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請教兩位教授認為現今臺灣自
身的永續發展挑戰為何？
　水環系教授高思懷（以下簡稱高）：1992
年聯合國召開的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通
過舉世矚目的「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
後，為順應此全球趨勢，行政院於86年在小組
的編列下提升擴大為「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
員會」。臺灣政府一直以來有積極推動永續發
展的政策，因此可看出國家的重視程度。
　回歸看到臺灣所面臨的挑戰，第一是因為政
治的因素，各部會的首長任期有限，就任時有
自己想法，較欠缺整體思考，使政策無法延續
進行。第二方面，能源政策的制定，容易在有
心人士慫恿下走上街頭抗爭，造成民意凌駕於
專業的情況。像是溫室氣體的減量，需要長遠
的考慮，絕對不只是看眼前。第三方面，政府
各部會面臨問題會優先考慮自己管轄範圍，較
欠缺整體永續發展的精神。例如：在農業發
展上，山坡地的過度開發造成環境很大的傷
害，但農委會較以照顧農民生計為主，沒有太
大的動作。我認為永續發展委員會仍有加強執
行的空間。　 
　歐研所副教授苑倚曼（以下簡稱苑）：在臺
灣，火力發電是現階段最重要的發電方式，要
翻轉臺灣的電力結構，勢必朝再生能源發展
努力，達到環境永續的可能。目前政府在再

生能源的推動上，皆面臨些許障礙。風力發電
為臺灣主打的能源，但推動同時更影響到生
態，如：風扇的噪音干擾鳥類等，如何在兩者
之間取得平衡須努力。
　在太陽能源發展上，太陽能板的光電轉換效
率不高是一大挑戰，目前已有研究指出透過葉
綠素、碳等新方式以提升轉換效率。在生質能
源上，則面臨成本較高的問題。另外，地熱發
電則需考量開發地區地震帶等因素。

記者：書中第三章「經濟發展簡史」
中指出提倡綠色消費及生態化產業是
未來趨勢。請問兩位教授臺灣產業倡
導環保及綠能的經營，效果彰顯嗎？
　高：在臺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配合資源
永續利用的環保概念，已開始鼓勵國內之綠色
生產及綠色消費。不過一般消費者對於產品
的製造是否符合環保原則較不清楚，因此許多
國家都以環保標章的認證制度，提供消費者選
擇綠色產品的依據。政府機關推動的綠色採
購，則是優先購買對環境衝擊較少之產品，以
鼓勵綠色產品的生產及使用，希望帶動綠色消
費風氣，達到環境保護的效果。在市面上節能
產品已有些成果，但還是有很大的開發市場。
　在生態化產業發展中，環保署分別在高
雄、花蓮、桃園及臺南設立4座環保科技園
區，但都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推動與設置
「環保科技園區」可落實「資源回收再利用
法」的概念，達到資源永續使用的長遠目
標。此外，經濟部工業局推動以中鋼為首的生
態化工業區更是成功案例。　 
　苑：呼應高老師所說，在日常生活中，較費
電的電器都是像冷氣這樣的恆溫電器，以及再
生能源的設備，政府對於兩者皆有補貼措施。
　此外，臺灣有企業以美國綠建築協會設立
的LEED綠建築評分認證系統，以評估建築績
效是否能符合永續性，如：臺北101（LEED 
EBOM白金級）。另外，政府曾經推動過生質
柴油政策，以廢食用油來提煉生質柴油，經過
幾年後，由於許多車主投訴加了此油後傷害引
擎，因此目前此政策已暫緩實施，待釐清問題
後再做推動。

