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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電危機頻傳的奇症
王塗發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

       台灣自1980年代規劃要興建核四廠時，
就罹患了「缺電危機頻傳的奇症」，今年則
特別嚴重！
      台電在5月13日公布今年度長期負載預

測規劃，強調在核電廠如期除役後，明年若

林口、大林新機組無法在夏季前啟動，尖峰

負載備用容量率僅剩6.6％，低於能源局宣

稱的7.4％停限電紅線。若再遭逢如日前核

三廠火災、核一機組大修時燃料棒把手脫落

情況，恐將降到1.8％以下。在5月14日上午

台電備轉容量率預估值一度降至3.38％的歷

史新低，因此發出限電紅燈預警。【備用容

量率= （系統規劃淨尖峰能力-系統小時尖

峰負載) ÷系統小時尖峰負載×100%。其中

，系統規劃淨尖峰能力= 裝置容量扣除廠用

電後之最大出力，不考慮歲修、小修及故障

機組容量。備轉容量率＝（系統運轉淨尖峰

能力－系統瞬時尖峰負載(瞬間值)）÷系統

瞬時尖峰負載(瞬間值)×100%。其中，系統

運轉淨尖峰能力需扣除歲修、小修及故障機

組容量、火力機組環保限制、輔機故障、氣

溫變化、水力考慮水位、水文、灌溉及溢流

等。】

      6月25日，行政院長毛治國在行政院會上

說，今夏備轉容量最低可能只剩下2％左右，

如有任何大型機組無法運轉，將立即缺電，

此現象已經不是警告，很有可能變成常態。

政府規劃的新電源尚需五到十年才能實現，

短期缺電已無可迴避。台電則表示，下週指

考期間是供電最大挑戰，其中7月2日達限電

邊緣。7月1日指考首日，果然台電「預言成

真」，6部火力機組同天出狀況，備轉容量率

降到2.46%，備轉容量為86萬瓩，創10年來新

低，供電亮起限電警戒紅燈。出狀況的6部火

力機組，包括協和電廠一號機、民營和平電

廠一號機、民營台塑麥寮汽電共生C號機都

破管降載或停機，興達電廠二號機變壓器異

常、五號機運轉時數到期需降載定檢，大潭

電廠二號機也因熱交換器故障需降載。據計

算，以上6部機組出狀況，總電力供給下降近

160萬瓩，相當於3部台中火力機組發電量，

也相當於5%備轉容量因故障而「消失」。

      如果電廠的經營管理上軌道，每部機組

出狀況的機率假設為一萬（10的4次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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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則同一天3部機組出狀況的機率應為

一兆（10的12次方）分之一，6部機組同一

天出狀況的機率應為兆兆（10的24次方）分

之一，幾乎等同於零，也就是說不應該會出

現這種狀況。因此，同一天高達6部機組出

狀況，再加上之前中火八號機破管維修近三

天，實透露了相當不尋常的訊息！

      每年7、8月是台灣的用電尖峰期，6至9

月是夏季高用電期（電價要比非夏季貴3成

以上），1至4月與11、12月則是相對低用電

期（2月的用電量僅約為7、8月的七成）。

一般正常的經營管理者是不會、也不該把電

廠的「歲修」安排在5至9月來進行的。然而

，每逢夏季台電就恐嚇全民要限電。今年台

電就安排在5、6月「歲修」大量機組！據報

導，包括核二廠一號機、通霄五號機、大潭

三號機、中火九號機，及南部電廠四號機等

都被安排在這期間歲修。光是歲修機組裝置

容量就達290萬瓩（遠高於上述出狀況的6部

機組所減少的160萬瓩），佔全部裝置容量約

9％；再加上出包的核電及電纜短路停機的興

達電廠三號機，總停機竟達16％，比台電所

稱的15％「安全備用容量率」（事實上，只

要8-10％就夠了）還要高。如果這些機組的

「歲修」是安排在1至4月或11、12月的相對

低用電期，而不是在5、6月，怎麼會發生這

次的「缺電危機」呢？！

      如此不尋常的「歲修」安排，加上極為罕

見的6部機組在同一天出狀況，很難不令人質

疑是台電刻意操作，以製造「缺電危機」，

好為爭取核電廠延役提供堅強的理由。如果

說不是台電的刻意操作，那麼，會發生這樣

的「缺電危機」，就表示台電經營高層的經

營管理大有問題，應該下台負責。

缺水莫忘治空污
文章轉載於自由電子報《自由廣場》2015-05-26 06:00

鄭先祐 ／國立臺南大學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教授

      「大氣長河」壓境，全台進入梅雨帶，

豪雨預期連飆七天，持續強大雨勢，恐會成

災。但事實是，雲團密集，斷斷續續，力道

雖大，但不如預期。怎麼會這樣？氣象專家

解釋，瞬息萬變，整體如此，但各點各有所

別，且有些雲團停留在海上。 

      「大氣長河」為何局部有點弱化，我個人

強烈懷疑這是由於大氣累積的污染物質，阻

擋與改變雨勢的分布。於一九六○年代，美

國芝加哥地區就被學界發現空氣污染物質飄

送至雲團，會促使其提早落雨，顯著改變鄰

近幾個地區的雨量分布。如同人工增雨技術

，對雲團投入粒子，促使其形成雨滴，提早

落雨。雨過天青，空氣飄浮粒子被雨洗淨，

陽光往往分外鮮豔強烈。

      多年來，關心水情的人士常感嘆為何落雨

常在平地，沒有在水庫集水區（山區）。這

   

