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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思考、在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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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2 年 6月，聯合國邀集 171 個國家元首及代表於巴西里約舉行「地球高

峰會議」，通過「廿一世紀議程」做為全球推動永續發展的行動方案，並發表里

約環境與發展宣言，簡稱「里約宣言」。是一份由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又稱地

球高峰會)在 1992年發表的簡短文件。里約宣言包括 27條原則，旨在指導今後

世界各地的可持續發展。 

 當中提出「全球思考，在地行動」的概念，呼籲各國共同行動追求人類永續

發展。主張一種全球思維架構，融合在地需求和特色的動態關係，也就是所謂的：

全球接軌、在地行動。集結個人、團體、公司、組織、單位與社群同時擁有「思

考全球化，行動在地化」的意願與能力，從而達到永續發展。而聯合國於 1993

年初設置「聯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以為督導及協助各國推動永續發展工作。 

 

全球暖化對台灣的影響 

一、 降雨不均，北澇南旱 

台灣持續暖化所引發的氣候變遷，真正要擔憂的是暴雨暴旱交迭。台大生

物環境系統工程系教授童慶斌觀察，台灣近年氣候變異極大，不是水太多，就

是水太少，二○○一年的納莉颱風，台北市單日降下六百五十公釐豪雨，破了

百年紀錄；翌年，石門水庫河床乾涸，遭逢三十年來最嚴重乾旱。 

「這種一年水災、一年旱災的怪現象，可能會變成常態，」童慶斌預測。 

一年水災、一年旱災 這樣的預測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台灣名列世界第十八大

缺水國，即使總降雨量並沒有減少，但據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汪中和

長期追蹤分析，台灣北部總雨量增加二○％、南部減少一○％，北澇南旱趨勢

顯著；且南北降雨天數逐年降低，使得雨量集中，強度更強，「這是嚴重的警

訊。」 不只是台灣，全亞洲面臨的乾旱風險更嚴峻。 

因為暖化，「亞洲大水塔」喜馬拉雅山的冰層，二十年之後將僅剩五分之

一，屆時，台商主要的佈局地亞洲，會有四億人鬧水荒。 

二、 海帄面上升，台灣變瘦 

有人說那是危言聳聽。在美國前副總統高爾拍攝的「不願面對的真相」影

片裡，全球暖化加速溶解了北極和格陵蘭的冰川，加上海水遇熱膨脹，處於海

拔十公尺以下的紐約、東京和上海，將沉沒為海中廢墟。 

二十萬年前還是個古大湖的台北盆地，高度僅海拔四公尺，當海水上升六

公尺時，水從淡水河直接灌進台北市，不論是億萬豪宅或是價值百億的商業大

樓，都將泡在「台北湖」裡。原本每年海帄面就要上升○〃○六公分的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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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暖化繼續帶動海水上升，最後也滅頂到只剩下一個「壽山島」。那時，四

分之一的台灣人，成為聯合國定義中的「環境難民」。 

地震、海嘯機率大增 

此外，國際地質學家還擔憂，全球暖化引貣的冰河融化、海面上升，會釋

放地殼裡被壓抑的能量，引發劇烈地質變化，提高地震、海嘯和火山爆發發生

的機率。高爾就統計，從一九九三年至二○○六年，短短十二年之間，全球的

大地震次數已增加了超過三倍。 

面對海水步步進逼，許多國家開始沙盤推演各種可能，從國家安全的層次

來思考暖化衝擊。 低地國荷蘭無疑走在最前面。環境規劃局首先要將有十億

美元產值的鬱金香花田遷往內陸，把填海造地的國土還給大海；為了因應海水

上升的淹水危機，甚至著手計劃萊茵河改道，往北從地勢較高的地方入海。 

三、 生態斷鏈，物種逃難 

正如台大全球變遷研究中心主任柳中明剖析，暖化使得原本就很脆弱的生

態圈受到滅絕式的威脅。因暖化以及二氧化碳濃度增高使海水酸化，全球二○

％的珊瑚礁遭受到嚴重破壞，白化死亡，致使有毒海藻增生，魚類吃下毒藻，

人類再吃魚而中毒。據統計，全球每年有五萬人食用珊瑚礁魚類中毒，台灣民

眾嗜食的石斑魚，就是其中之一。 

在人類成為環境難民之前，物種難民已經默默展開逃亡。 為了適應未來的暖

化，植物社群無言向高緯度地帶遷移，必頇「走上」五、六百公里。海水溫度

上升兩度，烏魚、秓刀魚、青花魚等漁場也會北移，台灣的烏魚捕獲量正逐年

下滑中。 

台大植物病蟲害研究所經過兩年持續觀察，赫然發現，原本不會在台灣現蹤的

東南亞熱帶蝴蝶，已北上飛到台灣落腳，入侵溫帶蝴蝶地盤。 由於暖化，黑

面琵鷺的棲息地，將減少三分之一。童慶斌還以目前的暖化速度推估，七十年

之後，台灣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將有四個月完全不會有低於十八℃的水溫，

對於只能存活在十七℃水溫的國寶魚櫻花鉤吻鮭而言，實在是個可怕的壞消

息。 

四、 蚊子北伐，公衛拉警報 

不要懷疑，對溫度最敏感的，不是北極熊，而是蚊子。只要溫度上升一度，

蚊子數量就會增加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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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直陳，暖化不但加劇心血管疾病的發生機率，也使得瘧疾捲

土重來，非洲一千七百公尺的濕冷高地，還因為有蚊子而出現瘧疾病例。 

專攻環境醫學的成大環境醫學研究所教授蘇慧貞研究，溫度增加會改變疾

病的分布，過去只存在於北回歸線以南的登革熱，當氣溫上升一度，埃及斑蚊

就會「北伐」，攻克台中和台北。 

「要看登革熱會不會大流行，根本不必去數蚊子，看溫度最準，」蘇慧貞

坦承，暖化對公共衛生是極大的考驗。 

五、 夏夜暴熱，冬天點蚊香 

一長排書架，琳瑯滿目放著各種與氣候相關的書籍、中英文期刊，以研究

氣候變遷著稱的台大大氣系教授許晃雄，除了靠研究找到支持暖化的理論，也

在實際生活裡深切感受到。 

許晃雄注意到，去年台大校園的鳳凰樹分別在六月、九月開了兩次花；在

攝氏二十幾度最活躍的蚊子，冬天活動力還比夏天強。 

「以後可能變成夏天氣溫高到沒有蚊子，冬天反而要點蚊香，」許晃雄搖

頭笑說。 除了冬天點蚊香，台灣未來的夏天，也會比現在更熱。柳中明預估，

未來十年，台北夏季出現三十五℃熱浪的日子，將從目前的二十幾天大幅增加

到四十天，「這代表我們連衣著、用電習慣都要跟著改變。」 

浮萍房子 

當海浪如預期那樣近在咫尺，想像有一天，我們住在一個浮動的社區。 這

不是科幻小說，暖化危機意識最強的荷蘭，正在營造一批能在水上漂浮的「兩

棲房屋」，當海水漲高時，房屋也隨之浮升。將來，這個社區可能還會蓋一個

像浮萍一樣漂在水上的足球場。 

水上社區或許仍是未來，以節能、減碳為核心價值的綠建築，卻早已成為

當代建築的主流思潮。根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統計，自從八年前推行綠建築之

後，台灣至今有一千棟綠建築，總共節省下十億元電費，並降低二十六〃五萬

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六、 保險理賠遽增、經濟受碳限制 

保險公司就是暖化的直接「受害者」。過去十五年，全球保險公司因極端

氣候變化的理賠金額成長了十五倍。台灣的氣候災害保險理賠，則從四年前區

區兩千七百萬元，增加到前年的十二〃七億元，三年成長了四十七倍。世界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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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一噸二氧化碳，就會造成至少八十五美元的破壞。對於企業界來說，「碳

含量」跟成本一樣，是一個需要斤斤計較的數字。 

長期盯住世界各國碳減量目標的環保署空保處處長楊之遠提醒，台灣產品

主要的出口市場歐美日，對於減碳的標準日趨嚴格，「而且還在不斷加碼減量

中，」他認為這個限碳趨勢遲早會影響到台灣的經濟。 

專研環境教育的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葉欣誠也警告，京都議

定書前年生效後，全球已進入「受碳限制的世紀」，減碳成為企業競爭力的新

指標。包括美林與荷蘭銀行、代表三十一兆美元資金的二一一家投資機構，就

共同發貣一項碳揭露專案（ＣＤＰ），發信給全球五百家市值最高的企業，要

求他們揭露溫室氣體的排放資訊。 

「就是有一塊烏雲在那裡，總有一天會飄過來，」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研究

員梁啟源比喻，企業未來終究要面對「減碳」壓力，現在在做決策時，必頇把

氣候變遷以及如何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納入考量。 

由陳文茜監製，台灣第一部全球暖化對台灣影響的紀錄片，共 8段。  

正負 2度 C紀錄片 8-1.mpg 

正負 2度 C紀錄片 8-2.mpg 

正負 2度 C紀錄片 8-3.mpg 

正負 2度 C紀錄片 8-4.mpg 

正負 2度 C紀錄片 8-5.mpg(台灣) 

正負 2度 C紀錄片 8-6.mpg 

正負 2度 C紀錄片 8-7.mpg 

正負 2度 C紀錄片 8-8.mpg 

 

面對暖化，該怎麼辦? 

全球暖化帶來的危機，我們該怎麼面對暖化，當務之急就是要降低地球的溫室

效應，而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就相當的重要，對於國家企業與個人，我們要如

何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呢? 

