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現代環保獨行俠－曾連彩先生
2008/8
連興隆 副教授（土環系）
「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史記 司馬遷遊俠列傳

曾連彩先生，與洪四川先生有著相同的背景，同樣來自
澎湖定居高雄的成功實業家，目前擔任僑嶺貿易公司董
事長、澎湖縣政府縣政顧問、洪四川文教公益基金會與
生蓮慈善公益基金會董事等職。
有感於澎湖與台灣這片土地被人為無情的對待，曾
先生長年致力於推動環保扎根的工作。將近 30 年，自
掏腰包，默默耕耘，無怨無悔。三十年前，由於看到澎湖漁民因毒魚、炸魚等作
業造成澎湖海洋資源的浩劫，曾先生大力投書各報章媒體，希望喚起人們對環保
的重視，並藉著其曾為媒體人的專業敏感
曾連彩 董事簡歷
度，開始蒐集刊載於各大媒體的環保相關新
學歷：省立高雄中學、高雄高商、政戰學校新聞
聞，編撰成悲情島嶼（澎湖群島的見證）、
科
悲情島嶼（台灣生態的見證）、台灣生態浩
經歷：新聞記者、雜誌發行人、獅子會台灣總會
劫寫實 2000 年、福爾摩沙之吼等書。親自
常務理事、D 區秘書長
出錢出力發送各基層單位，希望從小做起，
現職：僑嶺貿易公司董事長、澎湖縣政府縣政顧
翻轉臺灣人的價值觀，用真心愛台灣。他這
問、洪四川文教公益基金會董事、生蓮慈
樣的義舉，在一次中國時報的專訪中，被稱
善公益基金會董事
之為「環保獨行俠」。
專長：環保志工（從事環保志工 30 餘年）

俠者，輕利重義、抑強扶弱之人也。太
史公曰：
「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
余甚恨之。」，今得見聞曾連彩先生之其人
其事，配得俠名，信而無憾已！以下是對曾
連彩先生的專訪，以饕讀者：

著作：悲情島嶼（澎湖群島的見證）1991 年、悲
情島嶼（台灣生態的見證）1997 年、台灣
生態浩劫寫實 2000 年、福爾摩沙之吼（面
臨大自然反撲）2005 年初版、2006 年再版

請問您為何如此關心澎湖與台灣的環保問題？
答：我是旅居高雄的澎湖人，今年已經六十好幾了，看到自己故鄉的海洋與土地
長期被人錯誤的對待，很心疼！我想我在社會上已有一定的成就了，真該追
求的應該是金錢買不到的，所以想到做環保就是真正愛台灣。
請問您從何時開始收集報章雜誌上有關環境問題的報導？
答：大約是 30 多年前開始，起初只是寫文章投書各大報，因為我本身是新聞科
班出生，知道真正的問題所在，於是就利用自己當過媒體人的專業，蒐集
相關文章，編撰成冊。
請問你對地球環境不斷惡化的看法？
答：這問題從美國前總統高爾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就可以知道，有一次我到一所大
學演講，學生問我高爾拍的「不願面對的真相」紀錄片，為何得諾貝爾和
平獎，他又不是阻止戰爭的人？我就告訴他，同學啊！沒錯，他是在阻止
戰爭，而且是在阻止一場人類一定會輸的戰爭—天人交戰啊！高爾得獎的
意義是使我們看到，如果再不與我們的母親－地球－和平相處，我們就要
慘了，人定無法勝天。
請問您印象最深刻的演講經驗有哪些?
答：有一次應行政院環保署委託一家環保公司之邀請，給鄉下農民演講濫用農藥
的危害，我想環保署找我，不找大學專家當然是有原因才對。原來是專家
講的，農民有聽無懂。我就舉了淺顯的例子，告訴他們，你們不要罵媳婦
不會生孫子，很多原因可能是你們濫用農藥所致，農藥進入飲水，兒子喝
入身體，精蟲減少，媳婦不孕，你們當然有責！這場演講效果非常好。
請問您對高大的認知如何?
答：高大在 2004 年簽署「塔樂禮宣言」成為國內第一所致力於以推動綠色大學
為願景的大專院校，我就已經注意到了！不要忘了，我是新聞記者出身，
養成了每天仍然閱讀各大報蒐集環保新聞的習慣。我在自由時報民意論壇
裡讀到了高大要以綠色大學為台灣永續發展奠基，就知道我努力將近 30
年的苦工沒有白費，台灣真的在轉變了，大學看到了自己的社會責任，這
很好，我很支持高雄大學！
請問您對高大學生的看法如何?
答：有幾次到高大來演講，看到高大學生在課堂上認真的學習，覺得這裡的學生
很有朝氣，特別是有一次，有學生，我記得是土環系的，當面問我環境問
題這麼多，政府都不管嗎？你只能不斷的提出問題而無能為力嗎？當場我
很高興看到學生的理想性，這是台灣未來的希望；另一方面，我也很難過，
因為很多社會的醜陋面，無法在課堂說明。

