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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四封存 

    封者；禁進出也。存者；保留以待後用也。然，核四既無

法〝封〞，亦不該〝存〞。 

1. 姑不論，重大設備，諸如原子爐及汽機。僅遍佈全廠之



精密，儀控設備，即需空調以保持溫溼度。亦即需電力，

空氣壓縮系統，冷卻水及循環水等，〝維生系統〞，24

小時運轉，以維持電廠之基本功能。台電共編列近 80

個系統，占全廠 135 個系統半數以上。 

2. 24 小時運轉，需三班運轉人員，得編制五組輪值人員。

此外，尚需電機、機械及儀器等維修人員，再加品保、

工安及行政人員等。所需人員高達數百名。核四實無法

〝封〞。所費亦不貲。 

3. 核四諸多疑難問題及 18 工項，台電雖保證再三。然，

經年累積之設計、設備及施工問題，均尚待查證、檢驗。

且國人疑慮甚深。依現況封存，日後重啟，設備可靠性，

儀控穩定性，施工品質之檢驗，再重測試之內容及範圍

及規範標準等，勢必引發更多質疑與爭議。 

4. 一旦設計及施工人員撤離，國外製造廠及支援廠商之技

術工程師他調後，未來疑難問題更加難解。又，具運轉

執照之值班人員及培養多年之維護人員流失後，核四未

來運轉及維護品質，勢必更形嚴峻。 

    核四既無法〝封〞，亦不該〝存〞。虛耗三年，浪擲

60 億，未來再引發更多問題及紛爭。〝封存〞實為錯誤

政策。 

二、核四安全根本問題 

1.核四安全兩條路線，互不相容 

  (1)工程師路線：全面清查，並公開所有問題，擬定解決方   

     案，徹底執行，嚴格檢驗。 



  (2)文宣說帖路線：文宣說帖，言辭交烽，學者客串背書， 

     誓言保證。嚴禁問題，醜化質疑者。 

     另；核四存在根本問題，根本問題不解，核四問題難解。 

2.核四根本問題 

  (1)誠信盡失 

         台電為求核四續建，掩飾問題，一再輕言保證，不      

     斷跳票，國人信心盡失。不僅重創台電誠信，且陷政府 

     於決策困境。 

  (2)安全把關機制盡失 

         核技處，負責設計。施工處，施工。而電廠人員負 

     責最後把關驗收及未來 40 年之安全運轉。理應戒慎恐

懼， 

     挑剔問題，以求無瑕疪之安全品質。然為求核四續建，    

     配合文宣說帖，反而輕言保證，掩飾問題。把關者反成 

     文宣鬥爭者，安全門戶洞開。 

  (3)安全標準存在 

        核四乃特殊複雜電廠，且歷經十餘載之延宕，問題嚴 

     重。當以何〝安全標準〞驗收把關？ 

        為配合核四續建既定政策，無法勒令停工，僅得以諸 

     多〝替代方案〞予以融通續建。而今卻誓言堅持〝國際 

     標準〞。然，此特殊複雜之核四廠〝國際標準〞何在？又 

     諸多〝替代方案〞由何而來？其安全標準又何在？ 

  (4)無責任管理文化 

         十餘年來，核四不斷掩飾問題，輕言承諾，誤導政 



     府及國人，卻從不需負責。此非台電固有文化乃核四獨 

     有現象。自民國 99 年，信誓旦旦，裝填燃料，為國家百 

     年慶典，再宣示民國 101 年 6 月、10 月及 10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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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再至 103 年 5 月。一再誤導政府與國人，終至國家陷 

     入決策困境，卻不需負責。核四安全首重〝人與管理文 

     化〞。十餘載之管理文化，積習已深，實為核四安全之根 

     本隱憂。 

 

