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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香港的情況
核能在福島核事故 去年福島核事故發生時，正處於核能工業復興時代。當時核能發電量已達390千兆
發生前的蓬勃發展 瓦（GW），而有關的核能發展計劃則預期，在2035年核能發電量估計將增加額外
360GW。1 核能再次引起各國的興趣，主要是由於核能技術已有所提升，再加上全球
對能源需求殷切，而化石燃油競爭又異常激烈，核能也就成為一種有潛力的低碳能
源，善加利用或可以為大眾提供能源保障。

香港自1994年起已 2011年3月11日發生福島核事故，這場事故跟香港的密切關係在於，早在事故發生前，
使用核電
中國已定立大型的核能擴展計劃，當中一半核子反應堆更選址廣東。此外，自1994
年起，香港一直從大亞灣核電站購買電力，令核能佔本地發電燃料組合達到23%。大
亞灣核電站是中國首座商用核電站，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公用電力公司擁有該核電站
25%的股權。2

特區政府建議使用 特區政府於2010年更建議，透過從廣東購入電力，將輸入核能發電的比例在2020年
更多核能和天然能 提升至50%。同時，特區政府也會鼓勵增加使用天然氣來驅動本地的發電廠，這樣雙
源
管齊下，香港對燃煤發電的依賴就會下降至10%以下，使香港能夠達到其建議的減碳
目標。3

中國政府持續對發 在福島核事故後，中國政府隨即於2011年3月16日宣佈對國內所有核電站作全面安
展核能的承諾
檢4，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仍然會堅守其繼續發展核能的承諾。2011年5月，中國政府
公佈一連串改善核電站安全的補充措施 5，而核電站的安檢工作也於2011年10月完
成。6 2011年12月，中國國家能源局表示，中國將會以核能為其未來10至20年供電系統
的基礎，並會在這段時間內增加高達300GW的核電。7 就中國是否有足夠人力去應付
其急速擴展的核能工業8及另外一些關於核能安全和管治的問題，相信在中國即將公
佈的報告中會找到答案。而在報告發表後，中國又可能會再開始核電建設。

中國政府對核能發展的立場仍未清晰，再加上福島核事故後公眾對核能的接受程度
或受到影響，特區政府此刻顯然不會輕舉妄動。9

香港需要就核電作 中國政府即將公佈其擴大發展核能的未來大計，而新一屆特區政府將於2012年7月1
出抉擇
日就職，屆時香港需要訂出其核能立場。香港，作為單只從廣東購入核電的買家，抑或
作為中國一座核電站的投資者以及廣東的鄰近城市，能夠在促進核能安全和良好管
治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畢竟，廣東若發生任何嚴重事故，珠江三角洲包括香港都會
受到廣泛的影響。本文旨在探討香港在核電使用方面所能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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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核事故後對核能的不同看法

福島核事故後對核 福島事故引起全球對核能未來發展的關注。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的9級地震和海
能的四種看法
嘯，令各地對核能產生不同的反應。

核電是不安全的

第一種反應是，核電是不安全的。雖然福島的舊反應堆按原定設計停止運作，但其後
因海嘯停電而使冷卻系統失靈，最終導致四個機組洩漏放射物質。

核電可能是安全的， 第二種反應是，核電本身可能是安全的，但若有任何意外，其潛在風險實在太大。雖
但潛在風險很高
然反應堆按原定設計停止運作，但其他環境因素卻導致放射物質洩漏，污染土地、影
響公眾健康。

核 電 可 以 是 安 全 第三種反應是，核電可以是安全的，但卻不相信發展核電的業內人士、政府和規管者
的，但 對業界及 監 能夠盡其責任管理相關的風險。日本雖然是一個發達的經濟體系，但在關鍵時刻卻未
管者缺乏信心
能見其管理及監管制度發揮功效。

核電是 安全的；核 第四種反應是，核電是安全的，並相信可以妥善管理有關的系統、制度、運行和監
電廠是可以妥善管 管。
理的
那些依賴核電的國家都已經就自己的核反應堆和監管制度作出安全性的評估，並找出
從福島核事故中可汲取的經驗。從上述四種反應可見，福島核事故後就核電的討論都
離不開技術和安全的考慮，但其實還有重要的經濟和社會層面需要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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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了新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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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擁有核能的地區中，就討論擴大核電發展的三個常見議題是︰

