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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與環境問題 

前言 

 環境問題一直是人類討論的重點，台灣雖然稱為亞洲四小龍之一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但

是在吸取西方工業文明的過程中，並未同時引進他們在環境保護方面所作的努力及觀念。所

以，我們往往只能跟在歐美國家的後面，犯下他們曾經犯過環境保護的錯誤。甚至可能為了

追求更完善的物質水平，引進了更大威脅力量的最新生產技術，卻因為缺乏對等的環境倫理

與法規制度，反而製造出更嚴重的環境問題，付出更高的社會代價。 

資本主義盛行的今天，永續發展更是重要的課題，本文嘗試針對資本主義與環境之間的

交互關係以及綠色資本主義的興起進行探討，並且舉國內、國外的例子作為資本主義為上的

實例。 

 

資本主義與環境 

環境保護的議題，是目前人類所面臨到最重要的課題之一。但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無形

中為了高品質的生活環境而造成許多環境問題，付出更多的社會成本。 

對於企業而言，為了追求利潤，往往會忽略了許多資本價值，例如：自然資源。在資本

充足的過去，往往會被認為自然資源是取之不盡，用之不竭的自由財。然而，當能源短缺，

環境汙染漸漸惡化時，環保意識此時慢慢高漲，當人們開始意識到「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時，

同一時間的資本主義也以「全球化」之姿對地球的每一個角落宣示主權。值得注意的是，在

這個貌似均質化的圖像背後，卻處處可見極不均衡的發展落差：南與北、貧與富。也因如此，

天災與人禍所構成的風暴屢見不鮮。 

在生產與分配的自由市場體系中，經濟能夠得到最好的發展，而且在這種條件下再投資

的利潤，將使得勞動力和資本的生產率擴大提升。當規模更大效率更高的工廠，爲日益擴大

的銷售市場製造出更多的產品時，即可贏得市場的競爭優勢。也就是說，當產能增加，可使

人類的福祉增加。不過若要維持人類高品質的生活水準，環境也占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但

是必須與經濟發展產生拉鋸。 

此外，經濟發展越來越迅速，資訊傳遞的便捷，跨國企業的發展等，也將世界各個城市

拉入了全球化的時代，卻也加劇了環境全球化的問題。回顧歷史，我們也不難發現各國全力

發展經濟下，對於環境所造成的破壞，而產生全球共同面臨的環境問題。例如：全球溫室效

應所簽訂的氣候變化綱要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FCCC)與京都議定

書；臭氧層的破壞所簽訂的蒙特婁議定書；為了防止有害廢棄物的擴散所簽訂巴塞爾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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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避免野生動植物瀕臨絕種的華盛頓公約與生物多樣化公約……等等，這些都是我們在這

全球化時代中所共同面臨到的環境保護問題，也迫使我們不得不面對這些問題。 

對於環境與資本主義的互動，以台灣為例，過去社會為了擺脫窮困，致力於發展十大建

設、各項發電設廠。而近年來環保意識的抬頭，也是政府與民眾重新審思這方面的問題，例

如：[2] 

1. 綠牡蠣事件 

從 1981 年起，位於高雄縣茄定鄉興達火力發電廠附近海域的養殖牡蠣陸續發生大

量綠化、死亡的事件，造成台灣西南沿海養殖業空前的浩劫。台電被指為造成牡蠣死亡

的元凶。後來發現將酸洗過後的硫酸銅、硝酸銅排入台南縣二仁溪的灣里廢五金業者也

是造成這次「綠牡蠣事件」的共犯。 

2. 鹿港反杜邦 

1986 年初政府決定將彰化縣鹿港濱海工業區出售給杜邦公司設置價值一億六千萬

美元的二氧化鈦廠，引起當地居民一連串的抗爭活動。到了 1987 年 3 月，杜邦公司在

溝通無效的情況下，宣佈放棄在台設廠的計劃。這次事件反映出中央政府以經濟發展、

國防外交為重的基本立場，地方政治生態的現實考量，以及當地民眾重視環保與文化等

基本訴求之間的差異。 

3. 後勁反五輕的警民衝突 

鹿港反杜邦讓政府認識到民眾重視環境的決心，所以 1987 年 10 月新環境基金會在

高雄舉辦的「五輕設廠演講會」中，經濟部、環保署、中油公司等單位的代表皆以低姿

態出席，試著與民眾溝通。但是稍後後勁地區居民為了抗議中油五輕廠在該地設置到立

法院陳情的活動，卻成了首宗因為環保問題而引發的警民衝突流血事件。環保運動演變

成社會衝突的政治事件，也引起反公害團體的強烈反應與實質串聯的機會。 

4. 圍堵李長榮 

面對國外廠商的大軍入境和國內廠商的強渡關山，許多長期忍受公害污染的老百姓

再也按捺不住心中的怒火，採取自力救濟的激烈手段。譬如新竹市水源里的居民發現地

下水受到污染，從 1986 年 11 月起三次圍堵被疑為禍源的李長榮化工廠。該廠主要生產

甲胺和二甲基醯胺，自 1983 年起將未經處理的廢水逕自排放到頭前溪內，還因此一度

被新竹市政府停止供水及環保局裁定停工處分。而新竹市自來水的最大水源便是頭前溪

河床下的地下水。公權力的淪喪使得民眾不得不為自己的環境權採取行動，這也凸顯出

環境、政治與社會之間的攸關性。 

5. 反核四長期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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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場台灣規模最大，也是歷時最久（至今已逾十年，而且尚在持續當中）的環