世界環境日的省思—人類面臨大自然反撲的惡夢
曾連彩（財團法人洪四川文教公益基金會董事）
A、 前言—世界環境日的由來
（1） 1972 年 6 月 5 日聯合國在瑞典召開第一屆人類環境會議，為喚醒人類重
視環境，通過了具有歷史重大意義的〈人類環境宣言〉及保護地球環境
的行動計畫，並訂此日為〈世界環境日〉。
（2） 〈世界環境日〉隨著人類對環境意識的提昇，保護環境浪潮的高漲，已
為人類最珍重的大節日之一。每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均確定當年的主
題，積極開展活動。如：
1974 年—只有一個地球
1976 年—水，生命的重要源泉
1977 年—關注臭氣層破壞、水土流失、土壤退化和濫伐森林
1981 年—保護地下水和人類的食物鏈，防治有毒化學物污染
1983 年—管理和處置有害的廢棄物，防治酸雨破壞和提高能源的利用率
1984 年—沙漠化
1986 年—環境與和平
1989 年—警惕，全球變暖
1993 年—貧困與環境─擺脫惡性循環
B、
（1）

人類環境宣言（摘要）

為了維護並改善人類的生存環境，將訂此共同的原則與展望，以啟迪並
指導全世界的人民。

（2）

自然與人為環境均為人類享用與福祉的基本人權。

（3）

地球很多地區正遭受人為的破壞。如水、空氣土壤以及生物體的污染，
已傷害人類身體與精神及社會的健康，所以環境的維護是全人類迫切的
願望，也是政府的責任。

（4）

各國應採取一切可能步驟，防止危害人類健康，損害生物資源與污染海洋。

（5）

環境教育應包括青少年，藉以擴大基礎並啟迪輿論，多做維護及改善環
境的教育報導。

（6）

人類已達到必須全世界一致行動，共同對環境問題採取審慎處理的歷史
轉捩點。

C、

地球的呼喚—人類的惡夢

（1）（美聯社華盛頓 5 月 9 日電）
全球 1/5 耕地的土壤正在惡化（據世紀資源研究所）資料：土壤品質惡
化造成全球糧食減產 1/6。科學家說：這是慢性的災難。（2008）
（2） 聯合國 2005 年統計：全球每年有 3 百萬頓的農藥撤在地球的表面，其中
僅 1％殺死害蟲，其餘均滲進土裡與水中，由食物進入人體及各種生物體
內。
（3）（中國時報 97.5.7 綜合報導）
英國（倫敦動物學會）和（世界自然基金會）為測量地球生態系統的健
康狀況而編印的（生命行星指數 Living Planet Index）指出，全球野生
動物的數量自 1970 年後已減 1/4，禍首是人類。有些海洋生物在 10 年
內也減少 28％，其中非洲羚羊、劍旗魚、中國長江的白鰭豚已滅種。
（4） 冰層急速融化，氣候變遷過快—據美國航太總署 2007 年 12 月衛星資料
顯示：北極海幾乎所有冰層將在 2012 年完全融化。
（5） （美聯社華盛頓 5.14 電）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協會指出：因冰層減少威脅
北極熊的生存，美國政府將其列為「瀕臨絕種動物」予以保護。(2008)
（6）