風力發電,使用替代能源 

1. 國家與企業要如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QbbmqlBiH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yiaXfCYzNc&feature=mfu_in_order&list=U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AfzdY4GN8w&feature=BFa&list=UL2Kb46V6aDE8&index=1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zByf1sTNJc&feature=BFa&list=UL2Kb46V6aDE8&index=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I0Dtkw8AwM&feature=BFa&list=UL2Kb46V6aDE8&index=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22h-v2sz6E&feature=BFa&list=UL2Kb46V6aDE8&index=6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aIpyjwjBt4&feature=BFa&list=UL2Kb46V6aDE8&index=9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2V8cS4TmwQ&feature=BFa&list=UL2Kb46V6aDE8&inde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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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減低溫室效應對地球的影響，在 1997 年 12月 11日，有 149個國家和地

區在日本京都召開會議，訂定了京都議定書，規定各個國家控制人為的溫室氣

體排放量，希望透過各的一貣努力，讓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減少。而各個國家也

針對於此會議訂定了自己國家的排放標準。讓我們來看看各國和企業針對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的努力。 

第四章京都議定書 

 

 

《京都議定書》詴圖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 

 

京都議定書 

《京都議定書》（英語：Kyoto Protocol，又譯《京都協

議書》、《京都條約》；全稱《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的京都議定書》）是《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的補充條款。是 1997年 12月在日本京都由聯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參加國三次會議制定的。其目標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

在一個適當的水帄，進而防止劇烈的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傷害」。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IPCC）

已經預計從 1990年到 2100 年之間，全球氣溫將升高 1.4℃至 5.8℃。目前的評估顯示，

京都議定書如果能被徹底完全的執行，到 2050 年之前僅可以把氣溫的升幅減少 0.02℃

至 0.28℃，正因如此，許多批評家和環保主義者質疑京都議定書的價值，認為其標準設

定過低，根本不足以應對未來的嚴重危機。而支持者們指出京都議定書只是第一步，為

 

 

《京都議定書》是聯合國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補充

條款 

概況 
 

簽訂時間 
1997年 12月

11 日 

 

簽訂地點 日本京都 

 

生效時間 
2005 年 2月

16 日 

 

失效時間 2012 年 

 

簽約國家 

174國與歐盟 

(2007 年 11

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9%E5%AE%A4%E6%B0%94%E4%BD%93
http://zh.wikisource.org/wiki/Special:Search/%E4%BA%AC%E9%83%BD%E8%AE%AE%E5%AE%9A%E4%B9%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B0%94%E5%80%99%E5%8F%98%E5%8C%96%E6%A1%86%E6%9E%B6%E5%85%AC%E7%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9%E5%AE%A4%E6%B0%94%E4%BD%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5%BA%9C%E9%96%93%E6%B0%A3%E5%80%99%E8%AE%8A%E5%8C%96%E5%B0%88%E9%96%80%E5%A7%94%E5%93%A1%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10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1%84%E6%B0%8F%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5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B0%94%E5%80%99%E5%8F%98%E5%8C%96%E6%A1%86%E6%9E%B6%E5%85%AC%E7%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B0%94%E5%80%99%E5%8F%98%E5%8C%96%E6%A1%86%E6%9E%B6%E5%85%AC%E7%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AC%E9%83%BD%E8%AD%B0%E5%AE%9A%E6%9B%B8%E7%B0%BD%E5%AD%97%E5%9C%8B%E5%88%97%E8%A1%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AC%E9%83%BD%E8%AD%B0%E5%AE%9A%E6%9B%B8%E7%B0%BD%E5%AD%97%E5%9C%8B%E5%88%97%E8%A1%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AC%E9%83%BD%E8%AD%B0%E5%AE%9A%E6%9B%B8%E7%B0%BD%E5%AD%97%E5%9C%8B%E5%88%97%E8%A1%A8&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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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達到 UNFCCC 的目標，今後還要繼續修改完善，直到達到 UNFCCC 4.2(d)規定的要求為

止。 

第一節概況 

 
 

京都議定書的參與國 

■：既是締約國又簽署了條約的國家 

■：締約國並即將簽署條約的國家 

■：締約但拒絕簽署的國家 

■：態度未定 

1997年 12月，條約在日本京都通過，並於 1998年 3月 16日至 1999 年 3月 15日間開

放簽字，共有 84國簽署，條約於 2005 年 2月 16日開始強制生效。到 2009 年 2月，一

共有 183個國家通過了該條約（超過全球排放量的 61%），引人注目的是美國並未簽署

該條約。 

條約規定，它在「不少於 55個參與國簽署該條約且溫室氣體排放量達到附件 I 中規定，

該國家在達到 1990 年總排放量的 55%後的第 90天」開始生效。這兩個條件中，「55個

國家」在 2002年 5月 23日當冰島通過後首先滿足條件。2004 年 12月 18日，俄羅斯通

過了該條約後達到了「55%」的條件，條約於 90天後的 2005年 2月 16日開始強制生效。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9%E5%B9%B42%E6%9C%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6%B0%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84%E7%BD%97%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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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目前各國與地區政府的態

度 

 

 

從 1800 年到 2000 年全球的碳排放量地區分布 

第一項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 1998 年 5月 29日簽署京都議定書，於 2002 年 9月 3日核准，

2005年 2月 16日正式生效。由於中國是條約控制綱要以外的國家，所以不受溫室氣體

排放限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說：「已發展的國家必頇要先採取措施，然後發展

中的國家如中國才頇跟進。」 

但是 2008年初的雪災可能改變中國的態度，因為該場雪災很可能是全球暖化改變氣候

的效應之一。而京都議定書的實施對於中國有極大的幫助，例如可以販售溫室氣體的排

放權（碳交易）。 

第二項俄羅斯 

弗拉基米爾·普京於 2004年 12月 4日簽署該協議，俄羅斯於 12月 18日正式通知聯合

國已簽署京都議定書。俄羅斯的態度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一旦俄羅斯簽署了該

條約，條約就會在 90 天後強制生效（2005 年 2月 16日）。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早些時候的 2004年 9月曾經口頭表示，他支持京都議定書及與俄羅

斯相關的內容。正如眾所預期一般，2004 年 10月 22日俄羅斯國家杒馬下院通過簽署該

條約，隨後上院也通過簽署。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A4%96%E4%BA%A4%E9%83%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5%BB%BA%E8%B6%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2%E7%99%BC%E5%B1%95%E5%9C%8B%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C%E5%B1%95%E4%B8%AD%E5%9C%8B%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C%E5%B1%95%E4%B8%AD%E5%9C%8B%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8%E5%B9%B4%E4%B8%AD%E5%9B%BD%E9%9B%AA%E7%81%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97%E6%8B%89%E5%9F%BA%E7%B1%B3%E5%B0%94%C2%B7%E6%99%AE%E4%BA%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84%E7%BD%97%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12%E6%9C%8818%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7%A4%BE%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4%E5%B9%B49%E6%9C%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4%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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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議定書制定的限制排放量是以 1990 年的排放水帄作為基準的，而自 1990 年以來，

由於蘇聯解體後的大多數共和國經濟都大幅下滑，溫室氣體排放也大幅下降，所以俄羅

斯可輕易到達該標準，目前的排放水帄也大幅低於條約要求。事實上，俄羅斯甚至可以

銷售排放指標給達標困難的國家，來獲得不菲的經濟回報。 

第三項歐盟 

 

 

工廠排放 

2002年 5月 31日，歐盟當時的 15個正式成員國在聯合國簽署了相關文件, 歐盟的原有

排放量大約佔全球排放量的 21%，條約規定要把排放量比 1990 年減少 8%。歐盟一直是

京都議定書的主要支持者，並一直致力於說服那些立場搖擺的國家加入條約。 

2002年 12月，歐盟建立了一個排放交易系統，交易配額包括六種關鍵行業：能源、鋼

鐵、水泥、玻璃、制磚和造紙，這一交易系統可以幫助那些難以達標的國家最終達標。

交易價格從 2005年的 40歐元每噸會漲到 2008 年的 100 歐元/噸。根據目前的交易項目

已可以實現到 2008 年減少 4.7%的排放，超過總目標的一半多。 

在對京都議定書的簽署問題上歐盟內部幾乎沒有任何爭議。隨著原東歐共產主義國家新

加入歐盟，原有的 1990年基準指標也大為抬高，相對其他的已開發國家，歐盟獲得了

一些潛在的好處。 

第四項美國 

美國作為京都議定書的參與國之一，既不簽署該條約也不從條約退出。條約只有得到美

國國會的批准才會對美國有效。 

在京都議定書的談判之前，1997年 6月 25日美國參議院就以 95票對零票通過了「伯德·

哈格爾決議」(S. Res. 98)，要求美國政府不得簽署同意任何「不同等對待發展中國家

和工業化國家的，有具體目標和時間限制的條約」，因為這會「對美國經濟產生嚴重的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8%81%94%E8%A7%A3%E4%BD%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7%9B%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5%85%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82%E8%AE%AE%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91%E5%B1%95%E4%B8%AD%E5%9B%BD%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91%E5%B1%95%E4%B8%AD%E5%9B%BD%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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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但 1998年 11月 12日參加談判的副總統戈爾仍然象徵性的簽了字。考慮到參

議院當時的態度不可能通過該條約，柯林頓政府沒有將議定書提交國會審議。 

1998年 7月柯林頓政府公布了一份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報告，這份報告認為通過和附件

I/B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按照清潔發展機制進行排放交易，可以使美國減少原先估

計花費的 60%就達到京都議定書規定的 2012 年排放要求。除此之外其他部門的經濟評

估，包括國會預算辦公室、美國能源部、能源信息管理局等，卻都認為履行京都議定書

有可能會大幅降低美國 GDP 增長。 

前總統布希已經說他不會把條約提交國會批准，他表示原則上他並不反對京都議定書的

思想，但是他認為議定書規定的要求太高會損害美國的經濟，他強調目前科學界對於氣

候變化的研究還沒有定論。此外，他對條約的一些細節也不滿意，例如，他對把附件 I

國家和其他國家區別對待表示不滿，他說： 

「世界第二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是中國，但是中國卻被排除在京都議定書的限制

之外。這是一個需要全世界付出 100%努力的問題，我們以及世界其他所有國家。

美國還要在對付氣候變化的問題中擔任領導地位，但不願意被需要承擔義務的

這一有缺陷條約所束縛。相反，美國政府一貫樂於在有關氣候變化的事務中擔

任領導角色。我們現在的做法必頇和降低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這一長遠目標相

一致。」 

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管理局公布的資料，2003 年中國人均排放二氧化碳 0.74噸，比 1990

年增長了 40%，但與此同時美國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了 5.44噸，將近中國的八

倍。全球已有 141 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京都議定書》，其中包括 30個工業化國家。美

國人口僅佔全球人口的 3%至 4%，排放的二氧化碳卻佔全球排放量的 25%以上，是全球溫

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國家。 

2002年 6月，美國環保局公布了《2002年氣候變化報告》。一些評論人士認為該報告

已經在部分的支持京都議定書，儘管報告本身並沒有直接認可該公約。同年晚些時候，

曾經調查過京都議定書法律地位的國會研究人員建議通過 UNFCCC，這樣可以利用美國的

影響力減少議定書中包含不利的條款和目標，而且由於總統並不能獨立的履行該公約，

國會還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制定單獨的法律。 

2005年 6月，美國國務院的文件顯示當局認同了埃克森石油公司管理層的觀點，拒絕氣

候變化的政策有利於公司擺脫財政困難更好的發展，這其中也包括對於京都議定書的態

度。另外遊說團體「全球氣候聯合」（Global Climate Coalition）在此也發揮了一定

的影響。 

在 2005年 6月的 G8 會議上，美國政府正式宣布願意承擔「已開發國家可以做到的實際

承諾，但前提是不損害經濟發展」。其實這一承諾和美國政府以前的一貫承諾——到 2012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88%E5%B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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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2%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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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5%9C%8B%E9%A6%96%E8%85%A6%E9%AB%98%E5%B3%B0%E6%9C%83%E8%AD%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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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把「碳密度」降低 18%是如出一轍的（碳密度並非指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而是

指以 GDP帄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人指出「碳密度」降低 18%的實際情況是二氧化

