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綠色生活：
基本概念與理論觀點



一、基本概念

• 地球環境問題
• 科技變化與風險發展
• 風險社會
• 全球暖化
• 永續發展運動
• 綠色國民所得帳

• 綠色產業
• 綠色消費
• 綠色運動
• 綠色學校
• 綠色社區
• 綠色能源



地球環境問題

1.全球熱帶林遽減，連帶使得生物種類快速減少。

熱帶林是指分佈在熱帶地區的森林，氣溫最低
均在18℃以上。依降雨量和雨季，分為熱帶雨林、
熱帶季風林、稀樹草原。

年降雨量在2,500公釐以上的熱帶雨林，是地球
主要生物群落之一，特徵是植被繁茂，有高大的闊
葉樹組成林冠層及眾多的附生植物，其中的生物種
類亦很豐富，堪稱自然界的生態保護者。



熱帶林減少的原因

‧直接原因

地球上的雨林正以每分鐘廿二公頃的速度消
失。主要因為人類的濫墾、伐木、熱帶放牧、
種植經濟作物、貧窮國家的人口增加，森林過
度火耕、將林地轉為農地、過度砍伐（開發中
國家多以薪柴為燃料，約佔所有燃料的
80%）、森林大火所影響。其中，以火耕佔45%
的比例最高。

‧間接原因

酸雨、空氣污染



‧目前全世界的熱帶雨林正急遽消失，不只
是因為伐木製作商品的緣故，最主要在火
耕的農作方式，所謂火耕也就是放火將大
片森林燒掉，開闢出一片平地以種植穀
類，而燒剩的草木灰剛好充做肥料之用。
目前，熱帶地區仍然沿用這種古老的耕作
方式，兩三年之後，土地中的養份耗盡，
就再放火焚林，開闢另一片耕地。廢棄的
農地需經過20～30年，森林才能再生。但
是現在人口暴增，森林再生的速度遠遠趕
不上人們燃燒森林的速度。



熱帶林的重要性
‧孕育生物、保護與調節地球生態環境：
南美洲的亞馬遜河流域、東南亞、非洲
大陸是全世界熱帶雨林的三大集中地
區。在這些地區裏，常年有大量且規律
的降雨，因此常保持密林的狀態。林中
棲息了超乎我們所能想像的各式各樣生
物。熱帶雨林面積雖然只佔地球陸地面
積的6%，但卻是具有最多物種的生態系
－一半以上的地球生物生長在這裡。



‧現在藥劑師所填的處方中，有一半以上的
要來自野生動物和植物資源，其中許多來
自熱帶。熱帶林中棲息了超乎我們所能想
像的各式各樣生物，因物種多，可視為生
物基因庫，在醫藥開發與農作物品種改
良，有很大的幫助。美國全國癌症研究所
宣稱，熱帶植物是治癌藥的主要倉庫。

‧熱帶雨林也是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供
給氧氣，維持生物生存環境平衡的一個重
要角色，有助於減緩溫室效應、淨化空
氣、水土保持，並提供遊憩的功能 。



熱帶雨林減少的影響

‧植物會吸收二氧化碳、產生氧氣，地球
上氧氣總量的40％，都是經由亞馬遜河
區的熱帶雨林產生。而今日人類大量砍
伐雨，是造成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度提
高的禍首之一，這使得太陽輻射熱傳入
地球表面後，不易再反射出去，累積的
熱量已經使全球平均氣溫上升，造成嚴
重的「溫室效應」。



‧原住民生存受威脅

‧水土流失、氾濫

‧物種滅絕

‧全球氣候變遷



地球環境問題
2.酸雨擴散：

（１）什麼是酸雨？

未受污染的正常雨水呈微酸性（pH值約5.6），
因大氣中所含的二氧化碳會溶解在雨水中，
形成酸性的碳酸，所以使雨水略呈酸性。如
果雨水的pH值小於5.6，我們就稱為酸雨。

