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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資 源 環 境 現 況 與 未 來 挑 戰

於幼華／國立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名譽教授

倡導水環境保育的綠色思維  —
從連續性國際節慶談起

前言

每年自三月至六月，國際間的環境節日計有：

 世界水日（World Water Day），3/22；聯合國藉此節

日呼籲世人重視並珍惜水資源。

 世界健康日（World Health Day），4/7；聯合國盼各

國藉此展開宣導，增進人們對衛生領域的認識以提

高其素質。

 地球日（Earth Day），4/22；此環保節日原起源於

1970年代的美國校園，1990年後節慶活動擴展至全

世界。

 世界環境日（World Environment Day），6/5；聯合國

是在 1972年舉辦的第一屆人類環境會議後，要求各

成員國應在每年該日開展環保的宣揚活動。

 世界海洋日（World Oceans Day），6/8；聯合國科教

文組織於 1977年認定海洋是人類共同遺產，特訂此

節。自 2008起，聯合國正式設定每年 6/8為節慶日。

從以上連續的五個紀念日裡，我們可以察覺：

 專為強調「水環境」永續發展者佔了其中五分之二

的比例，此比例已超過大家所熟知的「水」乃生命

三要素之一的比重。

 五個紀念日中，除「世界健康日」設定於五十年代

外，其餘四者皆乃成立於七十年代之後。可見二戰

後初期的人類環境難題僅止於「衛生」（Sanita-

tion），而後才有明顯的擴張。至於擴張軌跡，我們

很可以從「衛生工程」學門如何演進至「環境工

程」的近代史裡去追尋，且俟下文觸及時再議。

首論「綠色思維」的一己之見

土木水利學會要趁這季節編製「永續水資源」專

刊，筆者相信這個行動本身即是源自於所謂「綠色思

維」的催生。專刊盼我能從環保 /生活 /生態的三大面

向切入，談論「永續水利」的相關課題。筆者深感範

圍過廣，且個人能力僅能自當今時髦的「永續發展」

辭義為探討起點，試將「永續」（Sustainability）與所

謂的綠色思維意涵加以聯結。此外，按本文文題，討

論對象亦以不超過「水環境」（Water Environment）的

領域為宜。

圖 1是世人目前普遍知曉的「永續發展」示意，

在此圖形中，環境、經濟以及社會乃是三個各踞一

方，有待並進發展的等圓。但，當綠色思維開始興起

後，原本的等圓群就成了如圖 2中的單一同心圓形

象，亦即自然環境最廣，類同地球本身的平面投影，

而其中人類社會圈其次，而社會圈中之經濟乃至於政

治，其範圍則更按序遞減。

確實，若同時以立面圖（圖 3）來看待人類社

會，我們這個圈圈是唯藉地球的存在始不至於無所附

著的，它正如孫大聖脫不出如來佛的掌心；或者說，

發展迄今，我們還算幸運，依舊是覆巢前的一粒「完

卵」！

圖 1   以人類為中心之永續
發展概念

圖 2   以生態為中心之永續發展
平面圖（綠色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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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直到九○年代前，人類社會一直自視過

