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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時代的變遷，人類對於自然環境的破壞日益嚴重，因而造成全球暖化、

酸性沈降（酸雨）、臭氧層破洞、生物大量滅絕等諸多問題，使得生態與環境在

短短數十年內發生非自然性的嚴重改變，更使得人類文明將在五十年之內，甚至

十年之內面臨非常嚴重的威脅。（林憲德，2004） 

  有鑑於此，1992 年的「地球高峰會議」，史無前例地聚集了一百七十位國家

的政府代表以及一百一十八位的國家元首，共同商討挽救地球環境危機的對策，

掀起了地球環保的熱潮。會中更簽署了《氣候變化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生物多樣性公約》（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並同時發表了《森林原則》（Forest 

Principles）、《里約宣言》（Rio Declaration）、與《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等重要宣示。不久，1993 年聯合國成立了「永續發展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CED)，展開全面性的地球環保運

動。直到 1998 年的「京都議定書」，更正式制定了各先進國家二氧化碳排放減量

的目標，在在顯示了地球環保的問題已經成為超越國境與政體的國際要務，同時

也顯示出「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已成為人類最重要的課題。

（希拉雅工作室） 

  而我們觀看人類的發展歷程，可說是對所謂「進步」觀點的一種批判，因為

史前時代「妥善照顧」的概念，已經揭示出人類在面對環境限制之下的長遠生存

策略，也因此催生 1992 年的地球高峰會議，雖然促請各國研擬永續發展之具體

政策與計畫，但是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今日，人們似乎對於未來仍感到茫然失措，

而迷失在高度商業化的社會之中。  

  臺灣，在戰後五十年之間的經濟快速起飛，無疑是臺灣奇蹟的一部份，然而

從美麗之島淪陷為破碎島嶼，也自此而始。儘管許多人都深切感受到臺灣環境的

急遽惡化與人文變遷。但遺憾的是，這些感受卻多半僅化為懷舊式的思古幽情，

或者只是救贖式的自我安慰，然其有效遏阻乃至於改善環境惡化的行動，仍遠遠

不及對於追求經濟發展的殷切。（李永展，1999） 

    然而隨著環保意識的抬頭，人們的消費習慣也逐漸地受到環保意識的影響，

對於商品的需求開始考慮是否有兼顧環保，開始發現我們自己其實是有決定權，

這將會改變現今人們所認定的社會價值觀。身為消費者的我們，應該知道現代的

社會經濟是由「供應」與「需求」所交織而成的龐大結構，而我們從中可以發現，

商品若是沒有消費者的需求，則廠商的「供應」便無法形成，於是廠商便會開始

找尋消費者願意購買的商品，而我們便可將其導向於綠色環保的路徑，使之發展

茁壯，這便是一種「綠色消費」。然而現今廠商便利用此種心態，招搖著「環保」

的旗幟，而實質上卻背道而馳，徒有虛名，而使得綠色商品在大眾心中留下負面

的印象。故此，今日我們試以大眾生活中經常接觸的「家電」、「建築」、「交通」

來說明如何做一位「經濟又兼顧環保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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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家電 

  家電，可說是我們的居家生活之中，最常使用也最常消耗能源過多的地方，

也因為家電屬於家庭消費品，汰換率高，零件又十分繁多，往往造成大量垃圾；

而部分家電因含有重金屬，進入掩埋場之後，往往容易造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故而催生出「綠色家電」的概念，並且針對現有家電之弊病，綠色家電除了具有

省能、高效率的特性之外，於材料的運用上，還須注意是否能將用量、組件種類

減至最低、能不能拆下回收、是否可以再生製造、二次利用，且須避免有害物質

的使用。 

  在臺灣，約有 97%的能源須仰賴國外進口，故政府為在有限資源中提升能源

效能，自 1980 年起，便強制實施最低能源效率標準，規定冷氣、冰箱、日光燈、

馬達等一定要符合所規定的最低標準，估計一年因此節省了 10 億 8 千萬度電，

並為了更進一步提升全國的能源使用效率，經濟部能源委員會推動「節能標章」，

鼓勵廠商申請認證。 

  截至去年為止，總計有冷氣機、電冰箱、除濕機、電視機、洗衣機、電風扇、

螢光燈管、吹風機、乾衣機、烘手機及開飲機等 11 種家電開放申請，目前共計

25 家品牌、266 件家電通過認證，家電產品貼上這個圖樣，代表能源效率比國家

認證標準高 10-15%，耗電量更少；所以除了環保標章，認明節能標章，同樣也

可為我們在電費支出上制咽。 

  遠觀歐洲國家，對於家電之生產明令製造商必須為廢棄問題負起責任，鄰近

的日本也在政府制定「家電回收再生法」之下，結合民間和企業的力量，努力將

回收轉變為有利可圖的產業。而相較之下，地狹人稠的臺灣，企業只須按時給予

一筆處理費用，並不需要直接負擔產品廢棄後的處理責任。所以在整個綠色家電

的設計上，大多只著重在某一效能的增進，如新冷媒、低耗電量的功能；而對於

促進家電的資源回收再生性，投入的研發經費並不高；更遑論將完整的綠色生產

概念，提升涵括到生命周期評估和整體販售通路的綠色供應鏈中。這一點，我們

的綠色消費者在購買時，還是應先有清楚的認識為好。（林穆琳） 

    而一般大眾在購買綠色家電往往不知其陷阱，而未能達到節能省財的目的，

專家提醒，為避免受到混淆，須注意四大陷阱（瑞麗女性網）： 

一、模糊概念 

  電冰箱的每日耗電量不但與電冰箱的有效容積有所關聯，還與使用之環境、

門開啟的次數、內存物品的數量和種類等諸多因素有關，拋開這些因素卻只宣傳

每日耗電量，意義不大。  

 

二、虛張聲勢。 

  某些企業宣傳自身的產品擁有多項節能技術、節能理由等等，試圖誇大節能

技術來迷惑消費者，但不說節能的效果，也拿不出權威部門的認證或實驗數據。

因此，消費者選購節能家電時，不要只看節能技術的數目，還要認清是否有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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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實驗數據。  

 

三、無效的對比。 

  在現今市場的空調促銷中隨處可見類似的數字對比:如購買了一台 1.5P 或

2P 的某品牌節能空調，那麼若按平均每天使用 6-8 個小時來計算，一年就能夠

節省電費 1600 元-2000 元，使用兩年，節省下來的錢就可以再買一台節能空調。

這種數字對比，從表面上來看似乎有「說服力」，但實質卻是一廂情願──誰家

的空調會天天開 6-8 小時？  

 

四、誤導性的引誘類比。 

  其目的在於先使消費者被其誤導性內容所吸引，繼而產生購買欲望。此前，

在某種等離子電視機的廣告宣傳中竟然宣稱“耗電量小於普通檯燈＂，而廣告商

的解釋更是大言不慚：「我們是按映像管電視機一天用 1 個小時，檯燈一天用 8

個小時來進行測算的。」 

 

  足見雖然綠色家電對於有益於環保，但是卻也容易為人所混淆，故此在選擇

綠色家電時，我們仍須注意使用後是否能達到節能的行為。 

  但是在於綠色家電，仍有許多值得我們褒獎的，舉例來說，日本廠商研發出

一種「水波爐」，利用 300 度高溫蒸氣煮熟食物，只要用家中自來水，便可做出

煎煮炒炸各式菜餚，不僅減少油湮污染，也省去微波有害身體的疑慮。另外還有

一款不用洗劑，僅使用鹽巴即可洗淨碗盤的洗碗機，為享受居家生活和環境保護

之間取得了平衡點。而德國一家 Loewe Opta GmbH 公司發展出一款彩色電視，便

採取新的綠色產品研發模式。其最大特點，在於外殼全由單片鋼鐵製成，日後可

輕易回收。其他零件，除了管線材質之外，也都是可回收的廢料鋼鐵；因此又可

節省下不少防火材料的使用。而這些電子零件大多是由鐵、鋁、矽等組成，不具

有害或高污染物質。且藉由巧妙的設計，讓零件數量由 1075 減至 943 項，重量

也由 2.1 公斤降低至 1.33 公斤，拆解、組合都容易，有利於回收再利用。其他

塑膠零件也由 6.68 公斤減至 39 公克，是項毫不浪費的綠色家電。（林穆琳） 

  看看國際知名的影印機大廠 Fuji Xerox 的例子，為了減少其產品對環境的

衝擊，Fuji Xerox 自設計、選材、生產、包裝、運送乃至回收系統，做了完全

的規劃設計。例如影印機的組件在研發設計時，便朝向可拆卸且可回收、再利用

為原則，並盡量輕薄短小，以減少原料用量。此外，利用新技術，將顏料和畫質

混合得更均勻，如此便可以更少的原料和能源，達到令人滿意的效果。而在生產

過程之中，更剔除了含鉛、六價鉻以及含溴之耐燃劑等有害物質作為原料，不僅

預防污染，同時也方便日後回收再利用，大大降低對於環境的衝擊。等到運輸時，

同樣是以最少量的回收紙設計成耐碰撞的包裝。 

  當影印機送到消費者手中，使用完畢將汰換，Fuji Xerox 的回收模式立即

啟動，送回工廠，進行材料和組件的分類、回收、再製的流程。這已經不光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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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生產單一產品，而是要在產品的「出生」之前，已預想其「壽終正寢」之後，

