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立案字號：台內社字第0940015154
負責人：王俊秀
聯絡電話：02-23648587
聯絡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3段107號2樓



成立宗旨

• 以結合關心臺灣環境人士、推展環境
保護運動、維護臺灣生態為宗旨

•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成立。

• 目前環保聯盟全國有一千多位會員，
十三個分會及學術委員會。



台灣環保聯盟的基本主張
• 一、 環境權為基本人權，不得交易或放棄；人民

為維護自身之生存環境，得以反對危害環境之法
令或政策，並有權決定及監督社區內之建設發展。

• 二、 人類乃依附自然環境而生存；自然資源的永
續利用、人與自然的和諧相依乃社會、經濟、科
技發展應遵循的原則，也是人類生存的保證。

• 三、 環境保護乃全體人類之責任，並無國界、種
族、宗教及黨派之分。凡關心環境之個人或團體，
均應積極主動為共同的目標團結奮鬥。



台灣環保聯盟特殊事蹟



總統文化獎(環境保護、生態保育)
• 鳳蝶獎
台灣環保聯盟自1987年成立
以來積極推廣環保運動，從
反公害到反核，維護台灣生
態環境。不僅是消極反對、
抗議不當的開發政策，更透
過舉辦各種環保活動營、與
環保相關的學術研討會及國
際會議，積極的宣揚環保理
念，並大力推動環境法案之
立法，且提出符合環保要求
的政策建言。



環保政策推動
• 非核家園

台灣無法承受核電災害，
也無法處理危害性長達數
十萬年的核廢料，因此要
求政府停止發展危險、昂
貴、貽害萬年的核電。非
核家園運動所提出的訴求
，獲得國人越來越多的支
持。
為了積極推動非核家園的
政策，以期早日達成非核
家園的目標，2002年9月
13日行政院成立了非核家
園推動委員會。



環保政策推動
• 環境基本法

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立法院
第五屆第二會期第十次會議通過
，環境保護已是二十一世紀全球
化共同努力的重大方向，小至垃
圾分類、環境維護，大至節能減
碳、綠能革 命、氣候變遷、全球
暖化等，都是全民共同與神聖的
職責。

• 環境教育法
立法院於五月十八日三讀通過「
環境教育法」草案，開創我國環
保新紀元，使我國 成為繼美、日
、韓、巴西之後，躋身少數將環
境教育立法的國家。



環境教育宣導



環境教育宣導-環保茶坊講堂
99年
• 「環保茶坊」講堂

規畫每月一次的環保茶坊講
堂，邀請本會實力堅強學委
陣容或是各領域的學者專家
主講當前備受關注的環境議
題，涵括國土規畫、反核、
反公害、政策、能源與氣候
變遷等，向大眾宣達台灣環
境現況及環境保護的重要。



環境教育宣導-環保茶坊講堂

• ECFA對台灣環境的影響
• 時間：99年5月22日
• 簽署ECFA除了影響國內經

濟、產業，也將促進國內
石化、塑化等高耗能、高
污染產業發展，將污染台
灣生態、環境。
台灣環保聯盟特別邀請王
塗發、林向愷、高成炎教
授以環境、經濟、政策層
面解析ECFA對台灣環境的
影響，共計有80餘人參加
。



環境教育宣導-環保茶坊講堂
• 國光石化的健康風險
• 時間：99年7月17日
• 台灣環保聯盟特別邀請在健康風

險、空污、溫室氣體等各領域的
專家學者演講，讓各界對國光石
化的健康風險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

• 演講者：吳焜裕(台灣大學職業
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副教授)
、莊秉潔(中興大學環境工程學
系教授)
周晉澄(台灣大學獸醫系教授) 、
徐光蓉(台灣大學大氣系教授)

• 共計有80餘人參加。



環境教育宣導-環保茶坊講堂
• 從大埔、中科事件探討土地徵收

問題
• 時間：99年8月21日
• 演講者： 廖本全 (台北大學不動

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詹
順貴 (元貞法律事務所律師)、李
丁讚(清華大學社會所教授)

• 以實例探討台灣農村價值、土地
徵收問題現況，並且探討台灣農
業與土地政策合理的發展願景。

• 共計有80餘人參加。



環境教育宣導-電磁波輻射防護
99年
• 電磁波輻射防護實務研習班

由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台灣電磁輻射公害
防治協會、台灣地球憲章聯盟共同舉辦，
為催生台灣健康住宅/辦公室規範，打造住
與工作環境的安全，規劃「健康住宅/辦公
室電磁輻射實務檢測訓練班」，以培訓社
區種子檢測員、擴大防護預警陣線，加強
落實社區住宅電磁輻射安全。



環境教育宣導
98年4月
• 全國NGO環境會議

這屆由台灣環境保護
聯盟承辦，其他環保
團體協辦，主題為「
綠色世代，低碳社會
，台灣能不能」，聚
焦能源政策與非核家
園的討論，共計200多
人參加。



環境教育宣導

98年4月
• 2009民間能源會議

邀請產官學界，包括
能源局長、立法委員
、學者、NGO團體、
再生能源業者、德國
學者，共同研討。呼
籲政府應調整國內產
業結構及發展再生能
源，打造低碳非核的
永續台灣。



