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學年度地理學科中心教學資源研發
社會環境議題—素養導向教學活動與學習評量設計理念說明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黃美傳老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黃禮強老師

壹、 單元主題：自然災害與土地退化
貳、 核心問題：人類的開發日增，該如何面對土地退化的問題呢？
參、 核心問題的解析
近年來，人類的生活環境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不但造成生態環境改變、更造成自然
災害頻傳；另一方面，在全球追求發展、提升物質生活為目的的背景下，部分國家因人口
壓力對土地的需求日增外，更有許多國家在全球分工的背景下，藉由跨國企業進行全球佈
局，大量開發土地進行大規模生產。
上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不但對於全球帶來了環境問題，更直接與間接地挑戰土地的
負荷能力、進而造成土地退化的現象。在面對人類賴以為生的土地發生退化的現象，我們
該如何因應？為解析此核心問題，本單元將依序探討：
問題1.什麼是土地退化？
問題2.土地退化對人類帶來什麼影響？
問題3.人類該如何面對土地退化帶來的問題？
第一子題將藉由全球實際土地退化案例切入，以了解土地退化的現象及發生原因。第
二主題將從人地互動觀點出發，探討不同特定人群與土地退化之間的關係與影響。第三子
題進一步以台灣土地退化案例為綜合分析，查詢並思考未來可能的發展與因應方向。最後
利用課堂間的資料蒐集與討論成果，撰寫一則專題報討，不但可作為課程的總結，更可藉
由撰寫過程中立場與觀點的反思，以培養學生情意層面與表達能力的養成。

肆、 問題導向教學目標
為解決本單元的核心問題，必須使用「以地理系統、地理視野的觀點進行議題探討」、
「從各類資料辨識現象的型態、關聯與趨勢，解讀資料蘊含的意義」、「透過小組合作，發
掘各種社會或環境問題，規劃解決問題的執行策略」等科學態度，以及具備「自然災害」、
「荒漠化」、「熱帶雨林」、「都市擴張」和「工業污染」等基礎知識，和「從各式地圖、
衛星影像，網路與文獻等，蒐集和解決問題有關的資料」、「選擇統計方法、地理系統等適
當工具進行資料分析與歸納」和「從各類資料辨識現象的型態、關聯與趨勢，解讀資料蘊含
的意義」等技能，才能培養提出解決問題策略的能力；為了培養知識、技能與科學的態度，
以下透過如課堂講述、教師問答、資料識讀與整理、小組合作及上台報告等教學方法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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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地理學科中心教學資源研發-社會環境議題教案格式
壹、 單元學習目標(A 表)
單元名稱

單元依據

土地退化
108社會領綱
高中地理科加深加廣選修
社會環境議題

研發教師
(學校)

黃美傳(板橋高中)
黃禮強(師大附中)

課程
時間

5節

社-U-A2 對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備探索、思考、推理、分析、批判、統整與後
設思考的素養，並能提出解決各種問題的可能策略。
領域核心素養
社-U-C1 具備對道德、人權、環境與公共議題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健全良好品德、
提升公民意識，主動參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務。

學習
表現

地1c-Ⅴ-1 以地理系統、地理視野的觀點進行議題探討。
地3b-Ⅴ-3 從各類資料辨識現象的型態、關聯與趨勢，解讀資料蘊含的意
義。
地3d-Ⅴ-1 透過小組合作，發掘各種社會或環境問題，規劃解決問題的執
行策略。

學習
內容

地 Ib-Ⅴ-2 什麼是土地退化？
地 Ib-Ⅴ-4 土地退化對人類生活有何影響？
地Ib-Ⅴ-5 如何避免或減少自然災害與土地退化的衝擊？

學習重點

1. 什麼是土地退化？
1-1 理解土地退化的定義
1-2 藉由不同地區的新聞或照片等資料，分析土地退化的類型
2. 土地退化對人類帶來什麼影響？
學習目標
2-1 透過不同土地退化的類型，歸納造成土地退化的成因
2-2 透過案例查詢，分析土地退化對不同特定人群帶來的影響
3. 人類該如何面對土地退化帶來的問題？
3-1 透過案例查詢，探討不同地區對土地退化的應對策略
3-2透過小組討論，分析各項土地退化因應策略的優缺點
1. 環境教育
環 U4 思考生活品質與人類發展的意義，並據以思考與永續發展的關係。
議題融入
2.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15：
保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永續使用，永續的管理森林，對抗沙漠化，
終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遏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1. 土地退化的解決策略包含法規條目部份，可與公民科結合。
跨領域連結
2. 報導書寫的部份可與國文科報導文學相結合。
學生先備知識：已學過第一冊地形、氣候與水文系統，以及具備區域地理等環境
學生條件分析 條件與區域發展相關地理概念知識。學生位於都會區，家庭社經背景較佳，也較
具有蒐集與統整資料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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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設計傾向於學校本位、學習者中心、問題導向及團隊合作等精神，結合學
生興趣、教師專業、生活環境、社會時事與議題等，強調合作學習與小組活動，
教師教學方法 以落實社會領域課程理念。以小組討論方式進行不但配合課綱中合作學習之精
神，教師亦可針對學生程度，給予不同層次的討論問題，不但可建立學習的鷹架、
更可讓學生激盪出更多想法與反思的可能。
學習評量

學習單、報導→形式及多元觀點之分析

配套說明

具有網路和電腦設備，供學生資料搜集與文書處理
課程與大學十八學群的對應

□ 資訊 □ 數理化 □ 工程
□ 外語 □ 教育
□ 藝術
□ 管理 □ 財金

□ 醫藥衛生
□ 生命科學 □ 生物資源
■ 社會與心理 □ 法政
■ 文史哲

□ 大眾傳播

□ 遊憩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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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與環境
□ 建築與設計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貳、 單元學習活動設計(B 表)
單元名稱

土地退化

學習主題

【地 Ib-Ⅴ-2】
什麼是土地退
化？
【地 Ib-Ⅴ-4】
土地退化對人
類生活有何影
響？
【地 Ib-Ⅴ-5】
如何避免或減
少自然災害與
土地退化的衝
擊？

