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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變遷與永續發展
— From Perspective of Global Warming 

and Climate Change

Outline and Key Terms
從「不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ce Truth）」談起

「全球增溫與氣候變遷（Global Warming and Climate 
Change）」

「溫室效應（Greenhouse Effect）」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京都議定書（Kyoto Protocol）」

「受碳限制的紀元（A Carbon-Constrained Age）」

“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全球思維，在地

行動」）

結語及對通識教育的省思：本主題在通識教育的角色、什

麼是通識？為何而通識？如何而通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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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願面對的真相」

二十一世紀是“異象”叢生
的紀元！

1999.09.21   921大地震

2001.09.11  911事件

2004.12.26 南亞海嘯 (1)  (2)
2005 Katrina Hurric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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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New York, 
911

Hurricane 
Katrin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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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ricane 
Katrina, 2005

2006年6月，美國
印第安那州天上
降下冰雹，堅固
的冰球硬生生的
打在農作物上，
農夫心疼地除去
受傷的枝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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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多、土石
流嚴重

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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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訊與啟示

「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

「慧星撞地球」

「不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ce Truth）」

The Signs and The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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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rn Hemisphere:
18,000 Years Before Present vs. 

Modern Day

北極冰海：1979 v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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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極熊面臨危機

喪失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

So What? →喪失生態平衡→危及萬物（含人類）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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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溫鹽環流（Deep Ocean Thermohaline Circulation）

深海溫鹽環流和海表面洋流不同，後者為風吹引起與大氣運動密切關連，前者和海溫以及
鹽度之不均勻分佈有關。海表面洋流速度一般可達10m/sec，但是深海溫鹽環流的速度要
慢非常多（mm/day）。鹽度的改變或是海溫的改變都會影響深海環流的正常運作，也對
高緯度地區天氣產生巨大影響。（資料來源：台灣大學大氣系周仲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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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年後大崩解！

What’s Going On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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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WARMING

Be
Worried.
Be VERY
Worried.

時代週刊 2006/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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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內氣溫持續上升，目前正處高峰期。全
球暖化現象趨勢持續。

近年全球屬潮濕年，但長期降雨的增加或減少
趨勢尚不明顯。

豪雨與豪大雨出現頻繁，洪水搭配人為開發多
在易致災區，而致異常天氣的出現多造成嚴重
的災難損失。

聖嬰與反聖嬰在近 30 年內似隨全球氣溫上升
而頻繁出現與持續時間長。

全球氣候真的在變嗎？

北半球過去一千年平均溫度變化，零值代表1961-1990平均值。紅色代表資料來自溫度計，藍色
代表溫度來自樹輪，珊瑚，冰岩芯，或是歷史紀錄。科學家普遍認為二十世紀的增暖主要來自
人類大量燃燒化石燃料製造過多二氧化碳之故。（資料來源：台灣大學大氣系周仲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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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was the warmest year on record
25 January 2006 

NewScientist.com news service 

2005 was the warmest year on record, according to a new NASA report. 
And the year’s record warmth is more notable than previous record-
breaking years as there was no boost from the tropical El Niño 
phenomenon.

The annual analysis by NASA’s 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 
(GISS) found the highest global surface temperature in more than a 
century of instrumental measurements was recorded in 2005. The 
analysis incorporates measurements on land, satellite measurements of 
the sea surface and ship-based analyses.

“Recent warming coincides with rapid growth of human-made 
greenhouse gases,” says James Hansen, who led the study. And the 
warming seen is in line with that predicted by climate models, he says. 
“The observed rapid warming thus gives urgency to discussions about 
how to slow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y Shaoni Bhattacharya

什麼是溫室效應
（Greenhous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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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效應的必要性

溫室效應

– 大氣中若干氣體的存在，使得外太空射
進地球的熱輻射經地表反射回太空時，
有部分被攔截，而造成大氣溫度升高的
效應。

溫室效應是不好的嗎？

– 若無溫室效應存在，地球表面的平均溫
度是 -19°C；因溫室效應的存在，地球表
面的平均溫度升高為 15°C。

過渡的溫室效應造成全球增溫
（Global Warming）所導致的後果

全球氣溫持續上升

全球各地氣候明顯改變

劇烈性異常天氣出現頻率增加、災害損失增加

海水位持續上升、土地淹沒、海岸開發面臨嚴
重之長期威脅

熱浪侵襲、病媒肆虐與疾病蔓延

糧產穩定的疑慮

對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的嚴重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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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增溫導致國家滅亡：
吐瓦魯即將沈入海底！

