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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世界人口的不斷增加，地球資源也因人類所需不斷的被開發與利用，在

我們追求「更好的生活」的過程之中，人類的需求越來越大，而自然資源不斷的

被消耗，於是我們開始想辦法利用科學發展出更強大的力量以代替那些不能再生

的天然資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等；核能發電即是一例；考慮到現今溫

室效應所造成的氣候異常，核能發電的主要優點即是過程中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相

對於燃燒煤碳方式所造成的空氣污染來得小。第二點是核能能量密度高，產生的

能量大，與傳統燃燒煤炭、天然氣等發電的方式相比，是較有效率的能量產生辦

法。第三點則是運輸成本低、原料容易取得，是除再生能源外，價格最為低廉的

能源。然而，核能發電造成的環境破壞也不容忽視，例如發電機排出熱水造成的

熱污染。 

在不斷追求進步的同時，新的發明改善了我們的生活，但生態環境遭人為因

素破壞的事件卻層出不窮；過度的濫墾濫伐、資源的過度浪費、工業、生活污水

的排放；科技進步造成的環境破壞越來越嚴重，資源的利用也越來越呈現浩劫的

狀態，在這有限的資源裡，人們必須靠著智慧不斷的去開發新的能源，必且在開

發能源的同時也兼顧到環境與生態的維護，這些都是我們急需探討和解決的問

題。 

二、資源開發 

資源，分為生物、非生物兩種。其中生物資源：動物、植物、細菌和真菌等

有機體。非生物資源：土地資源、化石燃料、水資源、礦物資源和能源等。另一

種分法為再生性資源與非再生性資源；再生性資源：土地、水、空氣和生物資源

等。非再生性資源：化石燃料、礦物等。 

生物資源開發：（一）微生物資源：微生物資源分類鑑定及複核技術、微生

物資源分離篩選及基因改造技術、發酵及生化製程技術。（二）細胞資源：動物

細胞品管與鑑定技術、幹細胞培養與分化技術、細胞性安全分析和特殊功能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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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因資源：基因選殖表現與基因庫建構、微生物功能基因體與蛋白質體研

發平台技術、基因體解碼與生物資訊。 

非生物資源開發: 

（一）金屬礦物：金與白金；釷，釷是具放射性的礦物，近年來在核能應用上已

逐漸取代鈾的地位。鋯：主要用來製造不銹鋼、耐火磚、油漆等。鈦：鈦主要用

於不銹鋼、太空船及顏料之製造等。鉻、鐵、錫等其他金屬：分布於海岸砂中的

鉻鐵礦是鉻的主要來源，鉻廣泛應用來製造不銹鋼及油漆等。鐵、錫，錫石是錫

的主要來源。深海環境的金屬礦物以「錳核」狀態出現。富含銅、鈷、鎳、鉬、

鉛、鋅、銻等。（二）海水所含之礦物： 海水可提供的礦物有鹽、硫酸鎂、鈣之

鹽類及至少 60 種其他元素，以下就常見的幾種礦物加以討論：水，嚴格說來，

水並不能算是礦物（因為它不是均質固體），但不可否認的，水是人類文明中重

要的資源。鹽，日曬是自海水中得到鹽最常用的方法。除可得到食鹽外，並有石

膏及溴、碘等副產品。目前食用鹽則多以離子交換法製成。鈾，核能發電的原料。 

鉀、鎂及其他金屬，其他如汞、鈾及稀土族元素等。油、氣及煤。 

「海洋非生物資源」，能利用的部分包含有：離岸風力發電、波浪、海洋溫差

發電、海流、潮汐、石油、天然氣、甲烷水合物、砂石、錳核、硫化物、重（輕）

金屬礦、重砂、營養鹽等資源，其他相關產業與技術發展如海水淡化、深層海水

多元化利用、海域環境調查探勘技術、海洋環境資料庫等。 

再生資源開發:（一）太陽能，太陽能的利用有被動式利用光熱轉換和光電

轉換兩種方式。太陽能發電一種新興的可再生能源。廣義上的太陽能是地球上許

多能量的來源，如風能，化學能，水的勢能，化石燃料可以稱為遠古的太陽能。

其中又可利用光電轉換來發電及光熱轉換產生能量。（二）地熱能，地熱能是

由地殼抽取的天然熱能，這種能量來自地球內部的熔岩，並以熱力形式存在。地

熱能的利用可分為地熱發電和直接利用兩大類。直接利用又細分為利用地下熱水

取暖、建造農作物溫室、水產養殖及烘乾穀物等。（三）水能，水力發電等。（四）

風能，可利用於發電、抽水，地下水或海水與灌溉 、磨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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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質能 

