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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祖土正則（日本青森縣反核代表）譯者:林晏僖 
 
 
 
 
 
在日本，使用過核燃料再處理是一種義務。 
 
使用過的核燃料棒，除了可能放在核電廠自己的儲存池以外，還可能放到六所村的再處理工廠。再處

理工廠的儲藏量約為 3000 噸。目前為止，從全國的核能電廠運送到六所村的核廢料棒有 3344 噸，再處
理的測試運作使用了 425 噸，因此現在還有 2919 噸的核廢料棒存放在那。日本原燃預計再處理工廠明年
(2013)完工。現在幾乎無法再接收任何核電廠的用畢核燃料棒。 

 
使用過核燃料棒經過再處理之後會產生高放射性的核廢液。由於在液態狀態時若在地震時溢出，或放

置的容器有任何損壞造成異體流出都有極高的危險性，因此將這些核廢料與玻璃原料混合放置到不鏽鋼的
容器中，使其固態化。日本把這些不鏽鋼容器稱為高放射性核廢料；試行運作期間約完成了 150 桶的固態
化。 
國外運回高放射性核廢料 

由於日本有部分用畢核燃料委託給英法兩國做再處理，從兩國運回的再處理過固態核廢料有 1414 桶
放置在再處理工廠內。今年也預計會從英國運回 28 桶核廢料。除了這些高放射性核廢料，再處理過程中
產生的中低放射性核廢料，會從英法在數十年內運回日本。 

 
高放射性核廢料最終放置地點尚未決定 

高放射性核廢料，也就是與玻璃原料混合後製成的固體，經過 30-50 年的存放冷卻，再放置到在地底
下 300 公尺深的最終處理場。 

在 2000 年設立的核能發電環境整備機構(NUMO)，即為負責尋找這相關處置的單位，應該包辦從選
址，建設到營運等所有事項。但是這 12 年來，花了 487 億日圓卻連預定用地都沒有找到。大部分的金額
都花在人事費及廣告費用。而受到福島核能發電廠災變的影響，找尋地層處置場更是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困
難。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於 25 週年特別邀請日本青森縣反核代表道祖土先生來台灣於立法院開公聽會,參觀核二廠低放射線

核廢料倉庫,核一廠高放射線核廢料乾式貯存場,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與核電廠及核廢料所在地的地方居民演講座談,且

至屏東林邊鄉養水種電廠體會台灣大片太陽能發電及再生能源發展的狀況,並與屏東縣曹啟鴻縣長交換台日合作發展

再生能源的新願景,台日反核交流更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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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連連的六所村再處理工廠 
1992 開始動工的六所村再處理工廠，本來預計於 1997 年完工，但經過了 20 年還是沒有完成。不但延

