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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光電 發財夢

2020.12.30―2021.01.12

綠能為何淪為環境衝突？

山之巔、海之涯、農村、魚鄉，

全蓋上光電板，

傷了農田、剃光山頭、趕走養殖戶。

這是台灣人要的綠電，還是一場發財夢？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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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種田，不如出租種電躺著賺！」
賺十倍的誘惑，不只使關廟鳳梨田變光電場，
連收入最高的池上農友，也偷偷租地給太陽能業者。
最新大富翁「光電田僑仔」誕生的同時，
衛星影像直擊：石虎、黑面琵鷺棲地與伯朗大道，正上演野蠻遊戲。

苗栗通霄一塊山坡地，衛星看透前世今
生。三年間，蓊鬱樹林消失，鋪上光電
板，地方憂心石虎棲地已遭到破壞。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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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黃飽滿的稻穗掛在翠綠稻稈上迎風搖
曳，這是台東池上的伯朗大道。

許多人說，台東是台灣最後一塊淨土。
﹁白露過了，秋分將至。知本溪床裡飛起了
白花花一片秋光，﹂曾在池上駐村的作家蔣勳
這樣寫。
﹁河口濕地有生態豐富的景觀，可以留給一
代一代的後來者觀察探索自然生命的因果。不
知道為什麼，這片濕地又要被選中開發做光電
板？﹂他質問，﹁為什麼？新冠疫情嚴厲警告，
人類再不慢下來，停止剝削傷害自然，前面就
是萬劫不復的深淵。﹂
綠電的風吹遍全台灣，一不小心，再生能源
的美意成了快速發財的捷徑，全島燎原，進鄉
入村，種電與農地、保育地的衝突快速蔓延。

場景 台南關廟
農地地主：睡午覺都能發光電財
﹁就 連 我 睡 午 覺 的 時 候 ， 它 都 可 以 幫 我 賺
錢，﹂台南關廟地主魏榮華，開著白色保時捷
來看出租給光電業者的兩甲農地。︵ 頁︶
他迎光站著，透過墨鏡，滿意地看著鳳梨田
旁的光電板，﹁沒有比這更好的事啦！﹂
賺多少錢？跟租給農民相比，天差地遠。
﹁光電業者給的租金，比我租給農民高十倍以
上，我一聽到，隔天馬上簽約，﹂他說。
兒子不種田，地主懷抱著發財與存退休老本
的夢，一步步讓黃土變身為黃金。一甲地︵約
一公頃︶租給鳳梨農，一年收入頂多三萬多台

幣；租給光電業者，一年卻可淨收四十萬元。
有了綠電加持，黃土翻身變黃金。像是層層
套疊的俄羅斯娃娃般，一塊地可以賺五層，地
主賺租金，這還只是第一層。︵表 ︶

一塊地賺五層，永續哪比得上生計
第二層是土地仲介。一甲農地開發變成太陽
光電場，土地仲介可賺五百五十萬佣金。做一
個案子幾乎就能退休，難怪讓人趨之若鶩。
第三層，光電開發商賺更多。一甲地的賣電
收入，高達五七八萬元，淨賺約兩百萬元，投
入的成本最多七年就能賺回。
賺躉購電價還不夠，更好賺的是外商的錢。
有光電業者透露第四層的賺法：電廠如開發完
成，轉賣給外商，開發費用加上工程費用，每
公頃轉手可淨賺至少一千萬元。
第五層，則是最狠的，將農地洗成工業地，
身價一下翻漲三到五倍。某光電業者透露，有
家開發商，在中南部承租上百公頃農地做光
電，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租約裡就明白寫道
﹁未來朝變更為工業區土地的方向努力﹂，希
望給地主更多誘因共同開發。
農地猶如搖錢樹，有了光電，人人都有望成
為大富翁。

山坡的種電奇蹟

64
65

近年，乘著政府二 二
○五年全台太陽光電裝
︵百萬瓩，即十億瓦︶的目標，
置容量二十
光電開始在台灣土地上野蠻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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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永續太崇高，農民要的很簡單，就是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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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一位屏東太陽能開發業者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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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廟地主魏榮華，把原本租給鳳梨農的地改租給人種電，年收增十倍。這已是全民運動。
池上稻農曾鵬璋，家裡的田就在伯朗大道旁，連他都擔心，光電會侵襲池上無敵稻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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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發展太陽能光電的急迫性，來自於台灣
再生能源供給跟不上需求。目前全台太陽光

