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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題目：走出末日預言的敘事觀點：台灣氣候變遷新聞論述分析 

英文題目： A narrative analysis of Taiwan News reporting on climate change 

摘要： 

氣候變遷是 21 世紀最重要的環境議題之一，受到全球各地媒體關注。然而

氣候變遷成因不易察覺且具備時間延遲特性，因此新聞報導時經常以科學數據作

為「煽動性報導」的基礎，在呈現氣候變遷議題的科學事實時，也提供特定的詮

釋觀點。本研究希望瞭解台灣新聞媒體如何呈現氣候變遷議題，蒐集自 2011 年

至 2012 年間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相關報導，以語藝觀點的

敘事分析進行研究，瞭解新聞報導如何敘述、定義與建構氣候變遷相關的故事，

並且進一步分析說故事的型態與敘事者為誰等面向。結論顯示台灣在地新聞報導

主要以「氣候異常」的敘事類型，凸顯的敘事元素包括場景、事件、時間關係與

敘事者，其強調在地與常民專家的說法，與規律、和諧的環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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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起點 

 

    隨著電影【明天過後】、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問世，以及 IPCC 科學報

告出爐，氣候變遷議題愈來愈受到各國媒體報導與關注，台灣則以陳文茜率領製

作團隊完成【±2℃】紀錄片為代表。綜觀國內氣候變遷相關新聞報導，在消息

來源部分，多半仰賴外電資料、缺乏深入的專題報導；在報導觀點部分，則是傾

向支持暖化論的單一觀點，鮮少出現反對聲浪；在報導主軸方面則是強調個人節

能減碳的因應作為，以災難的恐懼訴求強化暖化意象，未能針對氣候變遷成因與

具體影響做更深入的剖析（徐美苓，2011）。另一方面，新聞媒體受限於市場壓

力，呈現全球暖化現象的方式往往陷入「啟示錄式的災難式預言」或「烏托邦式

的低碳社會想像」，造成社會大眾的理解失真（葉欣誠，2011）。 

    氣候變遷成因不易察覺、距離人們日常生活遙遠且影響時間延遲，諸多不確

定因素使得相關論述必須建立在科學知識基礎之上。李河清（2004：78）提到「政

策制訂需要科學依據，氣候談判更需要氣候科學評估作為後盾。」事實上，科學

研究成果不僅成為政府機關訂定氣候變遷相關規範法令的基礎，也是新聞報導所

依據的主要消息來源。關於氣候變遷議題，大多數民眾僅能仰賴媒體作為訊息來

源，即便報導中傳遞不同的科學發現與觀點，卻仍不免被「煽動性報導」取代

（Giddens, 2009。轉引自黃煜文、高忠義譯，2011：60）。 

然而令研究者好奇的是，台灣媒體如何呈現氣候變遷議題？為回答研究問題，

本研究將蒐集相關新聞報導，以語藝觀點的敘事分析瞭解台灣媒體呈現氣候變遷

議題時強調哪些敘事元素、主要敘事者為何等。研究的最終目的是希望藉由分析

與批評氣候變遷相關新聞，翻轉當前以人類中心思維的環境論述，提供另一種值

得思考的創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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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氣候變遷等環境議題是高度社會建構的社會議題，人們透過語言作為媒介來

建構環境問題，並且協商社會間對相同問題的不同歧見，我們的信念、態度與行

為也深受我們如何透過傳播來理解自然與環境議題相關（Cox, 2006）。本文在此

想瞭解的是，新聞媒體如何呈現氣候變遷議題，文獻探討的部分將分為兩個部分：

（一）知識、語言：人們如何看待自然；（二）誰說了故事、怎麼說。試著理解

新聞報導如何敘述、定義與建構氣候變遷相關的故事，以及語言在其中扮演的角

色等，並且進一步分析說故事的型態與敘事者為誰等面向。 

 

（一）知識、語言：人們如何看待自然？ 

 

