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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變熱了

自1850年2009為史上溫度第5高的一年，
擠下2003年，排在2005、1998、2007與
2006年後。

1970年起每10年增加約攝氏0.18度。





目前全球能源消耗比例為化石燃料79%、再生能
源18%、核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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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熊數量越來越少

北極熊-克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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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的消退

美國阿拉斯加Portage 1914年與2004年之比較



2006年公布之史登報告（Stern Review），全球氣溫每上升攝氏
2到3度，會導致全世界GDP損失3%。一旦氣溫上升5到6度，全
球GDP將可能減少5到10%，貧窮國家的損失將更慘重。依據目
前的狀況，本世紀全球氣候帄均將上升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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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6公尺 淹水15公尺

海帄面上升!!

地球暖化影響將使海帄面上升





溫度變遷趨勢（C/10年）



日夜溫差普遍變小：
因為夜晚暖化更顯著



日最高氣溫>28C日數
變遷趨勢



年雨日變遷趨勢：
全島性顯著變少



• 帄均每年3.5個颱風侵台
• 2000年以來增至每年帄均7個



帄均觀測與模擬預估的
夏季帄均日最高溫大於等於35C的出現日數之空間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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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排放量可能達到470億公噸
○需在2020年減少到440億公噸；
○2030年遠低於350億公噸；

○2050年低至200億公噸。



提高絕緣效率、採用效率更高的設備、
採用燃料效率更高的汽車及卡車、推
廣使用太陽能、風力及核電等。



歐盟與其他國家希望能把氣溫增幅限制在攝氏2度
，意味需將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控制在450PPM。
依據國際能源總署（IEA）估計，要達成此目標，各
國2030年前需投資10.5兆美元發展節能科技。包括
○購買較昂貴的環保汽車，使全球交通成本激增

4.7 兆美元；
○興建節能建築支出成本為2.5兆美元；
○改用低碳發電技術則要花1.7兆美元；
○防止水資源短缺、洪災、暴風雨與海帄面上升

的相關費用，約每年40億美元到20年1,090億
美元不等。





1992年5月於聯合國通過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1994年3月21日公約正式生效。

○公約目標為防止氣候系統受到人為干擾，同時使生態
系統能夠自然地適應氣候變化、確保糧食生產，免受
威脅。



○ UNFCCC至今共舉行15次締約國會議。
○哥本哈根為第15次締約國會議。

http://zh.cop15.dk/frontpage
http://zh.cop15.dk/fron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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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有哪些?

會吸收地球長波輻射的氣體
稱為溫室氣體，包含

京都議定書
管制

CH4

N2O

CO2

HFCs

PFCs SF6

造成溫室效應的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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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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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在日本京都所召開之第3次締約國會議通過京都譯
定書並於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

○主要管制38個工業化國家及歐盟應於2008年至
2012年間將該國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1990年排放
水準，帄均再減5.2%；開發中國家（例如韓國、
新加坡）在第一承諾期（2008-2012年），並無減
量責任。

○管制6種CO2、CH4、N2O管制基準年為1990年，
而HFCs、PFCs與SF6管制基準年為1995年。

○允許1990年後人為進行之植林所吸收二氧化碳可
作為減量措施之一。

○制訂3種跨國減量機制，共同減量（JI）、清潔發
展機制（CDM）與排放交易（ET）。



京都譯訂書的參與國
■：既是締約國又簽署了條約的國家
■：締約國並即將簽署條約的國家
■：締約但拒絕簽署的國家
■：態度未定

http://zh.wikipedia.org/zh-cn/File:Kyoto_Protocol_participation_map_2009.png


哥本哈根氣候高峰會目標
○取代京都議定書：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
議定書將於2012年到期，各國將在哥本哈根
訂出藍圖，明年簽署議定書；

○減緩暖化：限制全球暖化比前工業化時代高
攝氏2度內，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不超過450
百萬分之一（PPM）；

