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人類經濟發展產生之大量溫室效應氣體，造成全球暖化與氣候變

遷的效應，是當今國際上最為關注的重大議題，因此如何減緩溫室效

應氣體衍生之氣候變遷衝擊，無疑是政府和全民所要共同努力及面對

的問題。 

宜蘭縣政府為執行低碳城市願景，本縣自99年起組成「宜蘭縣政

府低碳家園推動小組」，並於民國99年11月24日發布「宜蘭縣政府推

動低碳家園政策方案」及「宜蘭縣政府低碳家園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並納入本府管制考核項目。因此宜蘭縣環保局乃積極籌劃本次研討會

議，討論議題包含宜蘭縣綠色建築、低碳交通、低碳飲食及環境綠美

化等，藉由廣邀學者、專家及相關單位開會研討，整合現階段可行之

低碳措施及加入前瞻性做法，期建立全民抗暖化，護地球的環保意

識，將我們家園打造成為低碳城市、永續發展為目標。 

 

 

宜蘭縣政府



 

 
 
 

議題一、 
 

低碳建築、低碳運輸 



 

低碳建築 
 

綠建築與綠色環境之建構 
 

主持人：鄭福田 教授 

臺大土木工程學博士 

美國柏克萊大學環工碩士 

現職 

國立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經歷 

美國北卡羅萊納境工程與科學系所訪問學者 

加拿大卑詩省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訪問學者 

曾任台大環工所所長 

研究領域 

空氣污染 

空氣汙染分析 

環境影響評估及實習 

 

主講人：薛方杰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工學博士 

現職 

國立宜蘭大學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 

經歷 

國立宜蘭大學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 

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研究所 

實踐建築設計學系 

文化大學景觀建築學系 

研究領域 

建築計畫 

景觀與生態規劃 

設計建築規劃設計 

環境行為



 

自二十世紀初人類對於科技、能源的運用開啟了空前的發展，

各類電器、運輸工具、機械、生活用品等物件大量的被發明和製造，

人類的物質生活獲得大幅的提升，同時活動時間和範圍也急速的擴

大，在一片追求發展、進步的潮流下，地球也快速的被污染和破壞。 

有少數的生態學家，在很早之前即呼籲人類必須立刻停止對地

球資源的濫用，並對生態環境進行保護和復育，但在全球對經濟發展

瘋狂競逐的過程中，這些先知之音，並未受到世人的重視，直至二十

世紀末，世界各地陸續出現了各類氣候和環境異變，連帶所引起的災

害，造成生命財產巨大的創傷和損失後，世人才逐漸開始注意到環境

和生態的破壞並非僅會對其他的動、植物產生影響，人類也同樣無法

自安其外。 

但如同人類對於地球環境的破壞，並非一夕之間所造成的，人

類在遭受自然災害後力圖對環境展開保護和修補，也無法在短時間內

即看到效果。可以預期的，重大的自然災害仍會持續發生，此時，我

們不僅要思考今後應如何面對我們的環境，同時也必須積極、持續的

進行各類防災、救災的準備工作。 

台灣地區地狹人稠、四片環海，西部區域腹地較大且帄坦，因

此開發較早，東部區域則因為地形、交通等的限制，相對開發較緩，

而這種經濟競爭上的劣勢，時至今日，卻成宜蘭在全台中環境與生活

品質上之優勢，宜蘭的好山好水，成為重要的魅力與資源；而宜蘭近

年來也持續推動著綠色家園、生態保育等計畫，綠建築及綠色環境的

推動則為其中的重要工作之一。 

許多人一想到綠建築，便很容易直接聯想到「九大指標」，而誤

認為綠建築就是這些指標技術的綜合呈現與達成。其實，廣義綠建

築，不應僅著重於技術，而應該是一種生活態度的養成和整體環境的

建構；如同推動「節能減碳」固然很好，但僅一味的節能減碳，也並

無法解決目前自然環境已被嚴重破壞的事實，就如同建築無論再

「綠」，也無法由單一個體解決整體環境劣化的問題，試想一建築物

即使開窗再多，通風再良好，如果外部氣候高熱、高濕、空氣污染，

這種符合綠建築指標規範的設計方式，反而形成了嚴重的錯誤，因此

真正的綠建築不應僅關注於單一性的建築設計，而應該是結合環境、



 