探討語言的重要性在於，我們生存在符號之中，透過個人與他人的符號運作

影響我們如何感知、經驗與行動（Foss, 1996）。使用語言的同時也包含了社會

認同、社會關係，以及知識與信念系統（Fairclough, 1997）。在此，語言與人

類思考過程緊密相關，並非獨立於人類思考之外的物體，透過語言或論述分析，

不僅可以瞭解人們思考的方式、觀點與價值預設，還可以彰顯語言背後被視為理

所當然的意識型態與權力關係。Cox（2006）認為「環境」（environment）作為

一符號概念，在不同時期、依據不同利益而有不同的定義，而這些相互競爭的聲

音在許多公共領域中可以看見，包括定義、形塑與挑戰既有概念等。因此，在環

境傳播研究中應該關心的是人們如何「命名」環境，從分析定義人類與環境之間

關係的語言符號，瞭解透過語言的溝通人們如何理解與看待外在世界。 

媒介對特定議題長期且公開的報導往往能夠引發社會關注，以氣候變遷議題

而言，此現象自西方工業革命以來持續發展，卻直到 20 世紀末才受到廣泛討論，

其主因即是媒體大篇幅報導。媒介在氣候變遷論述中亦扮演重要中介角色，其必

須作為科學家與社會大眾之間溝通的橋樑，將科學知識轉換為大眾可接受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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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採取改變的行動（Carvalho & Burgess, 2005）。但媒介不僅呈現科學事實，

往往也以特定框架詮釋、解釋了科學事實，再加上民眾多半僅能仰賴媒介獲得相

關訊息，因此媒介以何種方式報導，其背後隱含哪些認識環境的觀點與方法，均

可能透過論述傳遞給社會大眾，進而影響或改變人們對自然的想法。然而媒體往

往受限於報導形式與時間，未能針對環境議題進行長期且深入的調查，反而是將

相關報導聚焦於冰河溶解、北極熊無家可歸等簡單、強烈意象與特定事件中，以

凸顯極端氣候帶來的嚴重程度，使得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環境議題，與關乎其

他生物生存權益的問題均難以適切地在媒體上呈現（Cox, 2006）。 

在《不願面對的真相》一書中，作者以精美的圖片、明確的科學數據企圖向

大眾呈現未來的地球面貌、傳達全球暖化危機的迫切性，以喚起民眾採取行動的

決心。其中最重要的比喻或許是「她，是我們唯一的家」（張瓊懿、欒欣譯，2007：

298），在此，艱澀生硬的科學數據退位，代之而起的是家的意義與價值，成功地

將全球暖化的科學議題轉換為道德議題。而在其他的相關論述中，環境亦可能被

視為「受害者」（victim）、「病患」（sick patient），或是人類得以無窮取得的

「資源」（resource），以及可能危害人類生存的「問題」（problem）（Meisner, 2004; 

轉引自 Cox, 2006: 168）。在這些符號的「語藝建構」（rhetoric constrction）

中雖然成功幫助人們喚起環境保護意識，卻也在無意間強化大自然是人類得以控

制、使用與改變的觀點。 

從上述的分析當中可以看出氣候變遷論述並不僅僅是以客觀中立的角度呈

現問題關鍵所在，而是希望透過理性的語言溝通，進一步說服閱聽眾採取有利於

減緩暖化的行動。政治學者林子倫（2008）提及公共政策研究在 1990 年代出現

三種轉向，其中包括「向語言轉」（linguistic turn），顯示語言在制訂政策的

過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在全球暖化論述之中，無論是官方政策的擬定過

程，或是媒體呈現的觀點，語言與符號的使用均是相當重要的一環，不僅影響人

們觀看議題的角度，亦可決定人們採取行動的可能性。而語藝是關於言說、符號

與意義的學科，亦是拆解語言意義的重要研究取徑，不僅能夠促進各種論述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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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觀點與平等對話的空間，其豐富的人文傳統亦提供人們得以反思與批判的