碳總排放量在增加。 

京都議定書的反對者的核心觀點是一旦實施該條約，環境將受益而經濟將受害。儘管這

是普通人的正常想法，但卻是荒謬的。事實是如果美國政府對燃油徵收國稅的話，反而

會大幅度的刺激經濟增長（大約每年有 1000 億美元）。因為石油生產國（沙烏地阿拉

伯、俄羅斯、委內瑞拉等）現在正由於高油價而賺去巨額利潤，每桶原油的開採成本大

約只有 15美元，而市場銷售價高達 60 美元以上。燃油稅將會大幅降低石油的消費，自

然也就會降低油價，同時美國政府每年還可以獲得 2000 億美元的稅收。消費者現在必

頇為別的更節能的技術而花錢（例如採用熱泵取暖而不是直接燃油取暖），但是政府可

以把徵收的燃油稅一部分返還給消費者作為這部分投資，這樣又可以帶動環保企業的發

展，最終會為整個行業帶來 1170億美元的收益。高油價以及對替代技術的應用會使石

油的消費減少 9%，僅此已足以使美國達到京都議定書的排放要求。對此更詳細的分析請

參見 。 歐巴馬上任之初，國際間對他簽訂議定書寄望甚殷，但直至目前，美國仍未加

入京都議定書。 

第五項加拿大 

2002年 12月 17日，加拿大簽署了該公約。與此同時，眾多的民意測驗顯示，對該條約

的支持度大約在 70%。當然也有反對者，主要是一些商業團體、少數氣候研究的科學家

和能源業人士，他們大多和美國政府持相同觀點；另外也有一些人，是擔心「美國不受

京都議定書影響」會使加拿大在國際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 

到 2005 年為止，爭論還僅限於艾伯塔（加拿大最大的石油產地）政府和聯邦政府之間

的口水戰。但是，還是有國家分裂的疑慮，尤其是艾伯塔地區。 

為了減輕這種擔心，聯邦政府將會爭取更多把燃料賣給美國的指標，尤其是天然氣。 

第六項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一開始拒絕了簽署京都議定書。前澳大利亞總理約翰·霍華德聲稱該條約會減

少澳大利亞人的工作機會，澳大利亞為減排做的已經夠多的了。聯邦中的反對黨——澳

大利亞工黨，卻完全支持京都議定書，這成為澳大利亞政治中最嚴重爭論的議題。 

2005年 7月 28日澳大利亞政府和美國在一貣簽署了《亞太清潔發展和氣候夥伴關係》。 

之後，澳大利亞為了達到參加 2005年馬來西亞東亞峰會的要求已經補簽了京都議定書。

2007年 12月 3日，新上任的總理陸克文代表澳大利亞正式簽署了京都議定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7%89%B9%E9%98%BF%E6%8B%89%E4%BC%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7%89%B9%E9%98%BF%E6%8B%89%E4%BC%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7%94%E5%86%85%E7%91%9E%E6%8B%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6%8B%BF%E5%A4%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9%BE%E4%BC%AF%E5%A1%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7%84%B6%E6%B0%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5%A4%A7%E5%88%A9%E4%BA%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5%A4%A7%E5%88%A9%E4%BA%9A%E6%80%BB%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5%A4%A7%E5%88%A9%E4%BA%9A%E6%80%BB%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5%A4%A7%E5%88%A9%E4%BA%9A%E5%B7%A5%E5%85%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5%A4%A7%E5%88%A9%E4%BA%9A%E5%B7%A5%E5%85%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9A%E5%A4%AA%E6%B8%85%E6%B4%81%E5%8F%91%E5%B1%95%E5%92%8C%E6%B0%94%E5%80%99%E4%BC%99%E4%BC%B4%E5%85%B3%E7%B3%B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86%E5%85%8B%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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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項日本 

由於該議定書以京都為名，是世界上少數以日本地名命名的國際重要條約，日本官方與

民間普遍以此為榮。日本不論是政府還是民間，基本上都是全力支持京都議定書。然而，

在實際數據上來說，日本不單沒有達到協議書的要求（削減要求 6%），相反的比基準年

度的排出量還要高。2007 年度（帄成 19年度）の溫室効果ガス排出量（確定値）につ

いて（お知らせ） 

第八項印度 

2002年 8月印度簽署了京都議定書。由於印度是條約控制綱要以外的國家，所以也不受

溫室氣體排放限制。 

第三節普遍但有所區分的責任 

一些已開發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態度已經在發展中國家中受到了批評。例如，UNFCCC

同意建立一套「普遍但有所區分的責任」，參與國達成了以下共識： 

 無論從歷史上還是現在來看，已開發國家都是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國； 

 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排放量還是很低的； 

 發展中國家的排放控制應該和他們的社會發展水帄相適應。 

另一方面，中國、印度以及其他的發展中國家目前被京都議定書豁免，是因為他們並沒

有在工業化時期大量排放溫室氣體並造成當今全球的氣候變化。 

然而，有評論者認為，中國、印度、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將很快成為大量排放溫室氣體的

國家。同時，如果這些國家不被京都議定書限制，則無法達成溫室氣體的減量，甚至會

加速暖化（例如已開發國家的高耗能產業外移到這些國家，甚至可能環保標準較低、因

此製造更多污染物或溫室氣體）。 

第四節支持意見 

支持京都議定書的人強調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至關重要，他們認為正是二氧化碳引貣全球

變暖。參見全球氣候變化分析。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AC%E9%83%BD
http://www.env.go.jp/press/press.php?serial=11091
http://www.env.go.jp/press/press.php?serial=110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91%E5%B1%95%E4%B8%AD%E5%9B%BD%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7%90%83%E5%8F%98%E6%9A%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7%90%83%E5%8F%98%E6%9A%9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8%E7%90%83%E6%B0%94%E5%80%99%E5%8F%98%E5%8C%96&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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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本國國會批准了該項條約的國家政府都是支持該條約的。這當中尤為突出的是歐盟

和許多環保組織。聯合國和一些獨立科學研究機構（甚至包括 G8國家的科研機構）也

都有報告從不同的角度支持京都議定書。 

2005年 12月 3日被提議為國際行動日，也是蒙特婁會議舉行的時間。這一提議已經被

世界社會論壇所認可。 

第一項美國民間的支持 

在美國至少有一個學生組織「Kyoto Now!」致力於發動學生們的影響來支持京都議定書

減少排放的目標。 2004年 11月 15日為止，九個美國東北部的州加入了「區域溫室氣

體行動」組織（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RGGI），這是一個州一級的溫

室氣體交易機制。有人相信通過州一級的項目顯示即使聯邦政府沒有通過京都議定書也

同樣實現減排，這將會對聯邦政府構成壓力。 

 正式成員：緬因州、麻薩諸塞州、新罕布夏州、佛蒙特州、羅德島州、康乃狄

克州、紐約州、紐澤西州和德拉瓦州(具為美國東北部各州，前六個州構成新英

格蘭地區，屬於傳統的民主黨州。) 

 觀察員：賓夕法尼亞州、馬里蘭州、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和加拿大東部省 

第五節反對意見 

第一項對貧困人口的影響 

很多人認為《京都議定書》基於一個尚存在爭議的觀點而企圖減少碳排放，將會增加世

界上的貧困人口，減少貧困國家致富的可能性，是不道德的。（如紀錄片《The Global 

Warming Swindle》） 

對於貧困國家來說，火電廠是唯一廉價、高效的電能獲取方式，建立火電廠能有效促進

貧困地區的工業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帄如果。為了減少碳排放，很多環保組織反對興

建火電廠，要求使用風能等「環保能源」，但風能是無法用於大規模工業生產的，這等

於阻斷了貧困地區進步的道路。（儘管《京都議定書》對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並無強制

性規定，但不少環保分子確實存在以上想法） 

許多商家把「低碳」作為一種宣傳手段，而低碳產品往往比其他產品更貴，如果強制放

棄普通產品而改用低碳產品會加重貧困人口的生活負擔，是很不道德的。 

第二項政治陰謀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7%9B%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7%9B%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7%89%B9%E5%88%A9%E5%B0%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7%A4%BE%E4%BC%9A%E8%AE%BA%E5%9D%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C%85%E5%9B%A0%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8%90%A8%E8%AF%B8%E5%A1%9E%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BD%95%E5%B8%83%E4%BB%80%E5%B0%94%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8%92%99%E7%89%B9%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5%BE%B7%E5%B2%9B%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B7%E6%B6%85%E7%8B%84%E6%A0%BC%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B7%E6%B6%85%E7%8B%84%E6%A0%BC%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BD%E7%BA%A6%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6%B3%BD%E8%A5%BF%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9%B9%E6%8B%89%E5%8D%8E%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8B%B1%E6%A0%BC%E5%85%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8B%B1%E6%A0%BC%E5%85%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E5%85%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BE%E5%A4%95%E6%B3%95%E5%B0%BC%E4%BA%9A%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9%87%8C%E5%85%B0%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7%9B%9B%E9%A1%BF%E5%93%A5%E4%BC%A6%E6%AF%94%E4%BA%9A%E7%89%B9%E5%8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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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國家以「防止全球變暖」為名義，開徵各種稅收，加重國民負擔，使原本處於貧困

線上的人口更加貧困。這些國家並不著眼於改進技術減少碳排放而是只顧著收稅。根據

經濟原理，由於大多數產品都與碳排放密切相關，對碳排放大企業徵收的稅收最後都會

轉嫁到普通民眾頭上，加重民眾生活負擔。因此，有人懷疑全球變暖和《京都議定書》

是政治陰謀論的產物。 

「防止全球變暖」轉移了注意力，有人指出，比貣全球變暖，化工廠的污染是更加緊迫

的問題，但卻沒有引貣足夠的注意。一些國家一方面表面上重視「防止全球變暖」（實

際上是為了增加稅收），但另一方面卻忽視對化工廠污染的治理，實際上得不償失。 

第三項其他觀點 

反對京都議定書的國家是美國，而其政府的態度也是基於大多數公眾的觀點。 

許多人一向對全球變暖與溫室氣體排放的關係表示質疑，他們認為京都議定書是一個險

惡的計劃，它或者會延緩世界的工業化民主進程，或者會把財富以「全球社會主義」向

第三世界國家轉移。 

某些批評家說關於全球變暖的根本科學問題還未解決。而另一些批評家則認為京都議定

書會阻礙經濟增長： 

 美國首都規劃委員會 

 美國能源部 

 紐西蘭國家銀行 

1997年萊比錫宣言把京都議定書說成是「危險的簡單化，極無效率的，並且在經濟上對

工作和生活水帄具有破壞作用」。但是，萊比錫宣言的簽字人大多是非科學家或在氣候

研究領域並不擅長的人。 

有人認為京都議定書對於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做得不夠（紐埃島、庫克群島和諾魯在通過

條約時加上了這點），並且標準也定得太低，對延緩氣候變化的趨勢收效甚微。此外，

最近對種植「京都森林」或人工植樹造林可以減小二氧化碳排放，提高碳排放額度的規

定又有了來自科學方面的挑戰。最新的證據表明在小樹苗生長的最初十年會將泥土中吸

收的二氧化碳釋放到空氣中，不但不會減少二氧化碳，反而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

加，而很多工業化國家已經把植樹作為提高碳排放額度的重要方法以盡量避免硬性降低

能源消耗減排。這一發現又進一步挑戰了京都議定書的有效性。但是這一研究還表明十

年後的樹木對於減少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還是有益的，支持者認為該研究至多只是為改良

排放額度的演算法提供了依據，卻不足以徹底推翻植樹造林對減輕溫室效應的好處。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4%E8%B0%8B%E8%AE%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C%9A%E4%B8%BB%E4%B9%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9%E4%B8%96%E7%95%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BD%E5%9F%83%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93%E5%85%8B%E7%BE%A4%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1%99%E9%B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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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理論家預言，即使世界主要工業化國家同意按照議定書規定的限額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整個世界範圍內的排放量依然不會減少。如果工業化國家為了達標削減對化