但也有人認為，自然條件差異的影響下，雨水
的pH值常介於4.9－6.5之間，而以5.0做為
臨界值，低於5.0才稱為酸雨。



（２）酸雨形成的原因

‧自然產生

火山爆發噴出的硫化物、水域排放的硫化
氫與動植物分解產生的有機酸等。

‧人為產生

工廠、火力發電廠燃燒煤炭、石油等石化
燃料、工業製程中排放出的物質、汽機車
排放的廢氣等。



（３）酸雨的影響

‧破壞湖泊生態系，使之變成死湖。

‧酸雨落在森林，使土壤酸化，造成森林死
亡。

‧腐蝕建材（如大理石、金屬）

‧直接引起人們眼睛、皮膚疼痛，間接使人
們透過食物鏈吃進更多有毒金屬，危害健
康。



地球環境問題
3.溫室效應
（１）溫室效應氣體

地球的溫度＝太陽日照的熱量與地球本身向宇宙
釋放熱量兩者平衡的結果。其次，大氣的化學組
成，則是影響地球溫度的另一重要因素。

大氣中含有少量的二氧化碳和水蒸氣，以及微
量的臭氧、甲烷、氮氧化物、氟氯碳化合物與其他
氣體，這些氣體稱為「溫室效應氣體」
（greenhouse gases），其作用類似溫室的玻璃。
在溫室效應氣體中，除了水汽以外，二氧化碳含量
較大，其增加幾乎全因砍伐森林與燃燒石化燃料等
人類活動所產生。因此，控制二氧化碳的數量，實
為環保人士關心的焦點。



（２）溫室效應（greenhouse effect）

「溫室效應」是影響地球生態系統的一個重要問
題，主要來自工業廢氣中二氧化碳與其他污染顆
粒排入大氣的含量增加所致。地球的主要能量來
自太陽，大氣層與雲層都會反射部分太陽輻射
能，其反射率為30%。因此，當太陽輻射進入地球
時，大氣層幾乎可讓它穿透過去。但是，這些長
波輻射卻遭受大氣層中某些微量氣體的選擇吸
收，一部分再反射回地球，致使大氣中保留了部
分的能量，於是，造成地球溫度較平衡溫度高，
這就是所謂的「溫室效應」。

溫室效應氣體迅速地排放到大氣中，這些氣
體攫住了應散發到太空中的熱，使得原來的溫室
效應更加強化，導致了地球平均溫度的上升，或
所謂的全球溫暖化現象。



過去一個世紀以來，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增加
了25%。根據聯合國環境計畫的估計：2030年
代時，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量將增加一倍，
而地球表面的溫度也將上升3～5.5度。到
時，全球溫度都將受到影響，南北極的冰山
可能大量溶化，致使海平面上升，居住在海
岸線60公里以內的居民生活勢必受到威脅。



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是指空氣
污染物可能促使地球的氣溫上升，這些效應是
屬於全球性的暖化效應。就全球尺度而言，工
業系統對於環境的較重要影響之一是：工廠排
放至大氣中的氣相、液相與粒狀污染物質。空
氣污染物可影響環境或人群，範圍則可能含蓋
當地、區域、全國或全球。空氣污染可從某個
區域而影響到另一個原本未受影響的區域，來
自地球相對微小地區的空氣污染物質可以累
積，並擴展到上層的大氣中，以致於影響全球
的氣候。



1970年代晚期與1980年代初期，科學家開始擔
心：大氣二氧化碳濃度的增加將導致地球溫度的
上升，進而造成氣候型態的重大改變。這些改變
包括：冰帽溶化、海平面上升、沿岸地區淹沒、
生物生產區域改變，以及對人類與其他生物族群
的負面影響。他們的預測是根據地球溫度上升只
有幾度所得的結果，其他科學家則對這些預測打
折扣。他們認為：地球氣候的改變在地球歷史上
已出現幾次，地球本身有辦法應付二氧化碳產生
量的增加，並非所有排放至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會
停留在那裡，有部分溶解至海洋裡，有些變成動
物與植物的組成部分。然而，大多數的科學家認
為：此一預測是真實的。



【不願面對的真相】全球暖化小常識

‧全球暖化對人類文明造成問題是因為它會
導致威力強大的暴風雨和旱災、冰河融
化、海平線上升、氣候模式驟變以及傳染
病散播等危機。

‧科學家說除非我們減低導致全球暖化的溫
室氣體的排放量，全球的平均氣溫在本世
紀末將上升三到九度。

‧2003年，熱浪在歐洲造成3萬人喪生，並在
印度造成1千5百人喪命。



‧1978至今，北極冰圈以每十年約百分之九
的速度縮小。

‧海鷗於2000年首度出現在北極圈。

‧全球暖化將加強颶風的強度。過去數十年
來，全球四和五級颶風的數量幾乎加倍。
由於海洋的溫度增高，熱帶暴風雨將吸收
更多能量，威力也會變得更強。全球暖化
將加強颶風的強度。過去數十年來，全球
四和五級颶風的數量幾乎加倍。由於海洋
的溫度增高，熱帶暴風雨將吸收更多能
量，威力也會變得更強。