高，總以自我為中心，以至有如圖 1的三圓分踞的思

維。而，確是在這種將人類社會托大思想的導引下，

我們的發展－不論社群擴張、經濟成長或政治掛帥等

等。完全未慮及我們的載體－地球的安危。也因此，

按圖 2顯示者，若人類的圈圈仍繼續不思自我節制

（Self-Regulation），那麼原本共生於球體上的其他生物

夥伴或非生物性成員（Abiotic Components），其有限棲

地自將更加緊縮，及至它們被逼至「退無可退」時，

所謂「窮寇」的反撲，亦即就是今日所言的「大地反

撲」的局面就勢必出現，而這不就是我們今人所正面

臨中的恐怖局面嗎？！

過去多少世紀前，以「地球」為天體中心的謬

思曾是多麼地普遍，但於今早已成為陳年笑談！同樣

的，以人類為中心的地球觀也幸好在全面退位之中，

近人所倡導：一切應以「生態」為中心，來檢視我們

人類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保育原則，筆者認為，這應

該就是所謂「綠色思維」的要旨。

次論「水環境」的分類敘述方式

延續上文「以生態為中心」的環保說法，以下即

按「水生態」、「水資源」、「水污染」、「水景觀」等次

序，對諸課題的全球與台灣現況略加回顧，繼而再據

以提出未來展望。唯因篇幅所限，筆者無法像過去開

授通識課程，「認識水環境」[1]那樣，廣邀各方專人來

助講或助寫，所以對自己的能耐不足處，只能以短文

來求取最少的失誤。

水生態的既存知識不足

「生態學」自十九世紀中葉於德國發衍以來，直

至上世紀的六、七○年代始獲知識界的青睞，逐漸蔚

為國際顯學。

該學門主旨在探索生物物種、社群與它們四周環

境間的依存關係。但因所涉生物之對象繁浩、且所謂環

境之範圍又如此多樣，以致資料收集與調查作業每每困

難重重，費時耗力。尤其，自工業化的後遺引發水陸空

皆有的各色生物浩劫以來，國際關注與研究團隊的毅力

終於在此近五十年間，發揮了初步的開花結果作用。只

是，這些少數成績對生態知識界而言僅代表了工作的開

始，但相對的，對於應用實務界而言，生態資訊的缺乏

往往即構成其作業需求上的最大致命傷。

就以國人所較熟知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為

例，在目前已多如牛毛的評估報告書中，通常最常見

到的資料不足處，可謂十九皆屬「生態影響」的章

節，其中能潦草了事者已還算不錯的了，作假與抄襲

則更是普遍！

費時耗力的「資料庫」建檔工作，在各地尤其

台灣，原即不易討得研究人員的歡心，以及，政府相

關單位的長期資助的。回顧農業社會時代，當時雖然

「生態學」字眼尚未出現，但向天地直接討生活的祖

先們，卻以親身觀察而累積有一定程度的生態常識、

甚至知識，單憑經驗所得，他們對「自然循環」與

「生生不息」等道理的瞭解，以及應用，實已足夠讓

我們汗顏，更遑論此刻我們適逢器材與電腦遠較過去

齊全，卻竟刻意選擇不搞資料庫，誠然可嘆！

感嘆之餘，筆者不禁憶起三十五年前曾在土木系

顏清連主任領隊下，完成過「翡翠水庫」興建的環境

影評估案 [2]。那時全憑本校動／植物系的老師們相助，

才能對興建前的「水環境」做了生態調查與其影響預

估。提此舊案的重點有二，一是自彼時起始陸續引導

出後繼的不少水生態團隊研究，二則是比較令人遺憾

的未竟構想，那便是工學院的土機電化元老系所，似

乎並未特別受到此案的啟發，比如開始多加強訓練未

來工程師們的基本生態通識。

圖 3   以生態為中心之永續發展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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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個人認為大學各學院的通識教材中，

