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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結語 

 

 

教學目標 

 

1.     發現人類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所在。 

2.     了解人與自然的關係與重要性。 

3.     了解人為災害的定義與範圍，思考人為災害的防制策略。 

4.     了解環境、安全與衛生的關係，建立以生命與生態為中心的世界觀和價值

信念，消除已經存在於人為系統中的危害。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過去四十餘億年以來，地球吸收太陽的能量，隨著自然的規律不斷的演化，

潮起潮落，滄海桑田。地球上的空氣、水、森林、土壤、山脈、海洋、湖泊等提

供了生物賴以維生的資源與環境。自然界中雖然處處充滿了弱肉強食、適者生存

的危機，但是各種生物形成錯綜複雜的食物鏈與相互相生的關係，生生不息。 

人是非凡的生物，但人類的氣力、速度等體能有限，遠不如叢林中大多數的

虎、豹、獅、猿等猛獸。原始人在自然界與洪水猛獸的搏鬥過程中，非常艱辛。

然而，人有一個構造複雜、功能非凡的大腦，不僅可以累積資訊與經驗（記憶），

還可從事推理、分析，發現自然界的奧秘與基本定律（科學），創造發明提升人

類績效的工具與技術，突破體力的限制；同時，學習與同類相處，群策群力，共

同抵禦外侮，逐漸在地球上建立了以人類為主體的社群。部落與國家。在短短的

幾萬年的歷史中，不僅主宰了整個地球上的生物，而且還登陸月球，並將觸角伸

展至太陽系之外的宇宙。 

當我們進入廿一世紀時，人類的整體命運遠較一個世紀前為佳。二十世紀的

科技發展與應用，讓現代化社會的人們享受高度的物質文明與較長的壽命。人人

擁有手機與先進的通訊設備，「千里眼」，「順風耳」不再是神怪小說中的幻想，

搭上超音速飛機可以日行千里，環遊世界一天即可達成；然而，在短短三百年的

工業化的過程中，地球的生態不斷地遭受破壞，環境污染的問題也日益嚴重，許

多問題如臭氧層的破壞、地球暖化、生物物種的消失不僅無法挽回，而且危害到

人類的永續生存。半個世紀以前的人類之間的種族、文化衝突與人口、糧食問題，

仍未見改善。廿一世紀人類面臨的問題，不僅不比二十世紀少，反而更需較多的

努力與智慧突破。 

當我們探討人類在地球上的永續生存時，首先必須發現問題的所在，然後從

歷史中，回顧導致這些問題的過程與原因，最後才能思考具體方案。 

 

 

 

 

 

 

 

 

 

 

 

 

 



1.1 面臨的問題面臨的問題面臨的問題面臨的問題 

目前，人類所面臨的主要問題為 

1. 人口 

世界人口總數約57億，以此速度成長下去，在公元2030年時，將增加一

倍（一百億人），廿一世紀末期，將增至200億人，地球難以容納如此眾多的

人口。 

2. 水 

地球最多僅能供應200億人所需的新鮮水源，如果水源不斷地被污染，將

來所能供應的水量恐遠低於此數；目前水源供應在中東地區已成一大問題，

中國、中亞與美國西南部在下一世紀初期恐有缺乏現象發生，中國大陸已在

積極規劃南水北調計畫。 

3. 糧食 

由於農業生產技術不斷的改善，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糧食生產量足以應

付世界人口的需求；然而，由於耕地不斷地喪失。自1945年以來，世界上約

17％耕地喪失生產能力，再加上臭氧層被破壞、溫室效應，以及農業生產技

術突破面臨瓶頸等問題，難以確保未來三、五十年中，糧食的生產可以跟得

上人口增加的速率。 

4. 污染 

工業化與生活水準的提升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與廢棄物，嚴重破壞水

源、河川、海洋的生態。 

5. 都市化 

都市化是任何開發中或已開發的國家不可避免的現象。1900年，美國約

40％人口住在都市中，1980年時，約70％成為都市居民，速率仍不斷增加之

中。土耳其在1980年時，僅44％人口居住於都市內，1990年時，增至61％，

預計公元2000年時，人口將增至67％。中國大陸自1979年開始進行現代化之

後，都市人口亦大量增加。都市人口增加後，原有公共設施不敷使用，而且

所增加的人口皆來自農村，缺乏教育與工作技能，如何因應人口的增加，並

避免失業人口為生活而被迫走上作奸犯科之途，為一大挑戰。 

6. 醫藥衛生 

醫藥衛生與保健費用不斷上升，佔全國生產毛額比例愈來愈大，如何因

應此一龐大費用，亦為各國政府的難題。 

7. 能源 

人口的增加與工業化的結果，造成能源需求的增加，雖然過去十年內，

能源供應與需求尚保持平穩，但是地球上的天然資源畢竟有限，如何開源節

流，確保能源供應平穩，避免能源危機的發生，為每一個人必須努力的課題。 



8. 種族、宗教與文化的衝突 

過去半世紀以來，此類人群與人群之間的問題，不僅未見消失，反而愈

來愈多。非洲許多國家中的部落衝突，產生大量難民。南斯拉夫分裂後，內

戰不停，即使北大西洋公約介入，也僅能勉強維持現狀。中東地區極端回教

基本教義派信徒在伊朗、土耳其、阿富汗等國家舉足輕重。 

以上這些問題的產生是由於人的不當行為所造成的，解決問題的關鍵也在於人的

行為與態度的改善。由於只有一個可供人類生存的地球，我們必須從人與自然環

境的關係改善著手。 

 

