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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核電集團Areva於2014年底，在法

〔翻譯原文節錄自法國東南部反核協調組織
網站，2015年1月1日週四，13:37文章〕
   臺電與經濟部在去年突然宣稱將核電廠
高階核廢－用過燃料棒送交法國Areva公司
進行再處理，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深表質疑：
不僅完全黑箱作業；用過燃料棒送境外處理
，所有處理過程核廢都將送回，再處理過後
核廢體積不減，不會減少核廢總輻射強度；
沒有解決核廢最終處理問題；唯一目的是浪
費天文數字的人民稅金買20年老舊核電廠延
役。 
    以下是今年1月1日來自法國有關Areva

公司的財務報導： 

      令人雀躍的消息：Areva於2014年底，

在法國及全球的財務以-52.03 %的幅度暴

跌。這是最終的潰敗… 

        Areva（公–私核能集團）業績大衰退

，並以-52.03%的下跌幅度結束其股市年度

交易（至2014年底，股票價格只剩9.12歐元

）。其財務困難源於管理不善、過高風險

的併購、連連的技術慘敗（尤其是芬蘭的

EPR和Flamanville的EPR）、也是原子毀

滅性的市場衰退，伴隨著繼日本福島核災發

生後“日本市場”停滯的結果。所有的財經

媒體，以及全國關注著此一“大幅倒退”現

象。對於和保守擁核主義抗爭的公民而言，

這不啻為可以導向立即放棄變相犯罪的一樁

好消息。

       財經報紙於2014年11月19日報導：“繼

放棄其2014年的目標之一以及未來兩年內

暫停其財務展望之後，於週三早晨，Areva

在巴黎證交所的法國核電巨頭之頭銜終究殞

落”。財經報紙觀察到的是：五十年來由政

客勾結媒體所形成的權力當局精心經營的神

話破滅。就在股市收盤時，Areva正式宣佈將

放棄其未來兩年（2015及2016年）的財務展

望。最大規模的人為毀滅性組織之一的經營

預測遭受了沉重的打擊。

         然而，該注意的是受傷的野獸只是更危

險。假使立刻停止核電，可為能源的轉換過

渡階段打開大門，反之則不然：能源的轉換

並不保證核電的休止。拒絕向迫害健康犯罪

集團妥協的可敬且覺醒的公民們，千萬不可

掉以輕心，而必須更堅定既許之承諾讓犯罪

份子立即收手。絕不能給他們任何喘息的機

會。

          

國及全球的財務以-52.03 %的幅度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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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核電成本

去年三月《能源政策期刊》刊登法國核電

成本分析研究, 結果和台電公司長期宣稱’

核電最便宜’完全相左! 運行中的核電廠, 

2012年成本在每度0.091美金, 亦即2.73元台

幣/度。 估計未來新建核電廠成本將在3.93 

台幣/度。 (Note: 查詢結果上述文章於2014

年3月刊登)

    運轉中核電成本: 法國政府在福島核災後, 

總理Fillon要求對所有核電設施的安全與成

本進行詳細查核(audit); 查核核電成本包括: 

建廠成本, 財務支出, 維修與保養, 燃料, 保險

,投入的研究經費, 以及估算的除役成本等。 

早在2000年, 法國推估的成本是每度0.035美

金 (1.05台幣/度); 法國政府2012年查核結果

是原先估計成本的2.5倍! 成本增加的原因為

: 過去低估建廠成本;  過去維修保養只算實

際開銷的1/4; 法國政府要求核電保1000億歐

元核災險等。 2014年6月資料更新, 維修保

養成本再增20%! 

    未來核電成本:  以正在Flamanville興建的

1600MW 之EPR為例, 成本不斷追加。 核電

便宜已成過去。    

    

法國是歐洲電力化最徹底的國家, 因為核電成

本比風力貴許多, 因此決定2025年以前將核能

發電比率從現有70%降為50%! 缺口由再生能

源, 風或太陽能取代; 不算水力發電, 目前法國

5%電力來自再生能源。

   美國的核電也是日益昂貴, 從1970年開始, 

實際成本每年增加19%!

    PJM估計的核電成本最高, 約3.9台幣/度

, PJM是美東電網供應者, 掌管世界最大電力

批發交易市場。 而英國去年同意以每度0.158

美金(2014價格, 約合台幣4.74/度)購買法國

EDF Energy 即將興建的3200MW核電廠供應

的電力, 也透露核電的成本。

歐盟能源政策 

                                               (歐洲經貿辦事處龐維德處長)

    歐盟28個會員國，五億人口，全球經濟的

1/4。歐盟的任何一個政策，28個會員國，用

不同的方式落實，是相當複雜，可是也 是相

當複雜，也相當豐富。

     「歐盟能源政策」面對四個挑戰，一個是

溫室氣體排放， 跟能源使用息息相關。        

第二個挑戰是能源安全與供應，對國家安全

和歐盟安全有很大的關係。(特別是歐盟與俄

羅斯的關係變緊張以後)歐盟警覺太依賴能

源的進口。對台灣來講更是，台灣更依賴進

口。第三個挑戰是空氣污染，也是來自能源

的使用比較多。第四個問題，核能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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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會員國之間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會員國

