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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風險與環境政策‐‐生態現代化、環境治理與經濟促進 

 

環境風險與環境政策    英四 C  陳澤儀  96121357 

環境風險主要是由人類在自然界中活動引起的，或由人類與自然界的運動共同作

用造成的，會對人類社會環境產生破壞。環境風險又分成三種，化學風險、物理

風險、與自然災害引發之風險。其中化學風險主要是指對人類、動物和植物能發

生毒害或其他不利作用的化學物品的排放、泄露和爆炸所引發的風險。物理風險

是指機械設備或機械結構的故障所引發的風險。自然災害引發的風險可能同時導

致化學和物理風險，像是地震、火山爆發、洪水等自然災害發生時，可能會導致

化學品的泄漏和爆炸，以及導致機械設備的破壞。 

化學風險（一）印度波帕事件(Bhopal disaster) 

  印度波帕事件是歷史上重大的毒氣外洩事件。發生在 1984 年 12 月 3 日

0:15，位於印度波帕市美國永備公司(Union Carbide Company，也有人翻做聯商

公司)農藥廠因異氰酸甲酯(Methyl Isocyanate，簡稱 MIC)外洩的事故。異氰酸

甲酯是一種劇毒物質，接觸或希入會造成呼吸道灼傷、失明、皮膚潰爛。 

  事故發生前一天，一名清洗管線工人意外將清洗管線的水注入一座存有 MIC

不鏽鋼地下儲存槽，水與 MIC 與其他雜質發生激烈的放熱反應，以致沸騰，槽內

壓力升高，MIC 衝開安全釋壓閥，由 33 公尺高的煙囪排放置大氣中。洩漏從凌

晨 0:15 到 1:00 左右，持續 45 分中左右，排放出的 MIC 總計約 23 噸，造成了附

近三千人立刻死亡，二十萬人受傷，最後死亡人數高達兩萬人。而學者研究發現，

人體吸入 MIC 後，會對大腦造成影響。然而受害者並不只侷限於 1984 年那時的

人們，過了二十幾年後，印度現在仍有許多新生嬰兒先天肢體上畸形，有些則大

腦受到影響，智力和生理發育遲緩。 

化學風險（二）珊瑚白化 

  台灣四面環海，海洋資源十分豐富，而珊瑚礁更是海洋生態系裡，孕育生物

多樣性的主要地區。一般來說，水溫在 23~28℃之間是最適合珊瑚生長範圍。但

由於全球暖化以及環境遭人為破壞汙染，臺灣周邊海域珊瑚礁的白化現象日趨嚴

重。而學者認為，如果地球溫度持續增高 1.8-4℃的平均溫度，在 2050 之前超

過 60%的珊瑚礁將因為高溫而產生的白化而消失，再加上可能的海洋酸化雙重的

逆境影響，在二十一世紀末珊瑚將停止造礁，並完全消失於地球。 

  然而，全球暖化並非唯一元兇，通常興建在沿海地區的核電廠，常使用大量

冷卻水來冷卻主機，這些水冷卻完後就會排放到大海，使沿海海域的海水溫度升

高，導致附近的珊瑚白化死亡。例如：屏東半島的核能三廠。為了保護珊瑚與其

他海底資源，在 1982 年，國際間通過了聯合國海洋法條約（UNCLOS） ，也稱海

洋法公約，此條約中包括許多海洋法規，針對海洋污染的原因分為陸地起因、海

底活動、深海底活動、拋棄、船舶及大氣等，而對每一污染成因都有規定及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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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年 11 月，修正禁止產業廢棄物之海洋拋棄處理及海洋上焚化內容之附文，

