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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電？缺(綠、節、人)電新聞稿

      在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民進黨主席蔡英

文都表態主張2025非核家園後，台灣核電工

業利益集團仍想盡辦法，營造台灣沒有核電

，會缺電危的輿論。尤其昨日能源局副局

長、前核四辦公室主任表示，台電因為有多

部機組歲修，所以台灣有缺電危機。環保團

體記者會表示，台電是缺電、缺人電、缺綠

電、缺節電。    

      缺人電：台灣電力裝置容量4,118萬瓩，

近日尖峰用電約2,800萬瓩上下，台電無視

裝置容量4,118萬瓩，卻以 「 備轉 」容量計

算。能源局以台電機組在電力需求逐漸上升

的初夏季節歲修為理由，恐嚇人民有限電可

能。如果有高的裝置容量，備轉容量卻低，

顯然台灣電力管理大有問題，相關人員需接

受逞處，所以缺「人電」。   

      缺節電：雖然行政院長喊出今年節能2％
，但實際上口號治國，並沒有積極作為，依
據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工研院2050能源
模擬器可知，每年節能2％相當合理。特別
是台灣是夏天中午空調用電消耗最多電量，
做好尖峰附載管理，台灣無限電危機。能源
局不應在缺乏積極節能政策，卻恐嚇人民缺
電。

        缺綠電：台灣長年來唱衰、打壓綠色能源

發展，在綠色能源根本還沒發展的時候，就有

能源學閥唱衰防止綠能過熱。台灣太陽比歐美

國家豐富、也有世界最佳的風場，夏天最熱、

太陽最大的時候，可以用太陽能補充尖峰用

電。冬天風大、空氣汙染的時候，可以用風力

發電減少燃煤、減少空氣汙染。台灣缺電，缺

的是綠電。

      台灣環保聯盟、嬤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綠

色公民行動聯盟、綠色消費者基金會等環保團

體強調，台灣每年花兩兆在進口能源，如果能

夠節能百分之十，可幫台灣每年節省兩千億，

兩千億可以推動無數節能、綠能政策。既然執

政黨、在野黨領導人，都宣示2025非核家園，

未來十年，國家應該不分藍綠，全力發展節能

與綠能產業，不要騎驢找馬，想盡辦法，用缺

電，來護航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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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育，漁業永續
白海豚跟著媽祖繞境記者會

      瀕臨絕種的媽祖魚、白海豚因為棲息於

水深30公尺內的海域，容易受到人類行為危
害，族群約80隻左右，環保團體於2008年至
行政院陳情，要求劃設重要棲息環境。直至
2014年地球日4月22日預公告，至今仍未正
式公告。未公告的原因，除了工業單位拿著
二十年前劃設、但已經不可能開發的離島工

業區阻礙之外，漁民疑慮保護海豚，會影響
漁業行為。在大甲媽祖遶境的此刻，環保團
體攜帶白豚大型氣球，跟隨媽祖一起走過白
海豚重要棲息環境之一(大肚溪)。希望可以
訴求，白海豚的保育，其實可以跟漁業雙
贏。環保團訴求如下 。      

      第一、有白海豚才有健康的海洋漁業。

白海豚是海洋生態的指標，如同台灣漁業，

面臨汙染、水下噪音、河口生態破壞、違法

漁業、棲地消失等威脅。白海豚族群越多，

代表台灣漁業資源越豐富。劃設重要棲息環

境，只是海洋漁業資源保育的第一步。比台

灣落後的菲律賓經驗指出，漁村進行漁業資

源復育之後，漁獲量增加三倍，還帶動觀光

風潮。

      第二、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不影響現有

的漁業行為。白海豚只生活於水深三十公尺

深、距岸邊三公里以內的海域。依照現行法

令，在離岸三海里範圍內本來就有相關規範

，開發行為也本來就開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加上海岸法、濕地法已經通過。白海豚重要

