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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匯政策研究所長期關注能源相關的議題。自2006年以來，我
們舉辦了多個研討會及發表報告以促進大眾對能源相關課題的討
論。2012年初，思匯政策研究所展開了為期兩年的能源組合研
究項目，以進一步推動相關政策的討論。思匯政策研究所已經就
不同課題如廣東省能源展望、香港人對香港能源組合和核能取態
等發表報告。

本報告主要探討法國在討論其能源政策，特別是核能政策的公眾
參與過程。報告闡明了過程中的幾個重要組成因素，例如是否取
得獨立資訊、成立獨立機構和其角色、獨立專家的參與及公眾教
育。

香港正著手研究制定能源政策。各社區應該如何參與該政策討論
過程？我們希望這份講述法國經驗的報告能作為香港有用的參考
資料。思匯政策研究所將在2013年九月中旬舉辦公眾論壇討論
美國和英國的經驗，以期通過學習海外經驗深化理解。我們鼓勵
讀者瀏覽思匯政策研究所網站閱讀論壇議程。

在此，我們向報告的兩位作者Jacques Foos和Ludivine Gilli致
謝，他們為撰寫這份有關法國制度促進參與過程的研究報告不辭
勞苦。同時，我們也要向DK Consultant的Didier Kechemair在
整個研究過程提供幫助表示感謝。此外，以下人士亦提供了寶貴
意見：Andrew Lawson、陳義德、黃柏康、討論小組的參與者
和報告評審專家。我們還要向支持本研究項目的中華電力有限公
司表示感謝。

我們的同事吳家穎為這個研究項目提供了指導意見，Philip 
Annetta負責編輯報告的英文版，DESIGNORM為報告設計封
面，梁姿韻負責報告的排版。在此一併致謝。

行政總監

葉溵溵

2013年9月9日

前言及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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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

法國是高度核能化的國家，其核反應堆數量僅次於美國，
人均年核電消耗量（千瓦時）僅次於瑞典，也是世界上第
一個利用核能發電的國家。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和執
行其重要核能項目以來，法國政府有義務確保向核設施附近
居民提供獨立資訊。2006年通過的《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
案》（Loi sur la Transparence et la Sûreté Nucléaire）進
一步加強了這一約束，不但設立了獨立機構如核能安全局
（Autorité de sûreté nucléaire），亦向新成立的獨立委員
會（地方資訊委員會）賦予多項任務，包括提供資訊、監督
環境和管制業界。

在本報告的前言後，第二章描述《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案》
和核能管理機構（包括獨立的和附屬於政府的）。第三章介
紹獨立公民委員會的組織結構和使命，以及公民警覺行動的
實例。研究表明必須取得營運方的同意和配合才能成事。接
下來探討法國的核科學教育、學界的工作和兩個來自瑞典和
英國促進參與的例子。

附錄部份提供了有關近期發展的附加資料和評論。法國（和
其他國家）在核設施上的公眾參與經驗提供了值得借鑒的經
驗：

• 考慮到業已發生的嚴重核事故，如果缺乏公眾的積極參
與，核能業將不能持續的、為公眾廣為接受的發展；

• 必須圍繞核設施成立相應委員會，類似法國卓有成效的
委員會；

• 這些委員會必須包含獨立的科學專家，對於公眾而言，
獨立的科學家是委員會行之有效的保障，也避免受激進
組織破壞；

• 在科學教育的每一階段積極推進核科學教育十分重要，
讓未來的公民在核事件上有據可循，具備批判思考能
力。

人類在未來必將面臨能源短缺問題，摒棄任何一種能源都是
不現實的，因此，應持開放態度面對所有方案，而核能肯定
在能源組合中佔有重要一席。但是，歷年經驗表明，強加和
秘密決策的時代已經結束，再也沒有任何決策可以缺乏民眾
參與。

法國是核安全上領先全
球，尤其在2006年實
施了《核能安全與透明
度法案》後

公眾參與在核能問題上
是很重要的經驗教訓，
當中值得借鑒的包括公
眾參與、委員會、專家
意見和教育

核能在現時和未來皆是
重要能源，因此為民眾
接受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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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法國是高度依賴核能的國家，這是基於法國的核能研究傳
統，包括Henri Becquerel、Pierre和Marie Curie發現了天
然放射性，其後Irene和Frederic Joliot-Curie發現了人工
放射性。最後Irene Joliot-Curie按她和母親Marie Curie共
同發明的放射化學方法解釋自發裂變，在此之前，Enrico 
Fermi嘗試發現超鈾元素，但未能給出解釋。1939年， 
Frederic Joliot-Curie成為申請三項核反應堆專利的第一
人。

二戰後成立的原子能與可替代能源委員會（Commissariat 
à l’énergie atomique et aux énergies alternatives）將 
這一傳統保留至當代。1948年，法國啟用首個核反應堆。 
1960年代初期，第一批天然鈾和石墨核反應堆投入發電。

今天，法國約75%的發電量來自核能，等同該國每年17%
的能源使用量，由分佈在19個不同地點的58個核反應堆供
應此大量能量。核輻射被廣泛應用於工業、醫療、研究和
軍隊。這些應用都有相應的管制。而且，如同任何工業活
動，核能也會產生廢料，亦同樣受到管制。

因此一直以來，法國民眾認為，公眾是貫穿核能設施生命
周期的安全程序重要組成部份。這正是為何近年來法國民
眾參與核安全和輻射防護有關的技術性問題討論。

如果國家採取的措施具有某些特點，部份良好的做法可與
其他國家分享，作為持份者參與行為的參考例子，亦可調
整後應用於其他國家上。

法國是相對較依賴核能
的國家，在核能科學研
究方面歷史悠久

法國75%的發電量，即
17%的能源來自核能

核能受到嚴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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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國核能安全制度建構

2.1	 主要單位
2.1.1	 序言 
法國核能安全制度建構與核能事業共同與時俱進。最近一
次的大型重組於2006年通過《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案》進
行，該法案重建核安全控制系統，系統的要素自此以後保
持不變。

首先需要闡明，《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案》對「核能安
全」和「核能保障」有其明確定義，因為「安全」與「保
障」的區別在不同國家不盡相同。《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
案》對兩者的定義摘錄如下：

「核能安全是由所有與核設施的設計、建造、營運、
關閉和停用以及核物質運輸相關的技術和管理措施所
組成，其作用在避免事故或限制事故影響。」

「輻射防護是對電離輻射的防護，指所有採取的防護
和監測準則、程序和方法，以避免或限制輻射對人體
的直接或間接負面作用，包括對環境的影響。」

「核能保障包含核能安全、輻射防護、對惡意行為的預
防和打撃、以及事故發生時採取的民眾保護措施。」

法國核能安全建構主要圍繞著三方運行：政治機關、營運
商和安全機構。公眾作為第四方，通常從外部進行監察但
亦正在逐步加大參與度，此部份將會在第三章詳述。

2.1.2	 政治機關 
政治機關包括議會、政府和各部委。他們的主要職責是決
定和通過核能安全問題的相關條例（法律、法令等）（參
見附錄一）。

議會就某一項立法進行投票。例如，2006年通過兩部主要
法律中，（6月13日通過的）《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案》與
核能業的透明度與安全有關，另一部法律（於6月28日通
過）涉及放射性廢料的可持續管理。法國能源安全局是獨
立機構（參見2.1.4部份），每年向議會（而不是向政府或
者部委）提交活動報告，並在必要時就特定議題提交報告
（參見2.1.4部份）。

在法案通過後，政府負責制定實施細則。根據《核能安全
與透明度法案》，政府同時負責就核設施進行決策。法國
能源安全局向政府提出意見和建議，幫助政府履行這一項
職責。

2006年通過的《核能
安全與透明度法案》是
法國核能安全控制體系
的最新協議

核能安全問題涉及四方
力量：政治機關、運營
方、安全機構和公眾

政治機關在能源安全局
的幫助下制定核能管理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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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營運商 
核設施的營運商主要負責依據國際通行原則（例如國際原
子能機構制定的規則）保證設備的安全。營運商須遵守政
治和核能安全機構的規定，但是遵守規則並不能免除營運
商維護設備安全的主要職責。

2.1.4	 安全控制與專業機構 
法國核能安全局 
法國核能安全局負責審查法國的核能安全和輻射防護，保護
工作人員、患者、公眾和環境免受核能使用風險。法國核
能安全局及其前身自1973年起管理法國的核能活動，當時
並成立了中央核能安全局（Service Central de Sûreté des 
Installations Nucléaires）。法國核能安全局最初向工業
部報告，1991年，中央核能安全局成為核設施安全理事會
（Direction de la Sûreté des Installations Nucléaires）， 
須分別向負責工業和環境的部門報告。2002年，核設施安
全理事會把輻射防護納入其工作範圍，再次更名為核能安
全與輻射防護理事會，除上述兩個監管單位外另加接受衞
生部監管。

2006年的《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案》為法國核能安全控制
框架帶來重要變化。核能安全局不但改用目前名稱，更首
次成為「獨立行政機構」，獨立於其他部門，亦即獨立於
政府。該局自成立以來未曾獨立，這一改革主要用以加強
核能安全局的公信力，從而提升整個核能安全控制體系的
可信度。

核能安全局的獨立性體現在以下方面。首先，核能安全局
的資金來自議會，而不是政府或者營運營商。其次，核能
安全局的六名領導者（包括主席）的任期為六年，不可連
任。在此任期中，法國政府裡無人（無論職位高低，甚至
是法國總統）可以要求他們離任。這一安排保證了在任期
中其決策的獨立性。

下面這個例子體現了這種獨立性的能力。曾有人建議關閉位
於法國東部費瑟南地區擁有兩座900兆瓦反應堆的核電站。
在競選總統期間，法國社會黨候選人Franzois Hollande為
贏得環保人士的青睞（及其選票），曾許諾當選後會關閉
該核電站。Hollande當選後確認會在任期末的2017年關閉
核電站，但迄今尚未有任何跡象表明關閉核電站是可行的，
因為在競選之前，核能安全局允許這兩座反應堆繼續運行
10年1 ，這一決定是不可能被政府改變的。2

尋求「獨立」的原因，源於法國若干次衞生危機後（如血
液感染、瘋牛病、石棉污染等），法國公眾開始質疑政府
處理衞生事件的能力。歷次危機加劇了法國公眾對政府當
局的不信任，公眾對透明度和知情權的要求也更高了，這
一點在每年出版有關對風險看法的《Baromètre IRSN》中
有所可以看到 （參見附錄二）。3

法國核能安全局負責監
測法國核活動已有40
年歷史

2006年通過《核能安
全與透明度法案》後，
核能安全局獲得了獨
立，其公信力得以增強

實際上，法國核能安全
局在核能問題的決策上
比Hollande總統權力
更大

法國公眾越來越不信任
政府處理公共衞生事件
的能力，核能安全局的
獨立性亦同時提升

核能安全局的獨立性體
現在若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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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安全局的工作圍繞三項主要業務：

•	 監管：核能安全局負責監管發展，如向政府的法令草案
和行政命令提供建議，就技術問題進行監管決策；

•	 控制：核能安全局負責檢查營運商或受其管轄的活動是
否遵守各項規章條例；及

•	 公共資訊：核能安全局負責向公眾傳遞資訊，包括在緊
急情況下。

因此，核能安全局的主要職責包括：

• 就核安全和輻射防護相關的法例向政治機關提供建議，
例如法案和法令；

• 負責技術監管決策以改善政府的法令執行（部份監管決
策需經過負責核能安全的部委批准）；

• 制定對核設施營運商的要求（如果營運商未能滿足這些
要求，核能安全局可以對營運商施加懲罰，在法律上有
權命令營運商停止作業而無須考慮對經濟的影響）；

• 評估核設施的許可證發放和停用申請；及

• 批准設施的許可證發放、投入營運和停用。

核能安全局依靠技術支持進行決策，該等支援主要來自輻
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內此領域的法國公共專家，以及其
他來源。核能安全局下屬的常設專家小組辯論容許引入矛
盾立場，以整合最終決策。當然，這一過程的效率取決於
假定該常設專家小組成員具備相等技術水平。

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Institut de Radioprotection 
et de Sûreté Nucléaire） 
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創立於2002年，在此之前因其主
要研究目標，它是法國原子能與可替代能源委員會的一部
份。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是由政府資助的技術支持機
構，是法國核能安全與輻射防護控制體系的重要單位，創
立目的在於匯聚技術專家意見和核能安全與輻射防護研究。
穩紮的研究能力是研究所的立身之本，研究所專家透過持
續的研究活動確保其維持在科學發展之巔。

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受到負責環境（最主要）、衞生、
研究、工業和國防的部門管轄，其主要任務是就安全、輻
射防護和保障的技術問題協助核能安全局（如有需要包括
其他公共部門），同時承擔公共服務使命，為受電離輻射
照射人群進行環境監督和控制。

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為期四年的第二份目標合同，於
2011年4月由負責部委和研究所領導簽定。合同確定研究所
的策略性目標和改善領域、找出主要的運作困難以及如何
優化管理和效率。

核能安全局負責向政府
提供建議、制定監管決
策、制定對營運商的要
求、評估和批准核設施
的變動

核能安全局依靠來自輻
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
所和領域內專家的技術
支持

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
所是服務於環境部和核
能安全研究所的技術支
持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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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設專家小組（Groupe Permanent d’ Experts）核能安
全局就準備決策上依賴七個常設專家小組，這些小組就放射
性廢料、壓力操作設備、醫療領域的輻射防護、其他領域
的輻射防護，放射性物質運輸、實驗室和燃料循環設備提
供立場和建議。常設專家小組成員由核能安全局按其能力
委任，他們來自研究機構、核工業或其他技術支持單位，
甚至非政府組織。有些成員受聘於運營方，但在常設專家
小組會議中他們僅代表自己而非其僱主。最後，有些成員
是外國人，因此可為辯論帶來「外部」觀點。

常設專家小組在主要決策上向核能安全局提供意見，例如
評估核設施安全報告。常設專家小組也可以就項目開發的
立法和原則提供諮詢。但是，常設專家小組本身不發表報
告，為闡明立場、提出建議，小組成員對營運商數據和其
他評估報告如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的報告進行研究。

核能安全局有時也諮詢其他機構如核能安全透明度和資訊
高級委員會（參見附錄三）和公共衞生高級理事會。

2.2	 	核能安全監管框架
2.2.1	 一般原則 
核活動在本質上差別極大︰工業、醫療、研究等。適用於
不同種類活動的法律框架確保每一項核能活動都被納入考
慮，並捍衞公眾安全和健康以及環境。例如，醫療和工業
活動使用電離輻射受公共衞生法的管轄，最高僅可使用一
定放射性物質的劑量，超過這一劑量則受到核設施條例的
管轄。

法國的司法結構由國際法（國際原子能機構、歐洲委員會
等）和特定國內法例共同組成。

《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案》顯然是國家核能法律框架的試
金石，其執行由十數法令列出詳盡規定。核廢料管理由其
法律進行管制，通常被稱為「廢料法」，於2006年6月28
日通過。《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案》為核能安全的法律框
架帶來了重要更新，法案本身及其法令和其他規定的實施
細則在這之後也得以不斷修改。迄今最近的重要規定是核
設施法令（Nucléaire de base），該法令就之前未有正式
管制的做法提供細節及正式仔細要求。

2.2.2	 定期評估程序 
核能安全部門在核設施壽命從規劃到停用的每一個環節都
實施監控。程序如下：

• 草圖設計須經核能安全局批准；

• 評估設施選址，確保已考慮所有可預見的風險，包括地
震、工業環境、冷水輸入；

• 申請許可證須有技術文檔支持，包括提交設施設計圖、
環評研究報告、初步安全報告和風險管理研究。核能安

法國規例涵蓋不同核活
動︰工業、醫療、研究
等，其中以《核能安全
與透明度法案》為試
金石

核能安全局對核設施壽命
的每一個環節都實施監
控，包括設計、選址、頒
發程序許可、設備安全、
運行、停用和拆除

七個常設專家小組在主
要決策上向核能安全局
提供意見

核能安全局也諮詢核能
安全和公共衞生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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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在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和常設專家小組（視項
目規模而定）的協助下對申請進行審查，環保機構則對
環評報告進行審查。視乎項目規模，公眾通過公眾諮詢
或公共辯論過程表達意見（詳見下文）。圖1列出了申
請許可證的各個步驟和相關機構；

• 在設施被允許開始運行之前，營運商需要向核能安全局
提交更新的安全報告，從而就建成的實際設施狀況進行
審查。該文檔還應包括運行通則、廢料管理研究、內部
緊急應變方案（發生事故後應該遵循的步驟），以及停
用方案。核能安全局只有在經過研究確認設施符合條例
後才會批准設施啟動；

• 在設施運行的過程中，營運商可能需要不時對某些設備
進行調整。所有的調整都需要經過評估，評估的嚴格程
度取決於調整的類型。《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案》及其
實施細則詳細闡明了每種修改所需的監控。通行的原則
是，對重大修改的評估嚴格程度最高，對細微修改的評
估嚴格程度較低；及

• 最後，設備的停用和拆除需在嚴格控制下進行，整個過
程的日程安排、程序和安全性都必須得到事先批准。4 

在以上的任何一個環節，核能安全局有權要求營運商遵守
相應程序以保障工作人員、公眾和環境的安全。

此外，法國核電站營運許可證不是永久的。根據法律，所
有核設施必須每十年進行定期安全檢查。安全檢查不僅查
看設備是否符合最初要求，也會針對新情況重新評估要求
以提高設施的安全性。