核心/關鍵問題

⚫ 核心問題：
人類的開發日增，該如何面
對土地退化的問題呢？
⚫ 解析問題的邏輯：
1.什麼是土地退化？
2.土地退化 對人類帶來什
麼影響？
3.人類該如 何面對土地退
化帶來的問題？

重要內容

⚫ 自然災害
⚫ 荒漠化
⚫ 都市擴張
⚫ 工業污染

重要技能

【地1c-Ⅴ-1】
以地理系統、地理視野的觀
點進行議題探討。
【地3b-Ⅴ-3】
從各類資料辨識現象的型
態、關聯與趨勢，解讀資料
蘊含的意義。
【地 3d-Ⅴ-1 】
透過小組合作，發掘各種社
會或環境問題，規劃解決問
題的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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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經驗的營造

1. 什麼是土地退化？
1-1 理解土地退化的定義
1-2 藉由不同地區的新聞或照片等資料，
分析土地退化的類型
2. 土地退化對人類帶來什麼影響？
2-1 透過不同土地退化的類型，歸納造成
土地退化的成因
2-2 透過案例查詢，分析土地退化對不同
特定人群帶來的影響
3. 人類該如何面對土地退化帶來的問題？
3-1 透過案例查詢，探討不同地區對土地
退化的應對策略
3-2 透過小組合作，分析各項土地退化因
應策略的優缺點

評量

1. 素養導向試題評量
2. 多元評量
3. 小組報告
【補充說明：評量層級】
1.評量個別單元(個人)
2.中評量跨單元主題(社群)
3.大評量跨主題統整(跨社群)
例如：地理實察。

參、 單元學習活動設計(C 表)
一、 單元核心問題(對應的子問題)：
什麼是土地退化？
土地退化對人類帶來什麼影響？
人類該如何面對土地退化帶來的問題？

以全球案例為例

（一） 解析：
土地退化在生活中其實不難察覺，為了能夠察覺生活中的土地退化，首先須對其
定義、分布、成因等不同面向加以認識。在課程安排的架構上，先從全球各地的大尺
度空間進行案例探討、再聚焦至臺灣內部關於土地退化的議題。在不同尺度中的討論，
大致上聚焦於土地退化的「5W1H」分析，其中又可分為三個面向進行引導：
1. 土地退化的分布（Where、When）：教師在說明時可搭配地圖或其他方式，釐清
空間上之位置、擴散與移動，以及時間上的時點及持續長度。
2. 相關內容與成因（What、Why、How）：土地退化成因多元且複雜，本課程大致歸
納四個面向，教師可透過案例讓學生進行分析與歸納。
3. 不同角色的影響（Who）：土地退化的發生與解決和不同角色間的互動有關。此
部分為活動安排，進行評價與反思。
本節針對土地退化的成因歸納為四個面向，並透過三篇實例報導切入進行討論。
其內容與關係如下表所述。從中亦可看出土地退化成因間複雜之關係。

為了解決本單元的核心問題，必須具備「以地理視野的觀點進行議題探討」、「從
各類資料解讀資料蘊含的意義」，並能夠「參與小組討論」等學習上的表現，以及「自
然災害」、「荒漠化」、「都市擴張」、「工業污染」等基礎知識，和各種資料中「擷
取訊息」、「解讀分析」、「統整歸納」等閱讀理解技能。才能培養出解決問題策略
的能力；為了達成上述知識、技能與科學態度（例如：系統思維、實證精神等），透
過以下講述與小組學習等教學方法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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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活動簡案
學習目標

時間

學習活動

(分鐘)

1-1 理 解土 第一～二節課：
地退化的定 引起動機
義
銜接前一節課自然災害的內容。在課程發展上，
首先先從全球的尺度，透過閱讀與蒐集世界各地
1-2 藉 由不 土地退化案例，以建立土地退化相關概念，再聚
同地區的新 焦至臺灣土地退化（於第三、四節進行）
。本節課
聞或照片等 透過閱讀全球各地土地退化案例活動作為引起動
資料，分析 機，並銜接課程發展。
土地退化的 發展活動
類型
步驟一：分組閱讀資料並分析
2-1 透 過不
同土地退化
的類型，歸
納造成土地
退化的成因
2-2 透 過案
例查詢，分
析土地退化
對不同特定

1. 班上同學分為數組（每組約 4~5 人），每組發
給一篇文章，請同學閱讀文章、並利用網路蒐
集資料，完成分組討論學習單。
標題
地點
住在土地變飛沙
1
沙黑爾地區
的人們
2

快速萎縮的耕地

3

和電子垃圾與工
廠一起生活

孟加拉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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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

20
1.討論參
與狀況
2.學習單
撰寫內
容
3.問題撰
寫內容
4.上台分
享表現

人群帶來的 2. 各組進行討論，完成分組討論學習單。同時亦
影響
針對文中內容，配合資料蒐集，完成下列問題
並進行案例分享。（教師可讓各組可以先把資
料寫在黑板或海報上，以利後續課程進行）
面向
說明內容
1. 自然環境/生產方式/生活
發生何事
型態產生哪些變化
What
2. 上述面向在變化後出現哪
些特徵
地點為何 1. 相對位置描述
Where
2. 絕對位置描述
發生時間 1. 發生時間點
When
2. 持續時間長度
為何發生 1. 自然環境原因
Why
2. 人為活動原因
影響人群 1. 誰從事活動所造成
Who
2. 誰受到影響
1. 居民做了什麼
解決方法
2. 地方/中央政府做了什麼
How
3. 國際組織做了什麼

步驟二：教師引導並進行歸納
完成活動後，教師可搭配課程學習單，透過引導
式問答與討論，歸納土地退化的概念。
1. 根據各組案例的介紹，你認為土地退化的定義
為何？
參考答案：土地退化是指土地受到自然因素、
人為因素、或綜合自然與人為因素的干擾與破
壞，而改變土地原有的內部結構、理化性狀，
致使土地環境日趨惡劣，而逐步減少或失去該
土地原先所具有的綜合生產潛力的變化過程。
2. 當發生土地退化時，我們可以從哪些現象觀察
到？
參考答案：如地面植被減少、土壤中生物逐漸
消失、裸露土地面積增加、農作物收成減少等
現象。
3. 統整各案例的內容，造成土地退化的原因有哪
些？以及其發生的位置在哪裡？
參考答案：自然因素造成土地退化中，土石災
害多分布在山地丘陵等坡地環境；天氣災害如
乾燥區的水災與旱災、濱海地區因風災造成海
水倒灌等。人為因素造成土地退化中，農業活
動超過土地負載力、依賴肥料農藥破壞土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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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討論
30
分享

