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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資料夾一 

背景資料 -- 全球暖化 

自 20 世紀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已導致地球大氣層中二氧化碳量急劇上升。工

業化進程中的化石能燃燒的後果正在將世界推向氣候災難。 

全球變暖使得極端氣候的發生更為頻繁。過去北半球有史以來經歷過最熱的十年，

有九年是自 1995 年以後發生。2003 年在歐洲，熱浪、乾旱和森林大火導致將近三

萬人喪生，而僅農業的損失就達到了 130 億歐元。 

氣候變化對經濟來說也是個災難。2003 年，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損失消耗了世界經濟

600 億美金之多。全球最大的再保險公司 Munich Re 對自 1950 年至今的因氣候轉變

而帶來的經濟損失進行了分析，發現每十年這一數字就翻一番。如果繼續以這個速

度增長，氣候變化所造成的損失會最早在 2065 年超過全球生產總量。根據世界衛

生組織，目前全球每年有 16 萬人喪生於由氣候變化所導致的極端氣候，疾病或營

養不良。預計這個數字到 2020 年將翻一倍。其他的研究預測，如不趕快採取行

動，100 萬種動植物將滅亡。 

在全球暖化的警鐘聲下，2005 年 2 月 16 日起

已生效的《京都議定書》帶來了一線希望。

《京都議定書》旨在避免災難性的氣候轉變，

被公認為國際環境外交的里程碑，是第一個具

有法律約束力的要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條

約。《京都議定書》規定在 2008 年至 2012

年，《京都議定書》附件一國家（包括所有發

達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共有 36 個締約國）

需要將溫室氣體總排放量在 1990 年的基礎上

削減 5.2%。 

你認為全球暖化應該是由誰去負責任？是已發展的經濟強國？抑或是發展中步向工

業經濟的發展中國家？環保團體又主張怎去處理這問題？你個人又有甚麼意見？ 

資料來源：綠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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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資料夾二 

《京都議定書》是否能有效解決全球增溫？ 
 
全球增溫是現今全球各國最關注的問題之一，有傳美國的《時代雜誌》可能把本年度的「年度風

雲人物」定為大自然，從中可見全球人類對全球增溫的重視程度正在不斷增加。為了解決全球增

溫，各國在 1992 年由聯合國 193 國成員國通過了《聯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一個附加文本，

但這公約並沒有規定任何具體指標。為了更有效解決這問題，35 個主要工業國家在 1997 年在日

本京都召開大會，制定了《京都議定書》，--- 全名為《（聯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都議定

書》。 
 
定義： 
《京都議定書》在 1997 年議定，其內容是按照每個國家的情況，制定減少二氧化碳排放量的具體

指標。這個議定書規定，到 2010 年時，所有發達國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 5 種溫室氣體的數量，要

比 1990 年減少 5.2%，發展中國家沒有減少排量的義務。到了 2012 年時，全世界的溫室氣體排放

量必須比 1990 年的排放量減少至少 5.2%。《京都議定書》在 2005 年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全球

共有 141 個國家和地區簽署了該議定書，其中包括 30 個工業化國家。 
 
全球增溫 
溫室效應本應是一個自然現象，自古以來就存在於地球。如果地球沒有大氣，在輻射平衡狀態

下，地球表面的平均溫度約為 -18°C。大氣的存在使地表氣溫上升了約 33°C，溫室效應是造成此

一溫度差距的主要原因。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容許太陽的輻射短波(short wave radiation)穿越大氣，

但卻阻擋輻射長波(long wave radiation)的能量散失，於是地表及對流層溫度便會升高。溫室效應

本應是維持全球生命的重要條件，但在工業革命後，人類的工業活動使用大量化石燃料如煤和石

油，並製造了大量的二氧化碳。除了二氧化碳外，甲烷、氧化亞氮、氟氯碳化物( CFC )等氣體亦

隨人口的增長及經濟活動頻繁而增加。由於溫室氣體的含量迅速增加，令全球增溫情況加劇，最

後導致生態失衡。 
 
有效 
有效這詞含有「含混」意思。而溫室效應本應是一自然現象，但全球增溫卻令這現象加劇。本文

所謂的「有效」是指溫室氣體的排放量能按照《京都議定書》的協定，在 2012 年時，全世界的溫

室氣體排放量必須比 1990 年的排放量減少至少 5.2%，從而增溫的速度得以減慢。 
 
基於《京都議定書》的內文、各國是否落實執行、參與國的代表性以及議定書本身的規限，只靠

《京都議定書》是未能有效解決全球增溫的。 
 
由於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程度不一，故《京都議定書》採取下列三種“協作”方式：一、國際排放