有75%的電力來自核能—法國；有的會員國

已經決定放棄核能；有的會員國早就放棄；

有的會員國從來沒有開始發展；但是歐盟都

有一個共同的問題是，核能安全怎麼保證？

    溫室氣體、氣候變遷跟能源有很大的關

係。溫室氣體排放80%來自能源，其他像農

業、工業的部分是比較少。一個能源政策，

一定跟氣候變遷的政策一起考慮。歐盟的

進口依賴率(energy import dependency)從

1995年43%到2011年53.8%，基本上解決方

案有兩個大的方法可降低能源依存度，一個

是降低能源使用，一個是更好的能源配比。

                      歐盟進口能源依存度

    降低能源使用，有些做法是不需要改變我

們的生活方式，比如說提高能源效率，用更

多科技，舉例替換節能產品如省油汽車。另

外一個方法是降低能源使用、改變我們的生

活方式，比如說把汽車換成腳踏車、冬天降

低使用空調、暖氣，降低室內的溫度。所有

的方法都必須並行。減少石化燃料，用更多

再生能源，當然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有直

接關係。

    關於核能的辯論，歐盟各個國家有自己的

方法，大家都在探究這個問題。歐盟去年11

月已經訂了2030年的目標，由28個會員國的

政府、首腦、總統或總理一起決定減碳目標

：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比1990年排放量

降低20%，2030年的目標降低40%， 2050年

的目標是降低排放量至少80%。

  

                歐盟2020年減碳、綠能、節能目標        

    歐盟預計2020年的能源配比裡有20%的

再生能源；2030 27%。能源效率到2020，

提高20%；到2030提高27%。但是歐洲的環

保團體，覺得這樣不夠。目前減碳目標會

超過歐盟的目標，降低排放量24%，(原目

標是20%)。2030年降低40%，應該可行。再

生能源的比例，2020年目標是提高20%，歐

盟大概會到21%。可是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節能20%的目標已經知道達不到。對歐盟而

言能源使用的控制是目前我們碰到最大的瓶

頸。

     歐盟並非經濟不好才減碳、節能。20年

來歐盟的GDP成長45%，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降低17%。而且歐盟工業繼續成長，並非因

為外移而減碳。以會員國—德國為例，2014

年，能源的消耗減少了3.8%，國民生產毛額

GDP成長了1.4%。證明可以繼續發展經濟

同時，降低排放量，同時降低能源的使用。

  

                    歐盟碳排放與經濟發展脫鉤

歐盟並非經濟不好才減碳、節能。20年來歐

盟的GDP程障45%，溫室氣體的排放量降低

17%。而且歐盟工業繼續成長，並非因為外

移而減碳。以會員國—德國為例，2014年

，能源的消耗減少了3.8%，國民生產毛額

GDP成長了1.4%。證明苦以繼續發展經濟

同時，降低排放量，同時降低能源的使用。

    有90%的歐洲人認為氣候變遷是嚴重或非

常嚴重的問題。80%的歐洲人也覺得有辦法

一方面更有效率地使用能源，一方面繼續發

展經濟。台灣永續能源基金會的民意調查顯

示，去年4月，85%的台灣人支持通過溫室

氣體減量法。也就是說台灣的老百姓也覺得

有問題，政府需要採取政策。台灣相較於歐

盟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歐盟的企業界也支持

減碳，台灣的企業界未必支持。

    Business Europe是由歐盟的大企業組成

的團體，去年已達成共識：強烈支持全球減

碳的努力，並呼籲各國政府和歐盟執委會

達成一個有野心的2015年全球氣候協議 。

無論 2015 的全球氣候協議結果為何，歐盟

都應設立一個有法律約束力的2030 減碳目

標。他們希望歐盟政府採取積極對抗氣候變

遷的政策，他們甚至說，如果2015年在巴黎

UNFCCC的會議中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國際

地址: 100 台北市汀州路3段107號2樓  電話:02-23636419  傳真:02-23644293  email:tepu.org@msa.hinet.net