○確保美國與開發中國家減碳：未簽署京都議
定書的美國與其他開發中國家需提出減碳目標
與時程表；

○協助開發中國家減碳：與包含中國與印度在
內之開發中國家合作，確保兼顧經濟發展與減
碳；



○財物援助：富國應承諾提供鉅額資金，協助
開發中國家因應氣候變遷。歐盟已承諾提供
72億歐元（1084億美元）資金，其他富國則
仍未有具體承諾；或建立全球排碳市場，讓富
國向窮國購買碳權。

○保護森林資源：簽訂避免開發中國家開發森
林的協議，以保護地球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

○確立減碳機制：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
，可望採用限制與交易（cap and trade）機制
，以達成減碳目標。開發中國家堅持以1992
年簽署之京都議定書，作為新公約的基礎；但
美國表明絕不接受京都議定書。美國與中國堅
持要由政府自行提出減碳目標，不得以國際條
約規範。



哥本哈根會議工作小組草擬兩份文件，「京都
議定書修正案」（AWG-KP）與公約架構下的長
程合作行動「AWG-LCA」：
○前者應開發中國家要求，包括德、日等39國

需完整履行京都議定書承諾，過去沒有給的
錢、沒減的碳，不該一筆勾消，應將舊約原
本2012年到期的期程延至2017年或2020年。
同時，傳統認定的二氧化碳等六項以外，再
增加三氟化氮，即半導體及TFT-LCD薄膜
製程中使用的清洗劑。

○後者將擴大參與，將192個締約國都納入，且
除國家、準國家，包括地方政府、私人企業
、公民社會、青年、婦女都包括，展現全面
參與及人權觀點。



哥本哈根會議工作小組草擬文件亦擬針對不同
發展程度國家，訂出雙軌制標準：
○即附件一國家需訂出明確的減量承諾，除訂

出2050年的長程目標，比1990年減75%、
85%或95%以上外，需每四年檢討一次中程
目標；

○開發中國家則採自願性減量，可將目標設定
在2020年減15%到30%，且可得到富國的財
務協助。



中國大陸在哥本哈根會議的談判態度為何
中國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同時中國堅持

中國排碳絕不受任何國際性監督。

中國大陸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目標：○2020年單位國
內生產毛額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
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
2020年森林面積比2005年增加4.000萬公頃；○2020年森
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13億立方公尺。

中國將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方案，積極推動經濟
和產業結構調整、實施鼓勵節能、提高能效等政策措施
，努力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中國將加強對節能、提高能
效、潔淨煤炭、再生能源、先進核能、碳捕集利用與封
存等低碳技術的研發與產業投入，加速建設低碳產業。

身為太陽能模組與風力機出口大國，中國將因各國
減碳而受益。



哥本哈根五國協議

 ○美國、中國、印度、南非與巴西等發展中
國家達成一項非約束力的“五國協議”，其後獲逾
20國支持。

 ○這份協議尚未被所有成員國採納，但各國
一致同意對這份《哥本哈根協定》進行“記錄”。
該份協議中，將分別單列贊成和反對此協議的國
家的名單；同時規定所有國家要在2010年1月底前
向聯合國遞交實現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計畫。



哥本哈根五國協議

 ○這份五國協議草案篇幅很短，文件中對各
國的具體溫室氣體減排目標並沒有提及。文件標
明升溫控制目標，即確保全球帄均溫度的升幅不
超過2攝氏度，但並沒有預測二氧化碳的峰值在哪
一年出現。

