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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13年，福島核災踏入兩周年。當地居民不但依然活在核電陰霾下，日本社會更浮現一連串

問題，皆是核電行業制度失衡、政策向核電行業傾斜的反映。

綠色和平在福島一周年時出版《核災一課》報告，總結了不少核災應變及救援的工作經驗，

透析人為錯誤如何加深核災，期望讓世界各地生活在核電廠威脅下的人民有所警惕和防範。

來到兩周年，綠色和平深入了解福島核災背後的一系列遠因，特別是一般市民並不熟悉的核

電工業運作模式，以及當中千絲萬縷的利害關係，揭示核電工業不斷宣傳「安全」背後的另

一面。

報告第一章，揭發福島核電站的承建商刻意隱瞞施工失誤的事實，為企業利潤而選擇將問題

瞞天過海，犧牲公眾利益。而福島核災後，承建商不但沒有承擔賠償災民的責任，部份承建

商更跑去參與競投災後清理的工程項目，以公帑延續企業利潤1。而日本政府當年在得知承

建商涉嫌隱瞞施工失誤後，竟盡信核電承建商單方面提供的資料，不作跟進，情況與今時今

日香港政府完全依賴核電站自發提供資料，不無兩樣。

報告第二章總結世界各地不同機構，對於福島事故的損失評估，希望藉著福島核災兩年的經

驗，將核電工業對社會的潛在破壞具體化。本章亦引述世界先進國家獨立評估一次核災， 

可對經濟體系造成過萬億港元損失，期望藉此為香港帶來啟發。香港政府一直只關心潛在核

災，以及若發生核災後七日對香港人的即時健康威脅，反而對經濟損失隻字不提。

最後一章歸納福島居民在核災造成的鉅額損失下，至今依然面對著賠償問題。福島核災發

生前，世界各地對核災的賠償問題，一直都欠缺周詳而統一的政策，因為核電工業不斷強調 

「核災發生的機會微乎其微」，令各地政府都疏於檢討核災的賠償政策。福島核災中，災民

就親身承受了核災賠償政策中，種種漏洞引致的惡果。更令人擔心的是，香港並沒有核災的

賠償政策，只可依靠國內的賠償程序索償，但其金額之低，令賠償形同虛設。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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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兩周年之時，香港市民亦再次面對未來能源組合的抉擇，他們或多或少都要身處於核災

的風險當中。社會上有一說法是，香港應多用核電，希望藉此更直接地參與管理核電工業， 

使核電更安全。本報告提出單憑「多用核電」根本無法解決制度對核電工業的傾斜和縱容。

所以，「多用核電=多點安全」的說法，無異於痴人說夢。此外，核電工業一直以來挖空心思謀

利，甚至逃避可能面對的核災賠償責任，令人懷疑他們會否投入資源去建立一個真正安全的

運作系統。

因此，特區政府就更有責任去盡力使制度完備，令香港人更有保障。其中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從福島核災中，檢討現有制度的漏洞，而不只是像2012年，名義上完成了「大亞灣緊急

應變計劃」的檢討，才能真正保障市民安全。

福島現況 

由於當地政府沒有一套完善的應變及善後計劃，災民仍然生活在受高濃度輻射污染的地區。

他們失去了親人、家園、工作、生意、農場和社區、再也不能過正常的生活。

無辜的災民為核災付上沉重的代價，卻無法得到公平和及時的補償。更可悲的是，核電工業

作為核災幕後的黑手，甚至利用核災賺取利潤。

在現有的制度下，核電工業有機會推卸責任，補償程序中存在許多漏洞，令賠償一拖再拖。

災民每月收到的補助金不足以應付日常生活，更勿論開展新生活。再者，不是每個人都有資

格獲得賠償；而「幸運兒」亦只能得到少量賠償，完全不能抵償失去家園的損失。

現時，已有16萬非自願和過萬名自願撤離者逃離出受輻射污染的區域，但仍有數以萬計的災

民被迫滯留當地，過著地獄般的生活。

1 |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10-14/fukushima-clean-up-attracts-bids-for-14-billion-in-projects.html



福島核災不是天災， 
是人禍。

池田小月女士和她的兒子被迫疏散。

他們的農地離褔島核電廠40公里， 

已經營了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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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核電廠工程特點

相比其他的工業設備，興建核電廠具有很多獨特的要求，是一般市民未必了解的，更非一般

工程可以比擬，當中包括：

	安全要求　核電廠從開始建造到退役期間出現的任何失誤，都可能產生遠遠超出核電廠

範圍的災難性後果。

	成本　興建一個新的核電廠的成本約是100億美元。然而，棄置核電廠的成本卻無法估

算，因為完成核電廠退役程序的經驗非常少；其中有許多重要的操作，例如利用機器隔離高

污染物料的工序，根本是從未實踐。

	核電廠的壽命　從開始建設（一般為5至10年）到日常運作（通常是40到60年）直至完成

退役（從運行結束到至土地可用作其他用途）可能超過150年。此外，核電廠所產生的高輻

射性廢棄物更需要封閉成千上萬年。

	複雜性　一所核電廠包括大量的零件和材料，它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至關重要的。但當

核電廠投產後，工作人員難以接近內裡的部件，以致無法檢查質量或者進行調整。

	營運商的技術要求　核電廠的安全，需依靠營運商精良和優質的技術，以進行日常運作及

維護。承建商亦需要妥善管理建設、維修和退役等程序。

	大量實地工作　核電廠大部份的建設是在施工現場完成，只有少部份是在比較可控的環

境，如工廠內。這對於施工過程的管理是別具挑戰。

核災當然不單是因為反應堆的錯誤操作所造成；設計上的選擇，施工的質量也至關重要。例

如，在福島核災中明確顯示，有必要對核設施的選址作出準確的評估，才可以設計和興建有

效抵禦各種天災如地震，洪水等的核電廠房。

即使核電廠的工程如此獨特，工程質素又與核災有明顯的關係，但目前絕大部份的核災賠償

安排，都只規定電力公司（擁有者/營運者）必須對核電廠承擔最終的責任。國際公約（巴黎

不負責任的 
核電承建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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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維也納公約和巴黎/布魯塞爾協議）將對第三方造成損害的責任，轉嫁予核電廠的營