指能夠當做燃料或者工業原料，活著或剛死去的有機物。生質燃料、生產纖

維、化學製品和熱能的動物或植物。也包括以生物可降解的廢棄物

(Biodegradable waste)製造的燃料。可利用於燃料、堆肥、建材、生物可降解

塑膠和紙張(用纖維素)等。 

三、生態改變 

生態平衡對我們的重要性？它的優點是甚麼？ 

(一)生態平衡的概念 

當生態系統各組成成分之間彼此保持一定的比例關係，能量、物質的輸入與

輸出在較長時間內趨於相等，結構和功能處於相對穩定的狀態，在受到外來干擾

時能通過自我調節恢復到初始的穩定狀態，生態系統的這種狀態稱為生態系統的

平衡，簡稱生態平衡。生態平衡是相對的平衡。任何生態系統都不是孤立的，都

會與外界發生直接或間接的聯繫，會經常遭到外界的干擾。尤其是近代人口大量

增加，科學技術水平不斷提高，人類對自然界的干預程度和範圍越來越大，生態

系統都在不斷地受到人類的干擾和破壞。因此，生態系統的平衡是相對的，不平

衡是絕對的。生態平衡是動態平衡，而不是靜態平衡。生態系統的各組成成分都

在按一定的規律運動著、變化著，系統中能量在不斷的流動，物質在不斷的運轉，

整個系統時刻處於動態之中。 

 (二)生態平衡的機制 

生態系統之所以能保持相對的動態的平衡狀態，是因為生態系本身具有自動

調節能力，這種調節屬負反饋調節機制。所謂反饋，就是指系統的輸出能轉變成

決定系統未來功能的輸入。一個系統，如果其狀態能決定輸入，就表明它有反饋

機制存在。要反饋系統能起有效的控制作用，系統應具有某個理想的狀態或置位

點，系統就圍繞著置位點進行調節。就表示一個具有置位點的控制論系統。 

在生態系統中，負反饋機制對系統實現著有效的調節作用。例如在森林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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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中，如果由於某種原因森林害蟲大規模發生，這在一般情況下不會使森林生

態系統遭到毀滅性破壞，因為當害蟲大發生時，以這種害蟲為食的鳥類就會因獲

得更多的食物而大量繁衍，鳥類增多則捕食害蟲的數量增多，加上其它負反饋作

用從而抑制住害蟲的大發生。但是，生態系統的自動調節能力是有限的，當外部

衝擊或內部變化超過了某個限度時，生態系統的平衡就可能遭到破壞，這個限度

稱為生態閾值。只有了解掌握各個生態系統的生態閾值，用負反饋原理來管理生

態系統，才能使自然和自然資源充分合理的利用。生態系統的自動調節能力，與

以下兩個因素有關：第一點，結構的多樣性：一般來說，生態系統的組成與結構

越複雜，自動調節能力就越強，組成與結構越簡單，自動調節能力就越弱。例如

一個草原生態系統，若只有青草、野兔和狼構成的簡單食物鏈，那麼一旦由於某

種原因野兔數量減少，狼就會因食物減少而減少；如果野兔消失，則狼也就隨著

消失，這個生態系統就可能崩潰。若系統中食草動物不僅僅有野兔，還有山羊和

鹿，那麼當野兔減少時狼可以去捕食山羊或鹿，系統還能繼續維持相對平衡的狀

態。由此可見，生態系統自動調節能力的大小與其組成和結構的複雜程度密切相

關。第二點，功能的完整性：功能的完整性是指生態系統的能量流動和物質循環

在生物控制下得到合理的運轉。運轉越合理，自動調節能力就越強。例如一個淡

水生態系統中排入了大量的酚，如該系統生長著許多對酚有很強降解能力的水蔥

和微生物，酚就會很快被消除，系統的平衡便不會遭到破壞；如果該系統不具有

這些能降解酚的生物，其它自然淨化因素又很弱，則該系統的平衡就會失調或遭

到破壞。 

引發生態改變破壞生態平衡的因素，例如：地形、地質、氣候、風向、濕度、

野生動物快速的消失、人類族群大量的遷移、植物物種急遽的轉變等都會造成生

態的改變。而破壞生態平衡的因素有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自然因素包括水災、

旱災、地震、颱風、山崩、海嘯等。由自然因素引起的生態平衡破壞，稱為第一

環境問題。人為因素是生態平衡失調的主要原因。由人為因素引起的生態平衡破

壞，稱為第二環境問題。人為因素造成的第二環境問題具體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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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環境因素發生改變：人類的生產活動和生活活動產生大量的廢氣、廢水、