20

問答之表
現與內容

態；都市擴張造成土地水泥化、廢棄物棄置、
環境污染等。
4. 面對土地退化，不同角色的會採取不同的行
動。綜合各組分享的案例，試著整理出不同角
色的調適行為或行動。
參考答案：在面對土地退化時，態度大致有積
極的改善與消極的處理等態度。在當地居民角
度中，積極者可能會試圖對抗土地退化（如孟
加拉的稻田轉型）、消極者可能會離開（如沙
黑爾地區的逃離）；在政府單位角度中，積極
者會透過法規及取締改善狀況（如印度命令工
廠關閉）、消極者則可能漠視或無能為力；在
國際組織中，多數試圖主動改善狀態，如綠色
長城計畫。
5. 從上述的整理中，你認為臺灣可能會發生哪些
類型的土地退化？
參考答案：學生自由回答。
課程總結
教師可在最後補充全球土地退化其他相關資訊，
並在時間允許下，與學生學習過的知識連結與複
習（如地形災害、氣候、自然景觀帶、世界體系、
區域地理等單元）
。最後透過課程學習單第 5 題的
發問，將焦點拉回至臺灣的狀況，並思考臺灣與
全球案例間可能存在的差異為何。以銜接下次課
程的內容。
二、 單元核心問題(對應的子問題)：
土地退化對人類帶來什麼影響？
以臺灣案例為例
人類該如何面對土地退化帶來的問題？
1. 解析：
繼前一節針對土地退化有整體的了解後。本節將焦點聚焦至臺灣案例進行 5W1H 之
討論。由於全球與臺灣在空間尺度不同，因此在討論時其內容亦會有所差異。
本節的操作有二種方式：若時間充裕及學生能力佳者，可從上節探討土地退化的四
個面向引導學生分組選擇有關台灣土地退化案例之分析。直接以「農地的違章工廠」
為例，依全台不同地區的違章工廠（產業聚落）分組蒐集違章工廠的相關報導與分析
不同角色的觀點。
為了解決本單元的核心問題，必須具備「以地理視野的觀點進行議題探討」、「從
各類資料解讀資料蘊含的意義」，並能夠「參與小組討論」等學習上的表現，以及「自
然災害」、「荒漠化」、「都市擴張」、「工業污染」等基礎知識，和各種資料中「擷
取訊息」、「解讀分析」、「統整歸納」等閱讀理解技能。才能培養出解決問題策略
的能力；為了達成上述知識、技能與科學態度（例如：系統思維、實證精神等），透
過以下講述與小組學習等教學方法來進行。
2. 學習活動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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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時間

評量方式

第三～五節課：
引起動機
了解全球不同地區發生土地退化的自然與人文條件，以及
各種不同土地退化的類型後，相較之下，台灣氣候溼潤、
物產豐饒又經濟繁榮，實際上正面臨哪些土地退化的現象
呢？與你我的生活又有何相關連？

3-1 透 過
案例查詢
探討不同
地區對土
地退化的
應對策略

發展活動
步驟一：依不同面向列舉台灣土地退化的案例
請各組別依教師指派的面向討論台灣土地退化的案例，可
從家鄉所在地加以思考。
面向
台灣案例列舉（參考答案）
面向 1：土地超限
超抽地下水（屏東佳冬林邊）、
利用
山坡地開發（溫帶水果、高麗菜）
(組別 1.5.9)
面向 2：都市擴張 農地工廠
與工業發展
高雄土地污染、大埔農地規劃工
(組別 2.6.10)
業區
面向 3：礦業開採
台泥水泥開採
與廢棄物處處理
台南瀘渣
(組別 3.7)
面向 4：氣候變遷
與自然災害
南投土石流和水災等
(組別 4.8)

3-2 透 過
小組合作
分析各項
土地退化
因應策略 步驟二：蒐集台灣土地退化案例進行 5W1H 分析
的優缺點 操作方法教師可依授課時間和學生程度採以下兩種：
方式一：蒐集台灣案例（依家鄉狀況或有興趣的主題選擇
面向；或每一面向至少兩組，剩餘兩組可自由選擇面向），
完成以下任務：
1. 蒐集案例中的 5W1H
2. 附土地利用變遷影像、照片、地圖等佐證資料，若
有實察、訪談等第一手資料調查尤佳
3. 以搜尋引擎進行媒體識讀，了解此議題被探討的內
容為何
4. 從報導或資料中站在不同角色進行多元觀點的分
析
（或擇一地區及特定的論點（或角色）以報導形式
呈現）
5. 學生進行系統圖的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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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習單
2.小組合作情形

方式二直接以附件「農地的違章工廠」為閱讀資料，讓學
生再多方蒐集資料，上網查詢農地盤查圖台
https://map.coa.gov.tw/farmland/survey.html 完成方式一中
的第 2～5 點
步驟三：教師引導並進行歸納總結
1. 發表各組蒐集到的案例，引導學生完成如下示例的
系統圖

參考答案：

2. 能社會環境議題其他面向進行總結：土地退化帶來
的影響又與氣候變遷和糧食自給率互為影響
3. 連結土地退化與自己日常生活的相關性：農地的違
章工廠全台皆有，不容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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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從全球案例了解土地退化特性與影響》
分組閱讀資料一
荒漠化：住在土地變成飛沙的人們
聯合國預測，到 2020 年，將有超過五千萬
人被迫離開家園，因為他們的土地已變成
沙漠，而這已經在塞內加爾發生。
牧民哈利杜・巴達拉（Halidou
Badara）帶我前往塞內加爾北部盧加
（Louga）的一座小山，向我描述這裡環境
如何變化。「當我還是個孩子時，我不敢
走到這裡，因為植被是如此茂密。……但
是在過去的幾年中，風沙接管了這裡。……現在幾乎沒有樹木、草也不再生長了，所以每年
我們都必須走到更遠，才能找到適合放牧的地方。」由於荒漠化，他的生活變得更加複雜。
然而，他不是唯一的一個。根據聯合國的調查，土地退化已經影響了全球 15 億人。荒漠化是
由於人類活動和氣候變遷造成的乾燥生態系統持續退化。它導致降雨減少和土壤品質下降，
進而導致牲畜放牧減少和農作物減產。