保抗爭運動－「反核四運動」－也於 1987 年的 4 月 26 日在台電公司的大門口展開。1985

年初，政府提出在台北縣鹽寮鄉興建核四廠的預算案，同年 5 月因社會大眾對核電廠尚

有重大疑慮而暫時擱置。1986 年蘇俄發生車諾比核能電廠事故，使得國人對核能的安

全有了更大的疑慮。之後台電及行政院數度試圖在立法院闖關未果，更加深了國人對政

府的不信任。而蘭嶼核廢料貯存場的設置，使得一群沒有享受到核電的當地泰雅族居民

必須承擔核廢料萬年污染的風險，也引起原住民及環保人士的強烈抨擊。 

 

 從以上台灣環保抗爭的例子中，不難發現在台灣如何取得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平衡是

很重要的。而基於這樣的觀點下，綠色資本主義也就應運而生，以期解決環境與經濟之間的

問題。 

 

成長機器理論（Growth Machine） 

  學者Logan & Molotch（1987）認為，[5][6]一群親成長取向的「成長精英」（growthelites）

所主導的敘事成為帶領美國都市發展的支配性霸權，成長機器理論基本上同意「菁英論」的

觀點：的確存在著利益一致的菁英團體，成長被視為對所有人都有益處。成長聯盟（growth 

coalition）包含了經濟利益團體、土地資本、開發商、地方銀行等關鍵的作用者，由於經濟

發展能夠為政治人物帶來選舉利益，故市政府會支持新發展政策，並利用公權力來達成某些

私部門的目標，而媒體的報導亦支持此種親成長取向，用以增加銷售量和廣告量，發展取向

的策略受到廣泛層面的支持。  

 

  成長機器理論主要是在資本主義下所伴隨的風潮，成長機器理論僅關注都市發展的問

題，強調都市發展的基礎源自於土地，於是土地使用政策、計畫的地位相形重要，成為政治

角力的焦點。都市內部因此產生成長聯盟（pro-growth coalition）和反成長聯盟

（antigrowthcoalition）兩股都市政權，兩方政權針對都市發展政策展開競逐，競逐過程與結

果決定了都市的成長類型與發展策略。在都市中，成長聯盟（地主、地方政客、房地產業者、

市中心的資本家、律師、零售商、新聞媒體與金融人士等之聯盟）將土地視為一種商品，企

圖透過土地使用計畫的施行，創造土地「使用價值」與「交易價值」之間的價差，以創造「成

長」，構成都市的財富累積。他們一方面灌輸市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之意識型態，另一方面

則大量介入土地使用政策、計畫的擬定、變更等。其目的在於將交換價值的成長正當化為全

體市民的共識，以「價值中立的發展計畫」合理化其經濟利益。然而，都市成長策略並不能

使所有市民都獲益，反而致使某些人必須承擔房價上揚、公共設施不足、生活品質下降等苦

果。這些因為地方政府的土地政策而造成己身或社區利益受損者，於是組織了「反成長聯

盟」，以對抗該城市「成長聯盟」所揭櫫的各項都市成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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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成長機器理論將政策議題與土地利益結合思考。它指出都市政策的形成，可

解釋為成長聯盟結盟地方政府以對抗反成長聯盟宣稱的結果，因此隱含著地方政府在都市發

展政策的決策過程中所扮演的行動者地位。 

 

大地反撲 

  由於「節能減碳」目前已是全球性問題，過去十餘年來，台灣的溫室氣體排放，其成長

速率幾是世界之冠，二○○六年的溫室氣體排放量係一九九○年時二點四倍，颱風、豪雨、

乾旱，以及日漸加劇的高溫效應等大地反撲的威脅，而產業型態以外銷為導向的台灣，還將

因環境議題面臨國際社會的重大壓力，並有可能在全球的氣候新經濟中慘遭淘汰。其中，又

以溫室氣體排放最為嚴重，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工業化，所伴隨的環境汙染干擾氣候，從熱

浪、風暴、洪水、森林大火到冰河融解。全球暖化的效應正漫天蓋地來襲，其規模之大與腳

步之快，令人猝不及防。 

 

  人類社會全面工業化之後，長期肆無忌憚地開發環境、製造汙染而排放溫室氣體，終將

自食惡果。溫室效應原本是地球成為生物家園的先決條件之一，幫地球留住來自太陽的熱

能。然而過猶不及，大自然的調節之道從此失衡，過量的溫室氣體有如為整個地球蓋上一床

毛毯，天氣系統遭到嚴重干擾。 

 

  在地球的南北兩極，全球暖化正在皚皚冰層與冰河中咄咄逼進，大規模解凍一旦開始，

一連串相關作用機轉也將啟動。格陵蘭島就是顯例，海平面上升威脅：格陵蘭冰層一旦完全

融解，估計將使全球海平面上升七公尺；如果人類連南極洲冰層也保不住，那麼各位不妨想

像一下海平面升高六十五公尺的情景。其次則是全球洋流運行系統也會步調大亂。以歐洲為

例，當地溫和的氣候有一大部分要拜灣流（Gulf Stream）之賜，然而如果在大量淡水灌注之

下，海水含鹽濃度降低，輕重比例改變，那麼這道洋流有可能會停滯下來，讓歐洲在全球暖

化的年代反而日趨寒冷，雖然還不致於重回冰河時期，但仍是嚴峻挑戰。 

 

