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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森林日，推動森林認證 發展綠色經濟記者會

     3月21日是世界森林日，台灣環保聯盟，

立法委員陳曼麗辦公室召開記者會，希望台

灣可以推展森林認證，阻止違法木材進口，

發展台灣綠色經濟。

     環保聯盟台東分會、台東大學劉炯錫教授

表示：世界森林日，現在世界有五億多公頃

的森林有認證，台灣目前也還沒有積極的作

為。其中森林認證包含有生物多樣性、原住

民文化，森林認證完之後，很多國家都納入

環保標章，推動優先採購，達到資源永續利

用與山村經濟發展的效果。如果台灣用永續

的輪伐竹林，竹材有作生質能的優勢，可以

帶狀擇伐，不破壞水土保持，每公頃有30萬

的收益，加起來最多可以有百億，約台灣發

電量的2.5％。台灣有許多人工造林的針葉林

，也沒有得到妥善的使用。推動森林認證，

不只保護環境，行銷國際的價格也會不錯，

會為台灣帶來產值。

     環保聯盟秘書長陳秉亨表示：如果台灣的

木材可以滿足每年2.5％的電力需求，台灣一

年向外國進口能源約2兆，一半用於發電用

，如果可以自給2.5％的電力，可幫台灣省下

100億的進口燃料成本。森林成長的過程吸

附二氧化碳，製成取代塑膠的材質，或是作

生質燃料，都可以抵減台灣的排碳量，對台

灣的再生能源的發展，有正面的助益。

     造林協會理事長林家鼎表示：在屏東推

動900公頃的FSC認證，20年獎勵造林的樹

，一公頃種2500株，一年砍90公頃，送到台

中做太空包，台灣一年有四億包的需求量，

約40萬噸的木屑，但是這些木屑可能沒有好

的認證，對於森林有負面影響。如果不是合

作太空包，作為生質能，一天有五十噸的重

量。台灣目前有六萬公頃的林農，現在要開

始做伐採，可以引進FSC認證。韓國跟美國

都有人想要買台灣的FSC認證的木頭，對未

來的台灣是個機會。

     嘉義大學農業學院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李

安勝系主任表示：正在協助布農部落90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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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的森林，轉化成森林認證，雖然台灣有竹

炭產業，但是現在竹炭沒有取得FSC認證，

所以銷路不好，所以現在設計一些產品導入

文化創意產業，希望可以四年一次的輪伐。

台灣沒有夕陽產業，只有夕陽企業。台灣的

竹子椅子，在義大利展覽賣出27萬台幣天價

，可以知道台灣的木質材料設計，有世界水

準。不違反環境保護的概念，又兼顧替代化

石材料，固碳減碳，又可以兼顧部落的產業

，推動FSC是一個好辦法。

                                               馬來西亞達邦樹

                                          協會，黃孟祚報告

                                         沙勞越的非法木材的   

                                         狀況，沙勞越有23個

                                        原物民族，2/3是熱帶  

                                         雨林，90％的森林砍

                                         過一次，原始森林剩

                                         下5％，馬來西亞木

材認證但是不被世界認可。越區砍伐、未足

齡的樹、珍貴樹種；曾經出現山上的樹木沖

到河裡，連綿50公里。也有原住民的社區被

侵占的問題。

     在國際上有歐盟木材貿易條例可以參考，

供應商的產品要有層層把關。沙勞越的木材

主要買主，有15.99％賣到台灣，如果是薄板

產品的話，台灣佔第一位。希望台灣應該有

嚴謹的採購政策。馬來西亞原住民Niclolas

：非法木材，對於原住民地區非常明顯的負

面影響，汙染、河川水土保持、森林生態，

大財團只要有政府的許可，就可以侵害世居

的原住民部落傳統領域，無法採集、狩獵。

他們常常去訴訟，雖然常常勝訴，但是並沒

有得到賠償，政府還是一直給執照，馬來西

亞的環保團體很難阻止。只能透過貿易的限

制來處理，希望台灣可以協助。馬來西亞最

後一個遊獵民族「本南族」原住民代表JOE

，台灣跟日本很聰明，保護自己的森林，他

們去過司馬庫斯，有三千年的森林，會把這

些經驗帶回馬來西亞。

     在沙勞越他還剩下小部分的原始森林，他

們長期努力保護了約1600平方公里的傳統領

域，其他大部分地區因為伐木還有水庫而消

失，我們希望台灣政府可以遵守聯合國原住

民人權宣言，禁止損害原住民地區的木材進

口。

     林務局造林生產組組長李允中，沒有經

營的人工林，不會長得好，也無法利用來製

作其他產品，取代石化原料。80年禁伐天然

林之後，現在要有新的思維，要因地制宜經

營人工林，剔除不適合經營的區域。103年

林務局訂出人工林產業發展方案，106年會

完成人工林的清查。目前台灣還沒有開始進

行打擊非法木材的政策，但是未來我們會參

與APEC打擊非法木材工作。第一步，要制

定台灣木材的生產履歷。但是台灣進口多少

非法木材，並不知道，台灣目前禁止進口幾

個木材還有中國的杉木，其餘要專案進行進

口。但是這個業務，過去在工業局，林務局

過去只負責國產木材的部分，未來會進行整

合。因為台灣買的木材雖然有馬來西亞的認

證，但是誠如剛剛馬來西亞環保團體所說，

馬來西亞認證的不被信任，或許可以一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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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歐盟的認證。

