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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長江宜樺昨日（2/25）表示，同意核四以公投決定是否續建，將由立院國民黨團提案，預計

七八月投票。對此，本聯盟發表看法如下：

一、台灣地狹人稠，地震颱風頻仍，核電的存在對台灣人民及後代子孫的生命、財產帶來重大威

脅，本來就不應發展核電，但錯誤的政策讓核四至今投入巨額興建經費，行政院實應認清事實，立即停

建核四，才是該有的作法。

二、本聯盟在政府一意孤行興建核四之下，曾推動貢寮鄉（1994.5.22）、台北縣（1994.11.27）、

台北市（1996.3.23）、宜蘭縣（1998.12.5）的核四公投，其結果皆是反對興建者居多數;馬政府若真心

誠意尊重民意，何不接受已有的公投結果，立即停建核四？

三、在強大的反核民意壓力下，馬政府才同意以立法院提案的方式，舉辦核四公投，對此遲來的決

定，我們仍難予以肯定其誠意;我們呼籲，公投應在正反方資訊充分公開、資源對等的原則下進行。

四、為保障人民直接參與核能政策決策的權利，我們呼籲立法院儘速修正公投法，降低投票率之不

合理門檻;並且通過『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六條之一的制定，賦予核子反應器設施方圓50公里範圍

內縣市人民就該設施之興建、裝填燃料和運轉等行為公投決定的權利。

台灣環保聯盟對政府同意核四公投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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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投票不該是兒戲、權謀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2013/2/26

行政院長昨日(25日)於國民黨中央宣布，「

政府在窮盡所有專業判斷、保障核安與理性討論

的方式後，人民若仍有疑慮，行政院願意面對核

四停建的檢。」「不表示政府對興建核四的立場

有任何改變或鬆動。」 ‘可能’近日透過立委提

案，若一切順利，預計於今年七八月舉行全國性

公投; 在此期間，為不浪費時間，核四工程持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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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環境保護聯盟二十多年來堅持國家重大

爭議應交付公民投票解決，對院長的發言，原本

應該歡欣鼓舞，但江院長發言讓我們產生疑慮：

一、核四安危攸關所有民眾身家性命，甚至國家

存亡，不該視做政黨對立的工具。 然而江院長特

地選在「國民黨」中央黨而非在行政院公布此重

大訊息，令人疑惑院長是為國家服務，或是為某

政黨服務？

二、院長雖說「願尊重以公投方式」決定核四停

建與否，但發言不忘刻意貶抑反核四民眾為「自

私、不理性」 —「寧願犧牲重大投資損失，承受

高電價，限電危機，甚至犧牲國家經濟成長，對

於低碳家園理想的需求…」。

三、’準備公投期間，核四工程持續…’，是否

將「公投」拋出以換取核四預算追加的緩兵之

計？核四從1980年初就開始規劃，1982年電力

需求為-1.29%，首次擱置。 後經1985年，2000

年停建後復工至今超過三十年，今天有必要分秒

必爭？

行政單位真有誠意以公民投票方式解決核四

爭議，至少應該：

一、先針對核四周圍五十公里半徑圈內居民，進

行公投。 如果結果是支持核四興建，才進行全國

性公民投票。 如果50公里圈內居民反對，核四就

該停工。

二、針對正反雙方資源的不對等，政府應提供資

源協助資源缺乏方，讓民眾有機會充分瞭解正反

雙方論述。

二十多年來，核四不止是鉅額資金的投入，為此

爭議所附出的社會成本可能數倍於此，我們同

意以公民投票解決重大爭議，但我們很擔心「公

投」成為政黨鬥爭工具，不僅更激化衝突，更戕

害民主的發展。 執政團隊的目的是甚麼？

A. 1985年核三廠開始供電，備載躍升為55.1%; 

55位立法委員緊急質詢「請行政院慎重考慮嚴

加評估為甚麼人民要一再反對增建核能四廠之理

由」

為甚麼要反對增建核四廠！

一、核能電廠具有隱藏性危機。

(1) 核電廠具有高度安全顧慮。

(2) 核能廢料，核廢電廠最後處理為各國最頭痛問

題。

(3) 人為因素及天然災害足以導致核能災禍。

二、核能發電並不具有真實的經濟效益。

(1) 真實的發電成本應包括社會成本。

(2) 其他之負擔或損失亦應併於成本計算。

(3) 核四運轉造成離峰閒置發電設備過多，造成鉅

大浪費

三、政治性顧慮： 核燃料來源受制於美。

B.本聯盟曾與核四預定地週邊地方政府舉辦共四

次公民投票，分別為：

1994/5/22 貢寮鄉 投票率58%，96%反對核四興

建。

1994/11/27 臺北縣 投票率18%，89%反對核四

興建。

1996/3/23 台北市 投票率59%，53%反對核四興

建。

1998/12/5 宜蘭縣 投票率 44%，64%反對核四興

建。

這些公民意志的展現，被執政當局輕蔑地以

「缺乏法源依據」視之如無物。

時間：2013年3月4日(一) PM7-9
地點：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總會辦公室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107號2樓)
講師：施信民教授（台大化工系,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創會會長）
報名網址：http://www.tepu.org.tw/?p=10281