而核能與火電發電廠的冷卻水就包括在內。 

  另外，研究發現，觀光客使用的防曬乳是珊瑚白化的主因之一。研究人員在

墨西哥、印尼、泰國與埃及，將三個品牌的防曬乳依特定份量加入珊瑚礁周邊海

水，發現即使是少量防曬乳都能促使珊瑚在十八至四十八小時內分泌大量黏液，

顯示珊瑚受到明顯的環境壓力，並在九十六小時內，珊瑚就會完全的白化。根據

世界貿易組織的資料，全球約一成的旅遊業分布在熱帶地區，估計一年約有四千

至六千公噸的防曬乳流散於珊瑚礁區，塗抹在皮膚上的防曬成份，在入海二十分

鐘之間，會有 25％跑到水中。 

化學風險（三）保鮮膜 

  由 PVC「聚氯乙烯」，和 PVDC「聚偏二氯乙烯」這 2種材質製成的保鮮膜，

在燃燒時會產生戴奧辛。而就算在常溫下，有毒物質也會揮發，對男性生殖系統

或肝臟都會造成傷害，甚至影響智商。 

  環保署擬最快在 2013 年起禁賣 PVC 和 PVDC 材質家用保鮮膜，並建議消費者

改以較環保的聚乙烯（PE）保鮮膜替代。因為這類塑料難以再利用，出於環境保

護的原因，韓國環境部在 1994 年禁止食品加工和製造廠使用包括由 PVC 在內的

塑料制成的一次性餐盒盛放食物。1993 年 8 月韓國環境部禁止使用 PVC 塗料，

2001 年 1 月禁止使用 PVC 收縮薄膜，2004 年 1 月禁止使用 PVC 材料包裝食材等。 

自然災害引發之風險（一）林肯大郡 

  位於汐止汐萬路二段的林肯大郡，在民國 82 年推出，號稱中活民國第一座

複合式大眾貴族化社區，總戶數約 1450 餘戶，居民多為首次購屋的中壯年人。

但由於開發過度、人口數超過負荷，建商貪圖利潤，偽造地質鑽探報告，未依法

進行環境評估，才會蓋在順向坡的坡腳。而林肯大郡不只環境結構出錯，連建材

都偷工減料，才會在民國 86 年 8 月 17 日溫妮颱風來襲時，在 18 日上午 8時 30

分，因擋土牆無法支撐邊坡的砂岩而下滑，造成坍方。此災難造成 28 人死亡，

一百多人房屋損壞、全毀，無家可歸。而林肯大郡把順向坡的坡腳挖開作為建地，

是山坡地開發做建地最危險的作法。 

自然災害引發之風險（二）日本核能災害 

  日本的核能災害導因是發生在 2011 年 3 月 11 日的里氏 7.9 級地震，威力約

是台灣 921 地震的 275 倍。震中位於宮城縣以東太平洋海域，震源深度 20 公里。

地震引發超過 10 公尺的大海嘯，侵襲東北沿海地區。地震時，運轉的機組馬上

停止運轉發電，但燃料棒還是在高溫狀態，正常情況下，核電場可以利用廠外電

源驅動冷卻和控制系統。但是接踵而至的大海嘯越過廠區的 5.7 公尺海堤，沖毀

冷卻系統的備用發電機，造成核能廠爆炸。而福島核災外洩的主要放射性元素有

碘 131、銫 134、銫 137、鈽 238，而大部分的元素都會致癌，或是導致腫瘤發生。

而其中半衰期最長的是鈽 238，需要經過八十八年的時間，才會進入半衰期而逐

漸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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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現代化、環境治理與經濟促進      英四 A  張怡瑄  96121106 

環境政策制定是為了減少環境風險對人類社會的傷害。而現代環境政策的方

向又包含三個面向：生態現代化、環境治理與經濟促進。這三面向與現代人的環

保理念息息相關，因為它們意味著社會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平衡。然而這種理

念與實際執行面上的差異又在在顯示出人類與環境之間的矛盾或不平衡。本文將

細談生態現代化、環境治理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並予以佐證，但同時也質疑所

謂兼具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環境政策背後的真正用意。 

生態現代化的過程意味著現代化進程同時也是生態理念的貫徹、生態工程技

術的廣泛應用以及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建設過程。生態現代化的關注點在於，現代

工業社會對現有和未來環境問題的認識和應付能力，它強調現代工業文明應該朝

更環保的良性方向發展的理論基礎。主要透過現代科學技術的應用和市場機制的

完善來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目標的協調。最終目的是要以達到「永續社會

（sustainablesociety）」為目標。 

「環境危機」是促使各國轉向「生態現代化」的重要因素。它促使了各國政

治領袖開始表達對「清理環境」的承諾，這些「環境關懷」展現在幾個功能性的

領域之中，包括「環境政策」、「自然資源管理」或「能源政策」等。在此趨勢下，

要求對工業社會進行改造。而生態現代化的行動絕大多數是透過政府、工業界、

與非政府組織來運作，目的希望可以重構經濟體系，使之能夠善待環境 (曾華

璧，2009)。環境標準的不斷提高將使優先採用這些標準的企業具有更強的國際

競爭力，同時使這些企業具有更高水準的資源使用效率。例如政府徵環境稅費來

抑制企業的生產污染與廢棄物等。另外工業的環保生產則能促進環保與工業和經

濟的平衡。例如增加能源和資源使用效率、研發環保清潔技術、尋找有害物質替

代品或代替原料等，都是生態現代化在工業裡的實現。而國際合作與政府對於工

業發展的規範 (法規或條約) 不只使工業社會減少它本身對環境傷害，又增加它

的優良性，引領社會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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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生態現代化」卻也招致質疑的聲音。以「社會永續性」來看，整體上

還偏向「人本中心論（Anthropocentrism）」，比較重視人類的需求，也就是微弱

永續性（weak sustainability）。換言之，它仍然無法不受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