運商。一般而言，受這些公約保護下，負責核電廠的設計、施工和維修的供應商，不需為他們

工作失誤所造成的損失承擔任何責任，成為了核電工業的運作上一大漏洞。

福島 哥倫比亞 新古里
丹普耶里 

（Dampierre）

博爾瑟勒 

（Borssele）
多爾（Doel）

國家 日本 美國 南韓 法國 荷蘭 比利時

建造年份 1966 1971 2007 1973 1969 1974

啟用年份 1971 1984 2014 1980 1973 1982

擁有者
東京電力 

（Tokyo Electric）

西北能源
（Energy 

NW）

南韓水力
與核能發電

（KHNP）

法國電力（EDF）

埃森特電力 
（Essent）/
德爾塔電力

（Delta）

比利時電力 
（Electrabel）

營運商
東京電力 

（Tokyo Electric）

西北能源 
（Energy 

NW）

南韓水力
與核能發電

（KHNP）

法國電力（EDF）
南荷蘭電力

（EPZ）

比利時電力 
（Electrabel）

主要承建商 通用電氣（GE）
通用電氣

（GE）

斗山
（Doosan）

法馬通 
（Framatome）

電站聯盟
（KWU）

法馬通· 
沙勒羅瓦·

科克里爾財團 
（Framaceco）

建築設計 通用電氣（GE）

伯恩斯及
羅氏 

（Burns & 

Roe）

韓國電力
工程 

（KOPEC）

法國電力（EDF）
電站聯盟
（KWU）

卓克特貝爾 
（Tractebel）

反應堆系統
通用電氣技術服務 

（GE, Getsco）

通用電氣
（GE）

斗山
（Doosan）

法馬通 
（Framatome）

電站聯盟
（KWU）

法馬通·沙勒羅瓦·
科克里爾財團 
（Framaceco）

反應堆容器
石川島重工（IHI）/
通用電氣技術服務

（GE, Getsco）

西比埃
（CB&I）

斗山
（Doosan）

法馬通 
（Framatome）

鹿特丹造船
（RDM）

科克里爾（COP）/
法馬通（Fram）

堆內構件 通用電氣（GE）
通用電氣

（GE）

斗山
（Doosan）

法馬通·克魯索 
Framatome 

Creusot

克博希格 
（Borsig）

法馬通（Fram）/
沙勒羅（ACE）

初始装燃料 通用電氣（GE）
通用電氣

（GE）

韓國核燃料
（KNF）

法國· 
比利時核燃料

（FBFC）/
法馬通 

（Framatome）

電站聯盟
（KWU）

法國·比利時核燃料
（FBFC）/

法馬通（Fram）

蒸氣閥
通用電氣技術服務 

（GE, Getsco）

通用電氣
（GE）

未知
法馬通 

（Framatome）

巴克杜爾 
（Balcke 

Dürr）

科克里爾（COP）

渦輪發電

機組
通用電氣（GE）

西屋 
（Westing-

house）

斗山
（Doosan）

阿爾斯通 
（Alsthom）

西門子 
（Siemens）

阿爾斯通（Alsthom）/
沙勒羅瓦電氣（ACEC）

土木工程
通用電氣技術服務 

（GE, Getsco）

柏克德 
（Bechtel）

未知 GCMB
布雷德羅 

（Bredero）
AMGC

來源：《國際核工程》期刊(2011)	《國際核能工業手冊》	全球行業媒體（Global	Trade	Media）

核電廠各大供應商列表



第一章

8   《福禍猶存：核工業禍延民眾》

1.2明知故犯的錯誤

在1955年開展核能計劃後，日本一直奉行一個成熟的工業策略，即模仿國外的技術（主要是

美國，英國和法國），同時培育國內製造商和供應商2。到了2011年，這一戰略使日本以國內

製造商東芝、日立和三菱重工為首，成為世界領先的核能大國之一。承建福島核電廠及許多

其他核設施的建築業巨頭鹿島建設，亦受惠於此策略3。

1957年，日本政府的核能白皮書提出長期目標，指出國內核能發電要達到7000兆瓦（MW）。 

電力公司被遊說投資日本原子能發電公司，其目的是令未來的核電站使用百分之九十的國

產組件和人力資源，促進社會經濟4。三菱原子能工業和住友原子能產業，分別於1958年和

1959年成立，發展核能技術。東芝、日立等也在60年代開展相同的業務。同時，大學和製造

商亦開始培訓工程師。

田中三彥曾是日立的工程師，參與福島核電廠的建造工程。他透露了當年這個羽翼未豐的新

興行業涉及的利害關係和風險。70年代初，田中在廣島吳市一個由日立－巴布科克營運的巨

大鑄造廠內，協助興建福島四號機組內的20米高反應堆壓力容器（這鑄造廠曾鑄造世界上

最大的戰艦——大和號的砲塔）。

田中三彥：

「當這價值2億5千萬美元的容器進入最後階段的製作時，鼓風爐扭曲了金屬；因其

可靠性受嚴重損害，法律上該公司有義務廢棄它。不過，這容器現今仍然處於福島

第一核電廠四號機組的核心」5。

當年，田中幫助面臨破產威脅的日立掩飾過失。他說：「我懷疑在日本有更多像我這樣的工程

師。」通用電氣提供了第一、二、六號反應堆，而東芝則提供了第三和五號（六個反應堆均由

通用電氣設計）。有問題的容器是福島第一核電廠，四號機組反應堆的一部份。田中在1977

年離開了公司，成為一個科普作家。他不再想這件事，直到他在電視上觀看了1986年切爾諾

貝爾核災後，開始備受良心譴責。之後，他將他所知的公開時，日立威脅他。「他們說：『想想

你的家人』」。第二天日本的核能當局發表了一份聲明，堅稱核電廠沒有問題。「那就是事件

的結尾。」田中回憶道。

沒有人繼續向日立追究這個被隱瞞的事件。然而，這不是唯一一宗福島第一核電廠供應商

牽涉安全問題的事件。一名在一號機組工作的日本工程師菅岡基，及《東京電力公司：黑暗

帝國》的作者恩田勝亘，在311地震後對反應堆的可靠性提出了質疑。針對東京電力公司轄

下福島核電廠的事故調查委員會（或針對福島災難的國會委員會）在沒有進一步證據的情況

下，得出的結論是：「不能扼殺海嘯是觸發事故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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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委員會的報告指出，福島第一核電廠的一號機組是東京電力公司於1966年12月以「一