三、核四解決方案 

1.核四現況： 

      十餘年之延宕，核四問題，確實嚴重。然，近四年來，

台電雖仍掩飾問題，但亦痛下決心，在幾近全面實質停工下，

完成了三次重大改善。 

(1) 第一次時任徐副總，斷然決定全面停工半年餘，全廠重

新敷設所有電纜線。徹底清理、分隔、所有安全相關雙

迴路系統之纜線。為核四改善踏出第一步。 

(2) 第二次在核四安全監督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辭職風潮

下，核四實質停工半年餘。稱之為〝清理戰場〞，並成

立了〝前進指揮中心〞。清理諸多重大施工及試運轉問

題，重新編寫試運轉程序書，並整理歸納〝18 工項〞

之重大疑難問題，且自他廠大批引進資料工程師。此乃

核四最大規模之改善工程。 

(3) 第三次在經濟部主導下，自另三座核電廠，徵調 45 位



資深工程師，清查了多年未完成移交之工項，並透過較

嚴謹的試運轉測試，清理改善了諸多經年未決之工程問

題。雖範圍有限，未能全面徹底清查設計、設備及施工

問題，但核四因而有基本較完整的改善。。 

核四曙光已現。 

2.核四解決方案： 

  主要項目有二。 

(1) 一步一腳印，徹底清查。 

       回歸〝工程師路線〞。將四年前倉促移交之 125 個系 

   統，全數退回施工處。重新就設計、設備及施工，全面 

   深入徹底清查。重新移交接收。 

       多年慘痛教訓深知：「核四安全在繁複之細節裡，及 

   嚴謹之過程中」。此乃核四終究必要之過程！工程雖浩 

   繁，然實無法僥倖。 

       與其〝封存〞，虛耗三年，浪擲 60 億，再引發更多 

   問題紛爭。理應，痛下決心，一步一腳印，徹底清查。 

   詳細規劃及執行方案，筆者規劃多年，盼共同努力。 

(2) 一點一滴，重拾國人信心。 

       台電、經濟部及原能會，誠信已失。而國人于核四 

   更無信心。 

       建議由行政院召集成立〝核四檢討評估小組〞，由信 

   譽卓著，可資信託人士，主持。由原能會、台電，立場 

   公正專業人士，反核專家及意見領袖，共同組成。其任 

   務有二。 



     a.廣納各界質疑及建議，於核四現場，實地、實質開會  

討論，公開透明所有問題及解決方案。徹底釐清國人  

之疑慮。 

     b.透過上述一步一腳印，徹底清查所有系統，檢討評估 

       核四存廢： 

   ‧達到核二／核三廠之安全標準，工程上之可行性評 

     估。 

   ‧切實達成核二／核三廠安全標準，預估之確切工期 

     及預算。 

         依此可昭公信之小組，所提出之公正、確實之 

     評估，以供政府及國人定奪核四存廢。 

(3) 核四存廢 

        ①莫於文宣鬥爭與街頭紛爭中，率然決定。 

        ②更莫因減碳、電價或電力缺口壓力下，貿然決定。 

        ③僅能經由公開，徹底之核四安全確認過程後決定。 

 