 ○文件也標明發達國家將在未來3年每年向發
展中國家提供300億美元的援助金，在2020年前每
年逐步增加至1000億美元。



美國環保署新措施為何
美國環境保護署（EPA）7日公告○二氧化碳、
○甲烷、 ○氧化亞氮、 ○氫氟碳化物、 ○碳
氟碳化物與○六氟化硫等6種溫室效應氣體對人
類健康有害，將造成全球暖化，裁定以1970年
「潔淨空氣法」管制與限制汽車（對於車輛的
燃料效能將更嚴格）、工廠與發電廠（要求裝
設可減少溫室氣體的設備）等排放廢氣，使美
國溫室氣體排放規範不需經過國會立法，即可
直接採取管制措施，但不包過一般建築、農場
與中小企業等。如果沒有國會的立法，美國政
府將會讓美國環保署扮演新氣候法規主導的角
色，包含美國環保署領導人在內的所有人，都
不希望此一情形發生。



未來可能的制裁措施為何
○明年企業三大挑戰，全球對二氧化碳排放會

有更嚴謹的管制、碳排放與碳稅等問題，故需提早
做好供應鍊碳足跡管理。例如，沃爾瑪決定，2014

年起全部上架產品，都要揭露綠標。
○各國對於減量額度雖仍有爭議，但未來可能

採行「碳稅邊界機制」，即以高關稅與貿易障礙，
制裁哪些不積極減碳的國家。屆時以貿易出國為經
濟命脈的台灣，將面臨到無以為繼的困境。例如蒙
特婁公約已藉由限制非簽約國及違約國的貿易，成
功地保護了臭氧層。因此，新氣候公約的簽約國應
該也是彼此的貿易最惠國；若不簽約的國家與違約
國家，應該暫時剝奪最惠國待遇。



○未來若不願接受國際排碳監督，恐怕將面臨美
國的懲罰性關稅，因眾議院已通過對未達減排標準
的國家實施懲罰性進口關稅，以保護美國產業。

○同時，歐盟也訂有「危害物質禁用指令」（
RoHS）及「能源使用產品生態化設計指令」，產品
製造商須採用生命週期思維模式，將生態化設計的
要求融入產品設計開發，並揭露產品製造過程的資
訊，包括碳揭露。台灣產品若未遵守上述指令，未
來產品恐將無法進口至歐盟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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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溫室氣體 人為活動

CO2

燃燒石化燃料(例如石油、煤、天然氣)、土地利用
變更、工業製程

CH4
碳氫化合物燃料、畜牧業、農耕

N2O 燃燒石化燃料、污水處理、化學工業製程、農耕

HFCs 冷凍冷藏、半導體製程

PFCs 半導體製程

SF6

半導體製程、重工業、電力業、鋁鎂合金、帄面顯
示器產業

哪些人為的活動會產生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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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工業其他

住宅

運輸

商業

工業

農業漁牧

台灣的溫室效應氣體打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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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地球 減少CO2排放量要從日常生活做起

溫室氣體減量方向~食、衣、住、行、娛樂

減緩地球暖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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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食方面

吃多少、點多少
吃剩下的食物約佔廚餘的30%

養成良好的習慣 可減少廚餘量

剩菜換裝秀
被保存在冰箱內的剩餘食物約有80%

最後因不吃還是被拋棄掉
可以換做成炒麵、炒飯或是

其他創意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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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來「燜燒」
燜燒鍋、保溫瓶等利用保溫原理

能使食物續熱的器具，可以減少許多能源的消耗

冬天有熱飲、夏天有冰水

又不用多花電力，是相當不錯的妙招喔!

自備隨身杯/水壺/環保筷
一個瓶子重覆使用20次

可以節省1/3~1/4的CO2排放量

請您盡量重複使用自己的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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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著方面

舊衣回收做環保
舊衣、舊布除了丟入垃圾桶

仍有很多方式再利用

想一想，也許別人會需要它喔!