記者：書中第六章「地球限度」中指
出再生能源是永續發展方向，但再生
能源成本較高，並非每個發展中國家
首選，請問經濟成長與能源議題永續
發展如何取得平衡？
　高：沒有永續經濟與永續社會的適度支援
與配合，永續性環境與生態體系對人類的發
展也就失去意義。我們可以看到，再生能源的
運用，還是主要以收入較高的已開發國家所推
動。但是，再生能源的效率及負面向還是有很
多，值得一提的是，太陽能發電的製造過程中
會產生大量碳排放，其整個生命週期的碳排
放，是所有再生能源最高的。我們看能源問
題時就會出現偏差，加上能源政策不穩定因
素，在種種考量下，使其不太能成為發展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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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動態
◎南科資源再生中心獲企業環保獎銀級獎殊榮
　本校機電系系友林威呈，現任南部科學工業
園區局長。南科資源再生中心繼102年榮獲經
濟部節能績優獎後，11月4日獲行政院環保署
頒發國內環保最高獎項-「第24屆中華民國企
業環保獎」銀級獎殊榮，由南科局長林威呈受
獎。此為科學園區首例，更是全國工業區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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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英檢秘笈
文法不難

完成式、完成進行式、完成被動式（二）

1.只要「在一段時間之內」，「一直」在…，

就是「完成進行式」，是一種「強調」的語

氣：have been+ing

2.同樣的，「在一段時間內」，「被」…，就

是「完成被動式」，它和「完成進行式」只

有一字之差，進行是"ing"，被動是"p.p"：have 

been+p.p

例：

1.這一年來，我「一直」在努力。(現在完成進行)

    I have been working hard during this year.   

2.2000到2010之前，我一直很努力。(過去完成進行)

郭岱宗（英文系退休副教授）

    I had been working hard from 2000 to 2010.

例：1.他們的問題已經至今「被」探討至少五次

了。(現在完成被動)

    Their problem has been discussed at least five times.

2.他們的問題在上學期之中已被探討至少五次了。

(過去完成被動)

    Their problem had been discussed at least five times 

during last semester.

二、請填入正式文法，訂正後朗讀三遍

1.她在1998到2002年之間住在臺中(過去完成)

 　She ____ ____ in Taichung from 1998 to 2002.

2.她在1998到2002年之間，「一直」就住在台中(過

去完成進行式)

  She____ ____ ____ in Taichung from 1998 to 

2002.

3.這篇文章至今已「被」重寫三次了(現在完成被動)

  This article____ ____ ____  three times.

4.我至今都「一直」在等待機會(現在完成進行)

 　 I ____ ____ ____  for the opportunity.

5.我的手機在賣給你之前已經「被」修理好了(過去

完成被動)

  My cell phone ____ ____ ____ before you____ it.

三、答案

1. had lived

2. had been living

3. has been rewritten

4. have been waiting

5. had been repaired, bought

小辭典：
　碳足跡是呈現一個人或一項產品的碳排放
量，當能源與資源耗用量越多時，溫室氣體排
放量也越多，碳足跡數據就越大。

2書香聊天室

獲得該獎項之廢棄物處理機構。林威呈表示，
榮獲該獎除是對於南科資再中心肯定外，更是
對南科推動環保工作的一大鼓勵。南科將持續
推動環境友善，致力於企業社會責任上，更將
擴張綠色節能思維，期盼持續營造南科低碳永
續綠色園區，俾成為綠色環保園區的典範。
（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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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1屆締約國大
會(COP21)日前在巴黎舉行，G20領袖誓言要
達成協議，避免災難性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攸
關各國永續發展和人類物種的存續，是邁入
21世紀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人類賴以生存的
生態環境正急遽惡化，世界各國均普遍意識到
對抗全球暖化、水資源、環境汙染、氣候變遷
等相關議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為讓讀者對各層面的永續發展有更深入的了
解，本刊特邀水環系教授高思懷、歐研所副教
授苑倚曼，針對本書的永續發展概念與部分章
節進行對談。兩人以自身學術專長解析構臺灣
當前的永續發展相關政策、舉出臺灣案例與書
中國外案例相互呼應。

　本書是由國際知名發展經濟學家、聯合國
千禧年發展計畫特別顧問傑佛瑞‧薩克斯
(Jeffrey D. SACHS)所著，薩克斯具備深厚的
人道關懷與強烈的使命感，貧窮問題與永續發
展是他深切關注的經濟主題。
　本書內容詳實地結合研究與實務，是認識及
實踐永續發展最好的參考與指南。作者提出的
永續發展主張，講求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相互
連結，結合經濟發展、社會包容性和環境永續
於一體，這是人類有史以來面臨最大、最複雜
的挑戰，也是人類文明延續與進步的希望。

