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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興環境問題為尚未普遍被認定，但其可能在21世紀對人類或生

態系有顯著影響之環境問題。特別是因人類社會的各種活動或行為，常

可能會加速其發生速度、加強其發生強度或改變其影響方式。本文分為

4個部分討論新興環境問題及挑戰，首先介紹何謂新興環境問題，討論

全球與台灣的新興環境問題，再分析面對新興環境問題策略，最後提出

面對台灣新興環境問題的建議。希望藉由討論及分析新興環境問題的特

色，以便能及早認知或辨識出新興環境問題。參考目前全球性新興環境

問題，提出台灣可能需要關注的8項新興環境問題及挑戰，包括(1)空氣

污染，(2)傳染病出現與再現，(3)食品安全和糧食安全問題，(4)淡水

資源惡化與匱乏，(5)核電廠除役後對環境影響，(6)採用新方式減少新

技術及化學品風險，(7)氣候變化所產生的極端事件，(8)促進都市可持

續發展和恢復力。如果新興環境問題不即早面對，未來將會對我們有更

顯著影響或傷害。特別是面對這些問題，我們什麼都不做的成本將會比

有所行動的成本高出許多。面對新興環境問題，我們需要利用更整合的

方法，來綜合評估與模擬環境問題，加強評估不確定性的問題、應用生

態系服務評估方法、生態系經營管理方法、預防原則等，連結各類科學

和研究成果，綜合來自不同來源或方式的數據與資料，考量各界權益關

係人之需求，以協助決策者選擇適當環境策略採取有效行動。

關鍵詞：環境決策過程、綜合評估及模擬，生態系服務、生態系經營管理、

預防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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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過去人類歷史中，地球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系服務，相對於人的生

存需求是非常豐富充足，不論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及科學的各項發展結

果，人類對環境影響相對較小及局限。但是在進入21世紀後，人口持續不

斷增加，人類的活動方式開始出現對自然環境大規模及大範圍的深遠影

響，特別是在整個複雜的自然環境系統和人類社會經濟政治之間的動態交

互作用下，如何面對現有已經存在之環境問題，及可能出現的新興環境問

題，在21世紀對全世界不同的國家，都是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及挑戰。而

台灣本身又是一個自然環境作用快速，及各類自然災害經常發生的地區，

再加上目前人類活動對地球環境，帶來全球化及快速的各式各樣不同干擾

或影響，如何有效地面對與解決可能出現新興環境問題，將會是台灣相關

環境管理單位，可預期之重要工作與極大的挑戰。

新興環境問題往往是跨不同學科，這些問題在相關研究領域常仍有爭

議性，而且複雜度也高。經常同時是由多個因素相互關聯與作用，含有複

雜關係且常為非線性反應，並具有廣泛的影響。這些問題的重要特色尚有

不確定性高，缺乏足夠科學證據，或適當統計資料分析方法。而且此類複

雜系統的反應又是不可預測的，可能會突然發生。此外，這類問題常因人

類社會的各種活動或行動，而可能會加速其發生速度、加強其發生強度或

改變其影響方式，特別是新興環境問題若不即早面對及提出解決策略，未

來將會有顯著影響。本文將分為下列4個部分討論目前的新興環境問題及挑

戰，首先將介紹何謂新興環境問題，討論全球與台灣的新興環境問題，再

分析面對新興環境問題策略，最後提出面對台灣新興環境問題的建議。

二、新興環境問題

 (一) 何謂新興環境問題

「新興」環境問題，並不是說從來沒有聽過或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

件。根據Munn等人(1999)的定義，新興環境問題為尚未普遍被認定，但其

可能在21世紀對人類或生態系有顯著手影響之環境問題。一般而言，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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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問題可能是根據科學的理論或證據，建議可能會發生之環境變化，但

