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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兩岸環境生態現狀 

 
本章將介紹兩岸環境生態現狀，作為下一章探討兩岸綠色消費政

策的基礎。本章結構如下：第 3.1 節是探討國民經濟發展，第 3.2 節

分析工業生產與消費市場，第 3.3 節研究兩岸的環境負荷，最後第

3.4 節作本章小結等，分述如下。 
 

第 3.1 節  國民經濟發展 
 
3.1.1  台灣的國民經濟發展 
 

台灣在國際舞台展露鋒芒，曾為亞洲四小龍之首。台灣土地面

積狹小，且天然資源不足，先天環境不利於經濟成長。但是由於民眾

勤奮刻苦，彼此合作結果從 1952 年至 2000 年，台灣經濟成長率平均

每年高達 8.2％，平均每人 GDP 由不到 200 美元，增加到 14,188 美

元。快速的經濟成長，使台灣在國際舞台展露鋒芒，曾為亞洲四小龍

之首。且因為經濟發展表現良好，使台灣在亞洲金融風暴期間，仍能

維持 5％以上的成長率。 
     

經濟成長將帶來民眾福祉。近幾年來因經濟結構的變遷，與世界

經濟景氣的改變，台灣經濟成長速度降低，以 2004 年國民生產毛額

GDP 為例，﹙Bil.NT﹩﹚10,750 ，GDP 成長率 5.93﹪，其中農業占 1.6 

﹪，製造業占 26.7 ﹪，其他工礦業占 4.7 ﹪，金融保險業占 19.7 

﹪，政府及家庭服務占 10.6 ﹪，商業及其他服務占 36.7 ﹪。民眾

祈望 GDP 能夠不斷向上調整，代表民眾辛勤的工作造就國家實力堅

強，民眾可以增加自願支配所得空間加大，享受更好的物質生活。 
 

GDP(國內生產毛額 )是一國境內，在一定期間內，不論是本國國

民或外國國民所生產的最終財貨與勞務的總收入或總支出，即國內總

收入等於國內總支出，以下列公式表示：  
 
GDP = C + I + G + X – M  
 
其中，C：消費，I：投資，G：政府支出，M：進口，X：出口。 

基本上，影響一國貿易進出口的主要變數，包括本國商品輸出地區人

民的購買力為「所得效果」與國際景氣有關；另外是價格因素，涉及

兩國間商品實際相對價格及匯率因素是「貿易結構」的問題。 
 
期許經濟好轉並創造利多。前行政院謝長廷院長在行政院第2972

次會議呼籲，要對 2006 年的經濟更有信心，2005 年第四季的成長率
為 5.32%，展望 2006 年的經濟成長，應該是「穩步成長，利益均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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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台灣是在跌撞中成長和前進，中小企業、營造業、觀光業其
實都是不錯的，因股市的成長平均為每一位投資人增加 24 萬元的財
富，「行政院長是永遠的多頭」，並期許經濟好轉並創造利多

43
。強調

台灣的基本面是好的，與其他國家相比較，例如韓國，有的國家經濟
成長高，但痛苦指數高，通貨膨脹也高；台灣與中國相比，也許經濟
成長不如，但是中國的工安、環保、永續及貧富差距等不如台灣；而
新加坡的所得五等分高低所得比高達 16 至 20 倍，而台灣約只有 6
倍，顯現出執政團隊與民眾努力的成果。 

 
台灣經濟情勢在跌撞中成長。經濟方面，在面臨中國通過反分裂

法、高油價、禽流感等衝擊，大家對今（2005）年的經濟，一度瀰漫
悲觀的氣氛，但現在回頭檢視，一些較具體、且與人民生活感受有關
的幾項指標，實際上都是呈現成長的情況，如 11 月的失業率降為
3.94%，是近 5 年來的最低；國民所得可以達到 15,000 美元的水準；
稅課收入超收 1,600 億元；股票指數也已突破今年新高，市值增加 1
兆 908 億元，投資人平均每人增加了 14 萬元；房地產也溫和上漲，
核發的建築物使用執照較去年同期增加 11.8％，樓地板面積增加
15.1％；10、11 月的出口貿易也分創歷年單月最高；景氣對策信號
已連續 4個月都是綠燈，經濟是呈現成長的趨勢。也讓油價、電價穩
定下來，緩解對一般人民、尤其中低收入者的影響。皆因政府與民眾
共同努力以「跌撞中成長」來概括今（2005）年的經濟情勢。 

 

2006 年台灣經濟統計指標。依據行政院主計處 2006 年經濟統計

最新指標
44
，預測 2006 年全年經濟成長率 4.39%，消費者物價指數年

增率 0.068%，國民生產毛額 GNP 折合 3,648 億美元，每人 GNP 為 1

萬 6,051 美元，詳如 2006 年台灣經濟統計指標如表 3-1 所示： 
 
              表 3-1  2006 年台灣經濟統計指標 

 

