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站：掌握核心概念

基礎資料(三)

日趨嚴重的環境問題，已在全球響起警號。以氣候變化為例，科學界已出現共識，警告如全球氣溫再一步上升，將超越「氣候臨界點」，屆時地球生態將進

入不可逆轉的局面。「可持續發展」被視為解救危機的方法之一，為人類現今發展模式帶來改變，令環境問題不致繼續惡化。而在處理環境問題時，「環境

公義」這概念有助我們處理不同群體的利益、權利和關係；「支付意願」則有助我們了解社會各界在面對環保政策和措施時，到底偏重哪些價值。不過，要

真正落實這些概念，是需要不同「持份者」共同承擔和一起參與的。以下將闡述「持份者」、「可持續發展」、「環境公義」和「支付意願」等四個概念：

一、持份者 (stakeholder)

持份者」也可稱為「利益相關者」，意指在某一事件或議題中擁有相關利益連繫及考量的個人與群體。在現代管理模式，當政府就某事件或議題作出討論

和決策時，必須考慮和諮詢這些個人或群體的意見  (Freeman, 1984) 。

以下例子可說明「持份者」在環境議題討論和決策中的重要性：

個案：德國法蘭克福擴建計劃
香港中文大學航空政策研究中心：2012）

1997年，德國法蘭克福機場當局因機場容量接近飽和，認為有需要擴建第四跑道。但當局認為擴建計劃必須取得包括社區和環保團體在內的各界

人士支持。同時，法蘭克福所在的黑森州政府在決定批准興建第四跑道前，成立了一個擁有廣泛代表性的調解小組，作為不同持份者討論的平台。

機場亦希望透過這個小組，加強與持份者溝通，以及解答各方對機場擴建計劃的疑慮。

從2000年至2008年間，不同持份者，包括業界、政府、商會、環保團體、教會、工會及社區團體等，共有超過一百五十人參與區域論壇，就機場擴建

表達各自的觀點。為針對特定的議題，中央論壇成立了五個項目小組討論特定議題，分別為：1. 優化現有系統；2. 禁止飛機於晚間飛行；3. 反噪音

協議；4. 機場遠景；5. 生態和健康。

雖然為了讓持份者充分溝通，導致諮詢期十分漫長，但卻能相對顧及各持份者需要，使計劃最終順利進行。這也顯示出持份者的利益和意見，對於

處理和環境相關的發展計劃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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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指引
教師可用以下例子，引導學生思考持份者在環境議題中的角色（香港中文大學航空政策研究中心：2012）：

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在2011年6月開始進行為期三個月的《香港國際機場2030規劃大綱》的公開諮詢，期間

舉辦巡迴展覽、公眾論壇、專家小組和持份者會議等活動，以加強公眾對規劃大綱的了解，並聽取大眾和持份者

的意見。機管局及航空業界均贊同興建第三條跑道，認為可增加香港國際機場的客貨運處理能力，鞏固香港作為

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從而為香港帶來龐大經濟效益。

另一方面，亦有一些持份者對該方案有保留，例如環保團體、東涌居民及政策關注小組等，對計劃作出批評，例如

未有全面披露資料，如顧問研究報告、側重計算第三跑道的經濟效益，但沒有量化社會成本等。

探討問題：

1. 你認為以上持份者在此議題中各涉及甚麼利益考量？這些考量如何影響他們對機場規劃的意見？

2. 假如你是機管局管理層，你認為該如何在方案中平衡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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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策略
所謂「持份者分析法」，特別是應用在通識教育當中，是指引導學生對這些政策、議題或事件

中涉及不同背景、受不同影響、處於不同處境脈絡和持有相關利益的個人或群體的意見進行

整理和解讀。本教材建議教師引導學生利用此方法時，特別針對剛進入高中的中四學生，從最

基本開始進行練習，引導他們對一些時事新聞進行整理和解讀。過程可包括以下三個步驟：

三、持份者提出的論據
瞭解並列舉持份者用來支持其立場的觀點、理
由、數據和各種證明。

掌握以上整理及解讀過程後，教師可進一步引導學生嘗試綜合不同持份者意見，然後對政策、議題

或事件進行衡量、批判及分析。

一、持份者的背景特點
瞭解並列舉持份者特點，包括背景、身份、
所處處境脈絡、在相關政策、議題或事件
中涉及的利益及影響。

二、持份者的立場
進行此步驟時，學生應嘗試將有關立場、觀點
和期望與第一步驟列舉的各項背景特點連繫在
一起，進行整理或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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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續發展」的定義為「既能滿足我們現今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後代，並能滿足他們需求的發展模式」(UN World 