失去的土地
聯合國數據顯示，全球每年損失 1200
萬公頃土地，其約可種植 2000 萬噸穀物。
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感到別無選
擇，只能遷移到他處。在盧加的另一個村
落，切伊克・羅（Cheikhou Lo）打算種植
花生與豆類以出售。但因缺乏雨水和水土
流失，使得作物歉收，收成不好的他只能
轉為畜養牲畜。他說道：「前幾年雨水較
為豐富，便能生產較多。……我們依靠作
物收益存活到下個雨季，但是現在受到乾旱影響，我們無法工作。……如果有足夠的井及技
術，我們可以種植樹或蔬菜，也可以留在這裡。但是現況卻非如此，許多人必須離開到別處
才能生存。」

被迫離開
他 27 歲的侄子阿瑪杜・索阿雷（Amadou Souare）補充說道，該村只有一口井，沒有足
夠的能力再挖另一個。「我們一直以來都住在這裡，如果無法繼續在這裡生活，我們將陷入
極大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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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村已經有許多年輕人離開這裡。切伊克・羅的孩子現在已經成年，他們也在達喀爾找
到工作。「有些人去了加彭，其他人則計劃前往歐洲或巴西。……我們也希望他們留在這裡
帶動村落發展，但這裡沒有工作、也沒有錢，我們要如何要求他們留下來呢？」

築一堵牆
目前有一個計畫正試圖減緩荒漠化帶
來的衝擊。「綠色長城」規劃從塞內加爾
向東延伸至吉布地，為非洲最脆弱的地區
建立起植被屏障，目前已經種植了數十萬
棵樹。而塞內加爾在這計畫的目的，則是
試圖建立長達 545 公里長的植被帷幕。
除了建立屏障外，該計劃亦為當地居民提
供糧食及蔬菜，以防止饑荒與營養不良；
另外，也教會當地兒童如何保護環境。透過滿足當地生活最低限度的條件，便能讓居民留在
當地生活。
根據該計畫的負責人說，這些樹木會在未來的 10 至 15 年，慢慢對環境產生影響。然而，
當地居民真的可以等到那麼久嗎？答案可能是：不！

沙漠的壓力
直到現在，這裡每個月都有人選擇離開，前往路程數小時的首都達喀爾，去尋求更好的
生活與希望。像馬利克・索阿雷（Malik Souare）因為無法在這片土地上生活，決定搬到首
都，並找到了一份司機的工作。「你知道的，每個人都想成功，所以我選擇離開。也許是去
英國，因為那是我希望寄託之所在。」對於越來越多受環境變遷影響的農村而言，移民似乎
是唯一的選擇。聯合國宣稱，到 2020 年，將有超過 5000 萬的人從漠南非洲的沙漠化地區，
搬遷到北非及歐洲。而未來我們可能也只能在國外，聽見他們對未來的想像了。
資料來源：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34790661

分組閱讀資料二

快速萎縮的耕地
根據調查，孟加拉在 1976 年至 2000 年之
間，損失了約 13,412 公頃的農業用地。而
在隨後的 2000 年至 2010 年十年間，損失
的土地更超過 30,000 公頃。
孟加拉現正面臨許多環境問題，包括
森林砍伐、土地退化、空氣污染、水資源
汙染與短缺、以及生物多樣性喪失。在森
林砍伐部分，由於商業採伐、柴薪需求及農地擴張，孟加拉現有的天然林正在以每年 2.1%到
3.3%的速度下降。雖然森林砍伐增加了農業用地，但也是造成土壤侵蝕的原因，而肥沃的表
層土壤的流失則會降低農業生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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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加劇土壤退化
由於貧困人口的增長，在糧食需求的壓力上不斷增加。為了生產糧食，在農地使用上強
度變得更強、休耕期變得更短。另一方面，為了提高土地生產力，農民大量使用化肥、農藥
和除草劑。這些集約的使用方法或許可能在短期內有效地增加農業產量，但是從長遠來看，
土壤將逐漸失去其養分，造成土地嚴重退化。
在不同的族群中，農村貧困人口最容易受到環境退化的衝擊，主要是因為他們所依賴維
生的正是這些脆弱且被嚴重破壞的環境。在農村中，55%的婦女依賴生活環境中的柴薪、食物
和水來維持家計。隨著土地退化的出現，他們必須花更多的心力，才能得到足夠的資源。農
民受到人口增長和貧窮加劇的壓力，過度開發自然資源並將作物種植到脆弱的土地上，導致
環境退化。而退化土地農業生產率下降又引發貧困，這反過來又迫使許多農民繼續開發脆弱
的土地維生。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現象造成了貧困與環境惡化之間的「惡性循環」。