力量。且從語藝觀點出發得以避免掉入科學與道德的對立陷阱，進而在同一知識

基礎上補綴氣候變遷議題更為豐富的樣貌。 

 

（二）誰說了故事、怎麼說？ 

 

本報告預計採取的理論觀點與研究方法為語藝研究中的敘事批評方法，強調

人是說故事的動物，透過說故事達到說服人心的目的。敘事批評可以嘗試回答下

列問題：當新聞論述氣候變遷的故事時，其中的角色、場景、情節等元素如何安

排，呈現哪些故事類型。 

Alasdair McIntrye(1981)曾說：「人在他自身的行動與實踐，本質上是一種

說故事的動物。(轉引自葉文陵，1998：32)」Fisher(1984)承續此項觀點與 Burke

的戲劇觀點，認為故事不但是人類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現象，也是人類使用象徵的

最終形式。敘事的定義就是：「一種象徵行動，對創造者與詮釋這些象徵行動的

人而言，具有組織經驗次序與賦有意義的作用。(Fisher，1984；1987。轉引自

葉文陵，1998：33)」因此更進一步檢視文字與論述的範疇，「說故事」或許是個

普遍且得以觀察的點。氣候變遷相關新聞論述所依據的雖然是科學數據與實驗報

告，但新聞記者怎麼陳述、書寫與鋪陳，卻也呈現某種特定的故事觀點。 

語藝觀點的敘事批評與文學或傳播領域的敘事批評不同，前者所關心的焦點 

是「論述中的故事如何達到某些語藝功能(如說服、論辯)，或意圖達到什麼語藝

功能，以及透過什麼樣的敘事內容與敘事方式來達到某些目的」(林靜伶，2000：

99)。 Fisher 提出敘事典範的最終目的在於質疑強調理性論述作為知識基礎的

傳統，忽略日常生活中以最基本的說故事形式陳述論點的溝通行為（林靜伶，

2000）。在本研究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除了專家說法與科學語言的陳述之外，

新聞報導也會引述在地居民或農民的說法，以說故事的方式呈現他們對氣候變遷

的推論與想法。顯見敘事是人類最基本的溝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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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1984)提出了敘事典範的五個預設，他的目的在於「批評自柏拉圖、 

亞里斯多德、培根、笛卡爾、洛克以來的理性典範影響下，價值的重要性被貶抑、

邏輯推論與日常生活分開、『專家』被賦予論述的優勢位置」(林靜伶，2000：96-97)

他認為說故事雖然看似說情，是一種「非論述性(nondiscursive)」的論述，但

是敘事背後仍存在一個理性判準的基礎，而這才是敘事是否說服人的核心。敘事

典範的五個預設如下：(轉引自林靜伶，2000：97) 

 

1、人是說故事的動物。 

2、人決策與溝通的典範模式是「好的理由」(good reasons)。所謂「好

的理由」在形式上因情境、類型、傳播管道等方式而異。 

3、好的理由的產生與實踐受到歷史、文化、人物特性等因素的影響。 

4、理性(rationality)決定於人作為敘事的動物的本質。此一本質包含

兩個特性：敘事可能性(narrative probability)與敘事忠實性

(narrative fidelity)。前者指構成完整故事的可能性，後者指故事與

真實生活經驗相符的程度。本質上，人有潛藏的對敘事可能性的自覺與

測試敘事中實性的習慣。 

5、我們所認知的世界是由一連串的故事組成，這些故事必須被篩選以使

我們在生活中能持續地再創造(continual re-creation)。 

 