Commission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這種發展模式：

● 肯定人類有權利用自然環境和資源，滿足自身生活和發展需求
 (World Commiss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 1987)；

● 相信人類應保護環境，讓子孫後代能夠繼續享用自然資源
 (World Commiss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 1987)；

● 主張人類應致力追求經濟與社會發展和環境之間的平衡，以確保所有人現今和未來的福祉。

要達致可持續發展，我們須致力平衡以下三項要素 (ICUN, 2006)：

減少對環境的損害、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

促進人類的發展、提升生活質素、建立公正的社會和政治制度

滿足基本的物質和生活需求、促進經濟和技術的發展

環境與生態要素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aspect）

社會要素

Social aspect）

經濟要素

Economic a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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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策略
教師可通過可持續發展概念，引導學生面對環境議題時，首先

從環境、經濟和社會三方面進行剖析，列舉三方面在事件中涉

及的因素和影響。然後嘗試：

1. 剖析該議題中環境、經濟與社會三方面的動態關係，如相
互影響。

2. 比較三者所受影響是否能盡量達致平衡，或存在失衡狀
態，引致某一方面獨大。

環境

經濟 社會

個案：台灣的「永續海島」願景
(張瑞剛，2012）

台灣為了響應1992年的《里約宣言》，在社會、經濟、環境三

方面取得平衡，宣布了「永續海島—台灣」的願景，於1997年

成立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並於2009年制訂了《永續

發展政策綱領》。

此綱領一方面期望建立一個高效率、低排放及低依賴的「能源

消費型態與供應系統」，另一方面確定大氣、水、土地、海洋、

生物多樣性及環境管理等六個方面，並進行管理與監測，致

力平衡環境和經濟要素。

為了推動永續（可持續）的發展政策，台灣政府一方面管制環境

負荷總量，另一方面規劃並改善城鄉景觀與公共設施，亦致力

發展可再生能源，預計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將佔台灣總發電

量15.1%，碳排放則減少至到2000年的水平。與此同時，台灣

正嚴格提高汽車廢氣排放標準、要求車廠逐年提高零污染車

種的生產比率、鼓勵民眾購買電動車或油電混合車。台灣政府

的這些措施均旨在確保台灣當代及未來的民眾享有「寧適多樣

的環境生態」、「活力開放的繁榮經濟」及「安全和諧的福祉社

會」，務求盡量達致環境、經濟和社會三方面的平衡發展。

我們可以用以下個案說明平衡這三種要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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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綠色建築 

香港政府於小西灣興建市政大廈，該大廈作為綠色建築，運用了多項技術減低建築物的能源消耗量：

● 中庭設計促進天然通風和善用日照光線，減少整體能源消耗量；
● 大量裝設可操控的窗、隔熱節能玻璃及外置遮陽裝置，配合太陽移動路徑，減少建築物的太陽熱增量；
● 建設隔熱的綠化屋頂；
● 裝設雨水及洗盥污水循環系統，用以灌溉綠化屋頂；及
● 安裝按需求服務的自動扶梯及光感應器控制照明。

這棟建築物既為附近居民提供了一個消閑及進行康樂活動的地方，提升了他們的生活質素，亦透過以上設計及技

術盡量減低建築物對自然資源的耗用及對環境的損害，兼顧了社會要素和環境要素，並在人們生活需求與環境保

護之間取得恰當的平衡，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太陽能熱水系統 雨水收集循環系統

這棟建築物既為附近居民提供了一個消閑及進行康樂活動的地方，提升了他們的生活質素，亦透過以上設計及技

術盡量減低建築物對自然資源的耗用及對環境的損害，兼顧了社會要素和環境要素，並在人們生活需求與環境保

護之間取得恰當的平衡，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教師指引
教師可利用以上個案，或自行蒐集新近