是其發生機率很低；或尚未廣泛地被相關領域的專家所接受。另外，也有

可能是目前已廣泛地被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所認同的問題，但是公部門尚

未有適當政策或因應策略來面對此問題。當然，一些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意

外災害或損失，也可視為是新興環境問題，例如工業活動所造成的意外化

學藥品洩漏，或新的人造化學物質所產生影響等等。另外，也有可能是新

的科技或產業，及新的社會文化變遷影響下，而產生的新興環境問題。圖1

說明上述討論各項環境因素與新興環境問題之關係。目前許多重要環境問

題，已經在過去數十年來受到重視及關切，就不屬於所謂的「新興」環境

問題，例如全球暖化、臭氧層破洞、酸雨、生物多樣性消失等等。但是這

些目前存在環境問題，可能會伴隨人類社會、經濟、文化等活動，再強化

其影響強度，或是進一步改變其它環境作用，進而產生新的環境問題與影

響，則也可視為新興環境問題。

(二)新興環境問題的類型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在2000年出版的全球環境展望報告 (Global Environmental 

圖1  新興環境問題發展過程 (修改自Timmerman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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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ook 2000)，回顧從1950年以來，近50年間所曾發生的環境驚

奇 (environmental surprises)，包括 (1)未預見問題 (unforeseen 

issues)：指新問題過去沒有發生，例如臭氧層破洞；(2)突發事件 

(unexpected events)：已知問題但無法預期其發生的強度、地點或時

間，例如海洋油輪漏油事件；(3)新的發展 (new developments)：指

原來存在的舊問題但有新發展出現，例如酸雨及雨林砍伐；(4)變化趨

勢的改變 (changes in trends)：環境問題變化與預期趨勢出現極大

偏差，例如氣候變遷；(5)環境識覺轉變 (shifts in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由於看待環境態度之轉變所形成的新問題，例如在看了

阿波羅8號在1968年12月從月球所拍攝的地球昇起 (earthrise)之照

片，讓人類發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了解地球為一脆弱的生態系統，也

促使在1970年代出現各式環境保護運動。

新興環境問題的類型，也可用下列兩種方式分類來討論(Munn et 

al., 1999)，(1) 源自科學證據之新興環境問題 (emerging science-

driven issues)：此類問題是依據專家學者的看法，及現有的科學資料

與知識為基礎，所提出之新環境問題。例如在目前已經存在的環境問

題，加上新的元素或發現，或是某些環境問題其發生機率未知或是較

低，但一旦發生，卻具有讓人無法接受其後果之影響。(2) 源於政策引

導之新興環境問題(emerging policy-driven issues)：此類問題是指

由決策者所需的要求發展之問題，例如在對相關環境問題的影響，進行

評估與了解，所提出新的適當社會經濟行動策略，協助環境經營決策或

立法管理。另外，有些目前在科學上雖然已認定為環境問題，但是尚未

有對應解決方案或環境政策的議題。

三、全球的新興環境問題

目前國際環境組織非常關注新興環境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常是全

球性問題。一般而言，及早辨識出新興環境問題常見方式有二類，一類

為由相關專家分析及預測未來的環境變化趨勢，及可能發生之事件；另

一類是藉由相關預測模式與技術，來預測可能的環境問題發展之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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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過去環境變化趨勢，有助於分析與討論未來新興環境問題。以下將

簡單地回顧過去十年間，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所關注的全世界新興環境問

題，希望經由討論目前國際專家學者所鑑識的新興環境問題，將有助於

了解台灣可能存在的新興環境問題。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從2003年以來所出版的年報，每年回顧該年世

