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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的「差不多先生」？ 

-從台灣的核能政策談起 

 

劉國忠，108.04.11 

 

一、 前言 

 

有點年紀的人大概都記得「差不多先生」這個寓言。他是胡適先生於民國 8年

在新生活雜誌第二期所杜撰的人物[1]！胡適先生的文章中有下面的兩段話： 

 

「你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誰？提起此人，人人皆曉，處處聞名。他姓差，名不

多，是各省各縣各村人氏。你一定見過他，一定聽過別人談起他。差不多先生的

名字天天掛在大家的口頭，因為他是中國全國人民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雙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兩隻

耳朵，但聽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對於氣味和口味都不很講究。他的腦

子也不小，但他的記性卻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細密。常說：凡事只要差不

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顯然，胡適先生是想藉這個寓言提醒我們在大事上要細心而精準，要客觀而科學

(就事論事)，也要有可靠的依據。 

 

從胡適先生發表此文至今剛好是 100周年，我們可否檢視一下，「比起 100年前，

21世紀的中華民族在大事的處理上究竟有沒有很大的改善？」就以台灣目前爭

論不休的「核能政策」為例吧！ 

 

二、 日本 311 福島核災的真相 

 

2011年 3月 11日發生於日本福島的核災，對台灣的能源政策有十分重大的影

響，但其真相究竟如何？同樣的核災會不會發生在台灣？頗值得政府當局及大眾

先釐清(但不能以差不多先生的態度)！因為，核能雖然幾乎不排碳，可減緩氣候

變遷效應，也可履行台灣對世界的減碳責任(這是「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的

要求)，但是一定要建立在「核能安全」的基礎上。 

 

日本發生了 311福島核災這麼大的事，顯然日本國會(The National Diet of Japan)

必定會以其全民的角度來了解事情的真相。日本國會經過一年多的調查和撰寫，

才謹慎地完成了正式報告，其報告的英文摘要在[2]，重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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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是否可以防止？ 

 

報告第 26頁的大標題即為：事故是否可以防止？文中談到，福島一廠無法

承擔地震、海嘯及「嚴重災難」帶來的風險。儘管東京電力公司(掌管福島

一廠的公司)及監管機構都意識到地震及海嘯會帶來的可能風險，但都沒有

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導致了這次事故的嚴重性。 

 

2. 缺乏對海嘯的對策 

 

報告第 27頁的小標題即為：「缺乏對海嘯的對策」(The lack of tsunami 

countermeasures)。文中談到，福島一廠在 1967年新建時，地震及海嘯的假

設是基於當時的了解。之後的研究顯示，海嘯的高度有可能超過 1967年時

的假設。雖然學者一再地呼籲此點，但並沒有獲得福島一廠適當的回應。 

 

3. 對策未達國際水準 

 

報告第 28頁的小標題即為「對策未達國際水準」(Countermeasures not up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文中也談到，福島一廠所有針對「嚴重災害」的對

策，都只是針對「內部的人為疏失」而做，並沒有針對「外部地震及海嘯者」

(雖然日本向來以地震及海嘯著稱)。 

 

當日本國會調查委員會於 2012年 7月在國會作證後，不少可信度頗高的國際媒

體，例如 BBC(英國廣播公司)、紐約時報、及 The Guardian-守護者[3-5]都報導

說，311日本福島核災是「人為疏失所造成之災難」(man-made disaster)！ 

 

進一步的報導顯示，2011年 3月 11日在日本東部發生大地震時，所有傳統的

發電廠及核電廠都因超過震幅而停機(包括離震央更近的女川(Onagawa)核電廠)。

但核電廠要多一項措施，即「停機後還要冷卻爐心」！ 

 

但大地震導致的海嘯抵達日本東岸時，約 14米高的海嘯超過福島一廠當初的設

計值，造成緊急電源室的淹水及失電，由於失電而無法繼續冷卻爐心，並且在失

電後東京電力及福島一廠的高層在應變上亦有問題，才導致了眾所周知的 311

日本福島核災。 

 

