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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提供我們，您對參與本活動後的寶貴心得和建議。
女生:
1. 兩天的行程下來真的可以很深入了解台灣的能源發展，透過實際參觀電廠，聽電廠人員的講
解，了解到發電原理，以及發電工程技術上的各種問題及考量。知道能源的來之不易，想起
今年夏天去到尼泊爾山區的經驗，一根搖晃不定的木竿電線杆，必須不時搖晃才會有電，一
家人在停電後終於等到昏黃燈泡發光而欣喜歡呼。我知道飲水思源，感謝台電的努力。
2. 這次的活動我認為不錯，有講員向我們報告核能目前的情況，可以讓我更了解核能，對核能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也可以讓那些不懂核能或對核能有錯誤真的人有重新認識核能的機會。
除了講員的報告，進入廠區參觀的行程也很棒，讓我見識了核能電廠裡的一些設備，這是很
難得的經驗，也去看了核廢料三號倉庫的自動化系統，了解到目前對核廢料的儲存現況。經
過了這次的參觀，我對核能的安全更有信心，且核電廠的人員也說了不排除發生事故時，用
海水降低爐心溫度，表現台電方面寧可放棄電廠也不會讓輻射離開核電廠的決心。所以我認
為這趟行程很不錯。
3. 核四簡報很清楚，講解很明確，且能實際看到核電廠內部的結構也讓人很印象深刻。在核二
廠，我覺得在聽簡報之餘，也可以讓大家自行瀏覽館內展示，核廢料處理的演示也十分易懂；
明潭水力發電廠內的水力發電模型很讓人印象深刻。在台中火力發電廠，講解者非常生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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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及之後的展覽與模型也是非常生動的。但如果多一些時間給我們瀏覽會更好。此行獲益
良多，對於各種電廠及目前台灣用電狀況與危機有更深的認識。
4. 核電廠內部人員的解說十分詳細，規畫得很好。吸收到很多不同的第一手資訊，畢竟是第一
線人員在和我們講解，像是核能的利弊和安全顧慮等等。
5. 第一次親身體驗到電得來不易，對於各發電廠的發電原理有更深刻的認識。不單單侷限在電
磁感應等基礎原理，電廠中也看到許多的配套措施，核反應爐產生的水蒸氣需乾燥後才能進
汽渦輪機；火力發電後的煤灰，一點都不浪費，可用於製造水泥。水力發電需靠油壓，水冷
卻系統持續穩定性。感謝各位工作人員及精闢的解說員讓我有這趟充實的能源之旅。
6. 這次活動讓我對於各發電廠的發電原理有更深刻的認識。不在受媒體鼓動而盲目反核，親自
去參觀後，才發現核電廠的全貌及台電員工認真負責的態度。明潭的科長超投入的講解令人
印象深刻，親自到地下道為我們解說，噪音+空氣不流通，一度讓我有缺氧的不舒服的感覺，
可想台電員工的辛苦。火力廠有趣的介紹後，讓我了解電價漲價不是沒有原因的。政府難做，
要拚經濟卻甚麼都做不了，不管火力，水力，太陽能都有人要抗議。只能靠閃電發電了。希
望活動可以讓更多人參加，了解評估後再去抗議會比較有道理。
7. 核電廠報告內容太相近有一點可惜，多實際走訪確實比看懶人包有用。火力廠令人吃驚，見
到煤礦山，以及我們燒的煤炭量告訴我們真的要節能。也感謝所有人促成此活動的人。但希
望時間不要那麼趕，讓報告的人可以把想說的話完。不要一直趕時間，或許減少一點行程會
比較好。若是日後有類似的活動，我會願意推薦他人參與，可多推廣讓更多人參加。
8. 實際參訪核電廠廠房是很棒的經驗，在機器聲響較大的地方，常會聽不到工程師的講解。各
廠負責人的簡報好像都差不多或太簡單，或許可以再溝通一下簡報內容。參訪對核四的議題
斯可的面向更深更多了，核電廠參訪到兩個地方會有重複的內容出現。建議可減少為一個廠
區，然後作更深，更完整的了解，例如核電廠內部人員的組織工作，廠區運作時各區的內容，
安全機制更詳細的介紹，可有效降低民眾對核能的恐懼。
9. 核能部分應該可以有更多方人士的觀點，而非只有台電廠內部人員的。多講述一些再生能源
利用的部分，提供更多未來潛能。減少簡報時間，多增加一些實際操作的機會，聽簡報其實
就不用跑這麼遠了。講解人員很熱心也很詳盡地分享他們的知識，很感謝他們。
10. 有實際參觀到核電廠很好，但時間有點太趕，有些部分都參觀到缺乏實體感。水電廠的講解
仔細，很棒。若能將行程減少或拉長參觀時間會更好以深入瞭解其原理和現況。透過實際的
參訪可以有效了解上課所講解的內容。透各種發電方式的原理以及其優缺點對經濟環境的影
像等。讓我們重要的公民議題核四廠的運作與否，有更深入的理解。核四議題對台灣影響重
大，但多數人認知不完全，且多包涵主官及情感因素，不夠理性。因為這次活動有了不一樣
的觀點，收穫很多也希望身邊的人對這個議題有更深入的了解。
11. 這次活動集合時間太早了。沒甚麼時間休息。核二核四感覺可以去一個就好，因為其實都差