廢物，不斷排放到環境中，使環境質量惡化，產生近期或遠期效應，使生態平衡

失調或破壞。另一方面是對自然資源不合理的利用，譬如盲目開荒、濫砍森林、

水面過圍、草原超載等。二，生物種類發生改變：在生態系統中，盲目增加一個

物種，有可能使生態平衡遭受破壞。例如美國於 1929 年開鑿的某一運河，把內

陸水系與海洋溝通，導致八目鰻進入內陸水系，使鱒魚年產量由 2000 萬㎏減至

5000 ㎏，嚴重地破壞了水產資源。在一個生態系統中減少一個物種，也有可能

使生態平衡遭受破壞。我國 50 年代曾大量捕殺過麻雀，致使一些地區蟲害嚴重。

究其原因，就是由於害蟲的天敵麻雀被捕殺，害蟲失去了自然抑制因素。最後一

點是信息系統的破壞，生物與生物之間彼此靠信息聯繫，才能保持其集群性和正

常的繁衍。人為向環境中施放某種物質，干擾或破壞了生物間的信息聯繫，就有

可能使生態平衡失調或遭受破壞。例如自然界中有許多雌性昆蟲靠分泌釋放性外

激素引誘同種雄性成蟲前來交尾，如果人們向大氣中排放的污染物能與之發生化

學反應，則性外激素就失去了引誘雄蟲的生理活性，結果勢必影響昆蟲交尾和繁

殖，最後導致種群數量下降甚至消失。 

生態改變造成的影響 

(一)生態系統的組成及地球的影響 

生態系統由無生命的和有生命的部分組成，並已一個互相關聯的方式運作。

其結構和成分受到眾多相關的環境因素所影響。這些因素的改變可以引起生態系

統的轉變。部分較為重要的構成要素有：土壤、大氣層、太陽幅射、水及生物。

研究發現，太平洋地區 13%的紅樹林由于海面升高將被毀，最嚴重的是美屬薩摩

亞群島、斐濟、圖瓦盧和密克羅西尼亞。聯合國警告，島上紅樹林的消失使人們

更容易遭受洪水和暴風雨等災害，同時還會降低沿岸水質、減少生物多樣性、破

壞魚類生長環境。此外，科學家們還發現，磷蝦產量下降導致幼年岩魚的數量銳

減，而岩魚又是海鳩的主要食物來源。雖然最近一段時期海鳩的數量有很大的恢

復，今年約有 20 萬只海鳩在島上築巢產卵，但預計將有 3/4 的親鳥無法保證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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雛能夠存活。 

(二)臭氧層的影響 

地球的大氣層是維持行星生態系統的主要因素。薄薄的一層氣體因為地心吸

力凡關係包裹著地球。乾燥的空氣包括 78%氮、21%氧、1%氬及其他惰性氣體、

二氧化碳等；但空氣中亦包含不同數量的水蒸氣。大氣壓力依據不同高度而持續

下降，並有一個由地球表面起計約為 8公里的垂直量測（scale height）：大氣

壓力依據其高度以（一個數學常數，等於 2.71...）的係數下降。地球大氣層中

的臭氧層扮演了一個減少紫外線（UV）到達地球表面的重要角色。由於 DNA 很容

易會被紫外線破壞，臭氧層幫助保護地球表面的生命。大氣層同時亦在晚間保持

熱力，有助減低每日溫差。 

(三)海洋的影響 

浮游生物是食物供給的根基之一。浮游生物僅局生活於限於海水表層陽光充

足之區域，有機物在此區域內的分布易受風與海浪之影響，許多浮游生物都具有

自主運動能力，以增加其生產量。自然生態遭受破壞而間接造成臭氧層缺損，當

照射過量紫外線會減低浮游生物的生存率、運動能力。此外，紫外線亦會對於海

生動物的幼兒產生不良影響，也會因氣候改變，加強溫室效應，間接造成海平面

上升。 

雖然早期的人類收集未經耕種的植物物料作食物和利用植物的藥性作治

療，現代人類主要利用植物作農產品。清除大範圍的土地作為作物生長令濕地和

森林的數目減少，結果是很多動植物失去棲息地及侵蝕的增加。荒野通常被認為

是未受到人類活動直接改變的地球上自然環境。生態學家認為荒野地區為行星自

身維持的天然生態系統（即生物圈）。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量中，農業佔百分之

二十二，和工業所佔比例非常接近，比交通工具排放的二氧化碳排總量還高。 

可以如何改善？ 

少吃肉食；因家畜所造成的溫室效應氣體排放，包括運送和餵食過程中所形成的

二氧化碳，約佔整體農業溫室效應氣體的百分之八十，其中大部分是甲烷。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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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平均肉品消耗量是每人每天一百公克，在富裕國家這個數字上升到二百到二