爾後必將少不得要增添基礎生態學科，俾好為各行各

業的人才打底，而尤其是為我們工學院的新兵們打

底。因為，他們勢須雪恥，好為上世代的工程師們所

獲的「生態殺手」的污名，討回顏面。

水資源的前景堪憂，總量與分配管理兩皆
失靈

追溯世界水日，3/22的起源，因 1992年巴西里約

聯合國第二次人類與環境會議後所產出的「廿一世紀

議程」[3]，其中正式提議將從翌年（1993）開始，應為

全球的「淡水資源及其管理」設定節日並舉辦活動。

自彼時以來，水節或水資源節的年度性議題已按年更

換過廿餘次，唯真實的會議後效果似乎一直難以彰

顯，各國對其自己的水資源問題，仍然是國國有本難

唸的經，只是難唸的程度各有差異罷了。

在東南亞單以華人地區言，無論中國大陸、新加

坡、香港或我們台灣，大家所經常要面對的共同難題

便是：「缺水」，不論區域性或季節性者。然而頗有趣的

是：明明華人都熟知「飲水思源」這句成語的意涵，

但一般人卻只有在逢水荒時才開始懂得怪這怨那，平

常日子則那會去想「龍頭水究自哪兒來」？！

筆者在近廿年前即去觀摩並飲用過新加坡的「污

水再製水」，或叫之「新水」（New Water）；又對別人

引用海水沖厠的作為也專訪過香港大學的同業，至於

之前攔江發電的三峽大壩，或者近期「南水北調」的

中線輸水工程，除了實地參訪外，更還隨團繳過心得

報告。在此，無妨再度簡言一次自己的感想，僅有三

句話：(1) 受西方訓練較早與較深的地區，比較能有通

盤及配套規劃的實踐，(2) 攔水與運水遠比「搬人」容

易，因為水是死東西而人才是會造反的；(3) 剩下「欠

規劃」、「少實踐」、另加上「膽大妄為」，才可能是唯

一向上天討救兵的辦法，但真的是如此即可行嗎？！

近日，當「限水」在我們中南部又嚷得有模有

樣時，果然就讓上天聽到，似有準備送點颱風的小禮

的意思。這次，在年度性的議論紛云裡，有專業人士

語重心長，呼籲政府不一定要堅守「不作為」原則，

或許可以對「水資源的管理策略做些全盤規劃」的導

引。另外，竟然還有本地的第一個企業家，引出「一

噸自來水與一瓶瓶裝水的價格比對」，認為目前過賤

的水資源必須要有個長期調漲的時程表，時程須長達

三、五十年！也許，這個時程表會符合我們決策者的

需求，因為「政治」乃最不永續的一環，時間拖得愈

長，決策者的責任負擔就愈小 ⋯。

水污染舊疾未了，卻是新病連連

前文中曾指出：土木工程學門中的「衛生工程」

學科乃於五○年代漸臻成熟，許多經典書籍與專業人

才皆始自美國東岸的名校，而後才逐漸西移，並且隨

後普遍發揚光大，其成就很快即超越了他們最初的取

經地，英國。

英國當年所發生的大規模井水污染，其警惕性

乃造就了都市地區必須建設上、下水道系統的由來。

然而，一窩蜂地向英美學步自也大有弊端；像我們台

灣，一方面任令都會區無所節制地向其外緣擴張，肇

致地下管線愈舖設愈艱難且愈耗資，另方面，我們所

重視的往往只是表面性的數字指標，如「飲用水普及

率」或「下水道舖設率」等，但對西方國家或日本所

執著於工程的細膩與透澈，則自始即抱持「差不多」

主義，尤其當管線都是深埋在誰都看不見的地底時，

那「差不多」心態所產出的情況當然更糟，於是，所

謂迄今自來水管的「高漏水率」，以及，無污水管不有

的「地下水入滲率」，兩者全代表了咱們地下工程馬馬

虎虎的代價。

另外，談及飲用水的不安全性，這乃是如今第三

世界國家的普遍夢魘，台灣當然很早即被歸類為新興

國家行列，但遠離飲用水污染的舊疾之後，或者說，

自從咱們的飲用水已近似安全以來，卻是此地工業稠

密帶的水體，其所快速增加中的污染物，竟同樣有個

聽來頗相似的名稱，叫做「『新興』污染物」。

凡碰過這些「新興污染物」研究者，大抵都知

道，不論農地、醫院、工廠，甚至一般住戶全都脫不

了是排放源之一的嫌疑。而最令人驚恐的問題是：這

些最後出現於河川中下游或地下水體的微量物質，往

往就都是致癌性的所謂「環境賀爾蒙」。談癌色變是現

化文明人所最感無奈之處，但於無奈之餘，商業社會

卻仍不斷推出新產品，而工業界更常藉保護商業隱私

之名，讓多種完全難明究裡的複雜污染物出現在其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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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廢污之中。比如根據筆者經驗，當前紅透半邊天