整個產品的「生命週期」要如何減低對自然環境的衝擊所做的全盤考量，這便是

「綠色設計」(Green design)的精神。一般而言，綠色設計或環境化設計(Design 

for Environment)的說法在美國與日本較常使用，而歐洲國家則大都慣用生態化

設計(Eco-Design)一詞，名稱雖有異，其基本內涵大致相同。 

  開始設計時便採用環保的概念，減量(Reduce)、再使用(Reuse)和原料回收

(Recycle)，正是綠色設計的「三 R 守則」。雖說經過統計，有 40%~50%的垃圾，

是可以回收再利用的，但資源回收工作並不容易，如國內資源回收再利用率約僅

3%而已。事實上，與其在生產末端耗費時間精力在減少廢料、污染和處理回收物，

不如在源頭：規劃設計階段就作好準備。 

  美國的百威啤酒（Budweiser）在不減容量的前提之下，將鋁罐邊緣直徑

減少一英吋，一年就減少 2100 萬磅原料的消耗，而處理其回收、再製所減省下

的金錢和能源便更為可觀。德國 wilkhahn 公司早在 90 年代就曾經設計一系列

Picto 辦公椅，強調完全不用黏膠和焊接，95%以上的零件都可以支解再重複的

使用，材質多使用鋁合金及無毒害的工程塑膠，兼具美感、科技和功能性，為其

現今「支解設計」的濫觴。 

  除此之外，利用新材料來設計商品，也能達到綠色生產的目的。日本和德國

都已開發出一款手錶，利用人體體溫和外界環境溫度的差異，而產生電力來驅

動，其中奧妙，在利用了一種「熱電材料」。這是一種很奇特的材料，只要通入

電流，便會產生冷熱兩端；而如果同時在兩端接觸不同溫度時，便會在內部迴路

形成電流，只要溫差愈大，所產生的電流就愈強。目前運用這個原理，所設計出

的冰箱，不需壓縮機、沒有噪音，也不會排放污染，極適合外出旅行。而以相同

原理，日本久保田公司利用工廠所發出的廢熱和冷卻水之間的溫差來發電，目前

也正在成熟階段，值得期待。 

  估計若將傳統生產方式改以綠色設計 3R 原則，針對產品生命週期每一階段

做適切的分析和改善，至少可降低 90%以上的環境衝擊。 

  進入生產過程中，省能、減廢、污染防制，依然是綠色產品的製造重點。以

國內的正隆紙廠為例，其努力於環保生產管理，特別改變製程，讓造紙對環境的

衝擊大幅降低。例如過去為了增加紙張強度，必須在紙漿中添加固化劑，但由於

固化劑懸浮在紙漿槽中，濃度控制不易，更有一半留在水中，形成浪費。而如今

固化劑改由紙張表面塗布，使用效率達到百分之百，紙張品質也更為提高。另外

正隆改變廢水流程，回收第一階段廢水及紙纖維，不但減少污水處理場的負擔，

節省用水量，也讓紙纖維利用率更加提高。 

  除了著重生產流程的簡化、原料減量、降低污染；發展更為自然、更溫和的

嶄新技術，也能為產業帶來盎然的綠意。例如紡織業：棉蠟是棉纖維外層的一種

天然成分，必須先去除後才能有效的為棉織品染色。傳統方法是用酸鹼化學藥劑

去除後，最後再以大量清水清洗，這個過程是造成紡織業最為人所詬病──大量

廢水產生的主因。美國有一家 Novozymes 公司，研究出一種酵素，會攻擊棉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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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纖維之間的一層果膠，讓棉將蠟釋放出來，卻不會傷害到纖維，因此製成織品，

不僅更加柔軟蓬鬆，製造過程中也不需再添加化學藥劑，更可以省下 50%的清洗

水費，減少至少 30%的污染。 

  新技術、新材質的研發，可大大改變生產過程，減少更多能源消耗和污染物

的產生。當這些綠色新產品足以造成綠色旋風，搶佔過去以侵耗地球資源製成的

市場，這個「工業生態系統」自然可同時達到內部和外在自然生態圈的平衡。 

  產品出爐後，過去為求安全美觀，食品和禮品的包裝愈來愈繁複；一些貴重

貨物，則裹上一層又一層的塑膠、泡棉加紙箱，莫怪乎說大部分家庭垃圾都來自

這些不當的包裝。 

  包裝也講綠化，一些自然新材質漸被廣泛使用，例如可降解和可用食材料。

澳大利亞昆士蘭洋芋片容器公司，研製出一種用來盛裝炸洋芋片的可食性容器，

其中添加了酸、辣、鹹味道以及熏烤、醬料等不同風味，使得容器的味道並不亞

於洋芋片的味道，可以直接把它吃掉。而日本則是利用從甲殼類提取出來的一種

多糖物質，製造出可食用的包裝，以用來包裝泡麵、調味品等，消費者煮食時，

可直接將泡麵等連同包裝放入鍋內烹煮，完全不會產生垃圾。 

  如果無法達到完全無負擔，只好以包裝材料再使用如回收紙做為第二選擇。

事實上，許多商品正日漸倚賴這項包裝技術。屢屢獲得世界包裝之星、台灣包裝

之星等大獎的伸威公司，有一件十分傑出的設計：利用七張完全使用回收紙製成

的瓦楞紙，即可拼出八個紙箱，省下一半以上材料，而且完全不用騎馬釘、黏劑

和膠帶，每層抗壓力更可達每秒 4500 公斤以上，比鍍鋅和塑膠棧板更高，更為

特別的是，當貨品運到賣場時，這些棧板重新組裝，即可搖身一變成為陳列架；

完全達到減量、回收、再利用的 3R 原則。 

  為了達成「工業生態系統」真正的平衡，就不能不往「零廢棄」的目標邁進。

以往，消費者盲目的購物，往往也同時買回了一堆包裝廢物或是有害環境物質，

然後還需付費處理這些廠商留下的爛攤子。然而「製造者延伸責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EPR)原則在全球興起，強調生產者必須負起產品對

其生命週期的環境衝擊責任。如 1994 年歐盟公佈「產品包裝廢棄物管理指令」，

規定生產者必須對產品銷售後之包裝廢棄物處理負責；於 2002 年 10 月又提出

「WEEE 及 RoHS 指令」，對廢電機電子設備之分類收集、回收再利用、廢棄處理

及產品之禁用物質，亦作了許多規定。 

  從此，會產生化學毒性、不能回收的產品，將會在國際上失去舞台。其中不

僅牽涉到生產前的綠色設計規劃，當然也包含了原料、生產過程及包裝、直到廢

棄後，是否都能符合環保、節能、減廢的要求。換句話說，在產品「出生」之前，

到「壽終正寢」之後，整個「生命週期」都得朝向綠色設計和生產，必將成為沛

然不可擋的趨勢了。（林穆琳） 

  故而綠色家電不只是能為我們節能，更可同時兼具環保。但是由於這類商品

研發時往往需要投注龐大的資金，生產技術往往也被視為商業機密而不易流通，

故而難以形成規模經濟，因此使得綠色家電的價格居高不下，但是若能將此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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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入成為設計商品時的一項考量，則我們的生活中所製造的垃圾廢棄物便可有效

的降低，且讓我們的健康與荷包有所保障。 

 