界各地所發生的環境事件，及值得關切之新興環境問題。以下討論將特

別聚焦在全球性問題，而有些較地區性問題，如目前極區因暖化伴隨的

環境問題，或南亞及非洲因政治或資源所引發衝突的環境問題，將不特

別討論。表1綜合整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由2003至2014年的年報，所提

及的值得關切各項新興環境問題，依其問題特性可先分為四大類：第一

類有害物質及危險廢棄物相關；第二類氣候變化相關；第三類生態系與

生物多樣性相關；第四類資源利用效率相關。綜觀表1所條列四大類之

問題，幾乎都不是「新出現」的環境問題，若是以相對地在進入21世紀

後，才有較多研究與關切的環境問題，則以第一類有害物質及危險廢棄

物中，三項環境問題較值得討論，首先為奈米科技對環境土壤或地下水

可能之污染問題和人體健康問題；另外日常生活用品及食品中所出現之

新興環境污染物或內分泌干擾物質，對人體或其他生物健康之影響；過

度使用人造氮肥及人為活動產生含氮廢棄物等，進而影響氮循環，對生

態系產生不良影響，以及影響全球氣候變化。第三類生態系與生物多樣

性相關議題中，過度漁撈與傳染病出現與再現，需要關注的問題。另

外，在氣候變化的影響下，淡水資源利用也會是非常重要問題。

在2010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邀請22位各領域的專家學者組成研

究小組，初步列出95項所謂新興環境問題，經過此小組委員會密集討

論，篩選出21項議題，再利用電子問卷調查全球933位專家對此21項議

題看法，給予21項議題的權重及建議，最後回收428位專家學者之回覆

後，進一步分析問卷調查結果，所得權重結果呈現於表2。在2012年聯

合國環境規劃署出版其研究成果，21世紀的21項環境議題的報告(UNEP, 

2012b)，在這21項議題共分為五大類：(1) 跨領域問題；(2)食品、生

物多樣性和土地問題；(3) 淡水和海洋問題；(4) 氣候變化問題；(5)

能源、技術和廢棄物問題。其中排名前五項的優先議題分別為：(1)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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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議題 出現於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年報之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有害物質及危險廢棄物

農業用化學物質 ●
空氣污染 ● ●
生物科技
(如基因改造生物)

● ●

食物中危險物質及
內分泌干擾物質

● ● ●

重金屬及汞污染 ● ● ●
奈米科技 ● ● ● ●
氮污染 ● ● ●
核能安全及核電廠
除役後問題

● ●

海洋塑膠污染 ● ●

氣候變化

氣候災難 ●
糧食生產 ●
海洋循環及其他變化
變化

● ●

極區生態快速改變 ● ● ● ● ●

生態系與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消失 ● ●
海洋養殖 ● ●
非法野生動物貿易 ●
海洋生態系惡化 ●
過度漁撈 ● ●
傳染病出現與再現 ● ●

資源利用效率

能源使用 ●
淡水資源利用 ● ● ●

表1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2003至2014年間出版年報中提及的新興環境議題

資料來源: UNEP, 2004-2011, 2012a, 201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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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環境議題 排序

●跨領域問題
1 支持面對全球可持續發展挑戰的治理政策 1

2 因應全球環境挑戰，並邁向綠色經濟 2

3 連結科學與政策 4

4 催化快速地轉變人類對環境友善行為 5

5 以新概念於面對生態系緩慢變化及緊急閾值變化狀態 18

6 因應人類遷移對環境所引發新變化 20

●食品、生物多樣性和土地問題
7 為90億人確保食品安全和糧食安全的新挑戰 3

8 將生物多樣性保育，整合在環境和經濟議程中 7

9 促進都市可持續發展和恢復力 11

10 因應新的國家和國際對土地資源需要的壓力 12

●淡水和海洋問題
11 看待水域與陸域相互作用的新見解：改變經營管理範

式？

6

12 改善發展中國家內陸水域及淡水資源惡化問題 15

13 因應海洋系統運作的潛在崩解，需要綜合海洋治理政

策來解決

13

14 應用適應性環境治理，解決沿海生態系統日益增加之

壓力 

19

●氣候變化問題

15 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新挑戰：經營沒有預期之結果 7

16 面對氣候變化引發不同氣候狀況頻率改變所產生的極

端事件

16

17 經營管理冰川後退的影響 21

●能源、技術和廢棄物問題
18 加速環境友善可再生能源系統的實施 7

19 採用新方式減少新技術及化學品風險 10

20 解決重要產業稀有礦產的不足和避免電子垃圾問題 14

21 退役後核能反應爐對環境影響 17

表2  在2010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專家會議所提出21世紀的21項環境議題

資料來源: UNEP. (2012b) 21 Issues for the 21st Century: Results of the UNEP foresight process 

on emerg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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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面對全球可持續發展挑戰的治理政策；(2)因應全球環境挑戰，並邁