‧由於海平線上升，低窪的島嶼將無法居
住。

‧森林、農田和城市將受到全新害蟲及蚊子
傳染疾病。

‧珊瑚礁及高山草原等生態棲息地將遭到嚴
重破壞，使得許多動植物面臨絕種的危
機。



西北航道通了，北極變成一座島



這是人類有史以來的第一遭。那以往只有破冰船才能一
窺究竟的北冰洋，被重重冰雪覆蓋的白色冰沿因為暖化而後
退，北極冰帽的邊緣持續後退，讓出了可供航行的海面，冰
帽儼然就只是個可以繞行一週的小島了。在2009年傳回的衛
星照片顯示，在北極資源爭奪戰中有很重要戰略、經濟位置
的「西北航道」Northwest Passage已經暢通，「東北航
道」Northeast Passage也通了！而兩處捷徑上次同時出現
時，已經是上次冰河期--也就是125,000 年以前。這是人類
史上首次可以搭船繞行北極一週啊....

要知道，原本科學家預測西北航道要暢通最快也得等到
2012年，這個新「進展」等於暖化定時炸彈提早引爆，北極
爭奪站也得提前開打。

註：「西北航道」是指從加拿大東北部戴維斯海峽起
始，沿加拿大的北部海岸一直延伸到美國阿拉斯加州附近的
一條航道。這條航道在北極圈內，大部分時間處於封凍狀
態。



400隻企鵝橫死巴西海灘



• 生長在南極嚴寒地帶的企鵝，大量陳屍在巴西的熱帶海
灘，最近兩個月間，里約熱內盧省弗里奧角海灘發現的企
鵝屍體達400多隻。當地環保專家指出，有記憶以來，從
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企鵝被沖上巴西海灘，令人憂心地球
環境的變遷。

弗里奧角海岸保護及環境部門主管皮門塔表示，由於麥哲
倫海峽洋流湍急，每年都會有企鵝沖到熱帶地區，巴西每
年都要出動飛機把倖存的數十隻企鵝送回南極洲。不過，
今年的被沖到巴西的企鵝數量非常驚人。
生長在南極嚴寒地帶的企鵝，大量陳屍在巴西的熱帶海
灘，最近兩個月間，里約熱內盧省弗里奧角海灘發現的企
鵝屍體達400多隻。當地環保專家指出，有記憶以來，從
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企鵝被沖上巴西海灘，令人憂心地球
環境的變遷。

弗里奧角海岸保護及環境部門主管皮門塔表示，由於麥哲
倫海峽洋流湍急，每年都會有企鵝沖到熱帶地區，巴西每
年都要出動飛機把倖存的數十隻企鵝送回南極洲。不過，
今年的被沖到巴西的企鵝數量非常驚人。



地球環境問題
4.臭氧層破壞

簡單的說，「臭氧層破壞」（destruction of 
ozone layer）是指大氣層中臭氧遭破壞而減少的一
種環境風險問題。「臭氧」（ozone, O3）是一種具
有刺激臭味的不穩定性藍色氣體，它可自然形成，
並存在於距離地球20.103公里的大氣層中，稱為臭
氧層。臭氧層能吸收陽光中約99%的紫外線，使地球
上的生物免於受到紫外線的傷害。臭氧的減少大多
來自含有氯氣的化學品，例如工業溶劑、冷氣、乾
洗、化妝品、電子零件、噴霧器、免洗餐具與冰箱
等物品的大量使用，造成氟氯碳化物
（chlorofluoro carbon，CFC）的大量增加，臭氧
層也因此遭到破壞。



根據估計：臭氧層在1978~1991年間，約減少
了5%，而美國人造衛星所捕捉的影像也顯
示：南極地區上空已出現了所謂的臭氧層破
洞（hole）。1991年，雖然先進工業國家同
意控制氟氯碳化物的使用量，但它的用量似
乎是有增無減。專家預測：未來，如果地球
上空的臭氧層逐漸減少，那麼，太陽紫外線
的輻射將大量增加。屆時，人類必然要面對
罹患白內障、皮膚癌與惡性腫瘤機率增高的
可能後果。