參、建築 

  隨著時代的變遷，人類對於自然環境的破壞日益嚴重，因而造成全球暖化、

酸性沉降（酸雨）、臭氧層破洞、生物大量滅絕等諸多問題，使得生態與環境在

短短數十年內發生非自然性的嚴重改變，更使得人類文明將在五十年之內，甚至

十年之內將面臨非常嚴重的威脅。（林憲德，2004：18） 

  而我們的建築似乎與如此重大的議題無關，但在實際上卻是大有關聯，因為

舊時的建築物常是以「因地制宜」的建築方式，且建材多以如木頭、石塊、泥磚

等自然材料，而現代建築卻是高污染、高耗能的產物，也是造成地球環境破壞的

元兇之一。建築物中所使用的水泥、鋼筋、玻璃由於皆是高度再加工的產物，故

其生產過程也因此伴隨著大量消耗的能源，也因此排放了大量的二氧化碳，從而

助長了全球暖化的趨勢。根據經濟部能源局產業耗能的統計資料，顯示出臺灣每

生產一公斤的水泥就排放 0.4 公斤的二氧化碳，每生產一公斤的鋼筋，就排放出

0.9 公斤的二氧化碳，每生產一平方公尺的磁磚，將排放出 7.9 公斤的二氧化碳，

快速的增加溫室氣體，進而助長了全球暖化（林憲德，2004：22）。 

  因此為避免全球暖化更加惡化，綠建築的出現勢在必行。所謂的「綠建築」

簡單的定義即「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建築」。「生態」是包含「生物多樣性

指標」、「綠化量指標」、「基地保水指標」等三項指標，「節能」是指「日常節能

指標」，「減廢」則包含「CO2 減量指標」「廢棄物減量指標」，而「健康」則是指

「室內環境指標」、「水資源指標」、「污水垃圾改善指標」三項指標，共九項指標，

然可概分為四大範疇，故稱綠建築為「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建築」，相較

以往綠建築的定義「消耗最少地球資源，製造最少廢棄物的建築物」有更進一步

的建築永續發展概念。然而許多人會這麼想：「綠建築對於我們的生活有什麼樣

的好處？」從建材說起，臺灣建築物多採用混凝土作為主要建材，不僅製造過程

排放出大量的二氧化碳，也因為建築市場的需求與合法開採權取得之不易，盜採

砂石在臺灣早已不是新鮮事，建築業景氣時，所使用的砂石約六成是非法盜採，

而在此之中，約有近八成是盜採自河川，而高屏溪也因為歷年不斷的盜採砂石，

河床每年平均下降八公分，高屏大橋附近河床甚至下降達八公尺，造成高屏大橋

的橋墩外露，終於在 2000 年 8 月 27 號引發橋樑斷裂。不僅如此，包括臺北關渡

大橋、宜蘭蘭陽大橋、頭前溪橋等共有 17 座橋樑也有類似狀況，而因此成為了

「極度危險」的橋樑（林憲德，2004：23，24，26，27）。 

  其原因在於當初設計建物時，抗震結構便已出現問題，以致於必須再加強結

構，而耗費更多的結構材料，導致建材消耗如水泥等的加速，進而造成環境破壞。

但是綠建築則不然，為了節約建材與廢棄物，綠建築採用「結構輕量化」的設計。

所謂「結構輕量化」就是以輕巧的鋼骨結構來替代以往笨重的鋼筋混凝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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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者建材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笨重的鋼筋混凝土約是鋼骨結構的 1.47 倍，且若

輕量隔間的純鋼骨結構與金屬帷幕外牆搭配，可省下三分之二以上的混凝土用量

以及三成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且金屬玻璃帷幕外牆較易於回收利用，對於資材

的再生循環有相當的助益。由此可見，綠建築不僅可因為建材的減少消耗而達到

環保的功效（林憲德，2004：53-55），更因此可將房屋建材部分的花費節省下來。 

  而綠建築不僅僅是在建材方面，對於建築的溫度調節也能使我們省錢。諸如

現在許多的辨公大樓，經常使用所謂「玻璃帷幕」。有人認為，開大窗可以減少

開燈以節省照明用電，然而事實卻不然，因為大玻璃窗會嚴重破壞室內照明環境

的均勻，以至於必須拉上窗簾在全面開燈以避免眩光，而且因為玻璃帷幕在烈日

的曝曬之下，表面溫度有時可達至攝氏五、六十度，縱使空調能將室內溫濕條件

控制在規定的舒適值（溫度 22~26℃、溼度 50~60％），但玻璃面與內牆溫度差高

達 30~40℃，會產生不均勻幅射熱，讓人有如在大冰櫃內面對大面烤爐一樣，另

一方面，由於空調熱負荷變動大，導致空間內冷熱不均，造成筋骨酸痛、氣虛體

弱的冷氣病（林憲德，2004：109-112）。更會因為大面積的玻璃帷幕而造成反光

公害，以及造成鳥類以為是可飛行的空域而撞擊致死，或是領域性較強的鳥類，

誤以為反射影像為入侵者而衝上攻擊導致傷亡，但許多人卻不了解，這樣的建築

設計原是歐美國家為了在寒冷氣候中創造溫暖的氣候，卻因此被嚮往西方建築的

熱帶國家效法（林憲德，2004：109），而我們也可以看出，建築必須要因地制宜。 

  而在住家方面，也有像玻璃帷幕大樓的毛病，將窗戶開的很大，結果不但沒

因此收到採光良好之效，反而浪費了更多錢在照明之上，原因在於台灣建築物每

增加 1％的玻璃開窗，將會增加約 1％的空調消耗量，因此全面玻璃設計的大樓，

會比一般開窗 30％的大樓高出六成以上的空調耗電量（林憲德，2004：106）。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開窗」對於台灣的建築有多麼重要了，故此，臺灣的

綠建築也特別偏重於通風與遮陽，如住家平均開窗率約20％、辦公建築約40％即

可達到良好的採光效果，也能避免引進過多的熱氣流，且如能在窗戶上加設遮陽

板、雨庇來遮蔽日照以減少熱負荷，此類被稱為「外遮陽」。而在室內加裝窗簾

或百葉窗則稱為「內遮陽」。一般人認為只要加裝內遮陽設施及可達到遮陽效果，

但其實只能阻擋17％的日射熱，然而使用外遮陽手法（如南向仰角45 度的水平

遮陽板）卻能輕易地遮去68％的日射熱，尤其是遮陽板、雨庇、導風袖面等立面

造型，對於通風有充分的誘導作用，更能與遮陽功能結合成特殊的熱帶風格。或

可採用自然的方式，如從建築物的方位、周邊環境的地形或種植樹木矮叢等方面

下手。而在一般如住宅、學校等非空調型的建築之中要增強通風能力，居室空間

深度則不應大於十四米以上，且應採用深度扁淺的Ｌ、ㄇ、口字型的建築設計，

使得自然採光率可達到最高效力。要留有中庭、迴廊作為雙面通風之處，尤其斜

屋頂，高樓層、挑空、通風塔的設計，更有促進浮力通風的作用，為非空調型建

築應發揮的優點。至於空調型的建築則要避免全面封死的大玻璃窗，並預留大量

的可開啟的窗口，以備在涼爽的季節或停電時能留有充分的通風功能。並應注意

西曬問題，因為西曬會造成白天的太陽熱能儲存在壁體內，使人感到炎熱不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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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入眠，造成空調用電量增加（林憲德，2004：102，103，113，114）。 

  在省電方面，綠建築相較於以往的建築更為優異，而在省水方面，綠建築也

考慮到了，有的建築加設雨水再利用系統，利用建築基地或屋頂收集雨水，經過

管線系統截流至處理系統，處理完後再流入儲水設備中，最後再由管線送到用戶

家中的用水器具。「雨水再利用」可用於民生用水之替代性補充水源、消防用水

之貯水水源，及減低都市洪峰負荷。且再配合節水器具，如全面採用省水器具，

必能節省不少水量。目前國內常用之節水設備包括：新式水龍頭與節水型水栓、

省水馬桶、兩段式馬桶、省水淋浴器具、自動化沖洗感知系統等等，或設置中水

系統，「中水」是指將大量的生活污水匯集經過處理後，達到規定的水質標準，

可在一定範圍內重複使用於非飲用水及非身體接觸用水。而在總水量中，僅廁所

沖洗就佔 35%，如能全面改用中水作為沖洗廁所之用水，其效果甚為可觀。然而

中水系統的淨化能力高，故價格上也較昂貴，因此不宜輕易設置，以避免浪費。 

  综而觀之，綠建築對於所謂的生活省能方面效能卓越，但由於綠建築的體系

包含四大範疇、九項指標，涉及過多層面，故無法一一講述綠建築對於人們生活

的好處，僅能針對「日常節能指標」的部份進行說明，以符合全篇「綠色消費」

之主題。 

一、綠建材 

    二十一世紀不只為人類的新世紀，也是建材的新時代，第一屆國際材料科學

研究會於 1988 年提出綠色建材的概念，其中「綠色」乃指其對永續環境發展的

貢獻程度。卻到了 1992 年國際學術界才為綠色建材下定義：「在原料採取、產品

製造、應用過程和使用以後的再生利用循環之中，對地球環境負荷最小、對人類

身體健康無害的材料，稱為『綠建材』」。 

    臺灣地狹人稠，大多數室內空間均有使用人口密度過高的困擾，與裝修建材

的使用有過量的情形，造成許多材料的浪費與產生新的室內污染源。為有效控制

室內污染源、延長建築物的生命週期與材料的再利用，政府進而研擬適用於國內

本土化之綠建材評估要項與標準，並提出具體可行之管制措施以保護國民健康及

環境資源，並與「綠色建築」表裏為用，相輔相成，以達到真正的綠色環保。 

    能源、健康、環境等重要議題皆與建築有密不可分的關係，唯因觀念、地域

以及技術等差異而有不同的名稱與評估項目，然其最終目標皆為建立健康與舒適

的環境，追求人類生計與萬物生活均衡共存，最終達成地球環境的永續發展。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性能實驗中心－關於綠建材，2002） 

   綜觀各國之綠產品標章或建材標章，可了解目前國際間對於綠建材的概念，

乃歸納如下： 

一、綠建材特性 

（一）Reuse──再使用 

（二）Recycle──再循環 

（三）Reduce──減量 

（四）Low emission materials──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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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綠建材使用優點 