向綠色經濟；(3)為90億人確保食品安全和糧食安全的新挑戰；(4)連結

科學與政策；(5)催化快速地轉變人類對環境友善行為。此5項優先議題

中，有四項是屬於跨領域問題，另外一項是食品、生物多樣性和土地問

題，多是屬於全球性，且是跨地區交流之影響。從表2也可發現多數專

家學者都強調跨領域問題是最值得重視，尤其如何連結目前已知的環境

科學證據與環境管理政策之議題。

四、台灣新興環境問題

目前台灣尚未針對新興環境問題進行有系統地科學分析，參考表1

與表2中國際上所認定的新興環境問題，扣除其中部份問題是屬於特定

區域或地區性外，針對台灣而言，考慮目前台灣環境現狀及社會發展需

要，由其所列之全球性的新興環境問題，篩選出下列幾項將會是台灣重

要的環境議題：

1.空氣污染

2.傳染病出現與再現

3.食品安全和糧食安全問題

4.淡水資源惡化與匱乏

5.核電廠除役後對環境影響

6.採用新方式減少新技術及化學品風險

7.氣候變化所產生的極端事件

8.促進都市可持續發展和恢復力

上述的台灣新興環境問題及挑戰，多屬於現已存在環境問題，但

可能因伴隨氣候變化或其他社會經濟因子變化，使其影響可能會加劇或

是出現不同以往的影響方式。考慮台灣本身自然環境特性及社經文化與

全球其他地區之差異，我們需要考量在地區及地方尺度下，在人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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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與自然環境不同特質交互作用結果，進一步分析與評估台灣本身可

能具有之獨特新興環境問題。

五、面對新興環境問題的策略

新興環境問題多是跨領域問題，因此如何連結已知的環境科學證

據及建立環境管理政策就顯得非常重要。以下分為六小節針對如何有效

地進行環境管理政策的方法及概念進行討論，首先介紹環境決策之過程

步驟，再討論如何在環境決策加入整合性及不確定性之考量，應用生態

系服務與生態系環境經營原則來思考環境管理策略，最後再強調在科學

不確定性下，以預防原則作出確保公眾福祉的環境政策決定。

(一)環境決策過程

如何有效地進行選擇適當環境決策之過程，相關方法仍然缺乏，

不同環境議題採用方法差異也很大。我們一定要藉由自然和社會科學知

識整合，納入權益關係人需求和可能的解決方案之不同意見，才能產生

明確理想的決策來解決環境問題(圖2)。一般而言，環境決策過程常分

為下列三個階段：

1.問題建構階段：環境問題需要清楚地被判識，並在此階段帶入

管理者和決策者的關注問題；

2.問題分析階段：當一個特定的問題被明確地提出及描述後，考

慮各種因素相互作用，根據相關資料研究分析，以及相關模擬模式等各

種方法進行評估，選擇出最適當的方案，來決定所要採取行動，這個決

定將取決於各種因素綜合考量結果，例如對該問題的感知、其重要性和

影響範圍與強度，以及財政和政治的考慮；

3.執行與監測階段：需要管理與實踐所採用環境決策，並且仔細

地評估和監測實施狀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環境決策過程為持續及可

調整的過程，經由實施環境決策結果，及其他環境資料持續增加，都可

能會更進一步再改變或調整環境決策方案之選擇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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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理想環境決策需要綜合考量人、生態系統與政策
(修改自Michigan Sea Grant and Graham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stitute, 2010)

另外，如何連結科學及社會之間關係，一直是整合評估環境政策

的重要挑戰。圖4顯示如何可以利用共同模式設計和考慮不同使用者需

求的情況下，使科學和社會之間能更有效地進行交流。經由研究者與權

益關係人之間互動與溝通，所共同設計的模式，將可以更好地解決我們

的問題。共同模式設計過程，包括設計模式的數據蒐集和模型建模。經

由這種方式，所設計的模式能更好地符合現有的數據、數據分析及社會

需求的特色。

目前因應環境問題的複雜特性，近來常應用於環境決策過程之方

法為綜合評估及模擬(integrated assessment and modelling; IAM)，

此方法是一個跨學科及參與式的過程，首先藉由來自不同學科的知識交

流、結合與溝通，以便能更有效地了解複雜的環境問題，目前常見應用

於氣候變化與集水區水資源經營管理問題。綜合評估及模擬方法，依據

其自然地理範圍、預算、問題本身特質與決策者，其實行方法差異很

大。此方法希望能在環境決策過程，整合多元及多維面向的因素，包括

環境問題本身、權益關係人、學科、模式、尺度五個面向的整合，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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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地解決環境問題。綜合評估及模擬的架構，強調以透明和互動的