1978 年 10 月 1 日獨立，改
名為吐瓦魯，意思是八島聯
合。該國在 1979 年成為我國
的邦交國。

全國僅比海平面高 4.5公尺，
近年常遭到海水淹沒。

2002 年向外國求援，紐西蘭
政府已經收留了全國人口一
萬一千人中的一千餘人。

50 年之後將沈入海底。

台灣的氣候變遷與降雨模式：
100年來的變化趨勢

全島氣溫平均上升攝氏 1.4，是全球的 2~3 倍。
在二十世紀一百年，全球平均地表氣溫上升約攝
氏 0.6 度。

台灣的百年氣溫上升是全球的 2~3 倍，不過台灣
都市化、水泥化程度比許多國家高，可能受熱島
效應影響 。

降雨日數在減少中：百年來全台年降雨日數各地
均呈現下滑趨勢，平均減少二十多天

台北原本降雨日：在二十世紀初是 190天 ，現在
降到約 170 天。而台南，上世紀初降雨日 110
天，世紀末約剩 9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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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溫室氣體
(Green House Gases, GHG)

二氧化碳 CO2

甲烷 CH4

氧化亞氮 N2O
氫氟碳化物 HFCs
全氟碳化物 PFCs
六氟化硫 SF6

大氣中的 CO2 濃度急速增高

大氣中的 CO2 濃度：

– 280 ppm in 1900
– 370 ppm in 2000 
– 過去65萬年以來，
從未超過300 ppm

– 每年增加 4%，21
世紀末有可能將為
目前的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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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必須仰賴大量能源（石油、媒、
天然氣）

大量使用能源造成大量排放二氧化碳

造成工業化與生態保育兩難的困境

George W. Bush vs. Al. Gore（2004）

降低全球增溫必須減少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所產生的困境

重新定位人與自然關係

重新認定環境正義的範圍

重新定義現代文明的內涵

重新思考基本環境倫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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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基本概念

「永續發展」的定義

「布朗特蘭報告（The Brundtland Report）」中提出的
對於「永續發展」的標準定義：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既滿
足當代人之需求，又不危及下一代人滿足其需求能
力之發展）

基本原則：公平性（equity）、永續性
（sustainability）、共通性（comm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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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的真正意涵

「永續發展」的主體在「發展」，不是在
「永續」。

「永續發展」的永續指的是環境品質或環
境資源的永續，發展指的是經濟、社會等
的發展，是一種全盤的狀態，並不指某一
種特定主題的「發展」。

「永續發展」的「永續」與企業的「永續
經營」的「永續」截然不同。

「永續」是「可以持續」，
而不是「永遠繼續」

「永續」（sustainable）的意思是「可以存活
的」、「可以持續的」，並不是「永遠繼續下去
的」（forever）的意思！

「永續」在除了台灣以外的華文世界，均翻譯成
「可持續發展」。

「永續 xx」若詮釋為「永續繼續下去的xx」就是
錯誤的！（如，永續漁業）

目前台灣各界常有誤用或不當使用「永續」的情
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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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的誤用！

……政府將優
先核列，以建
構「客家學」
永續發展環
境，讓台灣成
為全球客家文
化研究中心。

2006.10.30 中國時報 A10 版

為了永續發展，我們必須
減少二氧化碳之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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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京都議定書
（Kyoto Protocol）」？

「京都議定書」發展過程

1992年，巴西里約舉行「地球高峰會」

為防制氣候變遷危及環境生態，通過成立「聯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UNFCCC 針對人為溫室氣體排放降低，進行全球性協議。

1997年日本京都，UNFCCC第三次締約國會議

通過具法律效力的「京都議定書」（Kyoto  Protocol）。

規範 38 個已開發國家及歐洲聯盟（即所謂附件一國家）量
化的溫室氣體減量目標。

要求這些國家在 2008 年至 2012 年期間應將其溫室氣體排放
量回歸至該國 1990 年水準，平均再減 5.2％。

2005 年 2 月16 日，「京都議定書」正式生效



22

二十一世紀是
「受碳限制的紀元（A Carbon-

Constrained Age ）」！

「京都議定書」的附件一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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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都議定書」內容