貿易(IET)是指發達國家相互轉讓它們的部分“允許的排放量”；二、聯合履行(JI)是在發達國家之間

通過投資項目的方式獲得低價的“減排單位”；三、清潔發展機制(CDM)是指難以完成削減任務的

國家，可以花錢從超額完成任務的國家買進超出的額度。 
 
其中 CDM 方式主要是協助工業國家(較發達國家)達致減排的成效。因為大部的工業國家，如英國

自工業革命後，大量依賴化石燃料發展經濟。自 1997 年簽定《京都議定書》，至落實執行的

2005 年內，大部份的工業國難以在短時間內迅速減少排放溫室氣體。故議定書容許工業國可對發

展中國家購買剩餘的排放量。但較發達國家在購買餘額的同時，亦要協助該國發展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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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方案在表面上確實能達致雙贏局面，在不影響工業國家發展經濟的同時，亦能協助欠發達

國家發展可再生能源。但該方案對減少全球增溫的成效實在不大；例如中國在 2012 年前都不需要

承擔減排義務，因此在中國境內所有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量，都可以按照《京都議定書》中的

CDM 機制轉變成有價商品向較發達國家出售。故意大利、荷蘭、加拿大、英國等發達國家企也很

願意在華購買減排額，因為成本能節省 5 倍至 20 倍；另一方面較發達國家亦需要向發展中國家轉

移資金、技術，以履行《京都議定書》規定的義務。但根據澳洲摩納什大學的研究指出，CDM 談

論了這麼多年，較發達國家只集中在售買排廢餘額，對於技術轉移及投資可再生能源幾乎沒有任

何方案在實施之中。如果要求中國按照《京都議定書》在 2012 年同時需要減少排放，經濟發展一

定會受到危害。因為現時國內大力開發含豐富天然資源(能源)的「大西北」，並在西北部大量興

建發電廠，但該處的能源卻以煤及石油為主，而中國最近發表計劃新建 562 座發電廠，佔世界總

數的近一半，新建的發電廠所產生的溫室效應氣體，將是《京都議定書》減少排放目標量的 5
倍，如果中國不改變未來經濟發展方向與形式，那麼《京都議定書》內議定的減排量還有機會落

實嗎？ 
 
發展可再生能源，所花的時間、資金和技術一定比發展非再生能源的多，但若中國長期依賴平價

的火力發電、滿足於售賣剩餘排放額的龐大利益、較發達國家不熱忱於技術轉移，很難想像中國

在 2012 年後能符合《京都議定書》中的減排額。現今距離 2012 年只是八年光景，以現時中國的

發展來看，很難保證中國西北及西南地區能有足夠的時間、資源、技術或地利條件來發展可再生

能源。此外，中國人一向以個人或家為本體，要人民在享受個人經濟利益的前提下，如何要求中

國人超越小我的立場，而顧及到全人類與地球的大我立場？相信較難做到。中國政府現時以發展

經濟為重，到了 2012 年，很難確保中國的領導人會像美國總統布殊一樣，以經濟發展為理由，退

出《京都議定書》。 
 
再者，《京都議定書》只是國際間的一項協議，也可以說是國際間的公義協議，但卻沒有法定效

力，若有任何國家退出該議定書，國際間亦沒法對該國實施任何懲罰。以美國為例，布殊在 2001
年退出《京都議定書》後，聯合國亦沒法對美國實行任何制裁。 
 
另一個原因令《京都議定書》未能有效控制全球增溫，就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美國在

2001 年退出了《京都議定書》協議。當時美國提出的理由，一是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和全球

氣候變化的關係“還不清楚”；二是《京都議定書》沒有要求一些發展中國家承擔減排義務，發達

國家單方面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沒有效果”。 
 
在西方的科學家，也有著同樣的看法，認為溫室氣體的排放量與全球增溫之間的間係還是“還不清

楚”。因為科學家在南北極地區進行了冰芯鑽取研究，該研究發現在 13 萬年、24 萬年、33 萬年附

近，還有三個高溫期。若現在的全球增溫可歸咎於二氧化碳含量增加而，那三十多萬年前的高溫

期又是什麼呢？ 
 
其實科學家的觀點其實也有問題。在三十多萬年前的高溫期現在雖然不能解釋，但並不能就此否

定二氧化碳與全球增溫之間的關係。因為全球增溫可能由多個原因造成，而二氧化碳含量提高而

造成全球增溫只不過是其中一個關係。過去沒有大量二氧化碳排放而又造成全球增溫就可能說明

在二氧化碳以外，還有其他原因的存在。故要推翻二氧化碳與全球增溫的關係，理據可能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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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政府的第二項反對理據，有效解決全球增溫是否真的會沒有效果呢？解決全增溫的爭辯

