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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雲豹的悲歌

(第三集)  
 

作者: 陳聖鈞 

◎日誌: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 

  今天是個風和日麗的好天氣，我們親族在山間尋覓獵

物，樹上的猴子、松鼠，林中的山羌及鹿是我們主要的

覓食對象。我們棲息在中低海拔山區，這裡物種豐富、

環境優越，是許多野生動物的樂園，我們很容易就可以

找到我們的獵物，所以溫飽無虞。由於我們身上有類似

像雲朵的美麗斑紋，所以人類給我們起了一個美麗的名

字—雲約。住在山中的魯凱族，他們還認為我們就是他

們的租先，我們在他們心中有了神聖的地位。 

  由於我們的數量不多，人們並不容易發現我們的蹤跡，

然而山林中的資源相當富足，我們和大地萬物和平相處，

各取所需，日子就這樣在平靜中度過。 

◎日誌: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  

  或許是這身美麗的皮毛惹的禍，我們的親族竟然成為

人類獵取的目標，成了皮毛商的最愛，被製成「雲豹皮

衣」；或是乾脆將我們製造成標本，成為人類炫耀自己

的戰利品。難道他們不知道這種行徑是會讓為數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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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走向滅絕？但，有誰在平了？  

  我的好朋友尼吉，去年就被獵人抓走了。他們真的把

他製作成標本，就放在一個頭目家的客廳。那天我特地

接近那頭目的家，偷偷的在樹林深處看尼吉一眼，他在

那僵站著毫無生機的體態，讓我寒了心，而我卻一直不

敢看尼古的眼睛，人類啊！為何要這樣對待我們呢？這

對我們無礙是一種恥辱。 

◎日誌: 一九八零年七月二十一日  

 今天我們感到身體無比的沉重，已經好幾天沒有找到

獵物了，我們熟悉的棲息地，一一地被人類破壞了，眼

見生存空間越來越少了。我們支撐起身子，卻感到無比

的絕望，為了活下去，我們僅剩無幾的親族決定再往高

海拔遷徙。 雖然只是一條艱困之路，但為了求生存，

我們總是要做些什麼。於是我們 放棄以往熟悉

的一切，深入玉山的高峰。

所剩無幾的我們有時在

山洞裡待著，花了

很多時間在覓食，

但往往一無所獲；飢

餓之餘，我們只能寫

著一頁又一頁的日誌，

遙想祖先，也抒發心中

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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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區兒童環境文學家 

世界未來委員會發起，環品會響應並舉辦的活動，是一個讓兒

童說出他們想要的未來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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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庫”的思辯題 

 

 

9 月 13 日凌晨南投縣仁愛鄉的武界壩無預警洩洪，

造成兩個露營家庭被洪水沖走的悲劇。 

武界壩興建於 1934 年，老舊與嚴重淤積，都是導致意外事

故發生的原因之一。台灣有 95座正在運轉中的大小水庫，絕

大多數位於山林間，提供蓄水、防洪、發電的功能，但也對

生態環境、原住民文化與下游居民、遊客的安全造成威脅。 

這起事件發生之後，除了檢討歸責的問題之外，也讓我們重

新思考: 依靠水庫蓄水作為水源的方法，真的適合台灣嗎?   

◎水庫無法適應台灣的氣候變遷 

暴雨讓水庫加速淤積 

台灣高山陡峭且地質脆弱，加上氣候變遷帶來的強降雨，很

容易在山區引發土石崩塌，這些崩塌地土石流入水庫中，就

造成水庫淤積。例如 2009 年 8 月莫拉克風災為霧社水庫帶

進 6000萬噸淤泥，從此功能大為降低。  

氣候變遷改變天氣模式 

氣候變遷讓台灣的水庫變得非常難調節水量，長長的乾旱期

間讓水庫乾涸見底，突然的颱風暴雨又讓水庫必須把儲存的

水一次放掉，否則會有潰堤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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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減弱下游的氣候調適能力 

水庫把水擋住，讓下游的河水變少了，還會限制有機物，養

分和沙子流入河中，破壞生態系統與漁業，讓沿岸居民的食

物來源變少，降低適應氣候變遷的能力。 

水庫是溫室氣體排放源 

水庫又廣又深，當上游的有機物質（主要是植物）被沖刷進

來後，被細菌分解的過程會不斷釋放二氧化碳和甲烷。水庫

的總溫室氣體排放量可以佔到人類總排放量的 1.3% 之多，

雖然遠遠比不上燃燒化石燃料，但也是不可輕忽的數量。 

◎對環境的影響  

對蓄水區域的影響:  

