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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的世界，汙染嚴重到讓每個人無時無刻都得帶著口罩；他和心

愛的年輕妻子一起生活，卻多年來未曾看過她的臉。」…

對生活在有毒環境下習以為常，以為灰濛濛的汙染世界才正常，這是

法國漫畫家大衛‧哈特（David Ratte）作品《毒物星球》中充斥的諷

刺味與黑色幽默。不幸地，這樣的黑色幽默、那種連一口乾淨空氣也

不可得的荒謬情境，連日來正在高雄小港區的大林蒲驚悚上演。

10月28日下午三、四點，高雄小港區大林蒲居民發現，南星計劃以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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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上線文章

海造陸跟老天爺爭來的土地上發生火警。失火的地方，是以廢輪胎回

填出的六百公尺長的護岸。濃煙惡臭不斷自水泥縫隙冒出來，消防隊

出動十幾台化學車及泡沫水車，以怪手破壞部分護岸滅火，地下悶燒

處理來棘手，消防隊載來土方覆蓋水泥縫隙，以掩埋窒息法暫時控制

火勢，但廢輪胎恐怕還在地底無聲悶燒。

長期為中鋼、台電、石油等大廠包夾，深受工業污染之苦的大林蒲居

民，再次被硬生生地塞進一口又一口的毒空氣。居民苦楚無處伸張，

以肉身貼近濃煙惡臭紀錄污染，以自我解嘲的方式奮力發聲。居民組

成的草根組織「金煙囪文化協進會」，拍攝地底不斷冒黑煙的影片，

推出「大林蒲溫泉鄉」Kuso短片，訴求「台灣新好湯! 大林蒲南星污

泉觀光促進會陪你吐氣!」；同樣搞笑的還有「牛嘴籠仔」（口罩的俗

語），居民反諷地下註腳:「牛嘴籠仔產業，應該是大林蒲的亮點」，

「有什麼地方比大林蒲更需要『牛嘴籠仔』，除了多種多樣的工廠：

鋼鐵業、石化業、發電、污水處理，產生的多彩多姿的味道，昨天還

有火燒南星的戴奧辛。（誰家的『牛嘴籠仔』可以防戴奧辛，先借我

們擋一下?）」。

►「大林蒲溫泉鄉」

►「牛嘴籠仔」

本文要指出，南星計劃區廢輪胎悶燒不該被冷處理為疑似烤肉意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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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小火災之類毫不起眼的社會新聞；相反的，這場火燒出重要的環境