 

經濟成長率 (%)  

消費者物價指數年增率 (%)  

4.13

-1.19

[ 96 年預測 ] 

[ 95 年 10 月 ] 

 失業率 (%)  3.96 [ 95 年 9 月 ] 

 人口登記數 (人)(期底)  22,839,043 [ 95 年 9 月 ] 

 外匯存底 (億美元)(期底)  2,615.51 [ 95 年 9 月 ] 

 

 

工業生產指數年增率 (%)  

外銷訂單 (百萬美元)  

2.10

26,631

[ 95 年 9 月 ] 

[ 95 年 9 月 ] 

 進口年增率 (%)  6.1 [ 95 年 10 月 ] 

 出口年增率 (%)  5.6 [ 95 年 10 月 ]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43. 參見謝長廷（2005）「謝院長在行政院第 2972 次會議報告」及 11 月份「月月有績效」資料。 

44. 參見行政院主計處（2006），「國民生產毛額及國內生產毛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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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 
 
中國將成為大奢侈品消費國。消費向來是資本主義的骨幹，但對

正轉向市場經濟的中國而言，全力發展經濟與世界接軌以來，消費力

也因市場的開放而蒸蒸日上。至 2015 年，中國大陸將取代美國，成

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年銷售額將達 115 億美元，占全球奢侈

品消費總量的 29％，其規模之大僅次於日本。 
 
原物料需求增加導致各項經濟數據呈上漲趨勢。中國自改革開放

以來經濟成長迅速，2005 年國民生產總值 GDP 達到 2.2 兆美元，比

前一年成長 9.9％，人均 1,700 美元，外商直接投資 FDI 已為世界第

一，順差 1,019 億美元，外匯存底 8,189 億美元
45
。但中國居民消費

價格總水平比 2003 年上漲 3.9%，其中服務價格上漲 2.3%，商品零售

價格上漲 2.8%，工業品出廠價格上漲 6.1%，原材料、燃料、動力購

進價格上漲 11.4%，固定資產投資價格上漲 5.6%，農產品生產價格上

漲 13.1%。全年城鎮新增就業人員 980 萬人，比預期目標多 80 萬人。

全年有 510 萬下崗人員實現再就業。年末城鎮登記失業率為 4.2%，

比2003年年末下降0.1個百分點。2004年末中國外匯存底達到6,099

億美元，比 2003 年底增加 2,067 億美元，人民幣匯率繼續保持穩定。 
     

  現今中國對內主要的經濟政策，有三個大方向： 
第一、開發大西部、興建西部地區鄉村的電訊網路、高速公路。 
第二、如何處理國內貿易壁疊﹙即諸侯經濟﹚的難題，落實對美國及

其他國家所作的許多開放國內市場的承諾。 
第三、總體經濟政策就是如何刺激消費，以對抗日漸嚴重的通貨緊

縮，希望藉此減少儲蓄增加消費，對於經濟景氣十分有利。 
 
中國國民經濟雖然發展，但內部仍有許多困擾尚待克服。陳文郎

（2005）表示，中國今年經濟成長率達 9％，但近年來過度擴充基本

設施，重複投資及惡性競争結果，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仍存在

的主要問題是︰人口眾多，可耕作面積有限，農業生產技術與管理能

力尚不普及，農業基礎還不穩固，保持糧食增產、農民增收的難度加

大；各地為發展個別經濟往往無法協調與整體計畫，凡在興建和新開

工項目較多，投資盲目擴張的衝動與相互重疊現象仍較強；能源、原

材料價格上漲幅度較高；煤電油運供求關係緊張的矛盾仍然很突出；

重、特大安全生產事故時有發生；資源浪費、環境污染問題還比較嚴

重；臨海省份與內陸發展速度不一，造成生活水準差距頗大，部分居

民生活仍困難，上述種種問題將影響整體經濟發展，也正考驗執政當

局之智慧與能耐來逐一克服
46
，以減緩負面的損失。 

45. 參見國家環境保護總局（2005），「2004 年中國環境狀況公報」。 

46. 參見環境和資源綜合利用司（2005），「國家環境保護“十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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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節  工業生產與消費市場 
 