（一）生態材料─減少化學合成材之生態負荷與能源消耗。 

（二）回收再用─減少材料生產耗能與資源消耗。 

（三）健康安全─使用天然材料與低揮發性有機物質的建材，可減免化學合成材

所帶給人體的危害。 

（四）材料性能─材料基本性能及特殊性能評估與管制，可確保建材使用階段時

之品質。 

三、綠建材管制意義與目的 

    綠建材通則的制定是召開各領域之專家會議後彙整的共同意見，將四大類

（生態、健康、高性能、再生）評估項目中最基礎的要求獨立成為通則部分，其

主要的管制意義與目的包括： 

（一）綠建材是對環境無害的建材：應確保綠建材標章產品於生命週期各階段中

不會造成環境衝擊。 

（二）綠建材的規格標準：品質應符合法規及一般功能性要求。 

（三）綠建材是對人體無毒的建材：確保對人體不會造成健康的危害。 

  以上三點包含了綠建材的主要精神與綠建材安全可用的基本要求，且須有賴

建材廠商新的綠色產業哲學與自律自主的品質管制外，也將透過綠建材標章審查

委員會的現場查核與科學試驗等措施加以嚴格把關。 

四、綠建材通則一般要求 

（一）綠建材應於原料取得、生產製造、成品運輸及使用等階段不致於造成重大

污染及增加溫室氣體排放、破壞臭氧層物質及各種導致環境衝擊之行為。 

（二）綠建材之產品功能應符合既定之國家標準者，若無國家標準者應另聲明其

所具有之規格標準。 

（三）綠建材之品質及安全性應符合相關法規規定。 

 

臺灣綠建材通則的規定是符合綠建材精神的基本限制，並且為進一步申請綠

建材標章的第一道關卡；通則的規定也排除了部分近年來大量使用的化學危害物

質，因此，有意取得綠建材標章的建材廠商需要明白「綠建材」的精神與意義，

揚棄過去人類的經濟本位思維，須改以「環境永續、人本健康」之信念，不採用

危害環境的生產方式、不添加對人體有害的物質，這便是產業提昇的第一步。在

生產過程中嚴格的品質管制，也是通過綠建材通則的基本要求，確保廠商生產的

每批產品都達到綠建材標章的要求，經營企業信譽與價值，亦為取得綠建材認定

資格的關鍵。 

而綠建材又可細分為「生態綠建材」、「再生綠建材」、「高性能透水綠建材」、

「高性能防音綠建材」、「健康綠建材」，以下分別敘述之： 

 

生態綠建材 

    生態綠建材是指低加工程度、低耗能、低 CO2 排放、低污染排放、易於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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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可重複使用、符合地方產業生態、無缺乏危機的建材。 

  生態綠建材於其材料之生命週期階段，具有減少能源消耗之功能、具有降低

對有限資源之依賴、減少資源之消耗、開發新種資源之使用；並且不產生對環境

有害或對人體有毒物質者,即為生態綠建材。而符合此定義之建材便為選用天然

材料製成的建材，若具有永續經營規劃不僅可生生不息、不虞匱乏，且無毒無害，

合於健康與環保之意義。 

（一）生態綠建材的意義與目的 

  人類過去長期重視經濟發展卻忽略了自然生態環境的平衡，因而導致居住環

境急速的惡化，例如地球環境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消失、能源資源的枯竭等，

這些都考驗著人類的生存環境與未來發展。而在現今永續意識的抬頭，檢視建築

對環境的衝擊，建築材料的使用實為關鍵因子，亦是我們急須努力的課題與方向。 

  傳統建材的生產過程中是以巨大的能源與資源消耗為代價，並且造成嚴重的

環境負荷，為地球永續發展所必須解決的課題。生態建材的目的在確保其有相當

使用性能的前提下，採用各種措施降低材料在生命週期中──特別是製造和使用

過程中對環境的影響。生態綠建材即在建材從生產至消滅的全生命週期中，除了

須滿足基本性能要求外，對於地球環境而言，它是最自然的材料，消耗最少能源、

資源且加工最少的建材。而生態建材的目的在於確保具有相當使用性的前提下，

採用各種措施以降低材料在生命週期中對環境與人體的影響。 

（二）生態綠建材認定範圍 

生態綠建材在無匱乏危機天然建材與低毒害建材為兩主軸確立之後，其方向

更加的明確，其依據評定項目的方向可得到初步的認定範園，讓廠商與社會大眾

有所依循的方向，除此之外，未來也將持續增加評估項目，如低加工低耗能指標

是在建材生產階段指標，其認定範圍在未來還是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凡是無匱乏危機的天然動、植物及礦物等材料所製成的建材，皆是屬於生態

綠建材認定的範園。此外，生態建材可用來替代化學製品建材、排除 FRP（玻璃

纖維）及 PVC（聚氯乙烯）等人造材料、且要求無 CFC（氟氯碳化物）的排放並

具有易分解的特性，生態綠建材是擁有永續經營特性的可循環建材。（綠建築－

生態、環保相關建材，2004） 

 

再生綠建材 

  所謂再生綠建材，就是利用回收之材料，經由再製過程，所製成之最終建材

產品，且符合廢棄物減量(Reduce)，再利用(Reuse)及再循環(Recycle)等原則之

建材。選用廢棄的建築材料直接進行二次使用者，如拆卸下來的木材、五金等，

或使用他種廢棄物資再製成建材者，亦即將廢棄材料回收再用來生產之建築材

料。其基本要件在可重覆使用，延長生命週期，並且於生產、製造、施工、使用、

廢棄階段皆應屬於低環境負荷。 

（一）再生綠建材的意義與目的 

  近年來政府積極推動綠色消費並輔導廠商回收處理技術與再生品利用不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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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力。就以建築廢棄物而言，其中有許多是可回收再利用的資源，如資源物質可

妥善分類並回收，不但能降低環境負荷，並增加廢棄物端末處理的效益。以工研

院能源所提出的數據：建築拆除廢棄物中土石方就佔有百分之八十五，若能有效

再利用，不但可以直接減少廢棄物對環境的衝擊，同時可減少原生能源與資源的

成本，追求永續環境效益。推廣再生綠建材之目的乃在於促進建築廢棄物減量，

創造再生建材之永續循環利用，減少天然資源之消耗及降低環境負荷。 

  全球的環保觀念及綠色消費已蔚為風氣，再生綠建材如石質再生材料、木質

再生材料等。在確保建材之基本材料性能條件下，對於有害物質之限用進行相關

規定，避免造成二次污染及人體健康產生不良影響，建立符合健康、環保、安全

的再生建材認定機制，目前國內廠商對於製造再生綠建材的相關技術已臻成熟，

較為缺乏的是推廣的管道,藉由綠建材標章制度建立完整的性能檢測制度，提供

廣大消費者可信賴的品質保證，期望對再生材料的行銷產生正面的效果。 

（二）再生綠建材認定範圍  

  鼓勵國內業者妥善回收國內所產生之廢棄物，以再利用製造出具商業價值之

建材產品，本再生綠建材認定係以國內產品為對象。而回收料之來源亦應為國內

產生者，不得取用國外來源之廢棄物。在適用對象方面，將以佔 80%以上之木質

及石質廢棄物得以再利用製造之建材為主。此外適當利用他類材料之特性以提升

建材之機能者亦可據此配合使用。（綠建築－生態、環保相關建材，2004） 

 

高性能透水綠建材 

  高性能透水性建材為本身達到相當滲透能力之建材，或其組成為整體構造時

可達要求透水率之建材，應用於敷地或鋪面設計時，對於洪水有良好的透過率，

達到基地保水要求，進一步減緩公共排水設施的負擔，降低都市中洪水發生率。 

  目前市面上已有相當多標榜具透水性的鋪面建材，故而綠建材標章制度提供

檢驗機制，對確實達到標準的優良產品給予標章認證，則可使眾多設計者有參考

的依據，高性能透水綠建材即經過正式檢驗、透水性佳、品質可信的材料供設計

採用。 

（一）高性能透水綠建材的意義與目的 

  近年來全球氣候的變遷，2001 年納莉颱風帶來豐沛雨量，造成大臺北地區

的災情仍歷歷在目，似乎淹水已經成為颱風時節不可避免的「天災」，只要雨下

趨急，路面便會積水，降雨時間延長，便會淹水然而探究其根原仍不乏人為因素：

人口增加快速、土地利用大幅改變、不透水面積大量增加，因此在豪雨發生時，

雨水滲透能力大幅減少，而那些無法入滲地表的洪水便造成災害。 

  建築基地採用透水綠建材是避免「以鄰為壑」，綠建築九大指標之中，基地

保水指標為提高基地透水的面積，改善保水的能力，並可調節微氣候，改善環境

生態，減緩高溫化的氣候。希望藉由高透水綠建材評估制度的建立，能落實透水

舖面設計與材料的選用，與綠建築標章共同推行達到相輔相成之功效。（綠建築

－生態、環保相關建材，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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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性能透水綠建材認定範圍 