大型水庫會造成整個生態圈的損失，包括該地區瀕危和未發

現的物種，並用新的內陸湖代替原始環境。不要小看一個個

水庫的蓄水區域，根據統計 ，全世界被水庫淹沒的土地面積

高達 4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 11個台灣的大小。 

對魚類的影響:  

較老的水庫通常沒有「魚梯」設計，這使許多魚無法向上游

移動到其自然繁殖場，從而導致繁殖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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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的影響 

對原住民的傷害 

水庫興建的位置上經常已經存在原住民部落，過去往往是以

強迫的方式要求搬遷，現在則加上「公共利益」的理由。有

研究顯示，許多搬遷後的原住民終身都無法從經濟和心理的

混亂中恢復過來，也深深影響他們的下一代。 

讓人民難以真正親近山林 

親近自然是人格發展的重要部分，在不破壞自然環境前提下，

人民應有享受台灣山野林溪的自由。然而一次次不幸的悲劇，

顯示水庫是山林間的不定時炸彈，即便開放山林，也使人望

之卻步。 

對未來世代不公平 

全世界的水庫都難逃淤積的命運，即便努力維護上游水土保

持，頻繁地清除淤泥，水庫壽命也不過百年，每座淤積的水

庫，都是我們留給後代子孫的麻煩。 

◎最重要的是，我們還有其他水資源替代方案 

節省水資源， 

讓每一滴水都循環利用是最基本的方法。我們經常聽到政府

說台灣是缺水的國家，但是台灣卻有全世界最低廉的水價 ，

導致工業大戶用水浪費。我們看沙漠國家以色列 如何嚴格

要求工廠將汙水回收再利用，就知道台灣還有非常大的進步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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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水泥化工程， 

讓地下水獲得補充。地下水本來是都市用水的重要來源，但

是台灣的城市被鋪上厚厚的水泥，讓雨水無法滲透到地下，

都市規化與建築應該進行改革，讓城市能夠呼吸、能夠透水，

多種樹也是讓城市透水的好方法。  

使用分散式的集水法。 

水庫的集水區範圍其實很小，所以常常會有明明很多地方下

大雨，但是剛好沒下在水庫的情形。分散式集水系統結合地

方政府、社區、學校、民間的力量，以較小的區域為規劃單

位，透過小池塘、小湖泊、小水壩、蓄水槽、甚至大樓地下

空間蓄水，讓每個社區儲存自己需要的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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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土地權利  

 

大約從 520 年前葡萄牙人殖民南美洲以來，全世界原住民

就一直在努力重新獲得權利，特別是祖先土地的權利。祖

先土地是原住民代代傳承的土地，是原住民文化的基礎，

並且與周遭環境、傳統的食物、家庭生活方式、語言、宗

教儀式息息相關。 

儘管對於「誰是原住民」還沒有全球一致的定義，但可以

約略地說，原住民長久以來居住的土地範圍占全球陸地面

積的一半以上 。生活在台灣的我們，其實全部都居住在原

住民的土地上，但是卻很少有人注意到這點，因為大多數

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都不是原住民。 

◎土地對原住民有著特別的意義 

在現代的社會中，講到「土地」兩個字會自動的接上「買

賣」、「出租」，在這樣的文句中，其實是把土地當成我們所

「擁有」的物品，可以任意拿來販賣、交易，獲得金錢。

這就是主流文明的思考方式，總是認為大自然孕育的土地

不夠完美，需要被「開發」、被「加工」，藉以增加土地的

價值。  

但是對原住民來說，土地有更豐富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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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排灣族的土地一詞是 kadjunanganan，從排灣族文