方法結合不同模式，並允許權益關係人，在整個過程的所有階段都能參

與。在此架構下，也提供不同尺度面向之各方權益關係人的個別模型之

整合手段，並且幫助各方權益關係人，溝通他們不同的價值觀和關注議

題。

(二)在環境決策加入整合性考量

新興環境問題多是跨不同學科，包括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等不同

面向，且複雜度高，經常需要連結科學與社會相關領域的需求和知識，

才能整合性提出解決環境問題之策略。「整合」是一個常見術語，雖然

大家都認同整合的重要性及需要性，但是整合的真正含義，相對地並沒

有廣泛共識。簡單地來說，整合是經由結合各種單獨的部分或元件來組

合成為一個整體。如何能在環境決策過程，整合性考量不同因素，有效

地進行整合環境決策模式之操作，將是環境決策重要挑戰。圖3呈現進

行綜合評估及模擬的環境決策過程中，10項重要趨動整合因子以供參

考。基本上，這10項因子可分為三大類來討論。第一類是問題本身的考

圖3 整合環境決策模式之主要關鍵因子             (修改自Hamilton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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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利用共同模式設計過程連接科學及社會之關係    (修改自Verburg et al. 2016)

量因子：包括關注的問題、相關治理政策設置和權益關係人。第二類是

與此問題相關的系統因子：是指考慮此問題所關聯之自然環境和人類系

統面向，以及此問題牽涉之空間和時間尺度等四個因素。最後，第三類

則是與分析方法本身相關因子：包含各領域相關學科，方法、模型、工

具和資料數據，以及各類來源和類型的不確定性三項因素。

(三)在環境決策加入不確定性考量

新興環境問題的重要特色之一為不確定性高。自然系統常為複雜

系統，其反應是不可預測的，再加上經常缺乏足夠科學證據，因此如何

在環境決策中，加入不確定性因素考量就非常重要。「不確定性」跟整

合一樣也是一個常見術語，但在不同學科及不同狀況，對其定義及解釋

會不同。簡單來說，不確定性是指有關特定主題的資訊不完整所造成。

過去許多研究環境經營決策，對不確定性有許多相關討論。大致上，不

確定性可再分為4大類：1.知識的不確定性(knowledge uncertainty)：



台灣的新興環境問題及挑戰

105

指我們知識的限制與不足，包括對自然作用過程的理解，和模式組成元

素之不確定性，其可經由進一步的研究和經驗累積而減少；2.變動的不

確定性(variability uncertainty)：這種的不確定性多是指外部的或

隨機的，以及自然和人類(即社會，經濟和技術)系統內在的可變動性；

3.語言的不確定性(linguistic uncertainty)：自然語言常是模糊的、

含糊的、與其上下文相關的，而且許多名詞的確切含義，也會隨時間而

改變。另外語言上的不夠明確及可能具有多層含義，皆會造成此類不確

定性；(4)決策的不確定性(decision-making uncertainty):多指在量

化或比較“社會價值”或是“社會目標”時，出現之歧義或爭議，所產

生之不確定性(Ascough et al.,2008)。基本上，知識的不確定性、變

動的不確定性與語言的不確定性，都可能綜合地進一步再影響決策的不

確定性。

   在進行環境決策的選擇時，如何加入不確定性因素考量，有下列幾個建

議以供參考(Ascough et al., 2008)：1.發展方法來量化因人為輸入所造

成的相關不確定性；2.發展可廣泛地被不同學科接受基於風險的效能標準

(risk-based performance criteria)；3.混合採用不同技術與方法來改善模

糊環境決策(fuzzy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4.利用貝氏概率理

論(Bayesian probability theory)明確地表示在環境決策中其所含之不確

定性；5.結合適應性管理做法到環境決策過程中；6.發展策略與方法來改

善整合模式的計算效率、最佳化方法及估計基於風險的效能標準的衡量；7. 