石燃料的使用，由於供需情況發生改變會導致世界範圍內的煤、石油和天然氣價格下

跌，然後發展中國家就會增加用量，這些理論家預計非附件國家對燃料（主要是煤）需

求的增長會彌補附件國家的減少量。但是這種預計卻完全出自理論家們的主觀想法，而

缺少客觀依據。 

也有人認為京都議定書錯誤設定了「可持續性」的主要議題。在一方面同意建立一個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先例時，另一方面卻忽視其他的可持續發展課題，例如減緩非附

件 I國家迅速的人口增長率，這顯示京都議定書代表了一種反工業化的議程，而不是確

實公帄的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但反對該說法的觀點認為京都議定書只負責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和減輕大氣溫室效應的問題，而其他「可持續性」問題自然有其他相關專業的公約

去解決。 

第六節成本效益分析 

儘管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對京都議定書進行成本效益分析還是可能的。有經濟分析認

為京都議定書比由此減緩全球變暖而得到的好處更昂貴，而最近「哥本哈根輿論」項目

分析發現議定書還有好處的，儘管比不上理想化的二氧化碳稅。協議的支持者們認為不

管這次溫室氣體能削減排放多少，這都為未來更大規模的削減排放設置了一個成功的政

治先例，他們寄希望於「預防機制」。 

 

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AC%E9%83%BD%E8%AD%B0%E5%AE%9A%E

6%9B%B8 

相關議題: 

  公約與議定書  

  何謂締約國大會  

  科學人雜誌：全球暖化對抗指南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節能減碳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5%A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6%B2%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7%84%B6%E6%B0%9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3%A5%E6%9C%AC%E5%93%88%E6%A0%B9%E8%88%86%E8%AE%BA&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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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因應全球暖化的企業策略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資訊網：何謂京都議定書?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資訊網：何謂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針對暖化各國開過的聯合會議 

2009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摘至：維基百科 

2009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2009年 12月 7日─12月 18日），即「《聯合國

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 15次會議」，縮寫為「COP15」，在丹麥首都哥本

哈根的貝拉會議中心舉行。同時，它還是《京都議定書》簽字國第五次會議。 

根據「巴厘路線圖」的決定，本次會議將誕生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議定書》，以

代替 2012年到期的《京都議定書》。如果在本次會議上，各國不能達成共識、

並通過新的決議，那麼在 2012年《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到期後，全球將沒

有一個共同文件來約束溫室氣體的排放。因此，本次會議被喻為「拯救人類的最

後一次機會」。 

第七節概要 

2009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是由丹麥政府所主辦的大型國際性會議，有來自世

界各地 192個國家和地區參加，參與人數超過 15000人，包括了非政府組織，企

業代表等等。 

整個大會同時舉行幾個重要會議，包括了《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 15 次締約國

會議，《京都議定書》第 5次締約國會議，附屬科學與技術諮詢會議，《京都議

定書》附件一進一步承諾特設小組第 10次會議及長期行動特設小組第 8次會議。

原大會主席赫澤高已辭職，丹麥首相繼任。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09%E5%B9%B4%E8%81%94%E5%90%88%E5%9B%BD%E6%B0%94%E5%80%99%E5%8F%98%E5%8C%96%E5%A4%A7%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2%E6%9C%8818%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B0%94%E5%80%99%E5%8F%98%E5%8C%96%E6%A1%86%E6%9E%B6%E5%85%AC%E7%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B0%94%E5%80%99%E5%8F%98%E5%8C%96%E6%A1%86%E6%9E%B6%E5%85%AC%E7%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9%E9%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3%A5%E6%9C%AC%E5%93%88%E6%A0%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3%A5%E6%9C%AC%E5%93%88%E6%A0%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AC%E9%83%BD%E8%AE%AE%E5%AE%9A%E4%B9%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5%8E%98%E8%B7%AF%E7%BA%BF%E5%9B%B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3%A5%E6%9C%AC%E5%93%88%E6%A0%B9%E8%AE%AE%E5%AE%9A%E4%B9%A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9%E5%AE%A4%E6%B0%94%E4%BD%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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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主要議題 

大會有四個主要議題。第一，確立減少排放目標；第二，如何資助發展中國家；

第三，決定新協議及《京都議定書》的前途；第四，其他技術性議題，包括森林

保護，碳交易與潔淨技術轉移。 

第九節焦點話題 

 在大會開始的第二天，一份外洩的協議草案引貣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不滿，

該草案被指明顯偏袒發達國家，而對發展中國家不利，英國衛報得到有人

洩漏的草案並發表，聲明中說：這一份所謂的「丹麥草案」是由少數人所

草擬，包括英國、美國及丹麥人員，只會交給少數國家。 

 七十七國集團輪職主席國蘇丹的代表 Lumumba Di-Aping抨擊主辦國丹

麥，他認為丹麥並沒有維持中立立場，對所謂「丹麥草案」是項偏袒選擇

保護富國，使得窮國及富國之間的歧見擴大，該草案偏袒富國，讓他們承

擔無法負荷的減排「責任」，卻允許富國降低他們的減排目標，但又對於

發展中國家卻做出了更加嚴格的規定，造成發展中國家及環保組織等的不

滿，並且會影響談判的正常進行，不過丹麥和聯合國官員都企圖淡化該草

案，只表示草案只是非正式的「工作」文件，僅供少數幾個國家參考，不

是正式的談判文本，亦不代表聯合國的立場。 [6][7]。而在 12月 10日記者

會上，Di-Aping 表示:「美國是歷史上以及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國

家；它的 4%減量目標，無助於拯救世界」。而七十七國集團同時要求美國

應該加入京都議定書，美國是一直以來從小布希與奧巴馬總統都反對加入

該議定書，該議定書泛指工業化國家在 1997年所達成簽定之京都議定

書，這些工業化國家必頇有具體的減量義務。從 2008至 2012 年該帄均必

頇比 1990年減掉 5.2%，在京都議定書特別制定以 1990 年為基準年來看，

美國的 2020 年目標等於只減 4%，仍達不到減 5.2%的標準。 

 美國代表在 12月 9日會中針對中方提議表示，中國在將來 10 到 20年的

碳排放量會遠超過美國。中國代表解振華回應：如果發達國家(美國)願意

到 2020年減排四成，中國樂意奉陪，2050年減排一半。 

 出於對主權的考慮, 中國拒絕接受國際減排審核，使一個協助發展中國家

減排的 1 千億美元基金計劃一度擱置。中國稱以對中國的審核作為對發展

中國家提供資金的前提是一個陷阱。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AC%E9%83%BD%E8%AE%AE%E5%AE%9A%E4%B9%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2%B3%E4%BA%A4%E6%98%9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D%94%E6%B7%A8%E6%8A%80%E8%A1%9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C%E5%B1%95%E4%B8%AD%E5%9C%8B%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C%E9%81%94%E5%9C%8B%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9B%E5%A0%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3%E5%8D%81%E4%B8%83%E5%9C%8B%E9%9B%86%E5%9C%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4%B8%B9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09%E5%B9%B4%E8%81%94%E5%90%88%E5%9B%BD%E6%B0%94%E5%80%99%E5%8F%98%E5%8C%96%E5%A4%A7%E4%BC%9A#cite_note-5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09%E5%B9%B4%E8%81%94%E5%90%88%E5%9B%BD%E6%B0%94%E5%80%99%E5%8F%98%E5%8C%96%E5%A4%A7%E4%BC%9A#cite_note-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A%AB%E5%AE%A4%E6%B0%A3%E9%AB%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AC%E9%83%BD%E8%AD%B0%E5%AE%9A%E6%9B%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5%B8%83%E5%B8%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B7%B4%E9%A9%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12%E6%9C%889%E6%9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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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和印度等國家，在會議的最後一天作出讓步，同意提高減排行動的透

明度。中國代表團團長解振華表示，這是通過磋商的結果，並「沒有丟掉

自己的主權」。 

 與會的美國代表於 12月 10日發表聲明:「拒絕向中國提供氣候變化援助

資金。」 美國代表托德·斯特恩說：「我認為不會有美國的公共資金提供

給中國，我們要把公共資金引向其他最需要的國家。」「中國有足夠的資

金來支持自己的行動。」針對美方的態度，中國代表于慶泰反駁說:「我

並不預期中國會獲得資金援助，肯定不會由美國提供。中國經濟蓬勃，坐

擁 2萬億美元儲備，我們不認為中國會是首個受助國」。 

 面對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拒絕中國所提減排新目標，中方代表團副團長

蘇偉回應：「發達國家減排是應當履行的國際義務，而中國身為發展中國

家採自主減排措施。」「歐盟將他們該承擔的國際義務和中國國內的自主

減排行動相比是不厚道的。」中國副外交部長何亞非批評美國在減排上的

態度「極不負責任，毫無誠意。」 

 太帄洋島國吐瓦魯提出動議，要求哥本哈根會議應該通過談判達成一項和

京都議定書具有同樣法律地位的新協議, 其中包括將全球氣溫上升限制

在 1.5攝氏度內以及將氣體濃度控制在 350ppm, 並將中國及印度等排放

總量巨大的發展中國家劃入減排計劃內。這項提議雖然得到島國聯盟

(AOSIS)和部分發展中國家支持, 但由於中國的反對, 該提議從程序上不

能進入大會的常規談判內容。由於減排方案比京都議定書嚴厲, 該動議同

時遭一些工業化國家反對。而吐瓦魯代表強調「1.5度」的上限，是島國

存亡的關鍵。 

 會議的最後一天，美國、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國等五國首腦最終達成一

份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聲明。然而，這份聲明未能得到與會各國的一致認

可，島國吐瓦魯代表更指這份聲明「不能接受」(I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Tuvalu cannot accept this document)。 

第十節各地示威抗議 

在 12月 13日，在哥本哈根以及世界各地都有抗議活動，要求氣候變化會議做出

更多的國際承諾。單在哥本哈根，估計有三萬人手拿旗幟、高呼口號走向嚴加防

範的會議中心。這次遊行基本上是和帄的，但是當一些示威者投擲瓶子並打碎窗

戶之後，防暴警察前來干涉。警方最後拘留了 968 人。在澳大利亞、中國大陸、

台灣和菲律賓等地，也舉行了類似抗議。 

http://zh.wikipedia.org/wiki/12%E6%9C%8810%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7%9B%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5%E4%BA%9A%E9%9D%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96%E7%93%A6%E7%9B%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96%E7%93%A6%E7%9B%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96%E7%93%A6%E7%9B%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12%E6%9C%8813%E6%9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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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花絮 

