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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動的意義 

環境運動是全球性的現象 

    環境運動是全球性的現象，但是並不是齊一性的。環境運動的擴散並不是單

向性的學習現代西方的典範，所導致的全球同形狀態 (global isomphorism) ；不

同國家的環境運動總是涉及了諸多在地元素，形成多元發展的狀態。 

西方的保育運動- 精英取向 

就實際的歷史脈絡而言，不同地區所形塑出來的運動特色卻有很大的差異

性。其中最主要的影響關鍵在於發展階段、工業化模式以及政治背景。西方的保

育運動一向是精英取向的，主要是由上流社會人士所發動，他們將保育議題視為

社會義舉，不直接訴諸於人民。德國十九世紀末興起的森林保育(Waldschutz)、

鳥類保育(Vogelschutz)運動就是典型的代表，許多主要的領導者都是當時的貴族

階級。對於這些貴族而言，保存民族特有的大自然環境，是不可推托的責任(oblige 

de noblisse)，也是對抗唯利是圖的布爾喬亞最有力的階級宣稱(Dominick III1992: 

20-5)。 

不過，在台灣的生態保育運動中，階級並不是扮演很重要的因素。 

近代環境運動 

晚近環境運動開始具有更深層的社會關懷，原因在於他們發現環境破壞是具

有結構性的社會起源，而不是單純來自於人類的無知、貪婪等心理動機。事實上，

環境的維護是與居民的生計密切相關的，環境破壞的代價也主要是由低下階級的

社群來負擔。進一步來說，環境是許多弱勢群體的生計來源，而環境破壞的後果

也是不成比例地落在他們身上，因此，要正視環境危機即是要採取社會改革的策

略，透過社會群體的動員，改變既有的壓迫性社會關係。 

荒野保育與生計維護 

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環境運動是起源於生計的剝奪，種種的開發計劃使得

居民喪失了原先依賴的維生方式，不得不以集體行動來捍衛他們所處的生存環境

環境運動，其分為: 

北方的荒野保育: ：通常發生於已開發國家，由中產階級所組成的專業團體所領

導，採取體制內 

的立法遊說與法律訴訟的策略 

南方的生計維護: 常見於發展中國家，參與的群體通常是低下階級或是少數族

群，他們的參與立 

基於直接的受害經驗，因此是以群眾抗議的方式來表現他們的訴求(Guha and 

Martinez-Alier 1997: 16-21)。 

永續發展 

1 9 8 7 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提出了「永續發展」(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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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的觀念，重新定義了環境運動的路線，經濟成長的關鍵在於資源的

可持續性利用，而不是消極地完全避免利用(Bake r et a l.1997: 3-4)。 

由此，永續發展成為全球人口不分種族、性別、年齡的共同目標。而永續發

展的落實，應包括環境的永續發展－包括環境保護、水資源管理及解決能源問

題，人類的永續發展－包括工業、經濟及都市的發展，及全球共同合作各方面。

「永續發展」的概念，亦必需包含兩個概念－需要（needs）及限制（limitation）：

以滿足人類的需求為發展的主要目標，而限制對能源、土壤、森林的濫用，並減

少污染、保持生態穩定，維持其「可持續性」（sustainable）。 

 

台灣環境運動的起源 

Environmental movement/environmentalism 一般在台灣稱為環保運動，也

可稱之為環境運動，原因在於所謂的環保，著重於保有自然資源與環境，以避免

開發破壞。這種保護似乎意味著消極的阻止，反對一切人為的介入。事實上，晚

近的環境運動受生態學思潮啟發，強調重塑人與自然的關係，而不再只是保衛既

有的東西。 

台灣的工業化長期以來一向是由威權國家所強力推動的。數十年以來，國民

黨威權政府主導台灣的經濟發展，一開始是為了與共產中國競爭，後來則是成為

政權正當性的來源。一旦被外界批評民主不足時，國民黨總是訴諸於經濟發展、

厚植國力的必要性，而放任的政治自由顯得是不切實際的奢侈品。政治穩定壓倒

一切，在其名義下，國民黨當局正當化其統治地位，並且延遲回歸民主憲政的議

程。事實上，就如同其他東亞國家一樣，台灣經濟發展的特徵之一即是將其統治

正當性建立於持續的經濟發展 (Castells 1992: 56)。 

在此，環境抗議的政治意涵最為明顯。在缺乏民主體制的監督與參與之下，

國家主導的工業化只會導致「伴隨污染的成長」(growth with pollution) (Chi 

1994)。舉例而言，在七○年代，政府大力推動石化業、鋼鐵業與核能電廠等重

工業投資，但是同時也種下了八○年代各地反污染抗爭的種子。 

在經濟發展上，台灣是介於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階段，因此環境運動

也兼具了南方生計維護與北方荒野保育的特色，而且兩者是呈現緊密結合，甚至

是相互交流的狀況。在1980年代，台灣各地也出現了反污染抗爭的風潮，充份呈

現了南方環境運動的特色。這些抗爭案件通常是起源於長期的工廠污染，使得附

近居民的健康受到傷害，農作物、水產養殖、漁業等生計受到威脅。在抗爭行動

展開之前，受害居民曾與污染者多次溝通反應，也向政府主管反覆陳情，但是沒

有具體的改善成效。因此，居民不得不訴諸直接行動，以暴力的擋路、圍堵工廠、

破壞廠房等方式，阻止污染者的繼續生產(蕭新煌1 9 8 8 ；李丁讚、林文源2 0 0 0 ) 

在台灣，環境運動在發源之初所遇到並不是一個成熟的民主體制，而是退化 

中的威權主義。在近二十年來，我們看到環境人士採取了政黨聯盟、國會遊說、

選舉參與、提出修憲主張、擔任公職等運動形式。政治威權的消退容許一股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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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抗爭潮流出現；而更就這個廣泛的草根動員，則是進一步侵蝕了舊體制的