3.2.1  台灣的工業生產與消費市場 
 
推動健全的商業發展環境，可充分有效運用現有資源。承上節得

知，台灣經濟發展的現狀，首先要政治安定、國家穩定、政策一貫，

寄望藉由政府與民間消費來刺激工業生產帶動經濟景氣。妥善規劃推

動健全的商業發展環境，制定合情合理合法的制度，建立有效率的行

銷體系及靈活的商業運作流程，配合現代科技建立發展自動化管理技

術，有效運作現有資源，有益於經濟發展。 
 
消費者行為受外在刺激影響作為購買決策。消費者行為是人類行

為的子集合，可借用心理學 S（Stimulus 刺激）→O（Organism 有機

體）→R（Response 反應）之行為模式，分析消費者行為並經由黑箱

處理（消費者特徵、消費者決策程序），產生購買的決策。S→O→R

源於早期心理學之學習理論，如今普遍應用於各種特定反應主體的行

為研究中。就消費者行為而言，對應於 S→O→R 觀念，可以界定消費

者刺激、消費者，與消費者反應三部份。消費者刺激是透過消費者內

在運作，而產生消費者反應作為購買決策
47
。 

 
消費者行為分析。影響消費者行為的因素經 Kotler（2003）指出，

消費者行為的研究是一個瞭解消費者黑箱的過程，消費者可由外在刺

激來源，如行銷活動與環境層面的兩項刺激，經由黑箱處理（消費者

特徵、消費者決策程序），產生購買的決策
48
，其過程如圖 3-1 所示： 

 

資料來源：Kotler, P., 2003. 

圖 3-1  購買行為模式 

有鑒於外在刺激（如產品、價格、通路、促銷）是引導消費者

行為的前因，於是加強產品的教育活動，讓有意願採買者對產品有進

一步的認識並增強他的選購意願，產生購買的決策才能真正落實。 
 
47. 參見詹惠君、徐村和、朱國明（2004），「兩岸三地百貨零售業消費者行為、生活型態、促銷方式、廣告媒體

與商店印象相關之研究」。 

48. 參見 Kotler, P.,﹙2003﹚, Marketing Management: Analysi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 

外在刺激  黑 箱  購買決策 

行 銷 環 境  消費者特徵 消費者決策程序  產品選擇 

產 品 經 濟 → 文 化 問題確認 → 品牌選擇 

價 格 科 技  社 會 資訊尋求  對象選擇 

通 路 政 治  個 人 評估準則  購買時機 

促 銷 文 化  心 理 購買行為  購買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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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拉動需求的經濟模式未認知地球的環境與資源是有限的。

自 19 世紀的工業革命是以「供給拉動需求」的經濟模式，為推動需

求不斷的上升，必需大量生產標準化且便宜的產品，並透過不停的促

銷強化人類的物質享受慾望，物品用過即丟、過期則換，進而催化所

謂「流行」或「時尚趨勢」。此經濟模式之下，不斷地投入資源大量

生產，人類在這種需求不停被刺激下，物質慾望便逐步轉強、需求不

斷的擴大，過去所謂「惜物愛物」的觀念，逐漸為追求時尚潮流所取

代，造成人類永遠填不滿的需求。資本家及自我中心者以為「錢是萬

能」為滿足自己的物質慾望此趨勢之下，不停地搜括、壓榨地球的資

源，以提供更多、更好的產品，卻絲毫沒有注意到地球的環境與資源

是有限的，需要人們的保護與珍惜。 
 
民眾的消費行為傾向或節慶送禮行為，都深受大衆人物、社會

階層高低之影響而有差異。郭 貞（2001）認為民眾的生活型態、消

費行為傾向或節慶送禮行為，都深受公衆人物、社會階層高低之影響

而有差異。社會經濟背景較佳的消費者比較重視外顯式與符號式消

費，也對綠色消費和環保問題的注意程度較高。反觀居住地差異卻不

明顯，居住在臺灣北、中、南三地的民眾，在外顯式消費與環保綠色

消費上差異不明顯。南北相距 400 公里，地理距離近、資訊流通快速，

民眾在消費時對於商品是否為流行款式、特殊風格、表現社會地位、

以及環保與綠色消費方面，表現出的差異並不大。爰此，只要公衆人

物多留意綠色消費的生活型態，自然會引導民眾仿效的對象
49
。故要

移風易俗，首先要由代言者來引導民眾仿效的對象。 
   

 過度購買、過度消費是造成自然資源過度耗費、破壞的根源。林

河達（2004）表示這幾年台灣經濟發展中發現，在面臨中國通過反分

裂法、高油價、禽流感等衝擊，全年經濟成長率未達 5%，消費者物

價指數年增率上漲，每人 GNP 為 1 萬 5 千美元，民眾所得未見增加，

但從許多高單價的名牌店生意興隆、門庭若市，名牌店主要顧客群為

科技新貴或中年以上的高所得者外，市場上尚有一大群最勇敢花錢的

殺手族。不論工作、職位、個人收入、儲蓄都是中階以下的 e世代年

輕人，卻是消費市場的敢死隊，是新興消費主力，其消費力不是依其

收入和儲蓄來衡量，不管在食、衣、住、行各領域，都充滿了購物慾、

喜愛度和虛榮度，雖對企業家創造部分商機，可是過度購買、過度消

費是造成自然資源過度耗費、破壞的根源、廢棄物處理因此增加衍生

環境問題，也會造成生態問題的危機
50
，這些不是值得鼓勵的社會正

常行為，希藉機提醒世人省思。 

 
49. 參見郭 貞（2001），「地域差異、社會階層對臺灣地區民眾之外顯式消費、綠色消費傾向與送禮文化之影響」。 

50. 參見林河達（2004），「我們可有共同的未來？對無消費日運動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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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時代來臨，消費要節制、選擇重於一切，以免造成財物

