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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捐款支持

挪威深層生態學哲學家 Arne Naess指出，對於生態危機，若只想透過科學的方式來修復

或補償，就期待能夠解決環境破壞的問題，這無異是緣木求魚。真正的生態危機，是來自於人

類以自我為中心，用這樣的思維來對待與利用自然（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

藻礁的議題也是，風機的議題也是，人們為了滿足用電需求，但又擔心空氣污染，造成自身身

體健康的破壞，或者是擔心氣 候變遷的反噬，而危害到自身生命財產的安全，這都在凸顯以

人類為自我中心的思維，而不是真正站在自然環境的立場，來思考對待與利用我們的環境。

以至於倡議環境保護也只是淪為部分團體所謂保護人權的手段而已。

事實上，Arne Naess同時也提醒到，只有當人類體認到，個人小我是依附在生態大我之上，

人類才能夠以客觀平等的方式，理解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也才能夠找出真正環境破壞的問題

以及解決的方法。

在環境保護的倡議上，到底是要以人類為優先?還是要以環境為優先?這值得我們在每一步

行動之前，好好思考。

至於藻礁倡議是否成功了?我認為在短短一年內，讓更多人認識柴山多杯孔珊瑚、認識各式

各樣的造礁藻類，以及認識豐富的藻礁生態系，這很不容易。同時，在短短一年內讓更多人關

心能源轉型的問題、關心氣候變遷的問題，這也很不容易。謝謝所有一起努力的夥伴，在環境

守護的路上，我們持續一同前行。

生態問題在於是否意識到
「眾生本質上的合一」

理事長的話

1 2



2021年度經費收支概況人力資源工作內容說明

常年會費

捐款收入

$2,453,000

$7,638,576

24.29%

75.5%

$31,516
補助收入

其他收入
$610

0.3%

0%

人事費

辦公費
$2,011,876

22.1%

業務費
$858,778
9.4%

$6,063,724

66.5%

購置費

繳納其他團體會費

0.7%

１.3%
$122,619

$60,800

其他支出

１%

$663

本會經費收入 $10,123,702

本會經費支出 $9,118,460

購置費

0%

職稱 姓名 職務內容
第6屆理事長 陳憲政 本會代表人(2020年3月24日補選當選)

常務理事 文魯彬 減塑、環評、氣候變遷、離岸風機、台灣白海豚相關議題。

任期：2019年3月28日~2022年3月27日

2021年底支薪8位專職/3位兼職 

資深研究員 楊士慧

專職律師 蔡雅瀅 環境訴訟(中油三接、樂生、亞泥、RCA、陽明山住6之6等)、
環境倡議、環境法案、環境法治教育。 

綜理人事財務會務等行政管理、規劃「蠻野台語講堂/行讀」、
「鹿港學台語講堂」、「不塑鹿港」、公民參與議題、
參與式預算、減塑、台灣白海豚保育等議題。

專職律師 郭鴻儀
離岸風電、氣候變遷、文化資產保存、農地違章工廠、
環境法治教育、環境公益訴訟（越南鋼鐵海洋污染訴訟、
桃園機場第三跑道環評撤銷訴訟）、社子島開發計畫。

研究員

專員

郭佳雯 台灣白海豚保育復育、野生動物、永續漁業、不塑鹿港、
海洋廢棄物、環境教育。

施仲平 台灣白海豚保育復育、離岸風機環評參與、海洋保育
相關修法。

專員 劉妙慈 專案企劃、行銷宣傳助理。

行政秘書 李秀蓮 行政庶務、環教活動支援、檔案資料盤點匯整。

綜理協會鹿港據點業務、線上捐款系統統整與捐款人聯繫。鹿港館主任 鄭雅謙

兼職行銷宣傳

兼職財務

工讀生

專員

許馨庭 電子報編輯發報、社群媒體/網路發文。

謝沛瀠 會計、財務等。

楊純宜 協助原住民議題

李孝濂
廢棄物議題、議題案件(藻礁、能源等)、媒體與
社群網路經營、記者會暨活動企劃、環境律師
培訓課程規劃、協會捐/募款事務。
(2021年7月31日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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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終局判決案件一覽表
２０２１年

判決
裁定

108年度上字第894號判決

110.10.18 北市府府陽明山保變住6-6環評案

110.09.16 亞泥礦權展限案

第1106100690號訴願決定

判決日期 議題名稱 機關 案號

最高行政法院

110.02.04

110.02.04

110.08.13

110.05.13

110.05.14

110.05.20

110.04.09

觀塘工業區.港環評案

觀塘工業區.港環評停執案

海洋竹南離岸風電程序重開案

柴山多杯孔珊瑚程序重開案

柴山多杯孔珊瑚野保法案

撤銷台泥設置氣化爐環差訴願

觀塘工業區.港環評停執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桃園地檢署

行政院環保署

108年度訴字第1008號

110年度抗字第69號

109年度上字第843號

109年度上字第848號

110年度偵字第8507號
不起訴處分

11000068021EH06

109年度停字第72號

請一起重拾美麗的環境

65



活 動 剪 影
2021

綠藤，1% For The Planet成員，
堅持減法哲學、純淨天然並重視環境承諾，
捐贈1111當天官網全數收益的1/7給蠻野，
承諾共同守護環境和白海豚，與環境共好。

2021.11.30

綠藤 x 1% For The Planet x 蠻野照片來源：總統府

本會陳憲政理事長於會見中提出當前台灣離岸風電發展之環境課題，建請政府應參考
歐洲國家較成熟的環境影響評估標準，並引進對環境影響較少的各式工法，亦應同步
補強未完備的基線調查，建立開放的海洋環境資料庫。