科技變化與風險發展

‧人類、技術與環境互動型態
的真正改變源於工業革命。
人們從農業聚落移往都市中
心，經濟活動則從農業轉型
為工業。



減少每單位生活
品質對環境的衝
擊

發展的資訊（非
自然的基礎結
構）

美國，太平
洋周圍

電子學，服
務業和生物
科技

資訊
1990s
迄今

主要促成因素對
全球的影響

自然基礎結構的
應用，大量生產

歐洲、美
國、日本

內部燃燒引
擎，汔車大量生產

與消費
1920s
迄今

重要；較少（局
部的使用和控制
遍布發展地區）

自然的基礎結構
（先進的能源和
物質的區域）

歐洲、美
國、日本

鋼鐵和鐵路
系統

重工業

1850
｜

1940

蒸氣四散，當地
空氣的影響

賦予自然的基礎
結構（能源）

歐洲
蒸氣引擎
（從機械到
鐵路）

蒸氣

1800
｜

1870s

重要但局部的
（如英國森林）

自然的基礎結構
（物質）

英國中部
棉花工廠/煤
和鐵的生產

紡織物

1750
｜

1820

族群
對自然環境的影
響

技術性質
地理活動中
心

主要技術年代



風險

所謂風險，是暴露與危害的匯集。它是指從
危險中受到傷害的機率，而反映出一個未來
無法明確瞭解、成問題的世界。基本上，風
險是一種統計概念，它描繪一種不想要的結
果會從特定條件中所產生的機率。譬如說，
在某特定時間、濃度下，對某一特定物質的
暴露程度。在自然環境的循環裡，風險常被
界定為：對於人類健康或環境的衝擊或影
響，但在更廣泛的社會觀念中，還包括經
濟、文化與心理的影響。



風險有兩個重要面向（蕭登元、郭乃文譯，
2004: 38）：

1.客觀面向：定量的，而且常透過一連串演
繹方法得知。它或許評估一個
新物質的毒性，或評估一個活
動方案的潛在經濟意涵。

2.主觀面向：是無法量化，或無法歸納成數
字的質性分析。目前，在應用
層面上，稍勝過使用客觀的方
法。



風險社會

根據德國社會學者貝克（U. Beck）的說法，
現代社會可說是個「風險社會」（risk 
society）。這些因科技使用所帶來的風險具
有三個重要特性：

（一）日常性：現代風險或隱或顯的存在於
我們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能源、機器、交通工
具與生活環境中，隨時都可能失控。它的預
防與善後經常需要依賴專家來處理，一般人
因缺乏足夠的知識而成為「門外漢」，也成
為現代人焦慮的來源。



（二）不確定性：現代風險不僅較難認知，也較難
估算其結果，有時，連專家皆束手無策。譬如說，
地球臭氧層破獲對人類有何影響？基因遺傳科技的
潛在後遺症如何？沒有人敢保證，科學家也解釋不
清楚。資訊矛盾的結果，更增加人們的不安全感與
不確定性。

（三）依賴性：現代風險與我們所選擇的生活方式
密切相關，雖然我們決定引進科技產品，但卻也增
加我們對科技的依賴性。現代人很難避免「高科
技」帶來「高風險」的夢魘，在競爭壓力與生活便
利的追求下，現代風險只會變得更普遍，看來，風
險全球化似乎是難以逆轉的趨勢。



風險評估
使用於環境管制的風險評估型態通常是高度
量化的，且將重點放在健康上，尤其是對人
類的致癌風險。一般而言，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包括五個階段：

1.危害性認定；

2.傳達劑量（delivered dose）；

3.傳達劑量造成不想要效果（undesirable 
effect）之機率；

4.暴露人口的確認；

5.特徵化（characterization）。



環境風險

所謂「環境風險」（environmental risk），
主要是指科技使用所可能帶來的環境污染風
機。一般而言，常見的環境風險來源有：

（一）化石燃料燃燒產生二氧化碳：例如石油
與煤等化石燃料的燃燒結果，空氣中的二氧化
碳會大量增加，於是，日光被吸收進來，但卻
阻隔地球所產生的紅外線，形成所謂溫室效
應。



（二）氟氯碳化物（CFCs）氣體嚴重破壞臭
氧層的穩定：它們的來源通常是因為一些噴
霧劑的使用，以及絕緣物體或冷媒的製造或
分解，致使臭氧層無法阻隔日光中的放射
線，導致皮膚癌與海洋生物鏈的破壞。

（三）酸雨：其成因為燃料雜質燃燒過程中
產生的硫化物與氮化物排入大氣後，飄浮在
空中並與水蒸氣起混合或光化學作用，構成
可溶性硫酸，一遇適當的天氣情況，即下降
為酸雨。