金錢的邏輯，扭曲了市場。
﹁現在等於是拿全民納稅錢去霸凌農業，﹂台大農經系教

、綠色金融。但
電，金融界近年更標榜
他們真的知道，自己買到的綠電種在哪嗎？如

場景 台東池上
冠軍青農：伯朗大道不能變電場

擔心金錢將取代稻穗。

地前線，訝異發現，就連池上的冠軍農民，也

山坡地搶地的各項衝突。︽天下︾記者走到農

行細節沒有慎選地址，上演光電與農地、保育

在企業需求孔急、政府力推光電政策下，執

電，不是種在良田上。

果讓金錢邏輯主宰，難保科技大廠買到的綠

E
S
G

人的稅款。對於農地地主來說，一甲地租給光電業，每年

授徐世勳說，每度四元多的太陽光電收購價，是來自納稅

因外界疑慮，目前政府優先推動漁電共生先行區與環社檢核，對
農電共生仍持保留態度。圖為屏東已有農民試驗光電香蕉園。

，進度落後二 年
電僅略高於五
○底目標的
。
六．五
同時間，台商回流，企業的綠電需求大增。

源，是一般電價約兩倍。

光電業者
鳳梨農

如今，從護國神山到台灣大小企業都要綠

0

賣電給台電，年賺
或
轉賣給外資，可賺

40萬

550萬
可獲佣金
可獲佣金

200萬
1000萬
土地仲介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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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

可賺四十萬，傻子才會繼續種田。﹁不然就是政府得再去補

G
W

40萬
3.6萬

貼農業，才能跟租給光電的收入相當，﹂他指出。

一甲地
種鳳梨

轉做光電，年租金變十倍
租給鳳梨農，年收

種電

調查，七成企業二
根據︽天下︾兩千大
二
○一年有投資台灣的規劃，這波從中美貿易

G
W

下田。

但種電卻是一年可以收入四十萬，還不用揮汗

說。一公頃農地，種稻收入一年最多十二萬，

﹁站在農民角度，一定有人會心動，﹂曾鵬璋

電可能搶走飯碗。

但看著眼前的伯朗大道，就連他也擔心，光

過﹁優良農民﹂的表揚狀。

他才剛到台東縣政府，從縣長饒慶鈴手上接

旁。四十五歲的他，與妻子從 六
○年起接手耕
種，長輩自有兩甲，加上代耕一共十七甲。

曾鵬璋家傳承三代的稻田，就在伯朗大道

車，就是為了一窺金城武樹的風采。

光也在稻田上變換姿態。遊人悠閒地騎著協力

色陽光透過白雲映照在稻浪上，風一拂來，陽

池上伯朗大道，稻田與青山綿延相接，金黃

2

再生能源需求急迫，更有政策誘因

度。同年，台灣再生能源總發電量約一四 億
○度。
由於大客戶要求，未來科技產品要百分之百使用再生能
源生產，台積電在二 年
○七月向離岸風電業者沃旭能源，
購買九二 ○ ︵百萬瓦︶再生能源電力，簽訂二十年的購
售電合約。
除了風電，太陽光電是另一重要支柱。為了提供誘因建
置太陽光電，經濟部以固定費率，二十年保價收購再生能

農地消失中？鳳梨田改種光電，收益狂飆數十倍
1
表

曾幾何時，投入再生能源的出發點，不是因為希望環境
更永續、空氣更清新，而是讓貪婪掛帥、利益先行？

戰開始的台商回流潮已經持續三年，對於用電需求大增，
國際大廠更要求百分之百綠電。
然而台灣全部再生能源，只夠台積一家用。根據台積
報告書推算，一九年，台積在台用電約一三三．六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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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發展出讓所有農民都獲利的嚴格驗證模式，池上可

年收購價調漲，
能是全台灣唯一不交公糧的農會。二 ○
每百台斤最少一千七百元，如果是有機米，還可以到兩

千六百元。

但收購價再高，也高不過種電。

﹁有位農友跟我說，其實他三月就跟光電業者簽約租地

了，﹂曾鵬璋說，﹁但是不敢聲張，怕變成箭靶。﹂

多力米故事館主人、建興米廠第三代負責人梁正賢，是

一磚一瓦打造池上模式的推動者。

廣，從 六
○年開始，全池上六百多戶農友全都

加入，驗證面積高達一千八百公頃。

居民有光榮感，租給光電也不敢聲張

池上農民收入高，近年又因台灣好基金會的

進駐，發展出全台農村唯一的秋收藝術季，吸

引觀光人潮，不僅飽了荷包，也有了面子，讓

居民充滿光榮感。

儘管在全台灣，光電似乎無孔不入，但梁正

賢認為，池上人不會變成光電佃農，主因是強

大凝聚力。

﹁伯 朗 大 道 變 成 光 電 場 ，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情，﹂鄉長張堯城，也斬釘截鐵地說。

