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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案第 13529 號

案由：行政院函請審議「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園推動法草案」案。

行政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8 日
發文字號：院臺經字第 1020127319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函送「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園推動法」草案，請查照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提本（102）年 3 月 7 日本院第 3338 次會議決議：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
二、檢送「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園推動法」草案（含總說明）1 份。
正本：立法院
副本：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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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園推動法草案總說明
我國自產能源匱乏，能源供給高度依賴進口，政府長期以來實施能源多元化，惟核能利用所
衍生之核電安全、核廢料最終處置及環境永續發展間屢有爭議。爰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制定公布
環境基本法，於第二十三條明定「政府應訂定計畫，逐步達成非核家園目標」，此即考量能源涉及
國家安全、民生需求、產業發展及環境保護等多元面向，對國家永續發展影響深遠，爰非核家園之
達成非一蹴可及，需透過政府訂定計畫推動，以確保能源安全，逐步減少對核能依賴，最終達成非
核家園之願景。
為確保能源安全，除考慮能源供應之穩定與安全外，應進一步納入能源需求及能源系統均衡
之管理，以避免能源供需價量波動幅度過大或系統中斷而危及國家安全、衝擊民生、不利經濟發展
及環境保護。尤其我國電力供應屬孤島型獨立系統，電力供應短缺時並無他國電網可相連支援，爰
非核家園之推動需於確保能源安全下，從整體能源供應鏈三面向，規劃包含供給面之潔淨、可負擔
替代電源興建；需求面之有效管理電力需求、降低尖峰負載及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系統面之區域能
資源整合、有助提升能源系統效能之相關基礎設施佈建等各項節能減碳措施，務實穩健推動，以建
構達成非核有利之條件。
綜上，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園推動之立法，應具有科技中立、科技發展及科技決策之特性，亦
即應保有未來科技進步及新科技應用之發展空間。透過整合相關部會明定計畫推動及定期管考，並
藉由科學數據評估及技術層面，建立可量測、可報告之科學指標及評估機制，在確保能源安全無虞
、經濟可負擔及達成國際減碳承諾原則下，定期綜合評估非核家園達成時程，並納入對應之能源政
策調整機制，以確保政策之可行性及立法目的之達成。
此外，維護國民健康與環境安全，妥善管理放射性廢棄物，為政府無可迴避之責任，政府負
有監督核能電廠經營者對於核能安全防護之義務。而鑑於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園事關全民福祉，政府
負有於訂定或推動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園相關政策措施時，應主動公開並揭露相關資訊及增進公眾參
與之義務與責任。又政府應加強與國際能源組織及區域多邊或雙邊之能源合作，致力於參與核能安
全國際相關組織，共同肩負維護國際核子安全之責任，並應推動永續能源教育宣導與知識普及，以
深化國民對我國能源情勢之認識，提升民眾對推動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園議題之認知及參與，爰擬具
「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園推動法」（以下簡稱本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法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園推動原則。（草案第二條）
三、為保障能源安全同時達成非核家園目標，政府應推動事項。（草案第三條）
四、政府應推動能源需求面、供給面及系統面措施，並建立應變機制及研擬風險管理措施。（草案
第四條至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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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能電廠經營者對於核能安全防護之義務與中央政府對核能安全監督及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之職
責。（草案第八條）
六、政府應建立評估機制，定期檢討於確保能源安全無虞下，達成非核家園之期程。（草案第九條
）
七、政府應訂定具體計畫推動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園。（草案第十條）
八、資訊公開及公眾溝通原則。（草案第十一條）
九、政府應推動國際合作，以增進我國之能源安全及核能安全。（草案第十二條）
十、政府應深化永續能源教育，促進民眾對能源安全與非核家園之認知及參與。（草案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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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園推動法草案
條

文

第一條 為確保能源安全，促進能源永續發展
，增進國民福祉，逐步降低對核能發電之依

說

明

揭示本法之立法目的。

賴，達成非核家園目標，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政府應穩定能源之供應，兼顧環境保

一、明定政府推動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園之原則

護及經濟發展，建立可負擔及低風險之均衡
能源供需體系，以維護國家安全、滿足民生

。
二、考量我國能源供給高度依賴進口、電力供

基本需求及提升產業競爭力，建立跨世代安
全、效率及潔淨之能源發展願景。

應系統無他國電網相連支援、能源量價風
險逐年增高，以及國際減碳壓力持續上升

政府應確保核能安全，營造達成非核家
園有利條件，積極務實推動穩健減核，建構

等挑戰，加上核能發電於我國擔任基載供
電之角色，是以政府推動非核家園目標，

有利全體國民及後代子孫之永續生活環境。

須先確保核能發電安全及國家能源供應穩
定。

第三條 為保障能源安全並達成非核家園目標
，政府應推動下列事項：

一、明定為保障能源安全同時達成非核家園目
標，政府應推動事項。

一、強化能源需求面管理，提升能源使用效
率。

二、各項推動事項之具體推動措施，分別列於
第四條至第八條。

二、擴大再生能源利用，建立多元、潔淨及
自主之能源供應體系。
三、促進能源供需系統效能，推動區域能源
供需整合管理。
四、落實能源安全管理，強化風險管控。
五、加強核能電廠安全，妥善規劃放射性廢
棄物管理。
第四條

政府為強化能源需求面管理，應推動

產業結構調整、智慧節能基礎建設、電力負
載與需求有效管理及有利節能減碳市場機能

一、明定能源需求面管理之推動措施。
二、考量能源使用涉及各部門與各對象，應全
面規劃推動以收綜效，爰規範需求面推動

等措施。

措施包括：產業結構調整、提升能源使用
效率及節約能源、有效管理電力需求、降
低尖峰負載等措施，以減少電源開發壓力
。另為強化需求面推動措施之成效，政府
應推動有助節能減碳之相關基礎建設及有
利節能減碳之市場機能（如電力價格合理
化），以引導節約能源。