不多，火力發電廠的講者報告很生動，因此能比較認真聽講，感覺從這位講者身上能夠學到
較多。在水力發電廠，工作人員有帶我們參觀內部，這是平常無法有的經驗，感覺很值得。
12. 雖然這兩天相當早起，且舟車勞頓。但這兩天的行程的確給我們一個難得且收穫豐富的經驗。
能將我們平日所學的物理知識應用在生活中息息相關的能源上。例如渦輪機，發電機的運作，
實際進入各種類型的電廠讓我們理解平常的用電從何而來。也得到很大的震撼感。水力發電
廠中，真正進入廠房，讓我們看到電廠中的渦輪機，發電機是怎麼組合的，還有冷卻系統的
部分是利用空氣去冷卻發電機組過熱的情形。讓我印象蠻深刻的。
13. 參觀四個電廠，讓我更了解台電內部的運作和環境議題，過程十分有趣，內容也十分精采。
其中我覺得火力發電廠經理的報告最生動也最令人印象深刻，因為參觀電廠的人數有點多，
核電廠內所使用的擴音器音質不佳，以至於在參觀時無法聽清楚講解內容。
14. 整體來說，收穫良多，水力發電廠講解仔細，有許多細節都有讓我們參觀，也讓我們體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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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運作時所產生的巨大聲音，我出來頭都昏了。可見核電廠員工的辛苦，核電廠清楚地說
明設備設施和核能安全，讓我了解輻射安全，我認為這樣的講解應多推廣，讓大家都了解。
15. 這次的能源之旅中，演講人員詳細的解說，讓我對電廠各種發電方式，原理更加了解。也讓
我對各種發電的優缺點有更深的認知。其中，核二核四的參訪，透過員工的說明，我發覺核
電廠對安全的要求十分嚴謹。而且核能其實較其他發電方式經濟且核廢料的處理耗費的資金
原來如此龐大，在這次的活動之後，讓我對能源發展有嶄新的認知。
16. 我覺得這次關於核能，火力，水力發電的講解都很詳細。只是核四感覺只不過是在告訴大家
核能有多安全，卻很少會告訴我們如果核災發生了有什麼樣的緊急應變措施來保護民眾。只
說政府立法是直接廢廠，這樣不會說服社會大眾覺得核能安全啊。這次活動中，我也收穫良
多，像是核能是最有經濟效益的電能，水力發電有多壯觀，火力發電並不會嚴重汙染當地環
境等等。雖然我是擁核的，但是我覺得有些地方要再改善。
17. 我之前對核能這議題不是屬於反對派，但是卻感到恐懼。特別是日本福島事件之後，在網路
上看了很多關於輻射的報導，以非科學的角度認為絕對不能擁核。但經過這幾天參觀了不同
的電廠之後，的確對於「核能」有了新的認識。我喜歡講員說的「要不要用核能」是選擇題
而不是是非題。如果我們選擇去認識核能，就不要恐懼它；那如果我們選擇否定核能，我們
都會失去控制這項能源的機會。我不完全擁核，但我願意給自己一個機會去了解核能。我本
身不是台灣人，所以認為台灣在核能發展這部分已有幾十年的基礎。是相當幸運的。
18. 身為一個人社院的學生，基本上對理科的事物稍稍缺乏興趣，然而這次的能源之旅不僅強制
參加，還常涉及一些專業的觀念。參觀核二核四時，本想說機會難得，抱持著反核家園的態
度，我認為應適當了解核電廠的運作對整個國家與利弊。大概是不同系不同所關注的點會比
較不同。對於核電廠的機械運作我不如理科同學那樣感興趣，反倒對於核電廠的安全措施等
較感興趣。反核不是人云亦云為反而反，所以我想透過這次機會更了解核電以確認是否核電
廠真的非蓋不可。在第二天的行程中，我們也參觀了台中火力發電廠，明潭發電廠。這就又
比前一天更多部分有涉及專業知識。而我比較想了解的是 CO2 排放的部分。這是一個全球暖
化，大洋洲島國面臨滅頂危機的時代。我想比起了解火力發電對我國用電的重要性，我們更
應該拉大眼光來了解降低 CO2，採取再生能源的可能性。
19. 這次的能源之旅中，演講人員所演講的內容大多十分易懂，也非常豐富。唯一較遺憾的是核
四人員帶我們實地勘察時，因機具或巴士的聲音過大，所以講員的聲音非常模糊。若能如明
潭發電廠一樣先大致了解勘查的內容，可能我們能有較佳的理解。另外，對於核四人員使用
PTT 講解時，以百貨公司的抽獎活動和滿額禮來說明輻射問題的選擇性，對此我不是很滿意，
畢竟核四議題是充滿爭議性的議題，不應該以戲謔的口吻來處理。還有這幾天參訪的電廠，
都以節約能源作為結尾。但在核二核四簡報室的溫度都有點低，似乎不在政府推行的 26~28
度之間。希望核電廠能對這些小細節多加注意。這兩天對我來說是相當難得的經驗。很高興
能有這個機會對能源有更深入的了解，雖然以上內容有一部分是對核四的意見。不過或許是
因為核四尚無實際運作的機會，也較少民眾能入場訪查。對於核四廠安排的行程我覺得能實
際到核能發電的機械是十分新奇難得的。可惜一開始講員就提醒我們不能拍照，否則我很想
留下一些寶貴的相片。
20. 這次的能源之旅非常特別，我不但對能源發展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也體會到多元的觀點。在
所有活動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參訪核四廠，之前對核四廠的印象主要來自於媒體。但