發展完整分析架構使環境決策過程中不確定性的處理成為其中一部分。

(四)生態系服務

    生態系服務可視為是一種評估自然環境和人類福祉的交互界面之方

法。過去十多年來，許多生態研究者及生態經濟學者常採用此方法，評估生

態系對人類社會之重要性或貢獻。簡單來說，生態系服務是指自然環境經

由生態系結構與功能之不同作用與回饋，提供給人類社會的好處與福祉。

因此，我們可利用生態系服務評估某一環境問題，了解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

的作用與回饋之影響。也可做為一般大眾了解生態系重要性的工具，以及

對人類福祉所提供的好處之參考。例如圖5為過去40年來全台灣河川漁撈

生產量及產值的變化，從漁業統計年報資料顯示，在1996年之後，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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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過去40年間(1975-2014)全台灣河川漁撈生產量及產值 

(資料來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2014)

河川漁撈生產量出現非常顯著地降低，顯示台灣河川對於提供人類社會漁

撈生產的功能惡化得相當嚴重，進而反映台灣河川水質變化或河川棲地特

性改變所造成，降低河川生態系服務之結果。新興環境問題的特色之一，乃

此類問題經由複雜的自然系統作用後，會對人類社會產生有益或有害之影

響。藉由生態系服務概念，也可在評估不同解決環境問題政策方案時，計算

相關生態系服務資訊，提供政策決策者在評估人類活動對生態系影響之參

考依據，以便選擇找出較佳的環境策略方案。

(五)生態系環境經營

在200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C o n v e n t i o n o n B i o l o g i c a l 

Diversity; CBD)為保護生物多樣性，提出生態系環境經營，做為一整

合管理土地、水和生物資源之經營策略，以期用公平方式達到促進生態

保育和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之目的。生態系環境經營採用調適性管理做

法，以因應生態系的複雜性和動態性，及缺乏完整的知識或對其運作的

認識的狀況。特別是生態系作用與反應過程，常常是非線性的，並且其

反應常會呈現時間延遲現象。使其結果多是不連續，導致驚奇和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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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這些考慮面向，與我們討論的新興環境問題的特色非常相似，因此