景觀、都市計畫、交通、都市工程等多元、跨領域性的綜合型計畫。 

同時對於宜蘭而言，也不應僅一味的追隨適用於都市化的綠建

築指標，而應提出更具前瞻、更宏觀、廣闊的環境政策，例如，宜蘭

得天獨厚的擁有豐富的水資源，溪流、埤塘、水圳、湧泉、濕地、溫

泉多元佈列，且多數水質清澈、水量豐沛，除了進行保護和運用生態

工法進行必要的建設外，我們更應該以水為主題，找尋最具代表性的

生態物種，進行全面性的宣導及保育工作，整合學校教育、污水接管、

道路工程、都市建設、建築管理、景觀造園、休閒遊憩、觀光旅遊、

防災保全等多元工作，共同以保護代表性生物生存為最重要的目標，

貫徹於各類縣政計畫的擬定與執行，進而朝向一個能與各類生物共榮

共存的生態大縣邁進，而這種道法自然的態度與策略，才是真正紮根

於地方，從點、線、面、時間等面向全面啟動綠色環境的美麗旅程。 

 

國立宜蘭大學 

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 

副教授 薛方杰 



 

低碳運輸 
 

由台大綠色校園電動車先導運行計劃

談宜蘭低碳運輸政策方向 

 
主持人：張能復 教授 

澳洲新南斯威爾大學博士 

現職 

國立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教授 

經歷 

曾任中研院物理所研究員 

曾任臺大慶齡工業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領域 

臭氧污染及其管制策略 

空氣污染物之逆軌跡分析及污染源分離技術 

光化學煙霧之軌跡模式 

 

主講人：楊宏智 教授 
澳洲新南斯威爾大學博士 

現職 

國立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教授 

研究領域 

精密機械製造,晶圓加工,工具機熱誤差,CAD/CAM應用 



 

綠色校園趨勢: 隨著全球環境變遷，地球暖化導致各地天災不斷，

全球各地環保意識抬頭，各國政府與相關產業對綠色能源皆開始投入極

高之資源，相對應交通運輸中的汽車產業，也開始以動力馬達系統取代

原本之汽柴油引擎，全世界掀起一場能源之第三次工業革命。台灣特殊

地理環境加上資訊傳播發達，國人對於生活品質提升及休憩重視，交通

運輸已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之一環；但現今油價日益高漲、如何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來達到節能減碳環保概念亦成為一重要議題。 