站式方案」的合同購入，所以「一切責任」由通用電氣承擔。報告說，東京電力公司選擇了通

用電氣，不僅是因為該公司的技術成果，同時因為他們採用一個原定已經在西班牙開始興建

的反應堆設計，價格會更便宜。然而，最終福島一號機組比西班牙的反應堆更早完工。「沒有

了西班牙的經驗可供借鑒，福島核電廠因而遇到重重困難。」

遇到的問題，包括日本抗震設計的標準相比西班牙的設計標準更嚴格，這就需要逐個修改用

作支撐的結構。工作人員在狹窄的一號機組安全容器內工作，更是特別麻煩。

曾參與第一發電廠安裝過程的池亀亮，是前東京電力公司副總裁。他說：「這裡面對的主

要問題，是通用電氣的產品設計方案是否適當地採納了日本抗震設計的規範。」根據池亀

的證言，通用電氣沒有採用日本抗震設計，而且他指出建設時期採用了臨時的加固措施。

在70年代，通用電氣的工程師戴爾（Dale G. Bridenbaug）公開質疑，在福島一至五號機組

使用的通用電氣馬克I型（Mark I）反應堆是否能夠受得住「冷卻劑損耗事故」。6國會的調查

報告補充，在80年代曾經針對冷卻劑損耗事故，要求加強機組的負載能力，「但並不包括應

付這種規模的嚴重事故7。」該報告的結論是，當福島事故發生時，一號機組容器內的壓力超

過其設計極限的兩倍8。「我們注意到在福島第一發電廠所使用的安全容器容量比改良過的

馬克I型設計小，導致壓力的急速上升。」1987年11月，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NISA）曾對馬

克I型反應堆，在「冷卻劑損耗事故」發生前所能承受的壓力作出評估，但結果卻從未公開。

前通用電氣的員工指出，在核電廠開始建造時，東京電力公司投票通過推翻自己工程師的設

計，並按照通用電氣的原設計，將發電廠的應急柴油發電機組和電池組放置於渦輪機房的地

下室。最終，在2011年3月11日引致災難性的後果9。

在福島第一核電廠馬克I型反應堆的運作過程中，每每有問題發生，電力公司要麼就以臨時方

法解決，要麼就跟原料供應商和維修公司勾結而草草了事。一名東京電力的工程師常常對田

中提起，發現反應堆的管道與設計藍圖不相符的情況10，而唯一的解決辦法是使用重型機械

將管道拉扯至適當位置，然後焊接封閉。檢查管道工序十分粗疏，管道背面一些很難觸及的

地方往往被忽略。而且修理工作匆忙，因為沒有人願意暴露在核輻射下長時間工作。

1.3「貼膠布」的改善工程

1989年9月，美國核能管理委員會（NRC）鼓勵採用通用電力馬克I和II型防護設計的核電

廠，安裝強化（耐壓）通風口11。NRC認為控制排放（釋放的輻射氣體，以減少壓力），在處

理災難性故障時會較優勝。然而，NRC並沒有下命令強制安裝，而將決定權留給營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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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福島核災發生後，NRC才責令所有馬克I和II型反應堆需要安裝可靠的強化通風口12。

然而，NRC沒有要求這些通風口安裝過濾器。事實上，在美國和日本以外的大多數核電廠，

都有過濾器以減少放射性物質的排放。2013年1月，新成立的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專員表

示，所有日本的沸水反應堆必須在通風系統中，安裝過濾器才允許重新啟動13。

在原有缺陷的反應堆設計上安裝通風口，一些工程師稱之為「貼膠布」14，而在福島事件中亦

證實是失敗。在日本，於90年代已經逐漸開始安裝強化通風口，但卻沒有重新安裝過濾器，

即使新技術已經成熟，而原本的過濾器系統亦缺乏效率15。東京電力公司本應負責安裝過濾

器，但他們因為成本高昂而沒有實行。

直到福島核災期間，過濾系統也由於反應堆中的安全容器的水位上升而不能使用。除此以

外，強化通風口也被證明是無甚作為，因為在失去電力供應的情況下，卻無法進行手動操作。

據田中所述，在壓力容器的設計存在著一個根本的矛盾：它們要在緊急情況下，仍然阻隔 

輻射，但這意味壓力上升，導致有爆炸的危險。在福島核災中，當時的首相菅直人在2011年3

月12日下令人手打開第一發電廠的所有通風口16。最後，只有一號機組能成功排氣，但二號機

組失敗，三號機組只有部分成功。

參與建設、安裝或維修這些反應堆的企業，現時不但全部豁免於311災難的賠償責任，他們

還從核災中獲利。東芝和日立等企業現時正領導第一發電廠的退役程序，而鹿島則負責其清

除輻射的工程。東京電力公司集團下各公司涉及大量清理工作17，其中包括福島第一核電廠

退役及清除輻射工程，賺取大量公帑。

1.4	綠色和平建議：成立核電管理局

大亞灣的零件供應商，以及承建商過去都被曾經被傳媒揭發出不同的設計問題及品質瑕疵， 

包括反應堆爐蓋18及燃料棒包殼19，當中甚至連世界核能協會都早已知悉有關問題，唯特區政府

負責核安全的保安局卻一無所知，更無法跟進有關的工程，保安局亦從未獨立調查有關事故。

香港的保安局目前僅負責統籌《大亞灣緊急應急計劃》，欠缺評估核電設施的職能。但在 

《大亞灣緊急應急計劃》的檢討中，官方有關大亞灣核電站安全風險的顧問研究，至今依然

沿用80年代英國原子能管理局的報告。反映現時特區政府，欠缺獨立評估及分析核電站技

術細節的能力，對營運者的通報照單全收。

在2010年，大亞灣核電站的輔助冷卻系統管道發現硼結晶，滲漏出帶有輻射的化學物質。

事件最後要由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公眾方可得悉比較詳細的事件資料。雖

然，自2011年開始，大亞灣核電站的事故通報機制加快至兩個工作天內完成，但通報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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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是極為簡短，而且港方亦無權調查事故的成因。與福島一樣，日本政府當年完全依賴承