 敘事分析不僅關注故事的內容，也就是文本中所隱含作者的價值觀與觀看世 

界的方式，也關注故事的形式，也就是這個隱含的價值觀點用什麼方式被架構出

來的。但相較於語藝批評的其他取徑，敘事批評並未發展出一個具體的分析步驟，

這與 Fisher 提出敘事典範時著重哲學、理論層面有關。Foss(1996)提出構成敘

事內容與敘事形式的八大要素，建議研究者依此八大元素來分析所選擇的敘事文

本，並找出哪些元素最為突顯，或是哪些元素與研究問題最為契合，再對這些元

素做更深入的探究。此八大元素包括：場景(setting)、角色(characters)、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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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者(narrator)、事件(events)、時間關係(temporal relations)、因果關係

(casual relations)、聽眾(audiences)、主題(theme)。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瞭解的問題是台灣新聞媒體如何呈現氣候變遷議題，預計採取的研

究方法為語藝批評的敘事分析。透過敘事分析可以瞭解氣候變遷論述所呈現的敘

事型態，以及敘事中各個元素哪些被凸顯、哪些又被排除。馬雅預言 2012 年會

發生世界末日，為瞭解台灣媒體報導氣候變遷是否使用末日預言框架，因此，本

研究預計蒐集自 2011 年至 2012 年間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等

新聞報導內容作為分析文本。 

本研究一開始以「氣候變遷」、「全球暖化」等關鍵字進行文本蒐集，發現新

聞報導呈現氣候變遷議題時經常與氣候異常現象相關，因此改以關鍵字「天氣異

常、氣候異常、天氣異象、氣候異象、極端氣候」蒐集相關新聞，排除國際、外

電新聞與評論，自由時報共 12 則、蘋果日報 0則、聯合報 15 則、中國時報 7

則，符合分析文本總共 34 則。依據新聞文本進一步嘗試歸納出台灣新聞報導中

呈現氣候變遷的敘事類型，檢視在這種全球暖化危機中，台灣觀點如何看待人與

自然之間的關係。 

 

四、氣候變遷敘事類型分析 

 

    本研究發現台灣報導在地氣候變遷相關新聞時，大部分呈現的敘事類型與

「氣候異常」有關，與國際新聞版面處理全球暖化議題的方式有鮮明差異。其中

比較凸顯的是場景、事件、時間關係與敘事者等敘事元素，例如氣候異常所呈現

的場景多半聚焦在台灣當地，像是農村、田野或是觀光區等，而不是大範圍的投

射出全球概況；故事內容說明的事件則是以農作物產量、漁貨量、觀賞花生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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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動物遷徙等具體可觀察的事物作為主角，而不是以抽象、難以觀察的推估數據

作為敘事基礎；敘事者除了所謂的「專家」之外，也納入常民觀點，呈現在地人

的長期生活觀察，而不是一味的以科學家的意見為意見；最後，故事強調的時間

關係彰顯於「數十年未曾見過」、「我種這麼久第一次看到」，或是「破百年紀錄」

等句子，說明「恆常」發生的事產生了「異常」。 

分析新聞文本之後，發現台灣在地新聞報導主要以「氣候異常」的敘事類型，

呈現氣候變遷的議題，接下來將針對在文本中被凸顯的敘事元素做較為深入分

析： 

 

（一）場景 

    本研究一開始蒐集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相關新聞文本時，發現大部分訊息分

佈在國際新聞版面，談論的重點也多半聚焦全球範圍，例如逐漸融冰的北極圈、

冰河等，或是其他國家遭受氣候災難的殘破家園。這些新聞內容雖然是報導全球

暖化的重要資訊，但由於其描述的場景距離台灣遙遠，不見得能夠貼近一般民眾

日常生活，進而產生環境保護的意識。但若我們將研究重心轉向在地的相關報導，

就可以發現新聞文本描述的場景多半在台灣非都會區，例如基隆、苗栗、彰化、

屏東、台南等農村、田園，放置的版面包括中部都會、桃竹苗焦點（中國時報），

或是台東焦點、宜蘭焦點、南投焦點（自由時報），以及宜花、大高雄、新北市

基隆（聯合報）等。這也說明了氣候變遷的特性，即便它是全球性的變化，卻也

彰顯出因應不同國家地理與人文環境，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氣候現象，也面臨不同

程度的危險與災難。 

    另一方面，不同於外電報導強調以科學數據、實驗報告作為氣候變遷的證據，

以抽象的科學語言建構全球暖化的圖像，在地報導則實際呈現民眾生活環境中產

生的具體變化。這種敘事方式能夠告訴閱聽眾：氣候變遷不是遙遠、長遠的議題，

它確確實實發生在你我生活的周遭，只要你稍微留意就能夠發現的明顯變化。因

此，全球暖化不是別人家的事，而是每一個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都應該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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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 