  全球暖化也將導致乾旱更為猖獗。像美國西部這類乾燥多山地區，夏季供水往往仰賴冬

季的山區積雪，然而全球暖化使得春天提早來到，夏天格外炎熱，加速消耗寶貴的山區積雪。

此外，聖嬰現象也會受到全球暖化的推波助瀾，減少非洲、東亞等乾燥地區的降雨。據學界

統計，地球表面發生旱災的地區，三十年來擴張了一倍以上。乾愈乾冷愈冷，生物瀕危，風

不調雨不順的氣候變化，首當其衝備威脅的就是野生動植物。從美國內華達山脈的森林、遍

布北美洲西部的熊果到加拿大西部的松樹，從哥斯大黎加的青蛙、阿拉斯加的鮭魚到北極圈

的北極熊，都面臨迫在眉睫的威脅。以北極熊為例，牠雖然生性善泳，但海冰大量消失，已

經害得越來越多北極熊在覓食或遷徙時溺死。人類當然不能置身於大自然之外，我們同樣會

淪為「棲息地」江河日下的受害者。自一九七○年以來，海水溫度平均上升了○．五六度，

我們的天氣系統也越發喜怒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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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為過度開發造就溫室效應，而溫室效應則伴隨產生全球暖化，而全球暖化效應所帶來全

球性溫度的增量包括海平面上升和降雨量及降雪量在數額上和樣式上的變化。這些變動也許

促使極端天氣事件更強更頻繁，譬如洪水、旱災、熱浪、颶風和龍捲風等大自然的反撲，於

是大自然的反撲與溫室效應和全球暖化息息相關，是不容可闕地。 

 

 

圖1. 人為開發與溫室效應和全球暖化的關係 

 

 

一、 溫室效應： 

  溫室效應即溫室氣體減量，是指大氣層通過捕捉輻射使星球不同部份的氣溫相對穩定的

效應（太陽輻射能較短的波長照射到地球表面後，部份被吸收，也有部份被以紅外線的熱能

形式再釋放到大氣層中，部份再被特定氣體吸收後，會再以熱能形式釋放回地球表面，這樣

可讓地球表面溫度不至於一直下降）。不少研究指出，人為因素使地球上的溫室效應加強，

而造成全球暖化的效應。 

原理： 

  太陽輻射主要是短波輻射，而地面輻射和大氣輻射則是長波輻射。大氣對長波輻射的吸

收力較強，但對短波輻射的吸收力比較弱。 

　 白天：太陽光射到地球上，部分能量被大氣吸收，部分被反射回宇宙，大約47%左右的

能量被地球表面吸收。 

　 夜晚：晚上地球表面以紅外線的方式向宇宙散發白天吸收的熱量，其中也有部分被大氣

吸收。 

大氣層如同覆蓋玻璃的溫室一樣，保存了一定的熱量，使得地球不至於像沒有大氣層的月球

一樣，被太陽照射時溫度急劇升高，不受太陽照射時溫度急劇下降。但因於溫室氣體的增加，



 8

令地球整體所保留的熱能增加。 

 

影響： 

  若沒有溫室效應，地球就會冷得不適合人類居住。據估計，如果沒有大氣層，地球表面

平均溫度會是攝氏負18度。[1]正是有了溫室效應，使地球平均溫度維持在15度，然而當下過

多的溫室氣體導致地球平均溫度高於15度。 

  目前，人類活動使大氣中溫室氣體含量增加，由於燃燒化石燃料及水蒸氣、二氧化碳、

甲烷、及氟氯碳化物等產生排放的氣體，經紅外線輻射吸收留住能量，導致全球表面溫度升

高，加劇溫室效應，造成全球暖化。為了解決此問題，聯合國制定了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控

制溫室氣體的排放量，防止地球的溫度上升，影響生態和環境。 

 

二、 全球暖化： 

指的是在一段時間中，地球的大氣和海洋因溫室效應而造成溫度上升的氣候變化現象，而所

造成的效應即是。 

 

影響： 

1. 由於海洋溫度升高， 南極和格陵蘭的大陸冰川會加速融化，導致海平面上升，會淹沒

沿海低海拔地區，例如大洋洲島國圖瓦魯已被水淹沒。全世界有3/4的人口居住在離海岸線

不足500公里的地方，陸地面積縮小會極大地影響人類居住環境，甚至可能導致戰爭。河、

海堤的建立，可降低海平面上升的影響，保護地勢低的地區。 

2. 由於海洋溫度升高，水蒸發加快，大量水氣被輸送進入大氣，會導致局部地區短時間內

降雨量突然升高，這樣暴雨天氣就會導致水災、山體滑坡、泥石流等更加頻繁的發生，位於

河流沿岸的城市和位於河流下游的廣大地區因此受到洪水的威脅，水災面積因為短時的強降

水而迅速擴大，水土流失問題也比過去更加嚴峻。 

3. 由於大氣溫度升高，導致熱帶傳染病向高緯擴散，目前已有熱帶傳染病擴散的跡象。而

過去在低溫下難以存活的病毒隨著冬季溫度上升，有全年活動的可能，最近一段時間的監控

發現，過去已經得到控制的疾病如結核病等有再度爆發的可能。 

4. 由於大氣溫度升高，令蒸發量上升，在以往乾旱少雨的地區面臨更加嚴峻的考驗，而不

正確的耕作方法很有可能讓以前植被覆蓋就不好的半乾旱地區失去保護成為半沙化地區，從

而導致內陸地區沙漠化加速，沙漠有擴大的危險（實際上沙漠化問題已經困擾著東亞和中亞

國家，在撒哈拉邊界地區更是情況堪憂）。 

5. 由於溫度升高，如果食物鏈中的上層和頂層生物如果不作出相應變動就會嚴重危機到種

群的繁殖和發展，整個生物多樣性會受到威脅，許多物種會加速滅絕的步伐。 

6. 由於兩極冰山崩塌，北歐、南美近極地的地方溫度會迅速下降（因冰溶化有溶化比潛熱，

大量冰同時溶化會吸取大量能量以作溶化之用，所以近極地的地方溫度會迅速下降），會嚴

重影響當地生態系統，造成不可逆的變化。 

7. 澳洲流行病學家安東尼奧·麥克邁克爾（Anthony McMichael）於美國微生物學會的會議

上提出警告，表示全球暖化使得多種流行病的流行模式發生改變增加爆發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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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資本主義 