相關的新聞和時事例子，與學生探討

這些例子能否達到平衡環境、經濟和

社會三種要素。

探討問題：

1. 你認為例子能夠做到環境與經濟、
社會的平衡嗎？為甚麼？

2. 可持續發展概念講求環境、社會和
經濟三者平衡，若其中一個元素獨
大，會帶來什麼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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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訊

●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最初源自聯合國在1972年召開的人類發展會議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Development) (ICUN, 

2006)。而此字詞較明確的定義，則於1987年由聯合國環境與發展世界委員會 (UN World Commission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所發表的報告《我們的共同未來》(Our Common Future)中得以訂明。

● 可持續發展要達致環境、社會與經濟三者平衡，聯合國環境與發展世界委員會亦提出實行時須同時考慮以下三項原則(UN 

World Commission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公平 (equitable)

可行  (viable)

可承受 (bearable)

在經濟發展和制定環境政策過程中，應該讓所有人都能公平地參與，並且確保資源和利益的公正

分配 

保護環境的措施和政策需切實可行，以避免損害經濟和基本物質需求

社會發展需顧及和考慮環境所能承受的損耗程度，確保大自然能夠復元和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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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已成為世界上不少國家和地區發展的長遠目標。在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中便將確保環境
的可持續性(ensur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納入為目標(UN Millennium Project 2006)。當中更指出要將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引入政策和計
劃制訂中(Cunningham & Cunningham, 2010)。

● 香港近年亦積極推動城市走向可持續發展，《一九九九年施政報告》中已指出，可持續發展在香港的涵義包括：

- 在追求經濟富裕、生活改善的同時，減少污染和浪費；

- 在滿足我們自己各種需要與期望的同時，不損害子孫後代的福祉；

- 減少對鄰近區域造成環保負擔，協力保護共同擁有的資源；

- 香港政府亦鼓勵市民、商界及不同界別人士通力合作促進香港達致可持續發展，使香港成為一個整潔、舒適、令市民自豪的美好家園。

環境

經濟社會

可承受
Bearable

可行
Viable

公平
Equitable

圖表參考來源：

United Nations (1987), Our Common Future: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Retrieved from http://www.un-documents.net/ocf-02.htm#I；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2006): The Future of Sustainability: Re-thinking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trieved from 

http://cmsdata.iucn.org/downloads/iucn_future_of_sustanability.pdf

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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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公義 (environmental justice)

環境公義」的主要內容如下 (Wright, 2005)

● 肯定和維護不同群體享有美好環境，參與環境事務的平等權利；

● 關注弱勢群體，例如少數族裔、基層人士等，在環境問題上是否受到忽視或壓迫、其享有安全和健康環境的權利有否受到侵害。

我們可以用以下個案去說明「環境公義」的概念：

個案：全球公共資源研究所對各國減排的方案
(林納斯，2010)

雖然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經濟迅速發展，碳排放總量愈來愈高，但因為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別，在人均排放量方

面與已發展國家仍有極大的差異，如印度的人均碳排放量只有1公噸，但美國的人均排放量卻有20公噸。因此，有評論認為要發

展中國家達到與已發展國家同等的減排目標並不公平，漠視了發展中國家需要發展經濟、改善生活狀況的權利。

為此全球公共資源研究所（Global Commons Institute）於1997年提出了名為「緊縮與趨同」(contraction and convergence)的

方案。根據方案，各國將共同制定到某一時期的人均排放目標，然後各國從現實排放水準出發，已發展國家逐步降低人均排放

量，發展中國家則逐步提高人均排放量，至目標年期實現全球人均排放的「趨同」，之後繼續共同減排，通過「緊縮」最終實現全

球的人均排放目標。

在這政策下，各國既能盡力達到減排目標，亦同時兼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需要，保障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和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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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垃圾山

