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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真的伙伴最美，努力對照圖鑑

活動報導

環保NGOs的文化多樣性
參加 全國NGOs環境會議暨民間環境國是會議感想

一年一度的全國 G 環境會議於世界地球

日前召開， 年 台灣生態學會主辦 看

到會議場地外東海大學求真廳的牆面上，掛了許

多赫赫有名 戰績彪炳 的環保團體的旗幟，

就見證了環保團體的 多樣性

為什麼環保團體也需要 多樣性 ?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回顧一下當

年反對國光石化開法案的過程 有兩個我親身的

經歷，在某個團體中，我聽到的聲音是： 環境

信託根本沒有用，我們需要的是當地 民的覺醒

與抗 在另一團體中，則聽到的是： 在王

功餐會中罵總統沒有 L ，徹底模糊了焦點，根本

是一種錯誤的做法 我的看法則是，這兩種策

，都是有意義的 理 是 這些舉動，教育的

是不同階 的人民，這就是 因 施教 在民

主法治的社會之中，議題的倡議， 取的是大多

公民的支持 因此倡議就是一種宣傳戰，期待能

取多數人民的認同 然而每個人的背景不同，

資質不同，成長的環境也不同 有的人期望接受

學理上 盡的理性說明，有人則

需要簡單明瞭的主張；甚至有人

就是徹底的自私自利，只為了圖

利自 的企業或政治團體而主張

開 ，這時就需要有團體施以 當

頭棒喝 有人認為一個人最重

要的是 禮貌 ，有人則主張要

直 惡人的要害 然而一個人或

一個單一的團體很難全能地去教

育不同的人民，因此就需要團體

文／錢建文 荒野解說員與推廣講師，自然名：心宿二 

圖／陳要忠先生 荒野台中第五期解說員 ，自然名：玩不老

的多樣性去互補所短 以荒野來說，很明顯的，

我們針對的對象是中產階級 在這次會議的動物

保護專題討論時，講者提到了 於 十二夜 這

部電影，打動了中產階級，才使動保議題得到執

政者的重視 因此荒野 力 取的對象是很重要

的 但在另一方面，中產階級有可能是比較自私

無感 保守而被動的，因此在某些議題上，就需

要 不同的團體來激 群眾， 揮草根性的力

量

環保團體需要多樣性的第二個理 就是，越

大的議題倡議，就需要越多的進行策 ，大家

進合擊；例如台灣生態學會的強 是生態學的專

業 熱血青年的組織 與社會運動的結合；主婦

聯盟的強 則是食品安全議題 龐大主婦群的成

員；彰化環保聯盟等在地組織，則能深入地方，

進行串聯；彰化醫療界聯盟，以專業為背景進行

健康環境的倡議；地球公民協會，組織與議題運

動能力強大，在太陽花學運中也 揮了關鍵性的

力量；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陳椒華老師長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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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資源區的保護；蠻野心足生態協會，運用環

境運動中最強大的法律 器，對抗違法行政的政

府；看守台灣協會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等團體，

致力於對抗製造嚴重汙染的企業大財團；綠黨以

從政方式，努力改變政府；關懷生命協會，二十

多年來致力於動物保護 荒野，則是以教育為主，

從內心徹底地改變一個人的想法，進行 溫柔革

命 策略與手段的多樣性，倡議才容易成功

因為對象不同，策略不同，因此各項議題也

就不需要一律由不同的團體採取一致行動 若要

積極參與各種活動，我個人的做法是參加許多不

同的團體 彰化環盟出版了一本 環保弘法師粘

錫麟 ，粘老師當年在鹿港反杜邦的運動中，就

運用了幾十種策略；四百多天後，就成功阻擋了

杜邦設廠 當時運用的策略豐富，從全體鹿港居

民的基礎教育開始，到戒嚴環境下的 慶祝雙十

國慶 遊行，甚至包車到總統府前舉牌抗議 看

了粘老師的書，再看到當因若有不同團體或個人

之間的 鷹鴿之爭 ，就會感到很好笑：環保團

體，怎麼會不懂多樣性的價值呢？

我們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

環境保育和生態系一樣，各種議題是息息

相關的 就像政經無法 離討論，環境議題與整

體政治社會都密 而不可 因此我還有一個看

法，就是我們要重新定義 政治 這兩個 和

我一樣的中年人都念過三民主義，孫逸仙對政治

的定義，就是管理眾人之事 中國傳統文化，從

政領導人群是讀書人最高的理想 然而在過去台

灣特殊的背景之下，許多人由於厭惡政治，決定

不碰政治 包括我們過去也有 荒野三不 ，

是可以理解的 就像中國最大的環保團體 自然

之友 ，我推測現在的他們也需要小心處理 政

治正確 的問題 然而台灣 經發展成公民社

會，公民參與議題， 經是一種義務， 不碰政

治 的說法不復 在；因為 政治 二 的定義，

經趨向於正常國家的定義 以荒野最大的目標

圈地 來說，就是一種徹底的政治主張；沒有

政治的運作，法律的訂定，這樣的主張很難實現

在這次會議的休息時間中，有別的團體的朋友向

我抱怨，說她自 也是荒野的成員，但是看到我

們只有拈花惹草而 ；我就告訴她，現在的荒野

經不一樣了，誰說我們沒有積極參與公民社會

的議題 ?	我們哪有 不碰政治 ?	只是用的方式

是屬於我們自 的方式罷了，那是因為我們爭取

的對象是中產階級

環保團體無法 不碰政治 的另一個理由是，

政治問題是台灣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 我在演講

土地倫理的時候，都會提到歷史學家林恩．懷特

於 9 年在 Science 上發表的 我們生態危

機的歷史根源 一文，他說的歷史根源為基督

教文明的一神論 在台灣，我認為我們生態危機

的歷史根源則在於殖民統治者的掠奪心態 要看

相關論述，可以閱讀陳玉峰教授的文章 因此在

台灣講環保問題，若遇到可受教者，最後都必須

講到歷史根源，從源頭處來處理問題，才有可能

徹底解決問題

這次的環境會議中，實際上也到處充斥著

政治議題 ：空汙總量管制修法 調整土壤整

治標準 開放集水區管制 苗十三線開發 桃園

藻礁設置自然保護區 公民電廠 開放賭場等，

都可說是需要運用各種團體的各種策略，來共同

努力解決的 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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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尊重多樣、分進合擊、永續台灣

公民積極參與公民議題是西方老牌民主國

家的常態，期待熱心的公民不再被視為 你吃飽

太閒 政府，企業，民代， G 與公民有何

不同？政府會輪替，民代有任期，企業平均壽命

十三年；唯一永續的 G ，才會以永續的眼界來

做對的事情 在大會中，國立台南大學行政管理

學系吳宗憲老師以 道德政策鐵三角 對抗 管

制策略鐵三角 的策略，很值得環保團體參考

人類世界的多樣性與生態環境的多樣性同樣

的寶貴，我們要尊重不同團體的多樣性，容忍不

同的理念主張與行動策略；甚至是容忍不合理的

批評 荒野推廣教案中，臭青公吞噬青蛇的畫面，

告訴我們 天敵乃摯友 的道理 某些團體就是

因為獨大太久，就招致腐化的命運 坦然面對批

評，尊重差異，容忍 見，也是環保團體之間應

有的基本素養 如此就會更有力地來督促政府把

人民永續利益放在第一考量，也更有可能來改變

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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