過去工業革命賴以維繫的資源日益枯竭，也擴大了物質發展的可能性，讓地球付出了慘

痛的代價。在之後的時間，世界人口數日益成長，但每個人可以利用的資源卻越來越少，工

業與商業都將因此產生明顯的轉變。這種轉變使社會創造出更多活絡的經濟，並且大幅減少

原料與能源的使用量。這種經濟型態不僅可以節省資源、減低個人所得稅、增加解決社會問

題的支出，並且逐漸開始修補受損的地球。亦即兼顧經濟發展、生態保育與社會公平，此即

為綠色資本主義。因此我們可以說綠色資本所包含的有如自然資源：水、礦物、石油、樹木、

魚類、土壤、空氣；生命系統：草原、大平原、沼澤、港灣、海洋、珊瑚礁、河岸走廊、苔

原和雨林等等，屬於自然生態的一部分。隨著工業發達，這些綠色資本卻急遽減少，因此未

來的經濟將取決於綠色資本而非工業實力。 

現行的「工業資本主義」制度，忽略了其所利用的最大資本價值：自然資源、生命系統，

以及人力資本基礎的社會和文化體系。而「綠色資本主義」的主要四種策略簡述如下：[3] 

(一) 基本資源生產力(Radical Resource Productivity) 

   從根本上提高資源生產力是綠色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其中的好處有： 

1.減緩資源消耗，減少污染。 

2.開創有意義的產業，做為提高全球就業率的對策。 

3.降低經濟與社會成本，不必再爲破壞生態系統和社會系統而付出代價。 

(二) 生物模擬(Biomimicry) 

   透過生物模擬，朝向生物模擬與生態流程發展，試圖仿效大自然的設計來製造健康的化

學物質。例如：最有效的保溫隔熱中空建材，存在於極地動物羽毛結構中；生物發光藻能

自身匯集某些化學物質在一起而點亮身體上的燈籠……等。 

   主要核心目的是為了減少廢棄物產量；透過生物觀點重新設計工業生產體系，以達成減

廢的目標；從能量與材料的觀點出發，重新檢視產品設計是否符合使用需求的特殊性能；

仔細檢討加工過程，避免使用重金屬和石油的機械設備，轉而尋求使用較少量資源、低溫

製造與運用生物酵素反應的製程。 

(三) 服務與流動經濟(Service and Flow Economy) 

   涉及生產者與消費者關係上的根本改變，從商品與購買者間的關係，變成服務與流動的

經濟關係。扭轉過去以物質佔有率來衡量社會福利的經濟觀點，藉由產品的品質、實用性

與功能性來增加社會福利。例如八０年代中期，瑞士的工業分析家史達爾和德國化學家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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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布勞迦特分別提出新的工業模式，希望讓消費者透過租賃或借用的方式取得商品服務，

使製造商成為一個服務者或運送者，提供耐用產品和再利用產品。 

   服務與流通的經濟模式中，產品只不過是一種手段，而非最終的目的。生產者與消費者

在利益共同體的激勵下，建立起共同參與和滿足需求的價值觀。其中的好處有：1.提高就

業人口、2.穩定景氣週期、3.提升產品服務價值、4.減輕地球負擔。 

(四) 對綠色資本的投資(Investing in Natural Capital) 

   指對於恢復及擴大綠色資本存量的再投資，以促使生物圈生產出更豐富的自然資源，藉

著推動生態系統服務，使全球環境免於巨大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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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實例 

一、 台南安順廠 

位於台南地區的台鹼安順

廠，日治時代以生產燒鹼、鹽

酸和液態氯為主，亦是日本海

軍製造毒氣的工廠，台灣光復

後於 1946 年經政府派員修

復，並更名為台灣製鹼公司台

南廠，轉為 製造五氯酚銷往

日本，在台灣經濟發展史上留

下重要的足跡。鹼是工業基礎

原料，氯則應用於塑化業，當

時的化工業好比現在的電子

業，是當紅炸子雞，那是台鹼

安順廠的黃金 

時代。住在安順廠鄰近鹿耳、

顯宮兩里的居民，有許多人在

廠內工作，連小孩子都來這裡

洗水銀，賺取零用錢。1982 年，台鹼安順廠因為經濟因素關廠，隔年併入中石化公司；1994 

年，中石化民營化。然而，經濟榮景背後，卻是留下汞、五氯酚與戴奧辛等有毒廢棄物污染，

成了當地居民與生態環境的惡夢。安順廠在數十年的營運期間，製程產生的廢棄物包含汞及

戴奧辛一直都沒有妥善處理。此一從日治時代延伸至今的公害事件，直到最近，由於民間環

保團體的奔走與呼告，逐漸獲得政府當局與媒體的重視。日前，台南社區大學黃煥彰教授表

示，台鹼安順廠污染場址的土壤中戴奧辛含量檢測值有高達 1,410,000 pgTEQ/g 者，為管制

標準的 1,410 倍，而土壤中汞含量檢測值也有高達 9,550ppm，為管制標準的 477.5 倍 ， 污

染情形之嚴重，舉世罕見。另外，關於戴奧辛對於當地人影響的部分，在 2004 年 10 月間，

台南社大也曾委請成功大學幫台鹼安順廠旁的一位老婦人進行檢測，結果婦人的血液中戴奧

辛含量高達 308.553pg.I-TEQ/g（pg 為 10-12 克，I-TEQ 為國際毒性當量），此數值不但是台

灣目前為止所測出的最高數值（根據環保署 2000、2001、2002、2003，檢測焚化爐附近民

眾血液中戴奧辛濃度的平均值範圍為 14 至 24，個人最高濃度為 152），更已成為新的世界

紀錄。這也讓台鹼安順廠隱身地底數十年、並持續擴散流布的污染問題再度浮上檯面。 

 