柬埔寨首都金邊的貧民區有一座垃圾山，積聚了由首都金邊市傾倒出來的廢物。這些廢物積存日久，經常散發有

毒的臭氣，但不少附近貧民的生活卻是靠在這裡拾荒為生，並需要面對健康受損害的風險。這可說是城市將污染

轉移至近郊和貧民地區，要後者承受代價的例子。

教師指引

教師可以用以下例子，引導學生思考「環境公義」在環境議題中的重要性：

近年不少已發展國家為了解決能源日益枯竭的問題，提倡使用玉米等農作物為原料，生產生物能源 (新華網，2008)， 這令不少發展中國家開始轉而

大量種植能製造生物能源的作物 (如穀物、棕櫚和桐油樹，出口至歐美國家，例如中美洲大量種植玉米和甘蔗，提供美國汽油引擎用的生質酒精；東

南亞地區則開始大量種植棕櫚樹，作為煉製歐洲採用的生質柴油原料 (李宜澤，2011)。

大量種植能源作物在增加這些地區的出口收入的同時，亦導致各種環境問題，如在東南亞地區，為了種植棕櫚樹而大量砍伐森林，造成當地水土流

失、破壞生態環境；大規模種植玉米等穀物使用的農藥和化肥等亦直接污染土壤，並經滲透而污染地下水 (蕭代基和林益豪，2009)。而大規模種植

能源作物，或將農作物出口作生物能源用途，也使糧食供應相應減少，價格上升，令發展中國家出現嚴重的糧食供應問題，例如以玉米為主食的墨

西哥在2007年便因玉米被用作生物能源後價格大幅上升，引致國內民眾大規模抗議 (蕭代基和林益豪，2009)。

面對全球農業生產帶來的環境問題，不少組織正尋求應對方法，一些推動公平貿易的團體便在不少發展中國家鼓勵和促使當地農民採用有機耕作

方式，減少使用農藥和化肥，以減低種植農作物對當地環境的破壞，並避免不適當的農耕方式損害當地居民的生活(公平點，2011)。

探討問題：

1. 發展中國家大量種植能源作物出口，對於本國居民的生活環境帶來甚麼影響？

2. 假如你是已發展國家的政府官員，你認為自身是否需要為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問題負責？如是，你認為應如何應對這些問題？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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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公義」的概念亦有助我們思考在環境問題上如何處理不同群體的利益和關係，從而達致城市真正的可持續發展 

(Sachs, 2002)。以下是「環境公義」的一些例子 蕭新煌等，2003）：

環境公義範圍

跨世代的環境公義

(intergenerational 

environmental justic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08) 

為所有階級和收入群體的環境

公義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gardless of class and 

income)

(USEPA, 2012)

國家間的環境公義

(environmental justice 

across the countries)

(Stephens, 2007)

為所有種族的環境公義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gardless of races and colors)

(USEPA 2012)

對自然的環境公義

(environmental justice to 

nature)

(Stallworthy, 2009)

涉及議題舉隅

滿足城市的發展和需求時，會

不會影響下一代可用的環境

資源？如︰過度消耗不可再生

能源。

在發展環境的時候，有沒有顧

及經濟地位較低的社群的利

益？如︰在較貧窮的地區發展

高污染工廠。

在發展本國經濟時，會不會把

污染物送住他國？如：把電子

廢物送往其它國家。

在發展環境的時候，有沒有顧

及種族/原居民的利益？如︰

沒有訂立法例保障原居民的

土地。

在城市發展時，會否動輒就將

發展時產生的廢物傾倒在自然

環境？如：把工廠的污染物直

接排到河流中。

對香港而言，教師亦可引導學生以「環境公義」概念，思考以下問題：

● 香港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有否令較貧窮或居住在偏遠地區的群體承受環境污染的後果？

● 我們如何保障不同群體皆享有良好環境的權利？

● 我們在制訂和決定環境政策和措施時，應該怎樣落實不同群體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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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策略
教師可利用環境公義的概念分析環境議題，首先列舉議題中涉及的人物身份或物種名稱，再

評估他們在事件中是受益或受損一方。

議題

如：興建水壩作水力發電

受益

如：住在城市的居民

受損

如：被淹沒地區的原居民、動植物

根據受益和受損程度，評估是否出現不公義或受侵害等情況，再判斷議題中能否保障不分性

別、種族、宗教、階級、社會地位或文化背景等，享有安全、健康和可持續性環境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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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訊

● 環境公義」此字詞的概念源自1980年代中期，美國黑人抗議政府經常將垃圾傾倒於其居住地區而產生。其後，這個字詞亦用於反對美國政府將大部份有
毒廢物存放在少數族裔地區，在環境問題上歧視少數族裔和忽略其生活環境質素的做法(Byrne et al, 2002)。