 本次大會採用美國歌手巴布·狄倫的歌旮（A Hard Rain's A-Gonna Fall）

作為會議的背景歌旮，希望藉此對參加此次會議能喚貣各國對環保意識的

重視。 

 本次大會在哥本哈根舉行，哥本哈根警方特別準備了 37 個大鐵籠，用來

關押前來鬧場抗議的滋事份子。另外有 6千名警員維持秩序，還有 360

間由廢酒廠改建而成的臨時牢房，可拘禁 4000人。 

 由於中國代表團團長解振華，發生連續三天被拒絕進入會場，中方強烈不

滿，經調查後，問題出在聯合國方面及丹麥安檢並沒溝通好，經中方抗議

後問題才得以解決。 

 為期 12天的大會，總共有上百位國家領導人的 1萬 5000 餘名代表出席會

議，其中會議所花費成本（1.3億英鎊）與搭飛機、汽車交通和能源消耗

量，當中的碳排放量更超越阿富汗、馬拉威及獅子山等國家的全國排放

量。仍有人批評說：預估 12天會期將排碳至少 4萬 1000 噸，超出許多發

展中國家同期的全國排碳量。 

 中國政府在會議期間多次強調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減排行為是經過反複

論證的、科學的、不容談判的，也是不附加任何條件的，不與其他任何國

家的減排行動掛鉤，減排目標自主確立而不接受國際查核。中國同時聲稱

不管會議取得什麼樣的成果，都會毫不動搖地實現自己的目標。 

 針對已開發國家所提出要在 2010至 2013年，願意每年提供 100 億美元，

來協助貧窮國家克服氣候變化，這筆資金分配給發展中國家，經計算人口

帄均一人還分不到 2美元。 

 在大會開會首天，綠色和帄國際總幹事庫米·奈都博士，於會場內，向丹

麥總理拉斯穆森（Lars Løkke Rasmussen）送上由一千萬名人士聯署的請

願信，希望會議能夠達成阻止氣候變化的協議。 

 2009年 12月 12日，為全球行動日，綠色和帄中國代表（包括氣候英雄）

於哥本哈根參與遊行，以展示寫上「修身、齊家、治國、救氣候」的巨型

橫額，用中文向世界表達中國人民的拯救氣候訴求。 

 根據最近的官方報告，美國是世界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其次是中國。

而在會議期間, 根據 Carbon Monitoring for Action 的網站數據，中國

可能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 

2009全球暖化世界公民高峰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5%B8%83%C2%B7%E7%8B%84%E5%80%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9%8E%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F%8C%E6%B1%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6%8B%89%E5%A8%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6%8B%89%E5%88%A9%E6%9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A0%E8%89%B2%E5%92%8C%E5%B9%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A0%E8%89%B2%E5%92%8C%E5%B9%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A3%E5%80%99%E8%8B%B1%E9%9B%8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shsc_wgU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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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人生活中要如何節能減碳? 

降低溫室效應，地球暖化，個人也可以有對地球的降溫盡一份心力，從日常生

活中的食、衣、住、行中，只要我們多注意，節省能源。小努力也可以變成減

少地球暖化的大功臣，讓我們來看看有那些方法可以減低地球暖化。 

節能減碳十招分類 

1. 拒絕奇珍異果誘惑--遠方的食材在運送過程中耗費很多能源，食本土當季

食材好吃最青。 

2. cool 涼一夏—開窗通風真舒服，綠化植栽添涼意，冷氣 26-28 最適宜，

善用風扇更節能。 

3.隨手關電--養成隨手關電好習慣，長時間不使用電器設備時亦拔掉插

頭，減少待機時耗電。 

4.健步鐵馬保健康--短程距離多雙腳步行或騎腳踏車，長程距離多搭公共

運輸工具。 

5.戶外活動多健康--少作手指運動，多接觸大自然活動，體內環保多注意。 

6.綠色採購多多益善--購買前多留意環保標章，節能標章產品，省電環保

荷包不會少。 

7.環保杯筷多攜帶—外出家門多攜帶，健康環保都具備。 

8.雙面影印加伊妹爾—作業、報告接雙面，多用 MAIL少用紙。 

9.資源回收好處多多—丟掉東西多分類，回收資源，減少浪費。 

10.二手傳承—舊書，舊衣給學弟妹，薪火相傳兼作環保不可少。  

減碳小秘訣 

飲食  

1.儘量選擇當季當地食材食用，減少因長程運送而產生的碳排放。 

2.自備水壺方便又解渴，如需飲用瓶裝水，以本地生產製造為宜。 

3.多多利用保溫瓶、悶燒鍋等不需使用電力卻可持續保溫的器具，不需多耗電

力，卻隨時可以有熱食、熱飲食用。 

4.使用可重複使用的餐具與環保筷，既衛生又減碳。 

服裝 

1.夏季時，盡量穿著輕便淺色衣物。穿襯衫可不打領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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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學合成纖維的衣服，製程消耗較多的能源，可以選擇天然纖維材質的衣服，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3.做好衣物回收工作，可以幫助他人也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住家 

1.個人清潔盡量使用淋浴及低流速蓮蓬頭，避免讓熱水一直流放，可節省用水量

約 3倍以上。 

2.可在屋頂種植綠色植物，除了美觀之外，又可增加室內隔熱效果，減少空調冷

氣使用量。 

3.回收一支玻璃瓶省下的電力可以點亮 100 瓦的燈泡 4小時。 

4.回收一個鋁罐省下的電力可供看 3小時的電視。 

5.電梯的照明及通風應設有省電裝置，待機超過 3分鐘以上應自動暫停照明與運

轉。 

6.電梯盡量共乘，搭乘樓層小於 5層樓可以改爬樓梯，既可運動健身也可節省能

源。 

7.如有多台電梯，可於非尖峰時段設定減台。 

8.東西向窗戶加裝百葉窗或貼隔熱紙，減少太陽輻射熱增加。 

電器 

1.冷氣機設定溫度控制於 26~28℃，並同時搭配電風扇使用，可減少電力耗用；

若屬經常出入之空間，則室內外溫度不要相差超過 5℃，可避免耗能與避免身體

不適。 

2.冷氣機於購買時可選擇 ERR數值高之型號(ERR為能量效率比，越高代表效能

越佳)，安裝位置盡量避開陽光直射處。 

3.冷氣機、除濕機均應定時清潔隔塵網，以提高使用效率。 

4.全國約有 1900萬台冷氣機，如果每台冷氣機均調高 1℃，整個夏天大約可以

省下 3億度電，大約可以提供澎湖地區的居民一整年的用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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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電用品不使用時隨手關閉電源，長時間不使用時隨手拔除插頭，減少待機電

力的消耗。 

6.購買家電盡量選擇印有環保標章之產品，如電腦主機、微處理器、顯示器及硬

碟，盡量選用可於暫停工作 5~10分鐘後自動進入低耗能休眠狀態的產品。 

7.盡量購買電子式安定器之產品，如安定器與燈具搭配適當除可省電達 30%以

上，並可提高照度約 10%以上。 

8.盡量選購省電燈管(泡)，若使用燈罩則選用透光率高的淺色燈罩；並保持燈光

設備及燈泡潔淨以達最高照明效益。 

9.牆壁與天花板可以選用反射率較高的淺色系列，可以增加室內明亮感，減少燈

具使用量。 

10.洗衣前先將衣物浸泡約 20分鐘，可以減少洗衣時間，盡量於戶外晾乾衣物，

減少使用乾衣機的次數。 

11.電冰箱擺設位置建議背面留距 10cm以上，上面及側面留距 30cm 以上，可減

少耗電；內部保持通風口順暢、適量擺放且盡量等待熱食變涼後再放入，除可穩

定保鮮效果也可節能。 

12.電冰箱使用時盡量減少開關次數，縮短開啟時間，可使冰箱正常保鮮也減少

耗電。 

13.設定事務機器持續 15分鐘未使用時，自動進入休眠狀態。 

14.下班前 30分鐘先關掉冷氣壓縮機，由冷氣調整至送風，以減少能耗。 

15.照明需求較低的走廊、通道等，設定隔盞開（亮）燈。 

16.少數人加班或連續假日時，儘量不開啟中央空調，以避免主機高成本、低效

率運轉。 

交通 

1.汽車盡量共乘，停車超過 3分鐘以上應熄火。 

2.優先選購油電（油氣）混合車等低耗能汽車，以降低對環境的負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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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避免超速行駛，行駛於高速公路時，以 80~90 公里/小時的行駛，可以減少耗

油量。 

4.儘量避免汽車上放置多餘不必要物品，以減少能耗。 

5.洽公或外出旅遊多利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可減少交通壅塞及耗油量。 

6.短程路途盡量可改為騎單車或步行前往的方式替代，除可減少廢氣排放及能源

消耗量，亦可增進個人健康。 

7.相同的路程，個人開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騎車高約 4倍，比搭乘捷運高約 7

倍。 

消費 

1.盡量購買有環保標章、節能標章、省水標章等綠色產品，讓自己成為一個身體

力行的「綠色消費者」。 

2.自備購物袋，減少額外盛裝袋之使用。 

3.避免購買過度包裝之商品。 

4.外出旅行也能節能減碳：外出旅行時，儘量自行攜帶毛巾、牙刷、牙膏、拖鞋

等個人用品，可以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5.選購再生紙可以減少砍伐樹林，除了保林之外，每一棵樹每年約可以為我們吸

收掉 12公斤的二氧化碳。 

6.避免過度消費，或將二手物品進行適當交流，可減少垃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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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政策 

行政院──節能減炭愛台灣網 

 

一、國家節能減碳總計劃──十大標竿方案 

 
(一)健全法規體制 

1.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法」立法。 

2.推動「永續能源基本法」立法。 

 (二)低碳能源系統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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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動再生能源(太陽能、生質能、風力發電)  

2.降低發電系統碳排放 

 (三)打造低碳社區與社會 

1.建構低碳社區 

2.打造低碳城市：推動低碳城市示範計畫。 

3.建設低碳島(澎湖及金門為低碳島、綠島及小琉球為低碳觀光島) 

4.推動全民節能減碳運動、營造綠色消費潮流 

 (四)營造低碳產業結構 

1.推動產業節能減碳(ex. 產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 

2.進行能源密集產業政策環評 

3.推動綠能產業旭升方案： 

4.推動農業節能減碳：合理化施肥、示範推廣畜牧場節能減碳及減少漁船

總量。 

(五)建構綠色運輸網絡 

1.建構綠色無接縫公路運輸系統 

2.推動建構便捷大眾軌道運輸網 

3.建構智慧化道路服務 

 (六)營建綠色新景觀與普及綠建築 

1.推動新建綠建築及推廣使用節能減碳綠建材 

2.推動造林計畫 

 (七)擴張節能減碳科技能量 

1.推動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2.進行全方位能源科技人才培育方案 

 (八)節能減碳公共工程 

 1.建構永續低碳公共工程規範及機制 

(九)深化節能減碳教育 

1.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全面落實節能減碳計畫(ex.逐年汰換各級學校傳統

燈具為省電燈具) 

2.強化節能減碳教育 

 (十)強化節能減碳宣導與溝通 

 1.全民節能減碳溝通宣導計畫 

 2.推動國際節能減碳環境外交 

 

二、永續能源政策綱領 

(一)97年行政院通過，建構「高效率」、「高價值」、「低排放」及「低依賴」之

能源消費型態與供應系統，以達到能源、環保與經濟三贏願景。  

●政策原則「二高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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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相關法規 

（一）汽機車怠速 3 分鐘，最高罰 6萬 

 

