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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要把低碳「進行到底」 ?
舒緩全球變暖，減低氣候變化的影響。

跨學科連線

通識

家居節能

我們要提倡低碳生活，就應該選
擇有 1 級和 2 級能源效益標籤的
節能產品。
增潤知識

見《能源與環境 II》

「低碳」一詞早在 21 世紀初就已出現，但直到 2009 年
12 月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召開後才開始流行起來。與之相
關的「低碳經濟」、「低碳生活」、「低碳社會」、「低碳城
市」等名詞不絕於耳，各行各業也開始以「低碳校園」、「低
碳環保」、「低碳網絡」、「低碳社區」等作為潮流和時尚生
活方式的新標籤。
所謂低碳，是指通過一些方法和措施，使得人類生產和生
活過程中向大氣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氣體大大減少。這是人
類追求更健康、更自然、更安全的生活方式的必然趨勢，同時
也意味着低成本、低代價的生存。當今，對生活在地球上的每
個成員而言，低碳既是一種生活態度和需要，更是一種社會責
任。「今天你低碳了麼？」儼然已成了倡導低碳行動強有力的
號召語。
近 100 年來，全球變暖大大加速，超過了過去幾千年的總
和。究其原因，大氣中温室氣體的增加是全球變暖的主要原
因，其中二氧化碳濃度的持續增高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高
碳」現象主要和人類活動有關，一方面，工業化帶來的大量耗
能機器高速運轉，石油、煤炭、天然氣等化石燃料被大量燃
燒，全球數以億計的汽車每天排放着含碳的廢氣，直接導致了
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持續升高，城市化進程加快和人口增長也
間接地影響到環境中二氧化碳濃度的增加；另一方面，森林被
大量砍伐，地球吸收二氧化碳的「綠肺」大大萎縮，使得二
氧化碳難以被「消化」。這都使得地球越來越熱，最終「發
燒」，海平面上升、氣候異常、海洋風暴增多、土地乾旱、沙
漠面積增大等，都是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嚴重後果。
「高碳」引發的地球氣候危機是顯而易見的，正是因為人
類已經經歷和面臨着這些危害，所以才要努力實行低碳措施，
將低碳「進行到底」，這樣才有可能緩解地球的「病症」。
（沈仙霞 張遠）

温室效應的加劇使一些土地長期乾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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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要計算「碳足印」?
找出我們的日常生活是否浪費能源。

專題研習室

計算自己的碳足印
瀏 覽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會「 氣 候 正
能 量 」 網 頁（www.climateers.
org），使用「碳足印計算器」計
算一下自己去年和上月的碳足
印，並為自己度身訂造減碳貼
士，實踐低碳生活。

如果稍稍關注一下我們每天的生活過程，就會驚訝地發
現，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們的一舉一動，無一不在產生着
二氧化碳。早晨起牀梳洗要用水，早餐要用小電器，出門上
班上學要乘車，工作和學習環境要用電，吃飯購物有耗費，
到了晚上要照明，要看電視，要開冷氣機，要使用電腦、洗
衣機，至於雪櫃，更是一天 24 小時開啓……可見，我們的
生活似乎每時每刻都留下了消耗能量、產生二氧化碳的「痕
跡」，這就是我們說的「碳足印」。
每個人的生活方式不同，每天的生活內容也不同，因此
會留下不同的「碳足印」。如果以二氧化碳為標準來計算個
人的「碳耗用量」，二氧化碳製造得越多，「碳足印」就越
大。
如何才能知道每個人的「碳足印」大小呢？有一種「碳
足印計算器」，分為衣、食、住、行、用等幾個計算部分，
只需要簡單輸入，就可以得出我們日常生活中
哪些行為分別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通過
計算「碳足印」，可以經常提醒自
己關注碳減排，鼓勵我們養成低
碳的生活習慣。同時，通過計算
自己的「碳足印」，還可以
採取彌補措施，因為「碳足
印計算器」還有另外一個神
奇的功能，就是可以計算出
各種行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需
要種多少棵樹來抵消，也就是所謂
的「碳中和」。
計算「碳足印」只是起到一
種警示的作用，目的是將我們
的生活導向真正的低碳生活。
（景卓鑫 張遠）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為港人度身訂造的「碳足
印計算器」手機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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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地下水被污染後很難恢復 ?
擴散範圍大，加上環境封閉。

2008 年 5 月，北京市環保部門得知，有人向永定河古河
道的沙坑裏傾倒大量污泥，而那裏正是北京市地下水水源保護
區。經調查發現，傾倒物是來自北京市兩個污水處理廠產生的
污泥，這些污泥在沒有採取任何處理措施的情況下被直接傾
卸，幾年間已先後達 6500 餘噸。污水處理後的污泥中，含有
多種重金屬、有毒化合物、病原體菌羣等大量有害有毒物質，
這些有害物質看似只是堆積在乾涸的河牀上，其實卻會隨着雨
水滲漏，對地下水產生嚴重污染。而要治理這些多年累積的污
泥以及由此造成的地下水污染，需要的費用竟然超過 1 億元！

微博士

礦化度
礦化度是指水中鈣、鎂、鐵、鋁
和錳等金屬的各種鹽類的總含量。
水的礦化度通常以 1 升水中含有
各種鹽分的總克數來表示。根據
礦化度的大小，水可分為淡水、
微鹹水、鹹水、鹽水、鹵水五種。
水中化學組分含量的總和稱為總
礦化度。水樣經過濾去除漂浮物
及沉降性固體物，放在秤至恆重
的蒸發皿內蒸乾，並用過氧化氫
去 除 有 機 物 ， 然 後 在 106 ℃ ~
110℃下烘乾至恆重，將秤得的重
量減去蒸發皿重量即為水樣中的
鹽分總量，即礦化度。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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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城市會爆發「垃圾危機」?
城市垃圾量增長太快，產生污染問題，堆填爆滿。