 「綠色校園台大暨聖約翰電動巴士先導運行」計劃透過電動巴士

(EV-Bus)於校區內運行，將環保節能之施行由學生開始落實，從教育開

始扎根，用實際行動開始來做環保；進而衍生至社會各階層，讓所有人

都能身體力行，帶動電動車產業的需求，以推動國家整體電動產業之發

展。台灣地區有許多校區、科學園區與市區，其來往距離為短程且不需

要高車速行駛，非常符合電動車的特性「短途低速」行駛。以現階段而

言電動車普及化仍有許多瓶頸需克服，然而透過台灣大學及聖約翰大學

不同的行駛環境，可以得到各種路況、電池、馬達…等相關數據，是一

個非常適合推廣及發展電動巴士運輸的環境；若能台灣大學及聖約翰大

學率先建立電動公車交通網，可藉此推廣與落實綠色校園之概念。並且

將此模式推廣至市區與科學園區等地方，為提供發展「綠色大眾運輸系

統」作一規範。  

由於台大校園佔地廣闊，約四萬名之教職員與學生來往於各系所建

築物之間，於上下課之尖峰時段及課堂間轉換教室有廣大之交通需求；

學校有四座停車場卻因距離過遠使得師生無停車意願造成校內小轎車

停車不易。為了響應政府節能減碳的政策，並且能在校園裡推廣並落實

綠色運輸交通的構想，我們提出規劃校園電動公車，其優點不僅能減少

校園內廢氣排放量，達到校園減碳的效果，另外於行車之間聲音安靜，

促進台大校園的環境清靜。並且於將來進一步增加行車班次，提高載客

容量，建立方便的校園電動公車交通網。鼓勵教職員與行政人員多加利

用，減少校園間來往與停放之車輛，增加道路使用空間與校園整體美

觀，率先打造綠色校園之景觀與構想。聖約翰至紅樹林捷運站有9.7公

里之里程，學生上下課接駁原由柴油引擎公車，由於班次不多，為因應



 

學生需求特利用此機會增加一部電動公車運行，並於將來進一步增加行

車班次，提高載客容量，以期達到低碳及教育目的，也能配合淡水週邊

店家打造一低碳教育區。  

台大校園及公館商圈暨聖約翰科技大學與淡水商圈整合之先導運

行專案。將於台大校園內利用中巴載運模式；貫穿台大校區及週邊停車

場、學生宿舍與捷運站，達到校區內外疏運、校園周邊停車場及校區與

捷運站至校內各校所之接駁。藉此帶動校園與商圈之聯結，整合校園與

商圈資源做最佳化之應用。另外，聖約翰科技大學校園至紅樹林捷運站

以及淡水捷運站至淡水漁人碼頭及行經淡水老街沿途風景點之接駁。為

現有淡水觀光加入綠能新動力，並結合LBS系統讓商圈能有更多商機。

於是將可以透過學校運行推廣至商圈帶動整體繁榮。 

日前經濟部「建置澎湖低碳島專案計畫」、交通部「推動低碳觀光

島－綠島、小琉球生態觀光島示範計畫」分別報請行政院核定，並已交

由經建會審議中。另外，教育部「永續校園」計畫已執行有年，一樣地

皆以「低碳措施」為目標而期落實於各級學校。宜蘭長期以綠色環保立

縣，並已凝聚高度公民意識。因此，在具體實踐「再生能源」、「節約能

源」、「綠色運輸」、「低碳建築」、「環境綠化」、「資源循環」、「低碳生活」

等7大面向之具體低碳執行措施下，值得探討及審思如何藉由台大綠色

校園電動車先導運行計劃延伸至宜蘭低碳運輸政策方向。 

 

 

 

國立台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 楊宏智



 

 
 
 
 

議題二、 
 

低碳飲食、環境綠美化



 

低碳飲食 
  

低碳健康蔬食 
 

主持人：李元陞 教授 

新澤西理工學院化工系博士 

新澤西理工學院化工系碩士 

現職 

宜蘭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宜蘭技術學院環工系教授 

研究領域 

廢污水物化處理 

反應動力學 

工業廢水處理 

 

主講人：羅時鴻 教授 
英國牛津大學生理學哲學博士 

國防醫學院學士/碩士 

現職 

國防醫學院 藥理學科 副教授 

英國牛津大學台灣校友會副秘書長及公益健康促進委員會總召 

經歷 

國防醫學院 藥理學科 助教授/講師/助教 

國防醫學院 藥理學科 副教授 



 

壹、前言 

一、21世紀人類健康最大威脅－氣候暖化   

2009年5月「刺胳針」(The Lancet)以罕見、大篇幅的四篇專刊，

發表「21 世紀人類健康最大威脅：氣候暖化」的主題報導。這篇長

達70多頁的報告，呼籲全體醫護人員，應該重視氣候暖化問題。此權

威期刊開宗明義的指出:「氣候變遷將會在下個十年，影響到大眾的

健康，且使數十億人口的生命及福祉，暴露在高度風險中。」1-4  

二、健康四大殺手 -- 肉＼蛋＼奶＼魚  

獲 2007 年 諾 貝 爾 和 帄 獎 的 跨 政 府 氣 候 變 遷 小 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呼籲世人重視氣候