本書簡介
文字／周雨萱、蔡晉宇整理
攝影／閩家瑋

高思懷VS. 苑倚曼
解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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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目前並沒有最好的再生能源，只能在「兩
害相權取其輕」，每個技術都有優缺點，我們
要發揮優點、降低缺點。化石燃料可透過方
法，盡量減少汙染；再生能源方面，多克服各
項缺點，提升效率；核能也仍有很多研究發展
空間。我們無法只依賴一種方法解決問題，只
能使用各種方法，在缺點中慢慢改善，才能達
到最理想狀態。 
　苑：為對抗全球氣候變遷，先進國家紛紛
研擬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歐盟已設定明確的
減量目標，導入強制性總量管制與碳交易制
度。而在英國經濟發展學權威專家史登於2007
年針對氣候變遷的影響，提出「Stern review」
指出，為了避免氣候變遷危害到經濟發展，各
國勢必要降低碳排放量。另外，關於發展中
國家限制碳排放量的最新情況及對經濟會造
成何種影響，建議讀者可密切關注日前舉行
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1屆締約國大會
(COP21)。

記者：書中第六章「地球限度」及第
十二章「氣候變遷」中指出，各國致
力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美國加州更
以法律限制，請談臺灣政策及作為？
　高：我國政府在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政策
推動上，雖然已行之有年，但作法皆是鼓勵性
質，缺乏要求強制遵守的約束力。這當中包括
經濟部協助企業計算碳足跡，經盤查產品碳足
跡後，企業可開始規劃相關控管措施，完成所
需的減碳工作，除了得到節能效果，更降低生
產時的成本支出，達成獲利與環保雙贏。
　另外在針對企業環境管理制定的ISO14000
系列標準認證中，亦有相關溫室氣體減排規
定。由環保署於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的「溫室
氣體減量及管理法」，雖然賦予政府因應氣候
變遷，推行減緩與調適政策的法源基礎，但因
相關配套措施、施行細節尚未建置完備，在實
際執行上，政府仍有持續努力的空間。　 
　苑：國際能源總署（IEA）長年為聯合國統
計各國二氧化碳排放量數據，從此資料中可以
看出臺灣二氧化碳排放量受到控制。而我也呼
應高老師的觀點，臺灣目前在溫室氣體減排的
政策推行上，正因為缺乏強制力，所以更需要
的是一般普羅大眾環保意識的抬頭。
　我補充國外的案例，如：在英國，路上經常
能看到自發性的環保街頭運動，自創公會表達
環保立場、選擇支持環保法案的候選人等符合
永續發展的概念，是深植一般民眾心裡的。北
歐國家願意接受高價格的再生能源替代原有的
能源，也值得學習。

記者：書中第十章「糧食安全」指出
因環境改變威脅糧食體系的穩定，請
問臺灣有無此方面的問題？

　高：環境改變對糧食帶來的衝擊，此一問題
在臺灣不僅有，且影響是廣泛的。因環境改變
導致極端氣候越趨明顯，暴雨與乾旱發生的
頻率增加，在乾旱年，政府為確保民生用水
充足，往往會運用讓稻作休耕的方式來控管
水資源，而大面積的休耕意味著許多土地無
法生產，對整體糧食體系的穩定，自然造成
影響。臺灣尚能仰賴進口，來維持糧食的穩
定，但大量進口便宜糧食卻也帶來了令本土農
業無法生存的另一項問題，一再地對臺灣本土
的糧食生產帶來衝擊。　 
　苑：對此問題我先從全球的角度談起，從總
量來看，全球糧食生產足以供應全人類，問題
在於富國對於糧食的過度浪費，和糧價的上漲
導致貧國人民更加無力溫飽。而氣候的變遷正
是糧價上漲的原因之一，特別在2008年時，國
際糧食價格有一波明顯漲幅，迫使亞洲、東非
等地饑荒問題更加嚴重。
　臺灣在面對氣候變遷對糧食供應系統帶來的
衝擊上，亦有相關的因應措施，例如：農委
會位於臺中霧峰設有農業試驗所，已研發出
耐鹽、耐淹水的水稻品種，在將來海平面上
升，更多農地水源會受到鹹水影響時，便能展
現其價值，讓臺灣能降低因為氣候變遷所造成
的糧食供應不穩風險。我也期許臺灣能將此高
科技技術協助其他亞洲國家，以面對未來若氣
候改變造成糧食短缺問題。