來自都市的壓力
隨著都市擴張，人口擴散到周圍的農村
和郊區。這造成農民不得不放棄耕地、以
便在土地上興建房舍的壓力。然而，都市
化的土地也造成其他問題，如空氣污染、
生態棲地喪失、水資源問題、以及土地退
化等問題。而都市化也以兩種方式影響糧
食的生產：隨著都市的擴張造成農地的消
失、以及農民遷入城市造成農業人口的減
少。
根據統計，若按照目前流失的狀況推
估，孟加拉將在 50 年內喪失所有的耕地，這將影響到該國糧食安全，也使得貧困人口更容易
受到國際商品價格波動而受害。為了扭轉這種趨勢，孟加拉政府採取了許多令人稱讚的措施，
包括禁止將耕地用於農業以外的其他用途。孟加拉政府高層甚至建議，已經建成的工廠和公
家機關現在應該垂直發展，而不是搶占更多的耕地。
農場規模的縮小、失去土地人數的增加、以及農地不斷地退化，對孟加拉的農業造成了
巨大的挑戰。該國的平均農場面積已減少到不足 0.6 公頃，近 80%的超貧困人口居住在農村
地區，失去土地的人口比例為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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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
孟加拉是一個人口稠密的國家，一直承
受著熱帶風暴、洪水和其他自然災害的影
響。這裡的人口約有三分之一生活在南部
沿海地區，村莊、農場和魚塘之間由堤防
區隔，看起來就像是一格一格的蜂窩。該
國的大部分土地的海拔高度比紐約還低，
一到雨季，全國超過五分之一的土地會被
立即淹沒。幾萬年來，生活在這裡的人們
承受著這些風險，作為獲取肥沃的農業土
壤、和發展海上貿易路線的代價。
然而，氣候變遷正擾亂著這裡長期以來的平衡。降雨模式的改變造成洪水氾濫與河岸侵
蝕增加，每年沖刷掉約一個曼哈頓大小的面積；此外，海平面上升也造成海水入侵沿海農業
地區，淹沒大片土地。「隨著氣候變化，許多損害是永久性的。因此，我們必須適應新的生
活方式。」
在這裡，土地就是財富，土地流失代表家庭將一無所有；而鹽鹼化也污染了水與土壤，
更造成生活上的困難。許多富裕的農民已將稻田轉型發展耐鹽蝦塘，以達到自給自足。然而，
對於更多的農民而言，離開往往是優先的選項。根據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的報告，土壤鹽鹼
化對當地農業的衝擊，已造成多達 20 萬人流離失所。
資料來源：


https://thefinancialexpress.com.bd/views/checking-the-countrys-fast-shrinking-arable-land-1597509383



https://www.thefinancialexpress.com.bd/views/worries-over-farmland-depletion-1605105883



http://www.theindependentbd.com/post/229385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environment/2019/01/climate-change-drives-migration-crisis-in-bangladesh-from-dhaka-sundabans/

分組閱讀資料三

和電子垃圾與工廠一起生活
根據聯合國報告，全世界每年約生產 5,000
萬噸的電子和電氣廢物，但卻僅 20%被正式
回收，其餘的不是被掩埋、就是在開發中
國家中被非正式地回收。而在印度，便有
非常多的婦女與兒童依此維生，在極度惡
劣的環境下、徒手拆解和回收這些廢棄物。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市郊的西蘭普爾（Seelampur）狹窄擁擠的巷弄中，蹲坐著數百名被稱
為卡巴迪瓦拉（kabadiwalas，意為撿拾者）的人們，被大量電子垃圾所圍繞。在沒有適當的
工具、手套、口罩、鞋子下，拆解著這些產品後，便將電路板、電容器、金屬和其他組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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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後等待售出。他們手上的東西含有銅、錫、銀、金、鈦和鈀等金屬，透過酸洗或露天焚燒
方式取得，產生大量有毒氣體，嚴重危害健康和環境。他們一日工作時間約 8～10 小時，工
資約為台幣 80 元至 300 元不等。

電子垃圾污染
電子設備如手機、平板、電腦、智能手錶等裝置的廣泛使用，所產生的電子垃圾已成為
新的環境問題。研究指出，這些垃圾正嚴重污染土壤和地下水，而這些被污染物甚至會再進
入人體、危害健康。
雖然仍有人試著從中取出可用的部分，但仍有更多垃圾被任意堆置或拋棄。以德里為例，
在克里希納・維哈爾（Krishna Vihar）有著非常多電子垃圾非法隨意丟置，這些電子垃圾便
直接污染土地和水源。研究顯示，堆置場土壤樣本中的重金屬平均濃度遠高於標準農業土壤，
像是銅濃度高達 283.23 mg/kg，為一般土壤的 30 倍，而鎘含量亦高達至 16 倍。

工廠的代價
位於德里與孟買之間勒德蘭（Ratlam）
小鎮郊區的工業區，每天約產生 2000 立方
公尺的廢水流入默希河（Mahi river），
使得附近村莊的地下水整個變成紅色。
1996 年，印度最高法院針對此案，命令大
多數的工廠關閉。但是時隔 20 年餘，污染
造成的影響仍然可見。
工業廢水滲入至地下約 60 至 80 公尺深
的地下水，根據調查，該地下水中的重金
屬、鈉化合物、硫酸鹽和氯化物含量均較
普通值高，這些受污染的水源不但被拿來灌溉作物、同時也影響到土壤的特性，造成收穫減
少。而這樣的現象也改變了當地農業活動，使得農民降低作物產量、並造成灌溉設施壽命的
減短，對當地經濟產生不利的影響。在作物方面，傳統農作物如大豆、小麥、大蒜的單位產
量明顯下滑，此外，洋蔥的保存期限縮短，收穫後約 10 至 15 天內便開始腐爛。而過去在這
裡廣泛種植的罌粟也被迫放棄種植；在灌溉設施上，鐵製水管在短短的 5 年內便開始生鏽，
使得農民不得不花更多的錢進行維修與保養，這讓本來就貧困的農民雪上加霜。
而這樣的例子並非個案，在印度有更多這樣的工業區帶來嚴重的水污染與土地退化。除
了傳統工業外，食品工業、化工、製藥、水泥、冶煉、採礦、高科技工業等，也都帶來程度
不一的重金屬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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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安全嗎？
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雖然
為印度帶來糧食產量的增加，但使用肥料
與農藥也為土壤帶來風險。通常，肥料是
利用地下礦產為原料製造而成，如磷酸
鹽，硫酸鹽等。因此，肥料中含有大量的
重金屬雜質，也因此被認為可能會提高土
壤中重金屬含量並污染作物。然而，亦有
一些學者持相反態度，認為連續施用磷肥
不會對作物造成重大污染，雖然會造成部
分土壤與作物特性改變，如使作物對於部
分金屬吸收更快，但並不會造成整體的衰退。
除了肥料外，農業中還使用大量農藥以確保作物的產量。不論作物最後生長狀況如何，
絕大部分施用的農藥最終都進入土壤。儘管其中極大部分被土壤微生物降解或被吸收，但在
這之前仍會對土壤及生物產生不利影響。
資料來源：


https://www.eco-business.com/news/electronic-waste-is-recycled-in-appalling-conditions-in-india/



https://www.thehindubusinessline.com/news/science/ewaste-contaminating-delhis-groundwater-and-soil/article10039362.ece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981-10-4274-4_11



https://www.swissinfo.ch/eng/syngenta_swiss-made-pesticide-blamed-for-farmer-deaths-in-india/44408248