     陳曼麗立委：過去環保團體很怕砍小樹

種大樹的行為，如果有認證的話，就可以避

免。台灣要跟國際接軌，目前台灣對於打擊

非法木材的部分，要加速進行，既然林務局

四月要去布拉格跟歐盟討論如何打擊非法木

材，立法院這邊再來開公聽會，制定新的法

條，希望今年有新的作為。

     

     20160322-0327 日本非核亞洲論壇大合照

2016/03/23 非核亞洲論壇速記，
福島核災五年後災區現況

 (文 / 陳秉亨)

     每個國家都有類似的核電狀況，都是國

家政策在推動，加上工商業界、媒體、教育

部門形成一個核電共同體。福島是有很多核

電廠的地方，曾經被如神話的包裝成原子能

村。如此強大的活在安全神話裡的自信，讓

反核團體難以反對。但是這個神話，背後是

輕忽核安、用勞工階層的犧牲建構的。福島

是窮鄉，大部分的人都要到大都市工作，留

在故鄉的人要仰賴核電帶來的經濟。就算是

福島核災教訓，還是有很多人要重啟核電廠

，根本就是要錢不要命。 

     相片是福島核災的輻射圖，之前因為資訊

不公開，美國的軍艦誤入污染範圍，對日本

提出訴訟。有些區域雖然污染不算很嚴重，

但是兒童的甲狀腺也被檢驗出有問題。事故

五年了，原子力緊急事態宣言到現在還沒解

除，每小時有57萬貝克的放射性物質釋放(核

災剛開始時，是一千萬貝克)，輻射污水繼續

汙染海洋。福島一號機、二號機的排氣孔侵

蝕即將毀壞，高濃度的氣體會散發出來，每

日約有7千人次的工人，在輻射暴露下工作。

但是很多事故的真相還是不明，只知道是地

震跟海嘯的複合式災害。2015年、2014年都

有死亡事故發生。東京電力公司，還是高高

在上，沒有到現場來負責，似乎從來沒有把

人當人看。

     福島電廠周圍本來有想25公尺高的水泥牆

，東電本來預測海嘯只會有15公尺高，後來

沒有做造成核災。因為附近是小山丘，所以

地下水很多，地下水受到輻射污染，目前是

把地下水抽上來，透過循環設備清除污染，

再把水存到水桶裡。雖然國家說是在淨化，

但是在水桶裡的水，並不是乾淨的水。也做

了地下深30公尺的凍結管，凍結土壤層，阻

止輻射污水外洩。每天在燒錢卻無法改善污

染水問題。核災之後，廢爐的時程也是遙遙

無期。

     政府在推行讓災民回去的歸返政策，安倍

曾經說過，污染水是控制內。舉辦冬季奧運

，想要藉此讓災民歸返，但是歸返區也是可

以測到50微西佛的汙染量。日本政府把標準

從20提高到50微西佛，根本就是切割被害者

的棄民政策。從這個角度看來，日本根本不

是民主國家。因為核災的事故，國家不想深

造，所以民間委託京都大學做研究，政府花

了140億元做了speedi情報系統，但是核災發

生時，情報系統已經傳達，但是沒有叫居民

撤退。明明有報告指出居民最多一年只有20

微西弗暴露量，但是政府一直不公開。以現

在的狀況，政府預計要明年七月讓居民回到

飯館村，甚至要讓小朋友回去，已經是一種

犯罪行為。

     從圖可以看到，水田放射高放射物廢棄物

的狀況，上方有個設施，模擬核電廠，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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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機器人進入污染電廠內部工作。為了加

速復興速度，以2020年奧運為由興建常盤

JR線。2017年3月要結束免費提供住宅政策

，2016年結束營業損失補償，2018年結束

精神損失補償。這不代表兩年之後就沒有輻

射污染，也不代表災區的生計可以回到過

去。 這個表可以顯示出誰在賺災難錢，像

大林組這些財團，美其名是土壤汙染整治，

其實只是把汙染土壤搬到別的地方而已。

                   20160322-0327 日本非核亞洲論壇 

                                              台灣代表報告

20160401 拒絕盲目調降電價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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