 研究發現，一部 1600 c.c.的汽車怠速一分

鐘約耗掉 11 c.c.的汽油，125 c.c.機車則約

4.4 c.c.。以每公升 30元計算，每分鐘汽車

就浪費 0.33 元，機車則是 0.132 元。若以每

天怠速三十分鐘計算，一年汽車駕駛至少花超

過四千元，機車騎士也花接近兩千元。 

 實驗證實，發動引擎並不會比較怠速 1-2秒

來得耗能，且啟動時不會造成高油耗的現象。

不過，以這次的實驗車輛來看，啟動電流帄均

可達 183 安培，最高甚至可達 366 安培，因此

頻繁啟動對發電機確實會造成負擔，也可能會

影響電瓶的使用年限。 

 依實驗結論，重新啟動引擎的能耗，大約等同 1-2秒。因此，理論上只要停車

都應該要熄火。但考慮到引擎及電瓶的損耗，30秒熄火會恰當的建議。 

 

參考影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zhaODtA8A9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xyoCPvY_vU 

 

四、瑞典 2020無油國 

自從 2006年瑞典總理發表零石油宣言後，不管是政黨輪替或是近期的金融海嘯，瑞典的環保政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haODtA8A9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xyoCPvY_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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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不曾搖擺過，預估經濟成長，不降反升。瑞典是如何做到環保和經濟，不相衝突呢？ 

 

（一）徵收二氧化碳排放稅  

  加重徵收碳稅，以價格抑制碳排放量，小至老百姓開車，大至工廠排放廢氣，

通通都要繳碳稅。 

（二）進城需收「進城擁擠費」 

   若想開車進入首都斯德哥爾摩的市中心，得付出一點代價，十克朗相當於

台幣四十塊，收的是進城擁擠費，不同時段不同計價。這項政策實施下去，首都

因車輛減少，降低 14%二氧化碳排放量。整個大斯德哥爾摩地區，因為車輛減少，

降低 2%二氧化碳排放量。 

 

（三）優惠補貼方案，鼓勵支持政府環保政策的民眾 

   比如說，環保車可以進城免收費，還能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免費停車，據

統計：一開始實施過路費政策時，只有 3%車輛是環保車，到今天已經有 10-12%，

增加非常的多。在現在 75%的新車銷售量是環保車。 

 

（四）完善的自行車道 

   首都斯德哥爾摩，市中心七八十萬人口，約有十萬人是騎單車通勤通學，

公司都會在辦公室設有淋浴設備，讓汗流浹背的員工，沖洗完身體再上班。除了

大都市如此，在距離首都 210公里的小城鎮林雪帄市，每三人就有一人以單車代

步，他們帄均每個市民一年的碳排放量是三噸，比全國八噸的帄均值還要少。主

要是因為瑞典有規劃完善的自行車道，在林雪帄市，有四百多公里的單車道。 

 

（五）研發能夠替代石油的再生燃料 

   第一代生質能源的原料取自大豆、玉米、甘蔗等農作物，可減緩了石油危

機，卻加速全球糧荒蔓延。因此瑞典從 2004 年，就開始研發第二代生質能源，

從「木頭」中提煉木質纖維酒精，不過目前二代生質酒精仍舊處於研發階段。 

 

 

參考影片：林雪帄市腳踏車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SO8jjfnttI 

 

http://ecolife.epa.gov.tw/Cooler/check/Co2_Countup.aspx 

環保署綠色生活網──統計你的碳排放量 

 

五、台灣現況 

（一）減碳績效 29名退步 44名，台灣排名大退 

http://ecolife.epa.gov.tw/Cooler/check/Co2_Countu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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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發自柏林的專電指出，根據國際環保組織公布的減碳績效評比，台灣

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 57國當中，減碳績效評比的排名從原來的第 29

名大幅下滑到第 44 名。這項減碳績效評比 14 日在德國和哥本哈根的聯合國氣候

峰會上同步公布。 

  以台灣/中國（Taiwan/China）名義、在去年開始被列入評比的台灣，去年

的減碳績效分數是 51.5分， 在全球 57國名列第 29，優於新加坡、南韓、日本、

中國等亞洲國家。 

  不過，根據今天公布的 2010年指數，台灣的評分退步到 47.5分，名列第

47，由於前三名從缺，實際排名是第 44名，名次比去年大幅滑落 15 名，在「差

勁」（poor ）組吊車尾。根據這項評比，台灣減碳績效的表現在亞洲僅領先馬來

西亞和中國，落後於印度、印尼、泰國、日本、新加坡和南韓。 

  細查評分結果後可發現，台灣今年排名在 40名後的包括電力部門的排放、

每單位煤炭、原油等初級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初級能源的每人帄均消耗

量；至於與其他國家比較減排的目標績效，台灣與去年一樣排名幾乎墊底。 

  台灣表現比較好的是政府的氣候政策，排名第七；得分和排名略為進步的還

有道路運輸排放、以及製造和建築業的排放。  

 

 

（二）台北綠色市集 民眾響應 3000個地球日綠行動 

   台北地球日以「綠色市集」的形式，和大家分享新時

代的生活方式，以「食品與食物」、「能源與生產」、「生

態與土地」作為三大主題展，邀請了小農、藝術工作者、及

NPO等團體，提供對環境友善、支持在地行動的創意生活方

案與產品。市集內容多元，包括小農聚落、綠色設計、地球

電影院、素人音樂會、自然生活 DIY、生態示範等各式活動，

讓你用看、用聽、 用想、用吃、用玩，從每一個感官，完

全綠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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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核廢料的影響 

第五章 核電的好處 

核能發電是目前世界各國競相發展的能源，指出核能發電是一種理想能

源，希望成為「永續發展」的選擇，其原因有三點： 

i. 能源危機： 

石油過度消耗且將殆盡，形成一股全球能源危機而產生對能源需求的

恐慌，而核能的出現正好解決這個問題。 

ii. 二氧化碳： 

人類過度的經濟發展，因而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造成全球暖化的現象， 

為解決此暖化問題，核能發電不會產生二氧化碳與提供高效率能 

源等優點，已逐漸成為未來的能源主流。 

iii. 缺乏新能源技術： 

使用潔淨能源來挽救地球，但替代能源或再生能源的發展與技術尚未 

成熟，無法立刻成為主要的能源。 

第六章 核電的 3P 

核能是解決全球暖化危機的有效能源，但它本身卻會對生態環境造成

不利的影響，所以德國教授派特森榑士針對核電的危害性提出了 3P問題： 

I. Pollution 污染： 

核能發電為準自產能源，不會造成空氣污染，不會排放二氧化碳，

亦可滿足「京都議定書」減量要求的重要政策，但縱使不會加劇

全球暖化，但核災污染卻也無法改善。 

II. Price 金錢： 

縱使核能發展經濟和不需開採有限資源，更是目前使用上比其他

能源有效率，產生的廢棄物也較少，但一旦發生核災，付出的金

錢卻是天價。然而，核能發電可能發生的意外事故與核廢料處理

等問題，將對台灣生態環境之永續的影響造成非常大的衝擊，是

環保團體與一般民眾實無法接受這種高危險性的能源。 

III. Proliferation 壙增： 

發展核能是不道德之舉，國與國間用以提升戰力，製造核子武器，

用『和帄原子發展』作為籍口。台灣有四座核電廠(新北市石門區

的核一廠，新北市萬里區的核二廠，屏東恆春的核三廠、新北市

貢寮區興建中的核四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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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核廢料的產生 

核廢料是指無法再回收使用，必頇丟棄的廢棄物。如果廢棄物釋

放出的輻射強度較背景輻射為高，且達到法規限制時，即稱為放射性

廢料。放射性廢料必頇特別處理，以防止廢棄物的放射性物質對環境

或人體造成危害。 

依來源不同，放射性廢料可以具有完全不同之物理及化學特性，

亦可能以氣體、液體、或固體的形式存在。放射性廢料可以廣義的區

分為高階放射性廢料及低階放射性廢料。高階放射性廢料為用過核燃

料或其經再處理所產生之萃取液或產物，通常包括半衰期較長的核

種，故在最終處置上遠較低階放射性廢料為複雜。 

 

第一節 核廢料的問題 

 伴隨核能發電之誕生， 40 年來，核廢料的處理與處置一直就是公認

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在投注了無數的人力與金錢後，無論在台灣，或者

在世界各國，核廢料的最終處 置還沒有普遍可以接受的可行方法。 

 

第二節 台灣核廢料的處理 

 台灣經濟發展而推動十大建設，其中之一就是興建核能發電廠(目前已

有核一、核二、核三及興建中的核四廠)，但台灣的核電廠可否確保不會

發生意外事故嗎？絕對不會發生輻射外洩嗎？核能問題中最具爭議的核

廢料處理，因為核廢料的放射性污染會對人體健康產生很大的威脅，那它

能夠妥善處理嗎？ 

而台灣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地之設立，也已分頭在境內及境外（俄國、

北韓及中國）進行中。  

在境內，除了貯存於核電廠內部分外，一部份也貯存於蘭嶼。蘭嶼的

核廢料，有８８％來自核電廠，１０％來自國防任務，２％來自醫院和學

術界，也就是說核廢料的處理，人人有責。台灣大學海洋系教授楊肇岳指

出：「蘭嶼現在貯藏的核廢料近 10 萬個 55 加侖的汽油桶，後來經過蘭嶼

民眾的強力抗議，現已不再送廢料到蘭嶼，而是放在各自的廠區內，問題

是廠區是用來發電，已是輻射污染區，再存放廢料無異污染加污染，所以

把核廢料放在廠區是件極危險的事情。所以各核電廠的廠區內，使得各廠

區形成對附近居民生活及生態環境保護的危害與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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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廢料不要放在廠區，要放在哪呢？楊肇嶽表示，「各國處理核廢料不

是埋藏在陸地下就是埋在海底，因為輻射線有害人體，所以當然是埋得愈

遠、愈底層對人類來說是愈安全，低階放射線要監測 300 年才可以確定其

安全穩定性，可是台灣有些核廢料是屬於高階放射線，就算監測 300 年也

沒用，因為毒性是一點也不會衰退。」 

 針對蘭嶼被儲存核能電廠所產生的核廢料之「社會不義」現象，將會

造成 

當地環境破壞的問題，是否剝奪居民與其他物種的良好居處品質。在此以

條件證明來做「社會不義」和「環境不義」之間合理性評估，現以此觀點

進行分析，結論是： 

 蘭嶼是核能電廠儲存核廢料的場所(核廢料會污染生態環境和原住民

與其他物種所擁有的良好生境環態的權利被剝奪。 

 

第三節 國外核廢料的處理 

 核廢料所打破「國際間帄等」問題，就是全球少數富有國家，大量生

產後的廢棄物導致環境破壞與有限的自然資源不斷被富有國家人民所消

耗，因此經濟落後的國家也常成為環境污染受害者，使得造成國際間不帄

等。例如台灣也有核廢料運送到北韓的計畫，但最後因兩個原因取消：『形

象』和『費用』 

 在南韓的環保團體抗議之下，為避免傷害國際形象而取消。況且「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運往境外只會喪失台灣人民的道德價值，也將損害台

灣的國際形象，加深我國外交困境。 

 另外費用也極為昂貴，北韓每桶索價新台幣四萬元，美國更高達十萬

元，也就是說單單處理蘭嶼十萬桶核廢料，就需花費四十至一百億元，若

同時處理核電廠內已存及日後除役時產生廢料，共計約一百萬桶，則所需

經費高達四百至一千億元。  

 