 

 

 

 

 

 

 

 

 

圖1-1 太陽與地球提供的維生資源 

 

                         

                         (a)                        (b) 

                             

                     (c)                        (d)  

圖1-2 人類進化歷程 (a). 十萬年前，原始人開始使用工具；(b). 一萬年前的農業

革命；(c). 18世紀工業革命；(d) 20世紀的自動化化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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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 

1.2.1 遠古時代遠古時代遠古時代遠古時代 

依據人類學家的考證，現代人種（homo sapiens）在地球上只有四萬年的歷史。

最初三萬年，人類絕大多數是獵人或採集者，他們以低於50人的小團體群居，相

互合作，群策群力，以克服個人體力上的限制，並利用簡單的工具，捕獲或採集

生存所需的食物。當所處的環境中賴以維生的食物稀少時，即收拾簡單的行囊，

繼續尋找新的食物來源。由於生活不穩定，而且必須經常與野獸搏鬥，在惡劣的

天候中長途跋涉，人口增加的速率很慢。遠古時代，人類不瞭解自然界的變化，

對於大自然抱持著恐懼與尊敬的態度。天與地在任何一個種族的心目中，皆具有

神聖與不可侵犯的地位，天為萬物的主宰，地為萬物滋生之母（圖1-1；圖1-2）。 

1.2.2 農業社會農業社會農業社會農業社會 

大約在一萬至一萬兩千年前，人類由遊牧採集的生活型態逐漸轉變為定居的

農業生產，馴養與繁殖野生動物、耕作野生植物，以獲取維生所需的食物。此時，

定居的生活穩定，而且不須經常面臨野獸的襲擊，出生率超過死亡率，人口大幅

增加。由於人類不再以野生動植物維生，而且為了耕地與建材，開始大規模砍伐

森林，大批野生生物開始消失。不過，由於人口不多，交通不便，地球的資源不

僅足以供應大多數人的生存，而且環境的破壞並未全面化，尚未造成不可逆轉的

效應。 

1.2.3 工業工業工業工業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工業革命其實是以機械取代傳統的人力與畜力。1785年，瓦特（James Watt）

改良了鈕科門（Thomas Newcomen）所發明的蒸汽機，熱效率大幅提高，成為所

有機器設備的原動機。蒸汽機廣泛地應用於工業之後，煤取代了人力、畜力與水

力，成為新的動力來源。紡織、採礦、冶金業在蒸汽機的帶動下迅速發展。蒸汽

機的需求又促進了機械製造業的發展。機械工業的發達帶動工業的轉型，大規模

連續生產不僅可能，而且必須。 

工業革命後的一百年間，蒸汽引擎應用於輪船、火車等交通工具上，大幅降

低運輸所需的時間與數量。英、法、德、義等西歐國家的觸角與勢力擴張到世界

各個角落，廣大的亞非地區淪為西歐國家的殖民地。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相結合，

幾乎控制了全球。石油、天然氣等新的化石能源與電的發現與應用，加速了高效

率機器與生產技術的發展，奠定了西歐、美國、日本等工業化社會的基礎。瓦特

雖然因為蒸汽機的改良而備受後世推崇，但是他真正的貢獻在於發明了推動工業

化與資本主義的引擎。 

生活在先進的工業化國家中的居民收入高，可以享受價廉物美的產品、先進

的衛生設備與醫療、社會福利等。工業化的結果造成都市的形成，大量農村人口

進入工廠作工，工業區附近逐建發展成為都會。工人的工作時間固定，有多餘的

時間從事休閒活動，服務業與娛樂業開始興起。由於大多數人不必靠天吃飯，而

且住在都市內，與土地與自然環境逐漸隔閡，社會的進步取決於技術的發展。一



直到二十世紀中期，大多數人普遍認為「人定勝天」，科學與技術可以解決任何

難題。 

1.2.4 後現代社會後現代社會後現代社會後現代社會 

能源的消費量與文明的進化程度息息相關的，原始人每天消耗2000千卡能

量，僅能勉強個人的基本需求；現代化農業社會約20,000千卡，現代化工業社會為

125,000千卡（圖三）（Miller, 1997）。工業革命之後，煤、石油、天然氣等飛再

生的化石能源取代了傳統的可再生的生質能源如木材、水利、人力與畜力等。大

量的化石能源的使用，產生了空氣污染與化石能源終將開採殆盡的問題。化石能

源的燃燒產生硫氧化物、氮氧化物與粒塵等空氣污染物。這些污染物如不妥善去

除而任意排放於大氣中，不僅嚴重危害人體的健康，還危及動植物的生存。煤、

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是經過數百萬年的作用才形成的資源，如果以目前的速

度繼續開採，這些有限的資源將在未來幾十年中消費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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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文明進化過程中，不同階段的每人每天平均能源消費 