圖 2. 資料來源：http://e-info.org.tw/taxonomy/term/2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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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由於戴奧辛(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s ,PCDD)

是屬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簡稱 POPs），不僅具有

劇毒，並且由於戴奧辛在正常狀態下以及熱、酸、鹼

中都是屬於很穩定的狀態，因此在環境中分解不易，

100 種微生物當中，僅有 5 種可分解戴奧辛，且需要數

年或數十年才會分解成毒性較輕的物質，戴奧辛在空

氣或水中的傳播距離很長，並會在人類及野生生物的

脂肪組織中累積，也就是「持久性」所形容的特性。

而且 POPs 物質不僅會破壞神經及免疫系統、導致癌

症及生殖功能異常、並會影響嬰幼兒的正常發育；有

鑑於此類物質對人體健康、生態系統的衝擊，國際社

會也已在聯合國推動之下，將此類物質列入禁用範圍。身為一個現代人，我們都應該深入探

究環境倫理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關係。從環境倫理的觀點來看，它指的是現代環境倫理學家如

何表現他的社會關懷，從倫理學的角度，來看待環境議題，提出針眨，並為整個社會的發展

提出長期性的思考。在此，也期許每一位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國民同胞們，都能認真地重視

周邊的環境議題，關心環境倫理的思考，不應該再讓這類的環污事件一再地發生 

 

二、 台南二仁溪 

 

二仁溪是本省的主要河川之一，它是高雄縣、台南縣

市等三縣的界河，其主流及流域範圍主要在高雄縣。

二仁溪原名二層行溪，民國四十九年經台灣省政府公

佈核定改名為二仁溪;發源於高雄縣內門鄉木柵村的山

猪湖（460 公尺），在茄萣鄉的白砂崙附近流入台灣海

峽，全長 62.2 公里，平均比降是 1：142，是本省緩降

河川之一。 

二仁溪下游與支流三爺宮溪交會後，流經灣裡地區。

二仁溪原本是一條水流清澈、魚群悠游之美麗河川。

二仁溪是高雄縣境內最北的河川，二仁溪發源自本縣

內門鄉山猪湖一帶，流入阿蓮鄉後便成為高雄縣與臺

南縣、市的分界川河，流經路竹、湖內與茄萣三鄉，

最後在白砂崙地區注入臺灣海峽。水質方面，二仁溪

之所以聞名於全省，並不是因為它風景優良或物產豐

富，而是因為它污染的程度極為嚴重。原來，田寮鄉

的地質屬於泥岩層，是有名的「惡地」， 俗稱「月世

界」。二仁溪流入田寮鄉之後，溪床皆為泥質溪床，

所以二仁溪的水質自田寮鄉之後就長年混濁，加上公

圖 3. Dioxine 分子結構圖 

圖 4. 二仁溪整治後示意圖

 
圖 5. 二仁溪遭污染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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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及廢五金業者所製造的大量工業廢水，及鄰近鄉鎮的家庭廢水多重污染下，二仁溪的水色

終年呈現黑褐色，屬於嚴重污染的河川。在魚類生態環境方面：整體而言，二仁溪的下游屬

於嚴重污染區，幾乎都沒有魚貝生存，二仁溪的中游屬於中度污染區，只有極少數的魚類可

以生存；而上游的水質比較清澈，有許多種魚類在此生存。而在後來經濟起飛，各工廠之工

業廢水農畜廢水、生活廢水，廢五金工業之殘渣和污水，不斷地灌流而入，使原本生意盎然

之二仁溪變得了無生機。二仁溪污染主要是因為三爺宮溪流經仁德工業區，夾帶著重金屬的

工業廢水與二仁溪會流之後，又加上灣裡地區燃燒廢五金、電鍍、酸洗、廢油等廢水的大量

排入和各種廢棄物的傾倒下雪上加霜，成為台灣污染最嚴重的河流之一，可謂名副其實的黑

龍江， 其散發的惡臭幾乎都讓過路的人掩鼻急馳而過。歷年各重金屬(Cd、Cr、Cu、Hg、

pb、Zn)監測結果顯示，多項監測項目，如 Cr、Cu、Hg、Zn 均有超出標準情形，已證實二

仁溪流域最大的污染為重金屬污染。 

 

產業結構 

產業活動以工業、農業畜牧業及漁業等四大產業為主，以下分別就四大產業分析說明。 

1. 工業: 二仁溪流域昔日是以農業為主，但隨著經濟結構之轉變，工業活動逐漸成為主導

本區經濟重心之一。 

2. 農業: 依據民國 97 年版縣市統計要覽，二仁溪流域涵蓋鄉鎮農產品總收穫面積為

12,553.52 公頃。 

3. 畜牧: 流域內居民畜養之禽畜種類繁雜，但以猪、雞較多。 

4. 漁業: 二仁溪流域內之漁業多集中於高雄之茄萣鄉，其中以近海漁撈及養殖業居多。自

南雄橋至二仁溪橋兩岸為二仁溪流域養殖漁業分佈區，其中尤以高速公路以西之仁德、

湖內、茄萣及灣裡西區最盛，形成西海岸主要水產養殖區。分佈於近海地勢低窪區之漁

塭以鹽水漁塭為主，其水源以往係以海水及二仁溪感潮河水為主要來源，惟近年來因河

川污染，當地養殖業者不是廢棄，即改以海水、地下水或漲潮河水為主要水源。 

 