環境教育宣導

98年8月
• 非核單車之旅

在貢寮舉辦的非核單
車之旅，共計20多位
學員參加，感受當地
環境之美、了解核能
廠的歷史及對當地環
境之影響。



環境教育宣導
98年
• 防制全球暖化宣導研習

本活動以各級學校教師、研究生，以及大專程度
以上的志工媽媽、社區志工、環保團體之幹部為
對象，培養成為對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議題深入
了解的人才，這些人才亦可成為永續發展環境教
育宣導推廣的種籽，培訓後回到社區或校園進行
宣導。本計畫並且製作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議題
教育宣導相關教材及網頁。



環境教育宣導
96年
• 抗暖化節能減碳研習會

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需要透過民間與政府部門
的力量，共同努力，才能達成，透過校園的教育
和示範，不但可以向下紮根，養成學生良好習慣
，而且可以進而去影響家長與社區，促進全民的
配合與參與。
本計畫針對老師和家長舉辦「抗暖化節能減碳研
習會」，進行相關理念和作法的研習，並提供教
材作為未來教學之用。



環境教育宣導
96年
• 台灣環保運動研討會

邀請環保人士和團體舉辦研討會，針對台灣過去
環保運動的推動和組織發展的情形加以回顧、分
析和檢討，並對未來運動的議題、策略和方法，
以及環保團體的組織經營提出看法和建議，助於
環保團體的經營和環保運動的推動，進而提升台
灣環境保護的民間力量，促進台灣環保工作的推
動和落實。



環保培訓



環保培訓
99年7月
• 環保人才培訓營in台東

以研討課程、實地參訪形式讓學員了解台灣環境運動的
歷史、如何成為公民記者，並且參訪核廢料儲存場預定
地，了解台東環境問題、走進原住民部落、阿郎壹越嶺
，領略山海壯闊的美景，讓學員帶回感動並化作關懷環
境的力量。



環保培訓
98年7月
• 遊學台灣方案-「發現台灣，發現彰化」
• 環保人才培訓營(雲林)



環保培訓

98年11月至99年3月

• 台灣環境公害紀錄
志工培訓



環保刊物或資訊



環保刊物
• 台灣環境雙週刊

自97年11月3日創刊，以
雙周刊方式發行，每期刊
載最新環境議題剖析、環
保學術相關文章、環境新
聞、活動訊息。



環保刊物
• 台灣環境會訊

自1988年1月創刊，每
期以環保專題報導、環
保論壇、國內外環境議
題、人物專訪、會務報
告為內容，寄送給本會
會員及各環保團體，傳
播環境資訊。96年至98
年共發行142期至150期
會訊。



虛幻之石化王國 手冊
發行日期：99年9月
「虛幻之石化王國」是台灣環境保聯盟的多位學術委員組成國
光石化環評監督小組，針對國光石化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提
出所發現幾項重大疑問與錯誤，並整理集結成冊。



環保刊物- 「Our Plant Under Water」環保
小手冊、抗暖化節能減碳Flash小遊戲

• 出版日期：99年10月
• 『Our Plant Under Water』環保小手冊翻譯出版

邦交國之一吐瓦魯（Tuvalu）有出一本環保漫畫小
冊『Our Plant Under Water』，以活潑的漫畫圖片
與淺顯易懂的文字，教導小朋友瞭解全球暖化的成
因與後果。本聯盟將翻譯此環保小冊成為中文版，
免費提供電子檔給全國各小學當成環境教育的補充
教材，也提供一定的紙本數量，在環保聯盟網頁上
提供免費索取。

• 藉由這樣的環保手冊出版與推廣活動，能夠讓環保
與節能減碳的意識向下扎根，為台灣未來的永續發
奠定契機。





抗暖化節能減碳Flash小遊戲



優質民間網站輔助計畫－「環保
聯盟行動中！」

• 本會向研考會申請建構環保公益行動網站，藉由網站無
遠弗屆的傳播力，宣導環境知識、環境議題及訊息，並
結合線上環保知識教育系統，推廣環境教育，讓環境公
益行動永續化。



台灣公害地圖網站

• 建置時間：98年10月
• 本計畫使用Google地

圖，建構民眾通報環
境公害平台，讓公害
資訊的曝光與取得更
加立即便利及透明化
。



環保聯盟數位典藏網站建置

• 建置時間：98年12月
• 環保聯盟數位典藏，目

前已在環保聯盟官網上
線，將環保聯盟歷年來
的文章、會訊、論述等
資料數位化及建立資料
庫，公佈在網站上供大
眾參考瀏覽。



生活環保



生活環保
99年
• 環保生態之旅

環保聯盟於每月舉辦
環保之旅，開放大眾
報名參加，藉由參訪
台灣各地環境生態、
公害地點，宣達台灣
環境現況及環境保護
的重要。



生活環保

98年
• 八八水災紀念音樂會



縣市長候選人環保政見評鑑
98年11月30日
• 「縣市長候選人環保政見

評鑑」記者會
98年12月5日是全國各縣
市長選舉的投票日，為了
讓關心台灣環保的社會大
眾，能更清楚瞭解各候選
人的環保政見，台灣環境
保護聯盟特別收集了全國
各縣市長候選人的環保政
見加以整理評析，希望能
提供關心台灣環境的民眾
作參考，共同為台灣環境
選出最佳的縣市長。



