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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核能復興之羅盤(三十五) 
向布希總統學習什麼 

以綜合能源政策為本確立核能政策 
 

作者：IAEA, NEA ISOE 委員會副主席[下一任(第七任)主席] 水町涉 

譯者：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技正 石門環 

*日文原文刊載於 2005 年 10 月 ENERGY 雜誌 

 

在 2005 年 9 月份文章中曾介紹布希總統有名的演說，那是卡特總統在三哩島(TMI)

核電廠事故時訪問以來，美國總統第 1 次在平時訪問核電廠，其目的在說明綜合能源
法案應該在參眾兩院獲得通過。「晚上觀賞我最喜愛的棒球賽需要能源」、「核能發電是
最安全的能源之一」、「完全國產、對環境友善、又可大量發電的只有核能」等，以民
眾易於了解的說詞訴求恢復核能的必要性。 

綜合能源法案在經過 10 年以上歲月的難產之後，終於獲得國會的通過。布希總統
在 2005 年 8 月 8 日簽署此法案時，訪問
以核能研究而聞名的桑地亞(Sandia)國
家實驗室，又在此一隆重的舞台發表著
名的演說，並簽署法案，實在令人印象
深刻。由此演說中可以深切感受到布希
總統對能源法的執著，實在可以比美小
泉首相的郵政民營化，因此筆者決定繼
續簡要介紹此一演說內容。 

指向核能復興之羅盤在我國也是一
樣，必須訂定像美國那樣的綜合能源政
策，作成核能政策大綱，明確反映核能
的任務與重要性。 

 

在桑地亞國家實驗室簽署法案 

感謝大家熱烈的歡迎，剛才參觀此
地設施時學到很多，我再次感受到因為
大家的努力，我國才可以維持強大的競 布希總統參訪 Sandia 國家實驗室 

核安、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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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在擁有桑地亞國家實驗室的新墨西哥州簽署此一法案，感到非常光榮。 

本法案強化美國的經濟，改善環境，加強國家安全，並有助於以汽車通勤的所有
美國人，支付電費的所有家庭，以及那些期望能夠擴充營業的小規模企業經營者。本
法案是多年努力的成果，是善良的人們為了美國國民，團結一致，發奮努力所獲得的
心血結晶，因為有了此一法案，21 世紀的能源戰略也就此開始，我盼望簽署日期的來
臨已經等很久了(鼓掌)。 

感謝 Domenici 參議員的領導力，大家知道，只要他決定實行某件事，想要阻止他
是相當困難的，在此之前 Domenici 參議員長期致力於各種不同的能源法案，其中有以
前歷代總統簽署過的法案，也有被束諸高閣的法案，但是他始終不屈不撓，努力使法
案能夠立案。 

 

能源法為國家安全保障法 

美國為了繼續成長，通過此一能源法是非常重要的，美國經濟良好，景氣上升，7

月中創造 20 萬人以上的就業，2003 年 5 月以來總共創造大約 400 萬人的就業。今日，
這麼多的國民能夠就業是美國史上未曾有的，工作者的實際收入增加，通貨膨脹降低，
房貸也在低利率水準，自有住宅率達到史上最高水準，也就是說我國經濟現出活力，
此一能源法為確保經濟能夠持續成長，證實了更具經濟性、高可靠度能源的必要性。 

布希總統簽署綜合能源法         綜合能源法正式生效 

本法案雖是經濟法案，但正如 Domenici 參議員所言，也是國家安全保障法案，我
國在 13 年間一直沒有一個國家能源政策，實在很難令人相信，結果導致我國的消費者
要負擔高油價、高電價。2 年前（2003 年）的夏天，我國遭遇到大規模停電，導致數
十億美元的損失，數百萬人的生活陷入混亂，多年來欠缺國家能源戰略，對國外石油
資源的依賴每年都在增加。 

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必須要有一個講求平衡的方法，也就是推動節約能源以及增



 

77 97 年 7 月 

加能源產量，並致力於能源供給的多樣化及能源配給的近代化。因此，Domenici 參議
員他們到處奔走，傾聽眾多優良的意見，實際上也採取了重要的措施。 

 

節省能源並提升能源效率 無前例的公約 

有一件事我想表達謝意，那就是美國政府得以從黨派之爭而陷入一籌莫展的狀態
中脫困，也就是為了國家，大家共同努力，這是非常重要的精神，也是民眾所期盼的
事情。 

讓我說明其理由，第 1 個理由就是這個法案是以往沒有的節約能源、提升效率的
公約，本法案對聯邦政府的建物以及家電用品設定較高的效率基準，並且命令交通部
對小轎車、貨車、SUV 車的燃料效率標準調查其改善實用性的可能性，同時允許對最
先端技術的研究提供新的資金，致力於以更少的能源實現更多的事情。 