之影響。但另一方面，進行生態現代化的意圖，並不排斥對強烈永續性（strong 

sustainability）的追求，亦即對於環境保育的高標理想仍有憧憬與訴求。生態

現代化程度的強與弱，「兩者並非時常互斥對立」；因此政策上不免會出現矛盾與

曖昧（曾華璧，2009）。舉例來說，花蓮地區一方面是「秀麗山水」之地，卻同

時也是「水泥的故鄉」。花蓮政府一方面藉著當地的山水景色做觀光業，卻也同

時發展重汙染的石化工業，並疾聲要求蘇花高的興建。從這例子分析社會與環境

互動關係，可看出，政策在經濟與環境之間擺盪時，往往還是向前者靠攏。生態

現代化是否真能達到預期的永續發展的目的，需要多方評估並質疑環境政策的目

的。 

「環境治理」指的是以達到永續發展為目標的環境政策概念。所有的人類活

動：政治、社會與經濟，應當要視為環境治理的一環 （O. M. Brandes & D. B. 

Brooks, 2005）。「環境治理」有助於我們理解環境政策是由哪些行為者（國家、

團體或個人）、基於什麼理由（利益、科學或風險）、透過怎樣的過程與結構（民

主、市場或公共審議）、以邁向環境友善的永續社會（林子倫， 2010）。 

環境治理分為兩種，一種是國家強勢主導的環境治理：由國家以單一力量強

勢主導環境政策的執行。另一種是多元複合勢力主導的環境治理：即除了國家之

外，還多了民間社會的環保運動與團體之力量，以及來自全球跨界的環境政治因

素的影響（曾華璧，2009）。以台灣為例子，1929 至 1970 年，從國民政府遷台

到戒嚴時期，政府著重發展經濟事業，並維護民眾的健康和福祉。他們宣導許多

居家衛生和疾病預防的概念。到了 1970 年代，台灣的環境治理始處於萌芽階段，

中央政府成立行政院衛生署及其下屬單位環境衛生處，其掌有關公共衛生設施、

公共場所及食品加工廠之衛生指導及監督事項；有關垃圾、水肥等污物處理之指



5 
 

導及監督、環境衛生殺蟲劑之管理事項；有關空氣污染、水污染及噪音等公害之

研究、指導及監督事項。這段時期，都是由政府單一是力在主導環境治理。一直

到 1987 年解除戒嚴的前後一兩年時間，人民的政治與環境意識抬頭，草根性環

境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崛起。此階段的民眾參與的方式，主要是環保抗爭為主，

對抗核能設施，如臺東蘭嶼鄉反抗廢料場案、臺北縣貢寮鄉反核能電廠事件等；

及大型的石化業區域，如宜蘭縣反六輕設廠、高雄林園事件、楠梓後勁地區、大

發五金專業區、頭份地區污染糾紛案等，環保抗爭的對象是大型的鄰避設施，且

反公害組織漸趨健全，回饋金每每成為抗爭的焦點，長期抗爭和手段日益激烈等

情形發生，都是這段期間的重大環境社會運動（林子倫，2010）。1990 年代之後

台灣社會調「多元文化」、「生態永續」等概念，環境政策的制定與環境運動不但

是公民與政府一起參與，也是比較重視少數族群如原住民與環境的關係。少數民

族有更多機會表達他們對環境政策的意見，質疑政府的政策是為了彌補開發造成

的環境破壞卻壓迫少數、弱勢者的生存利益例如國家公園規劃在原住民的活動範

圍、核廢料埋在蘭嶼地區等。社會的環境運動抗爭已從公民利益轉變到多元文化

的呈現。從台灣的時間脈絡可看出政府單一執行環境政策到人民共同治理環境的

差異與轉變。 

環境治理也分在地與全球環境治理。在地環境治理前段已討論過，乃一個地

區內的主導勢力是單一或多元與否。全球環境治理關注的則是全球化的環境議題

與治理辦法。從全球環境之觀點，任何國家都會受到全球環境改變的影響。透過

國際政府、企業以及環境保育人士之間的互動，簽訂環境議題的正式協定，如建

立具體化環境標準，及在綠色和平組織施壓下簽署的「保護責任」等。但是國際

間的環境政策制定時也有強勢與弱勢國家之間的拉鋸戰。一九九二年在巴西里約

召開的「地球高峰會」是以如何使全球各國共同來保護生物多樣性、減緩全球暖

化等為主要目標。然而，在追求全球之「共同」環境未來的同時，開發中國家內

的大多數窮苦人民之特殊需求就被忽視了。也正是因為如此，里約的會議才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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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工業化國家代表亟欲「保護」全球環境，而開發中國家代表卻強調經濟改善與