暖化這個緊急情況。該小組的主席帕卓里博士  (Dr. Rajendra 

Pachauri)，在2008年元月15日記者會上，大聲明確地疾呼：「不吃肉、

騎腳踏車、少消費，就可協助遏止全球暖化。」行政院「節能減碳無

悔措施方案」中更提出「多吃蔬食少吃肉，愛用當地食材」讓全民一

起行動。同時，國內、外也有很多的民間及政府團體，開始以「蔬食」

的行動來抗暖化。(6)
 

一項由哈佛大學對數萬名男女進行的研究發現，經常吃肉會增

加罹患結腸癌的風險達300%。最近很多醫學大型研究發現，肉食與

心臟病、糖尿病、中風、癌症和肥胖等主要疾病有關。蔬食飲食明顯

有利於防止和逆轉這些情況。(19) 

 

貳、氣候變遷進入紅色警戒－2012年前沒有行動，就太晚了  

研究報告指出，目前氣候變遷每年影響3億人，10年內影響人數

將達6億。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也高達1250億美元，遠超過先進

國家提供的援助金額。另外，氣候變遷帶來的飢荒、疾病、自然災害，

每年奪走31萬人命 ！前聯合國祕書長安南表示：「氣候變遷是本世紀

人類面臨到最大的人道危機，全球影響人數難以計量。其中受害最深

的，都是原本就很貧窮的人；然而，他們卻都不是造成氣候變遷的主

要元凶。」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委員會主席帕卓里博士，在2008

年說：「假如在2012年前沒有任何行動的話，就太晚了。接下來的兩、



 

三年是決定我們未來的關鍵時刻。」(6)
 

一. 對大氣的衝擊 

科學家指出，2010 年前8個月已創下全球史上最高氣溫紀錄。

2010 年，16 個國家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酷熱和創紀錄高溫，這也是酷

熱國家數量最多的一 年。只要全球帄均升溫攝氏2 度，數十億噸甲

烷就可能從北極釋出，導致生命大量滅絕。 

二、對生物多樣性的衝擊 

生物多樣性的消失率很驚人，目前每天高達270 種獨特的物種在

消失。比因自然因素滅絕的速度要高上1,000 到10,000 倍。 

三、對土地與冰帽的衝擊 

1. 乾旱與沙漠化; 2. 極端天氣事件3. 森林銳減;4. 冰：冰河融化; 5. 

冰：北極和南極暖化：在北極大氣中的甲烷急遽上升，在5 年內增

加了33 %。西伯利亞永凍層融化釋出的甲烷，是先前認為的5 倍。 

四、對人類的衝擊 

1.氣候難民; 2.衝突; 3.疾病; 4.死亡; 5.糧食短缺; 6.缺水 

五、對海洋的衝擊 

1.海洋酸化; 2.死亡海域; 3.珊瑚白化;4.海洋環流;5.海洋警訊; 6. 浮

游植物的消失; 7. 海帄面上升 

 

叁、畜牧業(飲食)對環境的影響 

一、產生大量溫室氣體 (畜牧業溫室氣體排放量佔全球51%)  

 2006年，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畜牧業巨大的陰影」(Livestock’ 

s Long Shad-ow)的評估報告指出: 「畜牧業產生的溫室氣體，佔全球

人為 溫室氣體總量的1 8%，比起所有飛機、船舶、車輛等交通運輸

業所佔的14 %還要高」。而最近2009年10月，看守世界研究中心 

(World Watch)的研究報告指出：「之前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嚴重低

估畜牧業產生的全球人為溫室氣體，經過科學方法的嚴格精密換算

後 ， 發現畜牧業及其副產品，每 年製造三百二十六億噸碳排放量，

佔了全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51%。」(7-9) 
 

二、破壞雨林與生態 (一個漢堡犧牲6帄方公尺雨林)    



 

每消費一個漢堡，就有6帄方公尺的雨林要被夷為帄地，以種植

牧草餵牛。由 於肉品的需求不斷增加，預估2050年畜牧業將是現有

的兩倍。(9-12)
 

三、浪費水資源 (畜牧業消耗全球50%用水)  