分組討論學習單
請閱讀完參考資料，並搭配資料蒐集，思考並完成下列問題：
1. 文中發生的地點為何？請在地圖中用紅筆畫出位置。
2. 你認為全球還有哪些地方也有相同狀況？請在地圖中用鉛筆標示。並說出判斷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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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中土地退化發生的時間約從何時開始？至今持續了多久？

4. 土地退化對當地造成了什麼影響？

5. 你認為文中造成土地退化原因為何？請從自然與人文兩個不同面向提出你的看法。
面向

原因

自然
面向
人文
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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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於文中土地退化現象，不同角色皆有不同應對方式。請寫出其策略為何。
角色

因應對策

當地
居民
政府
單位
國際
組織
課程學習單—土地退化
1. 根據各組案例的介紹，你認為土地退化的定義為何？

2. 當發生土地退化時，我們可以從哪些現象觀察到？

3. 統整各案例的內容，造成土地退化的原因有哪些？以及其發生的位置在哪裡？
自然因素
造成原因

人為因素
發生位置

造成原因

發生位置

4. 面對土地退化，不同角色的會採取不同的行動。綜合各組分享的案例，試著整理出不同角
色的調適行為或行動。
角色

面對土地退化的行動

當地居民

政府部門
NGO 組織
5. 從上述的整理中，你認為臺灣可能會發生哪些類型的土地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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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案例

《蒐集台灣案例分析土地退化現象》
壹、 學習單
〈題目一〉請各組別依教師指派的面向討論台灣土地退化的案例，可從家鄉所在地加以思考。
面向

台灣案例列舉

面向 1：
土地超限利用
(組別 1.5.9)
面向 2：
都市擴張與工業
發展
(組別 2.6.10)
面向 3：
礦業開採與廢棄
物處處理
(組別 3.7)
面向 4：
氣候變遷與自然
災害
(組別 4.8)
〈題目二〉蒐集台灣土地退化案例進行 5W1H 分析
操作方法教師可依授課時間和學生程度採以下兩種：
方式一
蒐集台灣土地退化的案例（依家鄉狀況或有興趣的主題選擇面向；或每一面向至少兩組，剩
餘兩組可自由選擇面向），完成以下任務：
1. 蒐集案例中的 5W1H
2. 附土地利用變遷影像、照片、地圖等佐證資料，若有實察、訪談等第一手資料調查尤佳
3. 以搜尋引擎進行媒體識讀，了解此議題被探討的內容為何
4. 從報導或資料中站在不同角色進行多元觀點的分析
5. （或擇一地區及特定的論點（或角色）以報導形式呈現）
6. 學生進行系統圖的歸納
方式二
直接以附件「農地的違章工廠」為閱讀資料，讓學生再多方蒐集資料，上網查詢農地盤查圖
台 https://map.coa.gov.tw/farmland/survey.html 完成方式一中的第 2～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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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以台灣違章農地工廠為例
一、 5W1H 之分析
When / Why / Who
台灣於 1970 年代「拼經濟」時期，政府放任工廠違規蓋在得以養活人口的農地上，不僅
破壞農地完整性，更造成水污染、土壤污染風險，加速土地退化…
此乃源於當時美國開始對日本金屬加工製造業進行進口限額限制的管制，於是日本將台
灣的加工出口區視為國外生產基地，當時有將近 65％的廠商來自日本。1974 年，台灣政府開
始放寬加工出口區的製程可以委託區外加工，於是 30％到 50％的產品製程開始在區外的家
庭、違章工廠生產，加上政府無法壟斷金屬加工的技術並進行分配，又剛好遇到石油危機
（1973-1974），所以日商持續將製程外包、委外，以降低成本的風險，這使得在非工業土地
的工業生產行為持續產生誘因，這正是今天違章工廠林立的歷史起因；而中小企業研究者將
這種模式稱為《彈性化協力企業結合結構》。
Where & What（按學生所在區域擇一說明）
違章工廠行之已久，一路從新北、桃園、台中、彰化、台南以及高雄，在大大小小的農
地蓋滿了違章工廠，如下圖所示。2018 年農委會「全國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成果」，全台估
計 13 萬 5 千家農地違章工廠，占地達 1.4 萬公頃。農委會估算的數字是透過比較衛星雲圖的
變異點來觀測，只要是農地上非屬農舍、非農業使用的工廠，就將之列作疑似工廠。
在新北市的五股、泰山、新莊塭仔圳到樹林柑園，我們見到了全然被抹去農田景色的農
地，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的農地違章工廠，這些工廠來到農地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因市地
重劃而離開原先都市計畫裡工業用地的產業。這裡農地污染情況複雜，有烤漆業造成的強鹼
水污染，有氰化合物超標排放，不過更大的問題是，為何政府沒有任何管理，讓這些產業在
這裡違規使用？
在桃園，以中壢地區為放射核心，隨著道路開闢，就會有各型態的農地違章工廠伸入農
業區，而在工業區旁的農業區也有著大量工廠，如龜山工業區與中壢工業區周遭。如果不以
土地使用分區的手機檢索系統確認，幾乎難以辨認哪些地區的土地使用分區是農地，農地違
章工廠伴隨著鄰近工業區多樣的產業類型，所造成農地污染的風險難以指認。
台中是農地違章工廠數量最多的縣市之一，主要聚集在舊台中市周遭的農地上，以潭子、
大雅、神岡及大里、太平、烏日為兩個大區塊密集區。較為特殊的是，台中港工業區外有農
地違章工廠群聚現象，但台中港都市計畫區＋專區工業區內的使用率卻僅 53%；大里夏田地
區，該區農地遭遇了大量的電鍍業廢水污染，而許多需要電鍍處理製程的金屬業廠商，我們
還不知道它們現在分布在哪裡。
北彰化農地違章工廠的情形也令人擔憂，高頻率發生農地重金屬污染，全台公告 400 公
頃污染農地，彰化就佔了 6 成，近 240 公頃，北彰化遍佈金屬加工相關產業，頂番婆是生產
水五金的聚落，2016 年蔡英文政府更宣示，會以「田園式生產聚落」來特案處理，諷刺的是，
周遭盡是插牌公告農地污染的區域，未來恐將變為佈滿「農地污染場址」插牌的田園式生產
聚落。在北彰化，從彰化市向外移動，收進眼裡的盡是工農混合的地景。
台南似乎步上台中的後塵，有更多的廠房開始在舊台南市的外圍地區興建，在舊台南市
的邊界，土地使用開始變得錯亂，目前還無法指認哪些工廠類型是大宗，但在隨機訪問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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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知有數家來自於原先都市計畫區內的工業區。而工業區周遭也都聚集許多農地違章工
廠，如緊鄰仁德工業區的歸仁，就有愈來愈多的農地違章工廠興建。
北高雄則是另個課題，密集的鐵金屬鑄造業，大多是螺絲釘產業，遍佈在岡山地區，酸
洗製程及切削油的工業污染，對週遭的農業生產環境造成極大威脅。南高雄則是金屬製造業
與塑膠製品業等，這些農地違章工廠皆緊鄰著工業區與都市計畫區周遭。

