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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暖化、巴黎COP21、台灣不缺席
馬政府不要鎖住子孫的未來
記者會會後新聞稿
(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徐光蓉)
11月30日，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
約國第二十一次大會將在巴黎舉行。與過去
20次會議最不同之處，是128國元首、副元
首將於開幕當天公開表示對控制氣候變遷的
期許，而不是在協商快進入尾聲時參與; 顯
示這麼多國領導者是多麼希望這次巴黎會議
能有新議定書出現，希望儘速控制氣候變遷
在人類可以接受的程度。
想穩定增溫在攝氏兩度以內，人類在本
世紀末之前就必須停止使用化石燃料(才能達
到碳中性，carbon neutral)，多數已經知道
的石油、煤以及天然氣蘊藏必須留在地裡不
得開採。這絕不是個不切實際的幻想，不是
我們願不願意做，而是環境迫使人類不得不
如此, 包括台灣在內。 從最髒的煤開始，全
球最大的主權基金-挪威主權基金，石油起家
的洛克菲勒家族，加州退休基金與全球最大
金融服務公司安聯，都開始拋售與煤有關的
投資; 而英國最近宣布2025年關閉所有燃煤
電廠!

沒有煤或油，要靠甚麼發電? 擁核人士
立刻會說: 核能! 怎可能? 看看國際趨勢，從
1951年美國愛達荷州EBR-1開始核能發電起
，至2014年底運轉中核電廠僅337GW; 風與
太陽能發展，幾乎是21世紀開始，到2014年
底，全球風力370GW，太陽光電175GW; 原
本偏好核電的國際能源總署IEA推估2030年
再生能源將提供31%電力; 核能從1996年最高
18%降至目前11%，能否維持這比率，許多
人不認為可以。一個天天倡議要與國際接軌
的政府，卻完全不去瞭解國際情勢!
政府談「節能減碳」似乎還停在辦家家
酒的階段，好像只需靠民眾努力關燈、拔插
頭、走樓梯以及吃素，就足以讓高耗能產業
繼續擴張! 即便經濟衰退，工廠外移導致失
業日趨嚴重，溫室效應氣體排放並未顯著下
降，僅持平。
面對國際日高升的減量壓力，不想認真
減量，卻提出看似有誠意的「國家減量承
諾」(INDC)，宣稱2030年目標比「一切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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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減少50%! 仔細看，其實「一切如
常」是過度誇張的未來預測; 所謂的2030年
努力成果基本上不需要太多努力就可及! 如
同某人每月增重2公斤，因此「預測」兩年
後會增加48公斤; 進減肥中心治療，實際兩
年後仍增加20公斤。 減肥中心可以「狂賀
成功」減重28公斤!? 這就是現在政府提出的
「國家減量承諾」(INDC)策略的本質呀!
全球減量公約逐漸成形，台灣無法置身
事外，及早誠實面對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對
策。對於幾乎所有能源都仰賴進口的台灣，
提倡節能與發展再生能源是必然的趨勢，能
源結構不可能一僦可及，需要三五十年時間
發展，替換。 如果仍執著於傳統化石能源與
核電，是鎖國 -- 將子孫的未來鎖在污染裡。

12月1日， 一些民間團體代表將去巴黎參
與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希望將實
際體驗回國與各界分享，提供獨立於官方的
觀點, 提升台灣對氣候變遷的關心，並期盼能
刺激推展、擴大減量的落實。

COP21普攏貢翻譯現場報導
2020歐盟林務部門減碳路徑
作者：陳秉亨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秘書長)
森林對於氣候變遷的重要性已經毫無疑
問，它們同時扮演儲存二氧化碳還有吸收二
氧化碳的角色。森林可以提供資源作為再生
能源或是取代石化材料。京都議定書之後，
森林扮演兩種不同的角色，在北半球森林被
當成是碳儲存庫，在南半球森林被開發，成
為碳的排放源。

其是IPCC(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 2000
年的報告指出，全球有30％二氧化碳排放量
，是來自森林的焚燒。讓世界重視限制林地
的使用，卻忽略森林經營可能減碳功能。
但是這個狀況，漸漸受到改變。林木利
用新的氣候變遷調適工具，新的科學數據也
顯示在已經高度發展的國家，智慧利用林木
減緩氣候變遷的可行性。因此歐盟開始決議
2020年之前，將現有的土地利用轉換成對減
碳有助益的方式。並將土地使用(LAND USE
)、改變土地(LAND USE CHANGE)使用與
森林經營(FORESTRY)作為2030年減碳重要
架構之一。