困擾。魏 玓（2003）指出商業廣告之有效，是因為廣告確確實實反

映、召喚了人們的慾望和夢想，想要亮麗的外表、悠閒的生活、溫馨

的家庭和美妙的性。廣告所提出的「問題」一點也沒錯，錯的是他們

給的「答案」。因為再多的物質商品，都不可能真正滿足這些慾望
51
。

在通貨膨脹時代來臨時，對未來什麼都變貴的恐懼，會迫使大家提早

消費，尤其生活必需品是每個家庭多少會囤積未來的需求，以免需要

的時候物價已經走高，引發社會衝動式的消費普遍，各種促銷活動廣

告往往讓人無意間就花下大把銀子。因此消費者要强迫自己樽節，消

費要節制、選擇重於一切，計畫式支出是很重要基本功，減少實質財

力逐漸被分配到社會下緣。 
 
有人鼓吹「不消費日」來降低對環境破壞。邱花妹（2005）陳述

在 1980 年代末，英國一場關於綠色消費的辯論，直指消費者運動的

潛力與限制。當時辯論的核心問題是：綠色消費者運動真的保衛環境

嗎？或者綠色消費者運動只是降低消費者的罪惡感，並且讓致力於

「漂綠」（greenwash）的企業獲益？「消費得好」（consumer better）

就夠了嗎？還是根本應該「消費得少」（consumer less）？當一些環

保份子結合綠色企業推動「綠色消費日」（green shopping day）時，

同時有人鼓吹「不消費日」
52
（no shopping day）。一方相信，透過

個別消費者的理性選擇，人們有一個更好的世界；另一方則質疑，資

本主義不斷擴大生產與刺激消費、追求最大利潤的運作邏輯如果不

變，人類生產與消費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剝削將不會有太多改變，因此

倡導「不消費日」來降低對環境破壞是有智慧的。 
 
落實生態環保要經過文化變遷的過程。鄭先祐（1997）認為「永

續之道」要經過「文化變遷」的途徑，社會「樸素化運動」是目前可

行且可確定的方向。人類是社會性的生物喜歡群聚的生活，在現代社

會每個人的生活所需的，可說都是來自社會的運作成果。社會中的大

多數人們也都是「平凡人」，通常是會按社會的常規與情況來生活。

若整個社會的餐廳普遍都用保麗龍餐具，一般人也只好使用。等到所

有的餐廳都不用保麗龍餐具，大多數的人們也就不用
53
。人在觀念改

變、認知提昇，建立信念，才能發揮個人的力量。然而，若想落實生

態環保的主張，以社會樸素運動，推動社會文化的變遷，可能是個好

的途徑。面對「複雜」且充滿「不確定」的世界和未來，現代人類更

需要智慧和努力。 

 
51. 參見魏 玓（2003），「廣告指出我們的需求，卻給了錯誤的答案」。 

52. 參見邱花妹（2005），「倫理消費——用消費力展現你的價值觀？」。 

53. 參見鄭先祐（1997），「永續之道：社會樸素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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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中國的工業生產與消費市場 
 
