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國會發表的文章
尊敬的主席先生，
我們是（越南河靜省）榮市教區的神父們。我們來自台塑河靜鋼鐵公司造成惡劣
環境污染災難的地區。我們這些人是見證者，同時，跟當地人一樣，也是受難者。我
們今天來到這裡的目的是想要向主席先生傳達一些跟貴國的台塑河靜鋼鐵公司相關問
題。
I、災難的概況

1、演變
我們現在要將台塑河靜鋼鐵公司造成越南中部沿海的環境污染災難的演變做一個
簡介 － 我們越南人民所稱其為 「台塑災難」。
事情從 2016/04/06 開始，延續到 2016/05/08。大量魚群死亡現象從河靜省永安
港（永安港也是台塑河靜鋼鐵公司的工業區）開始 ，後來在其它鄰近三省廣平、廣治、
順化也陸續發生同樣的災難，橫跨 250 公里的四個省分[1]。死魚被沖到岸上總數超過
140 頓，死在海裡的魚類無法統計[2]。 死魚的種類多數屬於底層魚，魚群個別死亡
現象還未停止[3]。
多次否認台塑對魚群死亡現象的關係，但在輿論的壓力下，6 月 29 日在資源及環
境部， 台塑河靜鋼鐵公司董事會主席陳元成也承認了台塑是兇手，公開道歉以及答應
賠償 500.000.000 美元。
不過，越南人民不接受此簡單解決方式。很多人提交請願書，要求台塑賠償損害；
在這同時，遊行反對台塑多次發生。

2、損害
就新聞報導以及政府報告的內容，損害的統計如下：
 環境資源以及經濟之損害：
死魚被沖到岸上總數超過 140 頓，死在海裡的魚類無法統計。40%至 60%珊瑚已
死亡，浮游生物、魚群的死亡站 50%，造成食物鏈以及生態的破壞[4]。沿海的
養殖海鮮大量死亡： 「5.7 公頃養殖蝦面積具有九百萬養殖蝦種以及七頓產品
即將到收穫的季節全死光；16.313 養殖魚相共 140 頓魚已死亡；6.7 公頃養殖
蛤蜊共 67 頓蛤蜊已死亡，10 公頃養殖螃蟹死亡。」[5]
 失業以及收入統計：
失業或收入減少導致不穩定性的生活。此現象使很多人遇到困難，甚至一代兒
童將會面對一個不穩定的未來。
 總共 263000 位勞動者受到影響，其中 100000 位勞動者受到直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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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大概 14%勞動者失去工作。失業率增加：順化 10.1%，增 1.6 倍；
廣治省 13.2%，增 2.8 倍； 廣平省 28.6%，增 7.9 被， 河靜省 16.4%，
增 15.7 倍。
 跟海有關的工作類別包含：捕魚、養殖、海產品加工、漁業物流服務、餐
廳經營、觀光行業等等，都受到嚴重的影響。特別是魚夫，此行業人口大
概減少 25000 人。其中，在河靜省漁業人口在台塑事變發生之後減少了
74%。餐廳、觀光行業人口減少 33%。其中，河靜省減少了 54%、廣平省減
少了 52%。
 收入：廣平省受到最大的影響，此災難發生後 83.2% 人民的收入減少[6]。
上述的數目是靠最近勞動傷兵與社會部的公布。不過，我們相信，實際的比我
們現在看到的損害統計更嚴重。