要求前者支付環境保護費用的爭議。儘管對於工業化國家的多數中、上階層人民

而言，維護生物多樣性與減緩全球暖化可能是他們共同的關懷，但這些絕對不會

是佔地球多數人口的開發中國家窮困人民的主要關懷。他們有更迫切的生存關懷

是材火、水、糧食、醫療設施等的來源。維護生物多樣性與減緩地球暖化對他們

而言，是不切實際而奢侈的想像（林鴻，2006）。巴西里約地球高峰會雖是為全

球環境議題以及永續發展而召開的國際會議，卻也凸顯人類的利益紛爭中，不同

勢力抱持著的立場有差異，對環境治理的共識也有分歧。 

環境治理與經濟發展也是有較和諧的例子。德國西部卡爾卡鎮（Kalkar）在

一九七○年代初，當局在鎮郊興建一座ＳＮＲ─３００的核電廠，然而在建造過

程中，民眾對核能安全的疑慮不斷升高，直到一九八六年的烏克蘭車諾比核災，

使得這座耗資八十億馬克的核電廠被迫停止興建。然而荷蘭開發商范德莫斯特於

一九九五年用數百萬馬克買下電廠，將它改建成遊樂園。遊樂場名叫「爐心水奇

幻世界」（Kernwasser Wunderland），名稱來自核反應爐，電廠原有的冷卻塔也

被保留下來，畫上雪山壁畫。目前電廠土地只被開發了三分之一，遊樂場經理歐

賓克表示，未來他們將把爐心水奇幻世界擴建成一個包山包海、老少咸宜的全方

位遊樂勝地（楊明暐，2011）。 

但是從卡爾卡鎮的例子可看出，雖然核電廠被整修成遊樂園並商業化後，前

往當地的遊客增加，廢核電廠的內部和周遭環境也被整理、美化，當地人民靠觀

光事業增加收入，廢核電廠的存在也從他們的生活圈中消失，整個遊樂園的建設

還是著重在經濟發展而並非環境的保存，因此爐心水奇幻世界的生態現代化還是

在偏弱永續性。 

另一個環境治理的例子在四川巴中市。四川日報報導今年巴中市要加速環境

建設。政府提出五治三化：治路、治塞、治污、治水、治亂，綠化、亮化、美化，

目標要重新塑造城鄉風貌。在城鄉環境綜合治理工作中，巴中市提出，必須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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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徹底拆除違法建築，杜絕新的違法建築產生。與卡爾卡鎮不同的是，巴中市是

由政府的強大勢力主導環境治理。但其中卻壓迫了弱勢族群的生存和居住。根據

四川日報報載，市長周喜安堅決的表示：「政府不會為違規者買單，不會犧牲廣

大群眾的公共利益而牽就少數人的不正當私利。」此處少數人乃指的是違建居住

者，在中國大部分以貧戶或沒有身份證的移工為主。政府為了短期內整頓市容，

強力的拆除違建、驅趕違建居住者，但沒有為「少數人」規畫未來生活，恐怕只

會造成更多社會問題。政府的強大勢力固然有執行力上的效率，但容易忽視弱勢

族群的聲音，早成社會的隔閡，對於社會永續性的追求也是屬於弱的。 

雖然單一強勢的政府力量在環境治理上面有其缺陷，民主多元的社會卻也不

見得能達成環境永續的目標。環境治理是漫長且非立即能成功的事，每一個環境

政策都需要長期投入資源、人力才能在數十年甚至一世紀後才看得出效果，但在

民主社會裡，頻繁的政黨輪替、政黨之間的對立使得環境政策反反覆覆，無法一

貫的執行。以蘇花高的環評為例，本來執政黨下令要謹慎評估蘇花高對生態的破

壞，甚至一度不准興建蘇花高，在花蓮地方政府的帶頭施壓下，環評迅速通過。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成了政治角力的工具並變成兩極、排他性的爭議：誰反對經

濟發展就被歸類於某一黨，誰支持蘇花高興建就是背叛哪一派。在強調多元的政

治環境下，社會和自然環境的平衡依然是搖擺不定的。 

綜合以上可結論出：一、雖然生態現代化是一種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平衡的

理念，執行面上卻無法不偏向某一邊發展。標榜社會或環境永續的政策可能真正

目的還是為了在資本社會中逐利。二、在環境治理上常常會出現強弱勢力的對立

情形，經濟的強勢在要求環境治理時，可能忽略經濟弱勢的需求；而弱勢族群或

國家對於環保的意識並不是那麼注重。三、單一且強勢的政府力量和多元民主的

政治力量追求環境與社會的永續時，各有其弊與盲點。 

環境政策是為了因應環境風險，降低人類的傷亡，以及維護自然而做的，但

我們也需要檢視政策背後的目的與實行後會帶來的各種結果：究竟這些包著「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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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包裝的環境政策，是不是真的對自然與人都有好處，還是只為某一特定族群

圖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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