聯合晚報 95.12.25 綜合外電報導，印度恆河三角洲南部有萬餘居民的羅
哈哈拉島（LohachaRa）已因全球暖化，海水上升而淹没。另外有居民 7
萬多人的 10 餘小島也正在消失中。島上 400 隻老虎已面臨生存的危機。

（7）

太平洋的小島吉里巴斯。在 8 年前已被海水淹没。其他小島國也面臨危
急的惡夢。

（8） 牛津大學教授邁爾斯：世界各地的雨林被破壞是我們的超級危機。2005
年全球損失的雨林 19％是東南亞的過渡砍伐—貧窮民眾在快速萎縮的森
林中開墾。致雨林遭受嚴重的破壞。
（9）（法新社巴黎 5 月 6 日電）
3 年前卡翠納颶風重創美國墨西哥灣。超級氣旋戈努肆虐阿拉伯半島，
熱帶氣旋納吉斯日前侵襲緬甸，死亡 2 萬多人，4 萬餘人失蹤，1 百多
萬人流離失所。東南亞國協認為，緬甸這次災情慘重，原因是阻擋潮汐
大浪風暴的紅樹林生態，受到大規模破壞所致。（2008）

（10）今年 5 月 12 日芮氏規模 8 級的強震襲擊中國四川省，震垮 550 萬梀建物
傷亡慘重。這是 32 年前唐山大地震造成 20 多萬人死亡以來最慘重的天災，
幾乎半個亞洲地區都感受到強大的威力。又今年 2 月華中、華南遭受 50 年
來大風雪造成數十萬人傷亡的大浩劫。─這應是人類面臨大自然反撲的恐
怖惡夢。（2008）
D、
（1）

環境議題—世界大代誌

保全人類及其千秋世代賴以生存的地球，是各國政府與人類的共同責任
（人類環境宣言）。

（2）

1992 年 6 月 3 日第二屆聯合國環境及發會議（地球高峰會）在巴西首都
里約召開，為期 12 天，共 178 個國家 5 萬人參加（有 131 位元首與會）。
可見環境議題已嚴重到超越政治，是當今世界的大代誌。會議中通過了
地球永續發展的（21 世紀議程 Agenda21）以喚醒全人類關心環境保護，
愛護地球為主題，在宣言中並強調各國不得損及他國的環境。

（3）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會議，在德國波昂舉行有 191 締約國 5,000
代表參加。在 12 天的會議中就保護地球自然生態，避免生物種類大規模
滅絶（平圴每小時，有 3 種生物自地球上絶跡）並阻止人類賴以為生的
生態系統受到無法復原的破壞措施等達成協議─〈波昂之約 BONN
MANDATE〉。代表們還同意設立第一個深海自然保護區，並擴大陸上保
護區的範圍。（2008.05.30 波昂外電）

（4）

瑞典 68 歲的麥可•諾貝爾〈Ｍichael Nobel〉
，100 多年前發明黃色炸藥，
創立影響全世界的〈諾貝爾獎〉是他的曾叔公。正致力關懷全球暖化與
能源問題，積極籌辦新的能源獎。他今年 5 月曾受邀來台訪問，並發表
演說。─環保及能源是人類面臨大的難題。（2008）

（5）

現今世界環境的重要活動日有：（A）清潔地球日（CLEAN UP THE
WORLD）每年九月第三週日。（B）國際無車日（9.22）。（C）世界動物
日（10.22）
。
（D）國際水源日（3.22）
。
（E）國際河川日（九月最後週日）
等。

（6）

美國航太總署韓森博士：我們還未到無法挽回的地步，但必須立即採取行
動。

（7）

我們必須拯救地球，如此我們才能繼續在地球上居住—青海無上師（世
界名慈善家）2007.12.25 於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