參訪之後我發現核電廠實在對台灣貢獻良多。次外，此次能進入原子爐附近真的很新奇，若
不是尚未運轉，那裡應屬高輻射區。希望未來核四廠能順利運作，
21. 這一場能源之旅真的很精采有趣，使我了解到台灣能源的發展及更深刻了解到各種能源的運
轉，第一天我們到了貢寮的核四廠。本以為核能電廠很危險。電廠裡面的環境比想像中更乾
淨更安全，使我改變了原本對核電廠的負面印象。更讓我重新思考核能的各種問題。第二天
我們來到了水力發電廠。看到了內部的運轉及裡面如此錯綜複雜的構造，我真的覺得很新奇。
最後一站來到台中火力發電廠，本以為煤原料會使空氣變黑，但裡面的環境比想像中更乾淨
許多。這場能源之旅真是讓我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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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兩天的時間內，參觀了各式電廠，核電廠、水力發電廠，火力發電廠。對於一些能源的困
惑多少有減少。常常看到大家遊行反核，會覺得政府為何非蓋不可呢? 但後來了解核能是最
方便，最便宜，最可行的能源了。當不漲電價，用電量有如此大的情況之下，核能是最好的
的選擇了，所以我個人是贊成有核能的。做任何事都有一定的風險，也不是只有核能才有，
而且對於核廢料及安全，也都有做好處置工作。我想多數人都被福島核災嚇到，所以心理恐
慌大於實際危險。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是不可能的。我覺得這兩天的解說員都非常親
切熱情。而且介紹詳細，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舟車勞頓，往往一下車聽個解說就要繼續坐車朝
下一個目的地前進。這兩天非常勞累。還有在核電廠根本聽不到解說，就算拿麥克風也沒用。
23. 這次的能源之旅參觀了核四，核二，明潭水力發電廠，台中火力發電廠。我覺得核四講解比
起其他電廠要籠統許多，只著重在核四很安全這個重點上。但我覺得應該更詳細的說明，讓
民眾更清楚明白。核二的北展館就相對親民，利用開放的展區讓民眾能休憩，在輕鬆的態度
下吸收知識。第二天到日月潭的明潭水力發電廠，讓我們親身到地下廠區，更能了解原理。
這兩天不停的在聽演講，看簡報。雖然收穫良多，但是有許多內容是重複的，我覺得是比較
可惜的部分。
24. 這次的活動對讀文科的學生是非常難得的體驗。平常從新聞媒體上得知的核電知識有許多偏
見及誤會。即使明白節省能源的道理，但沒有親眼見識電力產生的過程就無法積極看待、珍
惜現今的便利。而且一改過去對台灣電力公司的負面印象。如果大部分民眾都能有機會了解
各式發電方式的成本與過程，或許能夠在政策推動時有較多的支持。對台灣未來發展也能共
多正面的力量，而非太多的爭執與恐慌。
25. 活動很棒，很充實，也充分感受到台電人員的熱情、專業及辛苦。唯一有個問題，因為電廠
內部有時噪音很大，分組後人還是很多，講解時常常後面的人聽不到，希望廠內講解時可以
攜帶麥克風。此外這次核二館的參觀時間太短，沒有機會仔細看各項展示品，只有聽簡報。
這次和同學出去收穫良多，和各系的同學互相交流。理工學院的學生也提出一些我想不到的
問題，學到很多，龍門廠確實針對各種可能災害，預備好更種應對方式，希望核四在通過之
前，完工之前核一核二廠也能有相同的安檢措施。
26. 在兩天的時間內，參觀了各式電廠，每一個環節都令我感到震撼。尤其是直接參訪核能發電
設施，真無法想像那是由人所建置而成。此外，聽了各廠訪的介紹，也能了解台電人員在電
力和安全層面所付出的心力。看了針對各種能源優、缺點的比較，更能體悟到許多事情都受
不同看法的人影響。但真沒想到連再生能源都會備受指責，雖然我也考量過台電的發言立場
也許會被群眾的言論所壓抑。但若非經由這次的參訪，我也許還是站在反核的角度，單純的
贊成再生能源卻不知社會上反彈的聲音。所以我希望台電能繼續努力將各層面的資訊，完整
地傳遞給各界，相信有一天得以激發群眾們的判斷能力，而非一昧地從於主流媒體的看法。
27. 這兩天的能源之旅中，無論是第一天核電廠參訪或是第二天的水力。火力發電廠，講解人員
都認真地為我們說明。也讓我們看了某些實際的操作或機組，這是一個相當難得的機會，因
為平常不會對發電廠有那麼深入的了解。先前，我對核電廠的了解程度非常淺薄。然而，經
過這兩天的吸收，讓我對核電廠有了新的認知，在每次要進入發電廠前都會有廠內人員用 PTT
介紹使我們在參觀時更能進入狀況，令我受益良多。
28. 每次看電視上那些盲目反核的人，就覺得他們很無腦。真希望他們先去一場能源之旅再決定
要不要反核。這次去校外教學，台電人員都好好。可惜有一些小缺憾；第一，太多專業名詞，
像我一樣社會組的人聽不懂；第二，核電的內容太多重複了，可以只去核四就好；第三，直
接放生早上遲到的人嘛! 誰叫他們遲到拖時間；最後，司機先生是不是常走錯路啊。這次雖
然很多地方聽不懂，機械部分也完全不了解，可是能進去核電廠看一看真的是蠻酷的。如果