隨著中國經濟成長，居民的生活需求與消費能力大幅度增加。隨

著改革開放經濟成長，中國居民的消費結構也有轉變，衣、食和基本

生活用品支出的比重大幅下降，住房、交通通信、醫療保健、文教娛

樂等發展與享受需求的支出比重迅速上升。在食品結構中，糧食消費

量有所減少，水產品、肉、禽、蛋、牛奶等動物性食品的消費量大幅

度增加，能源的需求隨之擴大。 
 
電視廣告、品牌消費已成為中國國內市場消費主流。根據中國第

六次全國城市消費者調查結果顯示：居民收入的增加，部分富裕群體

已經具備擴大高檔商品、奢侈品消費的能力，愈多追求時尚的消費者

已成為高級化妝品、時裝、手機、相機、電器、信用卡、轎車、住房

的主要消費群體。品牌消費已成為中國國內市場消費主流，消費品市

場集中度日益明顯。消費者選購商品時，考慮的因素主要有：品牌知

名度、價格、包裝、廣告印象和促銷等，其中，「品牌知名度」和「價

格」，是消費者購買時最看重的因素。大部分消費者（26.1％）每天

花 2 至 3小時觀看電視，對藥品（31.0％）、電器（23.0％）、食品（22.4

％）、美容化妝（20.3％）、飲料（19.8％）等類的電視廣告印象較深；

過去一個月閱讀過報紙的消費者為 88.1％；閱讀過雜誌的消費者為

55.5％；收聽過廣播的消費者為 49.2％，由此可知平面及電子媒體

對民眾生活影響力占有重要角色。 
 
過度生產，浪費自然資源是造成自然生態問題的社會根源。近年

來中國糧食綜合生產能力得到加強，產量繼續增長。但是高耗能、高

污染、高消耗產品投資和生產增長情勢尚未得到遏止，房地產價格過

快上漲、普通居民需要的經濟適用住房不足的問題開始得到解決。林

河達（2004）表示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乃是整體社會的無政府主義

式的社會分工，資本家瘋狂的擴大生產、提高生產力，不是著眼於是

否已經滿足整體社會的需要，而是著眼於打敗其他的資本家，讓其他

資本家的商品賣不出去，從而擴大自己資本的積累，擴大自己對市場

的佔有率，對整體社會來說這容易造成過度生產，浪費自然資源，這

就是造成資本主義社會自然生態問題的社會根源
54
。 

 

溫家寶（2005）針對整體社會過度生產，浪費自然資源的情況，

要求各級機關都要以身作則為民眾典範，高度重視資源節約工作，抓

緊部署，認真組織實施，帶頭厲行節約，建設節約型機關，真正在建

設節約型社會中發揮表率作用，自覺接受社會和群眾的監督
55
。 

54. 參見林河達（2004），「我們可有共同的未來？對無消費日運動的感想」。 

55. 參見環境和資源綜合利用司（2005），「國家環境保護“十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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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節  兩岸的環境負荷 
 
由於前述兩小節國民經濟發展及工業生產與消費市場結果製造

污染造成環境負荷，本節兩岸的環境負荷主要參考資料是來自行政院

環境保護署及中國環保總局的相關資料加以敘述如下： 
 

3.3.1  台灣的環境負荷 
  承蒙經濟發展，在享有富庶的生活之後，人們對生活環境品質

之要求日益提升，為解決沉重環境負荷帶來的環境污染與破壞問題，

還給這片土地原有清淨的面貌。在過去四、五十年來，隨社會及經濟

的發展，台灣環境面臨或多或少的變遷及衝擊，地狹人稠的天然條件

限制，以及各種經濟社會活動急遽擴張下，使得污染源密度不斷提

高，環境負荷日趨沈重，依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2006）在「台灣環

保概況」中指出台灣環保統計資料
56
作一概略如圖3-2，並描述如下: 

 

一、地狹人稠，環境壓力大 

台灣土地面積3 萬6,006 平方公里，2006年9月底人口登記數達

到2,289 萬人，在人口密度方面，平均每平方公里628 人，其中臺北

市、高雄市二個直轄市人口密度每平方公里超過9,600 人，而五個省

轄市的人口密度，亦在每平方公里2,900 人至6,200 人間，其餘縣市

則每平方公里均在1,800 人以下，顯示人口過度集中於都會區，其所

產生之垃圾、廢水、廢氣、噪音等必隨之增加，使環境負荷加重，處

於失序膨脹的地步，帶來環境資源、基礎設施、秩序管理等壓力。例

如：目前廢（污）水總量50％以上來自生活污水，大部分生活污水未

經妥善處理即予排放，成為河川主要污染源之一。 
 

二、機動車輛高度成長，一氧化碳空氣污染增重 

2006年9月底機動車輛登記數總計1,913 萬輛，機動車輛密度為

平均每平方公里553輛，其中汽車密度為181.23輛/KM
2
、機車密度為

372.53輛/KM
2
，機動車輛大幅成長，其主要排放污染物一氧化碳之排

放量已超過固定污染源，占空氣中一氧化碳排放總量之71％，來自機

動車輛之氮氧化物排放量比重亦達33％，是造成空氣污染主因。 
 

三、工廠密度偏高，工業廢棄物種類繁多且數量大 

2006年9月底工廠登記家數達9萬0,015家，工廠密度為平均每平

方公里2.48家，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經濟成長，台灣部分產業外移，使

工廠登記家數略減，依據統計，工廠產生之污染物主要為工業廢氣、

工業廢水、工業廢棄物等，其中空氣污染部分，工業製程所排放之鉛 
 

56. 參見蔡丁貴（2005），「台灣環境保護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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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註：不含金門、連江縣