2021.04.22

2021全國NGOs環境會議環保團體代表
面見蔡英文總統

文魯彬創會理事長受邀至
「破隧 - TEDxNTUST 2021 線上年會」
講述「Species Discrimination」
「它好，我才好」如果人類可以看到自己的渺小，
與所有「它者」平等無二，世界會是什麼樣貌？

2021.10.17

「破隧 - TEDxNTUST 2021 線上年會」
演講

公投主文：您是否同意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遷離桃園大潭藻礁海岸及海域？
陳憲政理事長指出造成三接爭議的主因是
「程序未落實」，應透過聽證程序公開所有
評估資料，讓人民在公平公開的原則下
進行討論並做出決定，將美好的自然環境
以及民主法治完整交給下一代。2021.11.13 

藻礁公投意見發表會：
理事長陳憲政 v.s.經濟部長王美花

是

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法研討會
本研討會聚焦於「文化資產審議程序」
修正建議，期冀文資審議過程中能建立
公民的平等參與機制，讓人民成為
文化權利的主體。

202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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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接收站（基隆外木山）
（台電送交環評中）

第五接收站海域部分（台中港）
（台電送交環評中）

第三接收站（桃園大潭藻礁）
（中油興建中）

2021年底中油第三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外推方案（大潭藻礁）
公投過後，方興未艾，預期台電公司扛著「能源轉型」大旗，
第四、第五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即將上場，
海洋生態依然只有浩劫的宿命？

走過三接公投歷程後，影響基隆外木山自然景觀的四接，以及為了
興建五接，而一刀插進台灣白海豚洄游廊道的台中港外港區擴建計畫，
對海洋產生不可逆破壞的接收站，將何去何從？
請支持我們的主張～

台電公司第四、第五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我們的主張

第一～五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分佈圖

第一接收站（高雄永安）
（中油）

LNG

LNG

LNG

LNG

LNG

第二接收站（台中港內港）
（中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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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保護區變更為
住宅區6-6開發案

陽明山

捷運萬大線土城站
「截直取彎」毀公園

新北

珍稀綠地

台灣水泥和平廠設置
氣化爐，澳花德卡倫部落

提出行政救濟。

原鄉部落

宜蘭

守護 
在地環境 鍥而不捨

珍愛藻礁

桃園

自然海岸線

龍崎牛埔惡地地質公園
成功爭取指定為直轄市

定自然地景

台南

自然地景

新北

樂生療養院
保存運動

文化資產

士林

反迫遷，遏止社子島
炒地皮不當開發

土地資源

花蓮

反亞泥礦權展延

山林國土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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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棲息地破壞

要求 加強取締違法拖網

擴大  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
以涵蓋其完整活動範圍

反對 臺中港外港區擴建
規範  離岸風電海纜鋪設

5水及空氣的污染

擋下 經濟部「彰濱工業區資源化處理中心BOT案」
（複合式垃圾處理場，將導致空 /水污/土地汙染）

3河口淡水減少

參與 「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
二階環評及行政救濟。

2非友善漁法

俗稱「媽祖魚」的台灣白海豚剩約65隻，白海豚之
續命,不僅是台灣海峽的問題，其牽涉到的是台灣島
與其上居住人類的體系，猶如生態網絡，千絲萬縷，
牽一髮而動全身，一塊拼圖都不能少。

本會自2006年起，16年來，對白海豚的保育復育
不遺餘力，不離不棄，祈願台灣特有亞種的白海豚
多子多孫多福氣。

1噪音
針對 船舶噪音 ，要求交通部航港局訂定
船隻出廠、航行規範由源頭降噪。

針對 打樁噪音 可能影響之調查，要求
環保署、訂定「離岸風電海洋生態調查指引」。

針對 風電運轉、海事工程 等人為噪音，
要求海保署訂定一般性法規。

與漁民 釐清 刺網種類及威脅。

監督 海洋廢棄物及廢棄漁網
預防及回收機制。

督促 公私部門合作
「臺灣西海岸永續漁業推動平台」
（已召開2次會議）

主張 根據「海岸管理法」將彰濱劃入一級海岸
保護區，以杜絕 染開發案

排除5大威脅
還白海豚一片純淨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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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102號（白海豚媽祖宮）

聽台語 熟似鹿港 系列課程 

日期

04/09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1400~1600 陳仕賢老師

04/16 1400~1700 獅頭製作彩繪-閉口獅 施竣雄師傅
(材料費$350)

05/07 1400~1700 麻繩袋編織-水壺袋 李美惠老師

李美惠老師

李美惠老師

李美惠老師

(材料費$200)

06/11 1400~1600 鹿港的文化資產與保存 陳仕賢老師

10/08 1400~1600 鹿港歳時節慶 陳仕賢老師
10/15 1400~1600 走讀：龍山寺與南鹿港 陳仕賢老師

11/19 1400~1600 走讀：天后宮與北鹿港 陳仕賢老師

12/10 1400~1600 鹿港的藝陣 陳仕賢老師

12/17 1400~1600 走讀：天后宮與北鹿港 陳仕賢老師

08/06 1400~1700 獅頭製作彩繪-蝙蝠獅

施竣雄師傅

施竣雄師傅

(材料費$200)

(材料費$350)

07/09 1400~1700 麻繩袋編織-便當袋

施竣雄師傅

09/03 1400~1700 麻繩袋編織-咖啡杯袋
(材料費$200)

10/22 1400~1700 獅頭製作彩繪-虎將軍
(材料費$350)

11/05 1400~1700 麻繩袋編織-花器吊袋
(材料費$200)

12/03 1400~1700 獅頭製作彩繪-劍獅
(材料費$350)

2022

合辦單位 蠻野講堂

＊本課程可申請公務員終身學習時數

06/04 1400~1700 施竣雄師傅

08/13 1400~1600 鹿港民間信仰 陳仕賢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