殘存勢力。 

1986鹿港反杜邦事件 

時間 

  1986年下半年 

地點 

  彰化鹿港 彰濱工業區 

起因 

  1985年8月，經濟部通過美商杜邦公司在濱彰工業區設立二氧化鈦廠的申請

案，一群鹿港居民基於善良的願望：為了保護歷史古鎮免於污染破壞，站出來反

對美商杜邦二氧化鈦設廠計劃，並組織反公害協會與政商結構對抗，於是開始醞

釀反杜邦運動。 

契機 

 1986年正值地方公職選舉，縣議員候選人李棟樑則以反杜邦作為競選訴

求，並於3月13日發起萬人簽名和北上陳情活動。5月起，在地方人士的號召下，

集結民眾力量，開始籌備「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反杜邦運動才日漸組織化；

其中該會提出以全民投票，決定杜邦的設廠與否。1986年下半年，這場預防性的

環保運動便積極展開。 

抗議過程 

 6月24日，反對人士串聯漁會、農會、學校等各單位，發起台灣反污染運動

史上的第一次遊行，沿途高喊「我愛鹿港，不要杜邦」。而一群台大學生也利用

暑假，到鹿港進行訪問調查。他們試圖透過社會科學實證研究來質疑政府所聲稱

此運動為一非理性行為；相反的，結果顯示出鹿港人對於其生活環境的維護重於

經濟開發。此外，運動的另一高潮點是，同年12月13日，鹿港民眾以參觀中正紀

念堂名義，然實際上則到象徵政治權力中心的總統府前舉牌抗議杜邦設廠。 

解決方法 

 1987年3月12日，杜邦公司宣布取消鹿港的投資案，反杜邦運動遂告終止。 

對今日台灣環境運動的影響 

 鹿港反杜邦事件是戰後台灣民間基於環保的立場，抗拒反污染工業投資第

一個成功的案例；同時，由地方民眾發起大規模抗爭行動，對威權體制的經濟政

策進行挑戰，在當時亦為一項創舉。沒有鹿港反杜邦事件就沒有1987年成立的環

保署，也沒有後來的1990台灣地球日，影響了日後環境運動的發展。環境運動是

「社會力」，因為它代表了一股獨立於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本的反對力量。環境運

動是「民間社會」，不滿的人民挑戰了威權控制。環境運動也是「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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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創造了另一種公民之間相互連結的可能性。對於其抨擊者而言，環境運動

代表著一股盲目、不理性、不信任專業的「民粹主義」，一位國民黨籍的經濟部

長就將環境抗爭比喻為「吸食安非他命」。無論是被推崇或是被指責，被期許或

是被畏懼，環境運動無疑的是一種強而有力的潮流，深刻地重新形塑了台灣的社

會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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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環保團體 

 

  台灣長期以來都把「經濟」視為 大目標，然而，再這樣一味追求經濟的同

時，損失的卻是這塊我們賴以生存的土地。近年來，隨著國際環保議題愈來愈受

到關注，台灣的環保團體也從 1980 年代陸續成立。再本文將介紹四個台灣知名

的環保團體，其關心議題及運作方式都不同，組織的性質和成員也不同，但相同

的是愛護台灣的中心理念。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網站：http://www.tepu.org.tw/?page_id=18 

  ◎BLOG：http://www.wretch.cc/blog/tepu 

  ◎成立時間：1987 年 11 月 1 日。 

  ◎宗旨：結合關心臺灣環境人士、推展環境保護運動、維護臺灣生態。 

  ◎組織：目前環保聯盟全國有一千多位會員，十三個分會及學術委員會。 

  ◎基本主張： 

一、環境權為基本人權，不得交易或放棄；人民為維護自身之生存環境，得以反

對危害環境之法令或政策，並有權決定及監督 

社區內之建設發展。 

二、人類乃依附自然環境而生存；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人與自然的和諧相依乃

社會、經濟、科技發展應遵循的原則， 

也是人類生存的保證。 

三、環境保護乃全體人類之責任，並無國界、種族、宗教及黨派之分。凡關心環

境之個人或團體，均應積極主動為共同的目標團結奮鬥。 

台灣環保聯盟是一個「草根的、知識的、行動的」團體，成立以來持續努力推動

環保運動，期望能保護台灣生態環境， 

減少環境污染和破壞，並建立台灣為非核家園，讓台灣人民擁有安全、健康、舒

適、文明而永續的生存環境。 

 

  ◎關注議題    

＊公害報導：國光石化、重金屬掩埋 

＊非核家園：台灣核能安全與緊急措施、廢核、核電真相 

＊暖化(氣候變遷)：再生能源、抗暖化畫冊、地球暖化與生物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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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國光石化、台灣水產養殖  

＊電磁波防制：「我家不要電磁輻射傷害」大遊行、「電子書包實驗教學計畫」 

＊交通建設：蘇花高環評、彰化海岸的環境開發  

＊國土規劃(森林及水資源)：京棧開發案、恆春保安林地租財團、永揚案 

＊環境政策：墾丁後灣開發、能源發展綱領政策 

＊食物(有機及基改)：產品無毒是基本人權、美牛風險、美國官方有機標章 USDA 

＊空氣：節能減碳、保護臭氧層 

＊再生能源：德國聯邦政府「再生能源法」之立法與執行 

 

  ◎具體行動與工作 

  一、反核運動 

1.從 1988 年起推動反核運動，至 2001 年每年均舉辦全國反核大遊行。 

2.促使貢寮鄉（核四廠址）、台北縣、台北市、宜蘭縣分別於 1994 年 5 月、1994

年 11 月、1996 年 3 月、1998 年 12 月舉辦核四公民投票，凝聚民間反核共識。 

3.發起反對法國、中國核試爆。 

4.推動國會監督遊說，促使立法院在 1996 年 5 月通過「廢止核電廠興建計畫」

案。 

5.2000 年促使行政院於 10 月 27 日宣佈停建核四。 

6.2001 年促使朝野達成非核家園為終極目標的共識，並將此共識納入 2002 年公

佈實施的環境基本法。 

7.2003 年參加「全國非核家園」大會。 

8.2004 年 6 月 5 日台灣環境日舉辦「全國環保團體要求政府高官醒過來！」記者

會。 

9.要求原能會核電廠方圓 5 公里內發放碘片。 

10.2006 年舉辦車諾堡核能災變 20 周年追思活動。 

11.2006 年推出「寧裸不核」女性裸體反核影片。 

12.2006 年貢寮福隆沙灘裸體抗議核四，排成「NO NUKE」。 

13.從 2004 至 2007 持續監督核安演習。 

14.2007 揭發核四違法追加預算與弊案。 

15.200708 反對核一二廠乾式貯存場興建。 

16.200709 核金山萬里核安演習組團監督。 

  二、推動反公害與生態保護運動 

發起搶救森林運動，促成林務局改制為公務單位並禁伐原始林；發起反對石化工

業擴充運動，阻止台塑六輕在宜蘭、桃園設廠及台肥在花蓮設 TDI 廠；發起反

對水泥業東移運動；發起反對非法高爾夫球場、搶救山林水土資源運動；參與反

「杜邦」、反「五輕」、反「彰濱工業區」、反「濱南工業區」、反「八輕大煉鋼廠、」

催生「棲蘭檜木國家公園」、搶救「台中惠來遺址」等運動；2004、2005、2006、

2007 年結合全國環保團體舉辦「全國 NGOs 環境會議」；2005 年起關心「反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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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東山鄉設置垃圾掩埋場」、「反蘇花高興建」，並積極關心電磁波公害問題。2005

年並舉辦「我要活下去-為環境而走大遊行」；2005 年 2 月京都議定書生效前夕，

結合環保團體與大學生赴行政院裸體抗議；關注八年千億治水預算；關心離島不

當開發，催生離島環境保護聯盟產生。2007 年起「反台 26 線」、「搶救杉原海岸」

等。 

  三、政策研究與立法推動 

針對環境問題與相關政策、法令、措施進行研究分析，並舉辦座談會、公聽會、

研討會提出建言、推動立法。如推動「環境基本法」、「環境影響評估法」、「資源

回收再利用法」、「水土保持法」、「公民投票法」、「再生能源利用條例」、「電磁波

防護立法」、「國土復育條例」「溫室氣體減量法」等法案；推動「環境權」和「非

核」條款入憲；舉辦「五輕建廠公聽會」、「民間林業政策座談會」、「垃圾處理考

察」、「民間水資源會議」、「生質能研討會」、「民間產業政策與環境保護研討會」、

「海岸溼地保護研討會」、「民間能源會議」等會議；進行「六輕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查證與評論」、「核四再評估」等工作。2006 年協助政府召開「國家永續發展