四、核二／核三廠延役 

1.考量因素有五： 

  (1)優良之運轉記錄。設計及廠房已歷經廾餘載之考驗證明 

     。並擁有豐富運轉及維護經驗之優秀團隊。 

  (2)僅需投入約 600-800 億及停機約 1 年。大幅度更新及改 

     善關鍵設備及零組件。延役 20 年，可再創造約 2 兆 3

仟 

     億之電力產值。經濟效益甚高。發電成本極低。 



  (3)美國同型電廠多已延役。可比照沿用其更新及改善之具 

   體項目及執行方案，務實可行。 

  (4)原能會亦可參照美國核管會，有關之延役法令規章及標 

     準細則。如實比照要求、監督。原能會參照美國核管會 

     法令規章及標準細則，已累積卅餘載之監督經驗。監督 

     成本低，安全標準可確保。 

  (5)延役後，每隔 18 個月，即停機大修。可再參照美國同型 

     電廠之實際運轉及維護經驗，再不斷更新及改善，以確 

     保電廠在最佳狀態。 

2.務實面對： 

  (1)核二／核三廠延役考量，實非〝老舊〞一詞，可簡約概 

     括。 

  (2)核電廠務求安全穩定。核二／核三廠，有美國同型電廠， 

     可資比照。以我國目前工業實力，退居老二，甚或老三， 

     不為天下先，實為上策。 

3.核一延役： 

  (1)筆者曾參與核二／核三測試及改善七年，亦曾參與核四 

     監督建廠七年。然，未曾參與核一實務工作。雖有所知， 

     實不足論析。 

  (2)核一延役計劃已提交原能會審議中，筆者始終無緣參 

     閱，無資格評論。 

 

 

五、核二／核三廠延役與核四啟之安全評比 



1.設計理念： 

  a.核二／核三：參照美國同型電廠，設計、採購、施工及測 

    試，採統包方式。運轉迄今，記錄優良。 

  b.核四：特殊複雜。自行設計、採購、施工及測試。然，力 

    有未逮，延宕十餘載，至今問題難以釐清。 

2.設計： 

  a.核二／核三：廾餘載之優良運轉記錄，足資證明。 

  b.核四：特殊設計，複雜難料。原設計公司已退出，及更換。 

   多項設計，又自行變更。設計之安全性及穩定性尚待考驗。 

3.設備： 

  a.核二／核三：大量更新及改善，關鍵零組件。除比照美國 

   同型電廠執行方案外，可再依國內更高安全要求，加強改 

   善。 

  b.核四：設備已延宕十餘載，又歷經颱風泡水。特殊複雜之 

   儀控系統，穩定性更是難料。 

4.施工： 

  a.核二／核三：參考美國承包延役工程之廠商，評估效益及 

   品質。現場查訪，具體可行。並由電廠已運轉維護卅餘載 

   之團隊，監工驗收把關，安全品質得以確保。 

  b.核四：施工期間，監工及品管，未落實，且工序續紊亂， 

   問題層出不窮。原能會罰款不斷。施工品質尚待考驗。 

5.試運轉測試： 

  a.核二／核三：延役工程之試運轉測試，可比照美國測試計 

   劃及程序書，並由電廠經驗豐富之運轉人員負責測試驗 



   收，安全把關，可確保。 

  b.核四：無測試經驗人員，自行摸索測試，火燒、水淹設備， 

   延宕多年，測試品質待查證。 

6.運轉： 

  a.核二／核三：廾餘載之運轉經驗，記錄優良。然，面臨資 

   深員工屆退，新進人員青黃不接。 

  b.核四：特殊設計電廠，複雜獨特之儀控系統，運轉人員缺 

   乏經驗，未來運轉安全性，尚待考驗。 

7.維護： 

  a.核二／核三：廾餘載之優良維護經驗，設備細節知之甚詳。 

   惟需培訓新進人員，傳承經驗。 

  b.核四：設計上之缺失及施工品管之失控，且儀控系統獨特 

   複雜，未來維護，確實嚴峻。 

8.緊急應變： 

  a.核二／核三：運轉經驗豐富，緊急應變訓練已實施多年， 

   駕輕就熟。 

  b.核四：特殊複雜新廠，尚無正常運轉經驗，緊急應變能力， 

   尚待考驗。 

結語： 

  1.核二／核三：經驗豐富之人員，營運熟悉又經大幅度更 

   新改善之電廠。又有美國同型電廠經驗可供參考。安全性 

   及可靠性高。亦務實可行。 

 2.核四：新進，尚在摸索之人員，面對特殊複雜，且延宕多  

   年，問題不斷之新廠。變數大且風險高。 



 