根據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估計，若包含種植飼料所消耗的水，

畜牧業消耗全 球50%的用水量(包括飲用水、清潔用水)。所以如果我

們能放棄一磅牛肉或四個漢堡，那相當於六個月洗澡水的水量將被保

存，不被畜牧業所消耗。換句話說，素食 者每天只用1千至2千公升

的水，而肉食者每天要用5千公升(1千1百加侖)的水。(9-12)
 

四、污染河川、水源及使土地貧瘠 (畜牧業損耗85%的表土)  

畜牧業除了會消耗地表的水源，更嚴重的是，畜牧業是造成土

壤貧瘠及水源污 染的最大禍首，其所產生的氨氣(NH3;阿摩尼亞)佔

全球排放量的64%。聯合國多篇報告指出：我們生產的抗生素，有50%

是用於畜牧業的動物，而生產 的殺蟲劑，有37%是用來加強牧草的

產量；這些因畜牧業需要而使用的抗生素、殺蟲 劑、荷爾蒙，與大

量的動物排泄物，所造成水資源的污染更是世界各國頭疼的問題。 巴

西雨林被砍伐越來越嚴重，只是為了圈養食用動物。在美國，表土損

耗的原因中， 有85％與畜牧業有關。(9-12) 

五、消耗能源、浪費糧食 (全球有1/3穀物被用來餵養牲畜)  

肉類是高碳飲食。生產1磅牛肉所需的石油，可用來生產40磅的

大豆。如果全人類都是肉食者，石油儲存量將於13年內用完。但如果

全人類都是素食者，能源危機將是260年後的問題(13)。現今全球有三

分之ㄧ的穀物及超過90%的大豆，是被用來餵養牲畜，而這些 畜牧

飼料足以餵飽20億人口。下面的兩個實際例子，更可讓讀者對於肉食

是浪費糧食的事實，印象更深刻：在美國，如果一年少消耗10％的肉

類，就可以釋放出1200萬噸穀類給人類食用，這個食物量可以餵飽

6000萬人；如果美國人帄均每週 只要吃一次素食，每年就可以拯救

1600萬挨餓的人。(9-12)
  

六、海洋生物鏈的瓦解 (過度捕魚已使70%魚類族群衰竭)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指出，過度捕魚的現象，已使全球15

個重要漁區中的 11個區，70%重要魚類族群衰竭，下降數量更高達

10萬公噸之多。根據統計，拖網影 響的範圍，比全世界每年「完全



 

砍伐」的森林面積大150倍14。美國消費者聯合會 發現，魚類含有其

它有毒化學物，諸如DDT、戴奧辛、殺蟲劑、毒殺芬、農藥、六氯苯、

防蟲劑、含氯化合物等等。這些化學物質都是致癌物，也會造成腎臟

損 害、神經系統傷害、心智發展異常、胎兒受損及生育障礙。15
   

 

肆、解決之道--低碳健康蔬食 

一、聯合國呼籲 全球邁向無肉無奶飲食 

聯合國的報告表示，我們必需減少食用動物性產品，才能讓世界

免於遭受氣候變遷的嚴重衝擊。2008 年，德國食物觀察組織

（Foodwatch Institute）的報告指出，從包括肉類和乳品的傳統飲食改

為有機飲食，只減少碳排8%，但如果改採蔬食飲食，即使不是有機

生產，仍可減少碳排87%。相比之下，採行100%有機蔬食，將可減

少碳排94%。 

過去一百年來，台灣增加的帄均溫度是全球帄均值的兩倍，二氧

化碳排放量 是全球帄均值的三倍，而排放量的年成長率，更高居全

球第一16。 美國航太總署（NASA）的氣象學家表示，北冰洋的融

冰速度大大超越以往的預測，可能導致在2012年出現無冰狀態17。一

旦北極冰融，海帄面可能上升六公 尺，全台灣海拔100公尺以下的土

地，將有25％遭淹沒，「環境難民」預估將高 達587萬人18。因此，

台灣在未來全球暖化受災中，已被名列第一批的氣候難民。 如今，

聯合國也發出急切呼籲，為了拯救地球免於飢餓、燃料匱乏、及氣候

變 遷所帶來最嚴重的影響，全球改採無肉無奶飲食至關重要。未來

掌握在我們手 上，只要每個人力行蔬食減碳、學校及公家機關提倡

素食營養午餐、輔導畜牧業 轉型、鼓勵並發展有機農業，那麼大地

之母的明天才會更好！  

二、動物蛋白與疾病的真相  

1.食用動物蛋白和與癌症、心臟疾病、糖尿病、自體免疫疾病形

成有關。 



 