 

早期工業城鎮中，工廠煙囪中所排放的黑煙造成許多居民因慢性肺病而死

亡，面對煙囪的房屋外牆被黑煙覆蓋成墨黑色，難以洗刷。到了二十世紀中期，

一連串的重大公害事件如比利時的馬斯河谷、美國賓州多諾拉鎮、洛杉磯光化學

地球

408a
文字方塊
(圖1-3)



煙霧雨英國倫敦煙霧事件（表1-1）發生，造成眾人死亡與患病後，社會大眾才開

始警覺。 

大氣中的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微溶於水，形成酸性物質，導致雨水酸化。酸

性雨水回降大地，又會造成湖泊的酸化與建築物、橋樑的腐蝕。其實早在1872年

英國科學家史密斯（Robert Angus Smith）就曾分析過倫敦、格拉斯加（Glaska）

市區的雨水成份，發現它含硫酸或酸性的硫酸鹽等酸性物質，農村的雨水中含碳

酸銨，郊區雨水則含有略呈酸性的硫酸銨。史密斯首先在他的著作《空氣和降雨：

化學氣候學的開端》（Smith, 1872）中提出酸雨這個名詞。然而，並沒有引起社會

大眾的注意。一直到1950 年代中期，美國與歐洲湖泊酸化後，才開始警覺酸雨的

問題。 

二氧化碳是化石燃料燃燒的產物，工業革命之後，二氧化碳含量迅速增加， 

1990年約296 ppmv，1950年代之後，增加速率更快，到1995年濃度已達358ppmv，

2000年增至370 ppmv，如果每年以1.5 ppmv的速率增加，預計至2100年將達517 

ppmv。二氧化碳可吸收部分由地球表面反射或輻射的紅外線，含量過高時，將使

地表氣溫逐漸上升。地球的溫度在過去100年來上升攝氏0.6度，1990年代是20世紀

最熱的十年，而20世紀又是最近10個世紀以來，最熱的一個世紀，預計1990到2100

年間上升約攝氏1.4到5.8度。全球暖化不僅使極區冰帽降低，海平面上升，埃及、

孟加拉、中國珠江三角洲等低漥地區不再適合居住，而且嚴重破壞生態環境，自

然災害頻繁發生。一些非洲國家的缺糧狀況將會更趨惡化，亞洲的農業產出也會

下降。 

工業化社會與資本主義造就了一個消費型的社會，由於價廉物美的工業產品

不斷的上市，消費成為促進經濟的原動力。消費型的社會不僅造成資源的浪費，

而且產生大量的無法在自然界分解的廢棄物。有害廢棄物的不當處置又造成地下

水源與河川的污染。 

1962年，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在「寂靜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