宕了 19 次預定完工日期，連建設費也從當初預定的 6 千億日圓增加到 2 兆 2 千億日圓。 由於讓用畢核燃

料固態化一直無法成功，因此預計的明年 10 月完工日期是很難的。 
 
六所村再處理工廠內有 2919 噸使用過核燃料棒，全國的核電廠有 14200 噸的使用過核燃料棒，再處

理若不能按照計畫進行，使用過核燃料棒儲藏池放滿之後，核電廠會一個一個停止運行。到 2010 年為止，

每年核電廠都會產生 1000 噸的使用過核燃料棒，六所村再處理工廠每年約可處理 800 噸。 
 
但隨著福島核電廠災變，目前除了大飯發電廠的 2 個機組以外其他的核電廠都已停止運作。 

問題是在再處理過程中分離出的鈽(Pu)只能被用在核電廠把鈽和鈾混合 MOX Fuel 發電方式上，福井縣

的高速增殖爐(MONJU 文殊)因事故關閉，距離再啟用的日期似乎遙遙無期。若六所村再處理工廠真的依計

畫時程開始運作，到時將會持有大量原子彈原料的鈽。 
 

日本零核電政策必須把”如何不用再處理的方式，處理使用過核燃料棒”這點考慮進去。但不管是哪種

方式，要找到存放高放射性核廢料或直接掩埋的地點都是非常困難的。日本核燃料循環計畫，因為高速增殖

爐的意外、六所村再處理工廠無法完工及福島核電廠災變等問題作廢，能源政策必須趕快轉換到零核能的方

向。 
 
低放射性核廢料掩埋場 

在六所村的 1 號掩埋場於 1990 年開工 1992 年開始使用，2 號掩埋場於 2000 年開始使用。這兩個掩

埋場的大小皆為 4 萬立方公尺，可放 20 萬個 200L 的汽油桶。今年 3 月為止放置的個數為 1 號 146347 個，

2 號 94902 個。 

放在此處的低放射性核廢料。是在核電廠內使用的手套、防護衣、使用過的水等物品，經過壓縮及濃

縮後放到汽油桶形成的核廢料桶。放入核廢料桶的每個置放處，用水泥填滿空隙，再用泥土覆蓋，之後計畫

放置 300 年。災變後的福島核電廠的低放射性核廢料則不搬入。 

日本核廢料放置場只有六所村的低放射性廢棄物掩埋場；介於高放射性及低放射性中間的中放射性核

廢料的放置處則還沒決定。日本核電廠將從發生災變的福島核電廠開始廢爐，產出核廢料的放置處也還沒有

定案。 

日本核能電廠最重要的一個議題就是核廢料最終該放在哪裡。 

每任政府都對核能發電非常關切，卻遲遲無法決定核廢料的放置處。野田政府也一直沒有決定是否建

造放置因為福島核電廠爆炸受輻射汙染的土壤等的中間貯藏設施(需放約 30 年)。雖然日本政府說: 會在經過

30 年的中間貯藏後，將其移出福島縣，但是最終掩埋場的地點卻是一點著落也沒有。2012 年 9 月 24 日 

徐光蓉(臺灣環保聯盟學術委員召集人、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 
 2012 年 5 月 25、26 兩天德國太陽能發電都創下每小時發電 2200 萬度的世界紀錄。2200 萬度約是

台灣夏日尖峰用電的 2/3，也是核一二三滿載發電量的 4.3 倍！身為全球第二太陽光電生產國，我們應以出
口綠能產品為滿足，還是應學習德國積極發展再生能源以創造內需？ 

 
德國能源六成靠進口，德國政府擔心受制於能源出口國，1990 年起就積極發展風力、太陽能與生質能

等再生能源，以保證價格的收購機制，向再生能源業者收購電力，期間長達 20 年，而收購費率的計算考量
到：資本支出，運轉維修成本，以及合理利潤等因素，以提高業者參與意願並降低投資風險。到了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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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9/28 舉辦高放射性廢料核去核從公聽會 

 

 

 

 

 

 

 

德國再生能源已能提供 15%的電力；預計 2020 年將有 30%電力來自再生能源，2050 年前此項比率更將增
加到 80%。 

 
馬英九 520 就職演說將「打造低碳綠能環境」做為未來施政的四大支柱之一。其實，2008 年馬英九上

台後，「節能減碳」口號就經常掛在嘴邊，如：2009 年元旦文告中「關注氣候變遷，節能減碳刻不容緩」；
2010 年就職兩週年，還提出以包括「環保救國」的「六國論」打造「黃金十年」。這些美麗的口號，對台灣
再生能源的發展並無實質助益。當 2008 年全球發生金融海嘯，不少國家藉「擴大內需」來達成「節能減碳」
的目標，例如：推廣節能建築、材質與高能效家電；補貼再生能源，以及興建便捷的大眾運輸系統等；反觀，
馬政府為「擴大內需方案」、「提振景氣擴大公共建設」，發放消費券等…，所灑下數千億新台幣，卻與「節能
減碳」一點也沾不上邊。 

 
台灣再生能源發展的障礙在於燃煤發電裝置過度擴增以及不合理的再生能源收購機制。從 1990 年至

2010 年，臺灣平均個人年用電量增加 2.5 倍，比英、法、德、日皆高，顯示政府推動節能與產業轉型成效有
限。2010 年馬政府估計 2020 年全台用電需求將較目前成長 40%！為滿足如此龐大的需求，臺灣選擇增建
高 CO2 排放的燃煤發電機組，包括：台中火力電廠與彰工火力電廠各增加兩座機組，以及林口、深澳以及大
林等火力電廠更新與擴建。由於過去需求估測過度誇張，2010 年夏季電力需求最高的尖峰期，仍有近 1/4
的發電裝置閒置，一旦上述新增燃煤機組以及核四全部投入發電，將再增加 24%發電裝置。 