     

（二）事件 

    氣候異常的敘事類型中，特別凸顯的事件有幾項，包括天氣異常造成農作物

產量與漁貨量減少，以及原本應該開花的季節卻延遲或提早開花，或是螢火蟲、

蜜蜂、候鳥與珊瑚等生物的遷徙、生長情況產生變化。這類的報導不見得會將氣

候變遷的成因具體點出，而是從自然環境、氣候與動植物等變化的事件堆疊出氣

候異常的現象，而且它確確實實發生在台灣各個角落，對你我生活可能有直接且

立即的影響。 

    這樣的事件以「正常」與「異常」作為對比的基礎，也就是說在台灣在地民

眾的生活中，存在一個大自然運行與循環的規律，按照特定的邏輯和諧且平衡的

運行著。因此，在新聞文本中會提及：「梅嶺梅花向來在十二月中旬綻放，今年

提早於十一月下旬開花，而且，更首度出現低海拔地區比高海拔先開花的異常現

象，就連原本該在春天二月開花的李花，竟也同步綻放，讓人嘖嘖稱奇。」（中

國時報，2011 年 12 月 2 日，雲嘉南焦點‧運動/C1 版）強調花期「向來在十二月

中旬綻放」、「原本該在春天二月開花的李花」，這種規律與循環的規則原本應該

可以被預期與預測，一旦超出正常範圍，就會被視為奇特的異常現象。 

或者，當人們無法對某些現象提出解釋時，也很容易將其歸因於氣候異常，

例如：「宜蘭縣漁民徐清龍日前在壯圍鄉海邊的淺水區竟捕到棲息在水深 1500

公尺的深海沙魚，捕魚生涯 60 年首見，質疑說：『難道也是極端氣候惹的禍？』」

（聯合報，2011 年 1 月 28 日，B1 版/宜花．運動）。基於過往經驗不曾見過，或

是常理判斷不該發生，卻也不知道該如何解釋的現象，往往被認為與全球暖化造

成的氣候異常有關。雖然這種來自在地常民的觀點，最後未能獲得科學家的證實，

但這種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的異常現象，的確讓人對環境議題有更多的省思。 

從這樣的敘事當中也不難發現，當西方暖化論述透過科學家的說法與末日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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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相互結合，向全世界提出鄭重警告時，其忽略了末日框架不見得能夠適用於所

有社會文化脈絡之中。例如在台灣以農立國，長期以來農民透過耕種與自然環境

與土地之間維持著和諧的平衡，正如同孔子所言：「天何言哉？四時生焉。」大

自然有其運行的規律，興亡之間有其週而復始的循環，因此，沒有所謂「世界末

日」的概念。反映在此敘事類型中，也可以發現這些常民依據的不是科學數據，

而是先人留下的智慧與自己累積的觀察與經驗，這種強調和諧、秩序、平衡的環

境思維，或許才是台灣觀點的獨特之處。 

 