百五十公克；貧窮國家則只有二十到二十五公克。假設在二零五零年前，全球人

口總數增加百分之四十，也沒有進一步降低由家畜造成的溫室效應氣體排放總

量，全球的肉品消費量必須降到每人每天九十公克，才能平衡。 

另外，時代雜誌引用英國劍橋大學製造學會的研究，發現衣服會使用到的地

球能源，有 60%與洗衣與烘衣有關，像一件 T 恤的生命周期裡，洗衣使用到能源

最後會釋出 4公克一氧化碳。所以雜誌建議大家洗衣時，集中大量清洗，避免分

小批清洗，淘汰舊洗衣機，換用更有效率新機，採用自然風乾勝過於烘乾機快乾，

這些簡單方法能減少 9 成洗衣時製造出污染氣體。舊衣回收的再生再製，主要是

在羊毛衣，可節約能源和減少 71%溫室氣體。而個人能做到的包括：使用省電燈

泡、多搭公車、不用塑膠袋、重點在於得改善自己不重複利用且又大量塑膠袋的

行為，紙袋不會比較好，因為會砍樹。出國飛機選擇直飛、隨時關閉電腦等，甚

至連少吃牛排也被列入其中，因為飼養更多家畜時，會增加排出二氧化碳的量，

最後被提到的基本原則是「減少消費、多多分享，活得更簡單。」 

新聞時事：中華白海豚的滅絕 

中華白海豚喜歡棲息在亞熱帶海區的河口鹹淡水交匯水域，在澳大利亞北部，非

洲印度洋沿岸，東南亞太平洋沿岸均有分佈。中華白海豚在中國分部比較集中的

區域有兩個，一個是廈門的九龍江口，一個是在廣東的珠江口。由於中華白海豚

是屬於高等的食物鏈頂層消費者，他的天敵很少，只有鯊魚以及人類才構成威

脅，不可否認的，人類才是最大天敵。因此，由於他在河口區覓食的特性來看，

她的數量減少在某些程度上會減少河口魚類被捕食的壓力，不過近年來的調查發

現中華白海豚經常尾隨漁船後方捕食漏網之魚居多。通常我們比較在意的是低層

消費者的減少而對生態平衡的傷害，而白海豚與人類幾乎在同等級的最高等消費

層，因此是人類的存在而壓縮搶食了白海豚的生存空間．另一角度來分析，海豚

的覓食行為改變也是因為人類的出現而改變的，有了漁船捕撈可以輕鬆覓食，而

船隻的影響也威脅他的安全。由於捕撈過渡，近年來珠江口已是漁不成汛，大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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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漁船停船停航。酷漁濫捕使漁民的日子不好過，白海豚的日子也不好過，無序