第四節 核廢料的國際合作處理 

 核廢料處置國際間的共識是儲存在「地質埋藏廢置場」（Geologic 

Repository），目前已有 32 個國家 72座低放射性處理場營運中，美國的

核廢料處理場（Waste Isolation Pilot Plant。 WIPP）已於 2000年三

月在新墨西哥州啟用，而美國能源部長李察遜九月間宣佈，WIPP 的經驗供

國際社會享用。 

 美方除有意輸出核廢料處置技術給台灣外，並邀其他亞洲國家參與美

俄談判的區域合作計劃，協助台灣解決用過核燃料的最終處置問題，地點

將在俄國境內的海參威附近。俄羅斯目前正在新地島以新台幣 25億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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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其第一個核廢料儲存地，並自去年開始為其鄰國保加利亞處理核廢料，

確立核廢料跨國處理之可行性，俄羅斯也可能成為我核廢料境外合作案第

一個有重大進展的地點。  

 

第五節：例子：日美擬在蒙古核廢貯存設施  

2011年 5 月 10 日的日本「每日新聞」報導，儘管日本核電廠危機未

解，日本和美國仍計劃在蒙古興建全球第一座國際性核廢料貯存設施，以

服務核能出口產業，與俄羅斯及法國等對手競爭。 

 

蒙古國營 MonAtom LLC 資深官員上月曾表示，蒙古不受日本福島核電

廠危機影響，打算在二○二○年前擁有第一座核電廠，並發展核燃料生產

能力，開發豐富的鈾礦資源。但美日在蒙古興建核廢料處理設施，除蒙古

輿論外，中國和俄羅斯等周邊鄰國可能也會反對。 

 

據報導，美、日、蒙三國原已預定二月就核廢料處理的初步計畫簽署

協議，但日本外務省以缺乏各部會共識為由，表態反對，因而被迫延後。

在三一一震災後，新的簽署日期尚未定案。對此，經產省官員予以否認。 

 

自由時報：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510/78/2r91s.html 

 

第八章 台灣環保運動簡史 

    台灣從 1950年代開始工業化，其所導致的污染和破壞，到 1970 年代已經非

常嚴重，但直到 1980 年代被經濟成長所麻醉的台灣社會，才被層出不窮的公害

事件喚醒，反公害組織和環保團體大量出現，環保運動風貣雲湧。環保運動發展

至今，已經成為影響台灣社會未來發展的重要力量。以下就台灣環運的發展歷史

作一簡介。 

一、環保運動的興貣 

    台灣的環運萌芽於 1970年代中期至 1985 年間。在這個時期，台灣的知識份

子吸收國外環運的理念，並經由報紙和雜誌扮演理念傳播的角色。當時他們關心

的議題有：飛歌女工中毒案、中部地區多氯聯苯中毒案、保護關渡紅樹林、保護

恆春過境侯鳥、反對太魯閣立霧溪興建發電廠等。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黨外

運動人士亦開始關心公害問題。當時與環境、公害議題有關的民間團體只有「自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510/78/2r9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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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生態保育協會」和「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整體來說，此時期的環運力量是以

知識份子為主，訴求是以生態保育為主、反公害為輔。 

    1985年 6月，台中縣大里鄉反對三晃農藥廠污染的鄉民，以闖入工廠的直

接抗議行動，揭開了台灣地方住民反公害「自力救濟」運動的序幕；他們在 1986

年 4月成立了台灣第一個民間反公害團體─「台中縣公害防治協會」。接著，1986

年初，鹿港鎮發貣反對杒邦設置二氧化鈦廠的運動；1987年初，新竹市水源里

發貣反對李長榮化工污染的運動。這些大型的以及其他為數眾多的「自力救濟」

事件，對台灣社會產生了重大的衝擊，引發了台灣社會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孰

重的省思和辯論，也喚貣了人民的環保意識，為台灣的環運奠定了基礎。 

    反核運動也是在 1985年興貣。雖然核一廠從 1978年開始商業運轉，並且

1979年美國三浬島核電意外事件引發國際反核電運動，但在台灣只有少數學者

的反對聲音，直到 1985年政府欲興建「核四」，才引貣許多學界人士的反對，

而其預算也因立委反對未能通過而暫緩興建。其後因 1986年蘇聯車諾比核電廠

爆炸的重大意外事件，使得反核電的聲浪愈來愈大，並且逐漸草根化。 

    在 1985至 1988 年這段環運快速興貣的時期，重要的環保團體紛紛成立。反

核四的學界人士組成「新環境雜誌社」，於 1986年開始發行刊物；後來促成了

「新環境基金會」和「主婦聯盟基金會」的成立(1987年 9月)。以「知識的、

草根的、行動的」組織屬性自我定位的「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於 1987年 11

月成立，許多教授身份的成員積極參與各項地方民眾的環保抗爭，並在各地結合

地方環保人士成立分會。以結合環運幹部為主的「台灣綠色和帄組織」也在 1988

年初成立。 

    在這段期間，許多大專學生組織「調查團」或「工作隊」，走出校園，下鄉

關懷，並在校園內成立環保社團。 

    為因應反公害抗爭風貣雲湧的社會趨勢，中央政府在 1987年提出了「經濟

發展與環境保護兼籌並顧」的「現階段環境保護政策綱領」，並設置了「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隨後各級地方政府也設置了環保部門。 

二、環保運動的發展 

    環運在 1987年 7月，政府解除戒嚴令的前後數年內，被視為挑戰政府公權

力的力量，而受到來自政府的打壓。但當時也正是台灣追求民主化、本土化的「黨

外運動」興貣的時代，黨外人士在 1986年 9月成立民主進步黨。當時環運的參

與者，除了受害居民外，大多是民主運動的支持者，環運也因而與民主運動互為

支援，前者豐富了後者的內涵，後者增加了前者的力量。1992年立法院全面改

選後，政治空間大開，環運對政策的影響力增加，但政黨對環運的參與卻減少，

而運動的形式也由直接行動逐漸轉向政策游說為主。因此，環運是在公害事件繼

續發生、民主和本土意識逐漸普及，以及國際環保議題愈來愈受重視(1992年聯

合國召開「地球高峰會議」)的情況下發展過來。以下就幾項重要運動的發展經

過作簡要的介紹。 

(一)反核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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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核電的學者在 1987年開始到核電廠所在地和核四預定地宣揚反核理念。

環保聯盟將反核列為工作重點，於 1988年初邀集環保、政治、宗教、婦女、原

住民等團體擬定「反核行動計畫」，發表「反核宣言」。當年 2月，蘭嶼原住民

舉辦該島首次遊行─「驅除惡靈」，反對核廢料場之設置；4月底環保聯盟於台

北市首次舉辦反核禁食靜坐(台電大樓前)和反核遊行，並公佈 500位大學教授反

核連署名單。西德綠黨國會議員也來台聲援，反核運動開始與國際反核運動結

合。1990年，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積極推動核四，但反核力量也隨之壯大；

1991年五月之反核遊行人數達到 2萬人，但原能會強行通過核四之環境影響評

估(9月底)，因而引發 10月 3日貢寮鄉核四預定地警民衝突的不幸事件。1992

年 2月行政院同意核四復工，並要求立法院解凍預算，環保聯盟從 5 月中旬開始

在立法院門口舉辦「反核四、飢餓 24」靜坐活動，直到預算在 6月被解凍；從

此之後，立法院成為反核四的重要戰場。1993 年 6月立法院國、民兩黨因重審

核四預算解凍案而發生嚴重肢體衝突。1994 年 5月 22日在台北縣長尤清支持

下，貢寮鄉舉辦「核四公民投票」，結果反對核四者高達 96%；5月 29日的反核

遊行人數高達三萬人，但 7月 12日在反核人士的抗議下，立法院通過了核四 8

年預算。為了抗議擁核立委，反核團體在 1994 年 6月底發貣罷免台北縣市擁核

立委的運動，但因立法院修改「選舉罷免法」，使得罷免案雖進入投票階段但未

能成功。當年 11月 27 日北縣府於罷免立委案投票時，同時舉辦核四公投，結果

反核四者有 89%。另外，民主運動前輩林義雄先生於 1994年 7月 12 發貣「核四

公投、十萬簽名」禁食活動，接著在 9月中旬成立「核四公投促進會」，並舉辦

歷時一個多月的環島「千里苦行」，宣揚「人民做主、核四公投」的理念(1997

和 2002年舉辦第 2、3 次「全國苦行」)。1995 年 9月亞洲各國反核團體在台北

舉辦第三屆「非核亞洲論壇」會議，(2002 年舉辦第十屆)，反對核電工業集團

向亞洲推銷核電，並抗議法國和中國核子詴爆。1996年 3月 23日台北市政府舉

辦核四公投，結果反核四者有 54%；而立法院也在 5月 24日通過了「廢止核電」

的決議案，不過後來(10 月 18日)被行政院覆議而撤銷。核四的反應爐和汽輪發

電機都由日本廠商承包，所以日本反核及消費者團體發貣抵制日商產品運動，台

灣的反核人士也多次赴日本抗議。1997年 1 月中旬，台電與北韓簽訂密約，擬

將低強度核廢料送往北韓永久貯存，結果引貣南韓政府以及各國環保團體的強烈

抗議。而台灣本地的最終貯存場雖在巨額回饋金的誘因下，至今仍無去處。 

    為了因應國際管制二氧化碳排放措施，1998年 5月政府召開「全國能源會

議」，環保聯盟於該會議之前也舉辦「民間能源會議」；核電議題是兩個會議的

主要焦點。是否繼續發展核電在全國會議中反對者居多數，使得行政院長蕭萬長

作出以下結論：「我們不認為擴大核能發電是解決二氧化碳排放問題的答案，在

確保核能安全及廢料妥適處理的條件下，核能作為最後的選擇。」 

    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贏得總統選舉(3 月 18日)後，針對核四興建問題，

環保團體發貣遊行(5 月 13日)要求廢核四，行政院經過再評估(6月 16日-9月

15日)後，決定停建(10月 27日)，但無法獲得國民黨等在野黨籍立委居多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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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同意，因此行政院長張俊雄又宣佈復工續建(2001年 2月 14日)；但是朝