建商的評估，結果就同樣可能出現隱瞞的情況。

因為承建商在現有的制度下，一直享有推卸核災責任的權利，就算連國際知名的重工企業 

– 通用電氣，總裁John Flannery在2013年印度福布斯的訪問中亦表明20：「如果印度的法

例不改變(繼續要求承建商分擔賠償責任)，我們不會參與印度的核電生意。」他更直認不諱：

「我們不過是一個企業，絕不能承擔這責任。」所以，監管核電工業絕不能依賴所謂的自行

通報機制。

特別是現時中國核電工業面對人才短缺的問題，可比日本於60年代發展核電廠的時期。根據 

《「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中國的核電廠規模將於2015年達4000萬 

千瓦，與日本當年一樣，要在極短時間內培訓本土工程師主理國內工程，誠如田中先生所講

的「學生充當老師」的情況，福島核電站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背景建成的。

因此，特區政府有必要盡快成立獨立運作之核電管理局，並邀請公眾人士加入董事局，聘請

海外及本地專家。特區政府可參考法國Nuclear Safety Authority(ASN)的經驗，加強控制

香港人面對的核災風險。管理局應擁有法定權力監管供電予本港的核電廠運作，包括當中的

所有維修工程；以及查核其零件供應商；並評估及審批政府建議未來興建的核電廠項目，擔

當起對香港市民負責的任務。

2 |  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18606808

3 |   Kajima Corporation boasts of its own prowess and history in 

construction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here: http://www.kajima.co.jp/ir/

annual/2010/feature03.html (Jan 13, 2013)

4 |   Ibid

5 |   Personal interview, Ibid; Hitachi updates its defense of how it 

handles the Tanaka allegations here: Jason Clenfield, “Fukushima 

Engineer Says He Helped Cover Up Flaw at Dai-Ichi Reactor No. 4,” 

Bloomberg, March 23,

6 |  Mosk, M. 2011. Fukushima: Mark 1 Nuclear Reactor design 

caused GE scientist to quit in protest. ABC News, 15 March 2011. http://

abcnews.go.com/Blotter/fukushima-mark-nuclear-reactor-design-

caused-ge-scientist/story?id=13141287

7 |   The National Diet of Japan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 (NAIIC). 2012. The Executive 

Summary and Main Report can be found here: http://warp.da.ndl.go.jp/

info:ndljp/pid/3856371/naiic.go.jp/en/index.html Chapter 2, p.9

8 |   The National Diet of Japan Commission Report, Ibid, Chapter 2, 

p.95

9 |   Reiji Yoshida, “GE plan followed with inflexibility,” The Japan Times, 

July 14, 2011. http://www.japantimes.co.jp/text/nn20110714a2.html (Jan. 

12, 2013) 

10 |   See東京電力·帝国野暗黒 (七つ森書館, 2007) (TEPCO: The Dark 

Empire, Nanatsumori Shokan, 2007). 

11 |   Installation of a Hardened Wetwell Vent (Generic Letter 89-16)

http://www.nrc.gov/reading-rm/doc-collections/gen-comm/gen-

letters/1989/gl89016.html

12 |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SECY -12-157 Consideration 

of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for Containment Venting Systems for Boiling 

Water Reactors with Mark I and Mark II Containments

www.nrc.gov/reading-rm/doc-collections/commission/

secys/2012/2012-0157scy.pdf

13 |   Nuclear watchdog to require filtered ventilation system for boiling-

water reactors. Mainichi, 18 January 2013. http://mainichi.jp/english/

english/newsselect/news/20130118p2a00m0na008000c.html

14 | Matt Smith, “US nuclear plants similar to Fukushima spark 

concerns,” CNN, Feb.17, 2012.

15 |  The National Diet of Japan Commission Report, Chapter 1, pg 34.

16 |  NUCLEAR CRISIS: HOW IT HAPPENED / Kan’s visit ‘wasted 

time’, The Yomiuri Shimbun, 9 June 2012. http://www.yomiuri.co.jp/dy/

national/T110608005066.htm

17 |   In addition to Toshiba and Hitachi, among the companies involved 

in decommissioning the Daiichi plant are GE Nuclear Energy, Taisei 

Kensetsu

Kajima Kensetsu, Goyo Kensetsu (Penta-Ocean Construction Co.),

Maeda Corporation, Takenaka Obayashi Corporation, Kumagaigumi Co. 

and Hazama Corporation. TEPCO Group companies include Kandenko,

Todenkogyo Co., Tokyo Energy & Systems Inc., Tokyo Electric Power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 Nakazatokoumuten Co., Atox Co, 

Taihei Dengyo Kaisha, Kataoka Co., Shin Nippon Technologies Co, Utoc 

Corporation, Shibakogyo Co., Japan Nuclear Security System Co., Tokyo 

Bosai Setsubi Co., Soushin Co., Utsue Valve Service Co. and Hanwa Ltd. 

See: http://www.tepco.co.jp/nu/fukushima-np/roadmap/images/

m121203_05-j.pdf (Jan. 17, 2013)

18 |   http://dev.eastweek.com.hk/index.php?aid=11670

19 |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00701/00176_028.html

20 |  http://forbesindia.com/blog/uncategorized/ge-will-not-chase-

nuke-business-if-laws-dont-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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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核災背後的天文數字

福島核災雖已歷時兩年，最終的經濟損失程度尚未清楚，因為可獲賠償的受影響人口和疏散

人口，至今仍未得出最終統計數字。按照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早期的估計，總成本將在57,000