化來看，kadjunanganan 有四個意義: 祖先所傳授的土

地、生產(祝福)之土地、族人居住的所在地、獵區。  

從排灣族的例子可以看得出來，原住民和土地之間並不是

「財產」的關係，而是有著深厚的精神聯繫。土地是原住

民的母親，深入語言、文化的每一個部份，也賦予原住民

照顧土地的責任。 

這就是為什麼將原住民遷移出祖先土地會對他們帶來災難

性後果的原因: 因為失去了土地等於失去語言與文化。 

◎恢復原住民土地權利的挑戰  

相較於歐亞大陸上的主流文明地區，已經歷經上千年的高

度開發，原住民土地在殖民者入侵以前一直保留原始的地

貌，上面保有大量的自然資源，包括森林、礦產、水和土

地資源等等，對於外來殖民者來說，這些都是「無盡的寶

藏」。 

為了更容易取得這些自然資源，各國政府通常不願意承認

原住民在土地上的「權利」，可能他們不願意碰觸敏感的

「主權」問題吧。儘管原住民傳統上「擁有」的土地高達

全球土地的 50%，但是在法律上登記的土地權利只有 10%，

大概也是這樣的原因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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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原住民的土地權利與「我們」有關係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在原住民有充分自治權利(可

以自己決定要做什麼或不做什麼)的土地上，自然生態受到更好

的保存。包括更少的森林砍伐、採礦活動，生物多樣性的

消失速度更慢等等。 

聯合國的專家指出，原住民對祖先土地的智慧與責任感，

已經成為保護地球的重要關鍵，呼籲各國政府應該透過科

學方式評估原住民的環境貢獻，緩解氣候變遷衝擊的貢獻

就是其中之一。 

更重要的是承認原住民的土地權利，建立與原住民部落的

合作關係，而不是像過去一樣劃設「原住民保留地」、「生

態保護區」等，卻將原住民排除在決策之外，甚至將原住

民也一併驅趕出保護區外。這不但對原住民不公平，而且

也不利於自然資源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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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作者: Sayun Yuming / 游以德  

 

 

二月清晨零度雲滴 

凝聚，慷慨 

捧起孩童睡夢中那顆 

獨一無二 

稚嫩發亮的冰晶 

 

回憶裡的海拔 

陌生的我 

爬行、站立 

寒風中學會行走 

雪地裡練習奔跑 

浩瀚雪花鋪展紛飛 

高山深谷雲霧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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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懵懂 

以歪曲的鉛筆寫下： 

家，一座銀白色遊樂場 

 

一顆顆小雪珠離鄉背井 

無暇，沉著，安靜 

他們隨氣流推擠 

飄移 

最終輾轉定居平地 

 

家，一間水泥五金套房 

冷漠的鍵盤敲下： 

成年後 

玻璃帷幕反射霓虹 

繁忙交通人潮洶湧 

浪費裡練習麻痺 

懷疑中學會無視 

虛坐、靜臥 

陌生的我 

現實裡的城市 

 



 

 

溶解，變形，沖刷社會百態 

他們數度昇華為一場場豐沛大雨 

直到冬夜 

零度線悄悄捎來祖先耳語： 

你終將回歸，成為二月初 

故鄉降下的第一場瑞雪 

 

 

 

 

創作理念 

雪是高山原住民族共同享有的生命記憶。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牽動著

臺灣高山降雪機率，身為 2020 當代原住民族創作者，我嘗試捕捉童

年對雪的模糊記憶，不僅當成紀錄，更作為自我警惕：願故鄉秀麗山

水亙古不變，在風中、在雨中，在，雪中。 

作者介紹 

游以德(Sayun Yuming)，生於 1990年，桃園拉拉

山泰雅族。臺灣大學戲劇系畢業，現為北藝大文學

跨域所研究生。曾獲臺灣文學金典獎、原住民族文

學獎、臺北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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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天空的 
馬利歐·莫利納博士 
 

出生於墨西哥的美國大氣化學

家馬利歐·莫利納(Mario 

Molina, 1943-2020)是發現某

些人造的化學物質會對天空的

臭氧層產生有害影響的科學家

之一。由於這項發現以及他對

環境科學的其他貢獻，他於

1995 年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 (Photograph: Jonathan 

Nackstrand/AFP/Getty Images) 

莫利納 1943 年 3 月 19 日出生於墨西哥的墨西哥城。

從小就對科學很著迷，求學時代獲得化學工程學位，

後來到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擔任教職。 

在爾灣，莫利納遇到了舍伍德·羅蘭博士，他們對英

國科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的研究產生了興趣 : 洛夫

洛克在大氣中檢測到氟氯碳化物 (CFCs)。 

氟氯碳化物由美國人湯馬斯·米德利於 1928 年發

明，在 1950 年代和 60 年代，這種人造化合物廣泛用

來製作冰箱和汽車中的冷卻劑 (一種用來防止機械過熱

的液體 )，髮膠等噴霧中的氣體推進劑以及電子元件

的清潔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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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氯碳化物受歡迎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化學穩定性，在