環保義工座談會-核電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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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北海岸反核行動 
303 反核在金山，做伙救台灣

時間：2013年3月3日（週日）12 : 30~13 : 00 金
山郵局集合 13 : 00 遊行出發

路線與活動：
12:30在郵局前舉行記者會→13:00在郵局前出
發→(步行中山路)→至磺溪橋(44橋)→(車隊)→
核 一 廠 前 抗 議 → ( 車 隊 ) → 核 二 廠 前 抗 議 → ( 車
隊)→17:00回到郵局解散

報名方式：
歡迎民眾參與金山街頭的步行遊行，如欲跟隨車
隊前往核一廠、核二廠抗議，請務必事先線上報
名，或以電話、傳真報名：
電話：02-24988877（中午前）
傳真：02-24987219
線上報名：http://www.tepu.org.tw/?p=10196
另招募志工，需協助工作事項：反核公投連署,場
地清潔,交通維護。

反核行動訴求：
1、核一、核二、核三立即停機，核四停建
2、核廢料滾出北海岸
3、制定北海岸核災緊急疏散計畫
4、發放學童核災緊急救難包與居民核災自救手冊

其他系列活動：
◎ 紀錄片放映《孩子們的夏天》，
時間：2013/3/2(六)14:00～16:00
地點：金山故事館

◎ 劉黎兒講座
「原來核災離我們這麼近─高危險核電環境下如
何守護孩子」
時間：2013/3/8(五)19:00～21:00
地點：金山故事館(郵局對面/即將開幕)

主辦單位：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北海岸分會

近期活動照片

時間：2013/3/9 
集合時間地點：北部-14:00 凱達格蘭大道      中部-13:00 台中市民廣場(勤美誠品對面草地)  
                            南部-13:00 高雄凹仔底公園  東部-13:00 台東新生公園（舊火車站前）

2013北中南東廢核大遊行

2013/1/20 文化生態之旅遊 2013/1/21-23 反美麗灣寒假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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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徵信 2013年1月1日~1月15日
．捐款收入：$100無名氏 $250林幸蓉 $500劉俊秀.徐世榮.吳月鳳 $1,000林興溪水協會 $1,605楊振銘         
    $2,000林文印.郭惠二
．義賣收入： $4,000測試器

2013年2月底，新北市政府因為都更擬移動橋墩，經
過專家評估移動墩座碧潭吊橋就會垮下來，為了保
護碧潭吊橋，本聯盟發起碧潭吊橋攝影比賽。將擇
優頒予獎狀及獎金，得獎作品並將巡迴展出。
．活動日期: 即日起至2013年3月30日  
．活動網址：http://www.tepu.org.tw/?p=10100
．投件組別：

本競賽以單張照片為投件單位，分為以下兩個組
別，由參賽者依主題，選擇投件(可跨組投件，但
每組每名參賽者最多只可投三件)：
1. 現代組
(1) 現代組-相機組: 2000年後以相機拍攝之攝影作
品，作品請以數位檔投件
(2) 現代組-手機影像組: 以手機拍攝之攝影作品，
作品請以數位檔投件

2. 歷史組
(1) 八十九十年代組: 1980~2000年間拍攝之攝影作
品，作品請掃描投件
(2) 六十七十年代組: 1960~1980年間拍攝之攝影作
品，作品請掃描投件
(3) 三七五十年代組: 1937~1960年間拍攝之攝影作
品，作品請掃描投件

．獎項：
各組獎項相同
特優〈1名〉：獎金新台幣5仟元整，獎狀乙紙。
優選〈1名〉：獎金新台幣3仟元整，獎狀乙紙。
佳作〈1名〉：獎金新台幣2仟元，獎狀乙紙。

2013/02/24元宵節文化生態之旅

2013/02/19 環保聯盟義工聚會

碧潭吊橋攝影比賽

2013/1/21-23 反美麗灣寒假營隊-學員製作樹皮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