六、核二／核三廠延役與核四啟商轉之抉擇 

1.如前述，核二／核三廠延役，確較核四商轉，可靠性及安全 

  性高，且務實可行。 

2.核二／核三延役 20 年，較核四商轉 40 年，早日實現非核家 

  園目標。 

3.核二／核三延役，原廠址已污染。核四商轉，東部增加一座 

  輻射污染場址。未來多一除污工程項目。 

4.核四因屬特殊複雜之自建廠，並無同型電廠前例可循。未來 

40年， 得自行摸索，承擔〝白老鼠〞風險。 

5.管理文化差異巨大。核二／核三廠運轉廾餘年，問題難免。 

  但台電及原能會均公開討論，深入細節。原能會亦嚴格監 

  督，嚴懲不貸。然，為求核四續建，台電掩飾問題，而原能 

  會一路護航。營運者與監督者，變相掩護，以至於今。 

6.極佳之〝過度及後備能源〞。核四建廠經驗不足取。核二／ 

  核三則擁有珍貴之運轉經驗及團隊。延役 20 年，可為國家 

  提供發展再生能源之〝過渡能源〞。若順利，可依再生能源 

  發展進程，逐步除役。若不順，則為下一代保留寶貴〝後備 

  能源〞之選項。可進可退，務實可靠。 

 

七、核能政策之建議 

1.現行政策 

      政府宣示，核四封存。三座核電廠屆時除役。確實值得 

  商確。其立論分析及論點，亦頗值得討論。 



2.核四存廢之抉擇 

  (1)建議回歸工程師路線，一步一腳印，徹底清查，並一點 

     一滴重拾國人信心。以檢討評估核四存廢。 

  (2)若政府堅持文宣說帖路線，以台電自行閉門作業，再冠 

     以美稱之〝安全檢查〞以確認核四安全。或經十餘年之 

     折騰與受騙，國人信心及耐心盡失。無意再予核四機會 

     。則核四應停建。畢竟風險未知，後果難料。 

  (3)核四切莫〝封存〞。虛耗三年，浪擲 60 億，未來再引發 

更多問題與紛爭。誠為不智。 

3. 核二／核三延役 

  (1)作為〝過渡及後備〞能源。安全性及可靠性高，且務實 

     可行。 

  (2)盡早開始評估，規劃延役計劃及執行方案。但備而不用， 

     暫不停機施工。 

  (3)尋求國人及朝野共識。核四為求續建，故以文宣說帖， 

   掩飾問題，國人朝野難以達成共識，誠屬必然。然，核 

   二／核三，歷年來，所有問題及解決方案，鉅細靡遺， 

   均公開透明。延役工程，當可延續此公開透明之工程師 

   路線，廣邀各界提供建言，力求延役工程之完善。 

  (4)依再生能源發展進程，用電結構改善進度及經濟發展電 

   力需求，再檢討備載電力安全容量，決定停機及延役工 

   程施工時機。 

  (5)另聘備受尊敬之人士及公信專業之工程師，成立延役安 

   全監督委員會，為獨立之監督及溝通平台。但求務實公 



   開，莫流於形式或背書性質。 

結語 

    此建議符合穩健減核，邁向非核家園之國家政策。既因應

國際減碳承諾，穩定電力供應及平穩電價，又相對安全可靠，

且務實可行。 

    然，尚待國人及朝野之共識，認同。 

 