小結 

後來灣裡地區廢五金工業的沒落，再加上環保意識的抬頭，政府逐漸重視二仁溪污染的問

題，開始整治二仁溪的計畫，並且循序漸進的將二仁溪上游非法排放廢水的工廠，一一清除

掉。現在的二仁溪比起十年前已經是大有改善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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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實例-孟山都公司 (Monsanto Company) 

孟山都介紹 

    孟山都公司創始於 1901 年，創始人是約翰·奎恩伊，公司是用他妻子的名字奧爾加·孟山

都命名，當時生產人造甜味劑（糖精）。1928 年奎恩伊的兒子埃德加接管公司，他擴展了公

司的業務，除了製造化肥，還為美國的核武器提煉鈈元素。也曾製造過發光二極管及矽晶圓

(MEMC, 後來成為獨立事業)。在越戰時，也是橙劑的主要生產商。此外，有資料指出孟山

都在經營轉基因生物技術的同時，早已對稻米的基因專利虎視眈眈。有調查調查屢次發現孟

山都等公司藉與中國科研機構、科學家和種子公司之間簽訂的協議，以使他們在科研過程中

使用國外專利技術，以染指甚至壟斷中國的種子基因專利。當前，世界上絕大多數基因改造

作物研發技術，都已經被孟山都等少數公司所控制。( 2009 年 6 月 3 日《鳳凰周刊》)他們通

過大投入獲得的良種，控制了相當大的市場份額。在西歐，玉米種子市場的 80%由 6 大種子

公司佔有。這些生物巨頭已經通過專利技術和國際公約，壟斷了一些國家的糧食控制權。 

 

孟山都公司事蹟 

孟山都生產產品: 

1 基因工程的生長激素 

2 亂打（Roundup，中文是“年年春”） 

3 除草劑、基因改造作物（大豆、玉米、棉花、

向日葵、油菜）、一般種子 

4 多氯聯苯、阿斯巴甜（俗稱糖精）。 

 

影響 

孟山都的產品讓人不可思議，包括“多氯聯苯”

（PCB）的生產（著名的農藥滴滴涕，DDT）、

毀滅性的除草劑（如在美國在越南戰爭，為了

驅趕藏匿山區的越共，在 1962~1970 年噴灑

21136000 加侖的“落葉橘”或稱“橘劑” 

（Agent_Orange），造成越南至少 50 萬畸形兒

以及癌症），不管戴奧辛污染或是（在歐洲禁

止的）動物生長激素（如 rBGH），這些人人避

之唯恐不及的毒物，都與孟山都這個生命科學

公司有關。 

 

食物中有多少基因食品?---孟山都 

 

圖 6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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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世紀，有一場隱形戰爭悄悄進行中，這場戰爭的範圍廣達全世界、捲入戰火的人們

遍及五大洲，而火力攻擊是深入人類的日常生活！ 

    這不是推特(twitter)或非死不可(facebook)，也不是石油戰爭或種族衝突，而是與我們生

活最密切的「食」有關。舉凡清晨喝的「豆漿」或是吃的「麵包」，正餐吃的「麵食」或熱

騰騰的玉米濃湯等，只要你吞下肚就捲入夢山都之亂，或許你正是參與叛亂的一份子。這個

「亂」是透過基因工程將其它生物的特定基因植入常見的農作物，目前最主要的黃豆、玉米、

油菜與棉花等，改變原有的基因序列，而且可能會汙染其它非基因改造的植物。傳統育種的

確改變原有的基因，但基因來源是同種或類似的品種，因此基因改造與傳統育種是完全不同

的。 

    總部位於美國密蘇里洲的孟山都(Monsanto)僱用近 2 萬 2 千名員工，壟斷全球 90%以上

的基因改造種子，2008 年的收入達 114 億美元，而淨利更高達 20 億美元。較之利潤率保 2

保 3 的電子代工業，投入達 15%以上的基因改造產業行列似乎是更明智的選擇。孟山都的興

起是高喊「讓更多人吃飽」，確實因為植入抗雜草或抗農害的基因而提高不少產量；然而，

孟山都的種子因為有農業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而提高售價，進而讓貧困的小農花費更高的代價

取得種子，肥了巨擘苦了小農。當然，除了提高產量的贊同說法，還有另一種支持的意見：

基因改造作物降低農藥與化肥的使用量，對於環境與人類而言是好的。 

    簡單來說，孟山都之亂亂了農作物基因，帶來利弊兼具的後果。而人類會怎麼做呢？北

美洲、拉丁美洲、非洲與部分亞洲熱情擁抱，歐洲成了反對的最後陣地。台灣呢？這議題似

乎引不起台灣人的關注。 

    根據行政院農委會的進出口資料，2009 年 1-10 月台灣共進口 81.8 億美金的農產品，美

國的進口額達 26.4 億，約佔總數的 1/3，其中最大量的是玉米 7.1 億、黃豆 5.4 億與小麥 2.3

億。這些來自美國的糧食與食用油作物，大部分都是基因改造（目前沒有正式的統計數據，

但美國約 90%的玉米與黃豆都是基因改造的）。換句話說，每天吃下肚子的進口糧食多半是

基因改造作物。因為台灣有強制規定產品必須標示是否還有基因改造作物，下次不妨檢查標

示，就知道你參與孟山都之亂的程度有多深了！ 

    題外話，同一時期台灣僅從英國進口 1.26 億的威士忌、法國近 9 千萬的葡萄酒與荷蘭

近 6 千萬的海尼根，而菸是日本的 2.9 億，台灣進口的菸酒總值約為 7.7 億。 

孟山都的態度 

    孟山都長久以來忽略了其產品對生態與人類的影響，突然間對世界饑餓感興趣了？這個

公司宣稱，為了人類的幸福，靠著基因改造的種子，企圖解決饑餓以及想降低生態環境對人

的限制，我們果真這麼樂觀地相信他們嗎？孟山都真的搖身一變，成為拯 救貧窮的人道主

義者、生態倫理學者的典範？ 

 

