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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5月17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858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鑑於非核家園為多數民意支持且亦經政
府承諾，核能第四發電廠於 2014 年封存，惟其後續相關處理
尚未有法律明訂規範，又本院第八屆第四會期本院委員鄭麗
君等 22 人曾提出「臺灣電力公司龍門核電廠停建特別條例草
案」，並歷經第五會期至第八會期持續遭退回程序委員會，
無法完成一讀程序，且在本屆又因屆期不連續而未能審議完
竣。為因應停建、封存後相關處理問題爰擬具「臺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龍門核能電廠處理特別條例草案」，並維護國家
環境永續發展與財政穩健，爰擬具「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龍門核能電廠處理特別條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徐永明

黃國昌

林昶佐

洪慈庸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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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龍門核能電廠處理特別條例草案總說明
一、核能第四發電廠計畫早在 1980 年即已提出，歷經 1983 年因安全疑慮而暫緩停工，1992 年恢
復新興建，2000 年經行政院決議停止興建，2014 年 4 月 24 日宣布封存核能第四發電廠，歷
時 36 年之長，施工期間屢生弊端，至今已投入的建廠費用高達 2,838 億元。
二、鑒於廢除核能發電為多數社會民意所支持，過去朝野間亦以非核家園作為朝野共識，2016 年 5
月政黨輪替後，新政府亦承諾對於台灣到達到非核家園的目標不變，蔡英文總統提出「2025
非核家園計畫」，將以替代能源、提昇發電效率、節約能源、產業結構調整和電業自由化來
達到這個計畫目標，至於已於 2014 年宣布封存之龍門核電廠實有必要就其後續處理以法律明
定規範。
三、又依司法院釋字第 520 號解釋理由書指出，針對核能電廠興建之預算及政策，立法院得以特別
性法律之方式，制定特別法要求行政機關依法辦理。且 2002 年公布之環境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規定，政府應訂定計畫，逐步達成非核家園目標；並應加強核能安全管制、輻射防護、放射
性物料管理及環境輻射偵測，確保民眾生活避免輻射危害。故就已宣布停建之龍門電廠確有
必要訂定專法，規範相關處理措施，以維護民眾之安全。
四、2013 年立法院第八屆第四會期本院委員鄭麗君、陳其邁、田秋堇、葉宜津、管碧玲、邱志偉
、楊曜等人，曾連署提出「臺灣電力公司龍門核電廠停建特別條例草案」，並歷經第五會期
至第八會期持續遭退回程序委員會，無法完成一讀程序，且在本屆又因屆期不連續而未能審
議完竣。惟龍門核電廠停建屬於國家重要政策變更，為因應核能第四發電廠停建、封存後相
關處理問題，爰擬具「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龍門核能電廠處理特別條例草案」。
五、本條例重點如下：
(一)立法目的與主管機關。（第一條、第二條）
(二)預算經費之裁減。（第三條）
(三)龍門核能電廠廠址之再生。（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
(四)臺灣電力公司之契約責任與因應。（第七條、第八條）
(五)臺灣電力公司應進行獨立財務評估。（第九條、第十條）
(六)施行期間。（第十一條）

委 302

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1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龍門核能電廠處理特別條例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解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臺電公司）龍門核能電廠（以下簡稱龍

核能第四發電廠計畫，始於 1980 年即已，距
今歷時三十七年之長，施工期間屢生弊端，至

門電廠）停建、封存後相關處理問題，俾妥
適維護國家環境永續發展與財政穩健，特制

今已投入的建廠費用高達 2,838 億元。鑒於廢
除核能發電為多數社會民意所支持，過去朝野

定本條例。

間亦以非核家園作為朝野共識，2016 年 5 月政
黨輪替後，新政府亦承諾對於台灣到達到非核
家園的目標不變。為因應核能第四發電廠（以
下簡稱龍門電廠）停建、封存後相關處理問題
，特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規定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第三條 本條例施行後，臺電公司龍門電廠工
程應立即停止，行政院並應依預算法七十一
條之規定，將相關預算全數裁減。

核能第四發電廠計畫，於 1982 年至 1986 年間
中央政府總預算中編列新台幣 110 億元，並執
行 31 億餘元，又於 1996 年經立法院聽過編編
列預算 1126 億，直至 2016 年已投入的建廠費
用高達 2,838 億元，另計現有負債 1,600 億元
。龍門電廠停建後，所餘之預算金額龐大，實
有裁減之必要，須予以妥善處理。又依大法官
釋字第 391 號解釋意旨，預算之提出及審議屬
於措施性法律，是以就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
應依預算法第 71 條規定，遇國家發生特殊事
故而有裁減經費之必要時，得經行政院會議之
決議，呈請總統以令裁減之，故就臺電公司龍
門電廠工程之停止，

第四條

針對龍門電廠停建後，已完成之建築

龍門核電廠廠區建於新北市貢寮區仁里，廠址

、構造物及廠址之後續處理及再利用，由行
政院於本法施行後二個月內設置龍門電廠廠

佔地約 480 公頃面積之廣，其上建有大量之建
築物與構造物，廠區內配置兩部機組，就該電

址再生諮詢委員會，提供相關政策之建議。

廠停建後其所在之土地與建物後續處理，實有
必要以法律規範。現行電業法雖屬規範電業設
備之法規，惟因電廠停建後對於電廠所在地之
相鄰地區必然產生重大之衝擊，為妥善處理停
建後廠區內之土地與建築物之後續處理與再利
用，爰要求行政院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個月內設
置龍門電廠廠址再生諮詢委員會，負責提供相
關政策之建議。