一書中，就以專業的認知與深入淺出方式，由土壤、植物、動物、水源等環環相

扣的生態網絡，舉出實證說明DDT對大自然的連鎖毒害。並針對人類生活所接觸

的化學毒害問題，提出強烈警告。《寂靜的春天》在美國出版後，引起熱烈的爭

議及迴響，繼而成為轟動全球的警世木鐸。由於她的警示，DDT的濫用不僅受到

重視，而且禁用，美國《時代雜誌》將她列入二十世紀百位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

一。 

1972年6月5日，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世界上133個國

家的1300多名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共同探討當代環境問題與保護的戰略。會議

通過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和《行動計劃》，宣告人類對環境的傳統觀

念的終結，達成了只有一個地球，人類與環境是不可分割的共同體，並負有保護

與改善環境的責任。這是人類首次對環境問題作出理智的選擇，是人類環境保護

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1970年以後，美、日與西歐先進工業國家開始制定環境保

護法規，嚴格管制污染物的排放與環境的品質。嚴重的化學災變如1974年英國傅

立克斯鎮（Flixborogh, UK）人纖工廠爆炸事件、1984 年印度博帕爾（Bhopal, India）

農藥工廠毒氣外洩事件、1989年美國帕薩丁納（Pasadena, Texas, USA）聚乙烯廠



爆炸事件（表1-1）不僅震驚化工界，還加強社會大眾與各國政府對工業安全與衛

生的重視與管理。二十世紀九零年代以後，確保環境品質、社會大眾的安全與衛

生已成為企業界必須達成的義務，任何一個企業的作為或產品如果不能達到環

境、安全與衛生的基本需求，即無法生存下去。 

過去三十年以來，社會大眾的環保意識開始形成，絕大多數的環保學者與團

體認為，人類亟需進行一種新的環境革命，以改變目前的工業化與農業化社會的

基本觀念。環境革命是以地球的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為目標的行

動，人類應該嘗試了解地球如何運作與自我維持，建立一種以生命與生態為中心

的世界觀，應用自然界生生不息的智慧指引人的生活與前途。換句話說，又回歸

到老子所謂「道法自然」的哲學觀。 

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地球高峰會議中，106個國家通過一項氣候變

遷協約。已開發國家同意將溫室氣體的排放量降至1990年水準。這個協約雖經過

166個國家簽署與116個國家正式批准；然而，只有英國、丹麥、德國與挪威制定

計畫已達成維持不超過1990年水準的適度目標，其他國家並未制定任何可達成目

標的計畫，仍維持每年1%的成長率。 

1997年冬天，京都會議通過具體約束力的京都議定書，希望藉由公約的力量，

徹底推動二氧化碳的排放。2002年8月26日於南非約翰尼斯堡開幕的永續發展世界

高峰會，是聯合國有史以來規模最盛大的國際會議，有一百多個國家的元首出席，

以及超過六萬名來自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員、學者專家、民間團體，以及企業代表

參與同時期舉行的多項論壇，包括「全球市民社會論壇」、「地方政府論壇」以

及「企業永續論壇」等數千場大小會議，共同檢討十年前在巴西里約舉行的高峰

會各項協定的執行現況，並提出永續發展策略的具體行動方案。雖然永續發展策

略尚未有具體的成果，但是至少人類已經開始朝向這個目標邁進。 

 

 

1.3 人為災害人為災害人為災害人為災害 

1.3.1 人為災害的定義與範圍人為災害的定義與範圍人為災害的定義與範圍人為災害的定義與範圍 

災害依其發生的起源可分為天然災害與人為災害兩種：天然災害為氣候或地

形的變化所引起的地震、海嘯、颱風、雪崩、龍捲風、暴風雨等，這些並非人類

的行為可以控制或蓄意引發的。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通過之「災害防救法」

災害範圍為風災、震災、旱災、寒災、疫災、重大火災、公用氣體、油料與電氣

管線之災害、空難、海難與陸上交通事故、毒性化學物質災害及其他由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認定之重大災害。但「災害防救法」中並未明確界定「重大」災害或人

為災害。 

依據國際紅十字會的定義，災害（Disaster）泛指颱風、龍捲風、暴風雨、水

災河水高漲、暴風夾帶的大水、潮波、地震、乾旱、雷擊、蟲災、飢荒、火災、



爆炸、火山爆發、房屋倒塌、交通事故或其他造成人類苦難獲致人於無法自助、

生存的地步（非經援助無法生存）的事件。 

紅十字會以下列影響程度作為界定的最低標準： 

‧ 10人死亡； 

‧ 100人受影響； 

‧ 要求國際援助； 

‧ 宣告緊急狀態。 

換句話說，後果超過上列任何一個條件的突發意外事件才被紅十字會認可為

重大災害。行政院與國際紅十字會所界定的「災害」大同小異，並無實質上的差

異，兩者皆將災害界定為具有下列特徵的重大事故： 

‧ 突發性、意外性； 

‧ 非企劃性或蓄意性； 

‧ 後果短暫而劇烈。 

然而，行政院與紅十字會並未界定人為災害的範圍。由文字表面的意義而論，

人為災害（Man-Made Disaster）泛指人類活動中，由於人為失誤，技術或設備失

常引發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環境與生態破壞的意外性事故。這個定義固然普遍

為大家所接受，但是過分籠統，範圍廣泛，由恐怖份子攻擊、戰爭到空難、或災

都包括在內。必須找出一些「約定俗式」的範圍，例如政府、政策或國際性組織

所認知的範圍，以作為計畫執行的依據。 

世界性組織 災害流行病研究中心（Center of Research on the Epidemiology of 

Disaster）確曾下過定義，可作為參考。依據災害流行病中心的定義，人為災害可

分為短暫突發性與長期性兩類， 

1. 短暫突發性包括 

‧ 重大交通事故； 

‧ 房屋倒塌； 

‧ 工業/技術災變（火災、爆炸）； 

‧ 海洋、環境、大氣污染； 

2. 長期性包括 

‧ 戰爭（內戰、國際性戰爭）與

‧ 大量人口被迫遷移。 

災害流行病研究中心以遭受重大災害的人群為研究對象，飽受戰爭的難民遠

較遭受突發性災害（天災、工業災變等）的難民眾多，為了研究上的便利，將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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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及人口強迫遷移包含在人為災害範圍之內，亦無可厚非，然而無論與行政院或