性的共識，那歐盟還是要自己做。然每個會

員國的目標可能不太一樣，有的有辦法做更

多，有的因為各方面的環境、企業、經濟的

因素，沒辦法做這麼多。歐盟有非常多的經

驗、實驗、好的典範和案例，也有一些失敗

的部分。

    另外一個最核心的工具，是Emission 

Trading System碳排放交易制度。全球有不

少正在運作的碳排放交易制度，有一些在發

展當中，像韓國，今年1月1號就已經開始啟

用他們的碳排放交易制度。台灣還沒有把這

個東西變成一個政策目標。

    歐洲產業的能源密集度，現在比2001年減

少了19%。在歐盟，平均新的建築物的能源

需求跟30年前比是一半。最近2012年訂了新

的歐盟能源指令，裡面有一些對大企業、會

員國的要求。越來越多的產品，必須提供能

源標示，讓消費者了解他們買的產品到底會

耗能還是不耗能。

     消費者會買能源效率比較高的產品，是因

為電力價格比較高。如果電價很低的話，那

消費者不在乎，而大企業也不會努力投資降

低能源的消耗。台灣的電價實在是太便宜，

是全球最便宜之一，這樣的電價沒辦法發展

出真正的政策，也沒辦法提供整體的經濟一

個環境來給他們好的投資機會。電價比較高

一點會提供整個社會、經濟投資的機會。  

    歐盟幾個會員國的例子：丹麥2014年的再

生能源，用風力發電提供39%的電源。丹麥

2020年再生能源的目標，應該達到50%(歐盟

的總體目標是20%)。另外一個例子，英國是

比較大的國家，發展綠能比丹麥難，但英國

的風力發電已經提供9.3%的總體電力， 2014

年風力發電的成長率15%，也會繼續發展下

去。德國的電28%來自再生能源，德國是

8000萬人口的大工業國家，所以28%是很不

容易的成就。

    再生能源其實不貴，最便宜的電力現在是

5 to 7 cents €，是天然氣或煤電廠的價格，

風力6 cents €，太陽能8-9 cents €，核能11 

cents €，煤／天然氣二氧化碳封存場是比較

貴，11-15 cents € per kWh。其實再生能源

比一般傳統的天然氣貴，可是也不是貴得付

不起，而且有越來越便宜的趨勢，現在的太

陽能比8年前便宜80%，而且應該會繼續下

去。

    台灣跟歐盟之間還有很多可以分享，兩

件很重要的方向，一個是地方政府，因為歐

洲地方政府在能源消耗的效率扮演的腳色非

常重要，我覺得兩邊的地方政府之間的對話

也是有辦法帶來不錯的效果。歐盟跟台灣的

非政府組織之間，未來也歡迎更多對話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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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徵信
2014年12月1日- 12月31日
捐款收入
$100田芷璦.楊成英.葉芷吟.$200郭金泉$250林幸蓉
$300龔裕程.$500徐世榮.Roger.辛炳隆.CJ.徐薇謦
蘇冠賓.吳月鳳.廖金英.許惠悰.林暉凱.$800楊振銘
$1,000洪新興.周仲佑.濁水溪.謝建民.王俊秀.廖彬
良.王秀文.李建畿.施克和.吳焜裕.曾淑敏.王淑芬
劉俊秀.$1,500許瓊丹.$1,600蘇焕智.$2,000黃盟仁
許天麟.郭惠二.$3,000許爐.陳振陽.廖元鴻.楊孟麗
張慧芬.$4,600無名氏.$6,000許晃雄.$7,000李駿
$10,000邱育玲.$20,000朱瓊芳.$30,000陳孟君
專案收入-27周年感恩餐會
$30,000(社)公民監督國會聯盟.$110,000(財)義美環
境保護基金會
專案收入-2014非核亞洲論壇  $10,000高成炎
專案收入-2015民間能源會議
$3,000(財)守望文教基金會.$5,000台灣教授協會.新
境界文教基金會
2015年1月1日- 1月31日
捐款收入
$100葉芷吟.$200郭金泉.$250林幸蓉.$300藍育萱.龔
裕程.$500余蕙雯.徐世榮.Roger.辛炳隆蘇冠賓.CJ.

徐薇謦.林金田.吳月鳳.廖金英.許惠悰林暉凱.$800
楊振銘.$1,000濁水溪.謝建民林世賢.王俊秀.吳焜
裕.廖彬良.王秀文.李建畿.施克和.王淑芬.劉俊秀
.吳碧月.$1,500許瓊丹$1,600徐光蓉.王塗發.周美惠
.$2,000無名氏.$3,000楊孟麗.$6,600李駿.$10,000
董祐夙.林士雅.
會務收入 $1,000劉深. 義賣收入 $4,000台灣環境珍
藏本.專案收入-反核專案 $250反核旗
專案收入-2015民間能源會議  
$7,400報名費.$2,000楊順美.許富雄.周美惠.陳鍚南
$3,000董建宏.施信民.林山城.林子倫.吳明全.高成
炎.田秋菫.曹啟鴻.蘭陽地熱資源(股)公司.(財)地球
公民基金會.台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協會.(社)台灣環
境資訊協會.(財)綠色消費者基金會.(財)台灣基督教
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社)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彰化縣
環境保護聯盟.(社)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財)台北
市綠台文教基金會.(財)陳定南教育基金會.(社)台灣
公投護台灣聯盟促進會.$5,000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 
葉光芃.(社)台灣北社.(財)宜蘭人文基金會.(財)主
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日山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社)
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看守台灣協會.$5,305徐光
蓉.$6000王塗發.劉俊秀.$50,000許明芳.聯亞科技(
股)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