● 瞭解「環境公義」的涵義，需釐清「公義」(justice)與「公平」 (equity)這兩個不同的概念，闡述如下：

公平 ● 所有人在制訂環境政策和措施時均有相同的權利(Callewaert)； 

● 所有人的利益和需要也應該被視為同等重要，不論是任何膚色、種族、背景和年齡 (Wright, 2005: 9)。

● 不能因為大多數人而犧牲和漠視少數或弱勢群體的利益和需要；

● 不單重視所有人的同等權利，更強調要在制訂和決定環境政策和措施時有合理公正的程序(程序正義 procedural justice) (Callewaert)，

以及對環境資源和後果有公正分配 (distributive justice) (紀駿傑，2005 ) 。

公義

● 美國第一屆「全國有色人種環境領袖會議」(First National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ummit)於1991年發表《環境公義基本信
條》(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為「環境公義」奠下基本內容和原則：

● 肯定大自然的珍貴以及所有生命的相互依存，有免於受破壞的權利，並應予以全力保護；

● 所有人，不分性別、種族、宗教、階級、社會地位或文化背景，皆具享有安全、健康和可持續性環境的權利，而任何人均無權剝奪或破壞他人的這一權利；

● 對少數族裔和其他生命的暴力對待，以及對大自然的肆意榨取應予以禁止；

● 自然資源的使用應建基於平衡的(balanced)、道德的(ethical)和負責任(responsible)的態度，以同時保障人類和其他生命的福祉；

● 所有人在制訂環境政策和就環境問題作決定時，均有同等參與和決策的權利。 

● 美國環境保護署 (United Stat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EPA)在1997年提出了具體的「環境公義」定義。根據其定義，「環境公義」
即「在發展、實施和執行環境法規、規例和政策時，對所有人，不論種族、膚色、國籍、收入，均予以公正處理(fair treatment)；而所有人均在當中有具
意義的參與 (meaningful involvement)」(USEPA, 1997; Callewaert)。當中的「公正處理」即「沒有人應該承受因[……]各種政策帶來的對環境的
不恰當和負面後果」(USEPA, 1997)。由此可見，「環境公義」更著重少數和弱勢群體的權利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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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付意願 (willingness to pay)

人類的生活和發展需求，往往和環境保護工作產生衝突。當衝突和矛盾發生時，我們是否願意選擇付出一些代價，以更好地保護和改

善環境？以下會介紹近年環境議題衍生的一個重要概念——「支付意願」(willingness to pay)，幫助學生在分析相關政策、議題及事件

時，從不同角度衡量發展和環保的代價。

支付意願與環保議題

文化經濟學者索羅斯比(David Throsby)指出，一件事物的價值 (value)視乎人們認為它比起其他東西是否更值得(worthy)自己獲取，因而

願意為它放棄或犧牲其他東西 (Throsby, 2001)。根據這觀點，「支付意願」就是指人們偏重 (preference)某些東西，認為它們比起其他

東西具有更高價值，因此願意為它們支付代價或犧牲 (Throsby, 2001; Field & Field, 2006)。在環境議題上，這顯示於以下方面：

● 作為消費者，你認為相比於經濟和社會利益，環保是否具有更高價值？

● 你是否願意為環保政策和措施支付費用？

● 你願意為環保政策和措施支付多少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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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用以下例子再加以說明：

個案：歐洲工商業界在減排上的支付意願
(Thomas L.Friedman,2008；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2010)

過去已發展國家大量耗用資源，雖然換取了富裕便利的生活，但代價卻是增

加碳排放，亦令人類可用的資源愈見匱乏。面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對已發

展國家來說，改變發展和生活方式無疑是最根本的解決辦法。

可是，已發展國家不願為了環保而完全放棄現有的生活和企業發展方式，例

如歐盟於2008年在歐洲理事會中曾提出更高效的減排方案，在2020年前要

削減20%碳排放量，但卻遭工商業界反對，認為加大減排要付的成本過高，

會影響企業競爭力，最後可能令一些需要使用大量能源的企業(如鋼鐵業)撤

離歐洲。在多方反對下，方案最終被擱置。

所以，歐洲工商業界是否願意為減排而增加營運成本和改變發展方式；即使

願意，他們願意多支付的成本和代價(包括競爭力可能減弱、加大減排要額外

投入的資金等)，便反映了他們在加大減排措施上的支付意願。

教師可利用以上個案，或自行蒐集新近相關的新聞

和時事例子，引導學生思考「支付意願」在環境議題

中的重要性：

探討問題：

1. 你認為環境政策和措施的成本，應由政府、工商

業界、抑或市民承擔成本？

2. 若最終這些政策和措施的部分成本無可避免要

轉移到市民身上，你是否願意多付相關費用？原

因何在？

教學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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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意願」的概念有助我們思考，為何在推動一些環保措施時，