例如，十年一次的安全檢查是核電站安全控制體系的主要
組成部份。檢查的準備通常耗費數年，並有數百名工程師
參與其中，其中有些來自營運商，有些來自核能安全局或
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有些來自獨立機構例如地方資
訊委員會（參見3.3部份）。此外，在世界任何地點發生重
大事件如福島事故後，都可以申請查看安全檢查報告，以
便從中汲取經驗提高核電站安全性。

核能安全局持續執行定
期檢查，並要求進行必
要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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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核能安全控制框架由專家和機構管理。近年來，框
架逐步向公眾開放。下一章節將介紹制度化的溝通和公眾
參與機制。

2.2.3	評估程序和公眾參與 
如上所述，如果將進行大型核項目或計劃為現有設備進行
重大調整，定期評估程序需要包括特定的公眾諮詢。

公共辯論 
兩種情況下需要舉行公共辯論：第一、計劃修建新的核電
站；第二、新設備預算高於三億歐元。 在當地或國家民選
官員，又或非政府環保組織的要求下，如果新設備費用在
1.5億至三億歐元之間，也需要進行公共辯論。辯論的焦點
在項目的機遇、目標和特性上。此類公共辯論不局限於核
項目，任何預算在1.5億至三億歐元之間或超過三億歐元的
項目都需要舉辦公共辯論，例如高速公路、鐵軌和架橋。

如果計劃修建新的核電
站或新設備耗資超過三
億，必須舉辦公共辯論

營運商 
申請批准 

（建立、調整、關閉、停用）

營運商 
發表意見

部委 
（負責核能安全）

部委 
向運營方提交法案的

初步草案

核能安全局 
準備確認，對草案的可行

性發表意見

核能安全局 
研究技術草案背景

區長 
組織公眾諮詢、向不
同機構徵求意見（省
議會、市鎮、地方資

訊委員會等）

	公眾諮詢
輻射防護與 
核安全研究所 
發表意見

	常設專家小組 
發表意見

核能安全局 
向部委提交初步草案

部委 
向營運商提交法案草案

核能安全局 
發表意見

如有必要，核能安全局
提出額外要求

	部委 
接受法案

如營運商
和/或地方
資訊委員會
要求，核能
安全局為其
舉辦聽證會

圖1︰《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案》規定的核設施許可證審批程序

（來源︰核能安全圖表，英文版由作者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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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共辯論委員會
組織和監督具系統的
公共辯論，其決議主
要以尊重公眾參與
為本

公眾諮詢告知公眾和
彙總公眾意見，但形
式不如公共辯論般
嚴格

公眾諮詢在地方層面
進行，持續一或兩
個月

在此類項目中，公共辯論雖然包括公眾會議，但與傳統的公
眾會議有所區別，其過程是十分複雜又精心的設計。國家公
共辯論委員會（Commission Nationale du Débat Public）
負責組織和監督公共辯論。每輪辯論持續四個月，也可以延
長兩個月。辯論由一系列公眾會議組成，會上營運商介紹其
項目和回答所有問題。會議前公眾可以獲得一些文件，不僅
包括營運商的技術文件如項目說明，還包括一份四頁的「持
份者筆記」，任何持份者包括公眾都可以向國家公共辯論委
員會提交該筆記。在公共辯論結束兩個月後，國家公共辯論
委員會主席發表決議。然後，營運商有三個月時間跟進和介
紹項目所作的修改及下一步工作。

國家公共辯論委員會對提交的項目優點不作決定，但負責保
證在項目從開始發展到修建的過程中尊重公眾參與。

耗資少於1.5億歐元的項目可以在「諮詢委員會」的主持下提
交至「地方諮詢」過程，例子有2005年原子能與可替代能源
委員會在法國南部Cadarache地區的研究設施Jules Horowitz
反應堆項目。

公眾諮詢 
公眾諮詢過程不如公共辯論般詳盡，但是需求更為頻密。公
眾諮詢的目的在於告知公眾和彙集關於項目的評論、建議和
反建議，在決策機構作出決定前注入更多額外元素。這一程
序始自1810年，歷經各種形式，在1983年經過改革成為獲取
資訊和諮詢的程序。

地方公眾諮詢至少持續一個月，最長為兩個月。諮詢由管理
本地事物的區長（參見附件一）揭幕，由一位法國司法體系
行政法庭指派的理事主持。在諮詢期間，營運商會在距離設
施五公里範圍內的所有市鎮民眾提供有關文檔。值得注意的
是，地方資訊委員會可用更長時間研究此技術文檔，並且需
要在每次諮詢開始時回答問題和（就工作相關性或營運商期
望的更改）發出通知。

在過程結束時，該理事會準備諮詢報告，就項目是否繼續提
交肯定或否定的意見。該報告將提交給區長。

政府當局根據調查人員的研究發現作最終決定。需要指出的
是，政府不必遵從調查人員的意見。不過如果政府不遵從，
調查人員的結論和意見可能會用於行政法庭聽證會上，以反
對項目進行。

在整個程序完結時，將對項目是否繼續做出決定。

新程序：電子通訊 
2011年12月頒佈了一項新法案，以試驗方式向公眾發佈資訊
和促進公眾參與。所有與核設施有關的程序如需進行公眾諮
詢，必須包括以電子通訊形式向公眾發佈。政府負責公眾諮
詢的部門必須向公眾提供電子版本的公眾諮詢文檔。這一試
驗旨在促進公眾取得資訊，特別是那些並非居於公眾諮詢舉
行地點的人士。這一新式交流方法也使得公眾可以通過互聯
網發送評論，讓參與變得更容易。

政府以電子通訊方式
促進公眾參與，讓公
眾更易取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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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和促進公眾參與是兩項各具不同目標的工作。兩者皆
重要，因此皆必須採用，但有需要區分兩者。

這一方式的缺陷顯而易見：諮詢過程會導致大量訊息，其
中有許多來自活躍人士的各種游說訊息。這些資訊未必能
被核實，其綜合處理耗時甚長。

不過，在2013年，這一程序顯露出其有效性。法國國家
放射性廢物管理局（Agence Nationale de gestion des 
Déchets Radioactifs ）正在籌備一個名為「Cigéo」的項
目，以實現高輻射核廢料的可逆貯存。這一項目原本計劃
舉行公共辯論，但項目的反對者數月以來一直表示反對，
並為此舉行了敵意重重的抗議。在這一形勢下，為符合法
律規定，電子通訊成為唯一的選擇。

公民參與過程可能被濫用 
像所有的體系一樣，此公民參與過程也有其缺點。

雖然公眾會議能夠為所有人提供表達意見的機會，法國的經
驗表明，在某些場合，有組織的反對者壟斷了會議發言，
認為這是他們被聆聽的機會（尤其是被媒體聽到），因而
不讓其他參與者表達意見。確實，新聞界通常更願意報導
這些組織的意見，而非科學或技術報告（眾所周知，兩輛
延誤了的火車比一萬輛準時的火車更能激發媒體的興趣）。

有些公眾也有可能抵制辯論，認為辯論為時已晚，而決策已
定。如反對者利用這一心態，他們會在媒體提倡此觀點，讓
公眾覺得辯論不是真的公平，他們是無法參與其中的。這
一策略常常被使用在全國性質的辯論中，在地方層面上，
不同意見者能夠較容易地更有利於做出建設性貢獻。

最後，「獨立」這個概念本身也有可能遭到濫用。對於支
持和反對的組織、機構、政黨和公司管理層而言，不顧平
衡地選擇其身邊或顧問機構，並優先考慮支持者或反對者
是他們推銷信念的常態。然而，對於那些應當保持中立、
專注於完成目標的組織來說，強調反對方意見以增強其「
可信度」成為了一種潮流。人們應當警惕這一潮流，對核
能安全保持信心的關鍵在於獨立、中立和意見的平衡。

然而，在過程中遠不止以上所述的潮流和缺陷，顯然沒有
任何參與進程是完美的。可以這樣認為，這些潮流和缺陷
是民主制度所特有的，並有助於鞏固此制度。這也是為什
麼所列舉的因素不應該妨礙繼續運用和改進這些過程，與
此同時，我們需要繼續思考如何提高決策過程效率的新方
法，包括學習其他國家的良好經驗。

公眾參與可能被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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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透明度條例︰1978年至2006年
3.1.1	 序言 
資訊對公眾來說十分重要。如果人們想參與公眾諮詢或公
共辯論，或者只是想了解每天出現的新項目、在公共領域
內表明立場，他們就需要資訊，這意味著從該領域內的所
有單位包括營運商、公共機構和公共專家獲取技術數據。
例如，如果人們無法接觸到相關資訊，就無法在頒發許可
證程序上表明立場。

法國官方承認公眾有必要取得資訊，並在20世紀70年代
正式確認為一種權利。與此有關的首部法律《資訊自由法
案》於1978年7月通過，這部法案旨在約束公共機構行為，
迄今仍然是法國知情權的基礎。《資訊自由法案》把透明
度作為原則，而保密僅在特殊情況下適用。這一法案通過
後，公共機構自此如接到查詢，需要提供任何所擁有的文
件，但受法律保障的保密資料如國家安全、商業、工業、
醫療等則例外。

直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法律框架才獲得重要發展，帶來
一番新景象。自那以後，需求已遠遠超出基本權利範圍，
在環境問題上尤其如此。1998年，《Aarhus公約》5對公共
機構的所有環境問題上有新的透明度要求，進一步限制了
公共機構拒絕公眾取得資訊的條件。這些條款被寫入2003
年的歐盟法令2003/4/EC號，在2005年被寫入法國的法
律。2004年，「環境憲章」被寫入法國憲法。憲章第七條
寫到：

「每個人都有權依法從公共機構獲取環境資訊，並參
與影響環境的公共決策。」

如前所述，2006年《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案》促使核領域
取得進一步進展。

3.1.2	 2006年《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案》對營運商透
明度要求的影響 
《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案》第19條為核能透明度實踐帶來
了重要變化。這一條款將當時僅對公共管理單位的透明度
要求，延伸至核電站營運商。透明度登時成為原則，而保
密僅在特殊情況下適用。該條例這樣規定：

「任何人都有權從核設施營運商獲取與受[其]活動產
生的電離輻射照射風險及避免這些風險的安全措施資
訊。」

3    核能安全上的公共溝通與參與

公眾需要取得所有相關
資訊，從而維持參與並
有自己的立場

知情權是法國的基本權
利，透明度具有重要
意義

《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
案》把對透明度的要求
從公共管理單位擴展至
核電營運

15



當然，新規定也帶來了實踐上的問題。核電站營運商受到諸
多約束，例如，設備的高效運行有賴於信息保密。營運商
需要保密若干資料的理由有三：首先，該資料有利於其工
業進程；其次，資料公開會破壞商業戰略；第三，該資料
歸類為國家安全資訊。因此，新條款的實施需要在透明度
和保密要求之間尋求平衡。雖然公眾為理解技術問題需要
獲取相關資訊，但營運商也需要保護其技術和策略數據，
因此需要找一個折衷的辦法，既滿足雙方的要求，也讓雙
方保持對話。

如果營運商拒絕向公眾人士提供所要求的資訊，該人士可
以向行政文件公開委員會（Commission d’Accès aux 
Documents Administratifs）申訴。行政文件公開委員會
和核能安全局以及國家公共辯論委員會一樣，是獨立的行
政機構，可以對營運商的拒絕進行裁定。如果裁定拒絕無
效，營運商必須遵守規則提供資訊。如果裁定拒絕有效，
該人士可以向行政法庭上訴。

此外，《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案》要求所有核設施製作並
公開活動年度報告。

3.1.3	 核能透明度和資訊高級委員會（Haut	Comité	
pour la Transparence et l’ Information sur la 
Sécurité Nucléaire） 
《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案》的另一個重要部份是創立核能
安全透明度和資訊高級委員會。高級委員會由法令任命的
40名成員組成，任期六年，成員包括：

• 兩名國民議會議員；

• 兩名參議員；

• 六名地方資訊委員會代表（參見第3.3部份）；

• 六名環保組織和病患組織代表；

• 六名核電站營運商代表；

• 六名工會代表；

• 六名在科學、技術、經濟、社會或資訊方面有所建樹的
專家；及

• 核能安全局局長，一名來自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的
代表和四名來自相關部委的代表。

核能安全透明度和信息高級委員會旨在作為資訊、諮詢和辯
論的平台，探討核活動風險，以及這些活動對人類健康、
環境和核安全的影響。

公眾人士索取資訊如被
拒可作出申訴，所有核
設施必須公佈年度報告

核能安全透明度和信息
高級委員會根據《核能
安全與透明度法案》而
設立，作為資訊、諮詢
和辯論的平台

核能安全透明度和資訊
高級委員會可以主動開
展有關資訊公開的調查

然而，核電的透明度有
時會因保密的需要而受
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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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安全透明度和資訊高級委員會有權就以上任何問題發
表意見，也可以就相關的安全控制和資訊活動發表意見。
高級委員會可以接受政府、議會、地方資訊委員會或核電
站營運商的委任，調查與核能安全資訊相關的任何問題，
也可以自行調查與核能安全資訊公開相關的任何問題，並
就如何確保或提高透明度提供建議。

例如在2011年，核能安全透明度和資訊高級委員會發表題
為《Transparency and Secrets in the Nuclear Field》和
《The Siting Process of a Repository of Low-level Long-
lived Radioactive Waste》的報告。委員會正在進行的
「Cigéo」項目是關於高輻射量中至長壽命核廢料的貯存。
委員會也在福島核電站事故後參與了法國核設施的「壓力
測試」，不過僅是提供諮詢意見。

3.2	 透明度與機構的角色
3.2.1	 傳統制度工具 
透明度和公眾資訊是核能安全局負責的，工作方式有許多
種，包括資料完備的網站、公開發行的雜誌和檔案中心。

公眾對網站尤其感興趣。網站在許多問題上提供了豐富的背
景知識，例如核設施、輻射性廢料、氡、電離輻射、醫療
和工業用輻射。網站還提供評估報告的最新進展，以及核
能安全局最新的決策和意見書。由於國際壓力陡增，法國
核能安全局也建立了網站的英文版：www.french-nuclear-
safety.fr

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的網站也包括有關核活動、放射性
和相關科研的豐富內容。不過最讓人感興趣的是網站刊登
了研究所對所有核設施的意見書，這些資料過去不對公眾
開放。從幾年前起，研究所開始公佈其意見書的摘要，既
讓公眾了解到研究所的立場，也不會泄露報告全文可能包
含的敏感數據。至今，原始報告全文因保密理由尚未得以
向公眾開放，但是公眾可取得的資料深度得以極大的提升。

另一個增加透明度的例子來自輻射測量網絡，該網絡用了
數年時間發展，現已全力運行。

3.2.2	 國家測量網絡（Réseau National de 
Mesures）  
國家測量網絡６是核能安全局和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共
同創辦的門戶網站，創辦宗旨在於方便公眾通過網站直接
獲取輻射測量和輻射健康影響的資訊。今天，國家測量網
絡透過監測環境輻射水平提供逾75萬項輻射測量結果，其
中部份是實時數據，部份是周期數據。

國家測量網絡不僅接收「官方」測量數據，任何獲核能安全
局認證的實驗室也可提交其監測結果。除了輻射防護與核
安全研究所之外，其他參與機構包括政府機構（法國公共
衞生監測研究所7、法國食品、環境和職業健康安全機構8）、 

有效的信息公開有賴於
機構網站、公開發行的
雜誌和檔案中心

國家測量網絡是一個門
戶網站，搜集由「官
方」和認證實驗室提供
的輻射測量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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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商（法國電力集團9、阿海琺集團10、原子能與可替代能
源委員會和法國海軍）、地方團體、非政府組織（西部核輻
射控制協會11、核能資訊科學協會12、聲稱獨立但實際傾向於
反核的協會），以及阿爾薩斯大氣污染監控和研究協會13、
國家核設施標準局14和Hubert Curien跨學科研究所15。

現有制度於福島核電站事故後證實有效。雖然法國和日本相
距遙遠，法國公眾極為關切並要求公佈輻射水平數據。核能
安全局在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的協助下迅速建立起專門
網站，在地圖上實時發佈輻射水平資訊，網站名為Criter，
是核能安全局和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在福島事件中所設
立的資訊系統重要部份，其他工作包括新聞發佈會、輻射防
護與核安全研究所發佈技術備忘（根據搜集自日方的資訊）、
創建專門網站提供容易理解及更新的資訊。三個焦點包括：
（一）福島第一核電站反應堆狀況；（二）對居於日本的法
國人的影響；和（三）對法國領土（包括本土和海外領地）
的影響。

3.3	 地方資訊委員會（Commissions	
Locales d' Information）與透明度
3.3.1	 地方資訊委員會 
地方資訊委員會是法國每所核設施必須配備的多元組織 
（包括公眾參與），其作用是對核設施進行監督，向本地 
居民通報核安全和輻射防護事宜。地方資訊委員會也可以 
進行獨立環境測量活動。委員會最早成立於1970年代後期，
當時既不是官方組織也不是強制配備的組織，而是非 
牟利組織，因此只有當一些活躍人士決心發起才會成立起
來。

地方資訊委員會自1981年獲得官方認可。那一年，政府決
定簡化委員會的創辦手續，並就組織任務和人員組成提供指
引，可按當地情況調整。若干新的地方資訊委員會由此成
立。更大的動力來自2006年通過的《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
案》，法案要求每所核設施必須配備地方資訊委員會。今
天，法國共有37個地方資訊委員會，不但關注核設備發電，
亦關心衞生或食品保存研究中心或輻照設施（詳見圖2）。

地方資訊委員會是法國
每所核設施配備的機
構，用以監督設施和向
本地居民通報情況

地方資訊委員會由獨立
的志願者組成，遵守政
府指引

福島核電站事故後，
公眾十分關心輻射水
平，現有制度證實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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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法國地方資訊委員會分佈圖（包括核反應堆位置）16 