億至20萬億日元（480億至1,690億歐元）的範圍內。成本分為三個組成部分：用於購買土地

的補償為43,000億日元（360億歐元），補償收入損失為6,300億日元（53億歐元）;廢棄核

電廠和去除輻射污染的代價估計為7,400億至15萬億日元（63億至1,270億歐元）之間21。

2012年4月，東京電力公司在其年度報告中指出，該公司致力為受災民眾提供及時的賠償，

一切按照1961年的《核損害賠償法》處理。根據核損害賠償糾紛修正委員會（The Com-

mittee  for Adjustment of Compensation  for Nuclear Damages Disputes）在2011

年8月5日公佈的指引，東京電力公司已假設初步投入的補償金額為26,440億日元（220億 

歐元)22。這裡包括個人賠償11,740億日元（100億歐元），企業賠償9,860億日元（80億歐

元），再加上其他雜項費用為4,840億日元（40億歐元）23。其中東京電力公司負責的核損

害賠償金額在扣除根據1961年《核損害賠償法》規定收取的賠償金1200億日元後，修正為

25,240億日元（210億歐元）24。

然而，這26,440億日元並不是最後的數字，當中還需要預計每年支付1,610億日元（14億

歐元），進一步將補償分配在2012財政年度第一季度公司帳目內25。據悉，東京電力公司

說：「公司在此刻盡可能作出合理的估計，雖然估計賠償金額取決於引用數據的準確性， 

以及與受災者達成的協議26。」2012年11月，東京電力公司官員認為補償和淨化的成本可能

會達到10萬億日元（850億歐元）27。

核損害賠償糾紛修正委員會還估計，在福島第一核電廠廢棄六個發電機組的總成本約為130

億歐元，當中尚未包括清理輻射污染的成本28。

為了表明這些數字的來龍去脈，根據日本內閣辦公室在核災三個月後公佈的報告，有形的 

（直接）資產的損失，不包括福島以外地區，估計總額約為17萬億日元（1430億歐元），是國

內生產總值的3.3%左右。從地震和海嘯造成的保險損失估計為30,000億日元（250億歐

元），有可能成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第二個最高金額的保險損失29。

沒有盡頭的 
經濟損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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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杯水車薪的賠償

國際核災責任公約的其中一項重要功能，是在核電營運商因核事故而需要向第三方賠償時， 

提供國家的法律依據以訂立賠償的上限。而國際公約所訂立的標準，其實是營運商應該予以承

擔的最低要求，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均被採納為上限。只有在少數情況下，國家立法超越公約所

要求，例如在德國、日本和瑞士，這些國家並沒有為營運商的應負責任設限。

除了印度以外，世界各地基本上只有核電營運商須要承擔核災賠償責任，大大限制了賠償資

金的數目，在核災所產生的經濟損害中，往往只佔相當少的部份。正如表（一）所示，不同國

家的最低賠償要求從3億5000萬至15億歐元不等。即使是在民事賠償不設限的國家，例如

在福島的例子上，補償給受災者的金額，也是受到保險市場的能力和營運商的資產所約束。

所以，許多核能國家包括中國已經認識到這種狀況，並使用公帑向國內受害者發放補充賠償

作擔保。然而，這些公帑的補助，相比起大型核災的估算經濟損失，都是微不足道。

表(一)：摘錄不同情況的責任和賠償金額（單位：百萬歐元（€））

情況 營運商責任及 
安裝國家

從其他國營參與
者的總貢獻

最低補償總計 參與者數目

巴黎,	1960 6	to	 18 - 6	to	 18 15

布魯塞爾,	1963 202 149 357 12

巴黎,	2004 700 - 700 3

布魯塞爾,	2004 1200 300 1500 3

維也納,	1963 50 - 50 38

維也納,1997 357 - 357 10

CSC*,	1997 357 視情況而定 713 4

*補充賠償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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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核災帶來的經濟風險

核災的經濟破壞往往是難以想像的天文數字，而且現行的賠償機制亦肯定未能提供足夠的

保障。所以，世界各國不同的機構都開始展開核災經濟損失評估，包括：

 1995年歐盟ExternE計劃作出的研究，考慮到四個反應堆事故的情景，估算導致損害的

費用由4億至832億歐元30。應該注意的是，這些成本估算不包括去除輻射污染，雖然這些費

用公認是「可以瞬間變得非常高」；還有，經濟評估有很大的局限性31，因為：

 無法估計由於長期污染對於環境的影響，輻射對健康的影響的不確定性等;

 對策效率的不確定性;

 幾乎不可能對某些為社會上帶來的後果作出經濟評估。

根據瑞士經濟預測顧問公司(Prognos AG)於1992年為德國聯邦政府進行的評估指出，在

最壞的情況下比布利斯（Biblis-PWR）核電廠的事故成本估算為68,000億美元（51,000

億歐元）32。

從1982年的「桑迪亞報告（Sandia Report）」得出一個大規模的事故可能造成的6,950億

美元（5250億歐元）損害的結論33。

2011年福島核災以後Versicherungsforen Leipzig為德國可再生能源部門進行的一項 

研究，將德國發生核事故的損害範圍預估在150億至63,000億歐元之間34。

法國輻射防護與核能安全研究所（IRSN）是具權威的核能與輻射安全的技術支援組織

（TSO）；他們在2012年11月的報告中提出，如果在法國發生重大核事故，預計損害可能會

超過4,300億歐元，這包括了清理和賠償、損失的電力、和商品的形象受影響導致的價值下

降。引用該研究的負責人Patrick Momal所述，將會是一場「難以控制的歐洲災難」。他提出

比福島核災代價更高，是由於人口密度較高，以及許多核電廠也位於內陸地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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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綠色和平建議：全面評估香港的經濟損失

只有盡可能準確評估核災可能帶來的損失，才可有效且公平地訂立一個合理的賠償機制。 

日本政府面對福島天文數字的經濟損失，說明了過去特區政府一直只著眼於核災對健康的

即時影響，是一種膚淺的做法。

福島核災後，來自不同國家的機構都開始評估潛在的核災經濟損失，其估算由1,500億至

4300億歐元不等，可見經濟損失之巨大。而有關核災經濟損失的評估，事實上是存在極大

的差異，當中要視乎涵蓋的範圍、時間、人口、核電站規模，以及當地經濟特點而定。其中法

國IRSN所做的初步評估，對香港而言將具參考價值，因為IRSN是以一個法國典型900兆瓦

（MW）的核電站對為研究對象，而大亞灣當年亦是以900兆瓦（MW）的法國M310反應堆

為設計藍本。而法國的研究中，包括處理100,000名核災難民、各個知名波爾多酒莊可能面

對的輻射污染，以及旅遊品牌信心受損等經濟損失。

所以，隨著能源組合的討論將於2013年第三季重新展開，特區政府若要公允地讓市民了解

核電的風險，就必須準備一份為香港而設的經濟損失評估。特區政府保安局曾在2011年12

月6日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上，公開了大亞灣在一次受控的核災輻射擴散的模擬圖， 

