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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無可替？
日核廢漂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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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為日本福島核事故 4 周年
周年，
，在這 4 年間
年間，
，各種在核事故

核子發電

後的影響逐漸浮現。
後的影響逐漸浮現
。 本年初
本年初，
， 加拿大偵測到微量由當年核事

故產生的核輻射物質，
故產生的核輻射物質
，估計將蔓延到美國西岸至加洲一帶
估計將蔓延到美國西岸至加洲一帶。
。當年核事故後
當年核事故後，
，日
本政府整頓了國內核電行業，
本政府整頓了國內核電行業
，相繼關閉所有核電站
相繼關閉所有核電站。
。但近日
但近日，
，日本政府正研究
新能源政策，
新能源政策
，制定國內電力供應組成部分
制定國內電力供應組成部分；
；當局更已着重就重啟核電站作出準
備， 制定出新安全標準
制定出新安全標準，
，稱已汲取福島核事故的教訓
稱已汲取福島核事故的教訓，
， 加強對
自然災害如地震和海嘯的應對措施，
自然災害如地震和海嘯的應對措施
，似乎有意藉着制定新能源
政策，
政策
，重新使用核能供電
重新使用核能供電。
。關於福島核事故的背景
關於福島核事故的背景、
、事故
後的衍生問題、
後的衍生問題
、在國際間的影響等
在國際間的影響等，
，本文將一一探討。
本文將一一探討。
■丁彥文
丁彥文，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文章散見於各
大報刊。
大報刊
。

■福島第一核電廠

核能（
核能
（nuclear power）：
power）：近數十年發展的新型
近數十年發展的新型
能源，主要是透過核子的化學反應
能源，
主要是透過核子的化學反應，
，透過核反應爐轉

化為熱能，
化為熱能
，由水變成的蒸汽推動窩輪發電機發電
由水變成的蒸汽推動窩輪發電機發電。
。這
6
種發電方法比傳統燃燒化石燃料的好處是二氧化碳排
放量相對十分低，
放量相對十分低
，一公斤重的鈾
一公斤重的鈾--235
235，
，幾乎可得到相
當於燃燒400
當於燃燒
400萬公噸煤的熱量
萬公噸煤的熱量。
。
核能的潛在風險不容忽視，
核能的潛在風險不容忽視
，屬於不可再生能源
屬於不可再生能源。
。
但各國都致力推動核能取代傳統發電方法，
但各國都致力推動核能取代傳統發電方法
，因為現時鈾礦蘊藏量足以應付
全球未來80
全球未來
80年的需求
年的需求，
，只要成功發展核能便可減少依賴數量稀少且價格高
昂的石油、
昂的石油
、天然氣等化石燃料
天然氣等化石燃料，
，再者
再者，
，現時各國在地球高峰會上是以減少
碳排放量作為指標，
碳排放量作為指標
，核能正好符合低碳排放的要求
核能正好符合低碳排放的要求。
。
但由於鈾--235 是一種具有輻射的化學元素
但由於鈾
是一種具有輻射的化學元素，
，在發電過程中每一環配件和
副產品都會帶有輻射，
副產品都會帶有輻射
，例如使用完的鈾元素
例如使用完的鈾元素、
、蒸汽冷卻後的水都含有大量

衍生三大問題

背景
福島核事故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沿海一帶發生矩震級規模達到 9.0
的大型地震，是日本有紀錄以來規模最大的地震。這次的地震不
但引發海嘯，更產生疊浪效應，造成約 15 公尺海嘯巨浪，當時福
島第一核電廠便位於受影響的海域附近，此巨浪遠高於此核電廠
的預防海嘯設計的 5.7 公尺，因此沖毀並淹沒了核電廠的多個部
分。是次衝擊不但破壞了核電廠內多個核反應爐心，更使廠內放
置廢燃料棒的儲水池曝露於大氣之中，該儲水池擁有大量核反應
物料，導致輻射嚴重外洩，當局隨即把輻射半徑 10 公里範圍內約
4萬5千名居民迅速疏散。

直至 3 月 20 日，各熔爐成功搶救並得到控制，但所有反應爐已
報銷，但核廢料洩漏問題直至 12 月把反應爐冷停機成功後才得到
有效控制。這次核事故不但令數以萬計的當地居民需要緊急疏散
撤離，熔爐沖毀的消息更令日本各地居民大為恐慌，一度造成混
亂。
事故發生後，日本鄰近各地政府都甚為關注，包括中國、香
港、台灣、北美等等。據估計，這次核事故的放射性物質釋放量
相當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在廣島投放的原子彈的 160 倍以
上，亦是自1986年切爾諾貝爾事故發生以來最嚴重的核災難。