（所有核設備都配備有地方資訊委員會。部份地方資訊委員會涵蓋若干個運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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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案也改善了地方資訊委員會的人員構成，在此之前較
多變。委員會的全體成員都是志願者，僅可報銷交通和住
宿費用。至少50%的成員是選舉產生的官員（當地的國民
議會議員、參議員、市議員、省議員和大區議員。參見附
件一），至少10%的成員分別來自以下三個類別：環保非
政府組織的代表（通常是反核組織）、核營運商工會代表
和專家代表（核能領域專家、健康機構代表、農業委員會
和工商委員會）。

專家的存在對於委員會來說極為重要，因為只有專家可以
就核能營運提供嚴格的科學證據和分析，專家同時也負責
向公眾提供資訊，可以通過以下列舉的幾個例子說明。而
且，這些獨立專家不隸屬於任何親核或者反核的組織，他
們的收入和職業發展不取決於他們在委員會所提供的重要
分析或採取的立場。事實上，這些專家中有不少是快要退
休或已經退休的人士。

地方資訊委員會在支持
和分析核能運營方面發
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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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資訊委員會主席也是營運商所在地省議會的主席，不
過他可以任命省議會某個議員代理此職能。委員會副主席
也可以通過提名產生，第一副主席通常也是省議員，第二
副主席從專家中選出。成立地方資訊委員會的資金大多來
自省議會預算，核能安全局也提供很多資金，特別是有關
促進公眾交流的項目。其他機構也會提供資助（比如各城
鄉團體和區議會）。

可以說，地方資訊委員會是執行知情權和透明度過程的模
範，作為跨學科的機構匯聚各種各樣的觀點。在核能問題
上許多成員的意見並不一致，但都願意參與辯論，有時全
體成員會一致通過委員會的決議。委員會可被視為獨立機
構，下文將進一步探討。

與國防有關的秘密核設施也配套有不同類型的地方資訊委員
會，其組成與其他地方資訊委員會不同，由省長擔任主席。

3.3.2	 全國地方資訊委員會協會 
所有地方資訊委員會都隸屬於名為地方資訊委員會協會
（Association Nationale des Comités et Commissions 
Locales d’ Information）的全國性組織，這一安排方便了
不同地方資訊委員會之間的資訊交流，並在國家層面向所
有委員會提供專家意見彙總，有利於專注於本地介入的地
方資訊委員會相互協調活動。多年來，地方資訊委員會協
會通過其科學委員會和三個有關核廢料、核能安全和國內/
應變事故常設小組累積了內部專業知識。

地方資訊委員會協會非常活躍。2011年，其成員參與了20
多個全國性或國際活動，介紹地方資訊委員會的活動和在
一些問題上的立場。

自2003年以來，地方資訊委員會協會與輻射防護與核安全
研究所發展了緊密合作關係，並簽署了合作框架協定，具
體合作內容下文會有詳細介紹。例如在2011年，就福島事
故後壓力測試展開廣泛調查。地方資訊委員會協會與輻射
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亦在OPAL項目上合作，旨在發展工具
以提升公眾關於事故處理的認識。

最後，地方資訊委員會協會一直發展國際合作伙伴，包括
歐洲理事會。協會和歐洲理事會在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
所的支持下，在2009至2013年之間就《Aarhus公約》在核
能領域內的實施開展了一系列國際對話。

3.3.3	 近期在核能安全上公民警覺的實踐 
以下例子來自Cotentin地區地方資訊委員會的工作。位
於諾曼第的Manche省是法國最核能化的地區，共有三座
核電站落戶與此：阿海琺乏燃料加工站（La Hague核電
站）、法國放射廢料管理局管理的Manche區核廢料儲存
庫，和擁有兩個1,300兆瓦的壓水冷卻反應堆和一個正在
建設的1,600兆瓦第三代壓水反應堆的Flamanville核電
站。三個地方資訊委員會（阿海琺La Hague地方資訊委
員會、Manche區核廢料儲存庫地方資訊委員會（Centre 
de Stockage de la Manche）和Flamanville地方資訊委員
會）致力進行監控和提取資訊。

地方資訊委員會是實踐
知情權和透明度的模範

地方資訊委員會隸屬於
全國性組織（地方資訊
委員會協會），旨在鼓
勵資訊交流和協調

地方資訊委員會協會活
躍於國內外，與輻射防
護與核安全研究所和歐
洲理事會發展合作關係

諾曼第的Cotentin地
區是法國最核能化的
地方，共有三個地方
資訊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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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法國第一個地方資訊委員會於20世紀70年代
後期因La Hague核電站而成立，當時被稱作永久資訊
特別委員會（Commission Spéciale et Permanente d’ 
Information）。其成員來自四個不同領域，這個組織架構
透過2006年的《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案》成為所有地方資
訊委員會的架構範例。自此，不論其工業使命為何，所有
核能中心和研究中心都必須設立同類型委員會。

Manche區的三個地方資訊委員會有共同的主席和一位由省
議會主席委任的省議會議員，並各自擁有一位由省議會議
員出任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副主席由地方資訊委員會的專
家選舉產生。自2006年以來，三個地方資訊委員會共用同
一位副主席，他接受主席的任命，代表主席主持技術工作
小組。

除了監控核設施，最重要的工作可說是提供公眾資訊，包括
向超過十萬個郵箱、市政廳、學校、藥房、醫院、旅客中
心等發放新聞通訊，並且每兩年就公眾感興趣的議題舉行
一次會議（例如鄰近核設施對健康的影響、在Flamanville
啟用新反應堆而申請增加排放許可之際介紹「什麼是氚？」 
等）。

最後，難度最大的工作是製作《人類與核輻射》小冊子，
並在上述公眾場所派發。這本小冊子旨在向那些不知道什
麼是原子、什麼是核輻射、不同輻射類型的生物效應、核
反應堆如何運作和什麼是核周期的人士介紹重要資訊，同
時提供自然劑量基準，並對照工業排放。

當考慮到日本有人因為一年等同25毫希的輻射水平而被迫
搬離家園，向人們介紹核能的基本資訊就變得十分重要。撤
離家園的過程會造成重大創傷甚至許多間接死亡個案（據估
計因撤離過程的非輻射引致死亡個案為500至1,500宗）。 
然而有些國家如印度和巴西，一年自然輻射水平約為250毫
希，但幾個世紀以來人們的生活並未受到任何影響。因此，
缺乏有關知識會帶來不必要的恐慌。小冊子成功完成後，
其內容也上載到互聯網以提供更詳盡的解說。18

這些地方資訊委員會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成員代表中有來
自靠近法國海岸的英屬海峽群島代表。這些代表參加平均
每年召開四次的委員會全體會議，並懂得法語，方便交流。

下文將列出四個在不同領域和情況下，公眾警覺有助於提
升核能安全的例子。最後一個例子描述了福島事故後的常
見工作。

Manche區核廢料儲存庫內外地下水和量度氚水平研究 
地方資訊委員會可以進行獨立分析或利用自身環境專業知
識為本地居民提供自行製作的資訊。阿海琺La Hague地區
地方資訊委員會過去曾舉辦各種核輻射和化學物質測量活
動，測量結果總是與營運商提供的結果相同，雖然這並不
意外，但是提供獨立評估是非常有用的。因此，在環保組
織成員的要求下，省議會委托Manche區核廢料處置場地方
資訊委員會進行了一次調查，研究Manche區核廢料儲存庫

區內La	Hague核電站
的委員會是其他地方資
訊委員會的模範

這三個地方資訊委員會
共享主席和副主席

地方資訊委員會主要工
作是向公眾提供資訊

地方資訊委員會製作小
冊子解釋核能的基本資
訊，以消除公眾的無知
和恐懼

地方資訊委員會有來自
英屬海峽群島的代表

工作小組就場內地下水
和量度氚水平開展研究
以回應環保組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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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地下水情況和量度氚水平，並觀察壓力計中的氚濃度
分層狀況。

工作小組成員包括三位地方資訊委員會成員（其中為兩位
專家及一位綠色和平代表）、一位核能安全局和輻射防護
與核安全研究所代表、以及一位核電站營運商代表。一共
有三家機構申請開展這項研究，工作小組按照相應規則選
擇其一進行研究。這項研究的資金來自省議會，總額是2.5
萬歐元（約25萬港幣）。

幾十年來，法國國家放射性廢物管理局每月只在同一深度
測量輻射濃度：地下19米。工作小組在營運商的同意下，
從70個壓力計中選取八個，並於不同深度抽取四個樣本，
每三個月測量一次。這測量的另一個目的是比較地方資訊
委員會和營運商的數據是否一致。

工作小組於2011年11月至2012年8月期間取得八份數據，
並於2012年11月舉行的地方資訊委員會全體會議上進行詳
細匯報。由於抽樣深度不同，測量結果有時呈現極大差異。
但是，與放射性廢物管理局給出的數據相比，八個結果中有
六個的平均值誤差小於5%（這一誤差在可接受範圍內）。

在剩餘的兩個結果中，地方資訊委員會與放射性廢物管理
局的測量值差異卻十分明顯。地方資訊委員會的測量值在
其中一個結果中較高，而另一個較低。

整體來說，各測量結果很高的致性。若於不同深度的壓力
計的測量值可以提供更多資訊，那麼一個於19米的測量值
便已足夠判斷該地點之輻射污染情況。

測量結果卻同時顯示，安裝在Manche區核廢料儲存庫的70
個壓力計中，有兩個標示輻射濃度超過含氚的飲用水安全
標準（每升水中含有1萬貝可）。這些壓力計應當受更嚴格
的監控。而在儲存庫外部所錄得的讀數非常低（最高為每
升水200貝可）。

在地方資訊委員會完成獨立調查後，法國國家放射性廢物管
理局決定繼續與地方資訊委員會合作，對這些壓力計於四
個不同深度進行測量，此計劃到目前為止仍在進行。雙方
於2014年起將開展另一項合作，內容包括測量溪流中草、
植物及沉積物的輻射濃度。與第一個項目相同，這項目將
同樣獲得核電站營運商的獨立資助。Manche區地方資訊委
員會的獨立專家成員已於2013年9月制定項目的內容，而測
量結果將會與營運商測量結果作比較。19

這個例子顯示，考慮到測量輻射影響（以至其他安全控制）， 
以及向地方信息委員會學習，核電站營運的測量程序取得
了務實的進步。兩者儘管目標不同，但合作過程順利，不
存在衝突。

工作小組與核電站營運
方運用不同方法搜集數
據（測量深度不同）

核電站營運商開始使用
地方資訊委員會測量核
輻射濃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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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及拆卸La	Hague首座核燃料加工站：阿海琺集團La	
Hague地方資訊委員會的意見 
核電站都要經歷關閉及拆卸。在La Hague地區，第一個核
電站於20世紀80及90年代拆卸。時至今日，人們還可以到
達原址而不需要採取特別的防護措施。

La Hague的第一個核乏燃料加工廠及其附屬設施已接近
使用期限。如圖1所示，必須向地方資訊委員會尋求意
見。2008年12月，委員會就拆卸高活躍性氧化設施首次提
出意見。雖然意見正面，但同時也帶出了很多問題。這設
施在1960年底投入使用，並確定以氧化物作核燃料加工工
業的可行性。

委員會於2010年10月就核燃料加工廠及其附屬廢氣處理站
提出的意見最為重要（詳見附件3），當中提出了很多技術
性問題。意見書發佈之後的幾個月裡，營運商針對這些問
題進行了解答。

委員會同意營運商的拆卸申請，但是有四個反核環保組織
對此投了反對票。儘管如此，這些環保組織亦同意委員會
主席的意見，認為委員會工作小組的工作質量很高。

這些環保組織在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指出，不應該鼓勵拆除
舊核電站、反應堆及其他設施，並認為有必要告知公眾核
能會為後世留下了沉重的「輻射包袱」。因此，他們不願
重覆之前成功拆卸核電站的經驗。

在2013年7月中旬，核能安全局就起草法令向地方資訊委員
會諮詢意見（如圖1所示，許可證審批程序已經結束）。委
員會的意見與草案一同呈交至相關官員。地方資訊委員在
意見書中表示（詳見附件3），無論耗時多久，仍願意於計
劃過程中繼續參與。

Flamanville及其建於懸崖的緊急柴油發電機 
以下例子揭示了在法國，一個人可以影響事件的過程和決
策。這是來自本文第一作者，亦即Flamanville地方資訊委
員會副主席Jacque Foos的親身經歷。

作者向營運商提出，質疑建於Flamanville下一代壓水式反
應堆附近的柴油發電機組無法抵禦像福島事件中九米高的
海嘯巨浪，此事引發了爭議。

作者私下向負責興建壓水式反應堆的法國電力集團官員問
及，若Flamanville遭遇像福島事件中九米高的巨浪，負責
向冷卻系統供電的柴油發電機組是否會被淹沒，得到的答
案是「是」。

翌日，作者在國會的走廊裡遇見一位國會代表，他曾自豪
地宣稱新一代壓水式反應堆不會遭遇到日本那樣的問題。
這兩方面的回應頗為出奇，專家私底下承認九米高的巨浪
有可能淹沒發電機，但政客卻認為這是個褒揚法國新一代
壓水式反應堆的好時機（認為若將之用於日本就不會發生
此問題）。

La	Hague的首座核電
已成功關閉

地方資訊委員會對設施
拆卸的申請反應正面

儘管環保組織表示反
對，地方資訊委員會對
拆除設施仍然正面

許可證審批程序於
2013年7月之前完成，
而地方資訊委員會繼續
其監督工作

Jacques	Foos了解
到，Flamanville的緊
急柴油發電機無法抵禦
海嘯侵襲

與此同時，政客卻公開
錯誤地發佈對柴油發電
機樂觀消息，希望以此
在福島事件後安撫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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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發生地震時，當地的核反應堆立刻停止運作，並自動轉
為安全模式。與此同時，緊急柴油發電機自動啟動，以冷
卻及消除反應堆中剩餘能量。可是，海嘯於55分鐘後到達
核電站，同時淹沒柴油發電機令其無法正常運作。相反，
位於地震震央較近的女川核電站卻因位置比福島略高於海
平面，而沒有發生相同的狀況。

如果核電站旁是臨海懸崖，最簡單的方法是把發電機架高，
並以屏障抵抗海浪。此外，需要在懸崖上興建大型水缸。
水缸中的水會因重力向下流，冷卻反應堆，這方法被稱為
「被動安全措施」。

由於作者並不是打著「反核」的旗號，他的言論及疑問引起
了媒體的極大興趣。在他的言論曝光後18個小時的翌日，
核能安全局就發表聲明：「世界上所有的核反應堆都會遇
到與福島核電站同樣的問題」。

兩星期後的2011年3月31日，法國核能安全局局長Andre-
Claude Lacoste在議會上發言：「我只舉一個例子。如果
面臨巨浪來襲，Flamanville壓水式反應堆的緊急柴油發電
機應建在海岸懸崖高處好，還是建在反應堆旁邊好？這問
題不用花費數年時間來決定。」

法國電力集團將為所有核反應堆配備「極度緊急情況」發電
機（Groupe d' Ultime secours），保證冷卻系統在任何條
件下都能運作，而且，還要興建更多水缸以防萬一。2018
年前將會為所有核反應堆配備58個新的柴油發電機（在每
個反應堆配備一個發電機）。最終達至成立由2013年法國
電力集團引入的一支核事故迅速反應部隊（Force d' Action 
rapide Nucléaire），在事故發生24小時之內採取措施。這
也是從福島事故學到的教訓：無論事故情況如何，都必須
在24小時之內介入。

顯然，無論是誰都不能以一己之力改變58個反應堆的配套
設備。但是，正如這個例子反映的，如果媒體採納了一個
普通市民的明智意見並加以廣傳，有關機構就有可能因此
加強管理設備、提高反應堆在法國前所未有之緊急情況下
的安全性。

無疑，這是公民警戒的極佳範例，表明市民可以在核能安全
領域中發揮重要作用。不過，只有在各方保持不衝突的社會
關係時公民警戒才會有效。需要澄清的是，「不衝突」不
代表尋求共識（可參考見對日本核能管理當局及東京電力
公司的分析），而是尊重共同為求改進而存有的不同意見。

而且，地方資訊委員會有必要邀請獨立核能專家。

Cotentin地區地方資訊委員會有關民用核設施的報告 
福島事故讓所有核電站附近居民感到震驚，特別是無法預
知撤離時間，對於他們來說是不能接受的。

媒體與市民的自由言論
帶來改善

福島事故後，Cotentin
地方資訊委員會通過解
答疑難來安撫核電站附
近居民

福島核電站反應堆於地
震中幸免於難，卻因
為海嘯後柴油發電機被
淹，無法發電冷卻反應
堆而出現問題

媒體發佈Jacques	
Foos的質疑，影響政
治家的想法

因此，為應付極度緊急
情況，法國電力集團為
每一個反應堆（共58
個）都配備了應急發電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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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entin是法國核能分佈最多的地區，Cotentin地方資
訊委員會有責任為民眾解答疑難，這也是委員會的工作宗
旨。2011年4月，三個地方資訊委員會聯合召開全體特別會
議，成立了一個12人的工作小組。小組結構參考委員會結
構，12名成員中六名由投票選出，其餘的由三個委員會各
委任兩名成員組成，小組主席由委員會的共同主席兼任。

會議通過決議，相關機構及核電站營運商必須回答從福島
核事故衍生的一系列問題。營運商向工作小組提交安全報
告，工作小組會仔細審閱營運商報告以及核能安全局的文
件及事故報告。工作小組會議上共起草了100個問題。

在這些會議外，Manche的省議會通過互聯網向屬下各個部
門征求問題。新聞界不僅密切留意工作小組的提問，亦會
關注網上提問。最後，一共就各主題收集了184個提問並印
成小冊子，累計向公眾派發12萬冊。