圖中顯示了大埔、錦田等一帶將會受到輻射污染，但政府從未有跟進輻射污染所帶來的經濟

損失。以大埔、錦田為例，基本上包括了工業邨、大學、大型商場、本土農地，林村一帶的景

點，以及香港人耗費畢生積蓄所換來的房產。特區初步可以此為範圍，評估核災的影響。

除了地區的特色外，本港主要的行業的經濟損失亦必須考慮。香港的四大經濟支柱，分別為

金融、服務、旅遊及物流，在核災下將受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旅遊業的損失，就可以從福

島核災發生後，日本旅遊業的蕭條情況略知一二，旅客數目大幅減少是可預期出現的情況。 

至於服務業、金融，及物流業，就需要政府進行一個更完善的行業經濟評估，了解核災對整

體本港經濟構成損失。

再者，在粵港合作日漸頻繁下，兩地的經濟關係愈來愈緊密。所以，特區政府在評估本地經

濟影響的同時，亦需要了解核災對內地經濟的影響，進而分析對香港經濟的間接影響。法國

IRSN更評估了核災不受控制的情景，其經濟損失被形容為「難以控制的歐洲災難」，這是特

區政府過去一直拒絕評估的情況。換言之，如果同類型的核災發生在大亞灣核電站，肯定亦

會重創香港和區內經濟。

香港，暫時未有一個機構研究過核災經濟損失。承接第一章，獨立的核電管理局將會是最佳

的負責機構，先根據保安局已有的核災模擬結果，按照地區特色、本地經濟結構，初步評估

本地的直接經濟損失。及後再擴大研究範圍，包括區域間接經濟影響和核災不受控制的情景

模擬，作為特區政府真正介入核電管理的開端。



第二章

16   《福禍猶存：核工業禍延民眾》

21 |  JCER (2011), “FY2020 Nuclear Generating Cost Treble Pre-Accident 

Level – Huge Price Tag on Fukushima Accident Cleanup”,  Japanese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 July 19, 2011. http://www.jcer.or.jp/eng/

research/pdf/pe(kobayashi20110719)e.pdf

22 |  TEPCO (2012),“Special Business Plan”, May 2012 

http://www.tepco.co.jp/en/press/corp-com/release/betu12_e/

images/120509e0103.pdf

23 |  TEPCO (2012), “FY2012 1st Quarter Earnings Results” April 1-June 

30th 2012

24 |  TEPCO (2012), “Annual Report 2012”, Year Ending March 31st 2012

25 |  TEPCO (2012), “FY2012 1st Quarter Earnings Results” April 1-June 

30th 2012

26 |  TEPCO (2012), “Annual Report 2012”, Year Ending March 31st 2012

27 |  Asahi Shimbun (2012), “TEPCO seeks more government support 

as Fukushima costs soar”, November 7th  http://ajw.asahi.com/

article/0311disaster/fukushima/AJ201211070086

28 |  Nishiyama, K. (2012), “An Insider’s View on Policy Processe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Japanese Electricity Industry”,  Keita 

Nishiyama Innovation Network Corporation of Japan, Visiting Professor, 

Chuo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2012

29 |  Nagamura (2012), “11th March Japanese earthquake, tsunami 

and nuclear emergency; how insurance responded in post-disaster 

recovery”, Masaaki Nagamura, in The Geneva Report, Risk and 

Insurance Research,  Extreme events and insurance: 2011 annuls 

horribilis, March 2012 http://genevaassociation.org/PDF/Geneva_

Reports/GA-2012-Geneva_report[5].pdf#page=71

30 |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  “Externalities of Fuel Cycles 

‘ExternE’ Project,” Report Number 5, Nuclear Fuel Cycle, European 

Commission, DGXII, Sci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JOULE), 

1995, p.5.

31 | Sohier, A (2002), “A European Manual for ‘Off-site Emergency 

Planning and Response to Nuclear Accidents’, prepared fo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Environment (Contract 

SUBV/00/277065), SCK-CEN Report R-3594, December 2002, Chapter 

13 – Economic Impact, in particular pp. 245-248.

32 |  Cited in: 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1994), “Review of Estimates of 

the Costs of Major Nuclear Accidents”, Prepared for the 9th Sess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Nuclear Li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7-11 February 1994 Prognos AG, (1992). Eine Prognos-

Studie aus dem Jahr 1992 für das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 

errechnete für einen Super-GAU in einem deutschen Atomkraftwerk 

mehrere Hundertausend direkt Getötete und bis zu 4,8 Millionen 

Krebskranke. Die Sach- und Vermögensschäden würden über 5000 

Milliarden € betragen.,

33 |  Cited in: Faure, M (1995), “Economic Models of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Caused by Nuclear Accident: Some Lessons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Paris and Vienna Conven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 (1995), pp. 21-43.

34 |  Versicherungsforen Leipzig (2011), “Calculation of a risk-adjusted 

insurance premium to cover the liability

risks resulting from the operation of nuclear plants”, April 2011

35 | Nucleonics Week, (2012), “Major French nuclear accident would be 

a ‘European catastrophe’: IRSN”, November 15th 2012.



《福禍猶存：核工業禍延民眾》  17  

第二章

3.1	無奈重返輻射故鄉

2012年7月，在福島核危機發生後一年半，東京電力公司制定了民眾期待已久的「永久補償」

計劃，主要用於補償約16萬被迫疏散的受災民眾36。電力公司將按其固定物業的價格支付

賠償。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只限於「物業屬於不可使用的期間」37。此補償計劃是基於一個

