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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核台灣 非核亞洲」
2014非核亞洲論壇共同聲明記者會

     1946年，愛因斯坦於原子科學通訊上，對
於原子力的發現與應用，提出了預言式的警
告，告訴當時的科學家們，必須謹慎面對它，
否則人類必然邁向難以想像的災難。2011年
的福島核災，不幸驗證了愛因斯坦，這位人類
歷史上最聰明的科學家、也是原子能應用的先
驅，他先知般的預言。是以，反核絕對不是悲
情的訴求，而是為了保衛我們及未來世代生存
的理性與科學的抉擇。2014亞洲非核論壇匯
集亞洲地區八個主要國家、六十幾位代表，於 2014/09/29 非核亞洲論壇共同聲明記者會

台灣討論亞洲核安問題，並強烈呼籲亞洲各國，拒絕成為全球核電產業的利益獵取地，以避
免福島與泛太平洋地區的汙染與悲劇不斷的上演。因此，本次會議的主軸，就是「非核台
灣、非核亞洲」。希望透過跨國反核團體的團結一致，共同打造一個非核、安全、進步的亞
洲核安共同體。
      為期四天的亞洲非核論壇，自9/26起在台北登場，許多亞洲國家代表紛紛發表各國核電
發展現況、反和運動進展與核能導致的環境威脅報告，令所有的亞洲夥伴們非常擔憂亞洲當
前的局勢。特別是在福島事件後，亞洲許多國家還是積極發展核電。在亞洲經濟復甦的狀態
下，能源需求的提高，讓國際核電產業得以將歐美各國拒絕的核電產業，傾倒至亞洲。這是
亞洲的危機，也是全球環境的危機。與會的各國代表，也積極討論核廢料的處理、再生能源
的發展與前景、反核運動與青年世代的連結等重大議題，獲得相當豐碩的成果。之後，與會
成員，並赴宜蘭拜會慈林基金會，並也到新北市，拜訪核二廠、核四廠，與東北角、北海岸
居民熱烈交換反核經驗。
       與會各國代表也紛紛表達他們的主張。日本代表強烈要求日本政府放棄再起核電計畫，
並且承認福島地區兒童所面臨的健康危機，積極協助並給予他們必要的醫療與財務補償。韓
國代表指出韓國政府根本無能力經營管理目前所有的核電廠，導致意外頻傳。必須立即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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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核電廠並且拒絕再興建任何核電廠。同時亦要求韓國政府不應該在參與任何國際核電
廠的興建。蒙古代表則呼籲世界各國，特別是台、日、韓不要再從蒙古進口鈾原料，因為鈾
與相關核燃料的開採，已經導致蒙古人民與畜牧牲口嚴重的健康威脅。也呼籲世界各國不應
該將核廢料出口蒙古或其他國家放置。印度代表則控訴印度政府為了終止因核武試爆導致的
國際孤立，因此積極進口了許多核子反應爐、並擴大核能發電計畫。印度代表呼籲，印度政
府必須終止這些計畫，並停止為了執行這些計畫，而對於反核人士與地方政府無情的壓迫與
違反人權的暴力行徑。菲律賓代表譴責政府利用當前經濟高度發展後，所產生的能源危機，
積極鼓吹與企圖建立新的核能電廠。菲律賓天主教會與菲律賓人民強烈反對任何核電廠的興
建。土耳其代表指出土耳其政府意圖利用能源短缺危機，興建核電廠，但是其實這些核電廠
是無法解決土耳其的能源危機。只有仰賴再生能源的開發，特別是太陽能的開發，才能真正
解決能源危機。土耳其代表強烈反對核電再土耳其或其他世界各地。香港代表要求中國政府
應該立即關閉鄰近香港的所有的核電廠，並要求全球零核電。

2014/09/29 非核亞洲論壇共同聲明記者會

       台灣的所有與會環保團體，一致要求政府

必須立即終止核一、二、三廠的運轉，並且立

即廢止核四廠，而非只是暫時封存，貢寮居民

也從未支持過封存計畫。而最近核二廠的意外

事件，更凸顯台灣政府無力經營管理核電廠，

並且也無力處理核廢料問題。因此，台灣政

府必須立即接受人民的要求：終止所有核電設

施。如此台灣才能免除恐怖的和輻射威脅。

        與會全體代表也強烈譴責「禁止核武擴散

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的偽

善。因為大國政治的權力平衡機制，使得核電產業成為利益交換的產品，導致核電產業的擴
張與擴散。我們強烈要求核電產業如同核武一般，都應該禁止擴散。亞洲所有主張非核的團
體們代表們，共同要求，是放棄過時與無法控制的核電產業的時刻了。積極發展替代能源，
以乾淨的再生能源，例如：風力、太陽能等，並以更好的制度與法律來規範替代能源的發
展，以期達到綠色、公平、安全的能源使用。
        沒有人可以逃離核電風險，以及一旦意外發生時，所帶來的世代災難。福島核災的悲慘
教訓必須記取！讓我們團結一致，以勇氣與智慧，面對跨國核電產業的巨靈，並且積極發展
替代綠色能源，以新的能源與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共創一個非核台灣、非核亞洲、非核新世
界！