及硫氧化物各占該污染物全年總排放量的90％多，氮氧化物、碳氫化

合物（非甲烷）及懸浮微粒亦各占該污染物全年總排放量之57％、60

％及29％以上；工業廢水占所有廢（污）水總量約24％（以BOD 5 計）；

而工業廢棄物則種類繁多且數量大，其中屬有害廢棄物者，如含汞污

泥、含砷、鎘、鋁、鋅等重金屬之廢料及農藥工廠廢棄物等，對環境

均可能造成嚴重之污染。因此，採源頭管理策略，減少工廠產生之廢

氣、廢水、廢棄物，乃是當前環保工作的重點之一。 
 
四、飼養禽畜數量多，嚴重污染水體 

2006年9月底猪隻在養頭數為681萬頭，養頭數密度為平均每平方

公里196頭，養猪產業歷經1997年口蹄疫事件，產銷失衡，並面臨中

美WTO 諮商結果開放腹脅肉及雜碎頭期款進口之影響，部分養猪戶減

養或退出養猪產業，故由1996年底的1,070 萬頭，至1997年底銳減成

797 萬頭，1998年底減為654 萬頭。2004年底為682 萬頭。猪隻排泄

物是人類的三倍，嚴重污染地面水體處理成本高，乃因環境保護署推

動辦理高屏溪、曾文溪、淡水河(大漢溪、基隆河)、頭前溪及大甲溪

等五大河川水源水質保護區養猪戶(場)依法拆除補償工作所致，養猪

廢水污染量隨之降低，河川污染情形已獲改善，尤以猪隻減養最多的

高屏溪流域水質明顯改善，其氨氮及生化需氧量年平均檢測值均大幅

下降。其他如羊、雞、鴨的飼養數經長期成長後，近年也出現減少趨

勢，環境負荷略為減輕。 
 
在「台灣環保概況」中指出台灣環保統計資料

57
（2005）將各項

社會經濟指標作一概略如圖3-2台灣的環境負荷所示： 

 

 

 

 

 

 

 

 

 

 

資料來源：環境保護署 
圖 3-2  台灣的環境負荷 

 
57. 參見行政院環境保護署（2005），環保統計網站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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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能源消耗量增大，硫氧化物及氮氧化物排放隨之增加 

能源使用程度與經濟活動關係密切，台灣能源使用量呈逐年增

加趨勢。包括石油、天然氣、煤炭、水力、核能等初級能源消耗量來

看，2004年之消費量總計為1億779萬公秉油當量，較2003年之1億341

萬公秉油當量，增加438萬公秉油當量或4.23％；使用能源之污染排

放量也隨之比例增加，其所排放之污染物以硫氧化物及氮氧化物為

主，並排放塵粒、一氧化碳及微量之重金屬等。 
 
替代能源因應研發上市。白富美(2006)指出鑒於地球能源有

限，各國政府遵守京都議定書規定、致力控制污染，不斷制訂再生能

源政策。近年來，由於能源價格不斷上漲，引發太陽能、風力、生質

能等綠金產業研究發展工作帶來一片商機
58
。全球投資太陽能等替代

能源，未來五年將有來13倍的成長，到2020年時規模上看1.9兆美元。 
 
六、台灣環保經費支出概况 

（一）、2003 年環保支出
59
占 GDP 的比例為 1.09%。 

2003 年環保支出為 1,072.5 億元，其中政府部門環保支出為

526.5 億元(49.1%)，產業部門環保支出為 546.0 億元(50.9%)。環保

支出占 GDP 的比例為 1.09%，政府部門占 0.53%，產業部門占 0.55%。

由於世界環保潮流影響，仍然有帶來一片商機。 

 

（二）、政府部門環保支出以固體廢棄物清除處理費最多。 

    2003 年政府部門之環保支出共計 526.5 億元，其中資本支出為

149.3 億元，經常支出為 399.7 億元，污染防治收入為 22.5 億元。

資本支出中，污染防治機具設備為 128.3 億元(占 85.9%)，環保用途

土地購買為 21.0 億元(14.1%)。 

    依污染防治項目來看，以固體廢棄物清除處理支出 266.2 億元

(占 50.6%)最高，水污染防治支出 123.8 億元(23.5%)次之。 
 
（三）、2003 年產業部門環保支出，以水污染防治支出最多。 

    2003年產業部門環保支出為546.0億元，其中資本支出為193.7

億元，經常支出為 358.5 億元，污染防治收入為 6.2 億元。資本支

出中新購設備支出 190.6 億元(占資本支出 98.4%)較高；經常支出中

操作維護費用 298.4 億元(占經常支出 83.2%)較高。 
     

依污染防治項目而言：以水污染防治支出 229.0 億元(占 41.9%)

最多，其次為空氣污染防制支出 195.1 億元(35.7%)，第三是固體廢

棄物處理支出 52.4 億元(9.6%)。 
 

58. 參見白富美(2006)，「綠能產業」聯合晚報。 

59. 參見行政院環境保護署（2005），《環境保護統計年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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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愈來愈關心周遭環境問題。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於今（2005）