投放的刺網纏繞和拖網誤捕使白海豚受傷害的機率增大，而電、炸、毒魚等違法

行為是白海豚生存的最大威脅。原來肥美的河口漁場，吸引白海豚在此休養生

息，但現在白海豚的食料也成了問題。無魚可覓，食不裹腹。如果再不採取強有

力的措施（如投放人工魚礁等方法），白海豚只有遷徙或消亡，沒有其他出路。

而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以及農藥的污染都是造成白海豚大量減少的原

因。珠江三角洲是經濟發達地區，上游幾千家工廠，特別是沿岸的造紙廠、化工

廠、電鍍廠、印染廠等各類排入珠江口的工業廢水，無疑是對珠江口天然漁場和

產卵場的直接破壞，斷絕了中華白海豚的食物來源。白海豚對這些有毒有異味的

廢水，也會本能地躲避遊走。珠江三角洲是個亞熱帶經濟作物產區,各種殺蟲劑、

除草劑及有機氯農藥對珠江口的漁業資源也是一項破壞因素，對白海豚的生存也

是一種威脅。據報導，從中華白海豚死亡個體的組織分析發現，珠江口中華白海

豚體內農藥 DDT 和多氯聯苯（PCB）的含量較亞洲其他區域的鯨豚類高。 

 另外，運油船在珠江口發生碰撞漏油事故時有發生,特別是原油洩漏,在海

面上形成大片油膜阻隔了海水和空氣的正常交換,容易造成水體缺氧,污染魚體

並引起魚類缺氧死亡。白海豚的減少可以證明以上人類活動的頻繁造就白海豚生

存危機，也是對人類賴以維生的海洋資源造成危機，也藉由對白海豚的觀察，人

類應該調整改變自己的開發行為和降低污染情形，因為白海豚的指標意味著陸地

上人類污染物大量排放到河川而影響河口生物生存進而影響海豚的食物來源，因

此更促成海豚改變覓食行為尾隨漁船捕食漏網之魚了．所以白海豚的減少代表人

類造成的生態破壞更嚴重，同時也反映出白海豚的生物指標作用與人類生存環境

的好壞有敏感且直接的反應關聯．少了白海豚當作海洋環境惡化指標，人類便更

盲目的進行破壞和污染而不自知，所以說白海豚的存在除了有生物多樣性的存在

意義之外，還有警官價值和對人類環境指標的作用。 

四、環境資源 

資源（Resource）常被定義為：「物理環境中所能得到，並可滿足人類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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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東西。」就其使用意義而言，大多數資源是無法直接利用的，必須等到其

附加價值提高後才變成資源。譬如說，地下水、石油與礦藏。有些資源則可直接

利用，例如：空氣、水、土壤與植物等 。  

環境資源的分類： 

若從資源屬性而言，生態環境資源可分為：生物相資源與非生物相資源。非生物

相資源是指與土地利用相關的資源，又可細分為：（一）非生物性資源：譬如說，

文化資源、生態資源與景觀資源等；（二）生產性資源：例如土地資源、水資源

與礦藏資源等。若從資源更替時間長短來看，則可將資源區分成三種：（一）永

久性（Perpetual）資源：例如太陽能；（二）非再生性（Nonrenewable）資源：

例如石油等礦產；（三）再生性（Renewable）資源：例如野生動植物等。 若依

資源能否更新劃分，可分為：可更新資源（renewable resources）與不可更新

資源（nonrenewable resources）。可更新資源包括：太陽光、風與生物能，它

們是具有潛力的能源。不可更新資源，或稱可耗竭資源（exhaustible 

resources），主要包括：礦物質、石化燃料，以及環境中有固定量的物質，當物

質變得愈來愈稀有時，其價格將會攀升，使採用這些資源的產品價格變得相當昂

貴。後續影響結果可能有三：（一）為了控制這些資源，國際間將發生戰爭；（二）

採用更具污染性的技術，企圖開發目前並不具經濟吸引力的資源；（三）被迫轉

而採用一些可能更具污染性的新物質。 

資源利用： 

大量的生產與消費活動，造成了大量的垃圾。資源再利用除了減少垃圾的產生。

也可以重覆使用產品避免資源浪費，延長產品的使用壽命。回收資源、再生利用。

無法回收再生利用的垃圾，則可回收再生的資源。因此，資源回收除了減少垃圾

量，降低環境的污染之外，更具有資源永續利用的積極意義。 

資源回收再利用利用的類型： 

一、天然資源 

二、垃圾與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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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紙類回收 

四、金屬回收  

五、塑膠回收 

六、玻璃回收 

七、廢電池或廢電器回收 

環境保護： 

環境保護除了注意污染防治的工作．更注重避免污染環境的事情發生。世界上的

工業先進國家已深深體到自然資源的破壞，有的要幾十年，或上百年才能恢復，

有的甚 至於永遠無法恢復，除了一般的污染問題外，更進一步注重全球自然資

源的保護及生態平衡等威脅人類生存的全球性環境問題。環境保護已不是其一地

區的問題，而 應該是全人類的活動。當某地區環境受到嚴重的破壞時，其最後

的影響可能是整個地球．環境的問題已是跨國界，全球的問題。 

 

目前全球所關切的環境保護問題有: 

一、臭氧層的破壞  

二、溫室效應 

三、酸雨 

四、全球森林的減少 

五、海洋污染 

六、土壤沙漠化 

七、國家的環境污染問題 

環境的破壞：  

人類目前面臨的不只是能源危機，更面對嚴重的環境污染。環境污染：指空氣、

水、土地受到不適宜的改變，而影響到地球生物的健康、活動、及生存。環境污

染包含：空氣污染、水質污染、土壤污染、廢棄物污染。汙染對環境的危害程度

主要取決於汙染量多寡、毒性的強弱與留置時間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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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環境污染：空氣汙染是以氣體或懸浮微粒的方式呈現，成分主要包括一氧化