爭議與問題，該被嚴肅處理。

首先，這場火災凸顯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在面對這類環境意外時失

能失職，無以保障居民的健康與安全。火災發生以來，居民不得安

眠，甚至有人噁吐、就醫，附近中小學幼稚園學童也得載口罩上課。

持續記錄這場火災的金煙囪文化協進會成員梁月亮指出，在不清楚海

堤下二十萬個廢輪胎究竟會悶燒到何時的情況下，居民憂心家人、孩

童吸入過多含戴奧辛的有毒空氣。然而，相關單位卻漠視大林蒲居民

的苦與痛。南星計劃主管機關高雄市港務分公司僅表示，將請消防隊

協助釐清起火原因；環保局對地方記者表示，沒抓到行為人無法開

罰；廢輪胎悶燒兩天後，終於有立委在環保團體聯繫後，發文要求環

保署至大林蒲採集空污樣本進行檢測，但公文究竟何時旅行到環保

署，沒人清楚。

其次，這場火災提醒台灣社會審慎評估，在這片由事業廢棄物打造出

的新生地上大肆、密集地發展遊艇、石化等污染產業是否真的安全。

此次火警發生後，居民發現，第一時間抵達現場的不只消防局，還包

括有三支地下涵管經過這一帶的中油公司。未來，如果工業生產密集

進駐；未來，若再發生類似此次的地下悶燒事件，若事業廢棄物安定

性出問題，或者出現環評過程論及的土壤液化疑慮，恐怕將對附近居

民與進駐廠商帶來難以想像的災難。中央與地方政府急切地要發展

「南星自由貿易港區」及「南星遊艇產業園區」，南星自貿港區一期

甚至已開始招商，但這場火卻提醒我們，再利用這片新生地，絕對需

要更高規格的嚴謹評估。目前審查中的自貿港區二期環評，及進入二

階環評審查的遊艇產業專區一期開發案，絕不該也不能草率通過。

第三，這場火也提醒我們，以事業廢棄物填海造陸、實則把海洋當成

垃圾掩埋場的政策，對生態環境可能造成嚴重衝擊。近年來，大林蒲

居民及環保團體陸續揭露，南星填海造陸後，高雄小港海底底泥測出

的銅、鉛、汞、鋅等重金屬含量，較未填廢棄物前超出200~300倍；

汞、鉛、砷等重金屬超過法規限值；附近國小監測井抽出的地下水砷

含量超過40倍。南星計劃製造了居民口中的「藍海」、「石筍」等工

業污染奇景，海水被銅鋁鎂鈣銫鋇等金屬改變了顏色與性質，煉鋼產

生的廢棄物爐石使海水鹼度標高超過12.5，土壤浮現令居民擔憂的結

晶物。美麗海岸硬生生地淪為令人嫌惡的廢棄物棄置天堂，居民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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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發現過針筒、藥瓶、齒模等醫療廢棄物。南星計劃掩埋未經固

化的飛灰被抓包，公共電視新聞揭露，南星計劃的焚化爐底渣掩埋區

中，竟發現高溫燃燒後的底渣裡，混有鐵線、銅線、電池、紙類、塑

膠與鐵鋁罐殘留。

超過半個世紀的快速經濟發展，為台灣帶來棘手的廢棄物處理問題。

猶如蓋房子沒蓋廁所，在各行各業忙於生產製造、追逐最大經濟利益

的同時，工業廢棄物出了工廠後四處流竄，從河床地、農地到魚塭，

悄悄地攻占了珍貴的自然環境，也把毒害植入大自然與食物鏈。表面

上，南星填海造陸計劃解決了廢棄物無處可去的問題，但將爐石、灰

渣等廢棄物丟進敏感的海岸地區，消滅自然海岸與孕育魚蝦貝類「百

年海田」，實則製造了新的環境、健康與魚貝類食物鏈安全問題。

此外，填海造陸是創造了新生地，但同時也導致國土流失。南星計劃

(加上高雄港擴建及洲際貨櫃碼頭開發)造成旗津海岸線退縮，為此，高

雄市政府得另外花七億挽救旗津海水浴場到風車公園間3.6公里遭侵蝕

的海岸。目前，南星填海造陸計劃二期仍持續進行中，但如此大規模

以事業廢棄物填海造陸所帶來的種種負面環境與社會衝擊，至今沒有

被徹底檢討、嚴肅對待，迴避釐清這塊人造土地上已出現的種種病

症，而急於進一步剝削開發這片土地，會不會鑄下更嚴重的環境與健

康惡果?

第四，這場火再次照映出，台灣經濟發展過程最不堪、最醜陋的一面:

在耀眼的經濟成長背後，是部分社區不成比例地承載了污染惡果，是

以社區居民的健康與生存環境惡化為代價。

大林蒲居民的生活，見證何為經濟發展下的環境與社會不正義。跟這

場廢輪胎災情一樣，大林蒲居民長期承受的工業污染，也持續遭當權

者漠視。今年以來，為反對南星開發為遊艇產業專區及自由貿易港

區，大林蒲居民數度風塵僕僕北上環保署，要求政府手下留情，正視

當地工業污染已嚴重超載的事實。

大林蒲一帶的環境涵容能力超載、居民健康早已拉警報。在9月25日

的環評會中，地球公民基金會副執行長王敏玲就環評資料發言指出，

從施工到營運期間，遊艇產業園區開發案的總懸浮微粒等污染物，超

過環境空氣品質的標準值；早先專案小組會議資料也顯示，此案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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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高達10的負六次方(即十萬人將有一人罹患癌症。但9月25日環評