有兩大的不同立場。以美國為首的較發達國家認為全球增溫既是全球性問題，理應是「人人有

責」，故欠發達國家也應承擔共同負任。但另一方面，欠發達國家認為大部份的溫室氣體主要是

因為較發達國家大量排放而造成，故依照「用者自付原則」，較發達國家要負責較大的責任。再

加上欠發達國家本身的資源及技術不足，而未能在解決全球增溫作出貢獻，故欠發達國家可在較

後時間才需要承擔減排義務。 
 
但依照現時各國的排放量來計算，美國的排放量佔全球總排量超過 20%，若美國沒有簽定《京都

議定書》，成效就會減少五分之一。更重要的是大部份的欠發達國家的工業發展正在迅速增長，

根據估計欠發達國家在 2010 年的排放量便會超越美國。若欠發達國家不需承擔減排義務，那時地

球的排放量一定會超過現今水平。此外，全球各國要在 2012 年全面推行減排計劃，但如上文所

說，欠發達國家普遍以成本較便宜的火力發電來推動工業，發展可再生能源在選址上及技術上也

存在問題，再加上較發達國家對落實投資可再生能源並不熱衷，美國認為《京都議定書》“沒有效

果”也不是沒有理由。 
 
環保人士認為在欠發達國家不一定要發展工業，也可以達致經濟增長。他們以新西蘭及芬蘭為

例。新西蘭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他們的外銷乳製品及羊肉量分別佔全球三分之一及五分之

三。該國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亦能做到保護自然景觀及生態系統。再以芬蘭為例，芬蘭是歐洲

「最綠」的國家，森林覆蓋率高達 69%；該國以發展新科技產業(諾基亞（Nokia）成功的案例)來
取代大規模的工業化。這種發展策略證明經濟發展與維護綠化可以並存，而避免了工業化造成的

污染。 
 
在欠發達國家是否可以像上述兩個例子般成功呢？要像新西蘭及芬蘭般發展環保農業及高科技工

業，先決條件是有足夠的經濟基礎，因為環保農業及高科技工業都需要大量資金及時間作研究。

但欠發達國家的經濟基礎欠穩，大部份人民都生活在貧窮線以下，而教育亦未能普及，要像上述

兩國般發展經濟而不靠工業，相信會很困難。工業發展在很多欠發達國家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

色，因為工業發展需要大量的廉價勞工，而工廠工人所需的知識水平亦較低，故可以在欠發達國

家中提供大量就業機會，從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正如新西蘭的農民有 65%存有大學學歷，從這

樣的數據便可以說明要發展中國家推行無污染的經濟發展，還有很遙遠的路要走。 
 
最後，大家也明白要有效地解決全球增溫，只靠《京都議定書》是不足夠的。其實議定書只是不

過是治標方案，而不是治本。《京都議定書》主要是限制各國的排放量，而不是限制各國的排放

行為。它並沒有解決人類經濟與環境發展所產生的衝突，也沒有積極地尋找替代方案。正如歐洲

各國為了繼續保障自己的經濟發展，只會考慮從發展中國家購入餘額而不是積極的減少己國的排

放量。此外，《京都議定書》所關切注的問題也只限於二氧化碳排放量上，對保護雨林、海洋、

草原、海陸生物；對解決各方面的污染問題、核子污染、化學武器及化學原料等也未有包含。我

們需要明白影響全球性問題的並不單只有二氧化碳，上述的問題也無時無刻地威脅全球人類的生

存，莫非要像全球增溫問題一樣迫在眉睫，各國才開始去討論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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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活動：通識論壇 

全球高峰會議：分析全球暖化問題 

全球暖化已成為熱門的討論題目。 

世界氣象組織總結去年的氣候現象指出，2005 年是有記錄以來第二個最熱的

年份，各地亦出現多個旱災、水災和颶風等極端現象。 

傳統能源使用過程中會產生污染氣體，其中最常見是二氧化碳（CO2）。二氧

化碳連同其他溫室氣體一起將熱量包裹在大氣中，引起全球變暖。自 20 世

紀，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已導致地球大氣層中二氧化碳量急劇上升。工

業化進程中的化石能燃燒的後果正在將世界推向氣候災難。 

全球變暖使得極端氣候的發生更為頻繁。過去北半球有史以來經歷過最熱的

十年，有九年是自 1995 年以後發生。2003 年在歐洲，熱浪、乾旱和森林大火

導致將近三萬人喪生，而僅農業的損失就達到了 130 億歐元。 

在香港即將召開一個全球高峰會議，邀請世界各地的代表就以下問題作出探

討，期望就全球暖化問題上作出具體的行動，減低對地球的影響。 

 