池上有五百公頃、一望無際沒電線桿的稻

田，﹁這無敵稻景是屬於台灣人的共同寶藏，﹂

張堯城說。

池上火車站後方，有大約一公頃地在二 年
○
九月初整地準備蓋光電場，就引起附近居民憤

慨，協調停工至今。

張堯城認為，光電並非全是洪水猛獸，但要

有管控，讓光電去該去的地方。

騎著摩托車，他引領記者到距離鄉公所三公

里，沒有樹、只長草的黃土地。

這片五十多公頃地，原產權屬於台鐵，閒置

＄
＄
＄

五十年。跟國產署討論後，發現沒道路、水

69

電、土質差，很多村長都同意改做光電場，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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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多年打造出池上米驗證機制的梁正賢，對農民
很有信心，相信光電不會大舉入侵。

年可發八百萬度電，是池上用電量的一半，有

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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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開發商付給農民（地主）一年 40 萬，這 40 萬
對光電開發商來說，是九牛一毛。按照現行地面型
光電躉購電價，每甲地一年售電收入可達578萬。
土地仲介也賺不少。有開發業者透露，三年前付
給仲介的案場開發費用，每KW（瓩）僅500元，現
在因為地面型案場開發不易，每KW漲到3000元，
2020 年甚至喊到 5000 元，三年變十倍。因此近來
業界盛傳，開發1甲光電，仲介佣金高達550萬元，
「他一個大案子就可退休了，」這位業者苦笑說。
而黃土變黃金，可不是只有賺租金而已。賺完20
年租金後，更可能變成其他身分。「現在變更為特目

但《天下》調查發現，他言過其實。「這是業者畫
的大餅，不一定能成真，」政大地政系助理教授戴秀
雄直言，發電20年後的特目土地能否再變更，要看
屆時時空背景跟土地運用需求，無法掛保證。
儘管如此，仲介的話術還是訴求人性。「現在政府
大力推綠能建設，這是非常好的時機財，」蘇彥輔講
得口沫橫飛，「長輩思考退休規劃，這絕對穩，因為
都是像中租這樣的大公司來簽租約，中租又是賣電
給台電，台電會倒嗎？不會嘛，所以不用擔心。」
對電場土地開發業務來說，沿海人口流失愈嚴重
的鄉鎮，愈是吃香。「在北部，我拜訪在嘉義布袋、
東石有魚塭的地主，一天就可簽7筆，」蘇彥輔笑逐
顏開，「因為他們住
台北，對土地沒感
情，眼睛不眨一下就
簽了。」
蘇彥輔是全台眾多
土地仲介的縮影。制
度誘因造就了如此的
商業模式，讓土地價
值剩下金錢。
掛著綠能招牌，開
發卻訴求賺快錢，讓
原本該是幫助永續的
光電板，在陽光下，
映照出鈔票的金屬藍
蘇彥輔等業務員全台找地。 色。（文─劉光瑩）

希望打造綠能米鄉。

農民、開發商、仲介都賺到

永續政策，淪為投機把戲

但目前，池上民意是一竿子打翻一船光電，

電場。「旁邊這塊地，我也打算出租，」開著保時捷
的魏榮華，指著路旁鳳梨田說。今天他要跟土地開
發業務員碰面，洽談其他幾塊農地出租做光電。
鳳梨田變光電田，價碼天差地遠。以關廟為例，
一甲農地租給種鳳梨的農民，地主年租金收入3.6萬
元，但租給光電業者，可賺近40萬，收入差十倍。
「我年紀這麼大了，也沒在種，」68 歲的魏榮華
強調，「這筆收入就是留給孩子的，如果4塊地都出
租，一年可以收數百萬元。」
不僅自己租給光電業者，他還「呷好道相報」，積
極介紹業務給地主朋友認識。他說，只要坐在廟口
喝茶，就有很多村民湊過來，問他怎麼把農地租給
光電業者。
「我們就像全聯，在全台灣找地方開店，」鼎翔開
發公司業務員蘇彥輔說。
「魏大哥，來喝茶啦！我特地請我爸在家裡泡
的，」這位30出頭、充滿幹勁的業務員說，「這是好
幾十年的老普洱茶耶，很貴喔！」他從包裡拿出一個
保溫壺，上面貼的數字，寫著7581。這傳奇的陳年
普洱茶磚來自雲南，自1975年開始生產，採用級數
8的配方，而1是昆明茶廠的代表號。
打開鼎翔土地開發的Line群組，裡頭都是激勵業
務的話語，「讓我們把握時機」、「輸在猶豫，贏在
行動」、「大家一起來賺太陽能綠能財！」
究竟可賺多少，這麼有吸引力？