一般來說，透水舖面工法之區分有四，整理如下表： 

 常見透水舖面 說明 

一 

單元塊磚舖設透水舖面(軟底施工)

及常用的非連續拼接之舖面設計：如

透水磚、連鎖磚、植草磚等。 

塊狀材料所構成，且其構工法能有效

維持滲透至下層土壤之滲透性。 

二 

現場整體澆置之透水舖面(硬底施

工)如：透水性瀝青、透水性混凝土、

多孔性混凝板構造、透水性樹脂混合

天然石砂粒等。 

透水性能主要由表層材料本身孔隙

來達成。 

三 
單元塊磚表層＋沙層＋透水基層(硬

底軟面) 
兼顧表層磚抗壓及透水硬底性態。 

四 
其他型透水舖面 

如：具透水管之舖面 

其他由構造設計之多孔性透水舖

面，可達到透水之要求。 

資料來源：http://www.fuh3.com.tw/green_build.htm 

 

高性能防音綠建材 

    高防音綠建材為能有效防止噪音影響生活品質的建材。「防音」通常須透過

「隔音」及「吸音」二種手法達成：隔音材即針對室內有效阻隔噪音傳遞的構材；

吸音材為吸收發生源音能量的構材。而防音建材會依建築部位的差異，具有不同

的特性，選擇適合的隔音與吸音構材，並確認其所具有的性能水準，則搭配得宜

可達成防音效果。 

（一）高性能防音綠建材的意義與目的 

  高防音綠建材的認定緣由可分為三方面來說：受噪音干擾是人們常見的生活

經驗，但是許多的消費者卻不知應該如何著手改善；對設計者而言，在國內選擇

防音建材時可信的參考仍十分缺乏；對於防音材料的廠商來說，國內也缺乏防音

方面檢測與認證的機制。高性能防音綠建材標章的認證正是克服此問題的關鍵。 

  認定高性能防音綠建材的目的在提供消費者「噪音受體保護」的對策，改善

自己的居家防音品質，設計者亦可藉由綠建材標章產品來鑑別防音性能的優劣，

廠商更可藉由標章取得來提升產品的價值。綠建材標章制度為此提供了具公信力

的性能識別制度，也是改善噪音問題的有效方式。 

（二）高性能防音綠建材認定範圍 

  建築隔音性對象為了區別各空間之構造及構件，包括建築物外牆、分界牆、

樓板表面材及屋頂等構造與門、窗開口等建築元件。而吸音性對象則為吸音材

料，如開孔石膏板、吸音玻璃棉、吸音岩棉、吸音開孔鋁板、吸音開孔石綿水泥

板、吸音岩綿裝飾板、吸音輕質纖維板等。 

 

健康綠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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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綠建材即對人體健康不會造成危害的建材，換言之，健康綠建材為低逸

散、低污染、低臭氣、低生理危害特性之建築材料，目前訂定以「低甲醛」及「低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逸散為指標。 

  建材中的有毒物質隨著室內裝修而逸散並附著於室內環境,對於長時間生活

於建築室內環境的人們而言，由於直接且長期暴露於該空間中，對於人體健康的

影響甚鉅，對健康建材的評估多以室內建材及裝修材料為範疇，評估其對人體的

危害程度。符合健康標準者授予標章,此即健康綠建材。 

  健康綠建材是改善生活環境之健康、提高室內環境品質的建材,即產品不得

損害人體健康，並具有多功能化之使用價值。 

（一）健康綠建材認定的意義與目的 

    就現代人生活之「時間－地點」分佈來說，每人每天在不同之建築室內空間

活動的時間超過 90%，可見室內環境品質之重要性。而其室內環境評估指標所佔

比重最高之空氣環境，評定要項包含的數項因子諸如：甲醛、揮發性有機物質等

多項污染物均來自建材。 

  且根據實測資料顯示，國內建材確實造成室內環境之高污染，其中甲醛濃度

甚至已達 WHO 建議之 0.08ppm 基準值數倍之譜。長期處在高風險值之室內環境，

加以空調換氣不穩定、對室內環境品質不重視等因素，對國人健康造成極大危害。 

    從國內對於建築物現場實測調查中發現，造成室內健康環境境的污染主因是

由建材所揮發出之化學物質。室內裝修經常使用的建材如合板、塗料及接著劑等

是揮發性有機物質及甲醛之主要來源，且不同的建材具有不同的逸散特性，例如

油漆刺鼻的味道大約需要三四天可以散去，而合板中的甲醛可能持續逸散達數年

之久。影響室內污染物濃度的因素中，包含裝修建材的裝修面積、逸散速率等，

所以在室內空氣品質的管制還必須針對裝修建材之種類及面積而有所不同。 

  對健康綠建材的認定選用，即在避免危害健康的建材進入室內空間，在短期

之內造成使用者身體不適，長期危害使用者的健康。故健康綠建材的使用是改善

室內空氣品質治本的方法，也是為室內環境品質把關的關鍵。使用健康綠建材的

目的，是希望能控制此類由建材逸散而出的污染物質於建築空間中的含量不超出

安全範圍，創造對人類無害的室內環境品質，以維護居住者的健康。 

（二）健康綠建材認定範圍 

  由於建築裝修建材種類繁多，不僅裝修過程有乾式、溼式之分，對於材質之

厚度、種類之差異，均應有對應的試驗方法及程序，所以健康綠建材測試過程中，

對於不同種類的建築材料具有不同的分析條件及不同的參數。（綠建築－生態、

環保相關建材，2004） 

 

  綜觀此五種建材，相較於綠色建築而言，其成本是較為低廉的，但就其整體

而言，綠建材實與綠色建築互為表裡，綠色建材若無綠建築的輔助，則功效發揮

便會大打折扣，原因在於現今的一般房屋並無永續經營的概念，綠建材所能發揮

的地方便會大大減少。相反的，綠建築若無綠色建材的幫助，則其節能指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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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資源消耗程度便可能無法降低許多，故在此增編一小章節，以作為綠建築

之輔弼。 

四、交通 

    隨著 1980 年代高度依賴金融資本的新國際分工形成，臺灣在於調整其經濟

發展策略的同時，城鄉移民的腳步也更加快速，並集中在以提供金融服務為主的

主要都市，造成都市迅速擴張而鄉村日漸凋零；在其同時，運輸問題已成為臺灣

積弊甚久的社會問題之一。  

    「運輸」對現代國家而言並非新的挑戰，「永續」亦非新的觀念，但是如何

使「永續運輸」成為新世紀的環境典範卻是當前我們必須致力的目標。運輸問題

除了表現為尖峰時間的交通擁擠之外，汽機車所帶來的噪音及空氣污染無疑也是

運輸問題的主要內容之一。交通擁擠不僅造成時間成本的浪費，也造成不可再生

資源（例如化石能源）的耗損；空氣污染不僅造成呼吸道的疾病，也造成酸雨的

威脅，而汽車冷媒所使用的氟氯碳化物不僅是造成臭氣層破洞的元凶，也是溫室

效應氣體之一，其對環境與生態所造成的衝擊已成為全球亟需解決的問題。  

    因運輸問題所衍生的種種對於環境的破壞與威脅，使不少有識之士大力倡導

永續運輸的實踐，永續運輸不僅作為解決環境與生態問題的重要關鍵，也是社會

邁向永續發展的首要指標。永續運輸的最主要精神就是要求資源的使用不論在使

用量與速率上，都必須有所約束，且應尋找可循環利用的替代資源，其目的就是

希望這一代的資源必須延續到往後世代的永續使用。  

    從這個角度來看，臺灣的未來運輸究竟是邁向永續抑或背道而馳實為跨世紀

的重大挑戰。要達到永續運輸，我們認為必須減少運輸污染源（如汽機車的使用）

同時發展低污染的替代能源。在減少汽機車的使用上，我們認為應採用經濟價格

手段及管制使用的非價格手段。價格手段包括提高汽機車的道路使用費、燃料費

與牌照稅、停車費等；非價格手段包括在市中心區限制時間或空間的地區通行證

措施等。  

    除了直接針對汽機車採取促使汽機車使用減量的措施外，尚可採行間接的手

段，譬如：透過妥善的土地使用規劃，將土地使用予以相容的混合使用，以減少

居住及工作分離所造成的長途通勤旅次；或者也可以透過汽車共乘制，提高小型

汽車的使用率。而發展大眾運輸以及鼓勵自行車與步行，也是減少使用汽機車的

另類方案。發展大眾運輸除了建設捷運外，也應積極改善既有的公車系統，而其

手段包含劃設公車專用道、重新檢討公車的路線與停站位置等，如此以增加公車

的可及性。此外，為了鼓勵自行車與步行，政府應規劃設計安全且連續性的自行

車道與人行步道，使自行車使用者與步行者得以享受安全、連續與舒適的環境。

另一替代汽機車的方案為發展網路科技，可使部份的資訊從業者能在家中工作，

進而減少通勤旅次。  

    發展低污染的替代能源需要研發，更需要稅費的機制來鼓勵其推動與實踐，

例如替代燃料已在先進國家陸續研發及採用，其中包括電動車的電池等。美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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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燃料效率的標籤制度，每一部新車在售出時皆須貼上其在市區與公路上燃料