會議」，並拜會陳水扁總統、蘇貞昌院長、民進黨游錫堃主席、國民黨馬英九主

席、台聯黨蘇進強主席提供環境政策建言。 

  四、教育宣導與理念推廣 

舉辦幹部營、大專學生環保營、綠色學苑、環保講座，培育環保人材；投稿報章

雜誌、主持電台節目、出版手冊和書籍，並發行臺灣環境雜誌、綠色能源電子報、

台灣環境電子報、製作網路影片、架設各種議題部落格等，進行環保觀念宣傳。 

 

 

 

 
  ◎網站：http://www.envi.org.tw/home.aspx 

  ◎成立時間：1984 年。 

  ◎性質：非官方、非營利性的環保公益團體。 

  ◎成員：結合了大學環境科學領域的教授群，以及關心台灣環境的企業界與

醫學界人士。 

  ◎宗旨：提升環境品質的不二法門，不是遊行抗爭搞街頭運動，而是民眾普

遍具備正確的環境意識，對政府環境政策關心、監督與積極參與。因此，基金會

長期與學術界合作，透過調查、研究、檢驗、統計等科學方法，經常地發表與環

境品質、安全相關的調查報告或聲明，猶如環境的預警鐘，不斷提醒國人重視環

境事務。 

◎形象：為國際環保活動的常客，為台灣在善盡地球村公民的環保責任上發聲，

目前已是「聯合國氣候綱要公約（UNFCCC）」、「全球環境基金（GEF）」的觀察

員，以及「地方環保行動國際委員會（ICLEI）」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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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行動與工作： 

  一、自 1995 年至今，基金會連續發布台灣「環保痛苦指數」調查結果，鞭

策政府的環保施政，喚起社會大眾的愛鄉愛土意識。 

  二、1998 年率先協助政府建立「紫外線指數預報系統」，為全民的紫外線防

護提供健康預警機制。 

  三、1999 年，基金會公布國內首份焚化爐戴奧辛致風險評估結果，促使政

府正視戴奧辛流布對生態與人體健康的衝擊。 

  四、至今，基金會持續追蹤包含戴奧辛在內的環境荷爾蒙流布情形，並進一

步發起「環境荷爾蒙清除運動」，例如主動召開「環境荷爾蒙及持久性有機污染

研討會」、調查公布魚肝油，鮮奶、嬰兒奶瓶等食物和生活用品的戴奧辛含量，

並抽驗市售家用清潔劑壬基酚類環境荷爾蒙物質含量，成功促成政府宣布家用清

潔劑停用壬基酚類界面活性劑政策。 

  五、2000 年基金會提出台灣第一份基因改造食品的調查報告，督促政府建

立基改食品的標示制度。 

  六、當國內對全球暖化議題仍冷漠時，基金會帶頭與派拉蒙電影公司和媒體

合辦「不願面對的真相」紀錄片首映會，接著又跟華納電影公司合作推廣「第

11 個小時」紀錄片，讓節能減碳的環保觀念深植人心，進而採取行動為地球抗

暖化。 

  七、為國內開發第一套在地化的溫室氣體計量器，並與相關企業、政府機關

結盟推廣，鼓勵更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減碳行動。在此基礎上，基金會率先推

動汰換傳統鎢絲燈泡、改用省電泡的「綠色轉換」行動，經濟部能源局因此宣布

2012 年後停用白熾燈泡，在環保政策的鞭策上再上層樓。 

  八、基金會響應聯合國「種十億棵樹保護地球」的號召，與台大實驗林共同

設置了「台灣氣候保護紀念林」，鼓勵全民參與種樹行動，也迅速獲得企業和民

眾的支持而順利設置，每年植樹節並將號召民眾上山種樹。 

   

  ◎關注議題：氣候變遷、環境荷爾蒙、臭氧層破洞、基改食品安全、水資源

保育、廢棄物處理、生物多樣性和低碳消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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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看守臺灣協會 

◎ 性質：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 宗旨：以永續台灣為目標，從事環境和生態調查與各項公共政策之研究分析

並喚起社會各界人士一起來看守台灣。 

  ◎主要工作： 

從事台灣環境和生態的調查研究。  

進行各項公共政策的研究分析。  

提供民眾有關環境和生態的資訊。  

喚起民眾關心日常生活的環境和生態。  

促進民眾參與監督環境和生態政策的制訂和執行。  

推廣永續理念和綠色知識。 

 

  ◎關心議題   

－自然：水土山林 

－能源：京都議定書 

－物質：廢棄物與毒物、廚餘變有機肥料的製作與使用、你還在使用ＰＶＣ嗎？ 

 

 

 

 

 

 荒野保護協會 

  ◎ 網站： www.sow.org.tw/index.do 

◎ 成立時間：1995 年。 

◎ 性質：依法設立之公益社會團體，是一個由尋常老百姓自發組成的環境

保護團體。 

◎ 宗旨：以關懷台灣為出發點，放眼全世界，致力以全民參與的方式，透過自

然教育、棲地保育與守護行動，推動台灣及全球荒野保護的工作。 

◎ 理念：「荒野守護」的理念，便是藉由棲地保育與環境議題的參與，讓自然的

生態環境得以被妥善保存，成為留給後代 珍貴的資產。現今保育意識雖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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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普遍，但多數人卻仍自覺渺小、無法撼動生態環境被破壞的現實，因此，

如何讓每個人將自然美好的感動轉化為環境守護的行動，是我們目前 重要

的使命。 

◎ 運作方法：透過購買、長期租借、接受委託或捐贈，取得荒地的監護與管理

權，將之圈護，盡可能讓大自然經營自已，恢復生機。讓我們及後代子孫從

刻意保留下來的台灣荒野中，探知自然的奧妙，領悟生命的意義。  

◎ 基本主張： 

1. 保存台灣天然物種。 

2.讓野地能自然演替。 

3.推廣自然生態保育觀念。 

4.提供大眾自然生態教育的環境與機會。 

5.協助政府保育水土、維護自然資源。 

6.培訓自然生態保育人才。 

 

◎ 工作內容：荒野保護協會致力在台灣推展多元化的環境保護項目，重點包括

棲地圈護、環境保護、物種保育、永續發展、自然教育及觀念推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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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環保團體 

國際地球之友 Friends of the Earth International (FOEI) 

 

國際地球之友是世界上 大的基層環保網絡，結合 76 個國家團體和一些激

進團體。 擁有超過 200 萬會員和支持者在世界各地，此團體的運動在當今 緊

迫的環境和社會問題。 此團體挑戰現有模式和企業全球化的經濟，並促進解決，

這將有助於創造環境的永續發展和社會公正的社會。  

地球之友國際公司是世界上 大的基層環保網絡，團結 76 個不同國家的成

員組織和一些激進團體的 5000 名各大洲。 

權力下放和民主的結構可以使所有會員團體參與決策。 我們爭取性別平等在

我們的所有活動和結構。 

此團體的國際地位加強了工作與社區，此團體的聯盟包括原住民，農民運

動，工會，人權團體及其他。 

 