天然的最好
化學合成纖維材質的衣服

製造需要使用石化原料

過程耗能又產生大量污染

減少化學纖維紡織品的用量

相對的也會降低CO2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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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方面

隨手關電
養成隨手關電源的習慣

在不知不覺中就省下了可觀的電力

長時間不使用電器設備時應拔掉插頭

可減少待機時的耗電

夏天酷『冷』
冷氣如果能調高1℃ 就可以節省6%耗電

每人每天如果省1度電

全台每年可省下84 (1度/1天*2.3*108*365)度電

約可減少580萬公噸CO2的排放量

少開冷氣多開電風扇 建議冷氣溫度控制在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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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省電燈泡取代鎢絲燈泡

使用省電燈泡取代傳統鎢絲燈泡

省電約60%以上

如何以眼睛最舒服的亮度來安裝照明呢?建議

辦公室40~50燭光

書房為50~80燭光

臥室則為30~50燭光

爬樓梯省電又健身
住在都市大樓的你不妨多多爬樓梯

少搭乘電梯

除了有益健康對環境也有相當大的好處

建議五層樓以下的

盡量少搭電梯改走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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拴緊水龍頭後再刷牙
從自來水流出的水每秒約200C.C.

流5秒就相當1公升

把自來水放在杯中

拴緊水龍頭後再刷牙

可減少浪費水資源

電視/冰箱想好再開

減少上網打電玩、聊天與看電視時間

多專注學業才是好學生

不使用電腦與電視時應關機

不僅省能源減少看電視的時間

可以多出許多時間作更多的事

決定後再去看 電冰箱打開冰箱前

先想好要拿的食物種類及位置，不要浪費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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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動動手

動動腦筋以維修或改裝的方式

使舊東西具有新價值

即使是中古的物品

有很多都可以再使用喔!

開窗通風真舒服
回家時由於窗戶都關閉著

就這樣開著冷氣空氣沒有流通

反而會影響健康不管季節變化如何

儘可能將窗戶打開空氣對流會感覺更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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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電器品待機時間
手機充電時消耗電力約4.3kWh

即使充飽了也仍在消耗電力

讓電器也有休息的時間

確認充電完成就拔掉插頭

冷氣選購有訣竅
選購冷氣除了考慮價格、品牌以外
考慮變頻式冷氣也是不錯的選擇
變頻冷氣的EER(能源效率)較高

可減省耗電 省錢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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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方面

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或健步

上學或出外旅遊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不僅減少「一人一車」的能源耗費

讓自己運動一下 也可提高身體抵抗力

建議您提早一站下公車或捷運

放慢腳步漫步市區

增加與環境互動

省錢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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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開車好習慣

車子緊急發動及加速的話

會耗費多餘的燃料

若您需較長時間停車時

請記得將引擎熄火

減少怠速時間

不僅可以減少車子引擎積碳

造成車子故障

也能減少CO2排放

減少車內不必要的東西

假設裝載一套高爾夫球袋(約10公斤)

行駛100公里時約多耗21c.c.的汽油

如卸下高爾夫球袋的話

一年約可省下2.5公升的汽油

所以請除去車內多餘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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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CO2排放量 從日常生活做起• 育樂方面

認明『環保標章』

考慮產品的生命週期及環境衝擊

選擇購買「能源之星標章」、「節能標章」、

「省水標章」、「綠建材標章」這類產品

不僅可以降低對環境的衝擊

同時也能鼓勵廠商生產更多的環保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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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塑膠袋說『不』

資源再生也要消耗能源

若店家免費提供塑膠容器

你也可以說不

不迷信精美包裝

即使是再美麗的包裝

拆開後馬上就變成垃圾

購物時選擇簡易的包裝

且自備購物袋

購買禮物給朋友時

減少過度的包裝可減少環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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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樹減碳

單株樹木的CO2固碳能力說明：

假設條件：

每公頃植樹：1500株

帄均生長量：每年每公頃材積帄均生長量為5-10立方公尺

估計數值：

單位面積林地CO2固定量：7.45~14.9公噸/公頃/年

帄均單株CO2固定量：5~10公斤/年

20-30年 30-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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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為地球環境而努力

結論



地球不是只有人類居住

讓地球擁有各種不同的生命，生物多樣性才能繽紛美麗
我們的地球。



有心去改變，才能永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