不是體驗科學的美與妙，我大概一輩子也看不到吧!!我都叫同學下學期來選喔!
29. 我覺得這次的活動是十分難得的體驗，能深入了解各種不同發電廠的內部，親眼看看其構造
和運轉情況。尤其在明潭水力發電廠印象更是深刻。能參觀各種不一樣的發電廠也是很棒的
經驗，能比較其中的異同和了解各種不同的發電方式所帶來的優缺點。各電廠的解人員也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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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親切，詳細耐心地為我們解說。不過因為沒有行前的授課，所以參訪過程中有些解說內容
聽不太懂，實在有些可惜。止於如果要討論台灣電力發展的爭議，我覺得要聽聽當地居民的
想法，以幫助我了解雙方的爭論點為何。
30. 這兩天的能源之旅，我了解到電力之得來不易。無論是核能，水力或是火力，每一項的發電
活動，都是全體員工的心血結晶，他們克盡職責的精神真讓人佩服。在能源之旅，我們聽了
很多演講，參觀了很多儀器，但似乎還少了些甚麼。可能是因為行程緊迫，時間有限，大伙
兒一起行動，我們不太能有自己活動的時間。核二廠有 DIY 的手動區，供民眾玩樂探索，經
過 DIY 區時，就很想去玩看看，就算只有半小時的自由時間也好啊。參觀核四廠，更讓我體
認興建核四的必要性。核一核二核三的折舊，使核四承擔著承先啟後的重責大任，看到台電
人員的盡心盡力與專業。我們應該支持他們，不該是為反對而反對。
31. 核四議題一直是社會民生所關注的焦點，藉由這次的參訪，我透過相對於媒體的觀點，藉由
核電廠員工來了解這個議題。以往媒體總是喜歡報導聳動的新聞，但缺乏客觀立場的論述。
但這次活動促使我再次思考核能安全這一項社會議題。但台電員工的導覽經常是太過專業的
解說，對一類組的學生明顯過於吃力，且多數的演講內容重複性過高，演講次數也過於頻繁，
讓許多演講顯得多餘。
32. 希望在參訪中，各個廠館安排的演講，內容不要太過雷同，而且期待知道各項能源的優劣分
析，而不只是過度的強調此能源的重要性，兩天的行程十分緊湊。而且許多演講內容太過於
專業，對於非理組的學生來說顯得太過艱澀且乏味。在參訪內部廠房之時，講解員雖很賣力
解說，但一連串的專業術語對於初次接觸的人來說，實在太過艱難且難以吸收。除了上述意
見之外，我個人非常喜愛第二天台中煤炭發電相關議題的演說。以一種饒富趣味且具互動性
的主題，讓我在無形中吸收了不少知識，算是兩天旅行之中最無與倫比的收穫。
33. 兩天下來的能源之旅，我們參觀了許多平常沒有機會看到與接觸到的東西，也體認到我們的
生活中背後是由這麼多管線和機械支撐起來的。雖然是個難得的經驗，但說實話，行程安排
讓我們疲於聽演講，兩天的行程當中，搭乘長途車，通常會在車上休息，而每到一個地方，
四肢還沒展開又必須坐下來聽演講，實在讓人非常疲憊。我覺得可以下車後的參觀先進行適
度的走訪活動的行程，再坐下聽講，比較不容易睡著。
34. 這是我第一次參觀核四，核二，明潭水力發電廠，台中火力發電廠。能源的知識對我來說從
來就只存在於課堂之中，這次卻是身歷其境，看到這些電廠真實運作的樣子，除了驚奇之外，
也徹底感受到能源議題的重要性。尤其是核電廠內部的樣子最讓我大開眼見。雖然對於這些
核電廠的運作，各種不同能源的優缺點都只有初步的認識，但這趟校外教學中每個簡報最後
提到的都是能源對環境真的需要更多的保護。但最有機會取代火力發電的核能如果發生意
外，後果就是令人不堪設想。世界上已經有存在太多令人畏懼的悲慘先例了。每個人員都有
其優劣，現今社會上很多人在反核，出發點都是為了環境與人類著想，但是火力發電破壞自
然，再生能源的發電又受制於太多自然因素的影響而不夠穩定。那如果反核，還有甚麼能夠
取代火力發電呢? 這次校外教學中，我覺得水力發電廠最美麗。
35. 這次的校外參觀受益良多，尤其是核四和明潭水力發電廠。參觀完宏大的機械廠房總是讓人
驚嘆，更何況這是支撐著全台電力的大廠，且電廠裡意外的乾淨。全程下來，我最喜歡的部
分都是簡報解說的時間。可以明顯感受到一般時候自己去參訪跟學術團體去參訪時那種差
別。不僅可以看到平時看不見的工作廠房，得到的解說也更完整，詳細。可以直接和那裡工
作的人員接觸與只單單聽從外面請來的導覽人員解釋最表層的知識所獲得的感動和衝擊仍是
有相當差距的。一路上風景很美尤其是貢寮到萬里那一路的海岸線，更是讓人不願入眠。
36. 第二天參訪了明潭水力發電廠，台中火力發電廠，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學習體驗。水力發電
廠深入水下七公尺的巨大廠房，還有意外如公園般乾淨清爽的火力發電廠，都顛覆了我對火
力發電廠的看法。透過專人詳細且帶著幽默的講解，也有效幫助我對這些繁雜物理知識的認
識，並且令人不由得想多了解一些相關的知識。平時沒有機會聽到如此精采的演說，因此這