這也是日本國會調查團以及眾多媒體都報導說，福島核災是「人為疏失引起之災

難」的原因。由以上可知，311福島核災的真相可用圖 1之流程簡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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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福島核災的示意圖 

 

相較之下，更接近 311大地震震央的女川核電廠，由於當初新建當時就考慮到

可能有 14米以上的海嘯，故所選擇新建廠址的地勢較高。據守護者(The Guardian)

於 2011年 3月報導，女川核電廠反而成為附近民眾逃避海嘯最安全的避難所

[6]。 

 

由此可知，核能電廠在面臨大地震和大海嘯時本身是安全的，福島核災是由於「人

為的設計及因應不當」(包括當初的設計，學者後來對大海嘯的警告，福島一廠

對「嚴重災害」的對策，以及東京電力公司與福島一廠高層在海嘯造成失電後的

因應等)。 

 

在排碳及氣候變遷現象已非常嚴重時，由於核能幾乎不排碳(可減緩氣候變遷效

應)，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認識下，使用核能是屬於「兩害相權取其

輕」的選擇。因為，如果地球上的生物都因氣候變遷而不存在了，那反核有甚麼

意義？這也是部分國外環保人士轉而支持核能的原因。 

 

三、日本的工業水準都比台灣高？ 

 

日本雖然在一般傳統製造業的水準遠高於台灣，但顯然在核電的水準上並非如此。

因而不應該有的「核電設計及應變疏失」就發生在東京電力公司身上。這也直接

導致了負責日本核能管制之中央機構自福島核災後有重大的變革。 

 

而迷信日本核電廠的水準遠高於台灣者，與差不多先生何異？有興趣了解日本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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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核災為什麼會發生者，不妨仔細檢視前述日本國會調查報告的摘要，但切莫不

分青紅皂白的誤以為日本核電廠的水準遠高於台灣(莫成為差不多先生)！ 

 

四、福島核災不可能發生於台灣 

 

 圖 2為美國政府所屬之 NOAA自西元前 1610年至西元後 2017年橫跨三千六百

二十七年中對海嘯的統計圖[7]： 

 

 

 

圖 2中的圓點是由地震所引發的海嘯，圓點愈大表示地震愈嚴重；紅色表示死亡

之人數在 1000人以上，白色則表示沒有人死亡。由此圖可知，日本在此圖之中

間偏上，處於紅色圓點大而密集之處，而台灣(在日本的左下方)則處於白色圓點

小而較不密集之處，顯示日本的地震及海嘯比台灣嚴重得多。 

 

海嘯有它的形成原理，探討此方面的文章不在少數[8-11]。茲舉其大要如下： 

 

圖 2：自西元前 1610年至西元後 2017年的海嘯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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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嘯的形成：除了海底地震的大小會直接影響海嘯的生成外，由海底地震引

起的海嘯通常具有「潛沒帶」(subduction zone)的地形。 

2. 海嘯的方向：海嘯一旦形成，通常會朝著各個方向前進(像是一塊石頭掉進一

個池塘所引起的漣漪或波紋)。 

3. 海嘯的速度：海嘯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在海洋上所損失的能量甚少。速度快

者有如噴射機，可達 800公里/小時以上(平均可達~700公里/小時)。 

 

台灣歷來沒有大海嘯，我們甚至不會感覺到海嘯對我們的危害。由此也可得知，

台灣的海嘯比日本輕得多(海嘯的英文單字 tsunami即來自日語發音)，因而台灣

不會像福島一廠一樣因海嘯而發生核災。 

 

五、尊重專業及追根究底 

 

1. 尊重專業 

 