願景和使命 

願景 

願景是建立一個和平並永續發展的基礎並創造社會生活與自然的和諧。我們

設想一個社會的相互依存的人民生活在尊嚴，完整和實現中，平等和人權和人民

權利得以實現。 

期望一個社會建立在人民主權的參與。 這將是建立在社會，經濟，性別和環

境正義，不受一切形式的統治和剝削，例如新自由主義，企業全球化，新殖民主

義和軍國主義。 

國際地球之友相信，由於我們的努力，孩子的未來會更好。 

 

使命 

◎集體確保環境和社會正義，人的尊嚴，尊重人權和人民權利，以確保可持續的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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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制止和扭轉環境退化和自然資源枯竭，培育地球的生態和文化多樣性，並

確保可持續的生 計。 

◎為確保土著人民賦予婦女權力，失水社區，婦女，團體和個人，以確保公眾參

與決策。 

◎為了實現轉型實現可持續性和公平之間和社會內部的創造性的方法和解決方

案。 

◎從事活躍的運動，提高認識，動員人民，建立聯盟，與不同的動作，連接基層，

國家和  全球的鬥爭。 

◎為了激勵，互相利用，互相加強和補充的能力，生活的變化，我們希望看到團

結和合作。 

 

成員資格標準 

作為一個基層環保團體聯合會，FoEI 是不能接受個人作為成員。 以下條件

是指群體誰是會員的 FoEI 網絡。 

◎一個成員 FoEI 應符合下列條件： 

◎地球之友群都符合 FoEI 的願景（兩個聯邦和整個世界），核心價值觀和使命;  

◎地球之友群是獨立的政黨，經濟利益，國家和宗教組織;  

◎地球之友，小組的工作在多個環境問題，並納入司法的角度;  

◎地球之友，團體或其他形式參與民主參與決策過程;  

◎地球之友群尋求性別平衡的領導和代表;  

◎地球之友群有效的工作，在國家和基層，並努力加強在當地的社會運動，國家

和國際範圍內;  

◎地球之友群是透明和負責，他們的成分;  

◎地球之友群堅持 FoEI 的籌款準則和規則與跨國公司的參與;  

◎地球之友群是從事國際活動的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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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很短的 foei 

國際地球之友（FoEI）成立於 1971 年由四個組織來自法國，瑞典，英國

和美國。 

 

今天的 76 個團體聯合會的年度會議也從來自不同國家的環保競選一起誰同

意在某些關鍵問題，如核能和捕鯨。 

1981 年，一個小型國際秘書處的成立， 初由志願者組成的，其中因國家

旋轉。 到 1983 年，該組織已發展到 25 個成員，並當選為執行委員會，以監督

工作的問題之間的會議。 

1986 年，年度大會（股東大會）主持首次由一個組織從南方，Sahabat 阿

拉姆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地球之友）。 當時，該聯合會有 31 個成員來自世界各

地的人充分參與環境與發展的辯論，並明確認識到有必要改變生活方式和消費模

式。 

在此期間，於 1985 年，歐洲成員 FoEI 成立 aregional 協調機構本身，在歐

洲的地球之友，在布魯塞爾設立辦事處。 在其他的工作，歐洲地球之友一直負

責開拓方案，在東歐加強環保運動。 

1994 年年度股東大會決定，國際合作應進一步加強，通過發展一個'議程'的

共同點的角度提出一個一致的框架內。 在過去幾年裡，該議程得到了進一步明

確和落實在各種出版物，項目，活動，和國際論壇框架內的永續發展社會計

劃 (Sustainable Societies Program.)。 

現在有 76 個地球之友成員競選的團體的國際，國家和地方保護環境，創造可持

續的社會。 他們是團結的共同的信念，即環境可持續發展既需要強有力的基層

的積極性和有效的國家和國際競選活動。 

2008 年，合併後的成員和支持者的數量，地球之友團體更超過兩萬名，而

FoEI 集合超過 5000 名積極分子群體。 總之，地球之友組織的 76 名工作人員

聘用約 1,200 名。 

 

第一個 25 年 

歷史很短 

早年 

“FoEI 是競選活動的組織。我們的優勢是我們能夠激勵人。我們呼籲市民改

變不僅是他們的頭腦，而且他們的習慣和活動。我們要求他們施壓決策者提供必

要的措施，以保護環境。我們並不迴避有爭議的問題，我們不尋求避免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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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 年，執行主任，美國塞拉俱樂部辭職出於無奈，該組織以解決核問題

被忽視，甚至是國際上工作。 這一有遠見的男子叫大衛布勞爾，他解釋說： 

共建是時候停止工作朝著月亮像地球一樣，我開始了新的組織。 周圍釣一個名

稱，並想出了地球之友。 至關重要的是，它是國際範圍。 隨著會議在倫敦，巴

黎和斯德哥爾摩，我們能夠說服人們在三個環境，讓更多的國家，敵人的想法遷

移。 其他國家目前在地球之友網絡拉攏，或拉攏我們，在任何時候太陽升起的

地方在地球之友小組。 我們做到了這一點沒有得到明確指示，組織或一些老累

從上面的公式。 找到好的人用正確的思想，讓他們前進的路上。“（1995） 

所謂的'環保人來自法國，英國，瑞典和美國成立 FoEI 在 Roslagen，瑞典於 

1971 年。 這些第一次聚會是熱情，多文化的交流的關切和想法。 據理查德桑德

布魯克，早期活動家英國地球之友“的開始，地球之友，的確 FoEI，是浪漫的肯

定，但也是很碰運氣和世俗。一天一天，你永遠不知道在哪裡這筆錢是從哪裡來

的，也不是誰負責絲毫察覺我們做什麼。“ 

早期的會議導致了一致決定反對核電在全球的水平。 在隨後的幾年，FoEI

先進的前沿反核運動，由於專業知識的能源大師埃默里羅文斯的開創性工作而聞

名的能源替代品。 破壞性事故發生在三哩島和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於 1979 年在

1986 年增加了多少地球之友團體極力反對核能。 

“十年前，我去了我第一次會議的國際地球之友。我記得一個亂哄哄的口音，

一個萬花筒的思想，觀點和策略。頻譜資源在我們的命令適度，有的則很小。難

道這小，雜牌軍的幫助拯救地球？但我也記得的話一個日本成員翻滾那麼快，我

們不得不問她慢下來。懇求她是熱情，而不是一個問題，在自己的國家，但對太

平洋島民威脅核試驗。不僅是他們的危機：我們也是。公民團體如 FoEI 可以達

到跨越地理和文化的界限，共同行動的方式，我們各國政府常常沒有做到。“ 

首先 FoEI 主席 Mairi 麥克阿瑟在'拯救地球'的喬納森 Porrit，1991。 

在整個 70 年代，FoEI 聚集盟國在許多國家，創造了一個強大的和關鍵的存

在在不同的國際環境談判。 FoEI 獨特的捕鯨立場，例如，它呼籲保護鯨魚物種

沒有破壞傳統的人類生活，享受難得的成功，十年後的競選活動與國際捕鯨委員

會 1982 年暫停商業捕鯨。 地球之友的代表也表現出他們的才能開明思想與經

合組織出版，每天產生的非政府組織合作與公告生態學家雜誌，在 1972 年聯合

國人類環境會議在斯德哥爾摩舉行。 經合組織以來出現在許多其他全球論壇從

捕鯨問題上的能源，並繼續提供非政府組織和各國政府提供基本和精闢的分析。 

 