輻射，只要有人為疏忽或機器故障
輻射，
只要有人為疏忽或機器故障，
，便會很容易導致輻射外洩
便會很容易導致輻射外洩。
。
可持續發展能源（
可持續發展能源
（sustainable energy）：
energy）：為長遠而鋪排
為長遠而鋪排，
，我們必需
推動發展可持續能源。
推動發展可持續能源
。可持續發展能源是指既能滿足當代的需要
可持續發展能源是指既能滿足當代的需要，
，而同時
又不損及後代滿足其本身需要的發展模式。
又不損及後代滿足其本身需要的發展模式
。換而言之
換而言之，
，現時我們主流賴以
發電的能源都並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發電的能源都並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例如燃燒化石燃料或核能
例如燃燒化石燃料或核能，
，
由於化石原料及核原料的數量有限，
由於化石原料及核原料的數量有限
，因此虛耗後必會損及後代的需要
因此虛耗後必會損及後代的需要。
。
一般而言，
一般而言
，符合可持續發展能源概念的是水力發電
符合可持續發展能源概念的是水力發電、
、太陽能發電
太陽能發電、
、風
能及地熱能等等，
能及地熱能等等
，這些都是來自取之不竭的大自然能源
這些都是來自取之不竭的大自然能源，
，但其穩定性遠
低於傳統發電方
式，投資額度及生
產力不足以應付現
■如何提高可持續能源的穩
時需求，因此發展
定性，
定性
，如圖中的風力發電
如圖中的風力發電，
，
十分緩慢。
十分緩慢
。
也是重要的課題。
也是重要的課題
。 資料圖片

這次事故發生後，隨着核輻射污染蔓延，日本居民意
識到核電的潛在風險，亦正經歷核污染的陣痛，反核思
想隨之散播。2006 年，日本制定了「核能立國計劃」，
以面對國際上劇烈的資源競爭及不用受制於波動的能源價格，計劃於 2030 年底前
興建 14 座以上的全新核電廠，打算以核電為未來供應電力的主要來源。但是福島
核事故發生後，國內居民的反核聲音堅決，日本政府決定放棄早前的計劃，並提
出新的戰略方針，以2030年「零核電」為目標，實現綠色能源革命。
這次核事故也受到國際關注，反核聲音並不止於日本，當中反核最為快速的是
德國。德國隨即於 2011 年底面對一場大型民眾反核運動，經過社會達到共識後，
德政府決定立即棄用陳舊的核設施，在 2020 年前全面關閉所有核電設備。在德國
反核後，瑞士和比利時也相繼決定逐步關閉所有核電廠，一時之間，反核思想迅
速在整個歐洲大陸取得不少人認同。

設計圖片

1. 環境污染
2011 年 3 月底至 4 月，中國東北及華東地區、香港、台灣
都先後在空氣中偵測到人工放射性核元素碘-131，並證實源
頭是來自日本福島核電廠，該輻射元素是經空氣中的灰塵所
傳播的，因此亦稱輻射塵。但因各地離福島位置距離較遠，
因此輻射量只屬略高，仍是人體可接受範圍內。國際環保組
織綠色和平曾以日本政府公布的數據作模擬測試，輻射物質
可於1小時內擴散至50公里，若輻射量更大，對鄰近地區的
影響則無法想像。
事故雖然嚴重，在 2011 年 4 月初，福島第一核電廠的管
理公司東京電力公司卻把合共高達 1.15 萬噸含輻射的廢水
往海中排放，當中輻射濃度是日本法定標準的 100 倍，整個
日本海洋生態遭受到嚴重破壞，直至 4 年後的今天，加拿大
海域也陸續檢測到含輻射物質的海水流到當地。據估計，該
批含輻射的廢水已擴散至太平洋及夏威夷群島等地，影響之
深遠可達數十年。
2. 生態污染
雖然日本鄰近各地都只錄得微量輻射量，但福島當地無
疑是首當其衝。據當地統計資料顯示，自 2011 年 7 月起，
福島的鳥類數目一直下降，燕子羽毛甚至變白和生腫瘤，嚴
重打擊當地生態環境。
再者，對於經歷一場核災浩劫的福島居民，他們熬過地
震和海嘯的摧殘，但核輻射的威脅卻無法躲過：截至 2014
年 9 月 10 日的福島縣健康報告，已有超過 100 個年輕人確實
或懷疑患上了甲狀腺癌（事故其中一種釋放物質碘-131對人
體影響之一便是引發甲狀腺癌）。在生物遺傳方面，福島亦
發現了變種蝴蝶，其翅膀變小，壽命縮短。

反核思潮

3. 食品污染
由於日本當地的輻射水平超越可接受水平，其出產的食
品也無可避免地受到感染。在事發後 1 年間，綠色和平持續
在日本當地檢測輻射情況，並確認其海域的魚類和海藻等所
含輻射物質超標，而在市面上有售的罐頭海鮮類食品也驗出
輻射，可見零售食品同樣受影響。日本有不少食品出口到亞
洲各地，包括香港，所以各地的進口食品監管制度也把檢測
到的受影響食品銷毀，並禁止進口。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沿海一帶發生大型
地震，沖毀並淹沒了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多個部
分，導致輻射嚴重外洩。



1. 試簡單介紹福島核事故背景。

影響

2. 根據上文及就你所知，福島核事故為日本和全球帶來了甚麼影響？

1. 環境污染
2. 生態污染
3. 食品污染

3. 試闡述福島核事故和反核運動的關係。

核子發電

4. 有人認為「核能並無可取之處」。你是否同意？試解釋當中因由。

反核思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5. 可持續發展能源和核能發電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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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 簡單指出2011年海嘯引致事故就可。
2. 日本方面，可從環境、食物、放射性污染探討；全球方面，可討論輻射物擴散等。
3. 可從日本、德國、瑞士和比利時的反核運動討論事故影響。
4. 同學宜先列舉核能的優缺點，再就題目作出判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5. 可先界定可持續發展能源，再以題4的答案延伸至核能是否屬於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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