工作小組會聯同營運商、縣政府、核能安全局、輻射防護
與核安全研究所和核電站工人委員會召開聽證會，將各方
的解答和評論彙集成一份長達400頁的報告。最終報告被製
作成電子版上載到互聯網，方便所有感興趣的公眾閱讀。

此外，工作小組成員共同起草了一份50頁的工作報告，共
印刷及發放12萬份。報告目錄收錄在附件四，涵蓋了本研
究的不同主題。

來自三個地方資訊委員會的義工會員為這項工作貢獻了兩年
多時間，這在歐洲是史無前例的。委員會的三個主席曾在
多個論壇、甚至在布魯塞爾歐洲理事會上介紹工作報告。21 

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充份發揮其技術支持功能，配合
法國的地方資訊委員會，提供了許多獨立的科學意見。此
報告介紹了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的一項模範行動：盧
瓦爾河環境試點行動（the work Environment-Loire pilot 
action），詳情請見附件五。

最終，各界都參與到一個全國規模的行動：900兆瓦核反應
堆的十年安全評估，詳情請見附件六。

2006年《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案》通過後核電站營運商的
工作成就 
2006年通過的《核能安全與透明度法案》強制要求核電站
營運商與公民委員會合作，並在必要時候保持一定程度的
保密性（有時地方資訊委員會可以在簽署保密協議後翻查
機密報告）。

福島核事故漸漸地加強了各方之間的對話。在這之後，地
方資訊委員會觀察員（通常是科學家）接受核能安全局的
邀請，對福島核事故之後引起的「壓力測試」進行檢查。
這前所未有的合作造就許多重要的實踐經驗，特別是在要
求核電站營運商接受觀察員進行檢查這一點。

地方信息委員會起草了
184個問題，並向專家
諮詢如何解答

來自三個地方資訊委員
會的義工會員所做的
工作，於歐洲是史無前
例的

2006年《核能安全與
透明度法案》的通過促
進了對於核能決議的公
眾參與

2006年福島核事故以
來，各方之間的對話不
斷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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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述，在地方資訊委員會在開展監測活動期間發
揮環境監測職能，營運商向獨立專家打開大門，允許他們
在沒有任何防礙下隨意參觀。

3.4	 法國的核科學教育
3.4.1	 現況 
法國核科學教育有個有趣的現象：這國家最先發現放射能，
並廣泛使用由核裂變所產生的電能，其核科學教育卻完全
被忽視。

小學階段（6歲至11歲）很少教授核科學。自從20世紀90
年代著名科學家Claude Allegre教授擔任法國國家教育部部
長以來，有關放射性物質、核能及其應用的課題均被納入
初中及高中（12至18歲）的物理課程。然而，教學取決於
老師的主動性和個人意願，這意味著給小學生的教學水準
參差不齊。然而，過往法國的大學及工程學院內有關核科
學的課程並不足夠，直至2000年後，工程學院開始提供適
用於核工業，特別是於拆卸舊核電廠之起始階段的教學模
式，因為拆卸舊核電廠帶來了新的就業機會。

在20世紀70年代，原子能與可替代能源委員會針對缺乏核
科學教育但核工業就業需求旺盛的情況，創辦了一高等教
育研究所──法國國立核科技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es 
Sciences et Techniques Nucléaires），而教授已與核工業
發展脫節的粒子物理。值得一提的是，法國高等教育之教
師與核工業界及專業知識脫節嚴重。

再者，眾所周知大學教授的教學課程源於自己的研究工作，
而核工業卻是法國唯一自行擁有研究中心（法國原子能及
替代能源委員，CEA會）的行業，這是因為核能開初只用
作軍事用途，並受高度保密。由於被刻意與核工業保持距
離，大學無法申請核能研究項目，而大學亦只停留於開展
基礎科學研究，如基礎物理學的教學。

對於年輕一輩來說，如此缺少核科學教育是有害的。因為
正如下文所提及，「學會」的經驗指出，只要引導得當，
兒童對於與放射性有關的現象，均與其他科學範疇一樣抱
有濃厚興趣。

3.4.2	 學會 
學會是由專家彙聚而成，透過研究和思考在各自的學術領
域內進步的地方。因此，所有學會均背負提供資訊及培訓
的使命。而在核科學方面，這些使命以不同形式表現。

以拯救氣候學會（Save the Climate）為例，這個團體作為
智庫的角色，主要由核物理學家、教授及研究人員組成，
當中還句括法國科學院院士。

法國核能管理正在朝新
而正確方向邁進

核科學在法國教育的各
個階段中都被忽視，特
別是小學生

法國國立核科技學院有
教授粒子物理學，但高
等教育的教師依然與核
工業界及專業知識脫節

「學會」發現兒童對學
習與放射性相關知識抱
有濃厚興趣

學會由專家彙聚而成，
推動核科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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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核能協會通過專業
人士會議、中學講座、
為小學生而設的計劃以
及巡迴展覽，提供核科
學教育

法國核能協會展覽的成
功，歸功於展覽能為不
同學生設計內容

其他學會，如法國核能協會（Société Française d' Énergie 
Nucléaire），便是針對核科學教育不足而創立的。除了為
專業人士組織各個與核能相關的技術會議外，法國核能協會
還在教學環境方面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法國核能協會
有許多地方分支機搆，可以隨不同地域制定教學重點，並
與很多中學保持緊密的關係，在教師的協助下組織講座，
以及通過簡單的實驗（例如不同種類的輻射於不同物質的
穿透性、放射性衰變等），令學生更容易理解放射能。

不同地區的教學重點以及與各個界別的接觸成為重要的一
環。學校的持份者均是義工、核工業界之退休人士，以及
特別喜歡「長輩」分享工作經驗的小學生。小學生們對這
類講座抱有濃厚的興趣，而地區組織還會從法國核能協會
列出的名單中，根據講座主題及專業範疇，以自願性質邀
請知名講者到學校演講。

在全國層面上，法國核能協會組織了兩次巡迴展覽。第一
次展覽名為「原子之光」，在1990年至1995年期間展出。
這個展覽規模龐大，內容包括所有與核能有關的活動，並
盡量展示實際的工作情況。展覽中亦特設專區講解當地的
核能活動。受過專門訓練的動畫師都會先與學校（通常是
小學）接觸，以協助準備展覽。這展覽佔用大量空間，因
此只有各地區政府有能力承辦。

歸功於首次展覽取得的成功和教學成果，1996年借發現
輻射百年慶典之際，法國科學院邀請第一次展覽的主辦單
位，以及本文的第一作者開始計劃第二次巡迴展覽來教育公
眾、啟發靈感。第二次展覽的規模較小，可以根據各地情
況作出調整，也容易在教育機構展出。第二次展覽在1996
年至1998年之間首次展出（其後在發現釙和鐳百年慶典期
間展出）。展覽不僅演出了各種實驗，並且獲得巴黎居里
博物館的授權，展出了Pierre Curie及Marie Curie設計的輻
射探測器真品。

展覽取得的重大成功讓其得以繼續展出很多年（居里夫婦
的探測器真品除外）。時至今天，只要打電話聯繫法國核
能協會的地方組織，便有機會舉辦展覽的機會。

這些學會舉辦的活動十分重要，但是法國國家教育部從未提
出把核科學教育納入教育大綱中，這一做法是非常有害的。

3.4.3	 法國核科教育失敗對其他國家的啟示 
法國的經驗表明，法國核教育可謂失敗。這對社會來說危
害極大，其教訓可為其它國家所作為借鑒。學校教育（如
同父母教育一樣），無論在任何層面，都必須為下一代提
供相應知識，讓他們有能力運用批判思維去認識他們面臨
的新環境，這一點極為有益和重要。

核科學教育必須幫助下一代培養公民警愓的能力及意識，
這意味著必須由訓練有素的老師來完成這個任務。核能不
能解決所有問題──不論是全球能源需求還是絕對安全的能

法國核科學教育的失敗
可以為其他國家提供
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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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但是核能應用的成效仍然須要量化，以便和其他能源
應用比較。當今的法國民眾、記者和教師並不具備這思維。
無論各方（反對者、支持者及中立方）意見如何，欠缺這
個共識會阻礙每個人建立對核能的想法。

如果其他國家能借鑒法國的失敗經驗，那這次經驗亦有其
正面的作用。

3.5	 與其他國家的對話及公共資訊
無疑，法國在資訊公開和公民警愓方面領先於其他國家，
這一方面可歸功於大規模的核能發電，另一方面也拜有良
好組織及高效率的反核組織所賜。因此，法國全國地方資
訊委員會協會（ANCCLI）成功地提議建立一個包括並屬於
歐洲各國的協會──全歐地方資訊委員會協會（EUROCLI）
而，大前題是需要各國先建立自己地方資訊委員會。現時，
各國官員（不限於歐洲）都想知道如何能把法國的專業知
識引入自己國家。

2012年7月，法國地方資訊委員會協會倡議發起一個以支持
建立一個全歐洲的民間組織的諮詢會，並藉此加強核能透明
度（例如在安全、環境、健康、經濟等方面）。來自這諮
詢會與會者的初部建議成就了核透明度監察組織（NTW）
的成立，組織最初的成員包括核能界別內與透明度發展有
關的少眾研究所。

核能透明度監察組織與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十分相似，前者旨在增加
核能界別內之民主透明度及有效之公共參與，後者致力於
推動公共經濟事務中的透明度及廉潔。

Flamanville新一代壓水反應堆代表了核能未來的發展方
向，Flamanville地方資訊委員會亦被邀請介紹法國的經
驗。同樣地，委員會的兩名副主席接受邀請出席2012年11
月於南韓舉行的「Kijang核電站安全及發展論壇」。2013
年5月，60名於瑞典的核電站周邊地區的市長代表團一行來
到Flamanville與當地地方資訊委員會進行交流，取得了豐
富有益的成果。

3.5.1	 瑞典的經驗 
瑞典曾經是世界上人均核電消費量最多的國家（達到每年人
均6,815千瓦小時，這一數字超過了法國的6,460千瓦小時，
以及排在第三、年均消耗核電2,696千瓦小時的美國。）

瑞典與核工業的關係並不尋常。瑞典的核工業源於20世紀
50年代後期建立的Ågesta核電站。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
之後，瑞典的核能發展達到巔峰，在1972年至1977年之間
建造了六個主要核反應爐。

法國為其他國家樹立了
管理核能生產的榜樣

法國地方資訊委員會協
會希望成立一個具歐洲
規模的組織──核能透
明度監察組織，以加強
歐洲境內核能的透明度

Flamanville新一代壓
水反應堆促進了國際
對話

瑞典人均核電消費量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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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79年三里島核電站事故發生後，瑞典的核能發
展開始停滯不前。1980年，瑞典就核能的未來發展舉行全
民公投，並從三個方案中作投票。

開始時，公眾看似較傾向於選擇第三個方案「立即關閉所有
核電站，並放棄所有未來核反應爐」，但最終第二個方案
「逐步淘汰核電站」22獲得39.1%的選票，擊敗獲得38.2%
選票的第三個方案，而第一個方案「所有核電站保持正常
運行」則獲得18.6%的選票。

顯然，第一次的公投結果反映了政治家承認反核的民意。雖
然立即放棄核能的選項並沒有勝出，但是全力支持核能的
選票只佔18.6%。因此，瑞典議會於1980年通過決議，計
劃在2010年前全面放棄核能，但是這決議一直沒有實踐。

雖然公投結果決定逐步關閉核電站，但是1980年之後又有
六座核反應爐投入運作。公投結果允許建立新反應堆，只
要這些反應堆在2010年之前被拆除便可（議會通過法案認
為核電站的使用壽命大概是25年）。但事實上，只有兩個
位於距離哥本哈根20公里之外Barsebäck的反應堆於1999
年和2005年停止營運。時至今日，瑞典仍有十座核反應爐
正在運作，提供約全國電力生產的一半。

實際上，瑞典在核能問題上的立場正在十直變更。瑞典現
時最關注的問題是全球暖化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許多瑞
典人認為核能對地球的傷害較小。因此， 62%的瑞典人贊
成興建核電站，主要是因為瑞典全國的發電量有一半來自
核能，而且在經濟危機下放棄廉價的電力似乎更加困難。

瑞典的困難在於如何處理1980年的公投，因此其核能的未
來發展前景尚不明朗。雖然公投這一形式十分民主，但是
選民的想法千差萬別，投票立場很可能與核能毫無關聯。
不少法國的公投也受制於這一局限，這也是為什麼法國政
治家不信任公投結果的原因。瑞典人之所以在公投中選擇
關閉核電站，是因為美國三里島事件中發生事故的核反應
爐的型號與瑞典投入使用的相同。理智最終佔了上風，但
瑞典人選擇了「中間」的解決方案。如今，大部分民眾基
於經濟和環境的原因而選擇繼續使用核能，他們在核能問
題上的立場與當時已相去甚遠。

然而，這些民意逆轉在核工業發展史上留下了印跡。核電
站營運商與民眾在高輻射核廢料儲存的問題便是現時一個
很好的例子。

1970年至1980年間，政府就如何管理核輻射廢料提出了許
多政策動議。1977年「有條件法律」訂明，要求核電站營
運商必須證明核廢料可以得到安全可靠的的地理性處置，
否則核電站不許運行。

為籌集未來處理核廢料所需資金，瑞典核廢料管理基金於
1995年成立。如在美國，處理核廢料的資金來自核工業
的繳納的稅收（按照每千瓦小時計算），迄今已達45億歐
元。

瑞典法律要求，核電站
營運商必須證明有能力
以安全可靠的方式處理
核廢料，否則核電站不
許運行

如今，瑞典人普遍支持
核能，認為核能是更清
潔、更廉價的能源

儘管遭遇到1980年的
意外，以及通過反對核
電站的公投，瑞典核電
發電量仍佔總發電量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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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數年的遊說和試驗性鑽井之後，瑞典核燃料與廢物管
理公司（SBK）決定在Forsmark興建新的反應堆。如果審
批手續按照計劃進行，工程將於2013年啟動，並約於2020
年投入運作。

Forsmark反應堆計劃主管已經確保從20世紀80年代的民眾
反對聲音中汲取教訓，並意識到進一步聽取民意的必要性。
他承認核電站營運商在20世紀80年代過於關注技術，以為
派兩至三名工程師向公眾解釋相關資訊便已經足夠。現在，
營運商意識到，核電站的成功運行建基於兩個因素：安全
運行，以及獲得本地居民認可。

因此，核電站營運商對策略進行了重大調整。自1995年
起，瑞典核燃料與廢物管理公司向居住在Forsmark方圓十
公里範圍內的居民提供相關資訊。2000年開始進行實驗性
鑽井時，此策略得到進一步強化，專案主管每天透過新聞
簡報與當地居民保持聯繫。

這策略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最近一次民意調查顯
示，85%的當地居民同意在Forsmark興建核廢料儲存中
心。而全個Östhammar市，贊成比率;亦達到77%。

瑞典處理資訊公開的方法與法國地方資訊委員會的工作方
式有少許分別。分別在於，在瑞典，核電站營運商負責向
公眾提供資訊，而在法國，獨立的地方資訊委員會負責提
供資訊，委員會的結構和工作宗旨由法律規定。23 據悉， 
瑞典核電站和核廢料儲存中心周邊城市的市長正在瞭解學
習法國地方資訊委員會的工作方式。

3.5.2	 英國的經驗 
本文的第二個案例研究來自英國。英國面臨核電站設備老
化、氣候變化壓力的問題。下文將詳述其相應的公共政策
和公眾諮詢程序中得到的發展。24

英國共有16座核電站，如果開啟全部燃料循環系統及燃料
再提煉設備，核電發電量佔所有發電量的18%，但這些反
應堆將於2023年關閉。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核電發電量
所佔比例曾一度達至25%，但由於舊核電廠關閉以及和設
備老化問題，這比例已逐漸降低。

在隨後的20多年裡，英國需要新增250億瓦的發電量，並儘
量以低碳為考慮條件。英國政府相信，為建構一個有效、
可持續的能源結構（於可接受的價格範圍內供電），必須
先建立正確的管制及市場框架，然後由私營界別來決定能
源結構。英國政府認為必須在各方需求之間達到平衡，讓
可再生能源和其他低碳能源處於更重要的角色、更關注能
源效益，並將核能定位在「於其他再生能源以外佔其中一
角色」。但是，必須由私營部門來負責核電站的提議、興
建、營運及關閉。

英國準備在2013年開始興建新的核電站。預計在2030年，
於網內提供160億至190億瓦的核電。25 政府正在採取若干
措施來簡化核電站的興建程序，例如：

此反應堆計劃主管改變
策略，轉而強調與本地
居民開展日常交流、爭
取本地居民的認可

此策略已成功嬴得到當
地民眾的批准

英國對核能的依賴從
20世紀90年代後期起
逐漸降低

然而，在隨後的20多
年裡，英國有可能需要
增加核能的使用

英國政府採取若干措施
來簡化修建新核電站的
程序

Forsmark將建立新的
核反應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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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展策略性選址評估及策略性環境評估；

• 保證管理部門有資格對新核電站的設計進行前期審批；

• 改革電力市場，提供長期售電合約及容量市場；

• 就核電站關閉及核廢料管理責任進行立法；以及

• 加強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長遠增強投資者信心。

2009年1月，法國電力集團以125億英鎊成功收購英國能源
公司。在此之前，英國政府曾於2008年9月24日表示支持
法國電力集團的收購，展開低碳核能新時代。法國電力集團
將興建四座壓水反應堆，並於2011年10月申請在Somerset
郡Hinkley Point啟動兩座3,260兆瓦反應堆，同時計劃於
2018年實現核電入網。2013年3月，英國政府向法國電力
集團授予環境許可，批准興建核反應爐。雙方並就長期電
力價格展開討論：