大眾表面上是同意和認同保護環境的價值，但當落實這些措施去

改變市民生活習慣時，卻往往舉步為艱。

另一方面，支付意願的概念涉及市民比較金錢代價和保護環境出

現衝突時較偏重哪一方。如較重視自己的財富或享受，會反對政

策或反對所收取的金額；如較重視保護環境，則可能願意支付較

高金錢代價。而收取金額帶來的經濟誘因亦可能令市民為避免支

付代價，改變自己的日常行為和習慣。因此這一概念有助我們思

考究竟我們願意承擔多少成本、和應由誰或哪個角色去承擔這些

成本。日常生活中正有不少相關例子，例如：

● 你是否願意改變生活習慣，例如減少使用即棄餐具，改為自
備餐具，以降低資源消耗，使環境可持續發展？

● 你是否願意付上額外費用，例如選擇購買較節能但較昂貴
的電器，以節約能源？

● 你是否願意承擔更高的資源成本，例如使用可再生能源或
天然氣發電，以減少碳排放？

● 你是否認同支付實施有關政策的成本，卻認為某些角色具
有更大責任去付出代價，像工商界？

學與教策略
一、 教師可引導學生比較環境議題中持份者涉及的利益考量，從而分析持份

者的取態較偏重於哪方面的價值。

二、 教師可建議學生衡量各方案的正面作用和所需付出代價，然後比較各個方

案，再選出較符合平衡原則的方案。

環境 社會衛生

代價 作用

? ?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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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 價值觀是建立態度和信念的基礎，為個人行為和判斷提供準則。價值觀引導我們判斷甚麼較為重要。我們的行

動建基於哪些倫理準則或價值。

意願不只指我們能夠做甚麼，還指我們根據個人期望、興趣和取態，想去做甚麼。意願

我們必須注意到有時在環境議題上除了保護環境一項價值外，會涉及其他價值追求，如個人享受。在抉擇時，這些價值間往往會發

生衝突，最終取決於我們意願上較偏重於那項價值。

● 支付意願是利用人們願意支付的代價(price)來計算的。而置於環境議題上，這可包括以下三點：

- 代價是指人們為了擁有或維持自己認為具較高價值的東西，而願意付出或犧牲的東西(Wright, 2005) 

- 代價能以影子價格(shadow pricing) (Wright, 2005: 627)的方式來表達，舉個例子：如果可以由市民自己決定的話，他們會願意

為清潔空氣支付多少金錢？ 

- 在環境議題上，代價即制訂環保政策時須付的成本 (Wright, 2005)，此一成本便是實施這一政策所付出的代價。

教師資訊

● 環境問題涉及到市民的價值觀和意願 (Cunningham & Cunningham, 2010; field & field,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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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支付意願的因素有以下四項：

- 人們擁有的財富，即支付能力 (ability to pay) 

- 人們對某事物的總體需求(aggregate demand) (Field & Field, 2006)

- 人們通過某事物而得到的利益(benefit)

- 成本(cost)，包括金錢和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 (Field & Field, 2006)

機會成本即我們為了獲取某事物而犧牲或放棄

的其他事物中價值最高者，例如我們為了改善碳排放

而減少駕駛私家車、減少購買進口貨物、減少使用冷

氣機等，如果在減少進行的各種活動中，購買進口

貨物對我們來說價值最高，那它就是改善

碳排放所需支付的機會成本。

字詞概念
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 

(Field & Field, 2006)

在環境議題上，影子價格即以價格形式估算獲取

某一事物 (而其價值無法完全由經濟因素決定)所要

付出的成本，例如當人們願意每月付出10元以享有較

佳環境時，那10元便是其願意支付的影子價格。

字詞概念
影子價格 (shadow pricing) 

(Wrigh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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