小結 

       也許一開始孟山都公司真的是為了改善人類的糧食問題，但是經過了越戰、基因玉

米、基因種子……等隨著科技的進步，越來越多數據顯示，橘劑的使用，基因種子等，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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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的健康有著很大的風險，即使如此，孟山都公司還是堅稱他們是拯救人類的聖人!!!在我

們看來，孟山都公司不就是為了金錢的資本主義者罷了，更可惡的是，他們的資本主義是建

立在---印度農民悲慘的命運、阿根廷哭泣的聲音、非洲大陸的飢荒、巴西、巴拉圭農業產業

失陷上的!!!十分可惡! 

 

孟山都是聖人還是罪人? 

絕少企業如同孟山都(Monsanto)激起那麼極端的情緒。對批判者來說，該農業巨擘是科學怪

人(Victor Frankenstein)與吝嗇老鬼(Ebenezer Scrooge)的混血企業，利用科學創造危害人類和

地球健康的食品，並藉著智慧財產權壓榨全球窮人的最後一分錢。孟山都原罪列表可追溯自

生產橘劑(Agent Orange)，一種美軍噴灑在越南的惡名昭彰除草劑。當前的紀錄片《食品帝

國》(Food Inc)就嚴斥孟山都。 

    對讚賞者而言，孟山都引領種子創新是對付全球糧食危機的最佳希望。2003 年掌控孟

山都的老闆修‧葛蘭特(Hugh Grant)表示，若沒有孟山都這類的科技突破，人類將沒有機會

在 2050 年前倍增農業產量，且所需的土地和水源更少。當然，葛蘭特會這樣說，但還有人

附和他。比爾‧蓋茲(Bill Gates)認為孟山都的創新，是非洲農業革命所不可或缺的，他的慈

善基金會也承認孟山都。聯合國世界糧食計畫署(World Food Programme)主任喬塞特‧希蘭

(Josette Sheeran)也是孟山都的粉絲。 

    孟山都在製藥和化學業的歷史悠久，有能力生產橘劑。成立於 1901 年的孟山都生產糖

精，2000 年和藥廠普強(Pharmacia & Upjohn)合併，2 年後該集團的農業部門分割為新的孟山

都。當時，孟山都最知名的產品為除草劑的領導品牌年年春(Roundup)，但隨著中國其它嘉

磷塞除草劑的競爭，年年春的利潤下滑，目前銳減到僅孟山都 10%銷售量。目前正討論出售

年年春，葛蘭特說「它不在是特權(sacred cow)，我們每年都在關注。」 

    孟山都 117 億（美元）年銷售額的大部分為日益增多的基因改造(genetically modified, 

GM)、基因轉殖、變種與遺傳特徵的種子。無論好壞，事實上最知名的是運用生物科技於種

子生產，1980 年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決議後，取得一系列的生物體專利。7 月份，孟山都的基

因改造種子增添品牌：Genuity，根據公司發言人，這名稱是喚起「真實、可靠與原創」，指

稱「創新產品系列，能讓農夫做他們最好的，甚至是更好的。」 

 
                            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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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年加入孟山都的葛蘭特表示，自從 13 年前基因改造種子首次商業栽種後，農業（和

孟山都）就成為全球越來越緊迫的政治辯論核心要角之一。如今，他耗費大量時間參加這場

辯論，範圍從關切糧食價格上漲、土地因轉耕生質燃料而非食物導致的供應短缺、氣候變遷

與水資源等。葛蘭特認為「水資源之戰將會降低當前糧食討論的熱度」。孟山都也捲入農業

智慧財產權與反托拉斯政策的辯論，歐巴馬政府看來比小布希較不友善。這已經標誌著對農

業的關注。 

    基因改造種子公司孟山都和杜邦(DuPont)與先正達(Syngenta)等競爭對手會多麼成功，取

決於關鍵的、抱持懷疑的大眾與決策者，他們的態度將決定基因改造種子有利可圖的程度。

就大眾對基因改造食物的態度，葛蘭特相信「相較於 15 年前，已經有進展」，然而，歐洲仍

「緩步前進，歐洲農夫被迫喪失使用的權利」。雖然歐洲聯盟慢慢開放進口基因改造食物，

但仍廣泛反對耕種基因改造種子。孟山都在英國仍必須要完成所有的基因改造種子試驗，因

為抗議者曾摧毀該公司的實驗。相反的，拉丁美洲的阿根廷和巴西都栽種基因改造的玉蜀黍

和黃豆。葛蘭特表示，人們越來越體認到糧食危機，因而認為「基因改造食物不僅提高食品

巨擘的利潤，也有其它方面的潛在利益」。唉呀，或許吧！ 

 

 

小結 

    其實人類生產的糧食足夠全體人類使用，想想台灣浪費如此多的熱量，若將這些熱量

轉移到貧困國家豈不是更好。糧食問題不患寡而是患不均。況且”吃到飽”這種餐廳其實是一

種很大很大的浪費~我們根本不需要這麼多的熱量，難到一個便當不夠滿足我們嗎?在我們看

來，吃到飽不過試種噱頭和滿足人類虛榮心及貪小便宜的餐廳罷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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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汙染成本 