美國擁有世界第一的技術，也深知要成為世界第一的節省能源國家，必須將技術
加以活用。本法案納入促使消費者更加節約能源的獎勵對策，住宅擁有者如果設置能
源效率優良的門窗及裝置，則可以有新的扣除稅額。在買車的時候，如果是燃料效率
較高的混血車(Hybrid)，或是乾淨的柴油車(Clean Diesel)，則最多可節省 3,500 美元。
車子的燃料效率愈高，減免稅額就愈多，節省能源並不只是個人的美德，而是公共的
美德，由今日所簽署的法案，美國將成為選擇節約能源的消費者之伙伴。 

 

降低能源輸入 促進國產資源之乾淨利用 

第 2 個理由就是本法案利用煤炭、核能、石油、天然氣等國內能源資源，可以更
乾淨、更具有生產力，利用這些可靠的資源提供我們更多的能源，可以降低對國外能
源的依賴，進而促進我國的經濟成長，創造就業機會。 

煤炭是美國最豐富的能源資源，佔我國全部電力生產量的一半以上，開發不會污
染大氣的煤炭資源活用法是重要的課題。我在 2000 年總統大選時，曾承諾在未來 10

年間投資 20 億美元(2200 億日圓)來推動乾淨的煤炭利用技術，並已要求國會同意此項
投資。至今為止，與國會合作，已經提供 13 億美元(1400 億日圓)以上，改良現有的煤
炭火力電廠，研究對興建煤炭火力電廠具有效益的嶄新技術。我在今日所簽署的法案
就是要朝向一個目標，興建世界首座零排放的煤炭火力電廠，並允許對乾淨的煤炭利
用技術提供新的資金(鼓掌)。 

 

2010 年以前興建新核電廠 

核能也是美國最重要的電源，我國所有能源之中，只有核能發電連一盎司(Ou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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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氣污染物質和溫室效應氣體都不會排放出去，而且又可以大量發電。因為科技的
進步，核電廠的安全性比以前大幅提升，但是美國在 1970 年代以後，未曾興建新的核
電機組。在我今日所簽署的法案之中，政府將與產業界合作，繼續進行「核能 2010 伙
伴」(Nuclear Power 2010 Partnership)計畫，協調興建新核電廠的訂單。另外也將對最早
興建新核電廠的 6 家公司提供新的聯邦政府風險保險，這個法案中具有實際效益的措
施，可使美國更接近極為重要的國家目標，並且預定在 2010 年以前再度興建新的核能
電廠（鼓掌）。 

滿足經濟持續成長的要求即意味著國內石油與天然氣的增產，石油與天然氣是運
輸、發電、製造所不可或缺的燃料。本能源法允許獎勵利用對環境友善的方法來探勘，
對石油、天然氣等進行實際改革。本法案對於貯藏於頁岩、瀝青沙(Tar Sands)等大量的
能源，允許調查其利用之前景，同時也對煉油廠提供擴大生產能力的獎勵措施，這也
有利於消費者，如果石油供給量增加，可靠度就會提升，價格上的壓力也會降低。 

本法案納入稅率獎勵措施，鼓勵興建新的天然氣輸送管，讓全國的消費者可以享
受便宜的天然氣，聯邦政府當局也會選擇新的液化天然氣接收基地。 

 

促進能源多樣化 

第 3 個理由就是尋求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振興，促進能源供給的多樣化。本
法案納入風力、生質(Biomass)、沼氣發電及其他可再生電源的稅賦減免，同時也提供
推動乾淨而可再生之地熱能源新的獎勵方案，住宅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亦可減免稅
賦。開發這種革新的技術，除了可以保護環境以外，亦可利用國產能源，使電燈持續
發光發亮，在談到降低對國外能源的依存度時，其中一個對策就是促進可再生能源的
利用（鼓掌）。 

本法案也涉及小轎車和貨車燃料的進一步多樣化，法案中納入乙醇(Ethanol)及生質
柴油(Biodiesel)生產者之稅賦減免措施，未來 7 年間，乙醇及生質柴油之燃料供給量將
倍增，並訂定具有彈性及降低成本效果的可再生燃料標準。如果利用乙醇及生質柴油，
大氣將變得更乾淨。利用國產燃料，特別是乙醇及生質柴油，就是幫助農民，同時也
可以降低對國外能源的依賴（鼓掌）。 