值得多了解生態系環境經營方式內涵，以提供在進行環境決策過程參

考。

生物多樣性公約在生態系環境經營作法，提供下列五點在操作執

行的說明：1.要聚焦了解生態系統內的相互關係和作用過程，2.加強來

自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利益之共享，3.使用調適性管理做法，4.執行生

態系環境經營時，要在其最合適的地區尺度下進行管理行動，並將權力

下放至最低適當的地方層級，5.確保各個相關部門間的合作。生態系環

境經營方法，並不排除其他環境管理和保護方式，如保護區或單一物

種保育方案，進而可整合所有這些方法，來處理複雜的情況。另外，

生物多樣性公約進一步提供12項原則（表3），又稱為馬拉威原則(the 

Malawi Principles)，來作為執行生態系環境經營之指導。

表3  200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所建議生態系環境經營方法的12條原則

馬拉威原則內容

1 土地、水和生物資源管理的宗旨乃是基於社會的選擇

2 管理應去中央化，將權力下放到最低適當的地方層級

3
生態系管理者應考慮其活動對鄰近和其他生態系統的實際或潛在的影
響

4 生態系環境經營的潛在收益，通常需要從經濟的角度了解和管理生態系

5
生態系環境經營方式的優先目標，應該是保護生態系的結構和功能，以
維持生態系服務

6 生態系環境經營必須在生態系功能運作範圍的限制內進行管理

7 生態系環境經營應該在適當的空間和時間尺度下進行

8
生態系環境經營應該要有長期的目標，並需考慮生態系作用之時間尺度
變化，和生態系反應常具時間延遲效應

9 生態系環境經營必須了解環境變化是不可避免的

10 生態系環境經營應尋求整合地保護和利用生物多樣性之間的適當平衡

11
生態系環境經營應考慮所有形式的相關資料，包括科學、原住民和地方
的各項知識、創新和做法

12 生態系環境經營應連結所有的相關社會部門和所有相關科學學科

(六) 預防原則

預防原則產生的背景，是人類社會面對目前許多重要的環境問

題，如氣候變化，生態系破壞和資源枯竭等問題，其解決的步伐常過於

緩慢，使其對環境破壞和人類健康影響的後果繼續惡化，已經高於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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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覺、修正與改善此類問題能力的速度。因此預防原則是目前國際

間在處理環境問題時，特別是面對環境中一些重要並具高度不確定性之

問題，建議在決定環境決策過程中所需採用的原則。鼓勵環境政策在面

對不確定的風險時，應該以保護人體健康及環境為優先考量。以雙酚Ａ

奶瓶為例，雙酚Ａ奶瓶對嬰兒健康帶來的可能風險，雖然科學研究證據

仍有所爭議其危險性，但是考慮其可能對嬰兒長遠影響，在2011年之後

國際組織與歐美國家仍決定採取預防性的保護措施，禁止奶瓶使用雙酚

Ａ。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署也在2013年9月禁止雙酚A用於奶瓶中。

將此想法具體化並用於處理複雜環境問題，可以1992年聯合國里

約宣言對預防原則的說明為代表：「為保護環境，各國應依據其能力廣

泛地使用預防性作法。即當存在有嚴重及不可回復的傷害之威脅時，雖

然缺乏充分科學證據，但不能以此作為延緩採取符合成本效益方法，來

防止環境惡化之理由」。預防原則的主要內涵有下列四點： (1) 當面

對環境問題的不確定性時，應採取防範預防措施；(2) 轉移需要舉證負

擔給進行或支持此活動行為者，也就是要證明此項活動是不會損害人體

健康及環境；(3) 考慮其他多種替代可能有害行為的方案；(4) 增加公

眾參與整個環境政策決策過程。基本上，預防原則可視為在科學不確定

性下，作出確保公眾福祉的環境政策之決定。

六、結論與建議

藉由討論及分析新興環境問題的特色，以便能及早認知或辨識出

新興環境問題。並討論面對此類問題選擇環境決策時，所需採取的相關

原則與方法，特別是不斷重複地類似概念，包括降低不確定性、整合性

評估環境問題、連接科學與社會不同面向需求和調適性環境經營管理

等，以期在進行評估環境決策的架構中多加考量上述原則，以選擇出最

適當的環境政策。參考目前全球性新興環境問題，提出台灣可能需要關

注的8項新興環境問題及挑戰，包括(1)空氣污染，(2)傳染病出現與再

現，(3)食品安全和糧食安全問題，(4)淡水資源惡化與匱乏，(5)核電

廠除役後對環境影響，(6)採用新方式減少新技術及化學品風險，(7)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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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變化所產生的極端事件，(8)促進都市可持續發展和恢復力。要了解

與解決台灣新興環境問題，選擇適當的因應環境策略，必需先了解不同

環境問題，其可能會發生的地區或地點，或是影響的對象與方式。我們

需要優先地在地方與地區尺度下，進行相關研究與分析，發展早期警示

指標，以便能在新興環境問題尚未嚴重地威脅人類安全及生態系健康之

前，及早提出有效的因應對策，以減少或避免可能的衝擊與傷害。新興

環境問題常因人類社會的各種活動或行為，而可能會加速其發生速度、

加強其發生強度或改變其影響方式。如果新興環境問題不即早面對，其

未來將會有更顯著影響。特別是如果面對這些問題，我們什麼都不做的

成本比將會比有所行動的成本高出許多。展望未來，我們需要新思維，

連結各類科學和研究成果，整合和綜合來自不同來源或方式的數據與資

料。特別是目前相關環境主管部門不要只單純地描述所蒐集環境的現況

資料，必須要綜合深入地分析這些資料變化與趨勢，進一步產生有用的

知識，才能幫助及早發現問題，及協助選擇適當策略採取最佳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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