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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生產、投資、貿易

別讓自己成為北極熊

你聽過北極熊的故事嗎？在北極圈裡，牠可是沒有什
麼天敵的，但是聰明的愛斯基摩人，卻可不費吹灰之
力逮捕牠……

愛斯基摩人是怎麼辦到的？這就是上帝給人的智慧！
他們殺一隻海豹，把牠的血倒進一個水桶裡，用一把
兩刃的匕首插在血液中央，因為氣溫太低，海豹血立
即凝固，匕首就結在血中間，像一個超大型的冰棒，
之後把冰棒倒出來，丟在雪原上就可以了。



北極熊有一個特性：嗜血如命，這就足以害死牠
了。

牠的鼻子特靈，可以在好幾公里之外就嗅到血腥
味，此時牠一定聞到愛斯基摩人丟在雪地上的冰
棒，於是迅速趕來覓食，開始舔起血冰棒，舔著舔
著，舌頭漸漸麻痺，但是還是不願意放棄這樣的美
食，忽然血的味道變好了──那是更新鮮的血，溫
熱的血，於是牠越舔越起勁──原來那是牠自己的
血──



事實是：牠舔到一個程度，已經舔到冰棒的
中央部分，匕首畫破了牠的舌頭，血冒出
來，但是牠的舌頭早已麻木，所以沒有感
覺，但是牠的鼻子還很敏感，知道新鮮的血
來了，加緊舔食的結果就是，舌頭傷的更
深，血更多流失，通通吞下去自己的喉嚨
裡。



最後是北極熊失血過多，休克暈厥過去，愛
斯基摩人就走過去，幾乎不必花力氣，就可
以輕鬆捕獲牠。

在我們的生命中，追求幸福的過程裡，我們
也很可能是一隻北極熊，如果你所抱持的是
錯誤的觀念和看法的話。



從飲食談起

‧傳統農法vs.農企業（agribusiness）

採取作物和家
畜輪替，動輒
休耕一年。土
地經常是肥沃
的。

只對短期獲利感興趣，在
本少利多的原則下，用化
學維生。



人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一次偏離
常識農耕，當時提出單一耕作的概念，即經
年累月在同一片土地上種植同一種作物。這
有如將一堆雞蛋放在一個籃子裡，農夫必需
設法保住他的唯一作物。

‧化肥

‧噴灑殺蟲劑→昆蟲抗藥性→更多殺蟲劑

‧除草劑



結果：

‧土地養分枯竭，農民的整個生態系統被迫
仰賴化學的維生系統。

‧犠牲作物多樣性，使得整個系統變得不堪
一擊。（p.72）「包括水力發電的水壩、
道路、伐木業、現代農業等人們所謂的進
步，使我們陷入糧食供給的危險處境，各
地的野生與栽培作物品種正在流失中。 」



美國國家科學院針對主要作物在遺傳基因上
的脆弱性，做出以下評論：

「美國的主要作物，單一性程度令人印象深
刻，而脆弱程度也同樣讓人大開眼界。」



基因改造

‧基因工程產品是將一個物種的基因物質植
入另一個物種的DNA裡，基因改造作物的目
標是改變基因編碼，使作物對害蟲和特定
品牌的除草劑產生抗性。例如：美國的基
改玉米，它會製造出自己的細菌毒素，會
殺死所有吃玉米的昆蟲。