記者：請兩位教授針對自身研究專業
領域談日常生活中能透過何種方式對
這些全球性議題作出貢獻、幫助？　
　高：書中介紹了有關貧窮的議題，而貧窮和
上一題談到的糧食問題是密不可分的。造成糧
荒的原因除了環境變遷，另外一個主要問題是

富國為了食用
肉類，將大量糧食用來
飼養牲畜。以牛為例：平均要
消耗掉10至15公斤的穀物，才得以生
產1公斤的牛肉，而10倍的穀物意味著10倍
的水資源消耗，飼養牲畜所造成的碳排放也對
地球環境造成負擔，從中不難看出，食用肉類
的成本是相當高昂的。因此，若要說在日常中
能做些什麼對地球永續發展有所助益，提倡素
食飲食會有相當顯著的效果。
　此想法獲得聯合國背書，在2011年的「永續
發展英雄獎」中，時任教育部次長林聰明，因
致力推行校園「每週一蔬食」政策，和推動校
園減少食用肉類的「週一無肉日聯絡平台」雙
雙獲獎肯定，以表揚對地球永續發展貢獻。　
　苑：記得我在法國時，有一年冬天正值能源
危機，當時曾看到電視廣告，廣告中主角對著
個箱子大呼：「我找到擺平能源危機的方法
了！」眾人湊向前看，發現是一件毛衣。廣告
欲傳達的概念是若大家都能多穿一件毛衣，暖
氣就不用開這麼強，能源自然能減少使用。同
樣概念在亞熱帶、熱帶國家依然適用，如：新
加坡倡導「不穿西裝、不打領帶」以節能，這
是我們日常就能做到的舉手之勞。
　其他如節約用電、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等，都是對地球永續發展帶來正向助益的
事。尤其是臺灣已做得很好的垃圾分類、資源
回收，應持續進行且回收再利用。改變從個人
做起，若大家都能從生活細節中注意到永續發
展，所累積出的力量，會是龐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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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系教授 歐研所副教授

對談人回應書中話語
     高思懷認為：書中最後一章節，提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
約》等內容，作為全球共同討論出的共識，可以讓我們瞭解未來大
環境所面對的挑戰，以及我們該如何因應，這是我推薦同學可多加
閱讀的部分。
　永續發展的概念不侷限於環境永續、經濟永續，我認為社會永續
亦是重要的一環，這當中包括了要從最根本的文化、教育來培養健
全的人格，人們若有了建全的人格，對環境保護、貧窮、糧食等議
題自然會有更大格局的思考，這才是地球能永續發展的溯本之源、

解決之道。

    苑倚曼認為：書中觸及的層面相當廣泛，較無詳細剖析各
別議題。在此推薦一些參考資料書目，提供讀者閱讀時相互
對照。如："Untangling the Environmentalist's Paradox: Why is 
Human Well-Being Increasing as Ecosystem Services Degrade?" 
BioScience 60 (8): 576–589；"Why Climate Policy needs long-term  
Deep Decarbonization Pathways"(網址：http://ppt.cc/c5iU4)；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Cambridge online book"(網址：http://
ppt.cc/oZM0y)等。針對個別議題推薦書目如：談論能源議題的
《能源真相揭密：一場遲來的氣候正義》、從食物當中探討環境
重要性的《香蕉密碼：改變世界的水果》、有關回收工業議題的
《一噸垃圾值多少錢》、而世界糧食危機成因，則可參考《糧食戰爭》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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