紅十字會的災害範圍相比較，蓄意性企劃性的戰爭或強制驅除人口的行為不宜列

入考慮。 

任何一個重大交通事故，皆會引起世人注目關心，鐵達尼號(Titanic)沉沒已進

一個世紀，仍為世人傳誦，客機失事，死傷數百人，失事現場令人怵目驚心。交

通主管機關、運輸業者與載具製造業者將加強安全列為主要工作項目，不必在此

重覆。房屋倒塌多為設計與營建疏忽所致，設計與施工人員遵照法規或標準規範，

即可防止正常狀態下倒塌的發生。在已執行數年之久之「天然災害防制」計劃中，

已將如何加強設計、施工方法、以因應地震、颱風、土石流等天災之影響，包括

在內，因此也不列入本計畫之中。 

環境污染物會在環境中的累積與擴散，對環境與生態會造成持續性的影響，

例如發電鍋爐與工業窯爐所排放的硫氧化物與氮氧化物，排放時雖未造成任何明

顯地災害，但是卻會隨雨水形成酸雨，降回大地，將河川、湖泊酸化；化石燃料

燃燒後所產生的二氧化碳，雖然無害無臭，但是在大氣中累積卻會吸收紅外線，

逐漸暖化我們所生存的地球。長期使用氟化氯化有機物所已經嚴重破壞臭氧層。

這些長期性人為災害的後果往往是必須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才可能降低，有些如地

球暖化或臭氧層的破壞甚至是不可逆的。其衝擊與影響遠較重大的火災、工業災

變為大，也應該可考慮在內。 

根據以上的分析，本計劃將下列非企劃性、非蓄意性，而於短暫期間發生的災害

列入突發性人為災害（圖1-4）： 

‧ 住宅區，商業區或工業區內火災爆炸事件； 

‧ 大量危害性（危險性及毒性）化學物質洩漏； 

‧ 公用氣體、油料與電器管線之災害。 

 

 

             (a)                    (b)                     (c) 

圖1-4 突發性人為災害 (a). 電器插頭超負荷，所引起的火災；(b). 瓦斯洩漏遇引

火源，所引起的火災爆炸；(c). 煉油廠儲槽爆炸。 

 



另將下列災害列入長期性人為災害中： 

‧ 環境、海洋、大氣污染； 

‧ 能資源的耗盡； 

‧ 生態與環境失調； 

‧ 環境病與職業病。 

 

1.3.2 突發性人為災害的防制突發性人為災害的防制突發性人為災害的防制突發性人為災害的防制 

突發性人為災害災害是由於意外事故所引起的，意外事故有下列之主要特

徵： 

1. 期望率（預測率）低； 

2. 避免程度低（難以有效避免）； 

3. 企圖與意願程度甚低（非企劃性、非蓄意性）； 

4. 意外事故「非預期性」、「無法預測」，而且難以有效完全避免，因此唯有

從過去災變的經驗中吸取教訓。 

由重大人為災變可知，一個人為系統中必須存在或具備危害(hazard)因子，才

會引發意外事故，換句話說，如果系統中沒有危害因子時，即不會也不可能發生

意外。任何人無法將一個由石頭或鋼鐵所製造的房子或工具點燃而造成火災。氯

氣等致毒性的氣體，如果妥善安全的儲存於儲槽之內，也不可能致人於死。相反

地，如果系統中的危害因子眾多時，意外事件遲早會發生。西諺莫非定律(Murphy 

Law)有云：「任何可能發生的事，一定會發生」(Anything that Can Happen, it Will)，

在常生活中屢試不爽，也同樣應用於工業災變中。因此，如欲防制突發性人為災

害，宜從探討危害因子發生的原因開始，然後設法以去除、避免、圍堵等手段，

降低危害演變為意外事故的可能性。 

危害是指系統中可造成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環境或生態破壞的物質、條件

或情況，危害性物質為具備下列危險性或毒性的物質： 

1. 易燃性； 

2. 不穩定、易分解； 

3. 毒性（人畜接觸後會造成健康危害者）； 

4. 過熱或過冷； 

5. 反應性（與水、空氣產生劇烈反應）。 

對於雜質、溫度、壓力、濃度、酸鹼度敏感者，危害性條件或狀況可分為四大類： 

1. 物理性危害（圖1-5）包括 



(1) 動危害 

移動、射出、粉碎、衝擊、墬落的機械組件或物件，可造成切割、穿孔、

擦傷、骨折、眼傷等傷害。 

(2) 機械危害 

尖銳刀鋒、尖端、重量、穩定性差，易搖墬的物件或機械，會造成切割、

擠壓與肌肉壓縮等傷害。 

(3) 電危害 

電器機械、用品的電流通過，所產生的電壓與過熱危害，會造成電擊與

燃燒等後果。 

(4) 熱危害 

物體或物體表面溫度、環境的冷熱等，會造成燃燒、灼傷、中暑與冷凍

等傷害。 

(5) 壓力危害 

容器壓力過高，管殼無法承受，造成管殼破裂、碎片衝擊、切割等傷害。 

(6) 輻射危害 

機械設備的輻射如紫外光、微波、X光等輻射線的外洩危害，會造成灼傷、

癌症、眼盲或生育缺陷等傷害。 

 