自然環境中無法被分解還原成氯、氟和碳元素。但

是，沒有人知道這種人造的化合物在使用並釋放到大

氣後會發生什麼情況。 

到 1970 年代，數百萬噸的氟氯碳化物已經被排放到

空氣中。莫利納和羅蘭發現，在離地球表面 13 至 19

公里的高度下，氟氯碳化物開始分解。氟氯碳化物中

釋放出的氯與大氣中的臭氧相互作用並產生了連鎖反

應。一個氯原子可以清除 100,000 個臭氧分子。 

臭氧是一層薄薄的氣體圍繞著地球，是抵禦來自太陽

的紫外線輻射的天然屏障。紫外線輻射可能對地球及

其生物極為有害。導致皮膚癌和免疫系統缺陷，並可

能傷害眼睛。 

科學界震驚於臭氧破壞的危險，開始提醒政治界注意

這一問題。在 1970 年代後期，美國，加拿大，挪威

和瑞典開始禁止使用氟氯碳化物的噴霧。 

後來的研究發現：臭氧問題甚至比莫利納所預測的還

要嚴重。南極洲上方的臭氧層中已經有一個大洞。關

於氟氯碳化物對於臭氧層破壞的爭論持續了數十年，

但科學界最終達成了幾乎完全一致的意見：氟氯碳化

物正在破壞臭氧層，地球及其所有物種居民將遭受這

種破壞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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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一一同意禁止製造氟氯碳化物。 1987 年，

莫利納和羅蘭的研究被當作《聯合國蒙特婁議定書》 

的基礎，呼籲在 1996 年之前完全禁止使用和生產所

有破壞臭氧層的氣體。即使如此，臭氧層仍需要 100

年才能完全恢復。 

莫利納獲得 1995 年諾貝爾化學獎。這是諾貝爾獎第

一次頒發給研究人造物質對環境的影響的科學家。莫

利納決定捐贈 33 萬美元的獎金中的 20 萬美元，以幫

助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在麻省理工學院進行環境研究。

他於 2020 年 10 月 7 日在墨西哥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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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做「永續」? 現在「永續發展」這個概念非

常的流行，很多政策都會冠上「永續」兩個字，有永

續農業、永續林業、永續運輸、永續城市、永續能

源……但是「永續」到底是什麼意思 ? 

關於永續的定義有很多，最常引用的定義來自 1987

年《我們的共同未來》報告書，也稱為《布倫特蘭報

告》，報告中定義的「永續發展」是這樣的 :  

永續發展是一發展模式，既能滿足我們現今

的需求，同時又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他們的

需求。 

更簡單的說法是: 「我們決定把資源留給未來世

代」。 

這是一個美好的目標，但實踐起來卻非常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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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是，「世代」的概念讓人們開始思考 : 自己的

行為會對後代的子孫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 新的發展思

維是: 如果不永續，就不能稱為發展，甚至就可以斷

定是不好的發展。 

當代人必須盡到責任，維持地球資源的平衡。  

於是在科學上，越來越多關於當代人濫用自然資源，

可能危及未來世代可用資源的證據被提出。例如

1970 年代發現臭氧層破洞的危機；人類排放的二氧

化碳等溫室氣體已經超過地球負擔，將造成氣候系統

不可恢復的影響；大量塑膠垃圾不斷流入海洋，對海

洋生態系造成嚴重破壞。 

法律也開始為後代世代著想，在明確性之外，也要面

對許許多多的「不明確性」，並且以新生的「預警原

則」與「共同但有差別原則」形成規範。環境保護的

法律已經從過去「處罰那些已經造成環境破壞的人」

轉換為「事先避免健康和環境災難，即使科學上還無

法證明災害會發生」，這是一種對未來世代更負責任

的態度，也是一種更韌性的法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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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發行  

【「2020 樹與城市巡迴教育」順利完成🎉】 

「樹與城市巡迴教育」是一個在兒童的下一代心中埋下永續

種子的過程，如何照顧樹、讓樹成為一座城市的主體 ? 將成

為都市孩子第一道永續練習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