（三）時間關係 

    氣候異常的敘事類型中，用來強調與凸顯異常現象的元素正是「時間關係」。

例如自由時報報導荔枝產量減少的新聞時提到：「七十一歲的農民唐正雄表示，

他種玉荷包十二年，第一次遇到這種情形。」（自由時報，2011 年 5 月 25 日，

A09 版，生活新聞）或是：「『我在這裡住五十幾年，從未看過山腳的梅花比山

頂早開』，當地業者張上榮的梅樹位於海拔五百公尺，他說，梅花一向皆由高海

拔約八百公尺處先盛開，之後才依序沿著低海拔地區綻放，這一回，是有史以來

首度目睹『顛倒』情形。」（中國時報，2011 年 12 月 2 日，雲嘉南焦點‧運動/C1

版）一則是強調 12 年種植以來，另一則是強調 50 多年居住以來，皆是以時間元

素作為論述重點，凸顯「有史以來」或是有觀察紀錄以來，從來不曾的景象突然

有了變化。這樣的常民觀點與庶民知識，雖然未若科學證據那樣清楚、可信，卻

也提供在地的觀察資訊。 

    另外，新聞論述中也會引用專家官員的說法，以長期測量與觀察的數字解釋

氣候異常的現象，例如：「水利署第一河川局規劃課長賴鴻成認為，近年來氣候

極端，前年芭瑪颱風在宜蘭山區一天降下 1200 毫米的雨量，去年梅姬颱風外圍

環流在蘇澳一天降下 1132 毫米，時雨量更是打破 78 年的雨量紀錄。」（聯合報，

2011 年 10 月 5 日，B1 版/宜花‧運動）或是：「氣象局預報中心主任鄭明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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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天氣異象，一到二月的冬季氣溫是近廿五年最冷；梅雨季提早在五月下旬就

很快結束；七到九月颱風大多過門不入；十一月氣溫和降雨量雙破百年紀錄⋯。

更特別的是，十二月開始的冬季怪到『現在沒辦法告訴民眾最可能的發展趨勢！』」

（中國時報，2011 年 11 月 30 日，生活新聞/A8 版）內容均強調長時期以來呈現

的規律、恆常現象，近來卻出現愈來愈多異常狀況，藉由時間關係凸顯問題的嚴

重程度。 

 

（四）敘事者 

    在全球暖化相關新聞報導中，被引用的消息來源多半是專家學者，尤其又以

國外的科學家或科學組織為主，顯示全球暖化是科學建構的事實。然而在氣候異

常的敘事類型中，主要引述的消息來源除了政府官員、專家學者之外，還包括農

民、當地住民等常民觀點。農民或是居民雖然不是所謂的專家，但其仰賴長期的

觀察，以及與土地、自然環境相互依存的關係，可以從作物的生長、變化，嗅出

自然環境的變化，提供不同於其他地區的氣候變遷現象。 

    例如從一般民眾的角度，來看待農作物產量下降的原因：「嘉市趙姓民眾在

自家庭院，剛好有種植玉荷包和黑葉仔兩種荔枝，最近陸續收成，他發現今年的

玉荷包沒有結實纍纍，落果嚴重，產量減少很多，黑葉仔結的果粒小，產量不好，

懷疑是天候因素所造成。」（自由時報，2011 年 6 月 11 日，A14E，嘉義焦點）

農民或許沒有科學數據說明天候因素造成農產量下降，但種植過程必須仰賴時序、

季節與天氣等變化，因此一旦外在條件有了些微變化，農民往往是最能夠直接掌

握的人。從這個觀點來看，農民或許不只是常民，其具備的耕種技能或許可作為

氣候變遷的補充知識。 

    另一方面，報導也可能引述其他政府官員與專家說明氣候異常的現象。例如：

「新竹縣農業處長范國銓說，往年每到四月中旬，新竹縣各賞桐景點和步道，都

盛開雪白的桐花，今年氣候異常，影響桐花的花期，這是從來沒有過的現象，可

能會延到五月才會開花。」（中國時報，2011 年 4 月 22 日，生活新聞/A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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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台灣珊瑚礁學會理事長鄭明修說，氣候異常，海水持續低溫，打亂墾