棲息環境劃設，不影響現有的漁業、開發行

為。        

      第三、白海豚保育國際都在看。根據國際

顧問團研究，台灣白海豚族群量至少需要再

2030年回復到一百隻。台灣白海豚的族群，滅

絕或復育受到國際關注，若台灣白海豚滅絕，

如台灣雲豹一樣，不只是台灣無可彌補的損失

，也重創台灣國際形象。特別是媽祖信仰鼎盛

的台灣，如果媽祖魚滅絕，無非是對媽祖的最

大不敬。

       最後，環保團體再次聲明，白海豚與漁民

是命運共同體。白海豚對海洋的意義，猶如海

洋守護神媽祖一樣，百海豚重要棲息環境只是

保育工作的一部分，未來站在重要棲息環境的

基礎上，向政府爭取海洋保育署編制。保護台

灣海洋生態，讓漁民有高經濟價值的漁業產值

，同時爭取足額預算，補助漁民協助進行白海

豚保育工作。共創保育、漁業雙贏局面。

時間：4月18日上午10:30
地點：大肚溪橋台中端

2015全國NGOs環境會議
       台灣民間環保團體每年於地球日前夕召

開「全國NGOs環境會議」，2015第12屆全

國NGOs環境會議將於4月7日，假立法院群

賢樓9樓大禮堂舉辦，以主題式公民參與工

作坊進行，針對議題進行焦點式討論，主題

包含「台灣的永續政策、能源轉型與非核家

園、食物安全與食農教育、環境政策遊說、

棲地與動物保護、環境景觀與生態美學、原

 住民環境守護、與環境公害防治策略」，並

將會議結果共識於4月22日地球日當天，送

交政黨領袖、行政首長，期望在今年立法院

法案屆期不連續的關鍵一年，能促成關鍵法

案與政策有效推動。發起團體將由台灣環境

保護聯盟、荒野保護協會、台灣千里步道協

會、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關懷生命協

會、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台東環境保護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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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台灣協會共同參加。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說明，能源轉型與非核

家園主題，由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台灣再生

能源推動聯盟等團體負責，主要訴求為，台

灣百分之98能源進口，每年耗費兩兆台幣購

買能源(油與電)，力行節能與綠能，不只2025

非核家園並非口號，也能為台灣減少能源開

支、促進產業發展。從今年算起，到2025年

，恰好有十年的時間，讓台灣成為一個節能

與綠能產業的非核家園國家。另外，電價公

式已經修改，應該要在立法院這屆期，通過

延宕多年的電業法，以利台灣多元能源的發

展。

      荒野保護協會賴榮孝理事長表示：荒野保

護協會以「守護棲地」為主軸，要求政府應

以更積極的態度來面對台灣整體的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強調的是環境正義、社會公平以

及經濟發展，並非只是國內生產毛額(GDP)

逐年成長。透過此次會議，將邀請中央研究

院、中華經濟研究院、祐生文教基金會、台

灣科技大學、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台

達電子文教基金會等代表，共同參與討論，

以凝聚政府機關與民間共同的台灣永續發展

訴求，確保有限的地球資源永續循環利用。    

關於核能的辯論，歐盟各個國家有自己的方

法，大家都在探究這個問題。歐盟去年11月

已經訂了2030年的目標，由28個會員國的政

府、首腦、總統或總理一起決定減碳目標：

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比1990年排放量降低

20%，2030年的目標降低40%， 2050年的目

標是降低排放量至少80%。

      主婦聯盟環保基金會賴曉芬秘書長強調

，食物安全不只是現實生活中的健康問題，

更攸關著台灣農業生產、人與風土環境的重

要議題。國人不能再以消費資本主義的框架

，個別面對食安連環風暴。主婦聯盟環保基

金會邀請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台灣農村陣

線、全國教師總工會與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等

七個團體，討論如何透過政策工具，發展友

善土地、關注環境與文化的食農教育，讓生

產者與消費者形成社會連帶，共同打造綠色

飲食生活圈。

      關懷生命協會將邀請六個環保與動保團

體探討當前最迫切問題，分別為：關懷生命

協會執行長何宗勳談『終結12夜—未來兩年

保護流浪動物挑戰』、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執行秘書簡婕羽談『白海豚保育』、台灣黑