消耗的數字，及相同等級其他車子的燃料效率數據，以茲比較。而政府對於推動

永續運輸上除了應該積極提供運輸市場良性競爭的環境，更應照顧到環境利益及

社會利益。（李永展，1999） 

    要達到永續運輸的願景，政府與民間除了在觀念上必須有所調整外，也必須

在共同體認上採取集體行動，才能真正落實永續運輸。在環境問題愈來愈嚴重、

資源愈來愈稀少、人口愈來愈多的此時，永續運輸不應該只是空中樓閣的口號，

而應該是實實在在的具體行動。 

    開著愛車，在城市和郊野之間享受風馳電掣的快感，是許多人的夢想。然而

這樣的夢想，已讓環境和你我健康付出相當代價。世界衛生組織資助的研究報告

指出，2000 年到 2020 年之間，全世界因為燃燒石化燃料而產生空氣污染致死的

累積死亡人數，將高達 8百萬人。一份最新統計資料顯示，臺灣地區能見到太陽

的日子，比 30 年前少了近 2 個月，汽機車和工業密度之高，已經成為全球空氣

最差的地區之一！ 

  若是目前車輛的增長趨勢未能改變，在 2050 年前全球的汽車數將是目前的

4 倍，達 35 億輛之多，每天將需 1.2 億桶原油才可滿足燃油需求。而今日爭奪

石化能源引發的戰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為了方便車輛來往移動而興築的公路，

將都市空間和林野的生物棲地切割細碎，造成的是無數鄉鎮、綠地、人類和動物

的死亡；人們為了一償快速移動的夢想，難道注定了無法從環境掠奪者的封號中

解放？  

    縱使不再排放廢氣，縱使車體輕巧靈活，基於汽機車所需而不斷開闢道路、

以汽機車路權為上的城鎮，依然抵擋不住車輛所帶來噪音、交通阻塞、車禍死亡，

道路分割居地、城市無限度的擴張和自然環境破壞的問題。在積極研發超級汽車

的同時，或許我們需要的是更智慧宏觀的方案，而不是花大錢購買老讓自己塞在

路上動彈不得的高科技玩意。 

  追根究底，步行、騎自行車和搭乘公共運輸系統，才是最「綠」最節能的交

通方式。然而最簡單、最具效能的交通方式，卻需要靠政府最有洞見的規劃，才

能營造出適合人民如此選擇的環境：例如設計街道時將行人和自行車騎士的需求

考慮進去，讓大家與汽機車駕駛有同等機會到達各目的地。像是德國的Amsterdam 

市，路面是以自行車、汽車和電車並重的混合道路。並且在必要路段，將汽車道

路導入地下，將地面空間讓與公園綠地和行人。  

  在歐洲處處可見的「綠色道路」系統，是將「人」而非汽車列為街道設計的

主要考量。路面上沒有大停車場(設於地下或主要建築之後)、大 shopping mall，

來增加人們步行的距離。以良好的步行環境，配合完善的大眾運輸系統和使用者

付費的政策(如重徵停車費)來杜絕人們買車的念頭，使得城市真正變成一個能源

使用效率高、無噪音、無污染，適合人們居住、嬉戲、逗留的綠色天堂，而不是

停滿汽車、渾身被快速道路切割得四分五裂的大怪獸。（林穆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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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結論 

  走在熱鬧的大街上，琳瑯滿目的商品，色彩繽紛的廣告，這是我們所熟知的

商業社會，不斷的告訴我們你應該買些什麼，或者是你應該做些什麼，而我們也

習以為常的接受來自四面八方的資訊洗腦。也許是現代社會的流行病，我們似乎

一點也不覺得有何異樣，只是一如往常的走在大街上，生活著，卻隱隱地透露出

我們的迷惘。人類社會在進入全面商業化之後，其實大致上可分為「供應者」與

「需求者」兩類角色。如由經濟學的觀點來看，「商品市場」提供商品給「家計

單位」，而「家計單位」提供「生產力」給「生產因素市場」，「生產因素市場」

則供應「廠商」所需的生產因素，「廠商」又生產出商品投入「商品市場」，如此

週而復始，被稱之為「Circular Flow」。我們可以發現，供需結構其實佔有我們

生活很大的成分，畢竟「一日之所需，百工斯備矣」，人是無法獨立於社會之外，

而我們也可以發現，供應與需求是一體的，但是人們往往遺忘了這點，認為我們

所能選擇的只有這些商品，但其實不然。 

  人們常常認為環保是一件浪費時間、金錢的麻煩事，而常常對此大加撻伐，

不願意有所行動，卻忘記我們身為「消費者」的事實；我們可以選擇自己所喜歡

的商品，並拒絕購買不良商品，這是最初我們就擁有的權利，而我們常常誤以為

自己並不能改變什麼、去選擇什麼，反倒是自己放棄了自己的權利，忘了自己有

改變世界的力量。 

  而人們也會辯解說：「環保是昂貴的。」的確，由於過度的商業化，我們的

社會充斥著自私自利的心態。以廠商來說，縱使擁有環保節能技術，廠商也不願

釋出技術，因為這是需要投入大量資金的技術，故常列為商業機密而不為人知，

因此也無法造成規模經濟已降低售價，造成綠色商品往往乏人問津，但也有環保

意識人願意花錢購買，然而也助長了一些濫竽充數的商品；打著「環保節能」的

名號，以獲取大額利潤，結果反而讓願意購買綠色商品的人群大為減少，故而在

我們購買時，仍須保持觀察警戒，以判斷良莠。也許是因為如此，人們不願意花

心力在這方面，認為過於麻煩或是貪小便宜的心態而拒絕購買，卻也因此而為人

所制了。 

  故此，我們在供需的角色扮演上常是處於被動地位，但我們真的願意將自己

健康財產消耗在這類有害於我們的地方上？想必許多人都不願意，而我們自己能

有機會改變嗎？亦或是自己不願意去多加留心呢？答案十分顯而易見。現今市面

既有的綠色商品確實較一般商品貴上許多，然而這是由於綠色商品不會轉嫁成本

到我們的生活之中，但我們時常不解於此，於是仍舊購買那些破壞環境的商品，

而今天我們得到了如何辨別綠色商品與一般商品好壞的知識，我們就該深刻知道

一件事：我們都擁有選擇權，闃然無聲，大地寂靜，充滿死亡的未來；或是綠草

如茵，清新幽靜，充滿生機的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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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做完這次報告，感覺真的很累人，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做跨學系的分組活動。

大家都有自己的事情，都有自己學系的課程要忙，而且還碰上了期中考，快令我

招架不住了，不過好險最後終於做完了，真的是件很高興的事情，雖然大家做得

有些小細節沒有顧全，但瑕不掩瑜，大家真的很盡力在做，而我自己也投注很多

心血在這裡，看著一份報告的完成，就好像自己也跟著報告成長，卻也在這過程

之中發現一些事情。 

  像在報告時，有時會與自己的主題相重疊，透露出其實所謂的「環保」可以

掌握了解的知識真的很少，往往也成為老生常談，但我想也是因為「環保」，「做」

比「說」還來得重要吧！足以改變世界的知識，往往成為上課下課間的過往雲煙，

恐怕也是我們在求學過程中累積的壞習慣吧。翹課或是上課睡著，對於我而言，

其實我並不會因此去評價一個人的好壞，而這卻也是反映出我們對於環境變遷的

一種麻木的反應，一如我們對於自己生活的態度，走在街上的人們好像只是為了

生存而生存，眼神流露出一種深寂的空洞感。 

  我還記得在國片《巧克力重擊》中有句台詞令我印象深刻：「繼續跳下去吧！

巧克力。這個世界上，能做出令人感動事情的人，已經不多了！」 而我們對於

自己生活，甚至是生命的意義是用什麼角度來看的呢？這是我開始上學程之後，

所獲得的疑問，卻也漸漸的得到答案。在國片《練習曲》中，一位有聽障的少年，

決定休學去做單車環島的旅遊，在途中，有人問他為何想這麼做，他這樣回答：

「有些事現在不做，一輩子也不會做了。」在我們學習環保的知識，或是在面對

人生道路上的問題時，是否也是如此？ 

  我想這是許多人的疑惑，也是我的疑惑。急急忙忙的奔走於教室之間，下課

之後，與同學漫步而回，在人生的路上，我做了些什麼？在我做這份報告時，也

為我的生活做了反省：是不是真的有些事現在不做，一輩子也不會做了。  

 

---中二Ｂ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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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地球高峰會議 (Earth Summit，1992) 
 