‧生物科技產業告訴我們，上述作法，可以
降低對化學殺蟲劑的依賴而使環境受益。
但是，我們並不知道長期食用這些作物，
將會產生什麼影響。



‧第一批生物科技作物於1994年上市，至
今，全球有1億6千七百萬畝的土地種植基
改作物,主要包括玉米、棉花、大豆和油
菜。

‧美國是基改作物的佼佼者，全美81%的大
豆、40%的玉米、73%的油菜和73%的棉花都
經過基因工程處理。（p.81）

‧「現在北美兒童成了全世界的實驗動物，
被用來研究吃基改產品的長期效應。 」
（p.101）

‧你吃的食物旅行了多少里程？



環境保護

‧永續消費

‧污染控制

‧生態保護



公正

‧政府

‧企業

‧非政府組織



政府

‧根據世界經濟論壇最新的二○○五年「環
境永續指標」（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ex）全球排行，台灣
名列第一百四十五，只領先北韓！再從台
灣行政院發布的二○○六年台灣永續發展
指標來看，其中的生態與環境綜合指數
（包括天然海岸比例、單位努力漁獲量、
有效水資源等指標）也創歷史新低！這代
表，我們的生態環境發展方向，已經背離
永續發展的原則。



‧中華白海豚的生存狀況，被國際保育界高
度重視，牠已被列為華盛頓公約一級保育
類動物，也是聯合國全球環境保護基金會
的重點保護對象。

‧白海豚與人類，分別屬於近海與陸地食物
鏈的最上層，喝相同的水、呼吸相同的空
氣、吃進同樣受污染的水產。「白海豚消
失，代表物種的滅絕，代表環境不斷惡
化，保護白海豚，其實是保護人類生活品
質。」一直關心台灣生態的雲林縣副縣長
林源泉表示。「若食物鏈已受污染，最終
將禍及人類。」



‧被稱為「長江女神」的白鱀豚，在不到三
十年的時間裡，就從「數據缺乏」，到整
個族群隕亡。處境更為惡劣的中華白海
豚，極可能走上相同的命運。

以上摘自： 商業周刊第 1039 期

作者：陳雅玲



‧政府包括行政機關、立法機構、司法機關
與執行機關。

‧政府所採取的行動多半受到企業的影響，
而企業則是諸多環境風險的來源。由於政
府干預的效果會產一種指標效應，所以企
業對政府行動的回應顯得特別重要。

‧社區的重要性則在於它們會組織起來，形
成環境運動、壓力團體、非政府組織或政
黨，從而在政府的政策制定上發揮影響
力、創造與實行管制，以及改變企業的行
為。

（Howes, 2005:xx-xxi）



蘇聯：污染的代價－遺傳病大增

‧1988年9月27日前蘇聯政府的機關報－消息
報有一篇報導指出，「鳥克蘭共和國的遺
傳性病患，一年之間增加一萬至一萬兩千
名。．．．」此項報導被與車諾堡事件牽
連在一起。

‧事實上，遺傳性疾病大增，是經過長期環
境污染所致，而非車諾堡單一事件所致。



‧自史達林時代，蘇聯制定一系五年經濟計
劃，重點放在發展重工業，以農業政策、
軍事政策、資源與能源政策、勞工政策等
四項做為互補。

‧自1928年起，連續12個五個經濟計劃，高
價出售集體農場及國營農場生產的廉價農
產品，發展重工業，建立軍事力量，興建
大水庫、改造河道，造成生態破壞，帶來
嚴重公害。



農業政策
‧長期偏重重工業，農民被犠牲，群起反抗，政府
鎮壓，造成一千多萬人死亡。其次，二次大戰、
少數民族整肅與大飢荒，至少有四千萬男性死
亡，使得性比例成為100：86。為彌補勞動力不
足，女性進仕勞動行列，在家庭與工作的雙重壓
力下，女性不大在意污染食品有礙健康，疏於防
範。

‧業集體化政策使用大量化肥與農藥，不僅農作物
受污染，地力也變貧瘠，農作欠收，不得不從國
外進口有農藥污染的糧食解決飢荒，於是，有農
藥殘留的食物被端上餐桌。



‧軍事政策：
高額軍事費用對經濟計劃造成沉重負擔，當
局不得不進行一些緊縮軍費的措施，例
如：自阿富汗和東歐撤軍、與中共和解、
裁減核子武器等。

‧資源與能源政策：
需求高，高度依賴核電，導致車諾堡事件。



美國、英國與澳洲

‧美國是全球單一最大的能源使用者與垃圾
製造者。

‧英國則被歐盟其他國家批評為污染製造者

‧澳洲平均每人排放的温室氣體高居世界前
幾名。



美國

‧美國國會於1969年通過了「國家環境政策
法案」（the National Environment 
Policy Act），其中包含一項條款：對任
何新的政府計劃，聯邦機構都必須考慮其
對環境的影響。因而催生了環境影響評估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的
做法，並且帶動了從聯邦到州政府、私部
門，及至全球在環境影響評估議題的發
展。