丁珊瑚的產卵周期，這場海底盛事預估延後一個月上演。」（聯合報，2011 年 4

月 25 日，A8 版/生活）由這些農學、氣象學、植物學或是生物學的專家口中說

出的氣候異常造成的影響，一方面增加說服效果，另一方面也消除了常民觀點的

不確定性。 

 

五、結論 

 

    台灣在地的新聞報導，對於世界末日的說法沒有太多的著墨，反而聚焦在氣

候異常的敘事類型，強調在地、常民專家的說法，以及和諧與平衡的環境觀點。

這樣的研究成果顯示全球暖化雖然是全球必須一同面對的現象，抵抗暖化、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也是國際組織如火如荼展開的共同目標，但每個國家實際面對的環

境問題各有差異，遵循的環境意識型態也各有不同，全球暖化議題顯然無法再用

同一個敘事框架來概括。未來研究應該避免只看西方論述的產製過程，也必須留

意台灣在地的環境觀點。 

    本研究最終想要瞭解的問題是，在全球暖化論述的發展脈絡中，人們看待自

身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是否會發生變化。這次的研究成果僅是相關議題的初探，仍

舊有許多缺失，例如在新科技媒體充斥的現代社會中，人們多半是經由社群媒體

獲得資訊，本研究仍舊聚焦在新聞媒體的報導是否具有說服力。此外，文本分析

屬於較為靜態的研究方法，即便經過歷史分析、文獻耙梳，或是敘事評估等方式

希望掌握論述之間流動的意義與脈絡，顯然還是停留在特定文本範圍的思考，未

能真正深入人群，瞭解人們在實際的生活經驗、行動實踐中，真正體現的環境思

維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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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新聞文本一覽表 

 

編號 日期 媒體／版面 標題／導言 

1 2011/01/11 中國時報/基隆宜花新聞/C2 版 氣候變了魚不來 吃魚變奢求 平價鮮魚可

遇不可求 高級魚種有錢不見得買得到 花

蓮區漁會推出年節真空包 外縣市訂單源

源不斷 

2 2011/04/22 中國時報/生活新聞/A14 版 氣候異常 生態亂 螢火蟲桐花 遲到 螢火

蟲逾 8成遲了 10 幾天才出現 桐花 5月才

盛開 

3 2011/05/25 中國時報/生活新聞/A4 版 氣候異常 收穫不到 1成 玉荷包大減產 

農委會：專案救助 

4 2011/07/07 中國時報/基隆宜花新聞/C2 版 氣候異常 最後一株百合在基隆嶼綻放 

5 2011/07/07 中國時報/生活新聞/A6 版 1 串蕉不值 1杯珍奶 果農痛心 氣候異常

打亂收成期 市場供過於求 木瓜產地價也

慘跌 買不到 1瓶養樂多 只好「放乎爛」

6 2012/03/20 中國時報/桃竹苗焦點‧運動

/C1 版 

後龍溪出海口 爆增褐色海藻 縣府派員現

場採樣 初判氣候異常造成魚群死亡 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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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船隻受損不敢出海捕魚 

