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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利馬氣候變化大會又過了一

年的時間，在過去一年，氣候暖化

問題又有新的發展，而今年的巴黎

氣候變化大會亦於本月12日正式

結束，到底氣候變化問題將會向什

麼方向發展呢？在此將一連兩集，

為大家介紹過去一年氣候變化問題

的發展，以及巴黎氣候變化大會的

決議對於未來限制全球暖化起了什

麼作用。本期先回顧一下2015年

的各份研究報告及最新的研究發

展。 ■黃嘉康 兼任大學講師

1. 根據資料，試指
出過去一年內，
全球曾為全球暖
化作出什麼努
力？

2. 承上題，你認為這

些努力成功嗎？試

分析你的答案。

3. 有人認為「不應以兩

度作為減排目標」，

你同意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1.同學可根據資料，指出全球在過去一年
內為全球暖化作出了多項努力，如研究
新的減排方向，並提出了新的減排目
標。

2. 同學可以自行評價這些方法，如對於新

的減排方向，同學可評價為新的方向，

但現時仍未有成果，因此是否成功仍存

疑，而美國政府的減排方案，雖然展示

出減排的決心，但仍需要國會通過，因

此這些努力是否成功還存在未知之數。

3. 兩度的減排目標，同學可在資料中找到訂為

兩度的原因及爭議，本題同學可自由發揮，

同學既可同意以兩度作為標誌性目標，亦可

提出反對，如上升兩度其實已經對環境有很

大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1. Urgenda官方網站
http://www.urgenda.nl/en/

2. 200年後恐升溫4度港滬淹浸
http://paper.wenweipo.com/2015/11/10/
YO1511100018.htm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責任編輯：鄭樂泓 ■版面設計：邱少聰 2015年12月14日（星期一）

星期二．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星期四．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星期三．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星期五．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星期一．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想 一 想

答 題 指 引

概
念
圖

延 伸 閱 讀

氣候暖化

2015年的重要事件
．新的減排研究方向
．美國提出減排方案
．荷蘭出現首宗減排案例

近年提到的減排目標，都是以控制地球增溫不超過工業革命前
2度作為標準，為什麼是2度呢？這其實是科學界中對地球災難
臨界點的計算，即是增溫2度以上，全球氣候
將會出現大改變，甚至出現大災難。這個估計
在1996年時已被歐盟接納，近年更是擴展成
為大部分國家的共識。然而，隨着各國對減排
行動的拖延，2度目標好像愈來愈渺
茫，有人因此質疑，並企圖推翻
增溫不能超過2度的共識，不過
這並未成為主流意見，而近年的
報告更是顯示即便全球只增溫兩
度，也會對全球做成很大的影
響。

點解係2度？小 知 識

隨着減排需要迫在眉睫，過去一年，
各方作出不少減排努力，科學界向更多
方向出發，務求研究出新的減排技術，
而美國總統奧巴馬則在總統任期即將屆
滿之際，提出新的減排政策，務求將減
排政策成為他的政治遺產。另一方面，
以往減排協定由於缺乏法律效力，成果
往往受到限制。今年則有了新的突破性
進展，在荷蘭，首次有環保團體成功控
告政府減排不力，促成法院頒令要求政
府檢視現時的減排措施，在成功案例
下，世界各地亦開始有環保組織人士緊
隨其後，發揮監督政府角色。

1. 新的減排研究方向
科學界在過去一年提出了多元的研究

方向，其中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就是研究
袋鼠的屁。畜牧業是溫室氣體的主要排
放來源之一，在牧場營運過程中，牲畜
排放大量甲烷。甲烷是一種強力的溫室
氣體，而地球上約30%的甲烷是源自反
芻家畜所排放的氣體，其中又以牛隻排

放量最多，一天可以釋放超過1,100磅的
甲烷，因此，如何減少牛隻放屁就成為
科學家其中一個研究方向。科學家們發
現，袋鼠屁中的甲烷含量遠低於牛羊的
屁，因此向袋鼠的飲食習慣埋手，研究
袋鼠腸胃中的細菌，以及消化過程等，
希望藉此達到減少牛隻排放甲烷。然
而，有部分科學家認為這個研究方向出
現了偏差，因為袋鼠只有1個胃，而牛有
4個胃，雙方生理結構不同，難以相提並
論，而且要牛隻改變消化系統結構，根
本是強「牛」所難。亦有科學家提出袋
鼠的甲烷是在打嗝時釋放，因此在袋鼠
屁中找不到甲烷，不代表袋鼠釋放甲烷
較少。這個研究還在持續中，暫時未有
結論。

2. 美國提出新的減排方案
美國自退出京都議定書以來，一直未

就減排定出具體時間表。直至今年 8
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推行潔淨電力
計劃，嚴格規定美國國內600多家發電

廠的減排量，同時亦提出改變生產電力
的能源結構，希望在2030年減三成碳
排，作為「碳排大國」的美國終於提出
新政策，成為本年內減少碳排的一個好
消息。
潔淨電力計劃的內容，最核心部分是