用地，20年後可以變成建地，賣更高價，又可拿去
借錢，穩賺不賠，」蘇彥輔興奮地說。
根據「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特目期滿
後有機會再變成另一種特目。包括幼兒園、宗教建
築、發電廠、變電所、土資場、廢棄物清除處理、
污水處理設施等共29種特目。
可以想像：一塊空地，原本什麼都沒有，但若開
始出租種電，附近也一塊塊如法炮製，20年後大家
一起蓋房子，還有誰會記得這裡曾經種過什麼？這
也是土地開發業者掛在嘴邊說服地主的話術。不得
不承認，相當有說服力。

二十多年前，﹁池上米﹂商標被濫用，大部份是掛羊頭

南關廟的秋天，豔陽高照。

賣狗肉。後來梁正賢召集農民，從日本引進有機米驗證標

台 地主魏榮華看著在廟口、佔地五分的太陽光

準，發展出嚴格驗證機制，每期收幾公斤米，就發出幾張

地主告白：我是為了留錢給孩子

貼紙。

﹁農民不怕辛苦，最怕沒代價，﹂梁正賢說，經過幾年推

＄
＄＄

農地出租做光電，黃土變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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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好先按兵不動。
年就開始凝聚強大
能擋下光電，是因為池上從二 ○○○
的共識。但其他地方，可能就沒那麼幸運了。

場景 苗栗山區
光電 倍成長，七成在山坡保育區
這是桐花的故鄉，也是保育類動物石虎出沒頻繁的區
域。﹁苗栗的土地有八成五屬於山坡地，台灣西部自然環境
保留最好的地方，就在苗栗，﹂台灣石虎保育協會理事陳祺
忠說。
自然環境保留得好，卻成為光電蠶食鯨吞的顯著標的。
攤開各縣市太陽光電裝置容量，除了設置量偏低的台北
與花蓮之外，成長率最驚人的，就是苗栗縣。︵表 ︶
台電統計，從一六年到二 年
○十月，苗栗地區的太陽光
電裝置容量，成長近二十五倍。
這些光電場七成落在山坡上。從苗栗縣政府文件，查到
已申請變更為太陽光電場的地號，經過︽天下︾計算，核定
面積超過十九公頃，再跟內政部地籍資料比對，赫然發現
七成位於山坡保育地上，另外三成在農業區。
︽天下︾獨家取得衛星影像，看到土地的前世今生，發現
怵目驚心的畫面。最鮮明的例子，是通霄鎮北勢窩段五塊
分開地號，連在一起就成為近兩公頃的光電場。︵表 ︶
透過歷史衛星影像，此地在一八年十月，還是茂密樹
林。一九年十二月，清楚可見大片樹林已被砍光，光電場
施工中，角落還挖了一個橢圓形滯洪池。到二 年
○七月，
光電板已鋪滿整片山坡，開始賣電。
在西湖鄉某塊山坡地，種電更是現在進行式。
︵左圖︶
這原是將近一．九公頃的﹁山坡地保育區﹂，從衛星清晰
可見，在一八年十月仍是蓊鬱綠地，一九年底出現整地跡

● 山坡保育區外的光電場

通霄鎮

14處都在保育區內

年七月，卻已被工整畫出
○

西湖服務區

苗栗光電案場地圖

問，﹁台灣已經至少有兩種淺山動物消失，一

﹁應該要先思考：光電在哪裡才是對的？﹂他

大受影響，石虎也可能失去棲身之處。

租給光電業者，若開發完成，不僅田鱉米生態

米附近有塊約三十多公頃的地，地主正準備轉

干擾，就會立刻離開。李璟泓透露，近日田鱉

石虎對環境變化敏感，若發現該地受到外來

地、噴灑除草劑，恐已對動物棲地造成威脅。

但這兩年光電申請案飆升，光電業者圍網圈

他觀察，雖然苗栗的開發早已往淺山發展，

子的家常便飯。

在這片田，遇到保育類動物石虎，是他與孩

肥，自產自銷﹁田鱉米﹂。

田鱉覓食，李璟泓與附近農民都不用農藥、化

在這淺山地帶，為了讓環境維持無毒、適合

家四口以無毒方式種植﹁田鱉米﹂。

﹁大田鱉﹂，李璟泓便於一四年買下農地，一

栗通霄，發現在台灣消失近三十年的水生昆蟲

民。一二年，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無意間在苗

石虎保育協會理事李璟泓，自己也是位農

別讓石虎和雲豹一樣，徒留傳說

生動物的生存空間。

太陽能板如鱗片覆蓋山坡綠草，也掩蓋了野

電案，仍持續施工中。

政府等核准。在二 年
○八月一日前，已取得台
電籌設許可，經由工商發展處審理通過的小光

目前仍有兩百多個光電場案子，躺在苗栗縣

百支水泥樁，幾支怪手在山坡上忙碌工作。

下︾團隊來到現場，發現整座山坡已被打下數

多邊形，成為一片黃土。二 年
○十一月，︽天

象，然而到了二

19處光電案場中，
天下雜誌

20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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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研究：林綺薇、李郁欣、Daniel Kao
地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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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苗栗縣