「如果得到相關部門同意及監管當局批准，接下來的
12個月裡，NNB電力公司將為新計劃的Hinkley Point
核反應爐注資數百萬英鎊，工程高峰期最多可提供
5,600個職位。」26

就此，法國電力集團在2012年5月表明，將「繼續致力」 
興建Hinkley Point核反應爐，並且將在2012年年底根據 
「市場框架是否能為巨額投資帶來相應回報」完成最後投
資決策。此舉動有望在2050年將核能發電比重提升至40%
至50%。

英國新建的核電站，當考慮到市場改革、能源效率和發電
裝置多樣化時，明顯能符合全球長期能源政策的趨勢。

「重新興建核電站旨在大力推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
源效益，引入商業部門及消費者，讓所有人都意識到
這樣做的必要性。如果我們現在不做出長遠的決策，
我們將會對國家的未來犯下嚴重的失職。」27

儘管爆發了福島事件，英國民眾對發展核能持正面態
度。2012年7月，YouGov的民意調查顯示，63%的英國民
眾支持使用核電，只有22%的受訪者反對在舊城區興建新
核電站。35%的受訪者表示支援電力市場改革，只有18%
的受訪者對此表示反對。表示對全球變暖感興趣的受訪者由
2008年的72%下跌至59%。 2012年10月的另一次YouGov
民意調查顯示，1,734名受訪者中有40%表示英國政府應
使用更多的核能，此項2011年11月只有35%。21%的受訪
者表示較願意維持現狀，20%表示應該減少使用核能，在
2011年這項有27%。 54%的男性受訪者和26%的女性受訪
者表示應該使用更多核能，女性受訪者中，23%表示支持
現狀，25%表示應該減少，25%表示不清楚。除核能問題
之外，72%支援增加使用太陽能的比例，55%表示支持增
加風力發電場，而45%表示應當減少煤炭火力發電。

法國電力集團成功收購
英國能源公司後，英
國將有望在2050年的
能源結構中有40%至
50%來自核能。

重新興建核電站是全球
長期能源政策的一部分

英國公眾對核能態度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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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7年至2010年的三屆議會中工黨是執政黨，期間內閣
態度由反對核能轉變為支持核能。

2003年2月英國政府發佈能源白皮書《Our Energy Future 
– 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表示政府現時沒
有計劃擴大使用核能，「但是會對任何選項持開放態度」。28  
白皮書中並承諾，「在制定興建新核電站計劃前，一定會充
分諮詢公眾意見，並就興建計劃繼續發佈下一份白皮書」。29 

英國政府在2005年出版的《能源評論》雜誌向公眾尋求意
見，並收到5,000份意見，其中包括綠色和平的意見。英國
政府亦就能源政策及核能的潛力發佈了大量資訊（包括經
過同行審閱的核能成本效益分析，不同發電方法費用估算
模型，以及與發電和未來投資相關的諮詢報告）。

2006年之前，英國政府徹底改變能源政策。2006年7月11
日，英國政府發佈能源政策報告，報告中道出：「我們認
為，新的核電站將為實現能源政策的目標做出重要貢獻」。30 

綠色和平在2007年2月就此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聲稱英國
政府並未遵守2003年白皮書提出的「充分諮詢公眾意見」。 
儘管白皮書內容不只關於核能（還包括能源效益及可再生
能源），最高法院Sullivan法官判於2007年2月決綠色和
平勝訴。政府接受法院的判決，並沒有提出上訴。鑒於法
院判決與公眾諮詢有關，而不是核能本身，英國政府決定
在進行更多公眾諮詢之前不會就新建核電站做出任何最終
決定。英國貿工部部長在議會聲明中表示：「我們一直相
信，在諮詢過程中，各機構應該把興建新核電站作為其中
一個選項，因為核能對於穩定的能源供應及減少碳排放有
重大的作用。」31

2007年5月，貿工部發佈了題為《Meeting the Energy 
Challenge》的新白皮書。書中表示：「我們初步認為，給
予私營市場選擇投資新的核電站均符合公眾利益」。32 英國
政府同時啟動了一項新的諮詢，並就核電的發展、選址及
核電站之工作方式展開技術諮詢。2008年1月，英國政府根
據諮詢的意見發佈《Meeting the Energy Challenge – A 
White Paper on Nuclea Power》。當時英國首相白高頓為
白皮書作序，他寫道：「從今天起，電力行業應被允許興
建和營運新的核電站」。33 而2003年白皮書的序言則這樣
寫道：「核能可以為減緩氣候變化作出重要的貢獻」。34

在2008年7月和11月期間，英國政府就策略性選址評估程
序舉行民意諮詢，為一座計劃在2025年年底前興建好的核
電站選址，通過策略性選址評估程序選擇出來的地址會被
列入《國家核能政策報告書》中。2009年11月至2010年2
月間一共就六份國家政策報告書草案進行了民意諮詢，當
中包括《國家核能政策報告書》。

與此同時，全球「低碳」政策繼續發展。英國計劃在2050
年之前將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較1990年的調高至80%，並納
入2008年11月生效的《Climate Change Act 2008》 

2007年，綠色和平質
疑英國政府並未完全履
行其充分諮詢民意的承
諾，但諮詢並沒有改變
政府的行為

2007年，英國貿工部
發佈白皮書支持核能，
並隨後進行民意諮詢

於千禧年代，全球低碳
政策為英國的核能政策
提供了支持

2003年，英國政府發
佈白皮書，承諾在擴大
使用核能計劃之前會充
分諮詢公眾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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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賦予法律約束力。《Climate Change Act 2008》中
的減排目標法案讓核能成為國家能源政策的核心。英國政府
於2009年7月發佈白皮書，為達到2020年34%的減排目標
制定「低碳過渡計劃」。計劃重申了政府促進興建新核電
站的政策。同時，政府在題為《Road to 2010: Addressing 
the Nuclear Question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的報
告中闡明其核能政策。報告指出，核能是「任何全球性的
解決方法的重要一環，以及對於氣候變化及能源安全來說
是嚴峻的挑戰」，並且是「維持全球經濟增長所面臨的挑
戰及解決貧困的關鍵」。35

2010年5月大選後，工黨政府下台，由保守黨及自由民主黨
聯合執政，但英國政府的核能政策大體不變。2011年7月，
英國政府發佈《Electricity Market Reform》白皮書，當中
包括四項主要建議：碳最低保證價、以含電費補貼的長期
合約以穩定低碳發電的經濟收益、確保能提供全國足夠電
量的機制、制定排放表現標準以禁止建造高碳排放設施。
在舉行進一步諮詢民意後，政府在2011年7月批准興建新核
電站。

2012年11月29日，英國能源和氣候變化秘書長確認將在下 
議院中引入《能源法案》以及《年度能源報告》。文件中 
確認三種低碳排放方式：核能、可再生能源、與化石能源
相關的碳捕獲與封存技術。《能源法案》並提出，根據法
律要求設立過渡性質的核能管理辦公室，作為管理下一代
核電站安全及穩定供應的機構。《能源法案》的宗旨在於
吸引投資，將化石能源轉到多樣化的低碳能源。據英國政
府估計，這於隨後十年需要吸引1,100億英鎊的新投資。

2011年，政府在核
能問題上取得了更
多進展，包括發佈
《Electricity	Market	
Reform》白皮書及批
准興建新核電站

2012年，英國定立法
案，為低碳能源吸引
1,100億的新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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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

法國受擁有一個可靠的核能安全控制系統。當地58個正在
運作的核電站及其他核裝置，沒有發生過重大核事故不能
只歸因於運氣。

法國在2006年對核能安全控制系統進行了重要改革，以澄
清及更新現有的控制程序。改革取得了兩個重要成果：一
是核能安全管理機構之獨立性逐漸增加，二是新加強透明
度及公眾參與的機構工具設計完成。核能安全透明度與資
訊高級委員會（HCTISN）的創立，以及地方資訊委員會工
作框架的常規化，都大大促進了公眾的參與。

正式的公眾參與程序，公眾查詢及公眾辯論，皆有共同的
目的。雖然這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但是過程加入
公眾參與是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從法國核能安全控制取得的經驗所知，有效推動公共參與
有賴於長期努力。只有這樣各方之間才能建立足夠的互
信，這些信任包括各方參與合作的動力，以及對資料的信
任。建立良好的關係是公眾參與的必要起點。

當然，還有實踐上的困難需要考慮。公眾從本質上來說是
志願人士而不是專家，因此需要足夠的時間及資金參與公
眾討論。此外，公眾必須能夠獲得有關議題的相關、容易
理解以及可靠的資訊。這涉及到知情權，而知情權在核能
界內一直都是個敏感的議題。法國最近在知情權方面，特
別是環境資訊的知情權，取得重要進展。

總括來說，法國近年在公眾參與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步，
於核能方面亦下了不少功夫，新的法例同時為日常工作帶
來進步。核能界內各方都應該努力適應這個新的框架，並
主動向公眾推廣，公眾亦應積極作出回應。

綠色和平委託CSA研究所所做的民調顯示，58%的法國人
支持核能，而在福島事故發生之前，2009年法國人對核能
的支持率僅為33%，反映法國核能界內的公眾參與起到了
一定作用。36法國《L’ Express》雜誌在2013年5月22日
第3,229期刊登的《核能風險觀動態調查年度報告》指出，
主要的環保非政府組織（例如在法國知名度很高的綠色和
平）的公眾支持度在下降。

法國擁有一個可靠的核
能安全控制系統

自2006年起，法國核
能安全控制系統的自主
性及透明度提高

公眾參與是建立長期互
信的關鍵所在

法國在知情權和公眾參
與方面取得重要進步，
特別是在核能方面

越來越多的法國人因此
支持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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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總統

法國總統由普選產生，是共和國最高行政首長。總統是國家元首，同時也是武裝部隊
最高司令和第五共和國憲法的捍衞者，他的職責包括領導外交事務、提名總理、領導
內閣制定行政議程並監督其實施。總統在議會通過法案後十五天之內頒佈法律，並簽
署內閣會議通過的法令和行政命令。

政府

政府決定並實行國家政策，向國民議會負責，掌管行政和武裝團隊。總理在制定和領
導政府決策中擔當著重要的角色，協調政府各方活動，並在國民議會中負責領導政府
的政策項目。

議會37

法國議會由國民議會和參議院組成。

國民議會

國民議會的主要職責是就立法展開辯論、修改和投票。國民議會與參議院不同，有解
散政府的權利。在2013年，國民議會共有577個議員，他們的任期為五年，在2012年
議會選舉中經由全民投票選出或獲選連任。

甲、參議院 
法國參議院是國會的「上院」，與國民議會分享立法權。和國民議會一樣，參議院代
表法國本土和海外的全體公民。

值得注意的是，在立法過程中，如果國民議會和參議院意見不一致，總理有權將最終
決策權交予國民議會，因此，國民議會的立法必須得到參議院和總理的支持。

在2013年，參議院共有348名議員，由大選舉團選舉產生，任期六年，每三年改選半
數參議員。選舉團共有約144,500位選舉人，包括577名國民議會議員、約1,900名大
區議員（見下文）、約4,000名省議員（見下文）、約138,000名市議員（見下文）和
海外法國人代表。

12名代表海外法國人的參議員由190名海外的法國議會成員選出。

地方政府

由於社區眾多，地方政府的結構看上去稍顯繁冗。法國的行政劃區按照級別由低至高
排列如下：36,681個市鎮、4,055個縣、342個區、101個省和27個大區。這一結構有
望在未來數年得以大為簡化。

甲、市鎮 
根據法國法律，市鎮是行政機構的最基本組成單位，由市政議會和市長，或再加上若
干名副市長共同治理。市鎮負責保管民生檔案和土地登記。法國市鎮多達36,681個，
比大部份歐洲國家多出許多。這三萬多個市鎮由500,000名市政議員（包括市長）管
理，其中部份議員隸屬於選舉團，具備選舉參議員資格。

乙、縣 
縣是省議會的選舉單位。2013年，法國有4,055個縣，等額的省議會議員通過普選選
出，任期六年，每三年改選一半議員以保證政策的連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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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區 
區是省下屬的行政單位，每個區包含若干個縣。每區均駐有專區區長，輔助省長管理
行政事務。省長和區長都是由法國總統提名的行政事務官。在2013年，法國共有342
個區。

丁、省 
省是法國的行政單位，既管理本地事務，亦是行政和選舉上的劃區。省在行政級別上
比大區低一級，每個大區包含若干個省。

法國共有101個省。每個省的最大城市通常也是省會的所在地，一省的最高行政官員是
省長。省議會也是地方管理機構。如上所述，省議會議員由縣選舉產生，省議會主席
由全體省議員選舉產生。

戊、大區 
27個大區是法國最重要的行政區劃，是地區事務的真正管理者。大區的最高行政官
員是大區主席，由總統提名，與大區議會共同管理地區政務。大區的行政權力範圍廣
泛，主要包括教育管理（各階段教育，包括職業培訓和學徒制）、大眾研究（包括大
學）、經濟發展、大區土地與基礎設施規劃。

1,875名大區議員每六年由直選產生，並可以連任，候選人名單來自省級。被選出的大
區主席雖然擁行政權力，但仍需在大區議會的授意下行事。

行政權

法國總統（普選產生）

政府

立法權

議會

國民議會 577名議員 
（普選產生）

參議院
348名參議員
（大選舉團選

舉產生）

立法權
行政 管理

大區（27） 大區主席 大區議會 大區議員

省（101） 省長 省議會 省議員

區（342） 區長

縣（4,055） 選舉省議員

市鎮（36,681） 市長 市議會 市議員

法國

圖1.1︰法國政治制度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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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認知研究成果

30多年以來，法國輻射防護與核能安全研究所一直跟進法國公眾對核能風險的看法，
自1977年起就此進行民意調查，並且從1990年起其年度《Baromètre IRSN》每年
更新法國對風險的看法。民意調查的問卷設計十分嚴謹，具有很強的連貫性，其結果
可以用來進行歷史縱向比較。問卷設定受訪者需要比較核能的風險和其他選項，例如
空氣污染、愛滋病、交通事故和失業的風險。無疑，人們研究和理解核能的風險，
不能把與之相對的其他風險抽象化，因為風險本身是高度相對的概念。總的來說，
《Baromètre IRSN》的研究重點是在法國公眾對核電站、放射性廢料和公眾風險管理
框架的看法。

30年來的研究成果表明，法國公眾對核能風險的整體看法基本維持不變，對各類風險
的評級也基本保持不變，除了兩個例外：首先，由於公眾對交通政策的認可度提高，
交通事故不再是公眾最關注的事項；其次，儘管時間流逝，法國公眾逐漸以切爾諾貝
爾輻射塵降法國的事件來挑戰當局。

研究成果同時表明，公眾基於理性判斷對各種風險做出評級。在所有的風險中，經濟
風險如失業、社會排斥和貧困，是歷來公眾的首要關注項目（2011年因福島事件成為
唯一的例外）。公眾對其他風險和風險管理的看法排列如下︰

1. 公眾認為，與個體行為相關的風險最嚴重，例如愛滋病、肥胖、酗酒、吸毒和抽
煙。然而公眾認為，政府在這些問題上處理得當。

2. 公眾認為以下風險具有中度至高度的嚴重性：切爾諾貝爾輻射塵降法國、放射性物
質、農藥、空氣和水污染和基因改造食品。公眾十分不信任政府當局在這些問題上
的管理和資訊公佈。

3. 排在嚴重性第三位的是與特定場所有關的技術風險，例如化工廠、放射性或化學廢
料、核電站和家居垃圾焚化爐。公眾對政府當局的管理措施信任度很低，但核電站
是例外，人們認為政府管理核電站風險比管理其他風險更可靠。

4. 公眾認為非工業風險的嚴重性較低，例如熱浪、家居意外、水災和噪音，對政府管
理這些風險的信任度高於平均水平。

研究的第三個成果發現，公眾認為風險管理必須建立在透明、多元和獨立專家的基礎
上。90%的法國公眾贊成多元化的風險評級和管理結構，組成應包括民選官員、科學
家、工作人員、非政府組織和民眾。公眾認為科學家意見不一是很自然的，只要解釋
清楚意見分歧的原因即可。

研究的第四個成果發現，福島核電站事故震驚了法國公眾，並激起了公眾對核電站的
新一輪恐慌。在2012年出版的《Baromètre IRSN》中，根據2011年秋季進行的民
調，公眾對核風險的認知大幅超過其他風險，達到歷史新高。在2011年9月，55%的
法國民眾認為核電站風險很高，這一比例超過往年水平。與此同時，24%的民眾相信
政府有能力管理核電站風險，這一數字為歷史新低。民調的各項結果裡只有政府發佈
資訊的可信度這一項保持不變，維持在低水平：只有15%的民眾相信政府公佈的有關
核電站風險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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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公眾最關切議題的演變（1998年至2011年）38 

圖2.2：「應否建立新的核電站？」不同人群對此反應不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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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is now plotting our future energy policy and fuel mix strategy. One important sub-plot is the future role of nuclear energy in Hong Kong. Given the sensitivity of the topic, people sometimes choose to evade dialogue on nuclear. Some may even refuse information on nuclear. Are we going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for Hong Kong's energy policy with limited information and discussion? Are we happy to muddle through again?
  
  Like it or not, even if the world today stops using nuclear energy, we still have to deal with issues that will continue to exist due to nuclear power. Zooming in to the region where we are, nuclear plants in Guangdong are just right next-door, and this is exactly why Hong Kong people have to be well informed on energy issues and actively engaged in devising our energy policy. What are the best ways to engage the public and other stakeholders so that nuclear could be discussed together with other energy op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objectives of safety, security,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governance?
</p>
<p>Hong Kong is not alone in the challenge – the Fukushima incident in 2011 has prompted governments all over the world to review their nuclear policies, as well as their public engagement strategies on energy in general and on nuclear in particular. Who should lead the engagement? How to keep it transparent, unbiased and inclusive? What are the keys to translate improved nuclear literacy into informed decisions and better policies?
  