複雜和具爭議性的系統，就是將受污染的撤離區按照每年超過50、20至50或小於20毫希

（mSv）的輻射水平分為三個區域。

據政府所說，輻射年劑量低於20毫希的區域是「預備」讓疏散民眾回歸，即為指定的「撤離

指示解除區域」（撤離禁令將被解除的區域）38。在這些地區中，清除輻射工作是「有進展的」，

預計在幾年甚至幾個月內完成。在此期間，原居於此區的疏散民眾，可以要求提前獲取價值

約兩年的補償金（共240萬日元）。在此政策中，政府假設清除輻射區域可以再次適合居住，

但是許多避難者對政府的清除輻射工作效率，以至使居住環境變安全的能力抱持相當大的

疑慮。這些輻射年劑量低於20毫希區域的居民，只可以要求重新使用他們的土地、房屋或生

意業務，而並非得到物業的市值同等賠償，當地已有很多人對這項規定提出抗議39。

3.2	核災負資產

對於被判定為「至少五年不適合居住」（輻射超過50毫希）的區域，東京電力公司宣布，該公

司將向強制撤離的民眾，支付包括搬遷費用和固定資產的全額補償。不過，資產的估值再次

陷入爭議。東京電力公司利用當地政府的稅收記錄去釐定固定資產的基準價格，許多民眾說

這樣導致估價過低。

木幡女士（57歲），住在福島縣大熊町―一個距離核電廠廢墟僅五公里的小鎮。

她那間有180年歷史，面積297.5平方米的房子，估價只值70萬日元（8000美元）。

她想讓地產代理去評估物業，因為她認為在核災發生前市值至少為估價的八倍。

可是，她無法說服任何人到訪受污染的區域40。

估值過低的 
物業賠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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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故事是非常普遍的。成千上萬的疏散民眾背負著遠遠高於今天物業價值的貸款 

餘額41。如果是用目前的價值來釐定最高賠償，這些人不但無法支付房地產貸款的供款餘

額，淪為負資產，更遑論在其他地方重建生活。

只野靖律師身處東京，在2012年12月發動了對東京電力公司的集體賠償訴訟，他

已有心理準備這些訴訟將拖上好幾年42。他指出：「這場災難的受災民眾往往擁有

大房子、稻田、牲畜和土地，但現在大多數需要移居到小的公寓或臨時房屋。現時電

力公司所提供的補償金額是完全不足夠的。」他說，律師會爭取政府評估的物業價

值和在其他地方建立相同居所的金額差價。

不同意賠償方案，再加上有精力和東京電力公司對抗的受災民眾，可以向政府的核能損害賠

償調解中心投訴43。該中心在2011年9月成立，以紓緩法院的訴訟負擔，至今已處理了超過

5000宗索償個案。大約有四份之一的個案屬於「已解決」，這只意味著在生活費用（而不是

資產）上的糾紛已經解決了44。然而，據熟悉補償問題的人了解，越來越多的受災民眾繞過東

京電力公司和調解中心，選擇在律師的幫助下直接進行談判45。

3.3索償的漫漫長路

東京電力公司回應說，直到2012年年底，他們已經支付共16,629億日元的賠償予16萬名 

「強行疏散」的受災民眾、「自願撤離者」，和因核災「帶來了不便」的福島縣居民。據稱，縣

內的懷孕婦女或是有小孩子的家庭，在事故發生時已收到約40萬日元；至於其他人也收到八

萬日元的一次性付款46。這些款項是否有條件的豁免未來因暴露於輻射所引起的疾病，和因

精神上的困擾所衍生的索償，至今仍不清楚。東京電力公司曾表示，如果民眾接受一次性付

款的話，未來則不可以因進一步的疾病而提交事故索償。而在另一個場合，東京電力公司表

示，他們「非在原則上」排除未來索賠個案。

東京電力公司說，居住在污染最嚴重的區域，由兩名大人和一名受扶養家屬所組成的典型家

庭，將收到一次性支付約5,700萬日元（643,000美元）的賠償47。這個數字包括他們喪失的

物業使用權，和平均每個受害者600萬日元，以補償他們需要撤離居所超過五年期間所造成

的「心理傷害」。但該公司承認，他們沒有對固定資產支付一分錢的補償。東京電力公司的發

言人川俁解釋說：「這需要時間請當地政府估算資產價值。」他又說，這筆款項將在今年內

啟動。

只野律師說，在法律上，日本對於索償有一個三年的時間限制。這限制顯然旨在幫助股東。 

「轟炸廣島和長崎的67年後，還有人聲稱他們的健康受到傷害。三年時間顯然是不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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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電力公司的社長廣瀨直己也被迫認同這觀點。與切爾諾貝爾核災比較，後者的受災民眾

在錯過了申請截止日後，就被拒絕申請補償了。「我們不打算說三年後『到此為止』......我們

不希望引起受影響人士的擔憂。」廣瀨社長在2013年1月去福島縣的訪問期間對福島縣知事

佐藤雄平這樣說48。

日本的核損害賠償法（1961年）迫使東京電力公司和其他核電公司為每個核電廠址安排大

約1,200億日元的私人保險，現在公認是遠遠不足的，因為一次意外的損害總額要高出很多。

單是補償和淨化兩項，按東京電力公司人員目前的估計為十萬億日元（1130億美元），相比

在幾個月前的估計增加一倍49。雖然仿照美國的普萊士安德森核能工業賠償法案（Price-

Anderson Nuclear  Industries  Indemnity Act）擬定，但日本的法律有一個差異，就是導

致事故需要承擔無限責任50。然而，若負債超越了公司的財務能力，政府可以支持電力公司。

在一個「嚴重的自然災害」的情況下，該公司可被完全免除其責任。當電力公司以此開脫責

任的時候，政府應採取「必要的措施，以減輕對受災民眾並防止損害擴大所造成的傷害」51。

雖然東京電力公司未曾援引此條款，但該公司已被國有化，即是實際上將責任轉移給公眾。

在2012年5月，日本政府注資10,000億日元（按2012年的兌換率計算約125億美元）到電

力公司中，據《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評論，這是「自美國在2009年保住通用汽車

（General Motors）以來最大宗政府對私人非銀行資產的干預」。自福島核災發生以來， 

估計從公款注資於電力公司的上限達35,000億日元。6月27日，公司股東正式接受了其國

有化，使政府獲得多數控制權52。政府的支持使東京電力公司繼續作為一個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仍可以在聯交所買賣，同時防止其破產。

