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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民主論壇 環境論壇(二)
(文 圖/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陳秉亨 )

       一、緬甸的森林政治經濟學，亞洲發展
       研究所 Mr. Khine Tun
    感謝主辦單位，我們主要是研究機構，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種活動，緬甸介於中國
與印度之間，緬甸天然資源很豐富，有寶
石礦、煤礦、水力、木材。在歷史上緬甸曾
經是殖民地，因為各國都覬覦緬甸的森林資
源，當時我們砍伐很多的柚木。因為森林是
很大的產業1856年開始有一些森林管理系
統，其實世界上的森林管理，很多是來自緬
甸的經驗。

    大致上來說森林分成三區，砍伐、補
種，1990年代中期有嚴重砍伐的問題，因為
遭遇美國與其他國家的禁運問題，所以砍伐
很多森林賣給中國。緬甸有很多的武裝衝
突，反抗軍會砍樹賣給中國，換取武器與食

物。我們稱之為中國因素，緬甸過度砍伐的
問題，背後是中國的原因。不只是森林，也
造成土石流、土壤侵蝕、河川淤積、下游旱
災、雨量集中、雨季卻減少，對中下游的農
業有很大的傷害。
    2008年的大颱風，有13萬人喪命，國內
知名的內陸湖泊，開始出現完全乾涸的狀
況，嚴重衝擊到觀光業，野生動物喪失棲息
地與食物，所以到人類生活區覓食，居民只
好住到樹上。菲律賓是氣候風險指標第五
名，我們是第二名，主要是因為森林過度砍
伐。
    我們是研究機構，向政府提出警訊，
2014年開始，新政府決定不能出口圓形的木
頭，也決定特定地區的禁伐，但是地方政府
為了收入，常常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們
的環境鬥士也常被謀殺。未來我們把重新造
林列為國家重要的目標，我們也規劃從中國
跟泰國取得天然氣，看看能不能取代森林。
甘地說，地球可以提供大家需要的，但是不
能提供大家想要的。

    二、柬埔寨原住民土地保護(柬埔寨原住  
        民青年協會)Mr Ngach Samin 
    CIYA是2005年成立，2008年正式立案，
我們也是亞洲原住民協會的成員，柬埔寨是
承認原住民的權利的，這點是很幸運的。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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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寨有24個部落，但是像在湄公河流域，我
們面對了跟其他國家一樣的問題，礦物開
採、森林的濫墾，對原住民來說，最需要依
賴土地與森林，土地法承認原住民的土地所
有權。

    土地所有權需要去土地登記，不過是需
要整個社區的所有權，不是個人的土地所有
權。要經過三個程序，第一個，是身分與族
群認同，我們的鄉村發展部會要在身分認同
的政見上蓋章，第二個，要由內政部確認，
團體要選出代表來管理社區，內政部會核發
法律證明文件，第三個，要劃出領域界線。
    在過去，大型水力電廠的開發案，居民
要被迫離開原來的社區，無法抵抗，如果可
以畫出自己的土地權，就比較可以對抗這些
開發計畫。柬埔寨很少參與環評，除了環境
議題之外，還有文化的影響，在過去赤色高
棉時代，有很多原住民因為戰亂離開土地，
失去文化，其實很難回復，所以我們特別重
視現在的原住民青年的參與。
    之前有一個中國的公司栽種甘蔗製糖，
但是侵犯了原住民的傳統領域，原住民沒有
得到補償，也有中國跟越南合作投資的，雖
然有一些補償但是文化損失無法用一點點的
錢補償的，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就是永續發
展的生活方式，柬埔寨原住民在國際法與國
內法上面都有被承認。我們要推動的是落實
這些法律，要求各國的開發案要尊重當地原
住民的權益，如果不行的話，我們會向國際
法庭或是亞洲開發銀行提出控訴。但是不一
定會勝利。

     三、越南環境危機蓋觀(越南海外公民
        意識推動組織)Ms. Vu Ngoc Han
   我們在越南從事環境權與人權的工作，
V0ICE組織在1996年開始，由菲律賓的越南
僑民組成的，因為越戰結束之後，越南採取
社會主義，不容許公民運動，我們從海外來
推動民主的公民意識。