走出去 

雖然國際，地球之友會員仍主要在北部，直到團體來自亞洲，拉丁美洲和非

洲在 80 年代加入。 南部的角度深化和擴大 FoEI 的分析和活動。 熱帶雨林成為

一個核心問題與發射一個 FoEI 雨林運動於 1985 年，地球之友團體一起工作的

創造性，深入地與土著人民提請注意困境的世界熱帶森林居民和他們的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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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另一項全球倡議，20 世紀 80 年代是立業之本農藥行動網絡（PAN）在 1982

年由香港地球之友集團在馬來西亞，巴西和美國。 

FoEI 的成員是第一個東歐的波蘭波蘭語 Klub 的 Ekologiczny 其中加入了於 

1985 年，地球之友愛沙尼亞，有史以來第一次獨立蘇聯協會成為會員的國際環

保組織加入了三年後。 泛歐行動的問題上，從酸雨和空氣污染，包裝和生物技

術加強和提高工作效率。 兩個有影響力的歐洲組織也開始在這一時期：位於布

魯塞爾的歐洲地球之友於 1985 年，地球之友的第一次區域協調和 Milieukontakt

奧斯特 - Europa 在 1987 年，開始由 FoEI 和世界能源信息服務，以促進東西方

合作的環境問題。 

 

今天的 foei 

FoEI 在全球的聲譽是凝固在 20 世紀 90 年代。 平行的出現越來越多的全球

社會和環境問題，聯合會已接受一個迅速增加的會員群體，群體已變得更加強

大。 地球之友團體必須符合特定的會員資格，會員定期評估自己在根據這些要

求。 股東週年大會，其中 早的小組歐洲人和北美人，已經發展成為為期一周

的，高度結構化的活動，涵蓋多個主題，並出席由婦女和男子從南，北，東，西。 總

的全球 68 個會員團體在 2002 年，FoEI 終於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力量為環境和社

會變革。 

跟其他組織一樣，FoEI 曾經歷許多挑戰。 運動和項目往往缺乏資金。地球

之友成員組織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來自基礎設施不足，缺乏工作人員，和癱瘓的工

作量。 當群體變得不知所措民族問題，國際之間可能動搖。   

大部分在背後支持 FoEI 的是個人的力量，團結和靈感。 如果目前的趨勢繼

續下去，FoEI 的想法可能會在未來幾年得到更多的政治認同。 未來每個國家

FoEI 存在及努力，將使整個聯盟更加強大，而且使我們更接近真正的永續發展

社會。 

國際地球之友的作為 

◎農業燃料 

農業燃料的石油價格上漲加上需要削減的能源依賴來自政治不穩定的石油

生產國，由於大規模生產生物燃料，促使北方民族的發達。 這嚴重影響南方的

落後社區和生態系統。 搶奪土地的大公司損害當地生計，森林和人權。 

國際地球之友告知公民農業燃料的缺點，也請金融機構運動停止支持農業燃料，

我們鼓勵當地社區捍衛他們的生計。 

◎氣候正義和能源 

世界正面臨著兩方面的挑戰，威脅數十億人的生命和生計：氣候變化和全球

能源危機。主要是由於這些挑戰是我們無止盡的消費與慾望，消耗了大量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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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的關鍵是讓自己的社區永久發展。 也需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和各國人

民共享資源，畢竟我們的能源是有限的。 地球之友國際工程對氣候正義和能源

是獲得肯定的，例如舉辦社區活動。 

◎森林和生物多樣性 

全世界生物多樣性的森林遇到了麻煩。 私有化，增加出口和國際貿易自由化

導致了大規模的增加大規模種植，用於生產和出口木材和紙漿。 這也增加了對

肉類的需求，還有充滿異國情調的木材和農作物，如大豆和棕櫚油。 

我們要保護森林，因為它們提供了許多當地社區的生計和土著人民的生

活。 森林儲存碳和調節氣候。 森林讓 多樣化的物種棲息在地球上。 國際地球

之友會員團體與當地社區保護森林和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安全管理森林資源的可

持續生計。  

◎水  

水越來越稀少且昂貴，因為很多水源都被污染。 約有 11 億人無法獲得安全

飲用水，24 億人無法獲得足夠的衛生設施。 窮人，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受影

響 大的水短缺問題。 

國際地球之友認為，水是人類的權利，它必須維持生計，而不應被視為一種經濟

商品。 

地球之友國際團體活動促進公眾夥伴關係的水管理制度，督促減水和再利用，恢

復河流和濕地更自然的狀態。 

我們一起努力，與當地社區保護水權。 反對大規模的開發，污染河流和使用

大量的水。 我們動員市民投票支持新的法律和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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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全球化現象 

聖嬰現象 

 

    聖嬰現象，是指太平洋的熱帶海水溫度，每隔 3 到 10 年的不規則周期，

會有異常高溫的現象。這種現象會引發世界各地氣候異常，而且大氣中的二

氧化碳濃度也會受到聖嬰現象影響。熱帶太平洋的表面海水溫度，和二氧化

碳增加量之間，具有明顯的關聯性，也就是海水溫度一旦上升，3 到 6 個月後

二氧化碳的增加量也會升高。因此，聖嬰現象被認為是一種大氣與海洋相互

結合共同引起的現象。 

 
    根據科學家估算，整個大氣能夠容納的熱量，和 2 公尺深的海水能夠容

納的熱量差不多，所以只要海水溫度上升或下降 1 到 2 度，釋出的熱量就足

以對整個大氣造成非常大的影響。1997－1998 年的聖嬰現象，造成 1998 年

7 月是有可靠的氣象統計數字以來地球 熱的一個月。 

 
    秘魯和厄瓜多爾的漁民，從很久以前就將每年聖誕節左右來到的一股暖

洋流稱為「El Nino」，中文翻譯成「聖嬰」現象。他們也發現，每隔幾年，暖

洋流溫度特別高，持續時間特別長，範圍也特別大。科學家原本以為這種現

象只是影響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區域現象，而在 1957－1958 年，發現這種海

