

首先，是楊老師那麼強烈的反核，世界上

很少有對自己的所學領域，有所不滿而激烈抗

爭的，他到底是反真的？還是反假的？

楊教授明確的表示：和達悟人的堅決反對

核廢料貯存在蘭嶼一樣的明確，並且反核是：

對事不對人，而且太重要了，如果一個真正了

解核能有核災疑慮的人不站出來，是會被嘲笑

的，並且推銷核電機組是強大的、跨國界的核

能工業集團，所以只有有明確認知能力的奧、

德、義、英等國家反核能夠很順利的成功，不

再興建核能機組，以核能發電；北歐只有芬蘭

在冰天雪地的離島，有一核能機組的興建，藉

此認知，先進國家近乎都是反核的，而且頗具

成效。

世界核工業發言人公開在CNN向全世界說

：先進國家確實不再蓋核電廠，但第三世界落

後國家，在沒有替代方案下，祇能用核電。

楊教授感性的說：參與環盟，以環境為主

體，認識了全台許多環保人士及貢寮的投入反

核四的一些團體的人和事，都使他們結合成好

朋友，對一個純知識份子而言，能和這麼多的

人如──貢寮陳慶塘、江春和、吳文通、陳世

男成為莫逆之交，使他的人生生命開啟另一窗

口，雖對他有所損失，但大家也都會想到他是

核能的專業，唯一在鈽實驗室工作過的專業人

員，足堪安慰。

身為環盟的成員，接觸過的議題很多，對

台灣土地，對這個團體都有很深的感情，也對

環盟有所期許，希望環盟成員常上網看green 

peace網站，向他們多多學習，向他們看齊，學

學他們是如何抗爭反核的，包括應如何蒐集完

整的資料，如何的以智慧去反核抗爭等。楊老

師衷心的盼望環盟堅持反核的使命，這一代未

成功，下一代持續反核到成功為止。他語重心

長的表示，環盟也要有骨氣，在為環境把關時

，及很多相關議題上，絕不接受大公司的捐款

，也盡量不接受政府的補助，以免瓜田李下之

嫌，不好做事！

楊肇岳老師ㄧ生對核能了解最深，所以他

最關心的議題就是反核電、反核廢料等的公共

議題，也對可能的核災輻射傷害，感到痛心疾

首，因為台灣是全世界核電廠密度最高的國家

，核災的可能或然率無疑的相對增高，令楊老

師不禁憂心不已；對核四持續興建，始終耿耿

於懷，也對國家要使核一、二、三延長服務年

限，期期以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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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71年起楊教授反核已有35年多，但是

非的核能問題，卻變成意識形態的政治問題。

楊老師感到很無奈，為什麼政府相關部門不朝

綠色再生能源多著力，加快研發的腳步，就如

丹麥、德國等國家，太陽能、風能的發展，都

已經達到經濟效益了，他們的許多中、小型社

區，都已經採用太陽能或風力發電，並有多餘

電力賣給電力公司，我們就可以不用太過依賴

可能會帶來災難的核能源。

另外35年來的反核焦慮，抗爭印象深刻的有：

1992年的大絕食，這些學者專家以為當人

民有著不同於統治者的聲音，而這些聲音被消

音時，學者、專家有不同的意見，並且被壓制

時，願意走出教室、走出研究室，採取行動和

人民站在一起，他們在繁忙緊張的工作職責的

餘暇，每人抽出一天的時間，在立法院門口以

「反核四，飢餓二十四」作號召，向台灣人民

請大願，長期接力靜坐，禁食二十四小時的方

式，不怕烈日，無畏風雨以實踐「節約能源，

告別核電」的訴求，展現不畏艱苦，為「建立

非核家園」的理想打拚的意志。

學者專家的這項行動係於1992年的5月12日

起展開，他們這樣做是本著學術良心和「尊重

生命，疼惜鄉土」的理念，反對核四預算解凍

，更期能回饋養我育我的社會，並對歷史和子

孫負責作交代。

另外就是在1995-1996年的連署罷免擁核立

委，在立法院前擺攤拉白布條，抗議擁核立委

不顧人民要冒核災的風險，令國人沒有安全感

，此一活動連續半年達180天之久，學者都在教

學繁忙之際，人人都抽空，把時間給空出來，

作長時間的接力抗爭，攤子上讓路過行人連署

簽名，就是要把擁核立委罷免掉。大家意志非

常的堅定。開始的時候，因為在國民政府的誤

導下，國人不太熱中參與，但過沒幾天，一些

計程車司機都奔相走告，開始投入聲援，接著

台大的學生、台大的醫生也都紛紛的如接力賽

般的參加，有白天的、有清晨的、有夜晚的，

大家手連手，心連心的加入。下半夜參與者的

熱情更為感人，夜深人靜，但聞汽、機車單調

的呼嘯而過，但他們卻連颱風也不退的堅持到

天亮。有些不斷的廣播核電的可怕，核廢料的

無法處理和遺禍給我們的子子孫孫，國人千萬

不可接受核四的興建等。

楊肇岳老師感性而快人快語，他擔任過本

會的會長、副會長，對本會有很深的情感，常

對核四興建的發展寄予關切，包括核四經監察

院糾正不當的變更－100萬千瓦特變更為135萬

千瓦特，但卻未再作環境影響評估，感到非常

的痛心，其後還違法的想追加預算190億元，現

在又轉移焦點的把核四停建，無限上綱的推託

，要追加543億元的預算。所以，楊老師結合王

塗發、田秋堇兩位立委、和現任本會會長陳椒

華老師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向國人說明台電

、原能會、經濟部除廢弛職務、監督不周外，

還向外放話，意圖推諉卸責的違法追加天價的

190億和543億元。也難怪楊老師心心懸念的要

後繼接棒的我們，一定要堅持反核到成功為止

，為了不禍遺子孫，這一代若做不到，核電廠

就是我們最可恥的墓碑，台灣處在核電事故、

中共飛彈、恐怖份子以飛機撞核廢料場等的恐

怖威脅中，台灣將沒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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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肇岳老師在2010年環保聯盟舉辦的貢寮營隊中，

向學員講述「台灣不應發展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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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紀念楊肇岳老師，特別自以往台灣環保聯盟出版的「台灣環境」會訊中找出楊老師著作之
反核文章，以追念他一生致力於反核之精神。

義

楊肇岳老師所著反核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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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1995年「台灣環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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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盟需要您的支持

台灣環保聯盟第廿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1. 時間：2011年5月21日下午2點
2. 地點：台北市NGO會館 (台北市青島東路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