當一工廠生產時，若直接將廢水排放河川，則此時所造成的生態破壞和水質破壞既是社會需

額外負擔的成本。上例中，社會需額外負擔的生態破壞和水質破壞的損失，既是外部成本。

當外部不經濟發生時，受益者為生產者及該產品的消費者(可以較低的價格獲得較多的量)，

受害者則為整個社會大眾（需負擔公共財品質的降低）。 

一般環境污染成本有以下四類： 

1. 生態成本－污染造成生態價值的損失。如下例中，河川魚類、生物死亡的損失。  

2. 處理成本－污染整治的花費。如下例中，政府進行河川整治的所花費的經費。  

3. 行政成本－政府進行環境管理處理污染事件過程的監測、取締、訴訟所花費用。如下例

中，環保主管機關進行水質監測或開罰所需的人力成本。  

4. 迴避成本－為避免環境品質的降低，造成身心的不適的花費。如河川因廢水污染，發出

惡臭，週邊居民自備口罩以防惡臭，此時口罩既是迴避成本。  

 

小結 

由於資本主義的興起，很多行業、工廠都只顧著自身的利益，只想著以最小的原物料成本來

賺取最大的利益，卻忽視了環境汙染成本的重要性，而由二仁溪這個例子我們可以看見，當

各行業為了降低處理廢棄物的成本，紛紛將廢棄物直接排放進溪中，而之後要重新整治環境

時，卻要耗費更多的人力、物力、錢財，這樣的心態就有點本末倒置，因此也期許在溪流河

川旁的各行各業，能夠在計算成本時，將環境汙染成本也算進去，為了生態環境也為了附近

居民的健康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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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由上述的例子，可以發現從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下，不難發現它們都面臨一個共同的難

題：如何消弭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衝突。這也是永續議題深為關切的問題：如何避免

殺雞取卵式地濫用資源與污染環境，以兼顧當代及後代子孫的發展需求。 

然而，人類環保意識抬頭，了解「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狀態下，捍衛經濟成長又重視

環境保護所簽訂之協議，基本上都是圍繞在問題的物質表象，並未深入整個環境與經濟問題

的核心根源。以台灣核能四廠設廠的抗爭為例，核能是否安全或許是技術問題，而要不要核

能則是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的問題；但是不論擁核或是反核人士都必須思索的共同問

題是台灣的生活與產業型態和電力需求之間的根本關係，[2]像是我們真正需要這麼多的電

力？我們的產業型態與電力供需十分不足嗎？。我們陷入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迷思，但這

兩部分都只是手段，是為了追求人類更安全與舒適的生活品質才是最終目標。不過由於陷入

迷思，往往會忽略了生存與生活的本質，也就是說在致力環境保護或追求經濟成長的時候也

只注意到永續發展的物質表象。 

常言道永續發展，永續發展是一種「行動」，而非僅是一種「理想」，且永續發展代表著

經濟成長、環境保護與社會公平，三者合而為一才為完整的永續發展精神，而要徹底釐清永

續發展的意義首先必須將其還原為人與環境的根本關係。而這一層關係的實質意義可以從結

構與行動之間的雙元關係得到解答。其中一個是形塑環境關係的內在社會層面，它的和諧穩

定可以稱為「社會永續」（social sustainability）；另一個則是構成環境特性的外在物質層面，

它的和諧穩定可以定義為「物質永續」（physical sustainability）。在人與環境和諧發展的大前

提之下，社會永續是構成整個永續議題的根源問題，也是永續發展追求的終極目標。而物質

永續是社會形塑環境的具體後果，同時也是達成社會永續的必要手段。[2] 

在資本主義盛行的今天，永續發展將會面臨到嚴峻的考驗。當然人類顧慮到永續發展

時，經濟發展將可能受到限制；當致力於經濟發展，永續經營的概念可能會被大打折扣。因

此，除非我們充分體認到社會永續同時是物質永續的先決條件以及最終目的，否則在追求永

續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很容易迷失方向，犯下見樹不見林、捨本逐末的錯誤。一個在社會基礎

上無法達到永續發展的社會必然會增加它對自然資源的剝削，並且造成環境品質的破壞。 

因此，當無法解決永續發展中，環境與經濟兩者衝突時，環境問題應該優先考慮，而非

先考慮發展問題。當然，持續且健康的經濟發展，是永續發展不可或缺的一環。在地球村的

觀念下，永續發展應從全球性的觀點考慮，例如科技的進步，能夠有效的降低天然資源的消

耗，對於貧窮國家將是首要之務，所以富有國家的技術經驗與資源的移轉是一關鍵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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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去許多例子我們不難發現，面對全球經濟快速發展的時代，為了獲取更多的利潤，

並降低成本以提升競爭實力的狀態下，所造成的環境破壞是非常嚴重的，甚至可能花上更大

的社會成本去彌平這些傷害。在台灣，經歷了半個世紀追求經濟成長之後，美麗之島已經逐

漸變為滿目瘡痍的生態災難區了。然而，政府及資本家卻在近年變本加利的聯手進行摧殘台

灣僅存生態的行為：西部海岸的工業區化，丘陵地的高爾夫球場化與遊樂場化，山坡地的檳

榔化，以及東部淨土的西部化。而為了經濟發展的目標，水利資源與能源的需求不斷的提高，

水庫與核能電廠便一再的被推出。[1] 

在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進行無遠弗屆的整合背後，同時也把它的災難進行了一場地理性、

社會性的再分配。例如，當西方享受著資訊科技的便利、想像各種資訊化革命的可能性之際，

龐大的電子廢棄物則是不斷地往西非、中國、印度等開發中國家傾倒。因此，在這便捷的時

代中，我們應該同時意識到「一個地球，兩個世界」的冷酷現實。如果地球公民各自被貼上

貧與富的標籤，則其最終的結果將不只是人對自然的摧毀，也包括了人對人的剝削，反撲的

將不只是大自然，連帶的是人吃人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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