      

                (a)                   (b)                   (c) 

圖1-5 物理性危害 (a) 各種危害人體健康的噪音，此種屬於生理性傷害；(b) 各種

機械造成的骨折、拉傷、撞傷等此種屬於機械性傷害；(c). 走路跌倒，屬於能量性

傷害(位能)。 



2. 化學性危害 

化學物質的腐蝕、易燃、爆炸與毒性等特性，可造成燃燒、窒息、中毒、癌

症、生育不良等傷害（圖1-6）。 

 

                  

                       (a)                          (b) 

圖1-6 化學性危害 (a). 有毒物質經呼吸進入肺部，造成傷害；(b). 吸入有毒氣體。 

 

3. 生物性危害 

自然界中各類生物性因子經針頭感染、空氣感染、唾液感染、食物感染、皮

膚感染等途徑。人體健康所造成的危害，如致病性病菌、病毒以及毒素污染等（圖

1-7）。生物性危害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不易控制。有些可以通過預防控制，但

大多數則需要配合治療措施。 

 

            

                 (a)                               (b) 

圖1-7 生物性危害 (a) 經由針頭感染各種疾病；(b). 經由親吻傳染疾病。 

 

4. 人因危害 

   工作或家居環境中，因姿勢不良、肌肉使用不當、過度的拉伸肢體與過度疲

勞等對人體生理或心理所造成的危害，如搬舉重物會造成肌肉拉傷、坐姿不良造

成下背部疼痛（圖1-8）。 



                       

            (a)                            (b) 

圖1-8 人因危害(a). 姿勢不良造成脖子酸痛、肩膀酸痛；(b). 打字時應注意手部的

姿勢。 

 

突發性人為災害的防制應從危害防制的觀點出發，將系統中所有具危害性的

物質或危害條件去除，即可高枕無憂，不必再冒著危害發生的風險；然而，這是

不可能的，在現代化的家庭中瓦斯及電提供許多便利，吾人無法將電及瓦斯從家

中去除，更遑論現代文明必須仰賴數以萬計的危害性化學物質，唯有妥善安全地

處理、儲存危害性物質，或將危害條件控制於安全範圍之內。 

1.3.3 長期性人為災害的防制長期性人為災害的防制長期性人為災害的防制長期性人為災害的防制 

長期性人為災害如環境、海洋、大氣污染、能資源的耗盡危機、生態與環境

失調、環境病與職業病等是由於產業、交通或日常生活活動中所排放的污染物所

造成的（圖1-9）。環境污染會隨著人口增加、經濟活動頻繁與科技的進步而增加。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除銅、鐵等金屬外，人類所需的資源或能源取自於自然界

再生的物質，再加上人口稀少，所排放的廢棄物、廢水多可在自然界分解。工業

革命後，煤、石油等化石能源大量使用，黑煙、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粉塵等空

氣污染物瀰漫於工業城鎮；工廠產生的廢水未經處理就排放至河川之中；農業生

產過程中所使用過剩的農藥，交通工具所產生的廢氣，再加上工業與人類家居活

動所丟棄的許多廢棄物都會隨之增加。這些廢氣、廢水與固體廢棄物任意排放後，

無法在環境中分解，都會直接或間接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平衡與影響人類的健

康。  

    汞、鉛、鎘等毒性金屬與氯化有機物、多苯環致癌物質等在生態系統中，不

僅無法被生物所利用、分解及排除，而且會經食物鏈中的不同生物體中逐漸累積。

被人食用後會對人體造成毒害。 

如欲避免此類災害的繼續發生，首先宜從改善環境品質著手，安裝污染防制

設備，降低污染物排放量；然後進行製程減廢與改善；最後研發清潔製程方法，

以達清淨生產的最終目的。換句話說，就是由傳統的管末處理、產業減廢一直到

理想的清淨生產。 



由於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為了人類的永續生存，除了從生產技術上改進之外，

還必須重新建立新的理念，以一種以生命與地球生態為中心的世界觀，面對未來

的挑戰。 

                         

                  (a)                             (b) 

                       

                    (c)                             (d) 

圖1-9 長期性人為災害 (a). 各種造成空氣污染的來源及種類；(b). 長期的將生活

廢污水排入河川中，導致河川長期性的受到汙染；(c). 臭氧層長期的受到氟氯碳化

物影響，導致臭氧層的臭氧含量就愈來愈少；(d). 酸雨造成的危害。 

 