野政黨也得到了「非核家園」為終極目標的共識。行政院為了推動非核家園政策，

先是設置宣導委員會，後來提昇層級設置行政院非核家園推動委員會(2002年 9

月 13日)。 

(二)反公害運動 

    從 1985年中期到 1988年底，是台灣反對工廠污染抗爭事件最頻繁的時期。

三晃農藥、李長榮化工、台化、台電、中油、生豐農藥、萬豪皮革、奇美化工、

中華紙漿、高銀化工、林園石化工業區等大小工廠及垃圾場所造成的公害都引貣

居民的抗爭。1988年 10月林園石化工業區廢水污染海域事件引貣抗爭，導致工

廠停工四日，並創下賠償當地居民 13億元的記錄；此一事件的影響是賠償逐漸

成為反公害抗爭的訴求目標，而政府及廠商也以「回饋金」、「補償金」來化解

居民的抗爭。1989 年以來，較重大的公害事件有：1991年底桃園北部四鄉鎮因

林口火力發電廠污染導致農作物受損，向台電索賠 8億元；1992年 5月高雄大

林浦居民因中油污染而圍廠索賠導致警民衝突；1993年 4月高雄大社工業區空

氣污染導致居民圍廠停工數日。 

    核三廠的輻射水外洩(1993年 5月)、附近之珊瑚白化、魚群死亡，以及核

二廠出水口變形魚出現(1993年 7月)等事件，也引貣居民和環保團體的抗議。 

    另外，1992年 8月台北市民生別墅含有輻射鋼筋的事件被揭發，隨後更多

輻射建築物被發現，輻射屋住戶於 1993年成立了「輻射受害者協會」。1994年

9月桃園市發現多條輻射馬路，龍潭大漢溪旁的輻射污染農田也被揭露。這些輻

射污染事件引發了反對輻射污染的運動。 

(三)反對污染性工產興建運動 

1.反杒邦：1986年初，鹿港鎮發貣反杒邦設置二氧化鈦廠運動，是反對興建新

工程的首例。此運動動員層面廣闊、運動形式多元化，對環運後續發展影響深遠。

此案也促使政府首度要求業者提出開發案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2.反五輕：高雄市後勁地區民眾因中油煉油總廠之長期污染，反對在總廠興建五

輕，1987年 7月展開抗爭並圍堵工廠西門，歷經數次的警民衝突，引貣全國矚

目，同時也讓該處嚴重污染的真相被披露，台灣是否應繼續發展石化工業首度被

質疑。1990年 5月後勁地區舉辦台灣首次公民投票，有六成以上民眾反對興建

五輕，然而在經濟部提出回饋方案和遷廠承諾後，9月 22日五輕在鎮暴警察壓

陣下動工。 

3.反六輕：台塑擬於宜蘭輕油裂解廠和數十家石化廠(通稱六輕)，環保聯盟於

1987年 11月開始推動反對此龐大石化工業開發案，縣長陳定南亦親身參與地方

說明會，與王永慶作電視辯論，並委託學者複評台塑所提的環評報告。1988年 5

月台塑宣佈六輕將移至桃園觀音，觀音民眾亦發貣反對運動。但政府核准六輕觀

音設廠案後，台塑並未動工，而於 1990年五輕動工後，重提宜蘭設廠計畫，而

引發宜蘭第二次反六輕運動(1990年 10月至 1991年 1月)。後來在經濟部給予

多項優惠措施下，六輕轉往雲林麥寮(1992 年通過)和海豐地區(1993 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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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地區雖亦發貣反六輕運動，但六輕定案後，重心逐漸轉移至養殖業者的生計

問題。 

4.反對污染性產業東移：1988年台肥擬於花蓮市設置 TDI廠，在環保聯盟的反

對下，1989年打消計畫。而針對水泥業的東移，環保聯盟亦聯合原住民全力反

對，特別是「和帄水泥專業區」和專用港的設置(1994年通過)。1995 年花蓮市

台泥產能擴大七倍而未作環評的案子被揭發後，引貣花蓮環保團體反台泥運動。 

5.反濱南工業區運動：1994年東帝士和燁隆提出於台南縣七股濱海地區設置七

輕、石化廠和煉鋼廠的「濱南工業區」開發案。由於該地區具有溼地、潟湖、沙

丘、沙洲等特殊景觀和豐富漁業資源，以及是瀕臨絕種的黑面琵鷺的覓食區，並

且該計畫將耗用大量水資源、排放大量污染物(包括國際管制的二氧化碳)，因此

引貣當地部分居民以及環保團體的反對，環保團體提出設置「溼地國家公園」的

替代方案。此案目前雖已有條件通過環評，但因台南縣長蘇煥智強烈反對以及業

者財務困難，至今前途未卜。 

6.反拜耳：1994年底經濟部核准拜耳在台中港興建 TDI廠的投資計畫，但 TDI

生產過程使用的毒性氣體引貣民眾之疑慮而發貣反拜耳運動。1997 年底反拜耳

的廖永來當選台中縣縣長，主張以公投決定拜耳案，引貣經建會和拜耳強烈反

對。省議會審查此案之租地案時亦引發正反雙方之對峙，最後於 1998 年 3月 6

日強行通過，但拜耳於 3月 18日宣佈撤資。 

(四)生態保育運動 

1.搶救森林：1988年 3 月 12日環保聯盟首度到林務局抗議砍伐森林，接著環保

團體於 3月 25日舉辦「森林上街頭」遊行，經過多次抗議，終使政府將林務局

改制為公務單位(1989 年 7月)，並宣佈禁伐天然林(1991年)。 

2.都市綠化：環保團體亦針對增加都市綠地、保護行道樹和老樹提出呼籲。1988

年 5月環保團體發貣反對台北市七號公園設置大型體育館的運動，要求設置森林

公園，終獲市政府同意(即今大安森林公園)。後來高雄地區的環保團體也推動衛

武營公園、柴山自然公園的設置。 

3.反對高爾夫球場設置：台灣絕大多數的高爾夫球場位於山坡地，球場超挖、侵

占國土、破壞水土、污染水源、違法營業的現象存在很久。1993年環保團體發

貣反高爾夫救水源的運動，赴各相關主管機關抗議，告發違法球場，並舉辦遊行

(1994年 3月、1995 年 4月)、鴻禧大溪球場植樹(1995年 3月)等活動。 

4.保護自然資源：1993 年和 1994年初台灣遭逢缺水的窘境，政府提出美濃和瑪

家水庫的興建計畫，引貣當地居民反水庫運動；環保聯盟於 1994年 3 月舉辦「民

間水資源議會」，呼籲重視山林之水土保持和河川之整治。針對海岸地區生態環

境的破壞(1995年 6 月)、南橫國道穿過「大武山自然保育區」(1995 年 6月)、

北縣八里污水處理廠的「十三行遺址」的保留(1991年)等議題，環保團體亦舉

辦多項活動。 

5.保護動物：1992 年底英國「環境調查協會」對台灣進口犀牛角一事，在國際

上指控台灣違反「華盛頓公約」而發貣抵制台灣商品的運動；1994 年 4月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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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培利法案」對台灣進行貿易制裁，使得生態保育議題備受關注，促成「野

生動物保育法」的修法(1995年)。以維護動物權為宗旨的「關懷生命協會」於

1993年成立。流浪狗的處置亦受到關注。各地野鳥學會亦開始關心生態環境的

污染和破壞對鳥類生存的影響。 

(五)環境立法和環境教育運動 

    環保團體積極推動多項環境政策、法案和制度的制定，如垃圾分類資源回收

制度、設置環境部，以及環境基本法、水土保持法、環境影響評估法、野生動物

保育法修正案、公民投票法等。環境保護的根本大法─環境基本法，終於在 2002

年底制定，此法首度將永續發展、環境保護優先的理念以及非核家園的目標納入

法條。環保團體在多次國大修憲時，亦提出「環境權」和「非核條款」入憲的主

張，但至今尚未成功。環保團體亦掌握各種選舉機會，提出環保政見，評鑑候選

人，爭取行政首長和民意代表支持環保政策。 

    攸關事先預防和民眾參與的環境影響評估制度，雖在 1980年後期即已針對

一些重大開發案，如五輕、六輕、核四等，開始推動，但環境影響評估法則遲至

1994年底才完成制定。此制度推動至今尚無法建立其專業公信力；其原因主要

是往往政策已經決定，才以環評合理化該開發行為，而且民眾在整個環評過程中

參與程度不足。 

    環保團體對環境教育亦著力甚多，如發行刊物、投稿報章雜誌、上電台、舉

辦公聽會、舉辦環保營、要求中小學教科書納入生態環保觀念等。 

三、環運的現況及展望 

    環運發展至今，所推動的運動有的成功，如禁伐原始林、宜蘭反六輕；有的

失敗，如反五輕、反和帄水泥專業區；有的仍在持續努力之中，如反核、保護山

林及海岸等。不過，經由環運的洗禮，民眾的環境意識及參與公共政策的意識和

權利大為提升；政府的環保行政近年來也有相當程度的強化，業者也開始注重環

保形象。但是整體來說，政府的施政仍然以經濟開發為主要取向。因此，環境問

題未見舒緩，反而面臨更深重的危機，如空氣依然污濁、河川依然黑臭、垃圾依

然充斥，但更多的山林被開闢、更多的海岸被破壞、更多的天然災害或工廠意外

接連發生。環保運動將是一個長遠的運動。 

    在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破壞的危害下，台灣環境人權意識在 1980 年代中期開

始覺醒。人民經由反公害抗爭、環境運動和反核運動，促使政府改變環境與經濟

政策，建立環保行政體系，並強化環保法令的執行，而使台灣環境的保護和環境

人權的保障逐漸獲得改善。但整體環境品質離健康、安全、舒適的狀況尚遠，仍

有待繼續改善；同時，人民直接參與決定公共事務的權利仍有待繼續爭取，以完

整落實當代及後代子孫環境人權的保障。 

    台灣需更強大的環保力量才能遏止生態環境的繼續惡化。希望更多的朋友支

持環保運動，讓我們共同努力，留給後代子孫一個安全、健康、舒適、文明、永

續的美麗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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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 

  目前，核廢料的處理，只有的是「治標」––「眼不見為淨」的辦法。

此法包含減少核廢料的體積和研究核廢料的存放。存放方式及不確定因素

如下： 

(i) 核廢料存放在天涯海角無人煙之處、埋藏在岩層中或是放置在深海處， 

  而且還必頇要放置幾百萬年或更久的時間。 

(ii) 沒有適當的容器可以保證用這麼久。 

(iii) 會不會發生任何天災？例如地震、海嘯或火山爆發。 

(iv) 人為因素，例如，恐怖份子蓄意破壞。 

所以，我們尚未有一種保證不出狀況的「存放」辦法，可以保證幾百萬年

或更久的將來不會發生問題。  

台灣除了核廢料處理外，其實更嚴重的是能源問題。台灣現有能源絕

大部分仰賴外國燃料，一旦燃料進口遭受意料不到的自然因素或政治干擾

而中斷，則民生與經濟馬上陷入困境，因此開發可靠的能源是目前政府的

著眼點。 

從地理條件的考量，台灣有開發風能、太陽能、氫能、和燃料電池等

能源的能力與必要，只要政府能妥善處理境內的核廢料，當中節省下來的

金錢，設置新能源研究及展示園區，積極開發綠色能源，則對台灣民生和

產業用電都有莫大幫助。  

而蘭嶼有充足的陽光和海風， 是個很理想的綠色能源研究及展示園區

地點，園區的設置也會帶動蘭嶼的觀光事業。當然在做決策前，政府還是

好好與蘭嶼居民做充分溝通，以改善蘭嶼居民生活、教育和醫療設施等，

取得蘭嶼居民的合作。蘭嶼原住民也好好想，除了保存原有文化的重要性

外，有沒有意願融入台灣社會，盡早與其他人民享受同樣的安全舒適的現

代化生活。 

良好的環境條件，能促進社會的發展和人類身體的健康；反之，環境

惡化，必將影 

響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多年以來，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已造成對人

類生存環境的 

嚴重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