全名：聯合國環境和發展會議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UNCED） 
 

1992 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國際會議，試圖將世界範圍的經濟發展和環境保

護協調起來。共有 178 個國家的代表和 117 位國家領袖出席，是歷史上集最多世

界領袖的最大集會。討論主題包括：生物多樣性、全球暖化、整治環境與合理開

發環境，以及熱帶雨林的保護。由於南半球較貧窮的開發中國家（非洲、拉丁美

洲、中東和部分亞洲）不同意北半球較富裕的工業化國家（西歐和北美洲）強加

於他們的環境限制而抑制經濟成長，阻礙了會議的進行；結果在南半球要求增加

對他們的財政援助之下，勉強簽訂了五個國際協議。1997 年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

行地球高峰會議五週年會議，旨在評估自五年前首次地球高峰會議以來的執行成

效。雖然全球性的災變尚未迫在眉睫，但仍有必要協調日後的行動，以確保合理

的永續發展。 

 

國際重要環保條約彙整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FCCC）  
簽署：1992 年 6 月（地球高峰會議） 

生效：1994 年 3 月 21 日 

主要內容： 

1. 抑制溫室氣體排放。  

2. 公約強調對應氣候變遷是世界各國責任，但因各國發展狀況不同，容許各國

負有不同的責任。  

3. 附錄一(Annex I)成員（共 38 個，包括 OECD24 國、13 個經濟轉型國家及歐盟）

於 2000 年將二氣化碳等溫室氣體減量至 1990 年水準。  

4. 非附錄一(Non-Annex I)國家（共 134 個）則進行本國溫室氣體排放資料統計。  

 

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簽署：1992 年 6 月（地球高峰會議） 

生效：1993 年 12 月 29 日 

主要內容： 

1. 確保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其成分的永續利用，透過適當的基金，公平合理分

配基因資源使用所獲得的利益，包括基因資源取得的管道及相關科技的移轉。  

2. 各締約國應配合其特殊國情與能力，整合相關部門的策略、計畫及方案以達

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  

3. 恢復與重建瀕臨絕滅的物種，採行措施以保護區域內的多樣性生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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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 
簽署：1992 年 6 月（地球高峰會議） 

主要內容： 

1. 二十一世紀議程內容除了序言外，包括全球社會經濟問題、資源的保育及管

理、各主要團體角色與貢獻的發揮，以及各種實施方法等四大部分，共計四

十章，五百多頁，規劃如何於 1993 年至 2000 年執行永續發展的工作藍圖，

以邁入二十一世紀。  

 

里約宣言（Rio Declaration） 

簽署：1992 年 6 月（地球高峰會議） 

主要內容： 

1. 揭示永續發展理念，強化公民參與並兼顧未來世代。  

2. 各國可基於主權且不損害他國的前提下使用其自然資源。  

3. 強化全球技術與資訊合作，慎用國際貿易手段達成永續發展。  

 

森林原則（Forest Principles）  
簽署：1992 年 6 月（地球高峰會議） 

主要內容： 

1. 對全球所有類型的森林如何維持永續經營達成初步共識。  

2. 強調原住民權利與生物保育的重要性。  

3. 建議各國評估森林開發對環境與經濟的影響，並採行降低損害的措施。 

 

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全名：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附屬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簽署：1997 年 12 月於日本京都締結，並以該市為名 

主 要 內 容 ：  

1. 目標在減少會促成全球暖化的氣體排放量。 

2. 該協議自 2005 年起生效，要求 36 國在 2008∼2012 年的「承諾期」內，將 6

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減少至比 1990 年的排放量低 5.2%的水準。該議定書被譽

為史上經談判達成之最重要的環保條約，不過也有批評人士質疑其成效。 

 

背景： 

1.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為一國際公約，要求簽約國承諾發展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的全國性計畫；京都議定書為該公約的第一份增修條款。 

2. 包括二氧化碳及甲烷在內等溫室氣體，被認為會影響全球大氣的能量平衡而

造成全球平均溫度的全面升高，也就是俗稱的「全球暖化」現象。根據聯合

國環境規畫署和世界氣象組織於 1988 年成立的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表示，全球暖化的長期效應包括下列

幾點：全世界的海平面升高，造成沿海低窪地區遭淹沒，一些島國也可能因

此消失；冰河、海冰及北極的永凍土層融化；洪水、乾旱等相關的極端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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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次數會增加，也會改變其分布情況；20-30%的動植物物種面臨絕種的危

機升高。 

3. 京都議定書要求多數簽署 UNFCCC 附件一的簽約國(包括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織的會員國以及數個「經濟轉型期」國家)視各國的特殊情況設定強制減少排

放量的目標。其他簽署 UNFCCC 和京都議定書的簽約國(主要為開發中國家)

則不需限制他們的排放。 

4. 京都議定書於 2005 年 2 月，也就是得到至少 55 個附件一簽約國通過後的 90

天正式生效，這些簽約國在 1990 年的二氧化碳總排放量至少占了全球的 55%。 

 

規定： 

1. 議定書提供各國數種方法來達成減量的目標。其中一種是利用名為「碳匯」

(sink)的自然程序來去除大氣層中的溫室氣體，植樹(可以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

碳)即為一例。另一種方式是稱作「清潔發展機制」(CDM)的國際計畫，鼓勵

已開發國家在低度開發國家投資技術及基礎建設，那裡常有大好機會減少排

放量。CDM 規定，投資國可要求以有效降低被投資國的排放量來抵消本身之

應減額度。其中一例為投資乾淨燃燒的天然氣發電廠來取代被提議的燃煤發

電廠。第三種方法是排放量交易，允許參與國買賣排放權，由此賦予溫室氣

體排放以一種經濟價值。歐洲國家創立了一個排氣交易市場做為實現京都議

定書承諾的機制。 

2. 無法達成減排目標的國家必須在2012年開始的下個承諾期彌補目標與實際排

放量之間的差異，外加 30%的處罰排放量；在被公評為遵守議定書規範之前，

他們也不得參與排放量交易。2012 年之後各承諾期的排放目標由未來的議定

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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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產品包裝廢棄物管理指令 

簡介  

  本法於 1994 年 12 月通過，乃歐盟「新方法」(New Approach)的一部分，提

供包裝及廢包裝的法源管理架構，制定基本規定(essential requirements)，由歐盟標

準單位(European Commission mandated the European standards body, Comite Europee 

de Normalisation, CEN)進行執法。  

  

目的  

為保護貨物所使用之包裝物。此指令有兩項宗旨： 

1. 促進歐盟成員國之間對於包裝及包裝廢棄物的管理，達到更高的環保素質。 

2. 確保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內需市場操作，避免貿易堡壘與限制競爭。  

 

主要內容  

  根據此法 Article 3 的定義，「包裝」意指「一切消耗性資源，用來盛裝、保

護、掌握、運送及展現貨品，範圍乃涵蓋原料至製程，從生產者至消費者」。此

外，「包裝」更可分級為三大類：  

1. 製程包裝 / 初級包裝 — 最終使用者或顧客購買及使用階段之包裝物；  

2. 整組包裝 / 次級包裝 — 大筆卸貨、準備販售或貨架填補階段之包裝物；  

3. 運輸包裝 / 三級包裝 — 在運輸階段所使用之包裝物；  

 

  根據此法，凡進入歐盟市場中的產品包裝，均須符合一系列的基本規定，有

如附件 II 與 Article 11。而附件 II 主要係在概述重複使用(reusable)與可資源化

(recoverable)的組成，其中包括可回收與包裝性質(recyclable & nature of packaging)

之「基本規定」(essential requirements)，將其分述如下：  

1. 採用特定的包裝製程與組成規定  

2. 包裝量 (volume & weight) 維持最低點，在產品至消費者手中做到最基本的安

全、衛生、接受度便可。  

3. 包裝須經設計、生產及商業化，為滿足回收再利用與減少包裝廢棄物在最終

處置的衝擊。  

4. 包裝須儘可能降低有害與毒害化學物質的使用，減少後端焚燒或掩埋處理時

所造成之空氣污染、灰燼 … 等環境污染物。  

5. 採用可重複使用 (reusable) 的包裝規定，達到可重複使用固然重要，亦須滿

足以下三點：  

6. 包裝時的實際性能與特徵，均能達到預期多次使用的效果。  

7. 包裝時所使用的可重複使用材料，不至於威脅到職場上的安全與健康。  

8. 可重複使用材料，即使變成廢棄物，亦須是能夠成為可復原的材料。  

9. 採用可資源化(recoverable)的包裝規定  



 24

10. 可資源化包裝材料之原料回收性： 包裝材料在回收的時候，須達到原料使用

的某個比重，而此比重依據其必須進行最終處置的量而定。  

11. 可資源化包裝材料之能源回收性：廢包裝就能源回收性而言，須含有促使能

源回收最佳化之最低的發熱值(minimum inferior calorific value)。  

12.  可資源化包裝材料之組成性 (form of composting)：包裝材料就最終處置而言，

須可自然可分解性，不需要特別方式的收集與處置等活動。  

13. 生物可分解性包裝：生物可分解性包裝廢棄物，無論是經由物理、化學、熱

能或生物分解，均可完全轉化成二氧化碳、生物量及水分。  

 