水增溫的情形從東太平洋到西太平洋綿延數千公里，於是借用祕魯等地漁民

的說法，把這種每隔數年發生在赤道東太平洋海水異常增溫、影響全球氣候

的現象，通稱為「聖嬰」現象。若赤道太平洋溫度變得特別冷，剛好和聖嬰

相反，對全球氣候的影響也完全相反，則稱為「反聖嬰」現象，聖嬰與反聖

嬰現象有時會成對出現。 

 
    聖嬰與反聖嬰現象大多在夏天開始發展，在冬天達到巔峰，然後逐漸消

退，大約可以維持 1 年那麼久。本世紀 強的聖嬰現象發生於 1982－1983
年，在許多地區造成嚴重災害，有的地區是乾旱和森林大火，有的地區則是

豪大雨不斷。由於海水溫度太高，許多海洋生物賴以生存的珊瑚受不了高溫

而白化，海中浮游生物也大量減少，沒食物可吃的魚類和鳥類不是大量死亡

就是到別處覓食。 

 
    聖嬰現象不只造成生態衝擊，也影響人類經濟。據估計，1982－1983 年

聖嬰現象帶來的災害，讓全球至少損失 80 多億美元，並造成 2 千多人喪生。

1997－1998 年聖嬰現象的影響包括：印尼的霾害、亞馬遜熱帶雨林出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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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但是肯亞的那庫魯湖（Lake Nakuru）卻因為雨水充足，湖水恢復原有規

模，讓 150 萬隻早已遷居他處的火鶴重返老家。 

 
    聖嬰現象對台灣影響不是十分明顯。台灣學界研究發現，聖嬰現象出現

後，該年夏天氣溫比較低，接下來的冬天比較暖和，隔年的春雨比較多、夏

天氣溫也會比較高，反聖嬰現象出現時則相反。也有研究指出，聖嬰年以及

威力強大的反聖嬰年的夏天，侵台颱風偏少。 

 
 

聖嬰現象的影響 

 
    西元 1982 年末，全球各地都出現了許多反常的氣候現象。東南亞和澳洲，

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乾旱，以及乾旱引發的火災；美洲國家則是受困於水患。

嚴重的災情，除了造成上千人死亡外，財物損失更高達數百億美元，後來人

們才知道這些都是「聖嬰現象」。 

     
    1997 年春，聖嬰現象再度捲土而來。東南亞地區、澳洲及巴西發生嚴重

的乾旱、森林火災與霾害。美國的東北部則過了一個溫暖的冬天，而加州、

智利和秘魯則遭受豪雨的肆虐，加拿大則是困於冰雪風暴，緯度不高的墨西

哥發生了從來沒有遇上的降雪。中國東南沿海則出現了暴風雨，臺灣也經歷

了一個暖冬和多雨的春天。在影響經濟方面，雖然還未確切地統計出財物損

失，不過印尼卻因為五十年來 嚴重的環境災難引發出經濟危機，進一步引

燃政治的改革。 

 
    當然每一件事有反面也有正面，許多人因為「聖嬰現象」而受益不少。

例如因為「聖嬰」，大西洋區的颶風減少許多。澳洲種植棉花的農民，因氣候

乾燥的關係，產量大增。智利漁民也因為大量魚群向南洄游而漁獲量大增。 

 
    氣候學家研究以前的文獻和各種自然界跡象，發現聖嬰現象幾千年前就

存在了。所以它的發生，和工業革命以後才出現的人為溫室效應問題，應該

沒有關係。不過也有學者指出，1990-1995 年中太平洋海溫持續在高檔，這是

已知的聖嬰中壽命 長的，不排除可能和溫室效應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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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線變化 

 

    火山作用,因火山噴發的造陸作用,太平洋有部分島嶼因島上火山噴發,大量

的岩漿流入海中冷卻後使該島的面積變大;夏威夷島鏈,因夏威夷位處地函熱點

(Hot Spot)上方,在太平洋海板塊向美洲版塊(東向)方向推擠移動的緣故,所以新的

火山不斷地在較老的島嶼西方形成新的火山島,證據是經過地質年代檢測後,發現

整個夏威夷群島越往西的島嶼,它的地質年代越年輕. 

 

    波浪侵蝕,波浪在長年的拍打之下,會侵蝕海岸的沙灘及岩岸,例如海岸邊可

以看到的海蝕洞.海蝕柱,海蝕平台都是屬波浪侵蝕的產物;沙灘部分,主要是由於

波浪方向跟海岸線方向若不成平行的話,波浪會在近岸的區域形成沿岸流,會帶著

正片沙灘往沿岸流方性移動,外傘頂洲即是一明顯例子. 

 

    風力侵蝕或堆積,在季風長時間的吹拂之下,會把一個地區結構較鬆散的沙隨

風吹到另一個地區,這距離遠可達到數千公里遠,例如新北市有幾處近海岸處的沙

丘(ex:貢寮),經過分析比對結果,發現礦物成分組成和大陸蒙古沙漠及黃土高原的

土壤成分相近,經過衛星影像多年追蹤沙塵暴的結果後,將沙塵暴列為此地區沙丘

的形成原因. 

 

    冰河侵蝕與海平面上升,在北歐地區有很多冰河侵蝕形成的 U 型谷(突然想不

起來正式的學術名稱),有些冰河直接匯入海中,在冰河退去之後海水侵入這些原

被冰給占滿的 U 型谷,形成深入陸地的峽灣海岸.為什麼會把海平面上升跟冰河擺

在一起呢?想想冰河時期海平面下降,當冰河退去進入間冰期,海水面上升後自然

會淹沒許多原本為陸地的區域. 

 

    河流注入,河流會挾帶許多砂石土壤入海,當這些泥沙到海口會因水流流速減

慢形成堆積,河口地區的海埔新生地或大河的三角洲都是;當劇烈天氣狀況(ex:颱

風)發生,短時間的密集的大雨造成河流水量暴增,像東部花東地區和平,太麻里的

河流,會將山上大量的砂石衝到海口堆積,形成沖積扇三角洲.也有一個可能會是

河流突然水流增強,使得在河口地區的沙洲耐不注水的沖刷而流失(ex:福隆海水

浴場沙灘流失,就是雙溪溪水颱風時暴漲而沖掉的)地層下陷, 台灣西南部因超抽

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也是會造成海岸線的退後. 

 

    斷層作用,海岸地區若形成正斷層,在下塹的部分也有可能沒入水面底下造成

海岸線後退.相反的若是逆斷層亦有可能會使海底下的岩層或沉積物抬升形成陸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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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造陸及造港築堤,人類與海爭地,填海築堤(ex:荷蘭);海港興建防波堤,因港口

開口方向或河口泥沙注入來源(東部某忘記名字的漁港-在加長防波堤後造成港

內泥沙堆積),築堤影響沿岸流的繞射或回流(台北商港-淡水河口西岸侵蝕),也會

造成海岸線的侵蝕或堆積. 