How / Who（解決策略與執行者）
為了管理散落在農地上的違章工廠，2010 年，經濟部修改《工廠管理輔導法》，然而成
效不佳。2020 年 3 月 20 日《工輔法》修正案正式公告上路，以 2016 年 5 月 20 日為界，之
前既存的低污染工廠採「就地輔導」，既存的高污染工廠則輔導遷廠或轉型。不過，由於納
管與輔導期間都不會立刻開罰，《工輔法》上路後，首要執行的就是 2016 年 5 月 20 日後新
建的工廠，立即停電、停水、拆除。
違章工廠的修法，對台灣未來產業發展影響深遠，長期研究國土計畫的政治大學地政學
系助理教授戴秀雄認為，「農地違章工廠不是只有工廠低汙染、排水問題，還有農地破碎化
問題，工廠群聚也要把農地環境考量進去。」就地合法只解決現在的問題，卻忽略了長遠的
土地規劃。戴教授也反應一個國家的國土利用不能全用市場機制決定，國土計畫是從上而下
的整體性規範，讓使用土地的人彼此更和諧。
資料來源：


為什麼全台灣有超過七萬家違章工廠都長在農地上？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2017/01/20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9725



農地上的真相與衝擊：你猜全台灣有多少家違章工廠？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2020/09/14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0388





農地上的違章工廠卻是世界冠軍？天下雜誌 https://topic.cw.com.tw/2016landfactory/index.html
《工廠管理輔導法》三讀 3.8 萬農地工廠 20 年內輔導合法／環境資訊中心 2019/06/27
https://e-info.org.tw/node/218780
修髮夾彎：違章農地工廠無限續命的關鍵與荒誕／報導者 2019/03/27
https://www.twreporter.org/a/illegal-factory-on-agricultural-land-sunset-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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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附土地利用變遷影像、照片、地圖

資源來源：https://map.coa.gov.tw/farmland/survey.html 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結果查詢圖台

三、 媒體識讀
（一） 以不同搜尋引擎鍵入「農地工廠」，討論主要看到哪些農地工廠的相關議題？為何？

22

（二） 經濟部和農委會對取締工廠的認定不一，所以公佈的家數也會不同
農地違章工廠的數量到底有多少？該數字眾說紛紜
2010 年《工廠管理輔導法》（以下簡稱工輔法）上路前，經濟部推估，台灣違法地下工
廠就有 6 至 7 萬家，就業人數近 100 萬人。2018 年 2 月經濟部中辦的簡報資料顯示，未登記
工廠補辦申請臨時工廠登記家數為 1 萬 1440 家。然而，2018 年農委會「全國農業及農地資
源盤查成果」，全台估計 13 萬 5 千家農地違章工廠，占地達 1.4 萬公頃。
兩個部會公布的數字落差甚大，差了 6 至 7 萬家，其差異可能在於，農委會估算的數字
是透過比較衛星雲圖的變異點來觀測，只要是農地上非屬農舍、非農業使用的工廠，就將之
列作疑似工廠。不過，對經濟部而言，並非所有非農業使用的工廠就視為工廠，經濟部認定
的工廠為：「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範圍、一定面積及一定電力容量、熱能之認定標準」，
像是工業用的倉儲工廠，因為不涉及電力與熱能使用，儘管這些工廠違反農地土地使用管制，
但是對於經濟部而言，並不視為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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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因為定義方式不同，造成工廠計算總量差異外，經濟部所公布的數字恐有低
估之虞。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2017 年比對出「具製造業稅籍、但名下無合法登記工廠」，發現有 12
萬 5 千筆具製造業稅籍卻無合法工廠登記的企業資料，該數字與農委會公布的 13 萬 5 千家的
數量相對接近，卻同樣和說不清估算依據的經濟部 6 萬 9 千推估數量有著巨大落差。這些數
字上的爭議，反映的是經濟部號稱 10 年來都有輔導農地違章工廠，但卻連最基本的清查盤點
都沒有。直到 2019 年初，經濟部才撥款給地方政府，要求在年底完成轄區內違章工廠的盤查。
依據 2013 年「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明文要求盤點違章工廠的數量、區位、
面積、產業種類等最基礎的資訊，七年過去經濟部中辦仍瞎子摸象來納管農地違章工廠，直
至 2019 年底地方政府完成清查縣市內的農地違章工廠，目前清查已經結束，但主管農地違章
工廠的經濟部卻仍遲遲不公布結果，也讓民間社會仍然未能理解農地違章工廠的切確數量及
分布。
四之一、寫為報導稿（採取不同的觀點）
範例：取媒體「報導者」寫的訪談
以違章工廠重鎮彰化縣鹿港鎮為例，一位老農正看著剛播種的秧苗愁眉不展。他的鄰田
矗立著兩大棟超過 3 公尺的鐵皮工廠，1 月被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檢舉，3 月中被地方政府要
求停工，雖然連機具都還沒搬進去，但高聳圍牆已擋住了北風的去路，風撞到牆後倒捲，掃
得周遭秧苗倒地不起。老農預計下週補秧，「但就算補了，新苗成長速度比舊的苗慢，最後
收成還是會降低。」
台灣長期漠視國土規劃，讓優良農地被蠶食鯨吞。2011 年獲得農委會「十大經典好米」
的新竹農民莊正燈，耕種地早在 1987 年就被編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預定地，地目被變
更為工業地，當時有 443 公頃農地都被劃入，後來竹科管理局發現水源不足，放棄開發，但
地目遲遲未變回農地，形成農民在工業地種米的怪異情景；2017 年新竹縣政府又打算將這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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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開發為產業區和住宅區，農民持續抗爭中。從農地、工業地到住宅，一變再變，凸顯中央
和地方政府毫無長期規劃的心態，冠軍米農民只能在開發陰影下提心吊膽耕種。
另一個經典案例是中科四期，2009 年環保署通過中科四期開發案環境影響評估，落腳彰
化縣二林鎮，面積廣達 600 多公頃，多數是台糖農地，引發搶奪農地和農用水、廢水汙染爭
議，最後工業大廠友達光電放棄進駐，國科會宣布重新檢討計畫，但當地聚落相思寮農地早
已被剷平成荒地。
戴秀雄感嘆，一個國家的國土利用不能全用市場機制決定，國土計畫是從上而下的整體
性規範，讓使用土地的人彼此更和諧，「違章工廠的用地管理，應該是在這個大傘下調整。」
四之二、執行策略的討論（角色扮演）
角色