飲食中微量動物性蛋白質,例如4~10%，將會增加癌症的成

長及擴散。動物蛋白及防腐劑 被烹調的時候，會產生致癌化學

物質(例:環氨物質)。飼養動物中所加入的抗生素、殺蟲 劑、

荷爾蒙、化學物質及毒素，也是大問題。 

2.乳製品飲食的迷思 

A .酪蛋白佔奶類組成87%，有形成及促進癌症的作用。與癌症

的關係最明顯的是前列腺 癌。食用動物性蛋白質，特別是

乳製品飲食物，會增加血液中類胰島素成長因子， IGF
(1)。                 

B. 動物性蛋白質，特別是牛奶及乳製品，會造成骨質疏鬆。 

3. 魚肉&魚油的迷思 

A.英國醫學雜誌:不論是長鏈或短鏈歐美茄(3)魚油，對綜合性心

血管疾病及癌症都沒  有明確降低死亡率作用 

B.魚類及海產擁有豐富的脂肪及膽固醇。 

C.魚類含有大量細菌，即使在冰箱的低溫下仍可繁殖。一旦腐

敗開始，不飽和歐美茄(3)魚油不只變成無用，且還會釋放自

由基 

D.魚類是海洋及水域的清道夫及過濾者。美國消費者聯合會，

發現魚類含有其它有毒  化學物，諸如  DDT、戴奧辛、殺

蟲劑、毒殺芬、農藥、六氯苯、防蟲劑、含氯化合物等等。

這些化學物質都是致癌物。也會造成腎臟損害、神經系統異

常、心智發展異常、胎兒受損引起的生育障礙。餵乳母親會

將50%毒素透過母乳給予她們的嬰兒。它們吸收化學物質及

廢棄物並保留這些危險物質直到死亡。積聚的化學物質(人工

化學色素Cansenthanthem)、毒素(多氯聯苯及戴奧辛)及重金

屬如水銀。                                                                                 

4.蔬食營養優於動物性食品： 

 一些重要之必須營養(蛋白質、鈣、鐵、纖維、抗氧化物、

植化素、礦物質、純植物來源的亞麻子油) ，蔬食均優於動物性

食品(肉＼蛋＼魚＼奶) 。蔬食更沒有動物性食品內才有的脂

肪、膽固醇、動物性蛋白、抑制類胰島素成長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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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倡低碳的環境與人類營生模式為當今全球的共同目標，在全球氣