  <em>No More Muddling Through</em>, the second of Civic Exchange's three-part energy forum series in 2013, will bring world-renowned speakers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on the public engagement exercises conducted by the governments of France,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ill also be discussions on the options for effective engagement on energy policy solutions in Hong Kong.</p>
<hr />
<p><strong>Forum details:</strong></p>
<p>Date: 14 September 2013 (Saturday)<br />
  Time: 09:00 - 12:00<br />
 Address: 35/F, Central Plaza, 18 Harbour Road, Wanchai, Hong Kong<br />
Language: English<br />
Registration: This event is free of charge but registration is needed</p>
<p><strong>Please fill in this form for registration:</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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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09:00 - 09:30</span></spa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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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rong>Importance of Local Scale Public Engagement: the  French Experience<br />
      </strong>(Dr. Didier Kechemair, Private independent consultant on energy and innovation, Paris, France)</li>
      <li><strong>Improving Public Engagement and Public Trust for Nuclear Decision-making: A Case Study of the UK approach</strong><br />
        (Dr. Daphne Mah, Assistant Professor,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li>
      <li><strong>Enhancing Public Literacy of Nuclear Power: Issues and Processes</strong> <strong><br />
      </strong>(Dr. Peter Lam, Chairman, Diablo Canyon Independent Safety Committee)</li>
    </ul></td>
  </tr>
  <tr>
    <td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09:30 - 10:00</span></span></td>
    <td align="left">Questions and Answers (Moderated by Simon Ng, Civic Exchange)</td>
  </tr>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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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 align="left"><span class="left">Coffee/Tea break</spa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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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 colspan="2" bgcolor="#CCCCCC" class="centre_black"><strong>Session 2: Way Forward for Hong Kong</span></strong></td>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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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10:30 - 11:15</span></td>
    <td class="left">Break-out discussion</td>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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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11:15 - 11:45</span></td>
    <td class="left">Group reporting and sharing</td>
  </tr>
  <tr>
    <td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11:45 - 12:00</span></td>
    <td class="left">Closing remark</td>
  </tr>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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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Speakers & Moderator biographies</strong> (Alphabetical order):&nbsp;</p>
<table width="650" border="1" cellpadding="3" cellspacing="1">
  <tr>
    <td width="97" class="centre"><img src="http://esi.nus.edu.sg/images/event_images/dr-didier-kechemair.png?sfvrsn=0" alt="" width="85" height="115" align="top" /></td>
    <td width="682" align="centre"><p><strong>Dr Didier Kechemair</strong> was the Executive Deputy-Director of  the French Alternative Energies and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CEA) from  2003-2010. His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d access to civilian nuclear  technologies for &ldquo;newcomer&rdquo; countries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 renewable energies technologies. He was the former Deputy  Director for External Relations in CEA&rsquo;s Military Application Division  (2001-2003) and was CEA&rsquo;s Strategy and Evaluation Director (2000-2001). He was  staff member of France&rsquo;s Minister of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1997-2000), as  advisor on space, aeronautics, energy, and environment. He received engineer  diploma from Ecole Polytechnique and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Techniques  Avancées, and PhD from Paris XI Orsay University in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of  high power lasers. Since 2011, he works as Independent Consultant. He created  Didier Kechemair Consultant in 2012 and is engaged in missions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Vienna; French-Japanese  Exchange Committee of Paris Chamber of Commerce), several industrial clients in  the energy sector (including French SME&rsquo;s for thei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ince 2011 as special advisor for Civic Exchange Hong-Kong. </p></td>
  </tr>
  <tr>
    <td class="centre"><img src="http://www.civic-exchange.org/wp/wp-content/uploads/2013/08/PeterLam.jpg" alt="" width="85" height="113" /></td>
    <td align="centre"><strong>Dr. Peter LAM </strong>is the Vice Chairman of the Diablo Canyon Independent Safety Committee which conducts chartered safety review of the Diablo Canyon nuclear power plant. As an Administrative Judge of the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for 18 years, Dr. Lam has presided over public proceedings to decide significant issues involving the civilian use of nuclear technology. Prior to his judicial appointment, Dr. Lam had extensive technical and managerial experience in the nuclear industry for 20 years. Dr. Lam was a visiting faculty member a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San Jose, and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Dr. Lam earned a Ph.D. and a M.S., both in nuclear engineering,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in 1971, and 1968, respectively. He earned a B.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rom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in 1967.</td>
  </tr>
  <tr>
    <td class="centre"><img src="http://geog.hkbu.edu.hk/staff/img_staff/DaphneMah.JPG" alt="" width="85" height="110" /></td>
    <td align="centre"><strong>Dr. Daphne MAH </strong>is currently Assistant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of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BU) and an Honorary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Kadoorie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Dr. Mah obtained her MSc degree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in the UK, and completed her PhD study in 2010 at HKU, investigating the role of local states, policy capac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ind energy policies in Xinjiang, Shanghai and Guangdong. Before joining HKBU in 2012, Dr. Mah was a journalist in Ming Pao Daily News, the head of the campaigns team of Friends of the Earth (Hong Kong), a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 and a part-time lecturer a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and a lecturer at HKU.</td>
  </tr>
  <tr>
    <td class="centre"><img src="http://www.civic-exchange.org/wp/wp-content/uploads/2011/07/speaker-Simon-Ng.jpg" width="85" height="124" /></td>
    <td align="centre"><strong>Mr. Simon NG</strong> is the Head of Transport and Sustainability  Research of Civic Exchange.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livable cities, air quality management, energy issues, and local community  planning.</td>
  </tr>
</table>
<hr />
<p class="left">Civic Exchange is undertaking a project to increase energy literacy. A series of publications, seminars and public forums on energy issues will be produced in 2013 to promote and facilitate public discussion.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a href="http://www.civic-exchange.org/wp/energyproject_en" target="_new">http://www.civic-exchange.org/wp/energyproject_e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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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is now plotting our future energy policy and fuel mix strategy. One important sub-plot is the future role of nuclear energy in Hong Kong. Given the sensitivity of the topic, people sometimes choose to evade dialogue on nuclear. Some may even refuse information on nuclear. Are we going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for Hong Kong's energy policy with limited information and discussion? Are we happy to muddle through again?
  
  Like it or not, even if the world today stops using nuclear energy, we still have to deal with issues that will continue to exist due to nuclear power. Zooming in to the region where we are, nuclear plants in Guangdong are just right next-door, and this is exactly why Hong Kong people have to be well informed on energy issues and actively engaged in devising our energy policy. What are the best ways to engage the public and other stakeholders so that nuclear could be discussed together with other energy op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objectives of safety, security,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governance?
</p>
<p>Hong Kong is not alone in the challenge – the Fukushima incident in 2011 has prompted governments all over the world to review their nuclear policies, as well as their public engagement strategies on energy in general and on nuclear in particular. Who should lead the engagement? How to keep it transparent, unbiased and inclusive? What are the keys to translate improved nuclear literacy into informed decisions and better policies?
  
  <em>No More Muddling Through</em>, the second of Civic Exchange's three-part energy forum series in 2013, will bring world-renowned speakers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on the public engagement exercises conducted by the governments of France,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ill also be discussions on the options for effective engagement on energy policy solutions in Hong K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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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 35/F, Central Plaza, 18 Harbour Road, Wanchai, Hong Kong<br />
Language: English<br />
Registration: This event is free of charge but registration is needed</p>
<p><strong>Please fill in this form for registration:</strong></p>
<p><style>
.link,
.link a,
.signupframe
{
 color: #226699;
 font-family: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font-size: 13px;
 }
 .link,
 .link a {
  text-decoration: none;
  }
 .signupframe {
  border: 1px solid #000000;
  background: #ffffff;
  }
.signupframe .required {
 font-size: 10px;
 }
</style>
<form method="post" action="https://app.icontact.com/icp/signup.php" name="icpsignup" id="icpsignup13783" accept-charset="UTF-8" onsubmit="return verifyRequired13783();" >
<input type="hidden" name="redirect" value="https://dl.dropboxusercontent.com/u/2439304/uploads/130914thank-you.pdf">
<input type="hidden" name="errorredirect" value="http://www.icontact.com/www/signup/error.html">

<div id="SignUp">
<table width="650" class="signupframe" border="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5">
 <tr>
      <td valign="top" align="right">
        <span class="required">*</span> Email
      </td>
      <td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fields_email">
      </td>
    </tr>
 <tr>
      <td valign="top" align="right">
        <span class="required">*</span> Title
      </td>
      <td align="left">
        <select name="fields_prefix">
          <option></option>
          <option value="Prof.">Prof.</option>
          <option value="Dr.">Dr.</option>
          <option value="Mr.">Mr.</option>
          <option value="Ms.">Ms.</option>
          <option value="Mrs.">Mrs.</option>
        </select>
      </td>
    </tr>
 <tr>
      <td valign="top" align="right">
        <span class="required">*</span> First Name
      </td>
      <td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fields_fname">
      </td>
    </tr>
 <tr>
      <td valign="top" align="right">
        <span class="required">*</span> Last Name
      </td>
      <td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fields_lname">
      </td>
    </tr>
 <tr>
      <td valign="top" align="right">
        <span class="required">*</span> Job title
      </td>
      <td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fields_jobtitle">
      </td>
    </tr>
 <tr>
      <td valign="top" align="right">
        <span class="required">*</span> Organization
      </td>
      <td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fields_organization">
      </td>
    </tr>
    <input type="hidden" name="listid" value="125046">
    <input type="hidden" name="specialid:125046" value="2QSE">

    <input type="hidden" name="clientid" value="969968">
    <input type="hidden" name="formid" value="13783">
    <input type="hidden" name="reallistid" value="1">
    <input type="hidden" name="doubleopt" value="0">
    <tr>
      <td> </td>
      <td><span class="required">*</span> = Required Field</td>
    </tr>
    <tr>
      <td> </td>
      <td><input type="submit" name="Submit" value="Submit"></td>
    </tr>
    </table>
</div>
</form>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var icpForm13783 = document.getElementById('icpsignup13783');

if (document.location.protocol === "https:")

 icpForm13783.action = "https://app.icontact.com/icp/signup.php";
function verifyRequired13783() {
  if (icpForm13783["fields_email"].value == "") {
    icpForm13783["fields_email"].focus();
    alert("The Email field is required.");
    return false;
  }
  if (icpForm13783["fields_prefix"].value == "") {
    icpForm13783["fields_prefix"].focus();
    alert("The Title field is required.");
    return false;
  }
  if (icpForm13783["fields_fname"].value == "") {
    icpForm13783["fields_fname"].focus();
    alert("The First Name field is required.");
    return false;
  }
  if (icpForm13783["fields_lname"].value == "") {
    icpForm13783["fields_lname"].focus();
    alert("The Last Name field is required.");
    return false;
  }
  if (icpForm13783["fields_jobtitle"].value == "") {
    icpForm13783["fields_jobtitle"].focus();
    alert("The Job title field is required.");
    return false;
  }
  if (icpForm13783["fields_organization"].value == "") {
    icpForm13783["fields_organization"].focus();
    alert("The Organization field is required.");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script>
<hr />
<p><strong>Programme:</strong></p>
<table width="650" border="1" cellpadding="1" cellspacing="0">
  <tr class="center_bold_white">
    <td width="97" bgcolor="#999999"><strong>Time</strong></td>
    <td width="550" bgcolor="#999999"><strong>Programme items</strong></td>
  </tr>
  <tr>
    <td height="26" class="center">08:45 - 09:00</td>
    <td>Registration</td>
  </tr>
  <tr>
    <td colspan="2" bgcolor="#CCCCCC" class="centre_black"><strong class="centre_black">Session 1: Public Engagement on Nuclear Power -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trong></td>
  </tr>
  <tr>
    <td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09:00 - 09:30</span></span></td>
    <td align="left"><ul>
      <li><strong>Importance of Local Scale Public Engagement: the  French Experience<br />
      </strong>(Dr. Didier Kechemair, Private independent consultant on energy and innovation, Paris, France)</li>
      <li><strong>Improving Public Engagement and Public Trust for Nuclear Decision-making: A Case Study of the UK approach</strong><br />
        (Dr. Daphne Mah, Assistant Professor,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li>
      <li><strong>Enhancing Public Literacy of Nuclear Power: Issues and Processes</strong> <strong><br />
      </strong>(Dr. Peter Lam, Chairman, Diablo Canyon Independent Safety Committee)</li>
    </ul></td>
  </tr>
  <tr>
    <td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09:30 - 10:00</span></span></td>
    <td align="left">Questions and Answers (Moderated by Simon Ng, Civic Exchange)</td>
  </tr>
  <tr>
    <td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10:00 - 10:30</span></span></td>
    <td align="left"><span class="left">Coffee/Tea break</span></td>
  </tr>
  <tr class="centre">
    <td colspan="2" bgcolor="#CCCCCC" class="centre_black"><strong>Session 2: Way Forward for Hong Kong</span></strong></td>
  </tr>
  <tr>
    <td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10:30 - 11:15</span></td>
    <td class="left">Break-out discussion</td>
  </tr>
  <tr>
    <td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11:15 - 11:45</span></td>
    <td class="left">Group reporting and sharing</td>
  </tr>
  <tr>
    <td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11:45 - 12:00</span></td>
    <td class="left">Closing remark</td>
  </tr>
</table>
<hr />
<p><strong>Speakers & Moderator biographies</strong> (Alphabetical order):&nbsp;</p>
<table width="650" border="1" cellpadding="3" cellspacing="1">
  <tr>
    <td width="97" class="centre"><img src="http://esi.nus.edu.sg/images/event_images/dr-didier-kechemair.png?sfvrsn=0" alt="" width="85" height="115" align="top" /></td>
    <td width="682" align="centre"><p><strong>Dr Didier Kechemair</strong> was the Executive Deputy-Director of  the French Alternative Energies and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CEA) from  2003-2010. His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d access to civilian nuclear  technologies for &ldquo;newcomer&rdquo; countries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 renewable energies technologies. He was the former Deputy  Director for External Relations in CEA&rsquo;s Military Application Division  (2001-2003) and was CEA&rsquo;s Strategy and Evaluation Director (2000-2001). He was  staff member of France&rsquo;s Minister of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1997-2000), as  advisor on space, aeronautics, energy, and environment. He received engineer  diploma from Ecole Polytechnique and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Techniques  Avancées, and PhD from Paris XI Orsay University in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of  high power lasers. Since 2011, he works as Independent Consultant. He created  Didier Kechemair Consultant in 2012 and is engaged in missions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Vienna; French-Japanese  Exchange Committee of Paris Chamber of Commerce), several industrial clients in  the energy sector (including French SME&rsquo;s for thei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ince 2011 as special advisor for Civic Exchange Hong-Kong. </p></td>
  </tr>
  <tr>
    <td class="centre"><img src="http://www.civic-exchange.org/wp/wp-content/uploads/2013/08/PeterLam.jpg" alt="" width="85" height="113" /></td>
    <td align="centre"><strong>Dr. Peter LAM </strong>is the Vice Chairman of the Diablo Canyon Independent Safety Committee which conducts chartered safety review of the Diablo Canyon nuclear power plant. As an Administrative Judge of the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for 18 years, Dr. Lam has presided over public proceedings to decide significant issues involving the civilian use of nuclear technology. Prior to his judicial appointment, Dr. Lam had extensive technical and managerial experience in the nuclear industry for 20 years. Dr. Lam was a visiting faculty member a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San Jose, and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Dr. Lam earned a Ph.D. and a M.S., both in nuclear engineering,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in 1971, and 1968, respectively. He earned a B.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rom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in 1967.</td>
  </tr>
  <tr>
    <td class="centre"><img src="http://geog.hkbu.edu.hk/staff/img_staff/DaphneMah.JPG" alt="" width="85" height="110" /></td>
    <td align="centre"><strong>Dr. Daphne MAH </strong>is currently Assistant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of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BU) and an Honorary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Kadoorie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Dr. Mah obtained her MSc degree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in the UK, and completed her PhD study in 2010 at HKU, investigating the role of local states, policy capac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ind energy policies in Xinjiang, Shanghai and Guangdong. Before joining HKBU in 2012, Dr. Mah was a journalist in Ming Pao Daily News, the head of the campaigns team of Friends of the Earth (Hong Kong), a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 and a part-time lecturer a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and a lecturer at HKU.</td>
  </tr>
  <tr>
    <td class="centre"><img src="http://www.civic-exchange.org/wp/wp-content/uploads/2011/07/speaker-Simon-Ng.jpg" width="85" height="124" /></td>
    <td align="centre"><strong>Mr. Simon NG</strong> is the Head of Transport and Sustainability  Research of Civic Exchange.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livable cities, air quality management, energy issues, and local community  planning.</td>
  </tr>
</table>
<hr />
<p class="left">Civic Exchange is undertaking a project to increase energy literacy. A series of publications, seminars and public forums on energy issues will be produced in 2013 to promote and facilitate public discussion.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a href="http://www.civic-exchange.org/wp/energyproject_en" target="_new">http://www.civic-exchange.org/wp/energyproject_en</a>/.</p>

<style type="text/css">
.center {
 text-align: center;
 color: #000;
}
.center_bold_white {
 text-align: center;
 color: #FFF;
}
.centre_black {
 text-align: center;
}
</style>
<p><img src="http://www.civic-exchange.org/wp/wp-content/uploads/2013/08/130914energyforum16_banner.jpg" width="600" height="175" longdesc="http://www.civic-exchange.org/wp/wp-content/uploads/2013/08/130914energyforum16_banner.jpg" /></p>
<p>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is now plotting our future energy policy and fuel mix strategy. One important sub-plot is the future role of nuclear energy in Hong Kong. Given the sensitivity of the topic, people sometimes choose to evade dialogue on nuclear. Some may even refuse information on nuclear. Are we going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for Hong Kong's energy policy with limited information and discussion? Are we happy to muddle through again?
  