「京都議定書」的目的：
藉由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減緩濃度增加

大氣中二氧化碳
濃度持續增加，
可能達目前濃度
的1.3~2.7倍

積極抑制的目的：
減緩大氣中二氧化
碳濃度的增加，並
期望能達到穩定平
衡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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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思維，在地行動
（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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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自覺與行動：全球思維

覺知（Awareness）：知道溫室效應
與全球變遷

瞭解（Understanding）：瞭解溫室效
應與全球變遷是什麼

態度（Attitude）：對於溫室效應與
全球變遷與相關事務有正向的態度

行動（Action）：對溫室效應與全球
變遷採取積極的因應行動

個人層級的具體作法：在地行動

• 基本原則：儉樸生活
– 使用耗能耗電量較低的物品

– 不購買不需要的產品

– 力行省電生活

– 力行省水生活

– 儘可能使用大眾捷運系統

– 減少垃圾量

– 個人身體環保化
• 頭髮不留長、不常至美容院

• 穿著非石化產品之衣著，不購買非必要之衣物與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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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可以採取的行動

• 閱讀與學習相關知識

• 節約用電

• 騎自行車、搭乘巴士、步行

• 告訴您的朋友與家人關於溫室效應氣體
減量的事情

• 種樹

• 資源回收

• 善用太陽能

• 使用經濟的車輛

• 使用能源之星（energy star）的家電

• 投票給具有環保意識的候選人

結語：對通識教育的省思

「全球（增溫與氣候）變遷與永續
發展」是當今相當重要的一個通識
教育議題，也是十分適合建構全球
視野、本土關懷的思維主題！

什麼是通識？

為何而通識？

如何而通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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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通識教育？

美國：Core Curriculum（核心課程）

日本：綜合教養

中國：素質教育

歐盟：Key Competency（關鍵能力）

台灣：？？？（全人教育？Teachable? 
Learnable? 營養學分？）

What is General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的 General 指的是「普
通」、「普遍」，而不是「通俗」。

General Mathematics、General Physics、
General Biology、General Psychology中的
general，所指的是基礎數學（微積分）、基
礎物理學、基礎生物學、基礎心理學等。

這些 general 所指的是基礎的、核心的、統
整的學問與知識，而不是通俗的常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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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與核心教育的內涵

基礎學術與生活素養（國語文能力、
英語文能力、表達與溝通能力、健全
身心….）
現代公民素養（倫理道德觀念、守法
精神、國際視野、人性關懷、…）

人文素養（博雅涵養）

科技素養（資訊能力）

「通識教育」一詞的再省思：
「通識教育」是「素養教育」

通識教育是「素養教育」（語文素養、

公民素養、人文素養、科學素養…）

在大學教育中扮演「基礎教育」、「核

心教育」的角色！

是所有學生所應具備的能力與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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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素養」？

素養，平日的修養。

《漢書》李尋傳：「馬不伏

櫪，不可以趨道；士不素養，

不可以重國。」

通識教育作為關鍵能力的培育教育:
通識與專業的融合

學習知的能力（Critical Thinking）

學習動手做的能力（Creativity）

學習與他人相處能力（Team Work）

學習自我實現能力（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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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而通識？

通識教育與職場競爭力息息相關：

C = ( K+S ) ^A

C = Competency，是「競爭力」

K = Knowledge，是「一般知識」

S = Specialty，是「專業知識」

A = Attitude，是「態度」

「態度」決定「高度」

如何而通識？

提昇語文（中文、英文）與寫作能力
選修具核心價值與明確學習向度指標的通識科目（文
學、哲學、史學、藝術、社會學、心理學、經濟學、民
主與法治、全球化議題、基礎生命科學、跨領域科目，
如科技發展與人類文明、科學技術與社會（STS）、環
境與生態…等）【避免選修不具知識系統的瑣碎科目：
寵物保健、汽車養護、飲食與人生、戀愛與生活…】
培養實現自我能力（自我要求、決心與毅力）
強化人文素養的學習（美感觀、價值觀、生命觀…）
養成閱讀習慣（終身學習能力）
參與群體活動（與人相處與溝通能力）
養成良好學習態度與生活習慣（ “ If you snooze, you 
lo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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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vs. 通識

「沒有專業沒有前途，

只有專業前途有限！」

Live everyday as if it were the last, because one day it will be...Live everyday as if it were the last, because one day it will be…

「沒有專業的通識是空洞的；

沒有通識的專業是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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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聆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