八、核廢料處理 

    核廢料，紛擾多年。然，其處理，條理甚清，選擇亦明。 

1.基本認知 

  (1)高階核廢料，實為用過燃料棒。極具巨大經濟價值，可 

     再用於核電廠燃料。 

  (2)受國際合約規範，非我國能片面處裡。 

  (3)可以反核能發電，卻無法反核廢料。已是我國〝固有遺 

     產〞。反對無益，僅能同心協力，共同處理。 

  (4)生產者為台電。然非其核心業務。台電實非適當之監管 

 及處理者。應另成立獨立可信託之專責機構。 

  (5)既為國際核能工業之成員，又受國際合約之規範。以我 

     國目前工業實力，宜退居〝追隨者〞。比照國際社會處理 

     方案，研究改善，實為上策。 

2.處理方案有三層次 

  (1)依核電廠原始規劃，運回美國，或少數先進國家。裂解 

     ，萃取，再提煉為核電廠燃料。我國無此處理能力，亦 

     不值得發展，只能密切追隨美國之未來發展處理。此為 



     各界意見領袖，所指，我國無能力處理核廢料之因。 

  (2)轉存他國。台電曾嘗試轉存馬紹爾群島及北韓等。惟受 

     制於國際規範及政治形勢。目前僅能暫待國際未來形勢 

     發展。 

(3)監督保管。上述二層次，未能實現前，只能面對共同監 

     督保管。核電廠技術複雜，確實艱難。然，監管核廢料 

     ，技術不高，我國絕對有能力勝任。由在地大學理工畢 

     業生，於清華大學或核能研究所，訓練實習約一年內， 

     足以勝任。 

3.監督保管 

    建議以〝銀行保管箱〞概念，規劃。其要素有五。 

(1) 銀行。具公信力，國人勇於信託者。建議成立獨立可信 

   託之專責機構監管。由具聲望可信託人士主持。另聘專 

   業人士數位，並招聘培訓在地技術人員，負責監管。台 

   電提供技術及預算支援，原能會乃為法定監督主管。 

(2) 保管箱。堅固可靠。參照國際處理監管方案及設備廠商 

   之技術規範，嚴選最佳設備。 

(3) 隨時存取，檢驗。歡迎在地鄉鎮長、主席、意見領袖及 

   各大學生社團參訪。廣納建議，目標一致，同心協力共 

   同改善。 

  (4)無礙日常生活。由獨立可信託之專責機構監管。屬靜態、 

     被動式存放。無礙國人日常生活。 

  (5)永久保存。密切觀察國際社會核廢料處理發展進程，參 

     照國際規範之修訂及演進，隨時改善，力求達到國際安 



     全標準。尋求未來最終解決方案。 

4.儲存場址 

   選擇僅二 

(1) 最適合場址。依地質探查分析，人口分佈及運輸等因素， 

   選定最適合場址。此乃上策。 

(2) 原場址。公權力難伸，抗爭甚烈，動彈不得。接受現實， 

   原場址儲存。此外無他。 

    建議由獨立可信託之專責機構，協調〝最適合場址〞及

〝原場址〞，各地方人士，共同商討，並建議政府應採之具

體措施，以利擇定場址。若結論難成，則國人應接受現實，

原場址儲存。再爭無益。 

結語 

    透過〝銀行保管箱〞規劃。盼能取得國人理解安心。同心

努力解決。則核廢料問題非必為我國核能政策之關鍵考量因素 

。 

 

九、展望未來 

1.前三座核電廠，營運績效，有目共睹。卅餘年辛苦建立之核 

  能基礎，僅因核四決策錯誤，台電掩飾問題，原能會護航掩 

  護，終至國人信心盡失。不但重創自身誠信，亦斷送了我國 

  核能發電未來的正常發展。甚為可惜。 

2.然，正值我國深陷核四困境，國際新型核能電廠，已發展成 

  熟，並興建中。其安全性更高，設備管路更精簡，且建廠工 

  期更短。日、法、韓及中國均致力推展，輸出新型核電廠。 



  而開發中國家，土耳其、阿聯、印度等國，亦正積極邁向核 

  能發電。 

3.〝非核家園〞，吾心响往之。然卅餘年辛苦建立之核電廠寶 

  貴營運經驗及珍貴核電廠人才，一旦流失散盡，未來再起， 

  人才培訓非十餘年莫成。展望未來，我國能源變數難料，應 

  否保存此得來不易之〝核能香火〞，為下一代留此選項？ 

4.理性與感性。此文僅就工程師論事，純為理性。然，近年來， 

  因台灣地狹人稠，又處地震帶，核能災難，後果難料。為維 

  護此安身立命之根本，諸多深愛此土地之人士，辛苦奔波， 

  懇切呼喚，令人動容，欽佩。 

    理性與感性，人類文明兩大要素，正是我國核能政策之抉

擇關鍵。核四重啟，不需公投。該公投者莫非正是此理性與感

性之價值抉擇？ 

 

                                林 宗 堯 

                               104 年 3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