會議的資料，數字竟變成10的負七次方)；高影響區的民眾，肺部疾病

明顯高於低影響區以及對照區；連整個小港區的罹癌風險也高達10的

負六次方。在這種情況下，更多的工業開發，無疑是對大林蒲人進一

步的壓迫與凌遲。鳳興里里長洪富賢在環評會上指出，這個開發案離

鳳林國中和鳳林國小，僅相隔一條八十米的道路；道路上有進出自由

貿易港區及貨櫃碼頭的車輛，正常營運下，一、兩分鐘內至少有八輛

拖板車在路上跑；若再加上遊艇製造專區可能帶來的揮發性有機污染

物等空氣污染物，林林總總的污染勢必對學童與村民健康帶來極大的

威脅。洪富賢陳痛呼籲:「不要讓我們這些居民『進無步退無路』，現

在海邊蓋了工廠，想跳海也沒辦法。」

居民記憶中的故鄉大林蒲，有長長的自然海岸線，美麗貝殼俯首可

得，居民得以靠海吃海。但自1990年政府推出南星計劃後，這片海岸

開始被迫吞下無處可去的建築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時至今日，在填

海造陸再利用的開發大旗下，大林蒲人的生活空間，將從被污染工業

三面包夾走向遭四面夾擊的悲慘處境。居民尤其害怕，遊艇產業專區

進駐後，那口最後的、僅有的「西南風」也將被剝奪。工業污染即將

鋪天蓋地而來，難怪金煙囪文化協進會總幹事許順良會激動地說，這

樣的開發對大林蒲而言，是滅村、是霸凌。

無視大林蒲居民的呼吸權，漠視南星海堤廢輪胎悶燒，以及意圖在這

個已經遭到重度污染的地方引進更多產業，完全悖離經濟發展過程應

兼顧的環境永續及社會正義。缺乏節制、罔顧環境正義的工業開發模

式，早已過度貪婪地對大林蒲居民及他們曾賴以維生的富饒海岸剝了

好幾層皮。中鋼台電中油等大廠進駐至今，帶進了令居民與環境消化

不良的工業污染，是對當地居民與環境的第一層剝奪；南星計劃將人

人嫌惡的廢棄物，填進這塊不幸的海岸，製造了第二層的剝奪；如

今，惡質的發展號角蓄勢待發，準備以更徹底、更全面的方式，進駐

蹂躪早已受傷的人民、被髒汙的空氣、海洋與土地，這樣一層又一層

的剝奪，難道還可以繼續?

台灣社會應正視大林蒲居民的身心痛苦，以及南星填海造陸計劃所帶

來的種種環境危害與污染問題。大林蒲居民殷殷期盼的流行病學調

查，環保團體呼籲釐清的各種環境污染問題，不該再被延遲、漠視；

台灣，絕不該再繼續這種不斷將環境與健康成本外部化的發展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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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發生在南星填海造陸計劃上的這把火與環境污染異像提醒我

們，妄想便宜行事，將棘手的事業廢棄物往海裡丟，是壓迫海岸生態

與居民、禍延子孫、不負責任的政治作法。近來，環保署積極推動

「安定化無害化廢棄資源物填海造島(陸) 政策」，但南星計劃的經驗

提醒我們，這項政策若上路，對天然海岸線僅剩44%，海岸環境惡

化，海田流失及魚貝類遭污染等問題層出不窮的台灣海岸生態，恐怕

將是一大浩劫。再者，環保署近日以扶植再生產業為由，竟打算開放

電腦主機板、廢電纜等十二項，含汞、六價鉻、溴化阻燃劑等致癌物

的電子廢棄物進口。很難想像，台灣最高環境主管機關，竟無視工業

污染在台灣許多城市鄉鎮早已超載，廢棄物長期缺乏妥善監管的窘

境，而準備大膽開放各國避之唯恐不及的電子廢棄物進口。這種大開

倒車的施政規劃，難道是自信未來台灣事業廢棄物必將有汪洋大海容

受? 

一直以來，我們向大自然榨取各種自然資源以投入工業生產，重又將

工業生產過程製造的污染與最終廢棄物，丟棄到大自然。現實生活

中，令人嫌惡的工業污染與廢棄物總常循著「最小抵抗原則」，找上

政經地位相對弱勢的農漁民、原住民，流向無法發聲的農地、魚塭、

河床、海岸，日日折損著居民與環境的健康。如今，乾脆把大海當掩

埋場的想法，正引誘著台灣繼續走向過去那條便宜行事、背離環境社

會與世代正義的發展老路，正拉著台灣向下沉淪。此時此刻的台灣，

絕對該認真傾聽大林蒲居民的環境控訴，更該停止對大林蒲居民與環

境無止盡的剝奪與霸凌。

為這篇獨立評論按讚→  2,498 人說這讚。成為你朋友中第一個說

讚的人。
讚讚

邱花妹／柴山腳

我在島嶼南方，教書研究、閱讀寫作、行動與生活，

我在工業大城高雄，做地球公民、與人團結、為社會

行動。長駐柴山腳，探索另類發展的可能性，我追

求，環境、社會與世代正義，我相信，思辨與行動、

改變世界有可能！現任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地球公民基金會

監事，曾是第一線的社會運動工作者；幸運地在媒體大崩壞前圓過記

者夢，任職天下雜誌期間，曾獲永續台灣報導獎、吳舜文新聞獎、科

技與人文報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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