（四）若干有形的廢棄物造成污染：例如一
般廢棄物、排泄物、工廠廢物、廢水與其他
化學物質，可能會形成河川污染或產生有毒
氣體。其中，尤其是藥類、化學物質與核能
廢料等又毒廢棄物，若是處理不當，很可能
引起嚴重的污染問題，而肥料與農藥也隱藏
了另一股污染危機或環境風險。



永續發展運動

「永續發展運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vement）是指：透過永續農
業、生物控制與復原生態學之提倡，而尋求
利用資源新途徑以抑制生產對生態的侵犯或
破壞。該運動的兩大主軸為：生物區域主義
（Bioregionalism）與全球永續發展運動。



生物區域主義

人類無論棲息於山坡、海濱、沙漠或平原，
均應將自己與棲息環境連結，並要瞭解在地
的自然歷史與支持人類生活的區域環境之特
徵與承載力。因而主張，在地球各類生物區
域中，需要努力的工作包括：重建居住地；
尋求生態永續、穩定與自我維持的生活方
式；使小規模的多樣化社區與當地自然生態
系統結合；發展一套合作且適於當地獨特政
策，使非中心之社會、政治結構能與當地生
物完整融合的機制。



全球永續發展運動

所強調的是：國際的共同行動，並鼓勵在生
態的可能範圍內建立一套消費標準，以及所
有的人都能合理追求的標準。

永續發展代表：對世代間的社會公平之
關注，也意味著：合理協調開發中與已開發
國家間的環境正義與共同利益。是故，國際
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與挑戰包括：人口
與人力資源、糧食與保障、物種與生態系
統、能源、工業化與都市化發展。



綠色國民所得帳

一般而言，國民所得帳(GNP/GDP)是最常
被用來描述一個國家總體經濟表現，
如國民經濟成長與社會福利等，但傳統的國
民所得帳有二項嚴重的缺失，以致於無法被
用來描述一個國家的永續經濟成長概念或者
是完整的社會經濟發展，這兩項嚴重的錯誤
就是：

‧忽略了天然資源稀少性的計算，以致於無
法達成經濟的永續生產力。

‧忽略了因污染而導致的環境品質降低程度
及其對人類健康及社會福利的影響。



‧因此，自1987年的世界環境和發展會議(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以來，在聯合國、世界銀行、及世界
自然基金(Worldwide Fund of Nature)共同成立的
工作小組的推動下，重新研究設計，及改善原有國
民所得帳編制方法，對衡量經濟成長的國民所得作
調整，加入自然資源消耗與環境品質折耗的考量，
整合出一套新的包含環境和經濟的社會會計帳，即
所謂的綠色國民所得帳(Green GDP)。綠色國民所得
帳就是主要功用在於將經濟發展附帶的環境影響成
本予以「貨幣化」，以提供決策部門正視經濟發展
必須付出的潛在成本，並從中調整發展策略。其基
本的重要性，在於有效的管理及使用有限的自然與
環境資源，以追求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



我國綠色國民所得帳之編算情況

‧而我國在預算法第二十九條更明列試編綠
色國民所得帳，即是著眼於臺灣地區人稠地
狹，自然資源有限，如何在不破壞自然環境
的前提下，利用有限資源發展經濟，以提供
當代國民舒適的生活環境，並滿足後代子孫
的永續發展，實有與世界發展趨勢同步之前
瞻性效果。



‧由於國際間綠色國民所得帳編製系統不只
一種，且僅規範基本理論，因此，各國在編
算過程皆按其國情及資料之限制分別引用不
同系統之帳表架構及編算方法。



‧我國在編算時也面臨相同問題，經比較世
界各種編製系統優缺點，就其編算範圍、主
要內容、所需基本資料… 等，選擇環境經濟
綜合帳整合系統(System for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Accounting，
簡稱SEEA)作為我國編算架構。SEEA 是聯合
國環境規劃署(UNEP)與世界銀行共同提出
的， 此系統以國民經濟會計制度(System of 
NationalAccounts，簡稱SNA)為核心，將與
環境相關的經濟活動另外獨立一個輔助的衛
星帳，並建立經濟活動與環境間的相關性。



綠色產業
‧「綠色產業」是目前國內環保單位積極推動的環
保概念之一，定義綠色產業相當不易，它不等於
環保產業，卻又和環保密切相關。綠色產業特別
是重視環境管理、需求環境技術的產業。不論任
何產業，只要符合環境管理的要求，都可稱之為
綠色產業。因此，綠色產業的重點在於產業能夠
明確的環境管理，珍惜自然界所賦予之資源。