次的校外參訪的確是非常值得的一次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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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兩天的時間內，參觀了各式電廠，核電廠、水力發電廠，火力發電廠。很幸運天氣都很好。
核四廠或龍門電廠，蓋在蔚藍的海邊，半山腰和想像中不同，廠區非常大且很乾淨。專業的
工程師帶著我們進到反應爐廠房，然後講解。新聞媒體對核能到底了解多少呢? 也像我們這
樣參觀並聽講過嗎? 反對的民眾又是抱持著怎樣的心態呢? 這些是我的困惑，儘管如此，其
安全性和核廢料的問題仍然存在。人心的恐懼是最大的難題，老師要離開水力發電廠前這麼
說。或許這才是政府首要先執行就是安撫人心吧? 很特別的能源之旅，發現了一點能源的秘
密和工程師的敬業。
男生:
38. 這次參觀了核四，核二抽蓄水力火力對能源有更深的了解。也查覺到我日常生活中所適用的
電力有多可貴。每用一點點能源就要用到大量的煤，水，鈾礦而大量製造汙染。這次之後我
深深聊解到能源的成本及節能減碳的重要性。而四個廠區屬明潭抽蓄水力收穫最多，有看到
軸心拉動發電機各種控制儀。對整個電廠的運作模式和機械結構認識得更加清晰也對整體會
到台電員工的辛苦和被誤解的無奈，我會盡力來宣導節能減碳，還有告訴大家目前台電和台
灣的困境，並以身作則，讓台灣有點小小的改變。
39. 除了出發，集合時間稍早外，全趟行程其實都蠻充實，主講介紹的老師，工程師也都很熱心
講解。可惜我科學知識不足略有不懂的地方。其實蠻多聽得一知半解，大概以為我們都是理
工的學生吧。
40. 這次的活動讓我不論是對火力，核，水力發電都有更深的認識。以前大多所教的都是核能發
電但沒有直接的接觸。到核電廠參觀之後，不僅了解到核能的操作更學到台灣對核安處理的
應對及反應，也聽到了與反核立場的相對說法。這讓我思考判斷。在火力及水力部分，火力
發電廠的規模驚人跟原先想像的有極大的落差。不過行程有點趕沒看到內部運作及發電流
程。希望有機會可以更深入的參觀。水力發電的講解人員、領隊說明清楚深入，在發電廠的
參觀也很仔細，可見老師及台電的用心，能參加這次活動真的很幸運，也有所收穫。
41. 活動既有講解又有實地參訪，非常助於了解電廠運作。在活動中，我突然想起我參加過反核
大遊行，那時雖然有上網或在電視上關注過核能(核四)的問題，但仍不如聽取核廠直接的報
告。在高中時，我曾經想以期望值來評估，但是因為數值過大而行不通，就是說不論算出的
期望值是正是負，我想都不足以作為憑據，因為有些事還是無法量化的。就如同兩天都有人
提到的一句話：
「核能不是是非題，而是選擇題。」太多事情，我們做不出絕對的抉擇，只能
乾冒著某些不得不的風險，在選擇的鋼索上走著。
42. 在為期兩天的活動之後，對於了解目前台灣主要的發電方式以及能源的相關議題非常有幫
助。在尚未參加前，對於核能發電的一知半解，雖不致造成我的恐慌，但問起我的看法，不
會持保留的態度。在參加後，我甚至願意”住”在電廠附近，我幾乎找不到反駁的理由，如
果能降低風險至可控制的範圍內，並持續改進的話，核能一點都不恐怖，尤其是在隔天去了
水力、火力發電廠聽過講解後，我更了解到能源問題確實需要專家的知識，而不是人云亦云，
很多人說核四是拼製的，是經過偷工減料的，可是在實際進廠後，我看到的是嚴謹的管理和
管制，並且就算真的變更了設計或者使用不同廠商的材料零件，只要經過檢測，它一樣具有
規範以上的安全性啊！如果不相信專家所訂定的規範及看法，而一昧地用不正常的顧慮去看
能源議題，那麼任何能源都將是危險的。
43. 講員的解釋有點太快，有些部分聽不明白。(某一小部分，多數講員解釋得很清楚) 時間的
安排有點緊湊，能源廠有點地方不能多花點時間觀看。 總體來說，活動很好，尤其對於文
科學生，讓我們可以接觸到能源在日常生活裡的重要性，並且讓我們更加珍惜這些得來不易
的資源。 在每個能源製造廠，都有很詳細的 site visit，這個部份讓我們近距離接觸了解
能源系統的構造、轉化及操作系統，並且對那些 24 小時全天候輪班的工程師工作興致有了深
刻的了解。 感覺講員太過於推廣核能源的好處，畢竟核能對人體、環境會有一定的威脅，
用這種的方式來解說有點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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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在得知我們有機會參觀核四、核二與火力、水力發電廠時，是相當興奮的，這代表我可以較
深入了解目前爭議很大的能源議題。由於核四尚未運轉，因此我得以進入廠內親眼了解設施
(與核二只有展示館不同)，遺憾的是仍只能隔著窗觀察反應爐。經過這次的訪問，我更確定
以現在的科技來說，核四是可以確認安全(並非絕對)，還差在測試等必要過程。然而，若一
社會學的觀點而言，他們會以「人」的意願為主要考量，例如：對於搭車、搭飛機等的風險，
他們會以「自願性風險」與「非自願性風險」