3.4	綠色和平建議：香港核災賠償方案

福島居民的無助，突顯出核災中最切身的賠償問題。東京電力在事後才制定的「永久補償」

計劃，原來根本沒法協助居民重過新生。而且，有部份居民更可能在賠償不足的情況下， 

被迫重回到受輻射污染的原居地居住，這徹底表現了有缺憾的賠償機制對災民構成了更進

一步的傷害。特區政府實在有必要居安思危，盡快制定一個完整的賠償計劃，確保香港人在

核災威脅下至少可以得到應有的賠償。

現時香港實際上是沒有任何核災的賠償制度，保安局表明：「任何在內地境內或境外因廣東

核電站核事件而遭受核損害的人士，可向所涉的內地核電站經營者索償。根據內地法律及國

際慣例，內地會確保只有一個法院可具備司法管轄權，該內地法院將對香港與任何內地或其

它地區的受害人一視同仁。萬一大亞灣發生核事故而對香港帶來跨境影響，香港的受害人根

據上述法規在內地法院進行法律程式索償，是恰當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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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仔細分析內地的賠償方案，香港市民實難以覺得「恰當」。首先，根據《國務院關於核事故

損害賠償責任問題的批復》（國函〔2007〕64號文）的規定：營運者應當對核事故造成的人

身傷亡、財產損失或者環境受到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營運者以外的其他人不承擔賠償責

任。所以，營運者以外的承建商，在內地的賠償安排下同樣毋須承擔責任。

而對一次核事故所造成的損害，內地規定核電站營運者需承擔的最高賠償額為3億元人民

幣；核事故損害的應賠總額若超過規定的最高賠償額，國家會提供最高限額為8億元人民幣

的財政補償；對非常核事故導致的損害賠償，由國務院評估後決定國家是否需要增加財政補

償金額。3億的賠償額不但遠低於不同機構評估做的核災經濟損失水準，更需要由香港及內

地居民攤分，香港居民若循內地法律程式追討，實際可能得不償失。

更重要的是內地現有的規定不過是行政機關的批復，在本質上並不具有法律效力，因而對核

損害賠償財務保證制度尚不具備法律地位。香港市民面對隨時發生的核災，嚴格而言是沒有

真正的法律保障。特區政府對此實在責無旁貸，必須立即透過粵港合作的平台，承接上一章

所提及的經濟損失評估，制定一套能為香港人提供賠償的制度。

從福島的經驗中，房產的估值問題肯定是對香港重要啟示，居民與東電就房產估值出現嚴重

分歧，甚至低於當地居民按揭的總額，出現「核災負資產」的情況。香港人窮一生之力供樓，

當然不希望因為核災而血本無歸，更不希望因為核災成為負資產。特區政府必須及早為房產

制定賠償方案，確保市民的財產得到應有的保障。

36 |  Explanation and original press release on TEPCO 

homepage here: http://www.tepco.co.jp/en/press/corp-com/

release/2012/1206837_1870.html (accessed Jan. 7th, 2013).

37 |  See Jiji, “Victims dissatisfied with Tepco Compensation,” Sept. 

15, 2012, in The Japan Times: http://www.japantimes.co.jp/text/

nn20120915a8.html (Jan 3, 2013).

38 |  The rezoning is explained here: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 2012. Evacuation Map. 15 June 2012. http://www.

meti.go.jp/english/earthquake/nuclear/roadmap/pdf/evacuation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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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標示 

離核電廠60公里區域的輻射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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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核災再一次證明，核電絕對不是安全的能源。福島的災民仍然缺乏適當的補償和支

援，而核電行業備受保護，免於背負福島核災沉重的經濟責任，不但繼續營業，更獲取巨大 

利潤。在如此不公平的制度下，如果下一個核災發生在我們的國家時，結果會有分別嗎？

本報告揭露了核電工業積陋成習的制度，承建商理所當然地推卸了一切責任；營運者亦有賠

償上限保護，無必要承擔所有風險；市民，不但是核災中最無辜的受害人，最終需要為核災「

埋單」。回顧香港，政府及核電工業為市民提供的保障比日本更加不堪。

為改善目前差強人意的制度，綠色和平建議特區政府立即落實以下三項建議：

1.	 成立獨立的核電管理局

根據香港現時的制度，保安局是負責核電安全的議題，主要在籌備緊急應變計劃，但卻欠缺

監察和評核承建商各項工程水平的職能。過去大亞灣發生事故，保安局亦只能聽取營運者的

簡短通報，欠缺技術細節，更沒有公開跟進事故的處理和調查。在如此的制度下，保安局未

能全面監察營運者，難以杜絕與福島核電站同樣的瞞騙情況。

因此，特區政府應該成立獨立的核電管理局，負責監管香港相關核電站的運作，審核營運者

的報告，並確保當中的工程承辦商合乎應有的安全要求。

2.	 核災經濟損失評估

2013年是香港重新檢視能源組合的時刻，香港市民今年內將面對抉擇，特區政府有責任提

供一個全面的核災經濟損失評估，供市民衡量其風險。現時許多國家已經針對當地的經濟

體系，就核災經濟損失進行研究，特區政府亦應急起直追，針對本地以金融、服務、旅遊以

及物流等各方面進行經濟損失評估，並必須加入本地房地產作考慮因素，以反映核電對本港

經濟體系的潛在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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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定完善賠償制度

現時，香港並沒有一套完善的賠償制度，假如大亞灣核電廠發生任何事故泄漏輻射，受害港

人只能根據《國務院關於核事故損害賠償責任問題的批復》向國內營運者索償。由於大部份

香港人對內地的制度都非常陌生，而且特區政府又欠缺對港人提供財政保障的承諾，香港人

在核災中根本難以獲到任何及時的經濟援助，更遑論長遠的經濟補償。所以，特區政府有必

要針對現時跨境的法規問題，與內地商討一套合乎港人需要的完善賠償制度。

香港面對近在咫尺的核災，最終必然由納稅人承擔一切損失，然而承建商、營運者卻可置身

事外，不但不用賠償一分一毫，更可以繼續營運賺取利潤。「有享受，無承受」就是今時今日

核電工業的寫照，在此免責安排下，核電站的真正安全表現，理所當然地不及其理論上的安

全水平。核電工業制度上的缺漏，是根本性的問題，實在需要各界的配合推動，促使特區政

府就上述建議推出政策，方能解決核災危機。

總括而言，我們需要從福島核災汲取教訓，特區政府必須從粵港兩地的合作入手，改變現行

制度，讓核電行業的各個承建商及營運商為自己的過失負責，承擔法律責任，讓民眾應該可

以受到更好的保護。而香港的能源問題亦需要一場「電力維新」，制定一套更完善，安全及可

持續發展的能源組合，淘汰危險的核能，改以引入更安全和實惠的可再生能源，給香港一個

安全無核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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