建立線上污染清單（Online pollution 
inventory）

‧在社區導向的NGOs壓力下，國會通過緊急
計劃與社會知的權利法案（Emergency 
Planning & Community Rights to Know 
Act, 1986）。據此，產生了美國所謂的
「毒物排放清單」(Toxics Release 
Inventory, TRI) ，這份清單是根據社區
「知的權利」之原則主張：有關可能會影
響居民的危害，居民均享有被告知的資
格。



‧美國的環保署（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因而確認了一份危險物質清單（最初有
329項，後來擴增到647項），對這些物質的排
放、生產或使用，設立了基本的門檻。 同時，制
定計算與與報告其排放的原則。

‧任何公司在這些物質的排放、生產或使用上，一
年中，只要有其中任何一種超出此門檻，就必須
向環保署提出報告。環保署檢閱後，將該資料放
在公開的資料庫中。首批資料在1987年問世，並
陳列在公立圖書館。之後，電腦網路普及後，則
放在網際網路上。一般民眾可透過美國環保署的
網站取得資料。

（Howes, 2005: 96-100）



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非政府組織與社區團體透過社會運動的方
式，參與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

‧1960-70年代，社區在環境、和平、社會正
義、女性主義和厶民權等議上，進行動
員，某些團體葚至轉型為活躍於政治圈的
遊說團體。

‧1980年代，這些快速成長的團體形成大眾
運動（mass movement），開始透過專業知
識的生產，轉而參與了永續發展的決策論
壇。

（Howes, 2005: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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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cue：拯救物種、人文消費

‧白鱀豚的悲歌
八月八日，英國皇家學會的科學期刊
《BiologyLetters》在這一天，為一種只存活在中
國長江裡的哺乳類動物，敲響了喪鐘。牠是白鱀
豚，英國人曾在「地球日」為牠而泳。

去年底，一支由中、美、日、德等六國、三十多名
科學家組成的「長江淡水豚考察隊」，乘兩艘船把
長江中、下游徹底走了兩遍，然而歷時三十天、總
行程三千四百公里的搜尋，以失望終結。
《BiologyLetters》正式宣布白鱀豚「可能已經絕
種」，「這是人為因素帶來的惡果。一整個族類的
哺乳類生物在這麼短時間內完全滅絕，實屬罕見。
我們來得太晚了！」



研究顯示，至少有九○％以上的白鱀豚是因
為人類活動直接致死的，有的被輪船的螺旋
槳打死，有的遭受污染而病死……。白鱀豚
最大的殺手，就是人。

中國的經濟發展，讓白鱀豚成為世界上第一
個被人類消滅的鯨目物種。

以上摘自： 商業周刊第 1039 期
作者：陳雅玲



‧另一個鯨目物種──中華白海豚的殺手，
也是人

中華白海豚生活在河口附近的近海沿岸，包
括香港、台灣，中國長江以南，都有牠們的
蹤跡，牠們和人類的關係，遠比其他種類的
海豚更親密。然而，近年來，牠們也飽受人
類環境的威脅。



‧儘管香港政府十年來採取了許多保護措
施，希望讓白海豚與人共存，但由於人口
稠密，且地理上與污染嚴重的中國珠江口
相連，國際綠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
研究發現，香港白海豚體內所累積的農藥
DDT，較亞洲區內其他鯨豚類動物為高，
PCB（多氯聯苯）累積量也僅次於日本，顯
示香港海域污染的程度已接近危險水平。