會議成員 

 

成員一：國際環保組織 (綠色力量) 

成員二：發展中國家代表 (中國) 

成員三：已發展國家代表 (美國) 

成員四：《聯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都議定書》草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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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第一部份： 

=============================================================================== 

先全組一同瀏覽下列網站，認識甚麼是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過程一： 先到香港天文台，找出今天的氣

溫     http://www.hko.gov.hk/wxinfo/currwx/currentc.htm 

過程二： 在香港天文台的網站，你可否找出近 100 年同一日的氣溫？和今天的氣

溫相比，有甚麼改變？ 

http://www.hko.gov.hk/wxinfo/climat/specialday/html/select_c.shtml 

                      這是一個甚麼現象？ 

過程三： 

認識全球變暖：

http://www.energyland.emsd.gov.hk/chi/energy/envir_global.htm 

香港生物網 ：      

http://resources.emb.gov.hk/biology/b5/environment/enviro/global_warming.
html 

氣象萬千：救救地球    溫室效應，全球變暖，如何拯救地球?  

收看                

=============================================================================== 

第二部份： 

過程四：你們又可否指出，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會帶來甚麼影響？ 

成報：21 世紀末香港或被淹沒 全球升溫 兩極融化 

 http://www.singpao.com/20050212/local/6737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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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全球變暖令瑞士冰川加速融化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004-11-16/YM-330438.htm 

BBC Chinese online：氣候變化導致飢餓世紀降臨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1178000/11787122.stm 

BBC Chinese online：海平面上升引起擔憂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739000/7391012.stm 

================================================================================ 

第三部份： 

每位組員均會扮演一個角色，就其角度去了解全球暖化這

現象，準備參加將會在香港舉行的全球高峰會。 

過程五： 

組員一：國際環保組織 綠色團體  

• 綠色力量    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ch/campaigns/stop-climate-change  

綠色團體怎樣看全球暖化這現象？ 

組員二：發展中國家代表 (中國) 

• 全球化有利/不利發展中國

家    http://www.whkonline.com/urusai/debates/contents/globe.asp  

• 京都議定書懸劍中國電

業    http://www.people.com.cn/BIG5/huanbao/1072/3182635.html  
• 《京都議定書》今日生效 我國經濟將受到影響 

http://www.chinatibetnews.com/BIG5/channel2/29/200502/16/33800.html  
• 《京都議定書》一種壓力，一個機

遇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0551/3189476.html  

發展中國家怎樣看全球暖化這現象？ 

組員三：已發展國家代表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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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 Chinese online：美國承認未能大量減少污

染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846000/8462632.stm  

• 中國人民網：美國溫室氣體排放量去年增長 2％

http://world.people.com.cn/BIG5/41218/3958321.html  
• 大公網：美明年將撥 58 億美元減 CO2 排放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004-

12-15/YM-342164.htm  
• 中國網：英女王請布萊爾勸說布希：美國不能坐視全球變暖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jdyds/787105.htm  
• BBC Chinese online：美國反對    制止全球變暖協

議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1248000/12485292.stm  

• BBC Chinese online：工業國環保政策嚴受抨

擊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1034000/10341382.stm  

已發展國家怎樣看全球暖化這現象？ 

組員四：《聯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都議定書》草委 

• 京都議定書  

http://zh-
tw.askmore.net/%E4%BA%AC%E9%83%BD%E8%AD%B0%E5%AE%9A%E6%9B%B8.htm 

• 《京都議定書》今日正式生效 成果來之不易                

• http://www.people.com.cn/BIG5/huanbao/1072/3179826.html  
• 《京都議定書》生效成定局     
•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004-10-24/YM-320948.htm  

• BBC Chinese online    全球氣候協議終成泡影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1060000/10607062.stm  

• BBC Chinese online  國際氣候大會依然陷入僵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1037000/10370422.stm  

• 環保促進會    京都議定書正式生效     

• http://www.greencouncil.org/web_chi/publications_articles.php?id=4&art_id=290  

• 背景分析－京都議定書的爭議與妥協      
•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SD/090/SD-R-090-024.htm  

• 拒絕執行《京都議定書》 美國又惹眾怒      

• http://www.bjyouth.com.cn/Bqb/20010331/BIG5/4569^D0331B0701.htm  

• 朱鎔基宣布：中國核准《京都議定書》 

•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002-9-3/_IN-48971.htm  

《京都議定書》草委怎樣看全球暖化這現象？ 

已發展國為什麼會反對？發展中國家又為什麼贊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