47個籃球場
30

2018
山坡保育區

面積2公頃，相當於

12

有

2
0
2
0

竹南科學園區
● 山坡保育區內的光電場

3

2

北勢窩段衛星圖

衛星影像直擊苗栗：
短短3年內，樹遭砍、山禿了！
2
表

25 3

一年內，綠地變黃土。已通過苗栗縣府核准的19案光電場之一，正如火如荼趕工中，西湖山坡上打滿金屬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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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2倍
高雄市

4倍
屏東縣

3倍
嘉義縣

4倍
桃園市

18倍
台中市

4倍
苗栗縣

25倍
新竹縣

13倍
南投縣

3倍
宜蘭縣

9倍
新北市

3倍
花蓮縣

54倍
台東縣

3倍

本島消失。有朝一日，我們的孩子只能在書本上看到這些
動物，為何不趁還來得及的時候好好保護牠？﹂
作為生態參考指標，石虎反映自然界生態多樣性的需

2倍
澎湖縣

1倍
金門縣

1倍
基隆市

13倍
連江縣

0倍

﹁之前栽跟斗，一八年賠了六千多萬，﹂天泰
管理顧問公司董事長陳坤宏透露，過去曾標到
不利耕作區的地面型光電案，後來卻被農委會
取消超過 一五 ○ ，理由是跟養殖區重疊。

業者也怕了：不再玩土地炒作遊戲
也曾在地面型開發案碰過祖墳、還有居民抱
怨光電板反光刺眼，讓他發覺﹁台灣社會還沒
準備好接受大型地面光電，讓公司暴露在太多
風險之中。﹂
一九年中開始，看到環境與地面光電衝突愈
演愈烈，天泰決定退出地面型光電開發案，專
注在屋頂型。這是台灣光電業者第一個，也許
也是唯一一個。

﹁不想再玩炒作土地的遊戲了，﹂陳坤宏說，
之前地面光電的野蠻遊戲，就是由於農地取得
成本太低，產生暴利與隨之而來的競逐。
理應對環境好的光電，變成蠶食鯨吞土地的
元兇。該如何亡羊補牢？
綠能轉型是全球趨勢，也是台灣必須面對的
課題。但還是一句老話：欲速則不達。
現在還不算太遲。

目標是永續，屋頂應優先
如果我們希望打造永續綠電，光電開發規劃
應改弦更張，把環境價值放在第一位，讓全民
分享利益，而非讓財團利益主導開發，同時讓
光電去該去的地方。︵見 頁︶
屋頂應是光電的優先選項。從蘋果總部到國
瑞汽車物流中心，都是正面案例。︵見 頁︶
根據政府盤點資料，全台屋頂光電總潛力，

潛力。

永續發展。

天下雜誌

■

穩，比跑得快更重要，也才能

先蓋先贏。因為，走得遠而

當地居民能夠共生，而非圈地

優先確保對環境衝擊最小、與

出真正適合興建光電的國土，

考，如何以系統性的方式，找

等屋頂蓋完，接下來才是思

頃、相當於基隆市加新竹市面積的屋頂，具有

光電的屋頂，僅佔十分之一，還有兩萬多公

相當於四十八座台中電廠發電機組，目前已建

90

年成長倍數

5倍

地面光電的野蠻生長，讓光電業者都怕。

彰化縣

個是雲豹，一個是水獺。因為開發速度太快，水獺在台灣

4倍

求，李璟泓呼籲，地面型光電開發須思考兼顧光電與當地

嘉義市

86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物種，以達到環境友善。

新竹市

4

各縣市光電裝置容量（MW，百萬瓦）

年 月 日

72
73

台北市

800
600
400
200
0

62倍
14倍
M
W

註：2016年為累計，其後為各年新增；2020年截至10月 資料來源：台電

2
0
2
0

台南市

台灣地狹人稠，大型地面
光電比其他國家更易碰到
與環境或居民生計衝突。
不該讓短期的目標衝刺，
犧牲永續的環境價值。

全台光電總量四年暴增5倍，
農業縣市佔最多
3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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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抗爭 主產文蛤，瘦到剩三分之一