社會上的大事，基本上分為兩類，一類是單用常識即可判斷。另一類屬於專

業問題，必須尊重專家們所提供的資訊結合常識來判斷，例如核電廠的安全

及核廢料問題就屬於專業問題(不易單用常識判斷)。但無論可否單用常識來

判斷，都必須「追根究底」，才不會成為差不多先生。 

 

在另一方面，如果把應該「尊重專業」的核電廠安全或核廢料問題，誤當為

可「單用常識來判斷」的一般問題時，則容易有所誤謬或誤解！現在社會上

常喜歡用常識或片段的資訊來判斷福島核災、核電廠安全或核廢料等問題，

而頗不知「尊重專業」及「追根究柢」，和差不多先生有很大的區別嗎？ 

 

2. 追根究底 

 

在專業問題上，若專家間有不同的意見怎麼辦？這是現代社會中常碰到的問

題，例如核電廠安不安全？核廢料怎麼處理？筆者建議，專家們可用以下列

的模式來「溝通」及「追根究底」(避免成為差不多先生)： 

 

(A) 有共識之項目：即正反兩方都認同之項目，應逐條簡要列出(或列表顯示)，

以供大眾明瞭。 

(B) 無共識之項目：除應將之逐條列出(或列表顯示)外，也應列明雙方不同

之意見及其依據(最好連同網址)，以供「透明化」及「真理愈辯愈明」。

並應「化繁為簡」，以方便大眾判斷。如果引據的資料不同，則應以具

較佳公信力者優先；或者「將正反兩種意見及其依據並列，以供閱讀者

自行判斷」(此時的「透明化」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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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若能用此種方式來「追根究底」，則不難明瞭哪一類專家的論點

較能為社會大眾所接受，而各類專家能不「慎言」呼？(「社會輿論對各類

專家的制衡」應該是導致「民主社會之言論合理化」的一項利器) 

 

涉及台灣核能安全或核能政策的專業問題時，即使本身是專家，都應該附上

可靠的專業言論或網址，才值得信賴。而本身是不是專家時，更應該附上值

得信賴的專業言論或網址，以「避免像差不多先生」！ 

 

無論本身是不是專家，如果都能以「追根究底」的方式來釐清事實，真理才

能夠愈辯愈明，也才不會辜負胡適先生撰寫寓言「差不多先生」的用意。 

 

六、結語 

 

1. 胡適先生於 1919年發表的寓言「差不多先生」，主要在提醒我們，在大事

上切莫有「差不多現象」。筆著感念此寓言已有一百年歷史之餘，試著以日

本 2011年的 311福島核災為例，希望澄清福島核災及日本核電水準的一些

真相，並希望「差不多先生的現象不要在 21世紀的台灣發生」。 

 

2. 筆者依據的資料為 2012年日本國會中獨立調查報告的英文摘要、主要媒體

的報導及美國政府所屬NOAA自西元前 1610年至西元後 2017年的統計結果。

而從中所得到的結論是：311福島核災除了天災外，更是「多項人為疏失」

所造成，這些導致福島核災的大海嘯等因素並不存在於台灣！而誤以為日本

核電廠的水準遠高於台灣者不應明辨是非嗎？ 

 

3. 筆者也針對台灣社會上常遇到的兩類問題--「常識問題」及「專業問題」，

提出「追根究底」的呼籲(以免成為差不多先生)。「常識問題」用一般邏輯

即可判斷，「專業問題」則還要倚賴專家所提供的可靠訊息。本文以專業的

核能安全及核廢料為例，探討「追根究底」及澄清專家間不同看法的方式。 

 

4. 專家們在充分溝通後應可將其意見分為「有共識之項目」及「無共識之項目」

兩類。若專家間在溝通後對某些問題「仍無共識」，則不妨「暫以較有公信

力的意見為主並簡要列明反方的依據」，或者「將正反兩種意見及其依據並

列」(以「透明化」的方式展現)，供社會大眾了解現狀。筆者相信，此種做

法除了有助於真理的愈辯愈明外，並有助於專家言論的合理化及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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