 
火力發電裝置容量過剩，臺灣再生能源發展空間遭受擠壓。2009 年立法院所通過的《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亦參考德國以保證價格長期收購的機制，鼓勵民間參與再生能源的發展。結果才實施半年，2010 年馬
政府就以「太陽能發電申請過多將會衝擊電價」為由， 調降躉購價格，增加光電申請與測試報告等繁雜程序，
更於 2010 年底將太陽光電收購費率基準日期從「簽約日」改為「完工日」。這些不僅讓有意投資的業者無所
適從，增加投資的不確定性，導致業者投資意願低落，台灣再生能源當然無法正常發展。 

 
發展再生能源真如同馬政府所宣稱會嚴重衝擊電價嗎？德國為補貼太陽能光電發展使得德國每度電價必

須上漲 0.6 元新台幣(2 分美元)；臺灣 2008 年到 2010 年因煤、天然氣與鈾礦價格上揚，每度電價已上漲 0.3
元新台幣。每度電價調漲 0.6 元就讓德國擁有超過 22GW 太陽能光電設施；而持續依賴進口能源，台灣未來
必須付出日益昂貴的能源成本。馬政府欠缺發展再生能源的決心，使得現今台灣太陽光電裝置還不及德國的
千分之一！ 

 
德國將再生能源發展視為第三次工業革命，不僅為了降低對進口能源依賴，徹底擺脫傳統能源枯竭的影

響，還可減緩使用煤與石油等化石燃料所製造的溫室效應。德國也因為再生能源蓬勃發展，新技術不斷研發，
相關設備的需求增加而創造 30 萬個工作機會。 

 
馬英九此次提出「打造低碳綠能環境」的願景；但欠缺決心與意志使得台灣「自產能源」仍然近乎零。

德國經驗告訴我們，推動再生能源，不只降低對進口能源的依賴，還可創造工作機會；除此之外，台灣發展
再生能源最大意義在於：若將每年耗費 10-15%GDP 用於支付進口能源的費用，改用於產業升級與經濟轉型、
建制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權利的社會福利制度、發展大眾運輸以及勵節能都會提升台灣民眾的生活品質。一舉
數得，何樂不為？(原刊於新新聞 1318 期 正刺輯專欄，2012 年 6 月) 

 
2012/9/28 日本 Zero 核電政策及再生能源推展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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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4 日 屏東縣反核交流 

環保聯盟 25 週年紀念活動－環保運動歷史照片說故事 
時間：2012 年 10 月 28 日 AM 9:00~PM5:00  
地點：NGO 會館(臺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 8 號，近捷運板南線「善導寺站」2 號出口)  
台灣環保運動研討會－環保聯盟各分會運動回顧 
時間：2012 年 11 月 10 日 
地點：臺大校友會館 (臺北市濟南路一段 2 之 1 號) 
 

 

 

 

 

 

 

 

 
環盟需要您的支持 
捐款方式：1．ATM 轉帳、電匯 (轉帳後請來電確認)：帳號：118-20-079113-0 華南商業銀行公館分行 

  （銀行代碼：008） 戶名：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2．郵政劃撥：劃撥帳號：19552990   戶名：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3．線上信用卡捐款：請至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網站：www.tepu.org.tw 點選右上角「請捐款給環保聯盟」 

捐款徵信 2012 年 8 月 1 日~8 月 31 日 

．捐款收入  
$150 洪雅慧.曾惠玲.林鋰璉.柯招治.呂政家.薛宏昌.蔡岳均.鍾謹憶.許玲君.魏玲慧 $500 吳月鳳.廖卿如. 
許惠悰.吳怡儒.廖金英.江瑞蕎.徐薇謦.林興溪水協會 $1,000 朴勝俊.櫻井次郎.知足章宏.吉田夫.李秀澈. 
李熊妍.陳佳琪.李源珍.林暉凱. $1,605 楊振銘 $2,000 廖彬良.林宜平.戴蘊思 $3,500 無名氏 $4,000 王俊秀 
$10,000 林媽利 
．專案收入-反核專案 $250 布旗.250.頭巾.$350.$70,000 版稅 

 
2012/10/5 道祖土正則及中山敏秀先生離
台訪問錄影談 

 
2012/9/29 道祖土正則先生與環保聯盟北海岸分會交流

 
2012/10/3 道祖土正則及中山敏秀先生參觀屏東養水
種電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