，要求以民主方式選擇我們的用電方式，提出電
價需要調漲時，他們會以當地居民必須負擔的「社會成本」遠遠超過付出的電價，並質疑漲
價的真實性。總之，擁核相信科技的力量，反核注重社會架構的問題。以我自己來說，我是
相信科學的人，因此了解過核電的運作與目前台灣的處境後，我還是支持核四的興建，並且
我質疑反核運動中的人士對核電的了解程度，雖然身為人社的學生，但我還是會盡量以我的
想法與他們辯論。
45. 一系列了解核能議題，和台灣對核電廠的安全相當用心，這門課應該廣泛地向清華的學生開
設。讓各位可以了解到核四的問題。最後我覺得能源之旅應強制放假而不是採個人意願的方
法。如果我今天放假而大家出席都有加分，我就是變相被扣分了。我認為 4 至 5 次的放假次
數是適當的。最後我認為應該把每次的時間多放一些。因為兩天的行程都有一些緊迫。
46. 這次的能源之旅參觀了核電廠，水力發電廠及火力發電廠，對各種能源都有更新的認識與認
知。在核電廠中看到了許多高科技技術及超大型的機台。而透過學校團體，更可以參觀到平
常無法進入的地方。所以這此的參觀真的很值得。
47. 這兩天參觀了核四，核二，明潭水力發電廠，台中火力發電廠。本以為核電廠會像一般工廠
一樣髒亂。但卻很乾淨，空氣還比較好。尤其核四廠反而蠻舒適的。還以為我在參觀高科技
大廠呢。這幾天，我在台電聽到的都是擁核的言論。台灣的確沒有好好發展再生能源的環境，
但大家還是要用電。台電讓我覺得他們使用核能是無可奈何的。畢竟有發電成本及效率的考
量。外加現今溫室效應日益嚴重，排碳量備受關注，我覺得親自去了解後再來談要不要廢核
是現今許多人民應該做的，而非一昧地反對。
48. 這活動讓我破除了很多錯誤的觀念。例如核四是拼裝廠的疑慮。然而實際參觀之後，我發現
核四有很多安全措施甚至超越核一，二，三。或許核電廠有爆炸的風險，但我們不能因噎廢
食而放棄核能。在抽蓄式水力電廠，員工不僅僅解釋運作原理，更讓我們進入參觀發電機及
水輪機的運作，那種震撼感是單單聽演講所感受不到的。各種能源都有優缺點，但是台灣的
情形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一律反對，這種情形如果不改變的話，台灣以後就只能靠閃電來拚
經濟了。
49. 一直以來我對核能的認識絕大部分來自媒體，然而現今台灣媒體常有預設性的立場，尤其是
在福島事件之後。而這次參訪突破了媒體單方面的溝通帶來了雙向的對話。首先，我們必須
面對核一核二廠將要退役的事實。若是沒有核四核一核二又將退役，台灣會馬上短缺 18%的
電力。想改用其他天然資源都是不切實際的，不對是價格或是溫室氣體排放量都會大幅度的
上升，又或是延長核一核二的壽命也是不可行的。這給了我對能源有更深刻的認識，也讓我
體會到台灣身為島國對能源不能持有保守的心態。但我們如何分配工業民生用電呢? 注視目
前急迫卻少見討論的問題。總之，此次參訪使我對台灣能源現況有更深刻的了解也知道擁核
和反核雙方的立場。
50. 參觀了核四，核二，水力發電廠，火力發電廠，每個廠都各有優缺點。且都針對缺點不斷進
行改善，核能發電是令我最感到興趣的議題。就我對核電廠的看法，現階段因考慮電力短缺
的問題而發展核電，但考慮到未來核廢料所帶給後代子孫們的煩惱。雖然核廢料儲存場強調
能以高科技維護核能安全，但我們不禁要認清，核廢料是不會消逝的。面對這樣的兩難，如
何取的平衡，避免顧此失彼是人類該深思的議題。希望參觀明潭地下發電廠時，解說員介紹
的許多構造多半無法使我聯想到模型。建議可以簡化雜亂的介紹，凸顯重點結構。
51. 參觀了核電廠後，我覺得核電目前能式霰彈化的關鍵，以低成本與低 CO2 排放對工廠競爭優
勢太大，穩定供電來源也很難被取代。但這些都不構成不發展再生能源的理由。台灣要不要
核四。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仍要積極發展再生能源或其他更佳的發電方式。核電 40%已經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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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我們不是希望將核電提高到 50%以上來建構更穩定的發電結構。而是希望核電占的越
少越好而積極尋求替代能源。
52. 行程有點趕，容易拖延後面活動，火力發電廠沒能看到裡面廠區，加上核四解說員講得不很
好，且沒能看清楚反應爐。一次參訪四個電廠，報告內容太多重複，算浪費時間。整體來說，
內容精采程度是水利>核四>核二>火力。核能可能有安全問題不能太靠近輻射區，是蠻可惜
的。火力其實沒看到甚麼。
53. 這次參訪活動相當多元，同時可以對台灣主要發電方式皆有所了解。但知識所延伸的部分卻
是更為重要，再生能源的限制，核能安全等議題更發人省思。比較可惜的是由於時間太趕的
緣故而未能討論電價合理化的問題。另外，台電員工的待遇也不錯，四點半下班，而且還是
捧著公家鐵飯碗，起薪不低外競爭好像也沒那麼激烈，也是我未來的工作選項之一。