年 4 月 25 日至 5 月 9 日辦理「環保施政意向調查」結果：目前空氣

品質與河川水質與三年前比較，22％的民衆認為空氣品質有改善，45

％認為有惡化現象；河川水質則有 32％的民衆認為有改善，29％認

為有惡化現象；民衆認為政府目前最應致力改善的環境污染問題為空

氣污染，其次為河川污染；最大困擾的空氣污染源是交通工具，其次

為工廠；河川污染整治應優先加强管制工業廢水排放，其次為清除河

面及河岸垃圾。積極改善空氣品質及河川水質，提供良好生活環境，

為環保單位努力目標。根據林茂原（2005）環境保護署資料
60
：有關

環境事件引起稽查次數與公害陳情件數比較如附圖 3-3 所示曲線均

呈向上趨勢，可看出民眾愈來愈關心周遭環境問題。 

 

 

 

 

 

 

 

 

 
 

 

 

 

資料來源：環境保護署 

圖 3-3 稽查次數與公害陳情件數之比較 
 
在 2004 年民眾公害陳情案件中統計結果，民眾不滿意案件陳情汚

染類別以空氣污染最高、噪音污染次之，詳如附圖 3-4 所示： 
 

 

 

 

 

 
資料來源：環保署 

圖 3-4 不滿意案件陳情件數之比較 
60. 參見林茂原（2005），「環境稽查制度檢討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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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中國的環境負荷 
 
當中國漸漸成為世界工廠的時候，環境污染卻威脅人民的健康和

生命。中國的崛起已是不爭的事實，持續 20 多年的經濟增長使中國

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生產國，第二大外國直接投資吸引國和第三大貿

易國。但是當中國漸漸成為世界工廠的時候，工業垃圾帶來的污染，

開始威脅著民眾的生活品質，甚至威脅她們的健康和生命。對此，梁

從誡﹙2004﹚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同時，也成世

界的廚房、世界的泔水桶。做好的美味端上世界餐桌，讓外國人享用

時；却將做飯過程中產生的垃圾，皆留在自己的廚房裡，放入自己的

泔水桶裡，快樂獻給別人，痛苦留給自己
61
。從外表看光鮮亮麗，但

內裡敗壞苦悶。 
 
按照目前的污染水準，中國是世界上自然資產損耗最嚴重的國

家。80 年代，中國學歐美傳統的發展模式，用資源高消耗和生活高

消費來刺激經濟高速增長，這模式追求資本生產率與利潤最大化而忽

視資源利用率與環境損失
62
。25 年後，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

國家，也是世界上自然資產損耗最嚴重的國家。45 種主要礦產 15 年

後將剩下 6 種，5年以後 60％以上的石油倚賴進口，單位 GDP 的能耗

是日本的 7 倍、美國的 6倍、印度的 2.8 倍。單位 GDP 污染排放量是

歐美國家平均水準的十幾倍，勞動生產率卻是歐美國家的幾十分之

一。建國 50 多年來，人口從 6 億增長到 13 億，多了一倍，而可居住

的土地由於水土流失從 600 多萬平方公里減少到 300 多萬，少了一

半。中國在人均 GDP 400～1,000 美元時，却出現歐美國家人均 GDP 

3,000～10,000 美元期間出現的嚴重污染，造成自然資產損耗最嚴重

的國家，引發世人對中國環境的側目。 
 
環境標準與先進國家比較差得很遠，造成對外綠色壁壘越來越

大。作為開發中國家，中國的環境標準與先進國家比較差得很遠。綠

色壁壘對中國對外貿易的制約將越來越大，對其貿易造成嚴重影響的

環境標準主要是︰食品中的農藥殘留量，陶瓷產品中的含鉛量，皮革

的 PCP 殘留量，煙草中有機氯含量，機電產品與玩具的安全性指標，

汽油的含鉛量，汽車排放標準，包裝物的可回收性指標，紡織品染料

指標，保護臭氧層的受控物質等等。農業、紡織、服裝和機電行業是

中國輸出的主要行業，也是最容易遭受綠色壁壘的行業。為了改善對

外綠色壁壘越來越大，中國的環境標準與執行能力，必須與先進國家

並駕齊驅才能得到別人的信賴。 
 
61. 參見人民網（2005），「要發展要環境 中國不做世界垃圾場」。 

62. 參見國家環境保護總局（2005）網站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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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負荷沉重，引發國際履約壓力十分沉重。中國現是公認世