文

蘇彥誠
—

攝影

漁電共生急上路
威脅七股養殖戶命脈

漁民，現在光電業者願意花三十

王建棟
—

漁民的生存權宛若掌握在別人手

還沒開發前就沒魚塭可以做了。﹂

全台光電容量最大的縣市 ——
台南，養殖戶正面臨生計威脅。
在綠能政策之下，財團掠地、地價飆漲，不僅魚塭遭地主收回，
七股光電板下的文蛤更遠不及上市標準。然而，漁電共生先行區卻已上路。

陽下，一片遼闊的魚塭池映
萬，你會租給誰？﹂楊惠欽說。
三年前，光電業者或掮客進入七

的憂慮就多一天。

出粼粼波光，上頭不時有白

鷺鷥飛過，捕食魚塭裡的幼魚。這
股圈地，使得地價飆漲，本來一公

冬
景象發生在台南七股，當地魚塭主

下水質不好，養什麼都不賺，﹂從

﹁以前這裡魚塭都是荒廢的，地

中，正式簽約晚一天，漁民對未來

要是文蛤與魚蝦混養的生態養殖，

頃魚塭一八 萬
○，漲了三、四倍，
而七股約有七成漁民是承租戶，長

能控制底藻數量，提升養殖成果。
不少漁民近年被告知，將解約或

長年養不出好的成果，讓七股魚塭

的楊惠欽，談起七股的養殖歷史，

事養殖三十年，對土地有濃厚情感

改為無契約，像是黃嚴國原租有十

不值錢，地價只有別的地方一半不

年租魚塭進行養殖。

公頃魚塭，年底就要被收回，他感

到，甚至更低。

如此對生態友善，讓文蛤、魚
未來恐不復見。

嘆，﹁沒辦法，沒魚塭只好回家。﹂

蝦、水鳥與人類和諧共生的景象，
二 一
○七年，政府開始推行漁電
共生計劃，一波圈地潮相中了七股

魚塭佃農的下一餐在哪裡？成為

近年，七股漁民卻谷底翻身了。

地價便宜、面積又大，投資報酬率

殖戶忍無可忍，抗議光電成了一場

但三年發展卻讓兩百多位七股養

一九年簽訂合作意向書，要保障漁

在七股有三個開發案的台鹽綠能，

口 頭 上 承 諾﹁原 養 殖 戶 優 先﹂，

養文蛤，竟然試出好成績，存活率

漲。一群養殖戶只好嘗試跑到七股

災情，導致產量降低，文蛤價格大

以北的文蛤產地，陸續發生暴斃

因為，十年來，彰化、雲林、嘉義

掠地、改變七股養殖業生存的財富

民對魚塭的優先使用權。這卻是一

相當好，成功翻轉這片窮漁村。

漁電共生最迫切的問題。

遊戲。漁民成了最弱勢的一方，生

紙不具法律效力、一年就失效的合

最高，成了業者眼中的首選地。

存權、工作權恐被犧牲，頭綁黃布

如今七股文蛤養殖面積高達兩千

約，讓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律師黃馨

時案件還在審查，土地未點交，無

台鹽綠能總經理蘇坤煌解釋，當

而蒙上陰影。

一條生存之道，如今卻因漁電共生

產業。但漁民花費數年，探索出的

公頃，佔全台三成，成了七股新興

法簽訂正式契約，近期已著手製

雯直搖頭，認為﹁誠意不足﹂。

條聚集市府前抗議。
他們為何走上街頭？

漁民生存權，落入財團手中
生計不保，是七股漁民最大的夢
曾帶領七股漁民抗爭，自身也是

府曾設法介入，要求漁電共生開發

合約內容如何？目前仍未知。政

否正常生長，始終受到漁民質疑。

用，因此太陽能板遮蔽下，文蛤能

物，而藻類的生長又須行光合作

水池下的文蛤，是以藻類為食

文蛤養殖業者的楊惠欽，拿出一紙

前，必須取得原養殖戶同意，但效

為證實漁電共生的可行，水試所

作，將陸續與漁民簽約。

又一紙存證信函，上頭寫著地主

果有限。楊惠欽說，﹁漁民不得不

魘，搶地正在持續上演。

﹁不再續租﹂，要求歸還魚塭。

76
77

一七年就開始做試驗，一九年發布

年 月 日

12

同意，不然地主會馬上解除契約，

﹁如果你是地主，本來租三萬給

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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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採水深及膝的淺
坪式養殖，陽光直射
到池內產生藻類作文
蛤食物，遮了陽光等
同翻了文蛤的餐桌。
2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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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蔭下成長，藉此說服七股養殖戶。