第五條 龍門電廠廠址再生諮詢委員會置召集
人、副召集人各一人，由行政院院長、副院

一、龍門電廠停建後之後續問題涉及多層次及
多面向，需由各領域之專業人士參與方為

長兼任之，諮詢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人，由召
集人就行政院政務委員、相關機關首長、所

妥適，爰此規定再生諮詢委員會由召集人
就行政院政務委員、相關機關首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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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及鄰近之行政區首長、臺灣電力公司董事
、專家學者及新北市貢寮區居民代表派（聘

及鄰近之行政區首長、臺灣電力公司董事
、專家學者進行。又龍門核電廠廠區建於

）兼之。其中專家學者及新北市貢寮區居民
代表，合計不得少於四分之一。

新北市貢寮區仁里，停建對於當地所產生
之影響最為龐大，爰規定委員會中應包含

前項所稱之所在及鄰近之行政區，為新
北市、臺北市、基隆市、宜蘭縣。

新北市貢寮區居民代表，且為特別保障地
區代表之員額，特別規定得少於四分之一

龍門電廠廠址再生諮詢委員會由經濟部
能源局擔任幕僚機關。

。
二、避免影響廠址附近行政區域之民眾權益及
施政規劃，爰於第二項規定再生諮詢委員
會須包含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宜蘭
縣行政區首長。
三、經濟部能源局掌理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事項，本條規定龍門電廠廠址再生諮詢委
員會由經濟部能源局擔任幕僚機關。

第六條 龍門電廠廠址再生諮詢委員會應於成
立後六個月內，就龍門電廠廠址之後續處理

就龍門電廠停建後所生後續處理涉及各中央政
府機關及地方機關之權限，為使政府施政具備

及再利用提出綱要計畫，供行政院參考。

萬善的整體規劃，是以要求龍門電廠再生諮詢
委員會應就後續處理及再利用提出綱要計畫於
行政院，且應於成立後六個月內完成並提出。

第七條

針對龍門核能電廠停建所衍生之損害

龍門電廠之停建屬於重大政策之變更，對於此

賠償責任，契約之相對人得循相關法令尋求
救濟。

項政策變更所造成相關契約之相對人之各種損
害，應以法律明訂其得依相關法令尋求法律救
濟。

第八條

臺電公司應於本法通過三個月內，就

為妥善處理龍門電廠停建後之後續損害賠償問

損害賠償責任之總額進行概算。
就龍門電廠停建所衍生之損害賠償責任

題，爰規定台灣電力公司應於本法通過三個月
內，就損害賠償責任之總額進行概算。如有衍

，除得依預算法提出追加預算案外，臺電公
司並應在行政院督導下，制定損害賠償處理

生其餘損害，亦得由行政院提出追加預算，並
應依據損害賠償之概算與評估，制定損害賠償

計畫。

處理計畫，俾利龍門電廠停建所生法律爭議妥
適處理。

第九條 為估算龍門電廠停建對臺電公司之影
響、確保我國電力供應之穩定、擬定無新建

鑒於電源規劃與開發需要數十年之預測及規畫
準備，龍門電廠停建台灣電力結構與電力備用

核電廠下我國電力建設之計畫，由行政院於
本法通過後二個月內組成臺電公司獨立財務

容量配置均產生重大影響，亦可能間接對於我
國經濟產生一定之影響，為平衡電廠停建所產

評估小組。
臺電公司獨立財政評估小組應於成立後

生之沉默成本（sunk cost），爰規定，行政院
於本法通過後二個月內組成臺電公司獨立財務

六個月內，完成臺電公司獨立財政評估報告
。

評估小組，並應於成立後六個月內完成獨立財
政評估報告。

第十條 臺電公司獨立財務評估小組成員共二
十人，由行政院長就相關機關首長、臺電公

臺電公司獨立財務評估涉及高度財務專業，為
確保評估結果具備獨立性、社會多元性，爰此

司董事、專家學者派（聘）兼之，其中專家

要求臺電公司獨立財務評估小組除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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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小組設召集人、副
召集人各一人，由小組成員相互推選。

臺灣電力公司董事外，須包含專家學者，具有
經濟、財務金融、會計、企業管理、法律、財

前條所稱之專家學者，應具有經濟、財
務金融、會計、企業管理、法律、財政、能

政、能源政策或具備其他實務經驗，且其名額
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源政策或其他與小組任務相關之學術專長或
實務經驗，且於受聘時行政院應主動公開其
五年內受政府委託進行之研究案。
第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除第二條外

為落實立法監督行政，爰規定本條例之適用期

適用期間為五年。
本條例之施行五年後，行政院應將執行

間為五年，惟預算之裁減另依預算法之規定，
且行政院應將執行成果向立法院提出專案報告

成果向立法院提出專案報告，並就未及執行
部分提出因應計畫。

，並就未及執行部分提出因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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