的半導體代工行業，其工廠外表固然較之傳統者光鮮

華麗得多，唯事實上其所排廢水之處理困難度亦同樣

遠超以往的老舊行業，其中最主要的緣故便是：連代

工地的老闆本身也都被技術輸出國的真正頭頭們蒙在

鼓裡了，因為一旦製程中所用藥物不再是機密的話，

那麼神奇的市場當然也就不能再被獨佔！

總而言之，資本主義社會的唯利是圖觀，是他們

不可能更動的金科玉律，至於第二、三世界因而所承

受到的公害則必也頻繁如前，永無止日。只是害了其

他國家就如同慢慢整垮人類的其他生物夥伴那樣，其

反撲效果在國際間早造就了愈形尖銳的彼此仇恨，當

局面擴大至無國界可言的地球生態領域，那麼單以氣

候變遷課題為例，它的骨牌效應當然指日可待。

哀哉，污染物的傳輸原來就是在不分你我的狀態

下逐漸在媒介中流佈的，所以，大地之母所提出的真

正警訊是：我們人類社會發展的核心思維只有先摒除

過去的自私自利，而後始可能有機會談「永續」！

水景觀莫忘卻自然，水靈性多親近河海

上文三節次所述者皆以物質觀點來討論水環境的

相關內涵，而本最末一節，筆者進而要在它的精神層

面上獻個醜。

「水景觀」（Waterscape）在我們古人的詩畫裡，

它的傳神處往往是在藉文字與畫作來對對象加以描

摹，而其寫真功夫或者進而加以渲染的能力則更左右

了欣賞者的認同與感受。隨後，當攝影業興起，「水環

境」的意象則更是常被取材的對象，它的表裡與動靜

在藝高者的捕捉下，往往更具震憾力。只是，美感一

向是見仁見智的領域，常常最後都採「多數決」來判

定作品的高下。

筆者頭一次遭遇要為水景觀打分數，恰好也是在

當年翡翠水庫的案例上。蓋水庫前，北勢溪猶是道潺

潺的澗水，而當時預料庫成後的景觀則將轉為靜態的

類湖面，只是，在此一動一靜之間，大家又該如何評

分是好呢？

從純環境主義者的立場言，任何對大自然的更動

都是種凟褻，而今日所謂「生態工法」的興起流行，

其著想處也部份來自「多相信自然，少迷信人工」的

思潮。

但頗諷刺的是：迷信人力勝天者歷來都大有人

在，且看看缺水如拉斯維加斯或杜拜城者兩例，它們

在沙漠中居然被硬撐出「水的世界」意象，這就充分

說明了人造主義者的絕不甘休或肯臣服。

提到「自然」與「人造」主義總是各拜各的

「神」，所以筆者節末要談的便是「水的靈性」課題。

自從日本作家江本勝博士，在 1990年末發表了他的系

列實驗報告後，即為水環境的精神層面多添了一章。

不相信連「水」都可以有所謂的「特異功能」者，最

直接的排斥方法自不外是稱其為「偽科學」，但問題

是：否認萬物有靈的堅持本身，是否就屬真科學的態

度呢？！我個人認為：在兩極意見中，如相信萬物有

靈的「淨空法師」，其見解之最詼諧處即在頗有咱們的

哲人老莊之風，他的間接答案其實就可以從古哲與他

朋友在討論「魚快不快樂？」那一段對話裡去尋找。

同理，若想去感悟我們台灣的「水」的喜怒哀

樂，我們此地則多的是河與海，所以，要「親水」不

正可從我們的周圍做起嗎？若人人都能先有親近自然

之心，相信我們另一法師（聖嚴）所倡議的「心靈環

保」，其「思與行」的整體效應應即近在咫尺了！ 

結語

綠色思維可謂是近代人類為達成與地球共生理

想的唯一指導原則，因為自工業社會誕生迄今，人類

不知節制的擴張以及對科技發展的偏向迷信與誤用，

確已造成地球萬物生存環境的飽受威脅，若仍依然故

我、不思警惕，非僅「永續發展」會淪為空談，來自

天與地的反撲更將導致人類本身的浩劫。

在水環境範圍，當今我們最須把緊的三項要務

是：(1) 生態的認知與保育、(2) 資源的節用與管理，以

及 (3) 污染的預防與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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