    越南海岸線超過3千公里，有一百多個
美麗沙灘，生產很多米，越南是全世界稻米
出口最多的國家，但是目前沿海環境因為台
塑煉鋼的汙染，湄公河附近有很多的森林砍
伐，越南開始展開環境抗爭。特別是去年針
對台塑煉鋼的公民運動，不過有許多環境鬥
士因批評政府被判刑。

    讓我們來看一下去年汙染事件的影片，
去年有許多死魚被沖到岸上，漁民生活遇到
很多的困難，下去現勘的潛水夫也生病死
亡，官方一直到三個月之後，政府才承認可
能是台塑鋼鐵的影響，河內居民上街抗議，
台塑鋼廠也沒有明確補償方案，台塑跟越南
政府的和解方案五億美金，其實沒有幫助到
當地的漁民，當地漁業瀕臨瓦解的狀況，醫
院也不讓居民知道檢測結果，曾經有漁民檢
測出高濃度的鉛，但是無法確定是否是台塑
的影響。越南很需要大家的協助，歡迎大家
跟我們聯繫。

      四、全面評估越南的環境汙染(Green     
          Trees) Mr. Nguyen Manh Cuong
    越南有幾個環境議題，一個是採礦的問
題，另外一個是空氣汙染問題，海洋生態的
問題，越南有64個燃煤發電廠，發電量佔越
南26%，天然氣31%，水力發電38%，2030年我
們火力發電會到52%，可以預測未來空氣汙染
會更加嚴重。越南的電廠只用簡單的污染防
治設備，無法處理汙染，未來再增加燃煤火
力電廠，會更加的嚴重。
    另外我們來看看海洋生態，越南海岸線
很長，很多漁民一家10口，都要考漁業養
家，2016年有26萬漁民失業，在河靜失業率
到達16.4%，漁民失業最為嚴重。今年政府要
大家不要擔心，說海域已經乾淨，但是今年
有人吃一些螃蟹之後，有呼吸困難的狀況，
醫生也不願意告知檢查結果。
    今年可以從河靜看到紅色的海水，部門
跟大家講說是藻類或是魚卵，我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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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取樣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COD比正常高
50倍，還有苯酚類。最後大家看一下越南南部
的狀況，越南也在海裡面傾倒淤泥，但是對於
生態影響很難找到證據。很多時候我們都要自
己去作調查，透過網路作傳播。我們需要國際
組織對我們的協助與指導。

       五、印度能源環境與水資委員會
     我們希望可以促成亞洲的策略聯盟，來
促成亞洲的能源轉型，CEEW是一個智庫，我們
做各種領域的分析，如再生能源的分析，其實
這些水資源與減碳的工作，可以給很多中小企
業發展的機會。我們也探討科技跟金融的關
係，如果你發明了一個很好的技術，有助於氣
候變遷議題，我們會想辦法協助取得資金，特
別是百分之60的太陽能電廠都需要融資。
    印度是全世界第五名發電量的國家、進口
煤礦是全世界第二名，油的進口量是全世界第
四名，如何達成NDC的自願減量承諾？

   

我們希望2030年比2005年減少30%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印度未來2022年希望有175GW的
再生能源，100GE太陽能、60GW風力。要更
換2億2千個LED燈泡，可以節電2億美元，也
宣布2030年之後所有汽車要改成電動車，會
推出電池租賃的方式。
    印度跟已開發國家不一樣，印度是開發
中國家，對印度最重要的是能源安全，有穩
定、買得起的能源來源，假設印度跟其他國
家買能源的話，如果其他國家發生戰亂，就
會影響印度的能源安全。
    有很多因素影響能源安全，國家跟國家
之間的關係很容易造成能源價格的波動，
比如說中國的太陽能模組廠商變動價格的問
題，其他國家發現便宜的頁岩氣的問題，國
家跟國家之間，如果區域電網可以建立，就
會對印度能源轉型有幫助。