           （資料照，記者張忠義攝） 

同樣也是空氣污染的結果。平地都會區大量

汽機車與工廠煙囪排放的空氣污染粒子，顯

著阻擋原本要飄移到山區才降雨的雲團，提

早落雨。

空氣污染與氣象降雨，雖分屬完全不同的學

術專業，但自然現象卻是緊密相關。跨領域

的整合，才能看到真實。至於空氣污染改變

雨量分布，是福，是禍？天地無心，福禍自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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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老師  捍衛中部空氣
文章轉載自工商時報A8 星期人物 104年5月24日 文/郭建志

      很難想像，原本作風保守的老師竟會站

上社運第一線，為環境發聲。彰化環境保護

聯盟理事吳麗慧雖已63歲，但面對中科、六

輕等廠商仍無所畏懼，每每在環評會議手執

數據、高聲質疑污染。她認為，產官學連手

下，環團聲音單薄，盼青年、退休族踴躍加

入環保行列。 

      畢業自彰化師範大學輔導係的吳麗慧，

曾經赴台北教學三年，爾後請調回彰化任

教。在1990年代，那時媒體還受到高度管制

，對於時事有興趣的她，接下「地下電台」

主持棒，自己找名嘴上節目，每天早上翻翻

報紙瞭解新聞，傍晚下班後就騎著機車到彰

化和美上廣播、針砭時事。

      但是吳麗慧逐漸發現，慈善、政治議題

都擁有許多人願意投入，但是環保議題乏人

問津，大自然是不會自己發聲抗議的，無論

遭受到多嚴重破壞，況且要花時間、精力、

金錢，自然沒什麼人想投身環保，因此吳麗

慧在前立委翁金珠與地方人士號召下，加入

彰化環盟。      

      畢竟身為環團要避免與政治牽扯上邊，

吳麗慧當上理事長後，先是讓彰化環保聯盟

脫離翁金珠服務處，開始投入著名的「三三

反台化運動」。她感慨，當時台化埋暗管、

污染灌排渠道，空氣中也常瀰漫著二氧化硫

的臭味。農民苦不堪言，地方許多工廠也私

自排放電鍍水。吳麗慧率領志工與民眾多次

向廠商抗議，汙染才逐漸改善。

      吳麗慧約八年前退休，她笑著說，退休

後反而更忙、當全職環保志工，此時她也注

意到國光石化、六輕、中科對環境的重大影

響。由於環保局總推說環保署已審核通過、

環團抗議無效，她才驚覺戰場其實在中央。  

      經過幾年下來的環評會議「抗戰」，她

分析，與其後來跟廠商打官司，倒不如一開

始在環評會議阻擋，讓廠商一直修改內容、

讓徹底減污，「否則你不去，環保署兩三次

就草草通過」。

      吳麗慧感嘆，政府官員身為公務人員的

角色錯亂，領人民金稅金照理該替人民把

關、監督環保，但往往中央官員都和企業

「站作伙」，相形之下人民的覺醒還不夠，

在產官學聯手下，環團聲音時常單薄，吳麗

慧呼籲青年、退休族都該一同捍衛環境、向

污染說不。

20150605 能源民主系列工作坊公民電廠     20150610 反對核廢境外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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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24 環保團體北區場次座談會 20150626 把能源轉機當危機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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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徵信 

4月15日-4月30日 

捐款收入

      $200徐詩閔

      $500辛炳隆. 蘇冠賓.CJ .徐薇謦.吳  

          月鳳.廖金英.許惠悰.林暉凱

      $900李駿

     $1,000王俊秀.吳焜裕.廖彬良.王秀文

           李建畿.施克和.無名氏.王淑芬

           劉俊秀

     $1,020無名氏

     $1,500許瓊丹

     $1,600黃宏甫.劉志堅

     $2,000廖崇禮

     $3,000楊孟麗

     $10,000周明道.施信民

     $100,000昶懋國際(股)公司

會務收入

      $500訂閱會訊.$6,000屏東分會

專案收入-反核專案

      $1250反核旗

捐款徵信 

5月1日-5月31日

捐款收入

      $100葉芷吟   $200郭金泉

      $250林幸蓉   $300龔裕程

      $500賴金泉.徐世榮.Roger.辛炳隆.

           蘇冠賓.CJ.徐薇謦.吳月鳳.廖

          金英.許惠悰.林暉凱.吳碧月

      $800楊振銘   $1,000謝建民.王俊秀  

      吳焜裕.廖彬良.王秀文.李建畿.施克

      和.無名氏.王淑芬.劉俊秀

      $1,500許瓊丹  $3,000楊孟麗

      $5,000黃淑德  $5,600李駿

      $10,000陳昭媛.

      $60,000(財)鄭福田文教基金會

會務收入

    $500訂閱會訊.$3,000台南分會.$4,000

    台東分會.$5,000澎湖分會

義賣收入  $2,000測試器

專案收入-學界贊助專款 $100,000胡廷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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