最新報告，強調文蛤可在光電板遮
講這麼多幹嘛？﹂

自己都還沒試驗，
官方與民間都無
法提出令人信服的
證據，文蛤池種光

七股命脈文蛤，光電下長不大
不過仔細一看，養出的文蛤重量

嘆 ，﹁這 是 為 了 綠

電卻要在七股上路

求證水試所所長陳君如，他坦
能而賭上我們的生

竟只有六．三八克，根本不到上市

承，﹁養殖成果確實不好，平均上
計嗎？誰會買一斤

了，讓當地漁民感

市規格是三十粒一斤，也就是一粒
一百粒的文蛤？﹂

標準重量的三分之一。

二十克，﹂他解釋，試驗過程曾發
生疏失，換水時未檢測水質，才導

先行區急上路，
永續變搶地
但爭議還不只這

面對七股漁民的擔憂，蘇坤煌急

每個月公布兩縣市。不過全台各地

先行區公布時程相當緊湊，幾乎

漁在先、電在後，先尊重土地歷

漁電共生應以七股為前車之鑑，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個月
個月
4
6
12 個月
遮蔽率 0% 30% 50% 0% 40% 70% 0% 40% 70%
文蛤重 3.64g 3.44g 2.55g 6.14g 5.14g 5.00g 5.29g 6.38g 6.29g

78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試所

致文蛤受損。
試驗報告︵見表︶，缺乏再現性，

些。僵局之下，政

此外，若攤開水試所過去三年的
簡單地說，就是持續性不足，時好

府面臨二五年再生
能源目標、光電業

著強調，﹁我們沒有採用水試所試

擁有各自獨特的生態環境、養殖文

史、文化與居民生存權，否則為了

間

期

時壞，因此楊惠欽痛批，﹁水試所
承認養得不好，還拿出來當亮點報

者開發需求兩股壓
識出來。﹂

告，這是什麼心態？﹂

力，不得不加速綠能開發。

永續為名，卻在七股上演搶地並賭

讓漁民更擔憂的是，儘管水試所

二 年
○十一月，經濟部公布漁電
共生先行區，全台四萬多頃魚塭，

上漁民生計、生存的掠地遊戲，自

驗，做法更保守、遮蔽少，對養殖

化，長期關注漁電共生的地球公民

種電，讓原來的養殖戶流離失所，

七股抗爭只是冰山一角，光電以

蛤池種光電的人卻很多，台鹽綠能

超過十分之一將開放申請種電。

成果有信心，﹂也自認光電板鋪設

基金會主任蔡卉荀擔憂，﹁有些環

這並不是共生與永續。

然引發了社會衝突與抗爭。

方式能創造比水試所更好的成果。

境問題在時間壓力下，可能無法辨

光電下的文蛤，狀況不穩且未達上市標準20克

■

陳君如得知後眉頭深鎖，﹁台鹽

報告的科學證據仍不足，但想在文
也是其中之一。

每年有大批黑面琵鷺來台度冬，光電板架設是否影響保育類候鳥棲
息，是漁電共生的另一隱憂。

官方漁電共生試驗結果

政策回應 經濟部政務次長曾文生

採訪整理

呂國禎
—

劃定生態敏感區
不再放任野蠻生長

攝影

王建棟
—

夜的台北福州街上，經濟部

仍燈火通明，政務次長曾文

生才剛結束與光電業者的馬拉松式
座談，從行政院趕回辦公室。

過去幾個月來，曾文生不是跟光

電業者開座談會，就是走到第一

線，跟養殖戶在魚塭面對面溝通，

主管經濟事務的曾文生成了水產養
殖專家，專用術語琅琅上口。

聽到農地變建地的光電發財夢，

曾文生說，這是騙人的話術，應該

揭發與制止，他要告訴不肖業者，

這個承諾不是你們能給的，最後

審查權還是在政府手中。但他也坦

83

承，過去一段時間，政府只訂目

12

標，放手給民間做，卻發生了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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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摩擦，現在必須亡羊補牢。

曾文生認為，﹁還沒有到不可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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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經濟部政務次長曾文生5個月來頻下鄉，與養殖戶面對面，了解衝突
點，也改變政府角色，從只訂方向目標，變成訂規則讓業者遵守。