碳、二氧化碳、二氧化硫、碳氫化合物、氮氧化物、氟氯碳化物以及懸浮微粒等

破壞大氣環境平衡的物質。廢棄物污染：由於廢棄物處理不當，污染土壤、水和

空氣，影響人體健康、生態環境。水質污染：人為廢(污)水排放、廢棄物傾倒‧

大量使用農藥肥料‧漏油事故(海洋污染)；土壤污染，空氣及水污染，人為廢棄

物傾倒，影響地下水源，威脅飲用水的安全、人體健康，影響生態環境，河海優

養化、土壤沙漠化.貧瘠化，可利用水資源減少。 

空氣汙染： 

空氣污染物的種類包含很多，它們的型態可能是固體狀的粒子，也可能是被滴或

是氣體，或是這些型態的混合存在。 目前我國法令所定義的空氣污染物有那些

種類呢？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及 相關規定所定義，空氣污染物可分為四大項

目，分別為氣狀污染物（包括硫氧化物勺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氫化合物、氯

氣、氣化氫、氟化物、氯化烴等）、粒狀 污染物(包括懸浮微粒、金局煤煙、黑

煙、酸霧、落塵等)、二次污染物 （指污染物在空氣中再經光化學反應而產生之

污染，包括光化學霧、光化學性高氧化物等）及惡臭物質(包括氯氣、硫化氫、

硫化甲基、硫醇類、甲基胺類) 等。比較常見的空氣污染物包括懸浮微粒、一氧

化碳、硫氧化物、氮氧化物和 碳氫化合物等，大多是由人為因素而產生。在我

國法令中對於人為因素（如煙囪排放、交通工具排放等）而產生之空氣污染物，

大多訂有「排放標準」來規範它們的 排放。 

廢棄物污染： 

一般廢棄物、事業廢棄物，放射性廢棄物。高放射性核廢料：主要是核能發電用

過的核燃料，輻射強度甚強，目前均貯存在各核電廠的冷卻池中，但最後將存放

於最終處置場永久存放。低放射性核廢料：核能發電廠運轉或檢修時受輻射汙染

的衍生廢棄物等，其輻射強度較弱。放射性廢棄物汙染可能造成的危害：（一）

生物突變（二）發育畸型（三）死亡 

水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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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養化：含大量磷酸鹽、硝酸鹽等營養鹽的家庭或事業廢水，流至湖泊、河川、

或較封閉的海灣，使水中藻類過度繁殖，致使水中的溶氧量大幅降低，影響水體

水質及生態的現象。水域的熱汙染：常發生在發電廠附近水域，由於電廠需要大

量的湖水或海水來冷卻其機組系統，因而排出高於常溫的水，對水域的生態環境

產生衝擊。墾丁核三廠排水口附近的珊瑚白化現象即是水溫過高造成的。 

五、社會差異 

造成社會差異的因素： 

文化方面可分為：封閉性文化與開放性文化；封閉性文化，以北韓為例，對

於國際的援助，北韓人完全不知道，只是活在自己小小的世界裡，對於外界的資

訊，一無所知。相反，大部分國家基本上都是開放性的社會，以台灣為例，資訊

流通快速，與國家間有貿易交流。 在溫度高的地區，以沙漠為例，交通工具以

駱駝為主，而因為天氣太熱，整個人必須包的緊緊的，也沒有到處都有水可以飲

用，必須到特定地方才有水。在極寒冷的地區，例如北極，因為沒有木材，而有

冰屋的建築出現。地型的影響也是其中之一，山地，基本上山地面積大，適合耕

種和畜牧，穿著上也以便利為主，有些甚至會光著腳走路；平原，基本上就是都

市生活，各行各業都有，到處都是汽車等的交通工具，也是污染環境的主要來源。

政策的政策：（一）一胎化；以大陸為例，因為人口實在太多了，所以政府實行

了一胎化政策，以減少人口過渡的膨脹。（二）鼓勵生育：以台灣為例，因為經

濟不景氣，導致人民沒有想要生小孩的意願，造成出生率不斷的降低，而鼓勵生

育的原因是因為，一般人口組成基本上要老人、青壯年、小孩，如果生育率低的

話就沒有青壯年人，到時候就沒有人照顧老人，而且社會勞動力也會不足。 

再來是資源的差別；（一）有限的，像是石油，一些石油開採國家，靠著石油使

得國家很有錢，雖然說非常有錢，但是石油總有一天會用完，到時候這些國家會

面臨到民生問題，所以尋找替代能源是很重要的。（二）人為的、無限的：像是

核能發電，風力發電之類的不用擔心會沒有風力資源，很多開發中國家或是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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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都是靠著核能發電來維持運作的，而核能發電雖然對人們很有用但是造成的