會嚇人的台灣白海豚！
大開發重傷棲地，背鰭餓到凹陷

‧從苗栗縣到雲林縣台西，這條離岸一至三
公里的纖細帶狀海域，是台灣白海豚的棲
息地，這裡海岸陸棚平坦，海底生物豐
富，曾是沿海漁民最重要的漁場之一，白
海豚也在這片健康的潮間帶優游覓食。老
漁民說，以前濁水溪口也曾有一個「海猪
仔（海豚）窟」，可以看到為數眾多的海
豚。



‧如今，填海造陸的工業區開發，讓台灣西
部海棚從滄海變工廠。除了麥寮六輕廠區
以外，最大型的開發案就是彰濱工業區。
這裡，曾是台灣最大的泥質海灘，但為期
三十年的工程，生物種類豐富的潮間帶被
蓋上厚厚的沙，長長的海堤被築起，海水
被抽乾，生命因此窒息，白海豚失去了家
園。



‧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代主任邵廣昭
指出，過去二、三十年，這裡潮間帶消失
的魚種超過兩百多種，多數為大型肉食性
魚，包括海鰻、石斑等。白海豚失去了食
物來源，人們也吃不到西岸新鮮美味的近
海魚。



‧填海工業區的開發，不只造成潮間帶消失，更帶
來大量污染，於是，人們在海水裡發現遠遠超過
標準值的重金屬，如戴奧辛、鉻、鋅等。當這些
毒物進入水域之後，先被浮游生物吸收，接著被
小蝦、小魚吃進體內，小魚又被大魚吞入肚子
裡，毒物繼續往食物鏈的上層——海豚的體內蓄
積。

此外，填海造陸時打樁和爆破工程製造的水下噪
音，也會使海豚聽覺器官重傷，失去認路和覓食
能力，甚至擱淺。這些，都是台灣西岸的白海豚
面對的生存威脅。



‧「福爾摩莎鯨保育研究小組」是台灣唯一
長期觀察研究白海豚的學術小組，他們從
二○○二年至今，為海豚拍照做「個體辨
識」，已經編到五十四號，扣除後來發現
重複的，還不到五十隻。「我們很擔心台
灣所有的白海豚加起來，也不破百。」這
代表，白海豚在台灣瀕臨絕種危機。

以上摘自： 商業周刊第 1039 期

作者：陳雅玲



台灣55％的海岸是人工海岸

殷鑑不遠：日本

‧東京「三番瀨環境市民中心」理事長安達
宏之就表示：「有生物多樣性寶庫之稱的
潮間帶、淺灘，由於戰後建造工業區、住
宅區等原因被填海造陸。東京灣一九○○
年的潮間帶總面積有一百三十六平方公
里，但一百年後的現在，只剩下十平方公
里，九○％以上被填平了。…最近幾年連
續發生青潮，大批死蛤蜊的貝殼漂浮在海
灘上，蝦虎魚的屍體也翻出海面，海洋漸
漸被惡臭籠罩。」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鄭明修指出：台灣人工
海岸的比率，應該已經超過日本，成為
「新世界第一」！

‧「台灣有二百三十九個漁港，平均不到六
公里，就有一個，密度世界最高。台灣海
岸消波塊使用密度應該可以列入金氏世界
紀錄，尤其每年每人水泥消耗量更是世界
上數一數二。」台灣不斷往海裡投下消波
塊、進行漁港等人為開發，鄭明修對這些
消滅天然海岸的行為，如數「家珍」。



‧儘管花東地區一直被視為台灣最後的
淨土，但靜宜大學生態系教授陳玉峰
經過三年的研究指出，如果從南迴公
路安朔橋後（台九線四百四十三‧五
公里）算起至花蓮市為止，這段長約
二百二十公里的海岸線中，原始自然
海岸僅剩約七公里長，即大約九七％
的海岸已變成人工海岸，海岸生態系
全遭滅絕！

以上摘自： 商業周刊第 1039 期
作者：陳雅玲



綠色文化

Simplicity

簡約其行

Spirituality

高尚其志

Sporting

強健其身

Sustainability

和諧其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