3.1 逆轉與進展
福島核事故對核電 目前有關核電的討論主要是圍繞使用核電的國家的兩個取向：（a）重視核電的風險
發展帶來了逆轉以 及撤回支持核電的政策；及（b）先進行安全檢查，再闡述減低風險的步驟，然後繼續
及推進的影響
支持核電發展。
日本菅直人政府10和德國默克爾政府11的取向是前者（a）12，而英美法和中國的取向則
屬後者（b）。如是者，採納前者（a）的國家必須尋找替代能源，但問題是它們是否需
要在某程度上轉用更多化石燃料。13 而採納後者（b）的國家則強調需要減少由發電導
致碳排放的迫切性，以應對氣候變化及提升能源的獨立性。英國在2011年7月得到支
持興建8個新的核電站14，而美國則在2012年2月批准設置兩個新的核子反應堆。15法
國非常依賴核電（74%），其監管機構已建議提升對核電站的保護，而薩爾科齊政府
亦已承諾進一步投資發展核電。16
以上情況顯示了福島核事故對各國的核電發展帶來了逆轉以及推進的影響。

3.2 核電經濟學
不管誰是投資者，
一旦發生嚴重事故
必會涉及公共資源
的使用

發展核電的資金從何而來？英國一般只會依賴私人投資者來建設新設施，而政府是不
會提供補貼的17。美國政府則提供有條件的貸款擔保。18 在中國，核能的發展、擴展和
資金是由當局嚴密管有的，但亦存在如大亞灣核電站等少數商用的設施。福島事件提
醒了我們，每當發生嚴重事故時，無論誰是投資者，相關賠償可以是非常巨大的，而由
於政府必然會因為某種角色的參與而牽涉在事件當中19，公共資源被用作賠償最終將
是無法避免的。

接 受程 度有異；核 公眾反對發展核電的聲音會令政府和私人投資者在推動核電發展時舉步為艱，但全
電站所處的位置也 球各地民眾對核電的接受程度各有不同。另外，設置核子反應堆的地點也十分重要，
有影響
如果新的反應堆建在現有反應堆的附近，大眾的接受程度可能會較高。

3.3 安全與道德
福島核事故的多個 福島核事故令不少政府檢討其核電管治和安全程序。例如：美國核管委檢查了美國運
官方報告
作中的核電站，結果顯示即使由於嚴重事故的發生，而導致停電或反應堆所處位置受
到破壞，甚至影響安全系統的正常運作，所有反應堆都是安全的。然而，當中一些核電
站在保存必要的資源和確保所需程序能正常運作方面仍需多下點功夫。20 英國核能
監管機關的報告強調，核電是安全的，所以沒必要停止英國核電站的運作。汲取福島
事故的經驗，報告也提出了多項建議。21
放棄核電的國家權 德國政府決定不再依賴核電，以排除未來災難性的風險。他們相信未來可以由依賴核
能轉為發展較低風險的替代能源，如風能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他們亦提倡實踐能
衡取捨
源效益22，以及重返使用更多化石燃料。23 德國的決定非無爭議，反對者認為核能是必
要的，因其有助應對氣候變化和保障能源的提供。24 因此，德國的決定反映出該國在潛
在的災難性風險與應對氣候變化和提供能源保障兩者之間所作出了最終的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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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需要加深對核電的認識

調查發現港人不知 香港身為一個核電用家，實在不得不在核能發展方面作出表態。根據2010年11月一個
道自己對核電的依 調查顯示，許多港人並不知道香港正在使用核電。25
賴
需要作出決 定；討 特區政府和公眾都需要就香港核電發展發表意見和積極參與有關的討論，事關核電
論需要掌握有關能 發展跟香港未來的能源政策息息相關，但參與討論需要對能源和核電有基本的理
源的基本知識
解。

香港需要顧及大環 有鑑於香港毗鄰的廣東已擁有數個反應堆，而且反應堆數目將會不斷增加，無論有否
境
從廣東購入核電或購入多少核電，香港都應該高度關注核安全和相關的管治問題。26

香港可以發揮正面 除了核電站的運作及其強制性安全系統的資訊外，香港至少也應該加深對於安全方
作用
面等重要資訊的認識，例如：防止發生意外的方法、減輕災害的程度及疏散的程序
等。同時，香港也應該考慮是否可以就中國監管和發展核電方面，直接發揮積極和具
建設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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