54. 這次活動囊括了核四，核二，明潭水力發電廠，台中火力發電廠四大發電廠，有助於我對能
能源議題的了解。且媒體的報導並非事實。惟因四電廠皆屬台電系統，簡報內容多有重複，
或許主辦單位可以再稍做編排。另外，在現場看到一些器材或現象。如每秒 1000 轉的轉軸，
巨型機組等。從澳洲運來煤炭需 14 天，但一天就燒完了。所以節約用電，節約能源真的很重
要。
55. 在參觀火力發電廠時，只有繞繞外部有點可惜，希望能實際到場內參觀。但每一個解說員都
非常用心，儘管是無法親眼看見，專家們也用影片，比手畫腳等方式呈現電廠的運作面貌，
真的蠻感動的。電廠專家的講解呈現了電廠運作的真實面，讓我更清楚民眾抗議與電廠議題
之間的關聯。比起自己上街抗爭，參訪電廠還來的更有意義。其實，發電和政治議題是不可
混談，更體會了台電人員在工作上的辛酸與艱苦。
56. 參觀核四、水力電廠收穫良多，我們進入的廠房中觀看了內部的機組設備，並由工作人員詳
細的解說，讓我更加了解台灣現今的能源狀況和台電所面臨的困境。水力電廠的解說人員很
好，也很希望清大的學生可以投入台電工作，讓我對台電工作也蠻有興趣的。在水庫內的參
訪是最印象深刻的，因為聽到了吵雜的聲音，巨大的機組，超巨大的轉動軸，讓我對之前大
學聯考沒上機械系後悔又增加了一點。解說員還提到會看到猴子，山羌等動物，這工作還真
是養生啊。
57. 對台灣的電網和能源現況有進一步的了解。這次活動時間較趕，時間較不足。在台灣，目前
核四議題炒得沸沸揚揚，在檯面上因日本 311 事件使得反核聲浪遠大於擁核，大家都未聽聽
台電的專業意見，但聽完這次只能說這個問題是兩難。第一，人類是否真的能完全控制核分
裂；第二，從台灣能源安全問題來看，台灣若沒核能，能源是真的會不足，只能全體好好溝
通，做出較好的政策。
58. 有些解說員口音太重，雖然他們講得很認真，但有時聽不懂。有個同學問說:核四蓋在貢寮，
貢寮的居民怎麼看? 但核四解說員沒有正面回答到問題，讓我有些失望。遊覽車位置太狹小，
遠程會比較疲憊。希望可以邀請反核人士來參加，聽聽不同聲音，在一起討論或座談。但還
是很納悶為何核四的汽輪發電機的建築是用鐵皮建成的?
59. 以前曾經參觀過核三廠，因此對核電的原理有初步認識，經過兩天參觀核二，核四，明潭水
力發電廠，台中火力發電廠。搭配核電存廢的議題，可比較各種發電在台灣的可行性，並思
考大眾傳媒提供我們資訊的正確性。在活動後也可於身邊朋友分享，未來也可融入自己的中
學教育中，在學科之餘也不忘關心時事。
60. 這次的活動講解人員專業又熱心地解答問題，內容不會過於單調，包括了專業內容及一些景
點。專業內容的部分關於簡報內容，講得有點太快，雖有趣但無法吸收。另外還介紹了一些
景點和歷史革變，還蠻能提起興趣的。對於核四針對福島事故所做的措施做了介紹。讓我對
核四多了一點信心。但還是要深入研究關於安全性的問題才能更了解核四的必要性。
61. 希望能比對一些新聞報導，並說明錯誤之處，或缺失存在但已改進。知道核能興建與否，對
經濟影響的數字預測，以及時間長度。想知道台電是否有改變發電結構的計畫。想知道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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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對於核能的意見。核融合發電的進程與可能性。核電若除役，核四的必要性。核五與核
六？再生發電的缺點要多推廣。鈾資源的存量。
62. 首先我想建議，各電廠的講者內容都很豐富，也很精采，但有些內容重複很多。總體而言，
我還是給本次參訪很高的評價，尤其在水力發電廠的地下室，這是很難得的經驗，還有核四
的內部構造也有帶我們參觀，平常只有看圖片，現場才知道工程浩大。
63. 多虧有去一趟核四、核二廠，我才知道核電廠有生水池的緊急安全措施。我也才知道台灣不
會發生像日本那樣的大海嘯。可惜一日遊的行程很趕，最後核四廠少參觀一個點。若以整體
行程來說，還蠻順利的。雖然有點趕，但是也沒辦法。
64. 參觀的東西有點少，而且可能是因為時間不夠，介紹的比較簡短，所以其實了解的非常有限。
核二和核四的投影片有很多重覆的內容，下次這個部分應該可以跟兩個廠的人員溝通。
65. 這次活動核電廠部分非常強調安全，也介紹了許多為了防止意外所預備的裝置跟處置方法，
並且常提到福島事件後所作的改進部分，我相信他們真的很重視核安，有消除我們對這方面
的疑慮。這次活動比較可惜的是由於車程較遠，導致行程有延遲。
66. 這次活動時間安排不是很好。常因為時間關係使得介紹不夠深入，有些地方只能簡單帶過，
雖然這樣的介紹對於普羅大眾相當足夠，但還可以藉由補充或增加提問時間的方式補充。其
中水力發電廠很棒，可以直接參觀到渦輪機的軸，還有設立模型相輔，相比之下，其他的就
沒有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且在火力發電廠時，時間相當緊湊，很多精美的模型與介紹，都來不
