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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核電廠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Taiwan

• 台灣有4座核電廠，各有2個機
組共8個機組

• 核一廠 NPP1--新北市石門區，
單機容量636MW，1978年商轉

• 核二廠 NPP2--新北市萬里區，
單機容量985MW，1981年商轉

• 核四廠 NPP4(停工中)--新北市貢
寮區，單機容量1350MW，1992
年開工

• 核三廠 NPP3--屏東縣恆春鎮，
單機容量951MW，1984年商轉

核一、二、四廠半徑30公里逃生圈範圍

核三廠半徑30
公里逃生圈範
圍



• 重大事故可能發生，其後果嚴重，影響深遠危險

• 建廠成本高、工期長、核廢料及除役處理成本高昂昂貴

• 無法靈活操作，熱污染嚴重低效率

• 核廢料難處理，有害時間短則300年，長則數十萬年以上貽害萬年

• 用過核燃料棒可提煉出鈽，有導致核武擴散之虞核武擴散

核能發電的本質(一)



核能發電的本質(二)
• 核電必須依賴其他能源才能運作

• 核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於再生能源

• 核燃料也有用完的一天，不是永續的能源

• 後代子孫要耗用更多能源照顧核廢料

• 核電阻礙節約能源和再生能源的發展

• 發展核電不利於解決全球暖化的危機，並將使人類承受更
多的核災風險



蘇聯車諾比、日本福島核災，台灣無法承
受！

• 台灣是地狹人稠的海島，位處地震帶，地震、颱風等天災頻仍，缺
乏發展核電的自然和社會條件；萬一發生重大核災，台灣社會無法
承受。

• 國外研究指出，台灣的核電廠是全球最易遭受地震和海嘯侵襲的危
險電廠。

• 核一、二、三廠已經老舊，機件損壞事件頻傳，核災風險日益增高。
• 核四興建工程發生擅改安全規格、降低材料品質標準、用錯材料等
離譜情況；在試運轉期間發生多次淹水、火災事故。

• 核能電廠的存在讓台灣人民生活在核災恐懼之中。



*非核家園(Nuclear-free Homeland)是指:
沒有核能發電、反對核子武器的國家。

*非核家園政策的目的在於:
1.確保永續發展
2.維護環境正義
3.保障公共安全
4.追求世代正義
5.促進世界和平



台灣推動非核家園歷程(1985迄今)
• 為了維護台灣人民的安全和台灣的永續發展，台
灣反核人士近三十年來努力推動反核運動。

• 1992年2月行政院同意核四計畫(1980首度提出，85
暫緩)。

• 1996年5月立法院通過廢核案，但10月覆議撤銷。

• 2000年10月行政院停建核四，但因立法院反對，
2001年2月復工續建。

• 2001年2月朝野政黨達成建立「非核家園」的共識。

• 2002年通過的「環境基本法」第23條規定: 政府應
訂定計畫，逐步達成非核家園目標。

• 2003年底通過「鳥籠」公民投票法，使陳水扁總
統承諾的全國性核四公投受阻。



• 2008年國民黨執政後，「非核家園」政策即被摒棄，將核能列為
「低碳」能源選項，不但擬將現有核電機組延長役期，也擬增設
核電機組。

• 2011年因福島核災，核能政策改為「穩健減核」，現有核電機組
不延役，但核四要商轉。

• 行政院長江宜樺於2013年2月25日宣佈，核四是否停建，將由立
法院提案交付全民公投決定。

• 行政院長江宜樺於2014年4月28日宣佈，核四停工封存，將來是
否運轉由全民公投決定。



• 2017年1月電業法修法納入2025年達成非核家園目標的條
文：核能發電設備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以前，全部停止運轉
（第95條第一項）。

• 2018年11月24日公投第16案通過廢除上述條文。



反核運動Anti-Nuclear Movement



反核運動回顧與展望

台灣核電廠在1978年開始
陸續商業運轉，但直到
1985年才因核四興建開始
出現反對核電的聲浪。



反核運動回顧與展望

• 反核電的學者組成新環境
雜誌社，在1987年開始到
核電廠所在地和核四預定
地宣揚反核理念。

• 1987年11月台灣環境保護
聯盟成立後，將反核列為
工作重點，於1988年初邀
集環保、政治、宗教、婦
女、原住民等團體擬定
「反核行動計畫」，發表
「反核宣言」。