1.4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安全與衛生的關係安全與衛生的關係安全與衛生的關係安全與衛生的關係 

依據傳統的分類，環境、安全與衛生分屬三個不同的學門或領域。環境科學

與工程學門探討人類所居住的環境問題、形成的原因以及解決問題的策略與技

術，安全領域探討意外發生的原因與防制的方法，散布在工學院各系或職業安全

學系相關課程中；衛生領域則偏重於有毒的化學物質對人體健康的影響與預防，

在工業衛生或公共衛生科系中傳授。 

在政府的分工中，環境與污染相關業務由環境保護署負責，勞工安全衛生與

安全檢查由勞工委員會負責，公共衛生則由衛生署負責。然而，三者息息相關，

工作環境的品質不佳不僅影響員工健康，也會對環境造成衝擊。毒性物質的散佈

不僅對破壞環境與生態，也會危害當地居民的健康。許多問題往往與環境、安全

與衛生三個領域有關，傳統的分類與分工所訓練出來、僅具備單一專長的從業人

員，難以相互溝通，遑論相輔相成，協力解決相關問題。 



有鑒於此，近年來，世界各大跨國性企業皆將環境、安全與衛生合併在一個

環安衛組織內，新興大學也成立環安衛工程學系，期以培養具備環安衛專長的綜

合人才。環安衛專業人士的責任為一方面消極地防制人為災害的發生，降低意外

發生的風險，避免我們所居住的環境、衛生品質的繼續惡化；另一方面積極地推

廣永續發展的理念，協助工業製程的改善與創新，提供足夠的時間讓自然界自動

調節，以彌補過去三百年來對地球生態環境的破壞。 

 

1.5 結結結結語語語語 

當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自豪地享受著前所未有的高度物質文明、科技進步

的成果與較長的壽命時，也同時發現我們所居住的地球飽受踐踏，河川、湖泊、

土壤與空氣普遍遭受污染，熱帶雨林與大洋中的島嶼逐漸地消失，青山綠水、鳥

語花香的世界彷彿只有在夢中存在。現代化的工業社會裡充滿了風險，交通事故

與產業災變層出不窮，能源、資源與水源終將在未來幾十年間開採殆盡。過去兩

三百年以來，科技與工業文明的惡果逐漸浮現。 

1972年斯德哥爾摩會議說得好：「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惟有改變工業革命

以來「人定勝天」的想法，重新建立一種以生命與生態為中心的世界觀，應用自

然界生生不息的智慧，指引人的生活與前途，才有希望再未來短短的幾十年內扭

轉環境惡化與資源殆盡的劣勢。換句話說，由老子所謂的「道法自然」哲學觀進

而提升至「天人合一」的地步。 

如欲解決所面臨的問題，一方面積極地建立以地球的永續發展為目標的環境

倫理與人生哲學，以節制人的行為與自由，避免自由的濫用與社會集體行為的錯

失（如資源的浪費與污染，宗教、文化的衝突，戰爭等），同時將智慧與專長應

用於整體人類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上；另一方面則必須不斷地降低與消除已經存在

人為系統中的危害，以免隱藏於系統的危害因子繼續演變成重大的災害。 

 

 

 

 

 

 

 

 



問題與討論問題與討論問題與討論問題與討論 

1. 人類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有哪些？請舉例並簡述之。 

2. 人與自然的關係可分為哪四個階段？ 

3. 請簡述意外事故有哪些特徵？ 

4. 危害條件的狀況可分為哪四大類，並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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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二十世紀重大公害事件 

 

一、馬斯河谷事件： 

時間：1930 年 12 月 1-5 日 

地點：比利時馬斯河谷工業區 

工業區處於狹窄盆地中，由於氣候逆轉，工廠排出的有害氣體無法散逸，附

近居民開始發生胸痛、咳嗽、呼吸困難等症狀。一週後有60 多人死亡，其中以心

臟病、肺病患者死亡率最高。 

 

二、多諾拉事件： 

時間：1948 年 10 月 26-31 日 

地點：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多諾拉鎮 

該鎮位於河谷之中，因受到反氣旋與逆溫影響，加上 26-30日持續大霧，空氣

污染物難以由河谷排出。居民受空氣中的硫氧化物及與粒塵污染而發生眼痛、肢

體酸乏、嘔吐、腹瀉等症狀，共有5911 人患病，占全鎮總人口 43%， 其中17人

死亡。 

 

三、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 

時間：40 年代初期 

地點：美國洛杉磯市 

洛杉磯市臨海依山，位於 50 公里長的盆地中，共有 250 多萬輛汽車，每天

約消耗16萬公秉汽油，汽車所排出的廢氣在日光作用下，形成以臭氧為主的光化

學煙霧。 

 