 

強力支援氫燃料技術 

我雖然喜歡開玩笑，但我所說的「總統在不知不覺中好像變成在念收成報告」並
不是在開玩笑(引起笑聲)。看到玉米或大豆豐收的報告，最先浮現在總統腦海中的大概
是降低對國外能源的依存度吧，推動乙醇及生質柴油的利用是極具意義的(鼓掌)。 

法案中也納入對氫燃料技術的強力支援，使用氫燃料電池可供給電力給電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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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汽車等各種消費製品，而且這些產品排放的不是廢氣，而只是水而已。我提倡創
始(Initiative) 氫燃料，對於國會議員以能源法來促成此一趨勢，謹表達感謝之意。 

氫燃料汽車的研發目標就是要讓現今的小孩在長大時，可以用無公害的車子來考
駕駛執照。 

充實送電網路 

第 4 個理由就是能源法利用可充份信賴的近代基礎建設來支援對消費者的確實供
電，本法排除了落後時代的障礙，以免阻礙對電廠輸電線的投資，改正原來法律對電
力可靠度基準不具義務而可以任意為之的規定。大家幾乎都認為打開開關電燈就會亮
是一種義務吧(笑聲)，今後電力公司也必須將此視為義務（笑聲）。 

為了不讓地域的紛爭演變成國家的問題，本法案將新的輸電線路鋪設場所的選擇
權限交給聯邦政府職員，美國的洲際電話網與高速公路網相當完備，有了這個能源法，
美國也可著手進行 21 世紀的近代輸電網的整備。 

 

極為重要的第一步 

我今天簽署的法案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為了美國國民，這是提升將來能源經濟
性與可靠度的第一步。本法案並不能把能源問題在一夜之間解決，汽油價格暴漲以及
對國外石油依存度增加等深刻的問題幾乎是累積幾十年歲月的老問題，即使只是解決
其中的些許問題，今後數年亦必須全力以赴，但是再過兩分鐘(如果我簽署此法)，我們
就會擁有對此努力具有助益的戰略（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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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乾淨開發及氣候有關之亞太夥伴關係」 

在解決能源依存度問題時，不能忘記能源市場是世界性規模，不是只有美國才是
碳氫化合物的大量消費國，像印度、中國快速成長的經濟，其能源需求也快速增加。
與能源消費增加的各國合作，提升效率、降低對碳氫化合物的依存度，可以實現我國
的國家利益，支援各國達成其目標，緩和國際性的能源供給壓力，也可以促進對美國
消費者價格壓力的緩和。 

上個月和印度、中國、澳洲、日本、韓國的領袖一起參加「乾淨開發及氣候有關
之亞太夥伴關係」的創立會議，這是能源法所認可的革新方案，經由此方案，我國尋
求將乾淨而具有效率的能源技術推廣到整個環太平洋地區(鼓掌)。 

國會通過了一個非常好的法案，我對能夠訪問偉大的新墨西哥州，簽署此一法案
感到非常榮幸。美國國民未來將會回顧此一法案，降低對國外能源的依存度，是朝向
更安全、更繁榮的國家的重要一步(鼓掌)。 

 

日本也應有綜合性能源政策 

布希總統對能源政策再度發表明快的演說。 

「我國所有能源之中，只有核能電廠連一盎司的大氣污染物質及溫室效應氣體都
不會排放出去、又可以大量發電」、「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核能電廠的安全性此以前
大幅提升」、「美國在 1970 年代以後，雖然連一部核能機組都沒有興建，但是預定在 2010

年以前將再度興建」。另外，我國 13 年間沒有國家能源政策，對於此一綜合性能源法
案，大家停止黨派之爭，為了國家，共同努力合作，謹表達衷心的謝意。 

布希總統的演說明確闡述了國家的能源政策，而且對於只有總統才有辦法統合的
外交問題、環境問題、經濟問題等，明確顯現出整體解決的決心。 

石油價格已超過每桶 130 美元，創下史上最高紀錄，對於沒有資源的日本而言，
能源政策更是需要超越黨派，同心協力，國民也正期盼著這種重要的精神。如果變成
政治鬥爭的工具，將喪失百年之計，日本豈只 13 年，像這樣的綜合性國家能源政策也
可以說是沒有，雖然為時已晚，但日本仍然需要有一個國家的能源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