‧國內綠色產業之市場值頗為可觀，尤以環保產業
為例，近年來每年約為新台幣800億元，年成長率
約為5%以上，內需市場亦相當蓬勃，行政院亦將
環保產業列為重點推動之「十大新興工業」之
一。



綠色消費

定義：

－可維持基本需求、追求更佳之生活品質；

－降低天然資源與毒性物質使用及污染物排
放；

－目的在不影響後代子孫權益的消費模式。



綠色消費是全民運動

1.政府扮演主導角色：

政策、法規制度、經濟工具、資訊、考核

2.企業具多重角色：

供應者、出資者、消費者

3.社會團體為提倡者、監督者

4.學術研究單位為技術提供者

5.以全體民眾之力量為基礎



何謂綠色產品

1. OECD 1995 「為衡量、預防、限制、減少與矯

正對水、空氣及土壤的環境損害，並處理與廢棄

物、噪音、生態系統相關之問題所需生產之產
品、服務或有關之活動」

2. ISO 14024 基於生命週期之考量，具整體環境優

越性之產品與服務。

3.「低污染、可回收、省資源」是綠色產品的指
標。



綠色運動

將環境保護視為休閒、遊憩
與運動設施規劃和建設的首務，
對生態環境與系統採嚴格的標準
予以保障。

綠色運動強調「自然有
權」，重視環境倫理、土地健
康、尊敬自然的一切功能與價
值，在兼顧生態保育、經濟發展
與社區福祉下，永續經營。



綠色學校
綠色學校強調從心靈環保，並且表現在四個面

向上，師生共同參與：

1.學校的環境政策與管理計畫

2.學校的校園建築與戶外空間

3.學校的教育計畫與教學

4.學校師生的生活。

在過程中強調「生態思維、人性關懷、伙伴關
係、行動學習、資源交流」，期望指引參與學校的
師生依照自己的現況，學校的能力及資源，選擇部
分面向來自動改善，並以伙伴精神相互的鼓勵、提
攜、資源相互交流。



（一） 環境政策：學校的環境政策要由
環保組織及領導承諾、要進行學校調
查及環境稽核，並明列學校面臨的問
題及改善行動計畫的時程的環境白皮
書。此部份鼓勵師生、家長的參與環
保的行動組織。



（二）學校校園：學校的空間規劃、建築及
環境管理等必須符合環境保護及教育的要
求，達到省能源、省資源、乾淨寧適的目
標。 鼓勵師生參與規劃及維護的工作。



（三）學校課程教材與計畫：學校要充
分利用校園環境作為教學的場域，推
動戶外教學，讓學生體驗自然，多向
自然學習。學校老師自己規劃設計、
發展且適用於該地特色或問題的環教
教材、課程與計畫。



（四）學校生活面：要使順應自然的方
式融入學生的校園生活，參與改善環
境的行動、校園的成員要養成負責任
的環保行為、如；綠色消費，省能
源，省資源，避免污染，並且與人及
環境和諧相處。



綠色社區

‧強調社區的永續發展

‧都市化與現代化的結果，往往帶來相當大
的環境破壞。為確保人類和自然的福祉，
需站在生態的棲地環境、經濟的利基、社
會的氛圍和文化特質的基礎上，一個地
方、城市或社區採取為這一代，也為未來
世代的基本需求、選擇的自由和自尊自重
的環境，採取整合式、有系統、衡量輕重
緩急的策略和行動方案。



綠色能源

‧綠色能源又稱清潔能源，係指對環境友
善、可再生與非污染的能源。

‧風能、水力能、太陽能、地熱能、生質
能、海洋能之發展已成為當前重要且迫切
之課題。



生質能來源

‧生質能的廣泛定義是指：所有的有機物，
經過各種化學反應後，再取其能量應用，
例如農村及都市地區產生的各種廢棄物
（如牲畜糞便、農作物殘渣、薪柴、製糖
作物、城市垃圾及污水、水生植物、能源
作物等），皆可直接燃燒應用，或是由厭
氧消化反應產生沼氣後再行利用，是目前
最廣泛使用的一種再生能源，約佔世界所
有再生能源應用的三分之二。



生質能之轉換

（一）直接燃燒

（二）熱轉換如氣化與裂解產生合成燃油或
瓦斯

（三）發酵、脂化等方式產生酒精汽油、沼
氣或生質柴油

（四）生物轉換產生氫氣、甲醇等燃料



生質能之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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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質能之優缺點
1.優點
（1）生質能所使用的原料來源豐富。
（2）生產技術簡單。
（3）可再生利用。
（4）轉換過程所需溫度不高，約5～35℃。
（5）不會造成空氣污染。
2.缺點
（1）生質的水分偏多（50～95％）。
（2）轉換效率低，僅能將少量的太陽能轉換為生
質。