對農地工廠的看法
1. 立法院 2019 年三讀通過「工廠管理輔導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並於 2020 年 3 月
20 日上路。法案明訂 2016 年 5 月 20 日以後新增的農地工廠「即報即拆」，地方
政府可直接斷水斷電；至於 2016 年 5 月 19 日之前農地既有的低污染未登記工廠，

可在 2 年內的限期申請納管、3 年提改善計畫，10 年內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一旦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後，就可以進一步申請地目變更。也就是待經濟部預告「特
定工廠申請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審查辦法」後，就有 3 萬多家的農地工
廠業者，有資格可以申請農地變更成工業用地，就地合法。不過，必須在 2040
年 3 月 19 日完成建築、土地的合法化，否則特定工廠登記將會失效。
2. 2016 年 5 月 20 日以後新增的農地工廠若在優良農地區內，則輔導遷移；若在優
政府
良農地區外，讓群聚工廠就地合法，不過業者得繳納生態補償費，還得做好復育
供農業生產。
3. 以彰化縣府為例，彰化環盟向縣府發文檢舉，縣府回文竟以「到底是不是違建有
待判斷」、或稱「不確定建物內營業內容」，模糊縱放非法工廠猖獗。
4. 農委會也於 2017 年公布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圖台，盤點全國 13 萬家農地違章工
廠，違法佔用農地近 1.4 萬公頃。委會除了在 2018 年年初宣示性的拆除 16 間違
章工廠，後續並無下文，預定 2018 年 4 月公布第二波拆除名單，卻遲至今日仍
未公布。而行政院於 2017 年設置的「拆除農地新增違規工廠行動平台」
，強調「公
開拆除違章工廠進度，展現維護農業生產環境決心」，不料網站卻已遭移除。

工廠
業者

環保
團體

1. 未輔導也未拆除，違章工廠有恃無恐
2. 違章工廠若要合法，一個選擇是遷廠，一個則是變更地目。前者因如移至
工業區內因地價甚高，廠商意願低落；後者則需經地方政府或內政部都市
計畫審議，過程繁瑣。若地目是「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集結特區內的
工廠，或由個別工廠提出變更成「丁種建築用地」，變更地目後又須繳納
高比例的回饋金。
3. 高中低汙染產業劃分標準不明確，影響工廠去向
1. 在該次修法中，公民團體原要求《工輔法》應納入「公民訴訟」，讓違章工廠周
遭的居民和公民團體，透過司法救濟，要求地方政府積極執法。
2. 彰化環保聯盟痛批，在 2019 年 6 月修法過後，業者看準政府沒有執法決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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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股搶建風潮，期待日後政府再次讓步，容忍違規事實存在。透過圖資系統 GPS
定位的統計資訊，2016 年 520 後，新增農地違章使用有 466 家，在《工輔法》通
過後，地球公民基金會根據民眾舉報的資訊來源，具文提出檢舉 57 間，彰化環
保聯盟亦檢舉 68 間，這 125 間農地違章工廠，除了一間由業主自行拆除，其餘
全部都沒有被拆除。
3. 《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已滿一年半，2021 年經濟部的的重點目標放在中高汙染
工廠管理：3 月 19 日起，未提出轉型計畫的中高汙染工廠將面臨關廠命運。然而
目前的管理亂象叢生，民間團體比對了經濟部、環保署、財政部資料後，發現許
多中高汙染工廠疑似申報為低汙染，經濟部納管的數目嚴重低估，實際可能高出
將近一倍。
1. 優良農地被變更為工業用地、搶奪農業用水、農地工廠圍牆改變農田生長環境（如
農民
擋住陽光、風向…等）
2. 支持農地變廠房，因種田收益少
學者

一個國家的國土利用不能全用市場機制決定，國土計畫是從上而下的整體性規範，
讓使用土地的人彼此更和諧，「違章工廠的用地管理，應該是在這個大傘下調整。」

房仲

當年在某家房仲業者的網頁上，就刊登了一則在台中烏日的農地， 900 坪，每坪開
價約 5 萬元，總價 4500 萬，下方甚至載明這塊農地的特色是「雙面臨路、置產、蓋
工廠好利用」，藉此吸引想要購買農地蓋工廠的業者。經濟部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
經營的方案，成為仲介遊說的說詞。蓋了農舍或是農業設施之後，再來就是擴充變
成廠房，水電請下來之後就變成廠房，之後進行就地合法。
參考資料：修法髮夾彎：違章農地工廠無限續命的關鍵與荒誕／報導者
https://www.twreporter.org/a/illegal-factory-on-agricultural-land-sunset-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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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完成如下示例的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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