及詳細介紹，雖然火力並不太合適一般大眾進行參觀。希望以後能減少目的地，更深入的去
了解單一的目標，畢竟發電廠的工程相當複雜，且要保持如此高的耐用度，想必其中還有很
多奧秘。
67. 在核四龍門電廠內，了解到核電廠對於核能安全的態度和相關準備，為了防範福島事件重演。
另外多了許多防洪防斷電的措施，使我對核能安全方面有充分理解；另外在工程師帶我們參
觀內部，他很詳細也很有耐心講解核電的內部設施及原理，理解到何能產生能量之後，帶動
一台高壓及三台低壓發電機運轉才會發電。在核二廠的部分，就沒有核四廠參觀那麼深入，
只有從 CCTV 上查看核廢料經由自動化推車如何運送，不過也從講解中理解核廢料的相關處理
程序。
68. 經過這次的旅程，讓我們更加了解核電議題與現今核四的狀況，核四一直是近年來我們在爭
吵的議題，但看完核四後，我們了解到目前在那裏的工程師所做的努力，還有他們對災害的
防治，甚至他們有寧可關閉整座電廠也不讓任何核廢料外洩的決心，整體來說這次的旅程學
到了許多東西，只是參觀人數很多！有時並不能清楚聽到解說員的講解，而且參觀核電廠內
部有點擁擠，而且行程有點緊湊，許多演講者都有稍微趕時間，除此之外，這次核電廠之旅
還不錯。
69. 這是我第一次進到電廠，而且還是最吸引我的核能發電廠，更進到電廠內部看到渦輪發電機
的樣子。核四廠內部人員一直說整個廠的施工安全是完全沒問題，但之前看到新聞說非常不
安全，好似一運轉便會爆炸。後來想了想：既然場內人員都安心地在內部工作，那電廠應該
是非常安全的，希望多一些人也能去了解場內設施，不要為了反核而反核，應該多了解才能
下定論。核二廠的核廢料放置區的自動化控制令我非常驚訝！但搬運車的造價十分昂貴！
70. 核二、核四在聽演講時，聽到不少重複的地方，不過在核四中可以進入到真的核電廠參觀，
非常震撼，也體會到核電廠中每個機具的比例尺。火力發電不是想像中烏煙瘴氣，反而像一
座公園，改變我對火力發電的刻板印象。水力發電廠中看到如此巨大的轉軸以高速在面前旋
轉，很難想像水能造成如此巨大的能量。
71. 可以停留久一點，參觀久一點。這次看到非常多的機械、渦輪機，太讓我驚訝與驚嘆，實際
看到發電廠的內部構造，對學習有正面強力的影響，能有這次出遊的機會真的很感謝。希望
能有更多機會出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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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在這次活動中，最大的收穫應該是福島事件的真相以及核電廠的安全措施，以及福島事件後
核電廠在安全措施上的改良。核電廠的供電可以立即中斷，但核子反應卻不會，即使停機，
核子反應爐依舊持續產生大量衰變熱，若不能及時散熱，則會產生爐心熔解的悲劇。在福島
事件中因供電散熱設施受海嘯擊毀，以致爐心爆炸的悲劇。台灣的核電廠在此事件後，又續
建了高地生水池，可移動供電散熱裝置。油燃料發電機，防護圍堵體，把已知的任何風險降
到最低，在聽完後使人安心。
73. I’m very happy to home the privilege to visit the 2nd and 4th Nuclear Power Plant,
Mingtan Hydropower Plant, the urge to find new energy source is now a serious global
problem. Although many technology about renewable energy like solar and wind power,
fuel cell , and geothermal has been developed, the etticiency is still not good enough,
and the source is still unreliable. The capacity of a standand wind power turbine
is 2MW and only generate power when there is wind. However , a nuclear power plant
can keep generating power.
四、建議本單位未來增辦活動的主題類別。
女生:
1.

校外教學

2.

手動 DIY

3.

參觀離島

4.

大型論壇

5.

吹玻璃

6.

工作訪

7.

講座

男生:
1.

演講，辯論

2.

校外教學

3.

核能與醫療

4.

國外學者

5.

簡報，實際參觀

6.

參觀博物館

7.

天文館

8.

MRT 台鐵參觀

9.

替代能源的可能性

10.

再生能源

11.

太陽能板製造廠

12.

核電原理及安全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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