汙染卻是非常嚴重的，像是日本的核廢料問題，反而造成人民的恐慌。 

透過這些因素就可以知道哪些地區對地球造成的傷害比較嚴重，而我們應該

針對這些地方加強環境維護的觀念，對於哪些地方的人民應該給予支援，對於哪

些資源應該更有效的利用，而不是毫無目的的去做這些事。 

六、社會不平等 

 「人生而平等」在十八世紀就被人們傳頌。但在現今民主、現代化的社

會，依舊存在許多歧視和不平等。社會不平等是基於社會資源的「稀少性」的觀

念。社會不平等的實質，是(社會)資源在社會成員中的不均等分配，即外在的機

會結構導致不同的社會群體或社會地位不平等地佔有(獨佔)鑲嵌於結構位置中

的資源，包括財富、收入、聲望、教育機會、職業生涯流動機會等。  

造成社會不平等大致原因： 

（一）經濟問題，少數人是否操縱著天然資源、人口總數的多寡（會影響國家的

生產形態與消費市場）、財稅制度完善與否、是否存在雙重經濟（或區域間不均

衡）。（二）社會文化：有否改進人力資源（如設學校、改善公共衛生…等）、

都市化程度、中產階級在社會中的數量、社會流動的可能性、種族文化的異質性。

（三）政治原因：政府是否直接參與經濟活動、政治參與程度之高度、工會力量、

傳統政治菁英（地主、資本家）的政治影響力、政治領袖是否致力於經濟發展。 

社會不平等的形式，大致分為幾點：（一）教育機會不平等，教育機會可能

由於城鄉差距、資源分配不均、政府政策(北北基、全國基本學力測驗)而造成機

會教育不平等。（二）年齡限制，由於年齡而導致的歧視。一般來說年紀較大的

人會較易受到歧視，但是有時也有相反情況。舉例來說，一名僱主因為一名求職

者的年齡而非工作能力而拒絕聘用。（三）剝削兒童，各國間政策差異造成有些

地區虐待兒童、童工、雛妓，或者兒童權利受損。（四）沙文主義（chauvinism）

原指極端的、不合理的、過分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沙文主義者一般都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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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對自己所在的國家、團體、民族感到驕傲，因此看不起其他的國家、民族和團

體，是一種有偏見的情緒。（五）性別歧視(sexism)一般是指基於他人的性別差

異而非他人優缺點所造成的厭惡或是歧視，但也可用來指稱任何因為性別所造成

的差別待遇。性別歧視主義一般是指以下幾種信念或態度：相信某一種性別比其

他種性別更優越的信念、相信一個人必定屬於男性或女性的信念。指稱憎恨男性

（男性貶抑）或憎恨女性（女性貶抑）的態度。造成在職場上的不平等。男性與

女性的一生中，從出生到死亡，不管在生理特徵、教育過程、經濟資源、社會地

位與其它各種權力關係等各方面，都有許多的差異與不平等。僅以身體或生理上

的區別並不能完全解釋性別的差異與不平等，而有極大部分是受到社會文化機制

的操弄。（六）性傾向歧視，在很多文化中，正如其他少數族群一樣，同性戀者

也頻繁受到很多的偏見和歧視。同性戀者通常遭受刻板印象的傷害，同性戀男性

還被認爲比異性戀男性更加傾向有戀童癖。女同性戀者則通常被認爲是具有男性

特質的。這造成同性戀者在社會上立足的困難。（七）虐待它種生物，虐待動物

是指使動物承受無法忍受的痛苦的行為。有的認為，只有在虐待動物以獲取各人

的歡樂的情況下才算是虐待動物，而別的認為出於其它原因（比如獲取肉或皮毛）

也可以出現虐待動物的情況。動物福利運動和動物權利運動是兩個不同的對虐待

動物的反應。動物福利運動認可人類對動物的使用是合理的，他們試圖不斷地提

高對動物的待遇來盡量減輕動物的痛苦。動物權利運動則認為人類必須立刻停止

使用動物來完全終止這樣對動物造成的痛苦。（八）階級歧視，整體而言，階級

這個概念反映這是社會結構在工業化潮流下的蛻變經驗，因為工業化之後往往出

現強烈的社會階層化與財富分配不均現象，因而引發人民強烈的階級意識，使得

階級分野更為尖銳化。（九）種族歧視，任何人由於其種族問題而受到不平等的

對待，即屬種族歧視。例如:印度種姓制度。（十）歧視殘疾人，由於一個人的

肢體殘缺、疾病而受到歧視。殘疾不限於肢體損傷。對於一位精神病康復者的歧

視，也歸入殘疾歧視。（十一）宗教信仰歧視，任何人若因為其實踐其宗教信念

而受到不平等的對待，或者沒有得到應得的安排，即屬宗教信念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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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不平等與環境社會學探討舉例: 