  Like it or not, even if the world today stops using nuclear energy, we still have to deal with issues that will continue to exist due to nuclear power. Zooming in to the region where we are, nuclear plants in Guangdong are just right next-door, and this is exactly why Hong Kong people have to be well informed on energy issues and actively engaged in devising our energy policy. What are the best ways to engage the public and other stakeholders so that nuclear could be discussed together with other energy op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objectives of safety, security,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governance?
</p>
<p>Hong Kong is not alone in the challenge – the Fukushima incident in 2011 has prompted governments all over the world to review their nuclear policies, as well as their public engagement strategies on energy in general and on nuclear in particular. Who should lead the engagement? How to keep it transparent, unbiased and inclusive? What are the keys to translate improved nuclear literacy into informed decisions and better policies?
  
  <em>No More Muddling Through</em>, the second of Civic Exchange's three-part energy forum series in 2013, will bring world-renowned speakers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on the public engagement exercises conducted by the governments of France,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ill also be discussions on the options for effective engagement on energy policy solutions in Hong Kong.</p>
<hr />
<p><strong>Forum details:</strong></p>
<p>Date: 14 September 2013 (Saturday)<br />
  Time: 09:00 - 12:00<br />
 Address: 35/F, Central Plaza, 18 Harbour Road, Wanchai, Hong Kong<br />
Language: English<br />
Registration: This event is free of charge but registration is needed</p>
<p><strong>Please fill in this form for registration:</strong></p>
<p><style>
.link,
.link a,
.signupframe
{
 color: #226699;
 font-family: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font-size: 13px;
 }
 .link,
 .link a {
  text-decoration: none;
  }
 .signupframe {
  border: 1px solid #000000;
  background: #ffffff;
  }
.signupframe .required {
 font-size: 10px;
 }
</style>
<form method="post" action="https://app.icontact.com/icp/signup.php" name="icpsignup" id="icpsignup13783" accept-charset="UTF-8" onsubmit="return verifyRequired13783();" >
<input type="hidden" name="redirect" value="https://dl.dropboxusercontent.com/u/2439304/uploads/130914thank-you.pdf">
<input type="hidden" name="errorredirect" value="http://www.icontact.com/www/signup/error.html">

<div id="SignUp">
<table width="650" class="signupframe" border="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5">
 <tr>
      <td valign="top" align="right">
        <span class="required">*</span> Email
      </td>
      <td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fields_email">
      </td>
    </tr>
 <tr>
      <td valign="top" align="right">
        <span class="required">*</span> Title
      </td>
      <td align="left">
        <select name="fields_prefix">
          <option></option>
          <option value="Prof.">Prof.</option>
          <option value="Dr.">Dr.</option>
          <option value="Mr.">Mr.</option>
          <option value="Ms.">Ms.</option>
          <option value="Mrs.">Mrs.</option>
        </select>
      </td>
    </tr>
 <tr>
      <td valign="top" align="right">
        <span class="required">*</span> First Name
      </td>
      <td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fields_fname">
      </td>
    </tr>
 <tr>
      <td valign="top" align="right">
        <span class="required">*</span> Last Name
      </td>
      <td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fields_lname">
      </td>
    </tr>
 <tr>
      <td valign="top" align="right">
        <span class="required">*</span> Job title
      </td>
      <td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fields_jobtitle">
      </td>
    </tr>
 <tr>
      <td valign="top" align="right">
        <span class="required">*</span> Organization
      </td>
      <td align="left">
        <input type="text" name="fields_organization">
      </td>
    </tr>
    <input type="hidden" name="listid" value="125046">
    <input type="hidden" name="specialid:125046" value="2QSE">

    <input type="hidden" name="clientid" value="969968">
    <input type="hidden" name="formid" value="13783">
    <input type="hidden" name="reallistid" value="1">
    <input type="hidden" name="doubleopt" value="0">
    <tr>
      <td> </td>
      <td><span class="required">*</span> = Required Field</td>
    </tr>
    <tr>
      <td> </td>
      <td><input type="submit" name="Submit" value="Submit"></td>
    </tr>
    </table>
</div>
</form>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var icpForm13783 = document.getElementById('icpsignup13783');

if (document.location.protocol === "https:")

 icpForm13783.action = "https://app.icontact.com/icp/signup.php";
function verifyRequired13783() {
  if (icpForm13783["fields_email"].value == "") {
    icpForm13783["fields_email"].focus();
    alert("The Email field is required.");
    return false;
  }
  if (icpForm13783["fields_prefix"].value == "") {
    icpForm13783["fields_prefix"].focus();
    alert("The Title field is required.");
    return false;
  }
  if (icpForm13783["fields_fname"].value == "") {
    icpForm13783["fields_fname"].focus();
    alert("The First Name field is required.");
    return false;
  }
  if (icpForm13783["fields_lname"].value == "") {
    icpForm13783["fields_lname"].focus();
    alert("The Last Name field is required.");
    return false;
  }
  if (icpForm13783["fields_jobtitle"].value == "") {
    icpForm13783["fields_jobtitle"].focus();
    alert("The Job title field is required.");
    return false;
  }
  if (icpForm13783["fields_organization"].value == "") {
    icpForm13783["fields_organization"].focus();
    alert("The Organization field is required.");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script>
<hr />
<p><strong>Programme:</strong></p>
<table width="650" border="1" cellpadding="1" cellspacing="0">
  <tr class="center_bold_white">
    <td width="97" bgcolor="#999999"><strong>Time</strong></td>
    <td width="550" bgcolor="#999999"><strong>Programme items</strong></td>
  </tr>
  <tr>
    <td height="26" class="center">08:45 - 09:00</td>
    <td>Registration</td>
  </tr>
  <tr>
    <td colspan="2" bgcolor="#CCCCCC" class="centre_black"><strong class="centre_black">Session 1: Public Engagement on Nuclear Power -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trong></td>
  </tr>
  <tr>
    <td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09:00 - 09:30</span></span></td>
    <td align="left"><ul>
      <li><strong>Importance of Local Scale Public Engagement: the  French Experience<br />
      </strong>(Dr. Didier Kechemair, Private independent consultant on energy and innovation, Paris, France)</li>
      <li><strong>Improving Public Engagement and Public Trust for Nuclear Decision-making: A Case Study of the UK approach</strong><br />
        (Dr. Daphne Mah, Assistant Professor,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li>
      <li><strong>Enhancing Public Literacy of Nuclear Power: Issues and Processes</strong> <strong><br />
      </strong>(Dr. Peter Lam, Chairman, Diablo Canyon Independent Safety Committee)</li>
    </ul></td>
  </tr>
  <tr>
    <td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09:30 - 10:00</span></span></td>
    <td align="left">Questions and Answers (Moderated by Simon Ng, Civic Exchange)</td>
  </tr>
  <tr>
    <td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10:00 - 10:30</span></span></td>
    <td align="left"><span class="left">Coffee/Tea break</span></td>
  </tr>
  <tr class="centre">
    <td colspan="2" bgcolor="#CCCCCC" class="centre_black"><strong>Session 2: Way Forward for Hong Kong</span></strong></td>
  </tr>
  <tr>
    <td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10:30 - 11:15</span></td>
    <td class="left">Break-out discussion</td>
  </tr>
  <tr>
    <td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11:15 - 11:45</span></td>
    <td class="left">Group reporting and sharing</td>
  </tr>
  <tr>
    <td class="center"><span class="center">11:45 - 12:00</span></td>
    <td class="left">Closing remark</td>
  </tr>
</table>
<hr />
<p><strong>Speakers & Moderator biographies</strong> (Alphabetical order):&nbsp;</p>
<table width="650" border="1" cellpadding="3" cellspacing="1">
  <tr>
    <td width="97" class="centre"><img src="http://esi.nus.edu.sg/images/event_images/dr-didier-kechemair.png?sfvrsn=0" alt="" width="85" height="115" align="top" /></td>
    <td width="682" align="centre"><p><strong>Dr Didier Kechemair</strong> was the Executive Deputy-Director of  the French Alternative Energies and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CEA) from  2003-2010. His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d access to civilian nuclear  technologies for &ldquo;newcomer&rdquo; countries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 renewable energies technologies. He was the former Deputy  Director for External Relations in CEA&rsquo;s Military Application Division  (2001-2003) and was CEA&rsquo;s Strategy and Evaluation Director (2000-2001). He was  staff member of France&rsquo;s Minister of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1997-2000), as  advisor on space, aeronautics, energy, and environment. He received engineer  diploma from Ecole Polytechnique and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Techniques  Avancées, and PhD from Paris XI Orsay University in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of  high power lasers. Since 2011, he works as Independent Consultant. He created  Didier Kechemair Consultant in 2012 and is engaged in missions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Vienna; French-Japanese  Exchange Committee of Paris Chamber of Commerce), several industrial clients in  the energy sector (including French SME&rsquo;s for thei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ince 2011 as special advisor for Civic Exchange Hong-Kong. </p></td>
  </tr>
  <tr>
    <td class="centre"><img src="http://www.civic-exchange.org/wp/wp-content/uploads/2013/08/PeterLam.jpg" alt="" width="85" height="113" /></td>
    <td align="centre"><strong>Dr. Peter LAM </strong>is the Vice Chairman of the Diablo Canyon Independent Safety Committee which conducts chartered safety review of the Diablo Canyon nuclear power plant. As an Administrative Judge of the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for 18 years, Dr. Lam has presided over public proceedings to decide significant issues involving the civilian use of nuclear technology. Prior to his judicial appointment, Dr. Lam had extensive technical and managerial experience in the nuclear industry for 20 years. Dr. Lam was a visiting faculty member a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San Jose, and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Dr. Lam earned a Ph.D. and a M.S., both in nuclear engineering,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in 1971, and 1968, respectively. He earned a B.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rom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in 1967.</td>
  </tr>
  <tr>
    <td class="centre"><img src="http://geog.hkbu.edu.hk/staff/img_staff/DaphneMah.JPG" alt="" width="85" height="110" /></td>
    <td align="centre"><strong>Dr. Daphne MAH </strong>is currently Assistant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of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BU) and an Honorary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Kadoorie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Dr. Mah obtained her MSc degree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in the UK, and completed her PhD study in 2010 at HKU, investigating the role of local states, policy capac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ind energy policies in Xinjiang, Shanghai and Guangdong. Before joining HKBU in 2012, Dr. Mah was a journalist in Ming Pao Daily News, the head of the campaigns team of Friends of the Earth (Hong Kong), a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 and a part-time lecturer a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and a lecturer at HKU.</td>
  </tr>
  <tr>
    <td class="centre"><img src="http://www.civic-exchange.org/wp/wp-content/uploads/2011/07/speaker-Simon-Ng.jpg" width="85" height="124" /></td>
    <td align="centre"><strong>Mr. Simon NG</strong> is the Head of Transport and Sustainability  Research of Civic Exchange.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livable cities, air quality management, energy issues, and local community  planning.</td>
  </tr>
</table>
<hr />
<p class="left">Civic Exchange is undertaking a project to increase energy literacy. A series of publications, seminars and public forums on energy issues will be produced in 2013 to promote and facilitate public discussion.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a href="http://www.civic-exchange.org/wp/energyproject_en" target="_new">http://www.civic-exchange.org/wp/energyproject_e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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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反對核能的最主要原因40 

圖2.4︰支持核能的最主要原因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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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公眾對核能領域內各方能力和可信性的看法（2012年）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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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電力集團阿海琺集團

地方資訊委員會
記者

工會

地方民選官員

從政人士

政府

能力

可信性



地方資訊委員會有關阿海琺 
La	Hague地區的意見

附錄三︰關閉和停用三座核設施的公眾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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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阿海琺分別在2010年4月30日通過光碟和在2010年5月17日以書面向地方資訊委員會
遞交了核設施第33、38（UP2-400加工廠和其污水處理站）和47（用於提煉銫-137的
設施）號就公眾聽證需要的文件。地方資訊委員會在2010年6月17日的全體會議成立
了由11名委員組成的工作小組。

Manche區區長於2010年8月26日就申請關閉和拆除阿海琺在La Hague地區運行的三
座核設施，於2010年9月27日至10月27日期間舉行三次聯合公眾聽證。根據2007年
11月2日的第2007至1557號行政命令第13-III條，區長按地方資訊委員會主席要求，
在2010年11月10日之前就三次公眾聽證收到的文件提交意見。工作小組在2010年10
月13日的全體會議上向委員會提交了報告。

甲、一般附注 
雖然報告篇幅較長，並因在屏幕展示而較難閱讀，但是工作小組認為，核電站營運商
將報告開放予公眾查詢和上門諮詢能大大改善這問題。

乙、地方資訊委員會提出的問題 
關於第33、38號設施：

地方資訊委員會主要只關注這兩個設施，因為停用這兩所設施的輻射排放分別佔拆除
UP2-400輻射劑量的64%和31%，包括︰

1. 使用什麼預測計算方法來評估停用核設施的輻射排放？

2. 地方資訊委員會要求就拆除設施造成的輻射排放，特別是阿爾法發射體進行單獨核
算（調查用的文件僅提供排放估值，但是我們不清楚有否核查排放）。

3. 基於同樣的理由，地方資訊委員會要求就拆除設施造成的化學液體排放進行單獨核
算（文件僅提供排放估值，但是我們不清楚有否核查排放）。

4. 為了解因拆除設施造成的液體排放中所產生的生物可用化合物，所載的放射性核素
具備什麼物理化學形態和特徵？

5. 對於那些不在這個過程中使用的產品系列試劑，其回收或廢棄處理安排為何？

6. 對於那些目前不能被玻璃化，或其冷坩堝玻璃化可能性尚待驗證的核材料（如鈾鉬
廢料），其回收或廢棄處理安排為何？

7. 核電站營運商想要棄置到海中的阿爾法發射體究竟是什麼？儘管其劑量影響約是
百份之一毫希，但其對Digulleville的參照人群帶來最顯著影響（因拆除整體設施
帶來46%的劑量），相比對Goury的漁民（43%），這一悖論如何解釋？[參考文



獻：EP-BNI 33，第2卷，第7部，第3章，第51頁]（註：La Hague核電站附近有兩
組參照人群：Digulleville村的農民和Goury村的漁民）

8. 目前對130號井中物質的認識水平是否足以制定一套符合核安全協議的廢料回收和
調節方案？

9. 能夠避免使用特殊容器的替代性解決方法為何？[參考文獻：EP-BNI 38，第1卷，
第3部，第40-41頁]

丙、意見書 
地方資訊委員會關於阿海琺 La Hague地區的工作小組在研究公眾聽證的文件後，向委
員會成員提出贊成永久性關閉和停用第33、38和47號核設施。

鑒於工作耗時以及排放和環境影響的限制，特別是在核設施進行加工過程中有關物質
的特定性質，工作小組充份意識到停用設施的特殊重要性。而且，委員會認為停用設
施具有特殊重要的社會意義。例如，在關閉和停用的過程中顯然會運用到不同廢料處
理方法，有些方法可能源自過往和現有研究成果。而這些過程中涉及的材料和廢料有
可能與傳統處理方法涉及的材料不同。

因此，委員會關於阿海琺 La Hague地區根據其創建宗旨，希望與核電站運營運商在關
閉和停用三個設施的過程中成立長期諮詢單位。

此外，考慮到停用所需時間，委員會將在全體會議上提交年度進展更新報告，報告涵
蓋社會、環境和經濟各方面。除了用以持續監察停用過程，這一方法容許在過程中出
現任何問題時能夠和運營方及核能安全局討論。

討論

甲、會議紀錄 
會議出席人數達到法定人數要求（21名正式成員，最少為15人），本意見書正在討論
中，在投票前可作修改。

乙、投票 
本報告獲得16票多數通過，4票反對，1票棄權。

丙、本意見書成為地方資訊委員會關於阿海琺的正式意見 
此外，本報告除作為委員會正式意見呈送Manche區區長外，報告中提到的問題將在公
眾聽證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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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	地方資訊委員會的作用：從大眾服務加深他們對核活動的認識

第一章：地方資訊委員會就科唐坦核電站選址的認識活動

 甲、阿海琺在La Hague地區的資訊

 乙、法國電力集團在Flamanville地區的三個核電站，和當地地方資訊委員會

 丙、法國國家放射性廢物管理局廢料處置場：地方資訊委員會跟進監測

 戊、三個地方資訊委員會的聯合行動

第二章：特殊情況下的公開技術報告

 甲、營運商向地方資訊委員會遞交安全報告

 乙、核能安全局提交文件

 丙、事故報告

 

第二部份	─	工作小組方案

第一章：工作方法

 甲、184個提問

 乙、溝通工具

 丙、方案優點

第二章：工作目標

 甲、詳細的安全分析

 乙、加強設施安全

 丙、優先重點

 丁、獲得歐盟認可

第三章：問答

附錄四：地方資訊委員會報告成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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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	預防事故

第一章：技術風險

 甲、法國電力集團和阿海琺在La-Hague地區的處置場

 乙、鋯

 丙、處置高輻射物品

第二章：運營方應對自然事故的工作

 甲、預防極端天氣事件

 乙、地震和核磁風險及全球變暖

第三章：防護核設施免受外來入侵

 甲、應對飛機失事和火災

 乙、黑客入侵

 丙、內部和外部的惡意行為

第四章：其他安全條件

 甲、社會、組織和人為因素

 乙、外判

 丙、設備停用

 戊、公眾健康和環境管制

第四部份	─	危機管理

第一章：緊急應變管理

 甲、內部緊急應變方案

 乙、特殊情況介入方案和緊急應變管理方案

第二章：公共機構管理

 甲、為應付放射性碘發放碘片的途徑

 乙、估測輻射強度

 丙、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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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	─	事故後處理措施和方案討論