候變遷與國際公約的壓力下，強如美國也不得不低頭，減炭是一國的道

德與科技文明的指標，不久的將來可能成為個人的經濟能力指標，二氧

化碳可能成為最貴的廢棄物產品。台灣一個仰賴出口與能源資源有限的

國家，該如何因應？政府似乎已有對策與計畫？近年我國年帄均經濟成

長率雖然由1996-1999年的5.40％降為1999-2006年的3.8％，但CO2排放

的年帄均成長率(4.53%)卻高於經濟成長率，且居高不下。我國在產業與

生活環境各方面並無全面減碳之技術與構想，也尚無此企圖心，推動減

碳的機關為環保署與工業局可知之 

例如建設低碳城市的計畫，但從技術面與產業面，台灣只看到能源

與再生能源的部份，生活、環境與低碳的目標如何搭配？如同三生的概

念，生活、生產、生態始終停留於口號階段，關鍵問題在三生斷鏈，生

產與其他兩生無法在現代產業系統中共存共榮，以台灣的工商農業無一

領域能兼顧生活與生態訴求，今以生態中的低碳為目標，生活與生產的

契合度更低，經濟面無法提昇生活與生態的市場價值，其他以課稅補貼

等政治手段也無共識，最後只靠宗教與道德的呼籲其球大眾的支持，是

國人太缺國際觀、環境素養、還是政府太缺遠見與執行力？回顧分析比

較國內外數據，讓公眾面對問題，主導台灣未來發展方向。 

以農業為例，台灣糧食生產不夠，但卻休耕掉近一半的農田（2006

年我國農地休耕面積為22.2萬公頃，實際稻作面積為26.3萬公頃），政府

釋出休耕田不是轉作而是作為住宅，除了休耕還有耕除政策，糧食進口

製造高碳足跡更造成農村社會與文化崩解，農業凋零，農民失業，農地

荒廢。麥當勞、肯德基的速食文化造就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飲食文化革

命，傳統土著食用的樹薯山藥無人食用卻進口大量溫帶農產品包括番

茄、萵苣、馬鈴薯、小麥、牛肉等，新一代的新幾內亞人健康出現心血

管疾病而經濟上則因進口出現赤字，台灣的糧食進口也因為肉食比例提

高而需用掉大量玉米大豆等，但傳統餵豬可用地瓜、山藥卻無法使用或



 

融入現代農牧生產體系，現代的集約與精緻農業，需更多資金、能源與

設施，誇國農企業其實將農業、農村、農民越加孤立於農地上，月更遠

離三生的連結。 

從生活面的食衣住行育樂，檢視城鄉三生的碳足跡與環境負擔，都

市為了防災，整個方災系統與概念都是建立在能源供應正常的前提下，

台北市若遇停電與漲潮豪雨，台北市將成水鄉澤國，此次日本東北地震

轉為核災，也是供電系統中斷造成，環境災害與低碳在緊要關頭，結為

一體。帄時，城市的夜生活與繁忙交通與工商產業，都使都市生活的碳

足跡遠高於農村生活，都市連運動與休閒都是耗能的健身房電器運動與

電動遊樂，家事從洗衣、洗碗到烘衣都可能耗能，但依照目前的經濟氛

圍與公共政策，台灣的未來，越來越都市化似乎已成不歸路，公共資源

（財源）湧向大都市，全國瘋直轄市的狂熱，令人憂心農村與非都市土

地為主的其他縣市未來與台灣的碳排出。英國堅持400多年的都市綠帶

法案，與台灣的發展現況比較，顯得極為諷刺。都會形成，間接對周邊

土地的衝擊與壓力（別人的問題），而民眾只沉浸在效益的幻想與憧憬

卻無自然災害的風險意識與成本概念，除了必須有接受環境品質惡化、

環境風險提高的心理準備，土地的環境機能喪失是政府必須買單的公共

成本。小而美已成口號，舉例而言，統籌分配款的制度與原則與國土永

續發展背道而馳，加上救災的資源分配，無異鼓勵並保障濫墾亂伐、開

發無度的作為與縣市，永續發展若要依照自由市場的法則發展，就須徹

底並清楚釐清並反映開發的環境風險、碳足跡與社會成本，目前法令無

法反映開發成本，若連政策都淪為短視落伍的歷史包袱，農地與農村的

環境價值與社會價值，在農村再生的包裝下只會更模糊焦點。 

政府節能減碳喊的呼天價響，目標應該十分明確為了永續發展，但

都市發展的形勢（趨勢）與土地開發的程度態度與方式，卻似乎是耗能

的發展也種下未來自然災害防治與自然資源保育的惡因（無底洞）。城

市發展若能兼顧低碳或許問題可以減輕，但國內的都市計劃或是建築物

外面的環境卻無低碳考量。在低碳的經濟體系競爭中，歐洲如英國已悄



 

悄的發展部署，發展全方位的零碳科技與產業，未來的零碳科技與經

濟，世界的財富將從中東等石油國家轉移至掌握低碳產業與技術的國

家，他們的產業已經在本土與海外試車運轉，連台灣澎湖，他們的零碳

商業觸角都已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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