反核運動回顧與展望

• 1988年2月，蘭嶼原住民
舉辦該島首次遊行─
「驅除惡靈」，反對核
廢料場之設置。



反核運動回顧與展望

• 1988 年4月底環保聯盟於台北市首次舉辦反核禁
食靜坐(台電大樓前)和反核遊行，並公佈500位大
學教授反核連署名單。



反核運動回顧與展望

• 1992年2月行政院同意核四復工，並要求立法院
解凍預算，環保聯盟從5月中旬開始在立法院門
口舉辦「反核四、飢餓24」靜坐活動，直到預算
在6月被解凍；從此之後，立法院成為反核四的
重要戰場。



反核運動回顧與展望

• 1994年5月22日在台北縣長尤清支持下，貢寮鄉舉
辦「核四公民投票」，結果反對核四者高達96%；5
月29日的反核遊行人數高達三萬人，但7月12日在
反核人士的抗議下，立法院通過了核四8年預算。



反核運動回顧與展望

• 為了抗議擁核立委，反核團體在1994年6月底發
起罷免台北縣市擁核立委的運動，但因立法院修
改「選舉罷免法」，使得罷免案雖進入投票階段
但未能成功。當年11月27日北縣府於罷免立委案
投票時，同時舉辦核四公投，結果反核四者有
89%。



反核運動回顧與展望

• 民主運動前輩林義雄先生於1994年7月12發起「核
四公投、十萬簽名」禁食活動，接著在9月中旬
成立「核四公投促進會」，並舉辦歷時一個多月
的環島「千里苦行」，宣揚「人民做主、核四公
投」的理念(1997和2002年舉辦第2、3次「全國苦
行」)。



反核運動回顧與展望

• 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贏得
總統選舉(3月18日)後，針對
核四興建問題，環保團體發
起遊行(5月13日)要求廢核四，
行政院經過再評估(6月16日-9
月15日)後，決定停建(10月27
日)，但無法獲得國民黨等在
野黨籍立委居多數的立法院
同意，因此行政院長張俊雄
又宣佈復工續建(2001年2月14
日)；但是朝野政黨也得到了
「非核家園」為終極目標的
共識，並將之列入環境基本
法(2002年)。



反核運動回顧與展望

福隆海灘NO NUKE行動
2006年6月



反核運動回顧與展望

• 2011年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因大地震所影響四個機
組於3/12~3/15之間分別爆炸，輻射大量外洩，引起
全球震驚。再次喚起更多台灣人民關心台灣核電發
展。

• 同年環保團體舉辦320「我愛台灣、不要核災遊行」；
429「24反核任務-包圍台電」靜坐活動；「430廢核
遊行」；「611全台反核行動」等。



反核運動回顧與展望

• 環保聯盟在行政院公投審議委員會否決新北市
公投案後，開始在全國推動「你是否同意新北
市台電公司核能四廠進行裝填核燃料棒試運轉」
之全國性公投提案連署。



反核運動回顧與展望

2013/6/5~6/18 腳踏車環島 十萬連署



反核運動回顧與展望

2013年反核活動

• 309廢核大遊行• 303反核在金山做伙救台灣遊行



反核運動回顧與展望

• 2013年5月19日~30日環
保聯盟發起「反核四、
飢餓24」立院靜坐活動。

• 2013年8月2日~8月5日
於立法院召開臨時會期
間，環保聯盟發起「反
對扭曲民意的核四公投」
立法院監督靜坐行動。



反核運動回顧與展望

• 2013年10月10日，除在新北
市貢寮區參與「百萬人廢核四
環島接力行腳」活動外，環保
聯盟也發起雙十反核行動，在
立法院前舉辦「反核升旗活
動」。



林義雄先生禁食求停建核四(2014/4/22-30)