地址: 100 台北市汀州路3段107號2樓  電話:02-23636419  傳真:02-23644293  email:tepu.org@msa.hinet.net

政府早該支持原住民重返領域永續發展
(文 /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劉烱錫 )

    凱道小講堂發起人之一的那布‧霍松安是
2002年起堅定重返內本鹿社會運動的靈魂人
物，他邀我在11月16日演講，我回應重返內本
鹿領域一事，認為政府早該大力支持原住民重
返領域並在那裏永續與發展。
  　本人在2001年以地理資訊軟體畫出有立體
感的地形，三月間從好茶部落國開始嘗試，發
現效果良好後，開始推廣。不久，我執行林務
局的生態調查計畫，阿力曼先生(現為鸞山森
林博物館負責人)帶著妻小協助我調查內本鹿
地區，進出少則一週，多則兩、三週，並透過
耆老訪談建立約三十個asang（布農人聚落）
的部落地圖。那布先生事後也投入重返內本
鹿，其胞兄布農文教基金會白光榮董事長獲得
文建會補助，邀請在內本鹿出生的耆老搭直升
機重返「阿凡達」世界，令人感動。問題是每
年重返內本鹿，重建霍松安家族的石板家屋，
雖有媒體報導，終究仍未獲得政府的肯定與支

持。
    去年八月，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
民道歉，聲稱要落實原住民權利宣言、尊重
傳統領域，但其行政體系至今仍無一套可行
的落實方法，甚且認為傳統領域不及於私有
地，導致那布先生、歌手巴奈·庫穗小姐及
前台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馬躍·比吼主委等
人到凱道集結抗爭至今。這和2008年的澳洲
總理陸克文先生(Kevin Rudd)代表政府向原
住民道歉後，即帶領政府培力部落國的實質
治理與經營、搶救與重建流失文化，乃至重
返傳統領域永續發展，相較起來，有如天壤
之別。本人在2012年參加聯合國重返里約熱
內盧舉辦的環境與發展會議，看到當時的澳
洲朱莉婭·吉拉德總理(Julia Gillard) 發
表演說，分享實踐原住民權利宣言經驗，並
當場邀請大家2013年6月到其北領地的達爾
文市參加原住民網絡研討會。我自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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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他們為了協助原住民重返偏遠的傳統領
域，動用各部會支援，有形的直升機、船舶、
車輛、道路、建築等之外，無形的語言、文化
技藝傳承也有充分經費，甚至失傳的用火管理
地景的文化，也以研究、實驗的方式嘗試找回
來。
    本人出身森林系背景，三十多年前學生時
期就發起守護生態運動，不久發現原民文化與
自然生態共存後，認為協助原住民永續利用傳
統領域資源應是政府該做的事。一路看到1987
年解除戒嚴之後，大社會的民主人權發展可歌
可泣，但對原住民方面仍進展有限，1988年通
過野生動物保育法侵害原住民人權與文化，陳
水扁總統2000年喊出與原住民夥伴關係、立法
院2004年底通過原住民族基本法，馬英九總統
2009年簽署聯合國人權兩公約，蔡英文總統在
2016年向原住民道歉，聲稱要落實原住民權利

宣言，結果呢？聯合國1992年永續發展肯認
原住民的環保價值， 2007年通過的原住民
權利宣言，我們到現在還違反人權未落實。
    有人號稱山地是護國神山，提供的水資
源是台灣經濟發展的保障，但誰肯定原住民
祖先守護山林？誰在乎他們被強佔領域、被
迫遷村？數百個原始部落，絕大多數連一條
機車可達的路都沒有，遠比菲律賓山村不
如。傳統領域空有文化再珍貴、風景再美、
天氣再舒爽、物產再豐富、再有經濟潛力，
原住民也難重返發展。本人基於民主與道
德，呼籲政府提出支持原住民重返傳統領域
永續發展的實現方式。基於經濟考量，本人
引用今年總統文化獎青年創意獎得主舒米恩
的話，原住民是績優股，值得國家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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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4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30週年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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