第五條

政府為確保能源穩定供給，應推動天

然氣合理使用、逐年增加再生能源推廣設置
、擴大替代電源開發、加強新能源科技與產

一、明定能源供給面之推動措施。
二、考量各類能源開發有其潛能、技術進展及
碳排放等因素，並需隨國內外相關發展情

品之研發及推廣等措施。

勢，適時衡酌調整推動策略，爰在考量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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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電源之開發限制、發電成本與對環境之
影響下，推動天然氣使用與發展再生能源
發電，並發展新能源及節能減碳科技。
第六條

政府為促進能源供需系統效能，應推

動區域能資源整合運用、佈建電力儲存基礎
設施、鼓勵分散式電源設置與提升能源系統

一、明定能源系統面之推動措施。
二、考量我國核能電廠主要分布於北部地區，
核能電廠停轉對北部地區電力供需均衡影

輸配送及管理之效率等措施。

響較大，爰政府應透過區域能資源整合、
分散式電源設置及區域電力供需規劃等系
統面措施，以降低核能電廠停轉後對北部
電力系統之衝擊。

第七條 中央政府為落實能源安全管理，應訂
定能源安全存量、建立能源預警及緊急應變

一、明定能源應變機制及風險管理措施。
二、考量我國能源高度依賴進口，極易受國際

機制、考量氣候變遷衝擊規劃能源供給設施
與體系之調適策略及行動，並研擬妥適風險

能源情勢影響，爰明定政府須建立國家能
源安全存量、預警與緊急應變機制，並規

管理措施。

劃能源體系之調適策略與行動，以因應多
變之外在情勢變化，降低可能衝擊及進行
風險管控。
三、本條所稱妥適風險管理措施，應綜合考量
推動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園所面臨諸如土地
取得、設施佈建、民眾抗爭、新技術應用
、風災與地震及氣候變遷等問題所造成替
代電源無法如期穩定供應之風險。

第八條 核能電廠經營者為確保所設置之核能
電廠安全，應定期執行核能電廠整體安全評

一、第一項明定核能電廠經營者對於核能安全
防護之義務，應定期進行核能電廠整體安

估，並強化複合式災害整備及應變能力，以
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避免損害生態環境

全評估及強化災害應變能力。
二、第二項明定中央政府對核能安全監督與放

。
中央政府為妥善處理放射性廢棄物，應

射性廢棄物管理之職責。其中所稱放射性
廢棄物之妥善安置，應依「放射性廢料管

監督前項核能電廠經營者有關核能安全之作
為，確實管理放射性廢棄物，依法選定廢棄

理方針」確保依法選定之核廢料處置設施
場址能妥善安置核廢料，落實管理核廢料

物處置設施場址，確保放射性廢棄物之妥善
安置。

相關事宜。

第九條 中央政府應以確保核能安全為優先目
標，並就核能電廠安全及停止運轉對電力穩

一、第一項明定中央政府於定期檢討實現兼顧
能源安全之非核家園時程，應考量確保不

定供應、電力價格、碳排放及經濟衝擊之影
響建立評估機制，在確保不限電、維持合理

限電、維持合理電價及達成國際減碳承諾
等三項重要原則。

電價及達成國際減碳承諾原則下，定期綜合
評估達成非核家園之期程。

二、鑑於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園之推動，須考量
我國獨立電力系統特性、區域電力供需及

前項評估機制之項目及其內容如下：
一、核能安全：核能電廠安全運轉績效。

替代電源（如再生能源及天然氣）之發展
進程，具有科技決策之特性，爰於第二項

二、電力穩定供應：備用容量率、區域供需

明定評估機制之項目及內容，並於評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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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區域間電力輸送能力及電力系統安
全等。

制中導入科學數據與技術層面之評估佐證
，以務實規劃推動，確保非核家園目標之

三、電力價格：國家進口能源支出及民生產
業電價負擔等。

達成。

四、碳排放：國家減碳目標之達成及產品之
碳足跡等。
五、經濟衝擊：民生物價、財政負擔、產業
投資及民眾就業等。
第十條 中央政府應整合相關部會或成立跨部
會組織，訂定計畫推動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園

一、鑑於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園事務之推動，具
有跨部會且須長期推動定期管考之特性，

之各項執行措施，並定期管考執行成效。

爰明定中央政府應訂定相關計畫推動各項
執行措施，並定期管考成效。
二、計畫之內容，應包含第四條至第九條有關
能源需求面、能源供給面、能源系統面、
應變機制與風險管理及評估機制等推動措
施。

第十一條 中央政府於訂定或推動能源安全及
非核家園相關政策措施時，應建立完善之溝
通機制，主動公開能源安全及核能安全相關
資訊，增進民眾或關心團體之瞭解，以適時

明定中央政府負有於訂定或推動能源安全及非
核家園相關政策措施時，應主動公開並揭露相
關資訊，及增進公眾參與之義務與責任。

陳述意見或參與。
第十二條

政府應致力於參與國際相關組織，

推動雙邊及多邊之資源開發、能源取得、能
源技術研發或核能安全有關之國際合作，以

明定政府推動能源安全及核能安全之國際合作
之職責。

增進能源安全及核能安全。
第十三條

政府應持續在各級學校與社會推展

一、明定政府推動能源安全與核能安全之教育

永續能源及能源安全教育，培育能源科技人
才，擴大永續能源、能源安全及核能安全之

及宣導責任。
二、政府應本於永續發展之精神，推動能源教

宣導，增進民眾之認知及參與。
第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育宣導與加強民眾對推動能源安全及非核
家園之認知及引導參與。
本法之施行日期。

政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