─────────────────────────────────── 

全球性條約 

蒙特婁議定書 

 
    一九八七年九月，美國及其他二十三個國家簽署了「蒙特婁議定書」-----
一份國際間對臭氧層問題的協議。議定書中規定將氟氯碳化物的生產凍結在

一九八六年的規模，並在一九八八年前於工業國家中減少 50%的製造，以及

凍結海龍的生產。但是一九八八年的春天，美國太空總署發表「全球臭氧趨

勢報告」，顯示出全球的臭氧層並不僅止於在一般宣稱的南北極地區的上空有

被侵蝕的現象。證實了蒙特婁議定書中對氟氯碳化物的逐步汰換，其實是太

少而且太晚了些。 

  
    一九八九年的五月，在聯合國的發起下，八十個國家代表齊聚赫爾辛基，

正式通過一項宣言，其中同意儘早將蒙特婁議定書中列管的化學物質逐步汰

換，但是絕不晚於西元兩千年。 

  
    瑞典是第一個跨越書面背書，且加速進行廢除使用氟氯碳化物時間表的

國家。一九八八年六月，瑞典國會通過在一九九五年焚用氟氯碳化物的立法。

經過與工業界廣泛的討論後，瑞典政府訂定逐步汰換冷凍滅菌劑和在一九八

八年以前仍可繼續使用氟氯碳化物噴劑的時間表，其用於包裝的年限為一九

八九；溶劑及泡綿的使用年限為一九九一年，其用於硬泡綿、乾洗及冷卻劑

的 冕年限為一九九四年。瑞典使用氟氯碳化物的量，其實僅佔全世界的 1%
使用量，所以對其他的國家而言，尤其那些大宗使者，是急需將瑞典視為主

要典範來學習追隨的。 

 
    環境主義者確信，氟氯碳化物與海龍的放射物可以藉氟氯碳化物的回收

再製，與替代化學物的使用而降低極高的百分比。 

 
◎工業界 
    冷媒中主要的臭氧層破壞者 CFC-12 或許可為 HFC-134a 取代，但化工工

程師說 HFC-134a 在製造上較為困難，價格也貴於 CFC-12，而且較 CFC-12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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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常更換。而用作塑膠發泡劑的 CFC-11，暫時所提出的替代品為 HCFC-22，

此化合物一般家庭的冷氣機已有使用，但並沒有 CFC-11 的熱絕綠性質，所以

其未來的應用將受到更多的限制。 

 
關於清洗電路板環境安全溶劑，將研發一種新且優於 CFC-113 與其他含氯溶

劑的產品。此項產品命名為 BIOACT，它包含了一些可由天然植物如柑橘類果

皮或樹幹中萃取的物。只是用項新產品取代 FC-113 則另外需要新的程序與清

洗電路板的裝置。 

 
    氟氯碳化物 CFC-11、CFC-12 和 CFC-113 的替代品，仍需長期的研發，

因為很多替代品其工業性質均遜於氟氯碳化物，亦較為不耐用，甚至還須設

計更多的設備來使用。這些替代品在低壓下易於分解，但對臭氧層較不具威

脅，但是，人類曝露在這些替代品之下將具有潛在的危險性或引發其它環境

問題，例如，酸雨，所以我們亟須研發一個完全安全的替代物，而不是另一

種可能對人類有害或使氣候突變的危險替代品。 

 
◎個人 

 
*停用保麗龍餐具及其他製品，因為保麗龍製作過程用到的發泡劑是氟氯碳化

物。 

 
*要求以氟氯碳化物或海龍製成的產品必須加上標示，以警告消費者此產品對

臭氧層的危害。 

 
*終止不必要及浪費的使用。 

 
*避免購買含有氟氯碳化物的物品。 

 
*要求國會對氟氯碳製造商課徵特別稅，因為在逐漸禁用的過程，廠商註定獲

取暴利，如：台灣一直到一九九二年試圖成為蒙特婁議定書的協約，當時，

汽車冷媒的價格漲了五倍，家電業也跟著漲價…..。 
*汽車、冰箱或冷氣含有氟氯碳，檢查它們是不是洩漏；如果必須重新添加，

請找有冷媒回收設備的廠商(國內已開發成功，並推廣中)。 

 
 
    「看守世界」雜誌聲明，近來適用的技術和以較嚴格的標準來管理設備

的運作、維修，會降低這種破壞臭氧的化學物質的散逸達 90%以上。這篇文

章所提示的機會和世界性的關注與合作風潮可能會促使我們立刻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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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裡、在工作中，還有在我們的社區裡，幫助拯救這消失中的地球保護膜。 

 
 
基於繼續使用 CFCs 等化學物質，將導致地球臭氧層被破壞之共識，聯合國環

境規劃署(UNEP)召集世界各國共商對策，1985 年共有 28 個國家於維也納達

成保護臭氧層協議(Vienna Convention)，並決定研議一國際管制公約以補該

協議之不足。1987 年 9 月 16 日再於加拿大蒙特婁市舉行國際會議，並由全

世界二十六個國家共同簽署「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the Ozone Layer)」﹐管制氟氯碳化物使

用之國際公約，也於 1989 年 1 月起正式生效。而後，為挽救日益惡化之臭氧

層，於 1990 年 6 月在倫敦召開之蒙特婁議定書締約國第二次會議，對議定書

內容作了大幅之修正，其中 為重要者即為擴大列管物質，除原先列管之

CFC-11、CFC-12、CFC-113、CFC-114、CFC-115 等五項及三項海龍外，另增

加 CFC-13 等 10 種，四氯化碳及三氯乙烷，計 12 種化學物質，並加速管制時

程，提前於 2000 年完全禁用氟氯碳化物、海龍及四氯化碳。 近更由於臭氧

層仍日趨惡化，1992 年 11 月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之第四次締約國大會，決

議將氟氯碳化物禁產時程提前於 1996 年 1 月起實施，而消費量除必要用途外

應減為零。我國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亦須遵行，加強列管化學品之管制

使用，並積極研發替代品以順應此一世界性的環保潮流。 

 
 

 

 

京都議定書 

 
(一)京都議定書的由來 
    自從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經濟活動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已造成大氣中二氧

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濃度急速增加，產生愈來愈明顯的全球增溫、海平面上升及全

球氣候變遷加劇的現象，對水資源、農作物、自然生態系統及人類健康等各層面

造成日益明顯的負面衝擊。為了抑制人為溫室氣體的排放，防制氣候變遷，聯合

國於 1992 年地球高峰會舉辦之時，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對「人為溫室

氣體」(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排放做出全球性管制的宣示。為落實溫

室氣體排放管制工作，1997 年 12 月於日本京都舉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三次締約國大會，通過具有約束效力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以規範工

業國家未來之溫室氣體減量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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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京都議定書的主要內容 
    1. 減量時程與目標值：「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附件一國家（係指

OECD 中除墨西哥外的所有 24 個成員、歐盟、前蘇聯各共和國及前東歐共產國

家，合計 37 個成員）及摩洛哥與列支敦斯登共 39 個國家，將人為排放之六種

溫室氣體換算為二氧化碳當量，與 1990 年相較，平均削減值 5.2%，同時採差

異性削減目標之方式；歐盟及東歐各國 8%、美國 7%、日本、加拿大、匈牙利、

波蘭 6%，另冰島、澳洲、挪威則各增加 10%、8%、1%。減量時程為 2008
至 2012 年，並以此 5 年的平均值為準。 

 
    2. 六種溫室氣體中，CO 2、CH4、N2O 管制基準年為 1990 年，而 HFCs、

PFCs 與 SF6 為 1995 年。 

 
    3. 提出「京都機制」：包含「清潔發展機制」（CDM）（唯一跨越附件一國家

與非附件一國家，由工業國對開發中國家進行技術及財務協助其溫室氣體減量計

畫之機制）、排放交易（ET）及共同執行（JI） 

 
(三)京都議定書生效的條件 
1. 經各國國內程序批准議定書國家達 55 國。 

 
2. 批准京都議定書國家中，「附件一國家」成員之 1990 年 CO2 排放量須至少占

全體「附件一國家」成員 1990 年排放總量之 55%。 

 
3. 達成上述二條件後，則議定書於其後第 90 天開始生效。 

 
(四)各國 1990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佔附件一國家總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例 