出席人士：
台灣環保聯盟會長     劉俊秀                           台灣環保聯盟創會會長 施信民
日本代表             佐藤大介                               印度代表             Kumar Sundaram Pathak
蒙古代表             Selenge Lkhagvajav          韓國代表             李大洙
香港代表             譚棨禧                                   菲律賓代表         Fr. Fernando Loreto
土耳其代表               Sefyettin Atar               日本記者              Mari Takenouchi
彰化基督教醫院婦產科醫師  葉光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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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台灣、生態城鄉
「2014直轄市、縣市長選舉環保團體共同訴求」記者會

新聞稿
     台灣環保聯盟及二十多個環保團體共同提出「2014直轄市、縣市長選舉環保團體共同訴
求」(參見附件)，要求各縣市長候選人對所提訴求表達同意與否及意見，希望發揮公民團體
的監督力量，對未來當選的各直轄市、縣市長「課責」，執行所同意的各項環保政見。此環
保團體「共同訴求」已於上週發送到各縣市長候選人處，要求於11月13日前回覆到台灣環
保聯盟，目前已有約十多位候選人回覆。 
     台灣各項環保相關法令的「地方主管單位」，都是「直轄市、縣市政府」，直轄市、縣
市長是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首長，國家各項政策、措施都有賴地方政府推動執行。地方首長
的施政理念與地方的施政規劃及執行，深切影響各地方的環境保護以及人民的生活品質與福
祉。因此環保團體對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提出共同訴求。
     「共同訴求」計有二十項，含括有關環境及人民生活品質之各方面。第一、二項為有關
核電廠的訴求，這是攸關台灣環境安全的關鍵事項之一，我們要問問各候選人的意見，”給
個明白！”。第三、推動節能減碳，轄區內每年每人平均用電量減少5 %，及第四、鼓勵再
生能源發展，轄區內綠能發電裝置容量或發電量每年增加10%，我們訂定了明確的數字目
標，希望各縣市長能落實達成。第十一為對環境和人民權益有重大影響之開發案、土地利用
變更案和土地徵收案等，應慎重審議，並保障民眾參與決定的權利；因縣市長主管地方的都
市計畫、區域計畫、各類土地使用的管理以及眾多開發計畫的環評審查，這些直接關係人民
權益的大小計畫之核定及變更，都在地方行政首長的手裏，希望他們要慎重審議，並保障民
眾參與決定的權利。其它「共同訴求」各項政見，皆有其整體上的重要性。
     環保團體歷來對各項選舉皆會提出環保訴求或進行候選人環保政見評析，希望經由選前
的環保政見的提出和選後之監督，落實對台灣環境之「永續治理」，達到「永續台灣、生態
城鄉」的目標。我們呼籲各直轄市、縣市長候選人踴躍回覆環保團體共同訴求，以向選民負
責。

圖片來源http://www.jitu5.com/uploads/allimg/130617/260148-13061FZH330.jpg

                      環保茶坊--地方行政首長選舉結果對台灣環境的影響

台灣各項環境相關法令的「地方主管單位」，都是「直轄市、縣市政府」，直轄市長、
縣市長是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首長，國家各項政策、措施都有賴地方政府推動執行。地
方首長的施政理念與地方政府的施政規劃及執行，深切影響各地方的環境保護以及人民
的生活品質與福祉。因此，台灣環保聯盟特在2014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完成之際，舉辦
環保茶坊，針對新產生之地方首長，就其與環境相關的言行和政見，評估其執政對未來
台灣環境的影響。

時間：      2014年12月12日（週五）19：00
地點： 台灣教授協會（台北市臨沂街25巷15號1樓）
主持人： 施信民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創會會長
與談人： 劉志堅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副會長
       張宏林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
主辦單位：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協辦單位： 台灣教授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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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徵信 2014年2月1日~ 9月30日