  在 Directive 94/62/EC 指令中的 Article 11，更規範了四種重金屬 ( 鎘、六價

鉻、鉛、汞)的收集方式與限定的濃度，其說明如下 

1. 依據此法 Article 22(i) ，歐盟成員須確保在下列期限內，其包裝或包裝材料

中，不能含有上述重金屬及濃度範圍： 

2. 1998 年 7 月 1 日 起至兩年內，濃度不可超過 600 ppm； 

3. 1999 年 7 月 1 日 起至三年內，濃度不可超過 250 ppm； 

4. 2001 年 7 月 1 日 起至五年內，濃度不可超過 100 ppm：因此，目前國內輸往

歐盟產品之包裝，其重金屬濃度必須小於該值。 

5. 依據 Directive 69/493/EEC(1)，上述濃度範圍並沒有限制在鉛水晶玻璃(lead 

crystal glass)的包裝上。 

6. 歐盟可依據 Article 21，決定以下兩種情況是否不列入濃度管制： 

7. 不限制在回收的材料質以及迴路、控管型的產品鏈。 

8. 不在上述規定範圍的包裝種類乃屬於第三類盟約( third indent )。 

本指令聲稱，若產品包裝皆符合基本規定與重金屬的限制，成員國不應做出妨礙

產品進入市場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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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廢電機電子設備指令 

 (Waste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WEEE)   
 

簡介 

  由於電機電子等設備產品其功能日新月異，產品生命週期相當短暫，造成其

汰換與廢棄之速度往往也高於一般產品，若這些廢棄物沒有經過適當的處理程

序，直接進入焚化或掩埋處理，其中大量之有害物質勢必會對環境造成嚴重之影

響，也形成資源不必要的浪費；若能有適當的回收與處理機制，相對地必能大幅

減輕環境之負荷。有鑑於此，歐盟於 1998 年提出 WEEE 指令草案，並於 2003 年

2 月正式成為歐盟 EU 2002/96/EC 指令。  

  

目的 

1. 削減 EEE（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廢棄物的產量。  

2. 避免過多的 EEE 廢棄物進入掩埋場。 

3. 提升資源再利用之比例，以降低產品對環境之衝擊。 

 

主要內容 

  而 WEEE 指令之主要內容包括電機電子物品分類收集、回收、處理行為及使

用者資訊提供…等規定，茲將其彙整簡述如下： 

1. 會員國必須確定回收系統的建立，確保最終擁有者以及經銷商可以免費地歸

還私人家用之廢電機電子設備。 

2. 會員國必須確保經銷商在銷售新產品時，在該設備不會產生輻射污染及生物

污染的條件下，提供免費的私人家用廢電機電子設備之回收。 

3. 會員國必須確保製造商會提供不同於一般私人家用之擁有者之廢電機電子設

備回收。基於自願及獨自作業之原則，他們應該被允許建立並進行來自私人

家用廢電機電子設備之回收系統。 

4. 會員國必須確保所有收集的廢電機電子設備將會被移轉至合格的處理機構。

這些分類的廢電機電子設備之收集以及轉移必須在所有可被再利用、回收再

製之零件或設備能確實被再利用或再製造的條件下進行。 

5. 會員國必須努力在 2006 年 12 月 31 日前達成每人每年至少平均分類收集 4 公

斤私人家用廢電機電子設備的最小回收率。 

 

  而該指令所規範的電機電子設備如表 1 所示，幾乎涵蓋了日常生活中的各項

電器設備；雖然該指令中明訂了電機電子產品的回收率，並預計於 2006 年 12 月

後達到回收之目標，但卻未針對相關的執行細節、回收率計算公式及回收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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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出一明確的闡釋或案例解析，因此，現階段 WEEE 指令對於產品回收率

的認定上仍存有進一步發展與探討之空間。  

表 2 WEEE 指令所列電機電子設備之分類  

編

號  

電機電子設備

之分類  
產品詳細列表  

1  大型家用設備  1. 大型冷卻、冷凍、冷藏及其他為維持食物保存及冷藏

的電器設備  

2. 洗衣機、乾衣機、洗碗機、烹調設備、電烤箱、電熱

盤、微波爐及其他烹調食物所使用的電器設備  

3. 電暖器及其他溫暖室內家俱、床俱的電器設備  

4. 電風扇、空調設備及其他抽風設備  

2  小型家用設備  1. 吸塵器、掃毯器及其他具清理功能的電器設備  

2. 提供縫紉、編織的設備  

3. 電熨斗  

4. 烤麵包機、油炸鍋  

5. 剪髮器、吹風機、電動牙刷、電動刮鬍刀、電動按摩

器  

6. 時鐘、手錶及其他可供量測、預測、登記時間的電子

設備  

3  資訊與通訊設

備  

1. 中央資訊處理設備：大型電腦主機、小型電腦、列印

設備  

2. 個人電腦設備：個人電腦 ( 包含 CPU 、滑鼠、螢幕

及鍵盤 ) 、膝上型電腦 ( 包括 CPU 、滑鼠、螢幕

及鍵盤 ) 、筆記型電腦、印表機  

3. 影印設備  

4. 電子打字機  

5. 口袋及桌上型計算機  

6. 使用者終端系統  

7. 傳真機、電傳設備、電話、公共電話、無線電話、行

動電話、答錄系統及其他傳送聲音、影像或資訊的通

訊系統  

4  消費設備  1. 收音機  

2. 電視機  

3. 攝影機、錄影機、高畫質錄影機、擴大機、音響設備

5  照明設備  1. 螢光燈 ( 家用的除外 ) 、直線型螢光燈、小型螢光

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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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強度放電燈，包含高壓鈉燈管及金屬鹵素燈管  

3. 低壓鈉燈管  

4. 其他照明設備 ( 鎢絲電燈泡除外 )  

6  電機電子工具 

( 大型固定的工

業機俱除外 )  

1. 電鑽、電鋸、裁縫機  

2. 鑽孔、研磨、旋轉、彎曲、切鋸等功能的機具  

3. 組裝或拆卸錨釘、螺絲功能的機具  

4. 焊接、焊錫功能的機具  

5. 除草或其他園藝用的機俱  

7  玩具、休閒與運

動設備  

1. 電動火車或賽車系列  

2. 掌上型電動玩具  

3. 電視遊樂器  

4. 含電子組件的運動設備  

5. 貨幣兌換機 ( 吃角子老虎 )  

8  醫療裝置 ( 直

入與感染性產

品除外 )  

1. 放射治療設備、心臟儀器、透析、肺臟呼吸設備、核

子醫學、分析設備、冷凍器、受精設備  

2. 其他偵測、監控、治療、緩和疾病或症狀的電子設備

9  監控儀器  煙霧偵測器、溫度調節器、恆溫控制器及量測、調節設備

( 家用或實驗室用 )  

10  自動販賣機  1. 熱飲自動販賣機、冷或熱瓶裝飲料的自動販賣機、固

體食物的自動販賣機  

2. 兌換金錢的自動設備  

3. 其他可自動販賣各種產品的機器  

參考資料：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Brussels ,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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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有害物質限用指令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RoHS) 
 

簡介  

  RoHS 指令係伴隨著 WEEE 指令一同公告，該指令主要管制 EEE 產品中使用

重金屬－鉛、鎘、六價鉻、汞、溴化耐燃劑：聚溴聯苯 (PBBs)與聚溴聯苯 (PBBs)

這 6 種化學物質。而其可能影響之電機電子產品組件如下表 3 所示。  

 

目的  

1. 削減 EEE（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產品使用有害物質。 

2. 提升綠色製程。 

表１ RoHS 指令可能影響之產品組件  

管制物質  可能含有的組件或用料  

鉛  鉛管、油料添加劑、包裝件、塑膠件、橡膠件、安定劑、

染料、顏料、塗料、墨水、 CRT 或電視之陰極射線管、

電子組件、銲料、玻璃件、電池、燈管 … 等  

鎘  包裝件、塑膠件、橡膠件、安定劑、染料、顏料、塗料、

墨水、銲料、電子組件、保險絲、玻璃件、表面處理 … 

等  

六價鉻  包裝件、染料、顏料、塗料、墨水、電鍍處理、表面處

理 … 等  

汞  電池、包裝件、溫度計、電子組件 … 等  

(溴化耐燃劑) 

PBDEs 與 PBBs 

主要用在印刷電路板、元件 ( 如連接器 ) 、塑膠件與

電線的耐燃劑 … 等  

 

主要內容  

  本指令是否有限制物質及其含量之說明：第四條第一款規定，成員國將確保

從 2006 年 7 月 1 日起，配佈銷售於市場的新電子和電器設備不含鉛、汞、鎘、

六價鉻、聚溴二苯醚(PBDEs)及聚溴聯苯(PBBs)，但在本指令中並未對含量限值

作出明確之規範。直至 2004 年中歐盟技術委員會(Technical Adaptation Committee, 

TAC)，才對管制物質之濃度進行規範與討論。而成員國在本指令通過前制定的

限制或禁止在電子電機設備中使用這些物質的措施可以維持至 2006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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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RoHS),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Brussel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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