• 4/28行政院長宣布核四停工、封
存



核四裝填燃料棒試運轉全國性公投提案連署與送件

• 318學運(3/18-4/10)和林先生禁食期間
連署熱烈

• 7/11送件，8/22被行政院公投審議委
員會駁回



反核運動回顧與展望

• 面對危害台灣永續發
展的核電政策，我們
必須持續全力反對。

• 希望經由我們的努力，
可以早日廢除核四，
並讓核一二三廠停止
運轉，使台灣儘速邁
向非核家園的目標。



非核能源政策

• 1.遵守非核家園法定目標，核一、二、三廠不延役。

• 2.早日廢除停工封存之核四廠。

• 3.調整產業結構，積極推動節約能源，提昇能源效
率，停止石化業、鋼鐵業等高碳、高耗能和高污染
產業的持續擴張。

• 4.減少燃油、燃煤發電之使用，落實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提高再生能源發電量。



• 5.積極鼓勵新能源技術與再生能源技術的研究、發展與推廣，
提升台灣綠色能源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 6.鼓勵民眾參與再生能源發展，特別是鄉村地區的農漁民可
參與生質能、太陽能、風能等方面的工作。

• 7.儘速通過能源稅條例，並落實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之執
行。

• 8.儘速修訂電業法及相關法令，打破台電之壟斷，促進電力
系統多元化、分散化。

• 9.建構全國智慧型電網及電錶，並實施時間電價制度，以增
加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改善負載管理。



正在推動的核電公投提案—擁核方
• 對擁核三公投的意見

• ●馬江倡議核四啟封商轉，並支持重啟核四的公投，一般民眾會誤以為只要重
啟馬上可以來電，事實不然。馬江是當年(2014年)封存核四的人，當知核四根
本尚未完工，重啟並不是馬上可以發電，而是要投入巨額的金錢和很長的時間
才或許可能發電。所以「重啟核四」可以說是「重啟錢坑、不來電」的錢坑提
案。最好的核四方案，是廢止核四計畫，其廠址作為再生能源（地熱、海洋能、
太陽能等﹚發電、觀光、研究、博物館等用途。

•
• ●至於核能減煤之提案，要求於2030年以前達成核電比例不得低於燃煤發電，

也是不切實際的提案。事實上這個要求早在28年前(1991年)就達成了!當時核電
與燃煤發電量佔比分別是35.58%和30.02%，但是之後燃煤發電就超過核電，若
要究責，則是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官員要負責了！

•
• ●而要求核安機關審查通過後，將核電廠延役20年的提案，也是不合理的提案。

適合延役多久，要視電廠機組狀況，以及地方居民的意見而定，不應以全國性
公投決定。



正在推動的核電公投提案—反核方

1.您是否同意「廢止核四計畫，其廠址作為再生能源（地熱、海
洋能、太陽能等﹚發電、觀光、研究、博物館等用途」的政策？
(廢止核四)

2.您是否同意核子反應器設施之興建、續建、擴建、延役(申請
換照)，應由設施廠址所在地五十公里範圍內之直轄市、縣市辦
理地方性公民投票通過後，方得實施？(逃命圈公投)

3.…….



展望
現有老舊核電廠之安全性以及其除役規劃、核四廠
之處理、蘭嶼核廢料貯存場之處理、核廢料之處理
處置等，將是未來關注的焦點。

能源轉型是要面對新的挑戰。原本台電的電力規劃
必須依照非核家園政策而改變，而新的發電裝置之
設置需要時間，且改變當地環境，若無法妥善處理
將影響供電，而引發對政策的質疑與不滿。

能源轉型的主要工作是推動再生能源的開發和節約
能源措施的採行，並以天然氣發電做為替代核電的
過渡電源，以使能源結構轉型為非核、低碳的結構。



反核運動回顧與展望

• 為了促進能源轉型，相關法令和制度的制定或修正必須要加快腳
步。

• 能源轉型也將有助於能源自主性的提升、溫室氣體的減排，以及
綠色能源產業的發展。

• 打造台灣為非核家園的理念從提出至今已逾30年，台灣是否能順
利達到零核電的非核家園目標，將有賴於我們的努力。

• 不管何時達到零核電，核電廠所產生的核廢料將繼續伴隨著台灣
人民，如何處理這些毒性長達數百年至數十萬年的放射性毒物，
將是繼續困擾後代子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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