在京都議定書之後，已開發國家的森林
與土地利用情形，因為過去的利用方式，一
直增加碳排放量，所以受到很大的限制。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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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片可以看出，1990年到2010年，森
林對於歐盟減碳的數據。這20年歐盟減碳從
5,500MT碳當量至4,600MT，森林一直以來
保持約吸附500MT碳當量的貢獻，紅色線虛
線是歐盟預計2030年達到的減碳目標；綠色
虛線則是如果加入智慧使用森林，或許可以
減更多碳的預測值。2020之前，各國專家有
興趣的是紅色的部分，森林是否可以扮演更
多減碳功能？

森林如果只是單純的被砍伐(紅色虛線範
圍)，無庸置疑的增加大氣中的排放量，製造
林業副產品的過程也是增加碳排放量。但是
做成生質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或是可以替代
石化原料的森林產品，就可以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
關於利用林業副產品作為減碳工具，增
加的碳，跟透過林業經營減少的碳，是否可
以達到平衡，向來都是許多專家有興趣的問
題。這個問題其實要看每個國家對於林業減
碳政策的研究與執行能力。下面的圖表顯示
，歐盟國家中，林業經營創造的經濟產值。
圓形的面積代表該國家木材供應量，橫軸代
表林業產品對GDP的貢獻，縱軸代表可能因
為林業產品衍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看
出在這方面，德國不只是綠能，連林業減碳
都表現相對優異許多。如何聰明利用林業，
歐盟將之稱為氣候聰明林業(Climate Smart
Foresty )，目前希望透過這個計畫，將成功
氣候聰明林業國家的經驗，分享給其他國家
的決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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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LULUCF計畫的經驗，跟台灣相當
類似，台灣林業曾經有蓬勃發展，但是因此
造成水土保持與生物多樣性的重大損失(如下
圖)，因此台灣的林業受到極大的限制，如同
現在已開發國家一樣。要減碳的路徑，除了
節能與綠能之外，或許氣候聰明林業在台灣
可以多加琢磨。例如，將木材作為生質燃料
發電，理論上算是零排碳，因為燃燒木材的
碳，在森林成材的過程中被森林吸收了，但
台灣並沒有類似的發電設備。若未來台灣面
臨世界嚴謹的減碳標準，台灣林業也可以肩
負重要角色。
從這個角度看，之前政府組織再造時，
林業試驗所該歸屬環境資源部或是農業部的
爭議，就更有討論空間，曾任林試所長的金
恆鑣曾提出極度有創造性的見解，台灣森林
副產品要有產值，就必須經過高度的工業設
計，因此林試所應該與工研院有密切合作甚
至整併。在歐盟試圖透過本計畫，兼顧林業
發展、創造經濟產值、又肩負減碳任務的多
重考量下，金恆鑣老師的見解，不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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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個人認為有兩個前提，第一，台灣
原始森林應確保完整性，絕對不可以動。第
二，要有完整的研究，適合的氣候聰明林業
地區、適合的產品、支援的設備是否可以達
到碳中和，如同歐盟在執行本計畫前，將所
有國家現有的植物林向做了相關的分析(下圖
)。台灣與屬於溫帶單一林相的歐盟不同，不
能直接移植歐盟的經驗。雖然台灣土地面積
不大可以做氣候聰明林業的地區或許也不多
，但是減碳本來就是各部門都應該要盡力而
為的無悔政策。能夠減一頓二氧化碳是一頓
，未來政府組織再造，應積極賦予林業試驗
所相關的任務。又或可在能源國家型科技計
畫中，從過去研究取向，轉而推動實作型的
案例。又或許在違章工廠就地合法的爭議中
，要求符合工廠管理輔導法的廠商，要認養
與其排碳量相等之氣候聰民林業，也屬可行
的方式。

20151126 國家要永續須通過國土三法記者會

20151127 聯合國巴黎氣候峰會前夕記者會

20151121 台東部落參訪太陽能農場

20151124 反對違章工廠就地合法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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