捐款收入
$17徐一中  $50十方菩薩  $100陳冠文.葉芷吟.吳宣甫  $200龔裕程.郭金泉.徐詩閔.葉芷吟.
李康祥  $250林幸蓉  $300張傑峰.林麗華.李明和.藍育萱.元智大學資管系4年A班茶一下團隊.
藍語綺.龔鈺程.藍紫芸.陳永森.林依諄.  $500吳月鳳.李則慶.徐世榮. Roger.辛炳隆.蘇冠賓.
CJ.許惠悰.徐薇謦.翔筌.廖金英.葉芷吟.林暉凱.葉芷吟.謝振鈴.許惠悰.謝新福.林興溪水協會.
陳怡霈.蘇冠賓.廖金英.盧昱穎.吳佩芪.劉蕙甄.張玉瑜.簡潔.潘柔安.黃文明.劉蕙甄.張素媜.
郭栩寧.  $594施信民  $600楊綉玉.唐顯瑜  $800楊振銘.楊振銘  $1,000曾淑敏.濁水溪.謝佺甫.
王俊秀.吳焜裕.廖彬良.王秀文.李建畿.王淑芬.謝建民.賈廣惠.夏金嫻.施克和.詹敏瑜.官晨怡.
吳佩玉.郭炯男.王依婕.林偉龍.劉佳純.賴怡玲.李思儀中醫診所.劉俊秀.郭榕琁.陳昌祁.丁小真.
周正和.廖麗玲.洪千雯.無名氏.陳卓漢  $1,050楊振銘  $1,200林文漲.連怡婷.  $1,300張胤洵  
$1,384無名氏  $1,500許瓊丹.張桓瑋  $1,600楊振銘.鄭令欣.高成炎  $2,000林文印.謝建民.
郭惠二.許爐.鄭燦堂.何志偉.廖崇禮.陳錦容.王賜洲.黃麗蓉.陳靜芳.謝建民  $2,079葉慈容
$2,600張胤洵  $3,000廖元鴻.楊孟麗.陳玉芬.劉純香.陳玲君.夏惠玲.林明慧.葉靜芳.王粉.
陳雅萍.  $4,600無名氏 $5,000(財)陳定南教育基金會.艾思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賴明德.洪誌鴻.
詹伯廉.黃顗頻.吳慶年  $6,000李姿儀.林家榮.  $6,100無名氏  $8,013無名氏  
$8,645台灣樂菲(股)公司 $10,000蔡昌明.蘇暐翔.林士雅.王宇翔.陳昭媛  $13,000劉俊
秀  $15,000黃永志  $20,000許瓊丹.洪進正  $30,000周敬庭  $80,000(財)鄭福田文教基金會  
$100,000昶懋國際有限公司.蘇昭英.
義賣收入

$200書籍  $230書籍  $350T恤  $430書籍  $500捍衛鄉土紀事DVD  $1,200T恤  $2,000測試器  
$4,000測試器  $6,000測試器  
專案收入-反核專案
$450反核旗  $900反核旗  $1,150募款箱.  $13,971募款箱.  $113,347募款箱.  $128,890募款箱
$1.200義賣品  $1,850義賣品.  $11,350義賣品  $76,550義賣品.  $77,820義賣品. 
$1,000薛佳雨  $2,000高莉穎.賴怡蒨.  $5,000黃瑞緣.  $6,000鄒進益. $7,000林倖如.  
$10,000台北市水管裝置業職業工會.一井工商廣告實業有限公司.$23,800中華民國魚麟癣症協會.  
$30,000晶鋼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民進黨
專案收入-2014核輻大逃殺路跑  $1,165,491 民進黨  $400,000 民進黨
專案收入-2014非核亞洲論壇
$5,000社團法人台灣北社.台灣女人陣線.(財)台北市綠台文教基金會.綠黨.全球綠人台灣之友會.
(財)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社)台灣公投護台灣聯盟促進會.(財)綠色消費者基金會. 
(社)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共計9人.(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五六運動公民論壇.
(財)新境界文教基金會.(財)地球公民基金會.台灣教授協會.(社)綠色21台灣聯盟.台北市家長協會
(社)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台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協會(社)台灣社.宜蘭人文基金會.
(社)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社)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     
$10,000宜蘭友善生活小館.(財)陳定南教育基金會  $6,995義賣收入.  $50,000賴惠三   
$9,400報名費  $200,000賴惠三  $500,000(財)新台灣和平基金會  $548,882外賓報名收入
會務收入  $3,000台南分會.台東分會  6,000屏東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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