誰家不倒垃圾？可是，你留意過自己每天倒出的垃圾嗎？
一點爛菜葉、幾節廢電池、鋁罐、塑膠袋；或許還有剛剛擦了
鼻涕的幾張餐巾紙……生活中，我們也許習慣於把垃圾打成一
包，出門走上幾步，將這些生活中的「廢物」扔進垃圾桶。當
清潔工把它們清運走時，垃圾似乎就此遠離了我們的生活。豈
料，從千家萬戶匯集攏來的形形色色垃圾，數量巨大，已經成
為影響城市生活和正常運轉的一大難題。
2008 年年初，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爆發「垃圾危
機」，街頭垃圾成堆，一些學校因為老鼠橫行而停課，隨之引
發市民遊行，暴力衝突造成數十人受傷；2010 年 9 月，那不
勒斯再次上演嚴重的「垃圾危機」。「垃圾圍城」並不是發達
國家特有的現象，事實上，這樣的場景在中國許多高速運轉的
城市中也屢見不鮮。據統計，中國每年產生垃圾近 1.6 億噸，
近年來又以平均每年 4.8% 的速度持續增長，已成為世界上垃
圾包圍城市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以北京為例，2009年每天的
垃圾產生量是 1.84 萬噸，若用裝載量 2.5 噸、車長 7 米的垃
圾車來運輸，將這些車輛首尾相接，可以排出 50 多公里長。
全國已有 2/3 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圍之中。當人們享受着
城市生活的便利、舒適時，垃圾「大軍」也正在悄然逼近。究
竟是城市擴張侵佔了垃圾的「地盤」，還是垃圾在逼迫着人類
放棄城市的棲息地？

香港放大鏡

香港的「垃圾圍城」
2014 年，香港有三個垃圾堆填
區，分別位於將軍澳、屯門和沙
頭角。這三個堆填區快將填滿。
香港政府於是推出「三堆一爐」方
案，除了擴充現有三個堆填區的
面積外，更計劃在石鼓洲興建垃
圾焚化爐，以解決「垃圾圍城」的
困境。同時，政府呼籲市民做好
源頭減廢，把垃圾分類回收，少
棄置，多珍惜。

倫敦煙霧酸雨事件
（1952 年 12 月）
由燃煤產生的煙霧籠罩
整個倫敦，短短幾天便
導致數千人死亡。

北冰洋

英國

切爾諾貝爾核電站事故
（1986 年 4 月）
周圍地區和鄰近國家均受核
污染，數以萬計人患上甲狀
腺癌。

「鎘米」事件
多個地區的土壤受嚴重污染，
人們食用被鎘污染的米，可
導致「骨痛病」甚至中毒。

前蘇聯烏克蘭
比利時
重慶南山酸雨事件
（1980 年代初）

馬斯河谷煙霧酸雨事件
（1930 年 12 月）
工廠排出的有害氣體使二氧
化硫濃度過高，並有氟化物
污染，導致 60 多人死亡。

中國
日本

中國首次因酸雨造成的
急性傷害事件，大量馬
尾松突然死亡。

水俁病事件
（1953 － 56 年）
世界上最早出現的由於
工業廢水排放污染造成
的公害病。

大西洋

印度洋

各地污染事件簿

多諾拉煙霧酸雨事件
（1948 年 10 月）
發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多諾拉鎮，
持續大霧令二氧化硫超標和煙塵籠
罩，數千人生病。

福島核泄漏事故
（2011 年 3 月）
由「311 大地震」引發，
大量農作物和嬰兒奶粉
受放射性核污染。

美國

太平洋

大西洋

中途島
塑膠垃圾污染
大量信天翁誤食四周海域漂
浮的塑膠垃圾而死亡。

墨西哥灣漏油事件
（2010 年 4 月）
被視為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環境
災難之一。漏油持續數月，導致
墨西哥灣海域環境受到嚴重破壞。

Pollution Ac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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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偉人

雷切爾•卡森
（Rachel Carson）
美 國 女 生 物 學 家 雷 切 爾• 卡 森
（1907 – 1964）是最早提出要保
護環境的人。 20 世紀 40 年代，
她注意到濫用 DDT 等殺蟲劑的情
況，並花了 4 年時間研究殺蟲劑
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寫成了《寂
靜的春天》一書。書中生動地描
寫了人類生存環境受到嚴重污染
的景象，告誡人們，人類的活動
已經污染了環境，不僅威脅着許
多生物的存在，而且正在危害人
類自己。《寂靜的春天》出版後，
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轟動。不
久，環境保護運動便蓬勃地開展
起來了。

如今，人們又提出了一種可持續的農業生產方式—生態
農業，其特點是遵循生態學規律，因地制宜，把現代科學技
術和管理手段與傳統農業的經驗結合，更有效地促進農業的發
展，更好地協調產業與環境間的關係。聯合國也一再強調，不
能單純依賴施加化肥提高作物產量；不尊重可持續發展的種植
方式加劇了氣候變化和土壤退化；大量消耗珍貴的淡水資源，
威脅着全球農業生產；並呼籲世界各國發展生態農業，以應對
糧食危機。目前，全球 57 個發展中國家的生態農業項目取得
明顯成果，這些生態農業項目作物的平均產量提高了 80%，
在非洲的一些項目中，作物產量提高了 116%。注重生態的農
業生產方式在 10 年間可使小規模農業生產者的作物產量提高
1 倍。（張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