（一）2003 年爆發 sars 疫情，SARS 病毒沒長眼睛，身體不分貧富貴賤，凡有虛

弱的空隙便可侵入。傳播病毒以及防疫的管道卻因社會資源的多寡而有差別。較

具優勢的群體，能夠得到較完整正確的資訊，並且擁有較多的資源來自保(有管

道買到專業口罩、開私家車以避免大眾運輸的風險)，社會上較弱勢的群體，特

別是外籍勞工、遊民，則缺乏足夠的資訊與資源來保護自己，在近日來的防疫大

戰中，成為第一線的犧牲者，或被懷疑為危險的傳播者。有三名外籍監護工因

SARS 而往生，同樣是因公殉職，她們的過世相較於台灣醫護人員卻沒有得到致

敬的掌聲。亦有雇主因此不讓外籍勞工休假並未給加班費剝奪其勞工者休假之基

本人權。其弱勢族群、遊民，因金錢、身分等種種社會不平等原因。未能得到完

善的照料而造成傳播或者 sars 病毒的受害者。 

（二）政府秉持平等公正的原則，訂定原住民族基本法用以保障其土地、權

益等。但國土計畫法草案及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例中，均未見到對原住民

族基本法應有的尊重，遑論落實。諸多重大開發爭議事件如阿里山三合一 BOT、

台東杉原海岸美麗灣渡假村旅館等開發案，從新聞報導中，我們看到當地原住民

部落一再要求應徵得其同意，卻始終未獲政府機關予以理會。以莫拉克颱風災後

重建特別條例為例，莫拉克造成人民生命與財產重大損失。死傷及財產損失最嚴

重的，幾乎都是原住民部落。然而因政府長期縱容山坡地的濫墾開發（而且大部

份是漢人），讓台灣極為脆弱的地質環境原形畢露的苦果，卻幾乎完全要由原住

民族尤其受重創部落概括承受。政府的做法，雖符合法規亦考慮到原住民災民之

處置。但卻長期因為社會不平等要弱勢族群承擔其後果，使其被迫搬離原有的家

園且造成生態環境的損害。 

七、總結 

 從資源開發到環境生態改變的探討，我們不難發現，人與自然間的關係密不

可分；開始時，我們利用身邊各種自然資源發展出一系列的技術：水力、風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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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再利用生物資源發展出一系列的科技研究。然而在我們利用環境資源不斷開

發的過程當中，那些無法再生的資源漸漸被我們消耗殆盡，我們的「新發明」也

間接的破壞了生態的平衡。在第三章，生態改變中提到，各種生物與自然環境之

間都存在一種平衡，任何一種生物，無論有益無益，數量過多過少都是對生態的

一種破壞；國際間對稀有動物的保護便是在維持環境生態的規則。 

 除了人為造成的環境破壞，天然不可抗拒的因素往往也是造成環境資源分配

不均的原因，例如：地形、氣候等等。以地形來說，平地往往是一個國家發展最

快速的地區，因為它交通便利，適合人居；政治、經濟、社會往往集中在此地區。

但是當平地的發展已經到了極限，政府便將腦筋動到未開發的山地地區，以台灣

為例：政府與原住民之間的爭地行為時常登上新聞版面，雙方對土地的認知不同

所造成的衝突，即是資源開發上必須面對的社會差異。 

人類先是用科技征服自然，最後卻又被自然所侷限，以日本海嘯後當地政府

的救災行動和措施我們就能發現，我們仍無法突破地形、氣候等的限制。日本的

社會、政治、經濟多集中在東日本，日本重要都市之一－東京，雖被納入輪流供

電的區域之一，但是之中主要的行政區仍然不受影響，就像台北的信義區。從這

當中我們可以去探討，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等資源分配是否要更謹慎的去規

劃，台灣明顯的南北差異，資源過度集中北部，假使碰到天災，我們又有什麼因

應的辦法呢？ 

其實我們都是這自然生態環境中的一員，社會的發展受山川河水的限制，科

技技術的進步也阻礙、改變生態的平衡，而在我們了解個人與自然的關係後，對

生態環境應做出怎麼樣的保護，就是接下來必須不斷討論且身體力行的課題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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