 
1. 美國 36.1%。 
2. 日本 8.5%。 
3. 歐聯 24.2%。 
4. 俄國 17.4%。 
5. 加拿大 3.3%。 
6. 澳大利亞 2.1%。 
7. 其他國家 8.3%。 

 
(四)京都機制的使用： 

 
    歐聯及歐聯及一些開發中國家認為各國應優先在本國境內進行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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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 只能做為本國境內減量行動的補充，必須設限，不能超過本國承諾減量

目標的 50%。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挪威、蘇聯、烏克蘭及一些

開發中國家反對 CDM 設限。此外，美國提出「排放權交易制度」主要依據是

美國國內已成功的實施 SOx 和 NOx 的發放配額交易制度。研究指出，如果

沒有排放權交易制度，至 2010 年對於 GDP 的衝擊會達到 0.42 至 1.96 之間，

但如果建立全球排放權交易制度，則對 GDP 的衝擊可降到 0.09 至 0.66 之間；

至於日本方面，如果沒有排放權交易制度，至 2010 年對於 GDP 的衝擊會達

到 0. 2 至 1.88 之間，但如果建立排放權交易制度，則對 GDP 的衝擊可降到

0.01 至 0.33 之間。美國在四個多月前海牙會議中，就已經強調降低溫室氣體

排放不應危及全球經濟，並主張全面透過市場機能買賣排放許可。美國的想

法是強調運作應考慮成本有效性，不應設定上限，全球應訂出溫室氣體排放

量的上限，各國亦有其排放上限，國際間以較寬鬆的架構規範排放權交易制

度，使如美國等溫室氣體減量成本昂貴的國家，可以透過排放權交易制度，

以較便宜的價格向其它國家購買溫室氣體減量配額，求取以較低成本達到減

量目標。但是歐聯一直主張排放權交易制度應設定上限，以避免各國以排放

權交易制度躲避其國內的真正減量責任。此外，排放權交易制度的建立仍有

其困難點：一是如何建立監督估算的機制，二是交易的主體是國家還是企業

比較合適。交易事涉金錢往來，額度要能精確推估。目前估算排放量的方式

卻尚未被完全接受，國際間也缺乏足夠權威的機構可以審核認可交易行為。

再者，排放權額度當作國際流通的商品，尚待確認其價值、投資權益保障及

國際間交易公證等問題。此外，協商過程中較受爭議的是 hot air（指經濟轉

型期國家因經濟蕭條而減少的 CO2 排放量）是否可以交易？在 7 月 23 日達成

的初步協議已放寬排放交易的限制，估計俄國每年將因排放交易獲得 100 億

的收益。另外在 7 月 23 日達成的初步協議，允許俄國可用碳匯折抵溫室氣體

排放量減量配額後，其所增加的 hot air 將是後續另一焦點。 

 
  
 
(五)協議的影響及後續發展 

 
    （一）7 月 23 日各國環境部長達成協議的 重大成就，就是拯救了原本

因為美國拒絕接受而面臨作廢的京都議定書。 

 
    （二）市場機制如何實際運作、如何監督的機制之重要觀念及現有協議

的細節，都還須要在後續會議中繼續討論。 

 
    （三）環保團體估計，此次的協議由於做了太多妥協，將使原先至 2012
年排放量與 1990 年相較平均削減 5.2%的目標僅能達成三分之一，也就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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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排放量與 1990 年相較平均僅能削減 1.8%。另外的估計則指稱，美國

如果依照 7 月 23 日達成的協議方式運作，至 2010 年已開發國家的溫室氣體

排放量仍會比 1990 年排放水準高 0.3%，但是如果美國拒絕加入減量行列的

話，則 2010 年已開發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會比 1990 年排放水準高 2.5%。 

 
    （四）達成協議後的減量努力將能減少因為使用化石燃料所產生空氣污

染問題帶來的死亡問題。世界衛生組織資助的研究報告指出，如果不能有效

減少空氣污染問題，2000 年到 2020 年之間，全世界因為空氣污染問題死亡

的累積人數將高達 8 百萬人，預測光 2020 年一年就會有 70 萬人因為空氣微

粒污染而死亡。OECD 也估計因為溫室氣體排放量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公共健康

及農業損失，將可能會在 2050 年造成 GDP 減少 1%至 3%。 

 
    （五）下一步各國努力的重點將是如何讓美國重新回到京都議定書架構

之下，在排放權交易制度及碳匯的規範都放寬之後，將可能較有機會使美國

不再大力抗拒京都議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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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比較國外和國內的環境運動，外國主要是由貴族或上流社會的人士來發起，

來呼籲政府，相較之下台灣就比較不一樣，台灣主要是由老百姓發起，大批的人

民走上街頭示威抗議， 受注目的一次是曾提到過的反杜邦運動，這反映出每個

國家的環保意識普遍程度，就拿核能來說，建核能發電廠對電力的供應必然有大

大的益處，但是對附近的人的生活無疑是造成了威脅，在生態這方面也漸漸的不

再只是國家的問題，而是慢慢的演變成全球不得不介入的事情了，像內容中所提

到的荒野保護協會，就是保護一些瀕臨絕種的物種使他們得以繼續生存下去，我

們探討了許多環境的問題，從介紹國內外的環境運動這點，發現到目前的環境運

動不再只是呼喊的口號，而是必需要人民和政府互相配合，並且國與國之間要有

實際的作為才行。 

    針對一些全球性的災害像聖嬰現象、二氧化碳排放量過多以及臭氧層破洞做

了較為深入的報告，我們發現這類問題值得關注，對於生態全球化是非常重要

的，所以像京都議定書和蒙特婁議定書都是全球性的議題，我覺得這種議定書是

很好的，因為可以限制國家的廢氣排放量，希望各個國家能積極簽定這類條約，

比較現今和十年前的地球，我們可以看到環境越來越糟，這無疑是對人類 大的

威脅，在科技越來越進步的同時，人們總是在不斷的享受，為了追求更大更好的

享受，是否犧牲掉我們的環境？是否忽略了身旁的生態？我想這是人類目前 需

要思考的問題，如何能夠在經濟發展與生態之間取得平衡，以及往後要如何永續

發展等等，從聖嬰現象可以看出近年來地球的劇烈變化，”不願面對的真相”這部

影片點醒了我，相當於台灣的”正負 2 度 C” ，在看了這些影片之後我不得不了

解到原來現在情況多麼的糟，總括一下流程，起初以台灣環境運動的起源，台灣

的環保團體以及其他的環境運動擴大到國際地球之友，討論的議題由小到大是具

有層次性的， 後再舉出三個全球性災害的例子，目的是為了要呼籲大家注意自

身的環境，對國際性的事物也要有一定的認知，請愛惜自身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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