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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四 擁核 公投 行政院長 閣揆 江宜樺 日本311 福島 核災 林宗堯

309全台廢核大遊行前夕，廢核民意高張、表態反核的各界名人愈來

愈多，擁核的馬政府團隊，突然由行政院長江宜樺宣布:「願接受核四

停建公投檢驗」。乍聽之下，好似馬團隊終於要謙卑傾聽、誠懇溝

通、落實民主了。而自始即戮力要求執政當局為民眾身家安全與後代

子孫，負起政治責任的廢核運動，則像是在賽跑中超前的精瘦運動

員，突然被一路傲慢、跑得漫不經心的肥胖巨人一把抓起，丟進沙

坑，強要更換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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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想想，這突來的政治操作，不過是馬政府團隊的一貫作風。中科

三四期、美麗灣、樂生，一個個蓋一半被判違法或陷入工程安全危機

的案子，最後都在政府操弄形式民主、選擇性依法行政，以遂行執政

意志的情況下繼續運作。不管繼續蓋下去會引發多少環境、社會與身

家安全問題，政府目標始終是: 一定要繼續蓋下去。差別是，中科三四

期、美麗灣寄生的民主架構是環評會(法院判不合法? 環評繼續開，開

到合法為止!)，這次核四爭議則玩得夠大，馬政府獻上了公投大戲!

問題來了，要求廢核的公民們，要不要陪玩?

我的答案是: 安全，是不能拿來公投的! 我不想陪葬，無法陪玩。

大家都記得前核四安全監督委員林宗堯發表《核四論》後，對核四的

評語:「核四再繼續蓋下去，絕對不可能安全運轉！」對民眾而言，專

家的警告(小出裕章說: 假定核四爐心融毀、圍阻體受損輻射外洩，將

導致急性死亡3萬人、致癌死亡700萬人)、環保團體的呼籲、主流媒

體揭弊、反核網路達人製作的各式圖表與懶人包、乃至自己一點一滴

作的功課，其實驗證了環保團體老早就提出的警告: 十七歲的核四廠，

設計了獨步全球、把全民當白老鼠的儀控系統，自行變更設計、混亂

分包拼裝，施工錯誤、弊端叢生，試車階段發生大停電、配電系統燒

毀、控制室火災等等恐怖問題。就因為偷工減料、輕忽核安、施工品

質不佳、經費暴增、官員收賄，核四施工以來被監院糾正五次、彈劾

兩次。這一連串資訊呼應了原能會核能管制處處長陳宜彬的評論:「核

四違規和開罰至今從未間斷，totally failure，可以停工了！」

日本311福島核災後，與日本同樣受到地震海嘯威脅、但核電廠附近

人口密度遠遠高於日本的台灣，絕對比任何國家都該宣布停建核四、

核一二三即早除役。台灣現有核電廠未考慮山腳斷層、恆春斷層，耐

震係數僅0.3-0.4G (低於福島的0.6G)。除了地震、海嘯乃至海底火

山的威脅，核一二廠半徑30公里內的人口數高達500-600萬，遠高於

福島的17.2萬、車諾堡的13.5萬，這是為什麼《自然》雜誌研究發

現，全球最危險的三座核電廠有兩座在台灣。

自然災害加上人謀不臧，既有核電廠讓民眾活得提心吊膽；核廢，更

將成為一代代台灣人民難以承受的健康、環境與經濟負擔。核電廠每

運作一天，核廢料就增加一些: 核一二三廠及核研所至今製造了1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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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2桶的中低階核廢料；早年以欺騙手法丟到蘭嶼，近年整檢對達悟