熊保育協會理事長黃美秀談『臺灣黑熊當前

課題』、屏東縣環境保護聯盟會長洪輝祥談

『後灣陸蟹保育』、苗栗自然生態學會理事

長郭榮信談『搶救石虎』、桃園在地聯盟召

集人潘忠政談『桃園藻礁危機』。

      台東環境保護聯盟劉炯錫表示，原住民在

1980年代台灣民主化浪潮時期曾提出還我土

地運動，但政府、某些「保育」人士仍以個

別原住民有濫墾、濫獵、盜採林木、出賣保

留地等理由不曾間斷地反對部落自我治理生

活領域。事實上，原住民在被殖民統治前的

生活領域極為自然、生物多樣性極高，沒有

證據顯示任何物種因原住民絕種。與其不承

認原住民部落國主權而被罵「保育」帝國主

義，建議環保團體應在尊重原住民部落國主

權下，思考如何主動與原住民共同守護其生

活領域的環境，維護其與自然長久共存的生

態文化，並發展綠色產業，以促進其永續發

展。

      經過這幾年的公民參與行動，反國光石

化、反浮濫徵收、搶救綠地老樹、保育水

源、桃園藻礁、石虎、白海豚、反核、守護

原住民傳統領域等，公民力量向政府推動許

多重要的台灣永續政策法案，然而明年初的

立法院第九屆選舉，恐將先前的努力回歸原

點，因此，2015年全國NGOs環境會議以針

對議題進行焦點式討論並提出改善核心要項

，將結果於4月22日地球日送進總統府，希望

在這關鍵一年，能促成關鍵法案與有效政策

推動，以達永續環境，落實法案推動之實。

  

          

左起 荒野保護協會、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公民監督國會聯

盟、關懷生命協會、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台

東環境保護聯盟、看守台灣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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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全國NGOs環境會議

(中間藍色衣服)頒發感謝狀與書法環保先鋒

林聖崇老師  淨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2015/04/24  原住民呼籲非核家園，要綠電不

要核電記者會

2015/04/27 

日本朝日新聞拜訪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2015/04/24 環保茶坊  搶救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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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徵信
2015年2月1日- 2月28日
捐款收入
$100葉芷吟
$200郭金泉.黃建中.徐詩閔
$250林幸蓉
$300龔裕程.林麗華
$500徐世榮.Roger.羅進軒.辛炳隆.蘇冠賓.CJ.徐
薇謦.吳月鳳.廖金英.許惠悰.林暉凱.$800楊振銘
$1,000謝建民.濁水溪.王俊秀.吳焜裕.廖彬良.王秀
文.李建畿.施克和.曾淑敏.王淑芬.劉俊秀.謝佺甫
$1,500許瓊丹
$2,000廖悅庭
$2,400李駿
$3,000陳文賢.楊孟麗
$4,292無名氏
義賣收入
$6,000中高頻測試器
專案收入-反核專案
$1,350反核旗
$1,000,000柯文哲
2015年3月1日- 3月31日
捐款收入

$100葉芷吟
$200郭金泉
$250林幸蓉
$300龔裕程
$500徐世榮.Roger.吳月鳳.廖金英.辛炳隆. 蘇冠賓
CJ.徐薇謦.許惠悰.林暉凱
$800楊振銘
$1,000謝建民.濁水溪.許毓珈.王俊秀.廖彬良.王秀
文.李建畿.施克和.王淑芬.劉俊秀.王素花
$1,200陳易潔.
$1,500許瓊丹
$1,600施信民.鄭尊仁.徐光蓉.劉志堅
$2,000李駿 
$2,600吳焜裕.
$3,000葉靜芳. 楊孟麗.
$4,026無名氏  
$5,000安南文教.
$6,000林興溪水協會  
專案收入-反核專案
$1,925募款箱.$3,900義賣品
專案收入-2015民間能源會議
$5,000綠色21台灣聯盟
$100,000(財)台灣民主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