四、倫敦煙霧事件 

時間：1952年12月5-8日 

地點：英國倫敦市 

    5-8日英國全境煙霧瀰漫，四天中死亡人數較常年同期約多出 4000 人，45 歲

以上的死亡最多，約為平時3 倍；1 歲以下死亡者，約為平時 2 倍。事件發生的 

1 週內，因支氣管炎死亡人數為平時的 9.3 倍。 

 

五、水俣病事件 

時間 ：1953～1956年 

地點日本熊本縣水俣村 

氮肥公司所排放的含汞廢水中，形成甲基汞，沉積在底泥中，造成魚類與人

畜中毒。初期最先發病的是吃了毒魚的貓。中毒的貓發瘋痙攣，紛紛跳海自殺。

有幾年，水俣村幾無貓影。1956年出現與貓的症狀相似的病人。起初病因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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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地名命名。1991年日本環境廳公布的中毒病人仍有2248人，其中1004人死

亡。 

 

六、骨痛病事件                           

時間：1955-1972 年                      

地點：日本富山縣神通川流域 

鋅鉛冶煉工廠等排放的含鎘廢水污染了神通川水質，由於兩岸居民利用河水

灌溉農田，稻米含鎘。居民食用含鎘稻米和飲用含鎘水而中毒，患者骨骼嚴重變

形。1963 年至 1979年3月共有患者 130 人，其中死亡 81 人。 

 

七、米糠油事件 

時間：1968年3月 

地點：日本北九洲市、愛知縣 

生產米糠油的業者使用多氯聯苯作為脫臭時的熱載體，由於生產管理不善，

多氯聯苯混入米糠油中。當月約1400 人食用後中毒，七、八月份患病者超過 5000 

人，其中 16 人死亡，實際受害者高達 13000 人。 

 

八、人纖工廠爆炸事件                      

時間：1974年6月                                                                  

地點：英國傅立克斯鎮（Flixborogh, UK） 

人纖原料環己烷由高壓反應器與管線漏出，立即回發成氣體，遇火後爆炸，

整個工廠的辦公室全毀，28人死亡，36人受傷，大火連續10天，並波及鄰近社區，

供損壞2000座房屋與167家商店。 

 

九、薩維梭戴奧辛洩漏事件 

時間：1976年7月10日                                                                      

地點：義大利薩維梭鎮（Seveso, Italy） 

艾克梅沙化工廠中生產三氯酚的反應器失去控制，溫度升高，產生四氯雙苯

戴奧辛（2,3,7,8-tetrachloro-dibenzo-dioxin，簡稱TCDD，為劇毒化學品），其中約

2公斤經疏解閥排入大氣中，再經與水進入土壤之中，污染面積高達25平方公里。

目前整各地區仍以為牆包圍，禁止人員進入。 

 

十、波帕爾毒氣外洩事件 

時間：1984年12月3日 

地點：印度博帕爾 

12月3日美國聯合碳化公司的農藥工廠儲槽中的異氰酸甲基酯因壓力升高而

外洩。約45噸毒氣形成一股濃密的煙霧籠罩博帕爾市。造成兩千多人死亡，5萬人

失明，受害者多達20多萬人，受害面積達40平方公里，數千牲畜被毒死。 



十一、車諾堡核能洩漏事件 

時間：1986年 4月26日 

地點：烏克蘭基輔市郊 

車諾堡核能發電廠由於管理不善和操作失誤，4號反應堆爆炸起火，致使大量

放射性物質洩漏。31人死亡，237人受到嚴重放射性傷害。在20年內0，將有3萬人

可能患上癌症。發電廠7公里內的樹木全部死亡，此後半世紀，10公里內不能耕作

放牧，100公里內不能生產牛奶。 

 

十二、萊茵河污染事件 

時間：1986年11月1日 

地點：瑞士巴塞爾市 

桑多斯化工廠倉庫失火，近30噸劇毒的硫化物、磷化物與含有汞的化工產品、

滅火劑與水流入萊茵河中。順流而下150公里。60多萬條魚被毒死，500公里以內

河兩岸的井水不能飲用，靠近河邊的自來水廠關閉，啤酒廠停產。有毒物沉積在

河底，將使萊茵河因此而死亡20年。 

 

十三、北海油田爆炸事件                             

時間：1988年7月6日                                                                                                         

地點：英國蘇格蘭亞伯丁市（Aberdeen, Scotland, UK）外海192 公里 

西方石油公司的外海產油平台由於輕凝結油洩漏著火爆炸，造成167位平台上

工作人員死亡。 

 

十四、聚乙烯廠爆炸事件                                                                                                                   

時間：1989年10月23日                                                                                                   

地點：美國帕薩丁納（Pasadena, Texas, USA） 

    乙烯與異丁烯由高壓反應器迴路洩漏後爆炸，威力相當於十噸三硝基甲苯炸

藥，造成 23人死亡，124人受傷，兩個高密度聚乙烯工廠被毀，財物損失高達8億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