7 2012/05/20 中國時報/中部都會/C2 版 氣候異常 荔枝減產 7成 

8 2012-06-25 自由時報/政治新聞/A04 版 《星期專訪》劉紹臣︰豪雨＋熱島 極端氣

候危台 

9 2012-03-02 自由時報/台東焦點/A14 版 氣候異常 綠島蘭嶼 百合花期遲到了 

10 2011-12-16 自由時報/宜蘭焦點/A14 版 對抗極端氣候 羅東成立災防室 

11 2011-12-19 自由時報/南投焦點/A14 版 氣候異常 信義冬茶少 2成 

12 2011-12-07 自由時報/雲林焦點/A14 版 極端氣候 鸕鸛少小水鴨多 

13 2011-07-07 自由時報/基隆焦點/A14 版 天氣異常！ 基隆嶼百合花 7 月開 

14 2011-06-11 自由時報/嘉義焦點/A14 版 氣候異常 玉荷包減產 黑葉果粒小 

15 2011-05-25 自由時報/生活新聞/A09 版 農委會擬專案救助高雄大樹荔枝農╱氣候

異常 玉荷包、絲瓜減產 稻穀空包 

16 2011-05-13 自由時報/雲林焦點/A14 版 今年氣候異常 西瓜反而爆甜 

17 2011-05-04 自由時報/屏東焦點/A14 版 <氣候異常！> 鐵色樹提早開花又黃葉 

18 2011-05-03 自由時報/彰投焦點/A14 版 氣候異常 南投死亡人數增 

19 2011-01-18 自由時報/花蓮焦點/A14 版 氣候異常 瑞穗虎頭山梅樹 開花又結果 

20 2012-06-19 聯合報/A2 版/焦點 暴雨區更多 少雨區更旱 

極端氣候 暴雨全台亂跑 

21 2012-02-11 聯合報/B1 版/宜花．運動 氣候異常產量銳減 菜價狂飆 

22 2012-01-07 聯合報/C6 版/節能家電專刊 三洋家電 高效節能優質選 綠能智慧 為

消費者省電又省錢  

地球暖化，南北極冰層溶化速度倍增，氣

候異常造成溫度失衡，導致動植物面臨生

存威脅，保護地球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從節

能減碳、節約能源做起。 

23 2011-12-26 聯合報/AA3 版/新聞中的科學 《新聞中的科學／極端氣候解析》暖化衝

擊 台灣旱澇更極端 

降雨日數減少、強度增加 全球面臨類似情

況 台灣已進入近半世紀第 5個乾旱期 

24 2011-12-26 聯合報/AA3 版/新聞中的科學 《新聞中的科學／極端氣候解析》地表水

不足 地下水彌補 

25 2011-12-26 聯合報/AA3 版/新聞中的科學 《新聞中的科學／極端氣候解析》降雨不

均 寶島漸成沙漠？ 

26 2011-10-05 聯合報/B1 版/宜花‧運動 宜蘭防洪 豪大雨測河川流速 

氣候異象 降雨量挑戰河川規畫能力 河川

局蒐集數據 作為水資源運用、堤防設計⋯

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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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11-06-27 聯合報/A4 版/要聞 溼榖價跌 陳武雄電話求教崑濱伯 

公糧收購價提高 為何溼榖創新低 農友今

抗議 崑濱伯：天氣異常 早播晚播一起收

成 缺烘乾機 只好賤賣 

28 2011-05-20 聯合報/B1 版/大高雄．運動 種果 30 年 陳辰夫種出冠軍玉荷包 

突破氣候異常、產期延後 「尚早」也「尚

水」的玉荷包 評鑑第一名 獲陳菊表揚 

29 2011-04-25 聯合報/A8 版/生活 氣候異常 珊瑚產卵延後 

30 2011-02-19 聯合報/B1 版/新北市基隆．運

動 

新北市開徵溫泉費 業者跳腳 

雪隧開通、氣候異常 生意大不如前 還要

追溯 2006 年至去年取用費 恐雪上加霜關

門大吉 

31 2011-01-28 聯合報/B1 版/宜花．運動 捕魚 60 年首見 

氣候異象？淺水區捕獲深海沙魚 

32 2011-01-17 聯合報/AA1 版/財經新訊 氣候異常推動資源上漲 

施羅德：定期定額資源基金 掌握原物料漲

勢 

33 2011-01-16 聯合報/AA2 版/股市‧基金 春節不停機 聚酯加工絲廠產能全開 

氣候異常 帶動禦寒冬衣需求 聚酯、尼龍

纖維淡季不淡 新纖、集盛、宜進出貨暢旺

34 2011-01-09 聯合報/B2 版/宜花綜合新聞 李遠哲：忽視極端氣候 人類恐滅絕 

氣候變遷論壇 將地球喻為人體 氣溫上升

2度 即高燒 38.5 度 「病得不能動了」 籲

人類覺醒 無國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