封面故事

瘋狂光電
發財夢

＄
五 ，以前讓業者自己走自己的
路，現在政府介入，主動畫出一條

回的地步，︵光電︶進入農地的才
法規上的漏洞來防堵。

法規允許這樣做，我們也會去研究

更，不是我們要推動的。如果現在
進一步透過綠能加值，例如用
協助解決養殖碰到的問題。

不如搭配光電放在屋頂上，也希望

曾文生負責台灣光電政策決策與

題就是他︵業者︶選錯了地方。﹂

得政府沒有太晚介入，最核心的問

走，讓違規、超速的人變少，我覺

道路，希望大家都能上來這條路

需要是只增不減，因此政府不會輕

覺得，二十年後台灣對再生能源的

要經過審查，不是想變就能變。我

後，它還是光電場的用地，變更還

是做光電場，二十年使用完成以

其次是農地變特目用地，用途就

合結合光電，走向正向的循環。

減少用藥，對自己要求更高，會適

化養殖，不管是飼料、養殖環境、

愈是高經濟的魚種，愈會往科技

地都發生了光電與環境、社會的衝

問：知本濕地、池上等，台灣各

漁電共生以科技室內養殖為先

執行，他如何導正扭曲的光電亂
易讓光電用地轉其他用途。
我們會跟業者好好溝通，因為這

問：台灣中南部出現光電業者的
戶的抗爭，而農委會水試所的報

政策，但引發了台南七股文蛤養殖

問：漁電共生是目前政府主推的

無正面助益。但我們統計，到目

如果沒有管好，對後續政策推動並

題，進到了一些農地或是山坡地，

答：是的，確實發生了一些問

突，經濟部如何解這個問題？

業務員，遊說農地地主說：農地蓋
告，光電板下的文蛤才養出六公克

個承諾不是他能給的。

光電是難得一見的發財機遇，除
多，遠遠達不到上市標準，漁電共

文蛤池蓋太陽能板，等於把它的餐
政府已經介入了這個事情，希望這

我們還沒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源政策推動是有幫助的。

答：這純粹是話術，我認為如果
桌給翻了，所以養文蛤不是我們現
晚介入，現在我們建立一個基本指

有人這樣幹，媒體把它揭發出來是
回到漁電共生，我們很簡單，不
事實上，很多漁民都發展室內養
我自己這一段時間以來也下鄉去

標，像是建立一個篩子來把不適當

我們所推動的是，朝向不要變更
殖，因為需要控制水質、鹹淡、溫
辦座談會，最大的感受，是把利害

會有爭議的優先。

土地，花最多精神去推動讓光電與
度，這種室內養殖是發展趨勢，光

的光電案場篩除。

土地結合，是要優於原來的使用，
關係人找來，理解各自關心與擔憂

後面都沒事了，有法律規範就會有

但也不代表我們現在做環社檢，

們的競爭對手，台灣必須更努力才

年
○做到淨零排放，有很多是我

對路顯得更加重要。

■

比只會不斷加大，不可能減少，走

天壤之別。因此台灣的再生能源佔

條例，那時候還只是環保團體的倡
它解決掉。
議，到了二 年
現在世界主要國家都希望在二
○
○，它變成每個企業
五
都要買綠電，從倡議變需求，這是

人鑽法律漏洞，在這個過程裡面一

行，這已是無法迴避的趨勢。
台灣在 九
○年通過再生能源發展

功的，會逐漸讓它擴張出去。

但不是一下子統統都做，如果是成

去；綠色的是先行區，可以先做，

88

定要一直去挑、發現新的問題，把

曾文生指出，應該在光電板下實驗養殖龍虎斑等高價魚種，找出光電板替養殖漁業
加分的方法，而不是替代漁塭，不養魚、只種光電。

電不蓋，他們還是會做室內養殖，

勿信話術！ 光電場難再變建地

些事情不要再發生了。政府沒有太

主要食物是藻類，需要光合作用，

答：我講清楚實際的狀況，文蛤

生如何避免爭議？

了一公頃可年收三、四十萬租金，
地，蓋幼稚園、養老院等，價值是

二十年期滿還能變成建地、特目用

前為止，有八 ○的光電在屋頂上
面，在農地的大概不到五 ，但我
們提早注意到這些問題，對再生能

下是專訪內容：

象，讓再生能源發展步上正軌？以

A
I

在主力要推的地點。

%

應該的。

倍數的翻轉。

%

不是替代原來的使用，所以農地變

的地方，站在他們的立場，彼此把
事情講出來，接著政府要盡快進
入，把問題排解掉。
問：所以你下鄉之後，整個光電
推動會有哪些重大變革？
答：過去政府放手給民間做，設
定目標，但沒有積極導引，讓民間
照自己的路走，沒路也走出路來，
難免會有走出去的、超速的、有摩
擦的，現在政府自己進來蓋路，把
道路畫出來，希望大家一起上來這
條路走，讓違規駕駛大量減少。
反之，你不開路大家就各自自己
開，最後什麼事情都會發生，必須
要避免。如果台灣社會還需要更多
的再生能源，它的轉速還要加快，
那它產生的一些摩擦就要減少。

僅五 侵農，還來得及畫路
檢核機制︵見 頁︶，劃定哪些地
區是紅燈，有生態敏感的絕對不能

所以，經濟部推動環境社會衝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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