（3）單位土地面積之生質能密度偏低。
（4）易受環境限制，缺乏適合栽種的土地。
（5）生產能量不及石化能量。



理論觀點

‧生態女性主義（ecofeminism）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生態女性主義

‧生態女性主義是將生態學與女性主義結合在一起。

‧「生態女性主義」一詞，是法國女性主義學者
Francoise d｀Eaubonne在1972年呼籲女性參與拯
救地球的工作時，首次使用這個名詞，並於1974年
出版相關論著。她認為女性有潛力可以解決今天整
個地球所面臨的生態危機。

‧1970s中期至80s初，一些大規模的生態災變（例
如：1979美國三哩島核能外洩、1986蘇聯車諾比事
件），引發了許多婦女抗議，生態女性主義一詞開
始被廣泛使用。



‧生態女性主義其實是二次戰後歐美資本主
義先進發展國重新關注生態環境主義
（ecology / environmentalism）和女性
主義（feminism）在歷史與理念上匯流合
成的政治與社會文化運動。

‧女性主義與生態主義合流最關鍵性因素
是，二次大戰後，戰敗的歐洲和日本等地
區，有許多婦女運動者投入反戰、反核、
社區營造和重建家園的行列，她們將女性
特質，母性保護與和平反戰理念帶進公共
領域，豐富了傳統環境運動。



‧西方有不少學者視生態女性主義為第三波的女性
主義運動，因為除了考慮性別、種族、與階級的
問題，生態女性主義者也了解到保存健全生態系
統的重要，體認到人類也只是生態體系中的一種
生物而已，所以任何完善的女性主義都不應該忽
略自然環境的議題。換言之，第三波女性主義運
動的訴求已經從對自我、性別、社會結構的思考
延伸至人與自然的關係。

‧生態女性主義結合生態與女性的另一個主要原
因，乃是由於西方文明中，時常將女人與自然類
比，而且此兩者也都是在父權社會下受控制、剝
削、佔用的對象，於是，生態女性主義者將自然
與女性受壓迫的遭遇相提並論。



‧生態女性主義反對人類中心論
（anthropocentrism）和男性中心論，它
的主要信念是：

(1)女性比男性更接近自然，男性倫理的基調
是仇視自然。

(2)地球上的生命是一個相互連結的網，身處
網中的生命無上下高低的等級之分。

(3)一個健康平衡的生態體系（包括人與萬
物），都應保持多樣化。

(4)對「發展」的概念提出質疑，指出重新理
解人與自然關係的必要性。



(1)女性比男性更接近自然，男性倫
理的基調是仇視自然。

‧男性把世界當成狩獵場，與自然為敵；女性則要
與自然和平共存。生態女性主義主張，應建立不
與自然分離的文化，它關心地球上嚴重的生態破
壞、森林消失、空氣污染、水污染。

‧生態女性主義從女性主義的觀點關心公害防治與
生態教育，更進而探討女性與自然雙重被宰制之
間的意識型態關聯性，並企圖拆解所有的宰制關
係，追求人與自然的永續共存（顧燕翎 2000：
272）。



‧對過去二百年的西方資本主義、科技成
長、工業進步等概念引導下所形成的競
爭、侵略、宰制等社會價值予以批判。同
時關注當代因人口爆炸、貧富差距、資源
枯竭、環境污染與武力競賽所面臨的危
機。強調在自然循環原則下求集體生存、
反剝削，了解進步的代價、成長的限度與
自然資源循環使用和保存的迫切性。



(2)地球上的生命是一個相互連結的網，身處
網中的生命無上下高低的等級之分。

‧我們的社會在許多層面都是處於分隔或隔
離的狀態，例如：白人／黑人、人／動
物。生態女性主義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
意識型態，它反對對生命做等級高低的劃
分。



‧生態女性主義者對自然與人類互賴關係的
看法可由葳洛比（L. Teal Willoughby）
所述的「生態女性主義者意識」
（Ecofeminist Consciousness）之三大原
則界定：