第一章：事故後

 甲、事故分析的透明度

 乙、事故後區域劃分和監測沉積輻射

 丙、事故後人群監控

 丁、放射性廢物的管理︰

  i）按照性質分類管理廢物

  ii）水的問題

  iii）受污染土壤的未來

 戊、受災人群的經濟補償

第二章：福島事故災後處理

 甲、加強安全評估

 乙、核能安全局的要求

 丙、發展安全工具

 丁、時間表

第六部份	─	聽證彙總：各方意見

 甲、民選官員

 乙、環保組織代表

 丙、運營方公會

 丁、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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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

在法國，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負責監測
環境中的放射性核素並向公眾發佈結果，但
所公佈的結果不易為外行讀懂。因此，輻射
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接觸地方資訊委員會，
了解其對監測核設施向環境排放輻射水平的
期望。在2004年有了結果後，輻射防護與核
安全研究所向羅亞爾河的地方資訊委員會協
會和地方資訊委員會提議啟動聯合研究項目，以期按河流流域規模一同建立發佈環境
監測數據的實用方法，向當地民眾提供易懂的資訊，同時方便開展後續監測。

試點行動自2006年到2008年，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向羅亞爾河流域地方資訊委員會介紹行動計劃，尋找有意合作的伙伴

第二階段：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提供已有數據和羅亞爾河流域測量活動參與者名 
          單

第三階段：羅亞爾河環境試點行動報告：羅亞爾河流域環境輻射水平

第四階段：國家研討會（分享成果、改進數據輸出模型），有來自10多個地方資訊委 
         員會約80人出席。試點行動的成果報告旨在達成兩個目標：根據公眾需選 
         擇發佈相應數據，並結合當地歷史地理條件解釋數據，同時提高圖表的可 
         讀性。報告由多元化的工作小組負責撰寫，小組選出三個主題：

• 大氣

• 雨水和陸地水

• 食物鏈

附錄五：羅亞爾河環境試點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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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羅亞爾河環境試點行動的過程表明，多年來地方資訊委員會難以維持活躍的主要原因
在於成員多為志願者，須貢獻私人時間，甚至金錢來參與活動，而其可用於這些「額
外」活動的時間和財力皆有限。其中有些（如非很多）成員可能已經退休，但其他在
職成員很難擠出時間來固定地參與其中。這些實際困難是能力建設的重大障礙，亟需
解決。

羅亞爾河環境試點行動同時要求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搜集數據，並向地方資訊委
員會成員解釋搜集方法和結果。事實上，無論研究所和參與的委員會成員均受益：委
員會成員能夠建立競爭能力和參與環境監測，不僅通過向公眾提供資訊提高了透明
度，而且得以與鄰近的地方資訊委員會合作對環境監測提供建議；輻射防護與核安全
研究所成功地收集到本地各方對監測目標和結果輸出上的期望，得到有關建立全國監
測網絡的所需資料，與地方資訊委員會和地方資訊委員會協會鞏固了良好關係，並成
為政府資訊公開策略的真實案例。

我們可以觀察到：43

• 銫-137 放射性沉澱物的標示

• 沿河地區分佈不穩

• 未出現累積效應

• 難以追蹤源頭

這種數據表達方式較易閱讀，也能識別出潛在累積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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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900兆瓦反應堆的十年評估

行動背景和目標

法國每十年進行一次強制性安全檢查，以確保設備安裝達到了最初制定的安全要求 
（符合性研究），並同時對這些安全要求本身進行重新審核，保證設備更為安全（重
新審核研究）。目前，法國的34個900兆瓦核反應堆正在接受第三次十年安全檢查。34

檢查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02年到2008年，為900兆瓦反應堆整體概念進行「一
般性研究」；第二階段從2009年到2020年，對每個反應堆的安全性能進行個體研究，
分析每個反應堆的實際狀態。

地方資訊委員會協會和地方資訊委員會啟動計劃時，第一階段已經結束，可以在900兆
瓦反應堆整體狀態的結論上展開討論。同時，由於自Tricastin和Fessenheim開始，34
個900兆瓦反應堆的個體研究尚未完成，而且，幾年後將要進行的1,300兆瓦反應堆安
全檢查和和900兆瓦反應堆有很多共同的屬性，所以引發更多不同的觀點。因此，我們
可以從本項行動中汲取許多珍貴的技術經驗和方法資訊。於公眾來說，這些資訊對於
開展未來研究十分有用，有助於實現促進各持份者提升能力的最終目標，使其有能力
分析技術安全個案，並將其運用於未來對特定反應堆的整體研究上。

第三次十年安全檢查行動在全國和地方兩個層面上展開，兩個層面涉及不同持份者。
正如上文所述，十年安全檢查的第一階段是把900兆瓦反應堆作為整體一般性研究，第
二階段則研究單個反應堆狀態。地方資訊委員會協會的角色是匯集專家的意見，並且
成立常設小組研究核安全，成為這個議題上一個具意義的持份者。協會不僅合資格討
論此議題，而且可以將任何討論結果傳達至其下屬的各個地方資訊委員會。然而，由
於安全檢查涉及明確地方層面，納入當地持份者也很重要，特別是那些關注未來安全
檢查的人士。最終，來自地方資訊委員會協會和來自格拉沃利訥、費瑟南35、當皮耶爾
和Le Blayais36的地方資訊委員會代表成立了一個小組。其中費瑟南地方資訊委員會在
第一次和第二次十年安全檢查中得到第三方專家協助，Le Blayais地方資訊委員會則在
第二次十年安全檢查，兩者都在第三次十年安全檢查得到協助。因此，將他們納入參
與者當中十分重要。

最後，行動計劃與運營方法國電力集團和核能安全局取得了聯繫。法國電力集團已經
向地方資訊委員會的專家提供了相關文件，並且出席了最後的會議。核能安全局一直
獲告知相關討論，並積極參與了第三次十年安全檢查的閉幕公眾會議。

實施階段

首次工作會議於2009年4月召開。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向地方資訊委員會成員介
紹行動建議並進行磋商。計劃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和各
持份者就安全個案和與個案互動的方式進行討論，同時試圖提升能力和針對挑戰提供
解決方案。第二步，就安全個案召開公眾會議，讓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核電站
工作人員和持份者先就個案發表自己的立場，再開放予台下討論。

在與第三次十年安全檢查個案互動上，如何獲取相關文件是主要問題。首先，輻射防
護與核安全研究所的專家意見報告被送達至核能科學信息協會。37費瑟南地方資訊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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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指定該協會監督其核電站的第三次十年安全檢查。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的報告
本身不公開發表，因此送達過程也非正式。不過，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和核能安
全局在商議後同意，如果核能科學信息協會遵守保密條款，報告可以被送至該協會。47

報告在2009年5月發送，其後在2010年3月，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出版並向第三次
十年安全檢查工作小組（成員包括地方信息委員會成員和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專
家）詳細介紹長達30頁、為公眾準備的報告，以解釋第三次十年安全檢查過程，並總
結了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的立場。

與此同時，從2009年12月到2010年9月，工作小組數次開會討論第三次十年安全檢查
事宜，確認哪項問題對持份者而言最重要，選定的問題包括：內部和外部風險、極端
事故、老化、人為和組織因素。按照事先計劃，工作小組決定在選定重要問題後在巴
黎舉行公眾會議，介紹第三次安全檢查過程和各個重要問題。公眾會議於2010年11月
召開，有35名來自10個不同地方資訊委員會的成員出席。會上，核能安全局介紹了第
三次十年安全檢查的由來，法國電力集團介紹了運營方的角色，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
究所介紹了所有選定的重要問題，而工作小組中的四個地方資訊委員會也介紹了他們
在這事宜上的工作和提出問題。會議氣氛活躍，取得了成功。部份出席會議的地方資
訊委員會成員在會後表示將在當地對安全檢查開展監督活動，例如舉行聽證會、獲取
獨立的專家意見。

活動經驗

這一活動的主要經驗在於，在法國現有規矩和制度的約束下，公眾代表依然有機會接
觸到安全個案。接觸的途徑可以是間接的，例如向持份者為特定個案取得第三方專業
知識而指定的獨立專家提供資料，或是在含敏感資料的情況下，要求持份者保密文
件，或先剔除文件保密部份再提供其餘資料。無論何種途徑都促使各持份者接觸到安
全個案，因而改善核安全過程的參與情況。

除了取得資訊外，安排持份者與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專家接觸促成了兩方開展卓
有成效的對話，對提升持份者的能力大有裨益。如事前預測一樣，地方資訊委員會成
員能夠充份利用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的報告，以及和專家的交流，來規劃當地未
來的定期檢討程序。雙方也受惠於交流對話：研究所的專家們本來不擅長與公眾打交
道，通過交流他們了解到持份者的主要關注，在過程中並發掘出新問題，拓闊了對其
領域的理解。在這一過程中，研究所的氣氛也變得更加開放，對與公眾合作以及持份
者可提供的意見上，研究所專家的看法甚至有所改變。這項活動證明提供資訊是可行
的，溝通交流則可以創造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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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因為SKB與瑞典主要的電
力公司Vattenfall及第二大能源公司E.ON有緊密聯
繫。」

24. 更多資訊請詳見英國商業、企業及管理改革部的各
份新聞稿。英國能源與氣候變化部（2012年），
《Annual Energy Statement 2012》https:// www.
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
attachment_data/file/65633/7086-annual-
energy- statement-2012.pdf，法國核能研究學
會（Société Française de l’ Energie Nucléaire）
研討會。Le Billon, V （2013年），「Nucléaire: 
Londres affiche un discours volontariste」（倫
敦宣佈積極核能政策），《Les Echos》，2013年
3月27日， http://www.lesechos.fr/27/03/2013/ 
LesEchos/21405-085-ECH_nucleaire---londres- 
affiche-un-discours-volontariste.htm，以及其他
法國媒體報導。

25. 蘇格蘭政府「明確表示蘇格蘭不想要、亦不需要核
能」，詳見世界核能協會（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網站 ：http://www.world-nuclear.
org/info/Country-Profiles/ Countries-T-Z/ 
United-Kingdom/#.UjfEbMZmhcY。

26. 英國能源與氣候變化部（2012年），《Annual 
Energy Statement 2012》， https://www.gov.uk/ 
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  
attachment_data/file/65633/7086-annual- 
energy- statement-2012.pdf。法國核能研究學會
研討會。

27. 貝理雅（Tony Blair）於2006年5月16日CBI的年度
晚宴上發表演說。

28. 英國貿工部（2003年），《Our Energy Future-
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http:// 
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http://
www.berr. gov.uk/files/file10719.pdf。

29. 同上。
30. 英國貿工部（2006年），《The Energy Challenge 

Energy Review Report 2006》， http://www.dti.
gov.uk/files/file31890.pdf， Crown出版。

31. 議會發言。
32. 英國貿工部（2007年），《Meeting the Energy 

Challenge》，http://www.berr.gov.uk/files/
file39387.pdf。

33. 英國商業、企業及管理改革部（2008年） 
《Meeting the Energy Challenge-A White Paper 
on Nuclear Power》，http://webarchive.  
nationalarchives.gov.uk/+/http://www.berr.gov.
uk/files/ file43006.pdf。

34. 見註28。
35. 英國首相（2009年）《Road to 2010: Addressing 

the Nuclear Question in the Twenty First Cen-
tury 》，http://www.official-documents.gov.uk/ 
document/cm76/7675/7675.pdf。

36. 發表於2013年5月7日《環境科學與科技》雜誌的論
文「核能、溫室氣體和被拯救的生命」 
《Prevented Mortality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Historical and Projected Nuclear 
Power》，http://pubs.acs.org/doi/full/10.1021/
es3051197。這篇論文引發爭論，認為核能於1971
年至2009年期間使184萬人避免死亡。據國際原子
能機構為2010年至2050年期間的預測，如果將現

1. 法國核電站營運方的營運年期為十年，可以在經
過數月的綜合檢查後續期（參見附件6）。法國電
力集團（Électricité de France）作為營運方有責
任判斷核能安全局（ASN）要求的十年運營所需
投資在經濟上是否合理。

2. 另外一個例子也可以說明其獨立性的嚴格程度。
「維權者」與監察員相類似，負責捍衛法國公民
的權利。而「維權者」由法國共和國總統委任，
任期為六年而且不得連任。

3. 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IRSN）於1999年起出
版的年度《IRSN Barometers》報告，可以在輻
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網站查詢： 
http://www.irsn.fr/FR/ IRSN/publications/
barometre/Pages/default.aspx。另詳見附件2。

4. 在上文提到的Fessenheim核電站例子中，如果法
國電力集團決定關閉核電站，核能安全局要求的
技術和管理程序可能需要耗時數年。

5. 《奧爾胡斯公約》管理知情權、政府決策的公共
參與以及環境事務中獲得司法資源的權利。 

6. 可於以下網址瀏覽線上版本：http://www.
mesure- radioactivite.fr/public。

7. 衛生監督研究所（Institut de Veille Sanitaire）。
8. 食品、環境和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局

（Agence Nationale de Sécurité sanitaire 
de l’alimentation, de l’ environnement et du 
travail）。

9. 法國電力集團（Électricité de France）。
10. 一家政府擁有的能源公司。
11. 西部核輻射控制協會（Association pour le  

Contrôle de la Radioactivité dans l’Ouest）。
12. 核能資訊科學協會（Groupement de  

Scientifiques pour l’ Information sur l’ Énergie 
Nucléaire）。

13. 阿爾薩斯大氣污染監控和研究協會（Association 
pour la Surveillance et l' étude de la Pollution 
atmosphérique en Alsace）。

14. 國家核設施標準局（Bureau national de  
normalisation des équipements nucléaires）。

15. Hubert Curien跨學科研究所（Institut  
Pluridisciplinaire Hubert Curien）。

16. 本地圖由作者J. Foos根據核燃料循環的工程過程
而繪製。

17. 氚是氫的放射性同位素。
18. 這些可於以下網址瀏覽：http://www. cli-areva.

fr/documents/L_HOMME_ET_LA_  
RADIOACTIVITE/Pages/HR_1.htm。

19. 詳細資料可參考以下網址：http://www.Andra.fr/ 
Andra-manche。

20. 法新社（2011年），《Flamanville: un  
scientifique évoque un scénario identique à 
Fukushima》，2011年3月17日。

21. Cotentin地方資訊委員會工作報告的可於以下網
址瀏覽：http://www.climanche.fr。 

22. 選項二：完成興建已計畫的核電站，並定立於特
殊情況下（如節能、開發新型能源、維護國家工
業和本地經濟優勢）的退出條款。

23. 例如，非政府組織MKG（負責核廢料審計）秘書
長說：「瑞典核燃料與廢物管理公司（SKB）已經
成功地在這些城市立足，並且積極地廣傳意見。
許多人依然認為SKB是獨立的公共機構，事實上，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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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核能發電的電量改為使用化石燃料，將預計增加
439萬至704萬人死亡。如果使用天然氣最代核電，
大約42萬至68萬人將免於死亡。

37. 法國議會設立科技評估辦公室（Office  
Parlementaire d’ Évaluation des Choix  
Scientifiques et Tehnologiques：OPECST）。其任
務是向法國議會通報科學及技術選擇的結果，以及闡
明決定原因並收集資訊、開展研究計劃及進行評估。
它是政治界及科研界之間的橋樑，並受到所有科學界
別的承認。辦公室由18名國會議員和18名參議員組
成，保證不同政治團體的代表性。辦公室擁有24名
具備不同科技及技術專業的高級官員。辦公室管轄的
事務包括五個範疇：能源、環境與自然風險、新興技
術、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以及研究政策與科學及社
會關係。

38. 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2013年），《Plus de 30 
ans d’ opinion des Français sur les risques  
nucléaires》，《Baromètre IRSN 2012》，2012年
特別版，第9頁，圖1.2。

39. 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2013年），《Plus de 30 
ans d’ opinion des Français sur les risques  
nucléaires》，《Baromètre IRSN 2012》，2012年
特別版，第19頁，圖2.1。

40. 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2013年），《Plus de 30 
ans d’ opinion des Français sur les risques  
nucléaires》，《Baromètre IRSN 2012》，2012年
特別版，第20頁，圖2.2。

41. 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2013年），《Plus de 30 
ans d’ opinion des Français sur les risques  
nucléaires》，《Baromètre IRSN 2012》，2012年
特別版，第21頁，圖2.3。

42. 輻射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2013年），《Plus de 30 
ans d’ opinion des Français sur les risques  
nucléaires》，《Baromètre IRSN 2012》，2012年
特別版，第50頁，圖4.2 。

43. 圖表來自《Surveillance de la Radioactivité dans l’ 
environnement dans le Bassin de la Loire》， 
2007年6月。

44. Visite Décennale 3：第三次十年綜合安全檢查。
45. Fessenheim地方資訊委員會（Fessenheim CLI）稱

自己為地方資訊與監督委員會（CLIS），「S」解作
「suivi」，即「監督」。這名稱於2006年《核能安
全與透明度法案》（TSN Act）前決定，而且沿用至
今。

46. Le Blayais地方資訊委員會（Le Blayais CLI）稱自
己為地方核能資訊委員會（CLIN），「N」解作
「nuclear」，意旨「核能」。這名稱於2006年《核
能安全與透明度法案》（TSN Act）前決定，而且沿
用至今。

47. 見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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