生活環保
98年10月25日
• 救在彰化海岸千人守護活動

由台灣環境保護聯盟主辦，
彰化環境保護聯盟承辦，為
了搶救瀕臨滅種的保育類動
物－白海豚，一千多位民眾
在彰化芳苑鄉海邊一同撐起
白傘，排成白海豚圖型，以
及紅色的SOS字樣，抗議石
化八輕廠和中科二林園區進
駐對當地環境造成污染。



參與國際環保事蹟



2009年哥本哈根COP15聯合國氣候
變遷會議

行前記者會

COP15行前記者會
時間：98年11月30日
台灣環保聯盟會長王
俊秀、學術委員徐光
蓉、林碧堯教授參加
本屆於哥本哈根舉辦
的全球氣候變遷會議，
召開行前記者會。



2009年哥本哈根COP15聯合國氣候
變遷會議

前往哥本哈根參加COP15
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
時間：98年12月7日~12
月18日
台灣環保聯盟會長王俊秀、
學術委員徐光蓉、林碧堯
教授參加本屆於哥本哈根
舉辦的全球氣候變遷會議。



2009年哥本哈根COP15聯合國氣候
變遷會議

參與COP15 會後記者會
時間：98年12月24日
台灣環保聯盟會長王俊秀、
學術委員徐光蓉、林碧堯
教授參加本屆於哥本哈根
舉辦的全球氣候變遷會議，
於回台後召開記者會，
分享在哥本哈根的所見所
聞、以及對於COP15結論
的評論。



活動時間：99年9月18日至9月21日
為了促進乾淨永續的能源之使用，反對核電的擴張和核武的
擴散，亞洲地區的反核人士於1993年首次於日本東京舉辦非
核亞洲論壇」，2010年「非核亞洲論壇」在台灣台北市舉辦。
本次會議的主題是地震與核電安全、氣候變遷與核電、亞洲
各國核電與反核現況、再生能源與永續發展，共同為促進非
核亞洲而努力。活動內容包括一天的國際會議，三天的參訪
活動，一場非核亞洲論壇歡迎晚會活動及一場非核家園公聽
會，計有15位國外環保非核團體代表或學者專家，以及國內
關心能源與環境議題之立法委員、民間團體代表、學者專家、
相關部會官員、能源與環境產業業者約125人前來參與。

2010非核亞洲論壇



2010非核亞洲論壇
• 2010非核亞洲論壇國際會議
• 活動時間：99年9月18日





2010非核亞洲論壇
• 台北縣貢寮地區參訪
• 活動時間：99年9月19日

參與2010NNAF夥伴，於核四廠外呼口號，
表達反核決心。 NNAF成員與貢寮當地的反核團體餐

敘，熱烈討論如何加強非核宣導的工
作



2010非核亞洲論壇
• 拜會新北市長候選人競選總部
• 活動時間：99年9月20日
• 拜訪國民黨籍朱立倫及民進黨籍蔡英文兩位新北市長候選人競

選總部行程，當面遞交本屆非核亞洲論壇的共同聲明與主張，
除了希望候選人能重視市民對遠離核災的要求。

台灣環保聯盟、參與2010NNAF夥
伴，拜會新北市長候選人朱立倫競
選總部

台灣環保聯盟、參與2010NNAF夥
伴，拜會新北市長候選人蔡英文競
選總部



2010非核亞洲論壇
• 屏東參訪
• 活動時間：99年9月20日下午至9月21日上午
• 前往南部恆春，參訪核三廠，並與當地的反核環保團體座談。

與當地反核環保團體會談。 NNAF與會者參觀墾丁國家公園，對於國家
公園與核電廠並存都認為不妥。



2010非核亞洲論壇
• 「非核家園」公聽會
• 活動時間：99年9月21日下午
• 召開非核家園公聽會，邀請環保團體、與會非核亞洲論壇國外

人士、台電、原能會討論台灣非核家園政策和核電安全問題，
以及日本核電震災事故的啟示等議題，希望彙集各界意見，以
作為國家能源政策的參考依據。

公聽會由台灣環保聯盟創會會長施信民、
立法委員田秋菫、台灣環保聯盟會長王
俊秀擔任共同主持人

NNAFJ事務局召集人佐藤大介提到地質學者
塩坂邦雄9月來台灣核四廠附近勘察地質，
發現可能斷層，對於核四廠的安全可能會有
影響。



公聽會現場情況。

公聽會後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