一、體認生態系統中的個體是互相關聯的；

二、尊重人類與自然界的萬物都有其個別的
差異性存在；

三、還諸自然的原貌，不以性別歧視或人本
主義的觀點污損自然的原樣。



(3)一個健康平衡的生態體系（包括人與萬
物），都應保持多樣化。

‧消費市場把人們的生活導向千篇一律的方
式，不但浪費資源，又呆板無趣。生態女
性主義認為，人們應該發起反集中化的全
球運動，既照顧到人們的共同利益，又反
對某些消費型式的統治和強制性，因為這
種強制性是一種暴力形式。



(4)對「發展」的概念提出質疑，指出重新理
解人與自然關係的必要性。

‧這是對自然與文化二元對立理論的挑戰，生態女
性主義批判二元對立的理論，反對將人與自然分
離，強調所有生命的相互依存關係。

‧同時，它對「發展」的概念提出質疑，生態女性
主義者認為，「發展」是基於父權思想和資本主
義經濟進步的概念而形成。這個概念帶有濃厚的
霸權主義特徵，它既不重視個體，也不重視社
區，只是從「經濟」面評估人類與社會的進步，
從不考慮文化、社會、政治、精神等層面的貢
獻。



‧如果能將兩性差異考慮在內，發展計劃將有全然
不同的面貌。例如，經濟發展應順應女性日常生
活的基調，不該只是一味追求競爭和侵略；男性
和統治制度應該強調責任感、教養、開放思想，
最終放棄等級思想。

‧事實上，生態女性主義是反對發展的，因為發展
是西方殖民主義的持續不墜的代名詞，在發展的
同時，也是地方自然經濟毁滅的開始。商品化經
濟發展的主要特徵是工業化和資本累積，資本累
積與擴張帶來的是殖民地的貧困和被剝奪。因
此，發展是建立在對女性的剝削或排斥上，是建
立在對他種文化的剝削上。發展會造成女性、自
然和弱勢文化的毁滅。



‧發展本身已成為問題，女性的「欠發展」不在於
她們對發展的參與不夠，而是她們付出的代價，
沒有得到相對的利益回報。經濟發展是從最貧困
的人們手中剝奪資源，是國家菁英取代殖民者，
以國家利益和提高GNP為名，在強大技術力量的粉
飾下，所進行的剝削。在此過程中，兩性皆被貧
化，而以女性為最。

‧在取得經濟資源、收入和就業等方面，相對於男
性而言，女性的地位下降，但工作負擔卻增加。
例如，在印度某些地方，女性用90%的勞動時間做
飯，其中80%的勞動是用在打水和拾柴火。因為森
林和水資源的過度開發,使她們打水和拾柴火的地
方離家愈來愈遠。



‧雖然生態女性主義對適度發展和反對無節
制發展的主張，已得到愈來愈多的認同，
但它仍面臨三個重要的問題：

(1)何謂適度？

(2)確認適度之後，如何能使人安於此標準？

(3)公平問題：例如，有人開車，有人騎腳踏
車，兩者間的公平？



永續發展

1987年，聯合國環境與發展世界委
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 
在《我們共同的未來》一書中，首次提
出永續發展的觀念：能滿足當代的需
要，而同時不損及後代滿足其本身需要
之發展，是為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該觀念提出後，即成為世
界各國及國際性組織在面對全球環境變遷及
環境問題的最高指導原則。



‧永續發展是建構在經濟發展、環境保護以
及社會正義三大基礎上，必須尋求新的經
濟發展模式，不因為追求短期利益，而忽
略長期永續強調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與地
球環境的承載力取得協調，保護好人類賴
以生存的自然資源和環境，而非對環境資
源予取予求，而且在發展的同時還必須兼
顧社會公理正義。



‧永續發展的環境面向要求人類的活動要重
視自然界的承載能力，努力保存資源及資
源再利用，同時減少對環境的污染，使我
們未來的子孫後代也能享受到乾淨的空
氣、水、土壤，足夠能源、多樣化的生物
資源以及適意的生存環境。

‧為了達到永續的環境，必須對環境利用做
合理妥善的規劃，並重視公害防治與自然
資源的保育。



1. 環境規劃方面：包括合理的土地開發利
用計畫、保留適當的自然綠地、建立生態
城鎮等。

2. 公害防治方面：包括減少空氣、河流、
地下水、海洋、土壤的污染，減少垃圾廢
棄物的產量並增進污染處理的能力。

3. 自然資源保育方面：包括如何保護生物
多樣性、土地資源、降低能源與資源的使
用率、提升資源的循環再利用率、減少對
非再生性資源的使用、盡量使用可再生資
源(包括能源)且不可超過其再生的速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