3、人民的擔憂和迷茫
鹽巴、海產是人民傳統的食品來源。此災難發生後，人民不放心使用這些食品因
為人們缺乏造成魚群死亡的毒素如何影響到人的身體健康的資訊。從發生魚群死亡至
今，八個月已過去，我們仍活在擔憂當中，不知道應不應該吃魚、鹽巴、魚露和其它
海產類的食品？吃了之後我們的健康或是我們的子女的健康是否受到很可怕的影響？
這種狀況會延續到何時呢？
最使人憤怒的事是從此災難發生到現在，台塑從來都沒有公開公布他們所排放進
海水的污染物質是哪一些什麼，數量多少，排放的具體時間是什麼時候？！
更可怕的事是越南國內新聞報導河靜省的很多魚屍體含氰化物、苯酚，特別是镉、
铅、鐵[7]。 透過不同管道我們努力收集了一些由政府進行檢驗廣平省春和村的魚屍
體檢定的結果，檢定結果呈現這些死魚的屍體含的镉和汞超過被允許的含量[8]。
關於病患，雖然沒有被正式公認，但各個不同的社會網指出至少有三個案例，而
這些都是由於吃了有毒的海產而死亡的個案。一位在台塑公司工作的潛水師傅死前也
出現中毒症狀，其他的潛水師傅發病也有類似的症狀[9]。 我們要拿到身體的重金屬
檢測結果遇到不少困難的理由是很難被理解的。目前我們只有一個病人的檢驗結果，
而這個結果呈現出血中的镉和汞量超過被允許的含量，汞量超過正常的二倍高[10]。
按照七月的越南政府未公布的調查結果[11]，「有一個排放的管道從河靜省永案
港出發，排放水含鐵膠體吸收酚、氰化物、重金屬、多環芳烴等各毒素 （是煉焦過程
的廢物），排放管往海流排放造成大量魚群死亡」[12]。
他們正在努力閃避的事實是排放水含重金屬毒素。我們越南人民要的是台塑要很
清楚的公開公布那一些造成污染的重金屬，具體的是哪一些。 它們如何影響環境和人
的身體健康。它們在海底沉積物中的殘留以及它們對我們越南人的後代是否造成長期
的影響，或如何影響？我們聽過日本的水俣病，我們擔心在幾十年後，越南人將會跟
日本人一樣遭遇一樣的情形。
很多意見指出，對上述中部四省的人民現在最可怕的並不是目前的失業或饑荒問
題而是人們由於對於此災難缺乏明確的資訊導致人們的擔憂和迷茫。越南中部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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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需求不是賠償損害而是他們希望能看到他們自己和他們子女的未來。有人發表
說，他們不需要賠償，他們要的是乾淨的海，台塑要離開越南！我們贊成此觀點，同
時我們也認為多數人們跟我們一樣有同樣的觀點。
II、建議
我們提出如下建議，希望主席先生以及台灣政客界的關注：
 要求台塑公司公開公布他們所排放進海水具體的有哪一些物質？數量多少？排
放的具體時間是什麼時候？這些物質如何影響環境和人類的身體健康以及其發
揮影響力的期間？
 提出清潔環境的具體計劃與辦法，向受難者進行合理的賠償，在進行清潔環境
的期間要解決他們的失業問題。組織讓受難地區的人們能進行身體重金屬檢驗。
 以確保環境清潔，請公布廢物處理技術方式的更新計劃，計劃具有簡單的技術
會讓人民以及代表的各個組織容易監督台塑的廢物處理情況。若不能確保此條
件，要求將台塑關門。
III、 訊息
很久以前我們已經將台灣視為自由與尊重人權的人們的島國。不怕危險而離開中
國大陸的人們的影像使我們聯想 18 世紀的英國的公民勇敢地離開歐洲到了自由和強悍
的美國。
我們知道各位現在為蔡英文總統的南向政策努力。我們也期待那個政策能給我們
國家帶來進步、經濟改進以及強化我們的民族的獨立。
可是對越南和世界的眼中，台塑公司已經造成台灣消極的影像。
各位也知道越南與北方的大漢主義曾經有了一個長久的不美好的歷史。越南的十
六次反抗外面的侵略勢力，其中反抗北方人的侵略有 14 次。更何況，在當下，中國要
霸凌東海（中國稱其為南海），中國將其品質不好、含毒害化學成分的貨物排進越南，
使得越南人更失去對中國的好印象，甚至更加深偏見。
提到這些事情，我們不是想要喚起極端的民族主義或是影響貴島與中國大陸的關
係。我們想要傳達的是：台塑在越南投資工作不清楚，沒有責任，不尊敬越南的環境
生態使越南人將台塑和中國視為一體，造成越南人的腦海裡有一個對台灣的不好的影
像！
舉另外一個例子，2014 年五月中旬，中國將鑽井平台 981 進越南的大陸架，造成
一股強烈對抗的浪潮。那時候有千個人攻擊、破壞台塑公司共廠，同時也使很多工人
受傷。為什麼這樣呢？因為台塑在永安投資的過程留下很多不好的印象，所以人們雖
然其實是排中但又攻擊台塑。他們將台塑和中國視為一體！
在現況，加上台塑災難，情形更嚴重。遊行在越南是一件罕見的事，因為政府禁
止及壓迫。不過前一陣子，在越南各地，發生不少次遊行，特別是 10 月 02 日一萬人
在台塑公司門口遊行，讓我們看到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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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各位會站在越南中部人民的位置去瞭解他們：他們的謀生之路正在被擋
住，他們的未來受到威脅，他們的民族被下毒，他們的子女面對一個模糊的未來......
主席先生和各位，你們想像一下：各位如何對待一個天天向自己親愛的子女的飯碗下
毒的人？
台塑其實正在漫步甚至阻礙了蔡英文總統的南向政策，更嚴重的是自由臺灣人的
形象在越南人的腦海裡越來越模糊甚至變得越來越消極。我們相信各位也不喜歡這件
事情！
真心感謝各位的聆聽！
Nguyen Dinh Thuc 神父
天主教榮市教區-台塑越南中部環境受害支援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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