界工場，每日耗水量世界第一，污水排放量世界第一，能源消費和二

氧化碳排放量佔世界第二，造成環境污染、黃河枯乾、渤海髒臭。2020

年中國的經濟總量將占世界的 1／5。這樣一個龐然大物，如要成為

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就會成為全球最大的污染源。歐美各國現在緊盯

著中國，若簽署一系列國際環境公約就得履行許多環境管制措施，對

其發展經濟與推動環保之間均衡難度就加大了
63
。 

   
污染排放和資源開發，均超過環境承載能力。潘 嶽﹙2004﹚在

環保會議上表示，20 多年來，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帶來了嚴重的環

境污染和能源危機，在中國發展史中從未這麼嚴峻
64
： 

環境污染──90％流經城市的河段嚴重污染，近 3 億農村人口飲

用不合格水；空氣污染全國近 1/3 的城市人口；國土面積約 1/3 爲酸

雨區。 

生態惡化──天然林不足 10％；天然草原退化達九成以上，且

每年在以 200 公頃的速度增加；沙漠化土地面積每年以 3,400 多平方

公里速度增加；地下水超抽導致華北平原達 7萬平方公里引起地層下

陷等一系列生態危機。 

耕地污染─有 1 億 5 千萬畝耕地面積受到工業污染，佔全國耕地

面積的 8.3％；過量的使用化肥和農藥，造成農產品污染更爲嚴重，

怪不得台灣對中國進口之農產品與中藥必須嚴格把關。 
 
大陸年花近兆元整治，環保形勢仍嚴峻。中國國務院（2006）發

表「中國環境保護」白皮書
65
表示，近年加大力度防治汙染，去（2005）

年就投資 2,388 億人民幣（9,500 億台幣）環保建設，但隨著經濟發

展，水、土地、空氣汙染不斷擴大，環保形勢仍十分嚴峻。環境汙染

帶來的經濟損失可能佔國內生產總值 10％左右，其中以西部較為嚴

重。未來 5 年將主要汙染物排放總量比今年減少 10％作約束性指標。  
 
中國不斷加強環境執法檢查和行政執法，依法查處 75,000 環境

違法案件，取締關閉違法排汙企業 16,000 家，2005 年關停 2600 家

不符產業政策的鋼鐵、水泥、鐵合金、煉焦、造紙、紡織、印染企業。 

 
環境污染治理投資要及時努力。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雖全力發展

經濟，却用資源高耗能和生活高消費來刺激經濟高度增長，並忽視資

源利用率與環境損失
66
。現在中國環保工作雖十分努力，仍然不敵日

益嚴重的環保課題：愈慢治理環境，未來付出代價就愈高。值得警惕！ 
63. 參見環境和資源綜合利用司（2005），「國家環境保護“十五＂計畫」。 

64. 參見國家環境保護總局（2005）網站資料。 

65. 參見國家環境保護總局（2006h），《2006 年中國環境保護》白皮書。 

66. 參見李培林（2005），《2005 年中國社會情勢分析與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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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節  本章小結 
 

台灣經濟因政府正確帶領、民眾刻苦勤奮從 1952 年至 2005 年，

台灣經濟成長率平均每年高達 8.2％，平均每人 GDP 由不到 200 美元，

增加到 15,000 美元。經濟成長滿足人類需求，獲得生活福祉。以「供

給拉動需求」的經濟模式之下，不斷地投入資源大量生產，人類需求

不停被刺激下，物質慾望便逐步轉強、需求不斷的擴大，昔日「惜物

愛物」的觀念，逐漸為追求時尚潮流所取代，造成人類永遠填不滿的

需求，卻絲毫沒有注意到地球的環境與資源是有限的。 
 
中國人口眾多，可耕作面積有限，農業生產技術與管理能力尚不

普及，農業基礎還不穩固，農民生活機能雖然進步，但農產量增收的

難度加大；各地為發展個別經濟往往無法協調與整體計畫，凡在興建

和新開工項目較多，投資盲目擴張的衝動與相互重疊現象仍較強；能

源、原材料價格上漲幅度較高；煤電油運供求關係緊張的矛盾仍然很

突出；重特大安全生產事故時有發生；資源浪費、環境污染問題比較

嚴重；臨海省份與內陸發展速度不一，造成生活水準差距頗大，部分

居民生活仍困難。 
 
現代工業經濟已消耗大量能源及原料，經濟活動急遽擴張及富裕

生活型態所衍生大量廢棄物現象，促使污染負荷超越環境涵容及復原

能力。消費型態直接影響產業、產品的發展型態，間接地造成環境污

染及資源耗費問題。台灣地狹人稠，發展工商業結果與中國粗放型經

濟發展模式，皆帶來能源的巨大消耗，轉而帶來嚴重生態之破壞與環

境污染的鏈式效應。 
 
民衆認為政府目前最應致力改善的環境污染問題為空氣污染，

其次為河川污染；最大困擾的空氣污染源是交通工具，其次為工廠；

河川污染整治應優先加强管制工業廢水排放，其次為清除河面及河岸

垃圾。積極改善空氣品質及河川水質，提供良好生活環境為環保單位

努力目標，更需要喚醒民眾環保意識作好環保工作。 
 
中國現今是公認世界工場，每日耗水量世界第一，污水排放量

世界第一，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量世界第二。2020 年，中國的

經濟總量將占世界的 1／5。這樣一個龐然大物，如要成為世界經濟

的發動機，就會成為全球最大的污染源。歐美現在緊盯著中國，若簽

署一系列國際環境公約就得履行，中國要正視世界潮流、資源利用率

與環境損失，作好環境保護政策與措施，愈慢治理環境，未來所需付

出的代價就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