造成二次汙染的核廢料，也有9萬7960桶；「密集化處理」後，擠在

核電廠冷卻池的高階核廢核燃料棒，已累計達1萬5386束；再加上將

來廢爐後的巨無霸核廢料，即核反應爐，未來這些核廢料究竟要如何

安全地永久儲存，至今無解。說來令人沮喪，就算台灣核一二三廠立

即除役、核四馬上停工，非核家園離台灣仍然遙遠。核廢料終究是難

以承受的夢靨，未來恐怕又是落腳邊緣、弱勢族群的故鄉，擴大環境

與社會不正義。

在民眾飽受核災威脅、核廢無解，以及台灣能源與產業亟需調整轉型

的情況下，拿核四這台咬錢無度、病入膏肓的拼裝車來進行公投，是

推卸責任、刻意搞錯民眾關切的重點。核四已五度追加預算，預算將

從1697億飆到3300億，不知何時完工、完工後很難保證安全，運轉

後同樣無能處理核廢料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執政當局以「核四一定

要蓋完」的既定政策立場推動「停建核四」公投，是迴避政治責任，

是假傾聽、真拒絕民間強大的廢核主張。

合理懷疑，執政當局在此刻提出「停建核四」公投，恐怕是包藏禍

心。壓根算準沒有公投案可以在台灣超高門檻的鳥籠公投法下成案。

按照公投法規定，公投案必須有超過 50% 的投票率、並且取得投票數

過半同意才成案。換言之，一個公投案要先號召904萬人投票、並得

到超過 452萬張同意票才能過關。投票率未超過二分之一，或投票率

過半但同意票不足二分之一的提案，不僅將遭到否決，未來八年內更

不得重提公投。

在這場核四公投的政治算計中，執政黨揮舞「民主」大旗、吃掉反對

黨訴求；力圖在309全台廢核大遊行蓄勢待發前夕，分化、削弱公民

社會廢核的力量；並透過操作一場不對等的公投遊戲，先全面宣傳核

電迷思，後在超高門檻的公投辦法下，讓核四停建主張全面出局。這

似乎充份體現了馬總統「正面迎戰、主動出擊、窮其力量、對外說

明」的宣示。

但我要說，馬政府迎戰、出擊的方向，讓人失望了! 我們看到馬政府宣

示推動公投的同時，依舊輕視民眾對核安的關切，仍刻意從「唯經濟

論」的角度，無限上綱核四的重要性。江院長是這麼說的: 「假如政府

在竭盡我們的心力，保障核安的情況之下，民眾仍然心理上存有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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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認為台灣寧可承受重大投資的損失，寧可承受高電價、限電的危

機，甚至犧牲我們的經濟成長，而要放棄我們對於低碳家園這個理想

的追求，主張核四要停建，那麼，行政院願意尊重社會各界，以公投

的方式，來決定核四是否決定停建的主張。」

將核四停建，等同於造成重大投資損失、高電價、限電危機、犧牲經

濟成長、放棄低碳家園，是強化核電迷思的政治權術，是唯經濟論的

狹隘狡辯。從唯經濟的角度強化核電迷思，突顯執政當局漠視社會大

眾的核安焦慮，避談廢核人士關切的環境、世代與族群正義問題。唯

經濟的種種威脅性論述，也顯示執政當局刻意迴避廢核團體對於擺脫

核能依賴的另類發展主張，包括: 邁向用電零成長、追求低碳綠色經濟

的願景。誠如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賴偉傑的批評: 政府其實依舊不

斷以「經濟發展」、「高電價」在恐嚇人民。

再說一次，安全，是不能公投的。行政院若執意迴避政治責任、推動

公投，那麼，「停建核四」，也絕不該是這次的公投標的。容我提醒

馬總統、江院長，今年全台各界公民團體共同發起的廢核大遊行，訴

求是: (一) 停止追加核四預算，(二)停止核四裝填燃料，(三)停止危險

核電、核一二三儘速除役， (四) 核廢立即遷出蘭嶼、全面檢討核廢政

策，(五)政府提出「用電需求零成長」的具體政策方案。很明顯地，五

大訴求中找不到「公民投票」四個字。而原先大力主張公投的民進黨

黨主席蘇貞昌，也已經轉向主張直接停建核四。目前唯一明確表態支

持公投的環保聯盟，要求的是儘速修正公投法、賦予核子反應器設施

方圓50公里內之縣市人民的公投權。換言之，現在是擁核的執政黨準

備就核四存廢進行公投。

台灣社會仍記得，2010年6月，公審會駁回台聯「兩岸經濟協議」公

投案的理由是: 公投提案人的立場與提案內容所表述的命題相左。依照

公審會的審查原則，執政黨推核四公投，應提出立場與命題一致的公

投標的，也就是說，擁核政黨應提的公投案為:「是否同意續建核

四?」，而絕非「是否同意停建核四」。這提案並應依公投法中，立法

院得就「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提案公投」的規定，將公投標的修正

為「複決是否續建核四」(核四已經在蓋，不是創制)。

是說，公投標的若改成「是否同意續建核四」，馬政府還玩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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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一個擺明從未放棄興建核四、並且準備對公民社會全面「迎

戰」、「出擊」的執政團隊，這場公投絕對不安好心。更重要的是，

公民投票不會改變核四是台拼裝車的事實，公民投票不能化解核四將

帶來的核安危機，公民投票也無法改變台灣核電廠蓋在斷層帶上的愚

蠢現實。核四一旦插上核燃料棒，全民及後代子孫就被迫走上不歸

路，從道德的角度，從世代正義的角度，核四存廢，不只不該是個公

投的議題，也是一個早該從台灣社會消失的議題。

獨立評論編輯推薦

管中祥：要玩公投，就玩全套的

邱花妹：南方捎來的聖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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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篇獨立評論按讚→  6,564 人說這讚。成為你朋友中第一個說

讚的人。
讚讚

邱花妹／柴山腳

我在島嶼南方，教書研究、閱讀寫作、行動與生活，

我在工業大城高雄，做地球公民、與人團結、為社會

行動。長駐柴山腳，探索另類發展的可能性，我追

求，環境、社會與世代正義，我相信，思辨與行動、

改變世界有可能！現任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地球公民基金會

監事，曾是第一線的社會運動工作者；幸運地在媒體大崩壞前圓過記

者夢，任職天下雜誌期間，曾獲永續台灣報導獎、吳舜文新聞獎、科

技與人文報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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