強制改變發電廠的電力結構，放棄燃煤
以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然而這將直接
導致國內有加電費的壓力，因此多年來
各國均對此猶豫不決。正如德國總理默
克爾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前所說，煤炭
在一段較長時間內，仍是德國能源供給
的一大支柱，因此奧巴馬毅然提出減少
燃煤，可說是十分大膽。不過，不少評
論均對奧巴馬的減排計劃不表樂觀，最
主要原因是減排計劃將直接影響美國民
生，而政策仍需經國會通過，因此是否
得到國內議員支持，順利落實仍是未知
之數。即便實行，美國會不會像對待京
都協定一樣，中途放棄，也是一大疑
問。但無論如何，美國總算踏出了減排
的重要一步，對於全球來說都是一個天
大的好消息。

3. 環保團體成功將減排交到司法程序
今年亦出現了歷史上首宗環保團體成

功控告政府減排不力的案件。6月 24
日，荷蘭海牙法院判荷蘭環境組織
Urgenda勝訴，判決荷蘭政府必
須在2020年前，將溫室氣
體減量目標從原定

的14%至17％（相較於1990年水平）提
高至25％，成為全球首宗案例。這宗案
件特別在於環團並不是以環境法作控告
理據，而是以「注意義務」作為理據，
即荷蘭政府有責任注意氣候變化對人民
的影響，而荷蘭政府在注意到此影響後
並未作出適當的回應，因此應負上責
任。海牙法院在判決時，指出荷蘭政府
既然知道荷蘭應該在2020年前減低溫
室條體排放量25%，這是荷蘭政府在
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自行提
交的目標，而之後把目標減至14%至
17%，是忽略了政府的責任，因此判決
荷蘭政府敗訴。
雖然海牙法院判決了荷蘭政府敗

訴，不過荷蘭政府正研究是否上訴，
因此最終結果仍未有定論。不過是次
判決已成為了史上第一宗法院判決政
府需提高減排目標的案例，影響到世
界各地，今年8月，美國有一名少年
入稟法院控告美國聯邦政府減排不
力，預計這些訴訟潮還陸續有來，
公民社會崛起監督政府的政
策執行，或會成為未來
國際社會的重要
趨勢。

氣候變化問題現已成為全球
治理當中的重要議題，多份研究報

告指出，去年全球環境問題持續惡
化，結果顯示，氣候變化的後果比我們

想像中更嚴重，在此選出四項值得留意的
消息為大家介紹。
1. 全球僅剩3萬億棵樹

美國耶魯大學公佈一份關於全球樹木
的研究結果，指出現時全球存在超過3
萬億棵，比起科學家之前估計的
4,000萬億棵，多出大概8倍。這
個看似是好消息，但實際上也
不見得可以樂觀，因為統計
同時估計人類每年砍伐150
萬億棵樹，而新種植的只有
50億棵，數量顯示樹木仍然
出現過度砍伐的狀態，而熱
帶雨林仍在迅速消失中。雖
然境內熱帶雨林最多的巴西
和印尼已經意識到問題，減
慢了砍伐速度，但是其他赤
道國家的雨林消失速度正在

加劇，世界資源研究所指出全球去年失去約
1,800萬公頃林木，面積相當於兩個葡萄牙。
2. 65年最強厄爾尼諾現象
氣候方面，相信大家都注意到香港今年比

較熱，天文台公佈了8月的天氣統計，氣溫
平均高達29.3℃，是有記錄以來平均溫度第7
高的8月，天文台指出今年的氣候屬於異
常。而全球方面，今年亦出現了65年來最強
的厄爾尼諾現象，美國國家氣象局更形容今
年的厄爾尼諾現象是超強「哥斯拉」級別，
導致部分地區出現暴雨頻繁，另一邊則高溫
少雨，香港正屬於多雨的地區。
天文台預測，由於厄爾尼諾現象，香港今

年的冬天可能會較平常溫暖，而雨量較多，
將會導致蚊蟲繁殖加劇，導致本港出現傳染
病的機率較平常高。
3. 全球增溫導致貧窮人口增加預測
世界銀行在11月8日發表報告，指出全球

氣候增溫，將會導致貧窮人口的增加。全球
氣候增溫造成農業生態系統混亂，將會直接
導致全球農作物失收，並出現連鎖反應，更
嚴重者，或會導致全球糧食價格上升，貧窮

人口因而增加。報告估計，假如全球繼續增
溫，將會使世上有7.02億人成為極度貧窮人
口，佔全球人口約9.6%。
同一時間，全球增溫將會導致部分地區的

溫度上升至不適宜人類居住地區，屆時將出
現人口大量遷移，導致貧窮問題全球化。
4. 海平面上升預測
全球氣候暖化亦造成南北極冰川融化，全

球水平面上升問題，沿岸城市有可能被淹
沒，這是科學家早已作出警告的事，到底升
溫多少才會有影響，而香港又會不會被淹
沒。上月，美國研究機構氣候中心發表一份
報告指出，如果全球最終上升的溫度為2℃，
多個沿岸城市將會受到影響，如紐約、孟
買、上海等，將有部分地區被淹沒。假若上
升溫度達到4℃，大部分沿海大城市將成為澤
國，香港也不能倖免，最終將導致6億人喪
失家園，中國更會成為重災區，因為全球10
個最受影響的大城市中，中國的上海、天
津、台州和香港都榜上有名。
可見，全球暖化問題影響雖不是即時所

見，但其影響十分深遠。

樹木僅剩三萬億 沿岸城市恐滅頂

全球減排全球減排 迫在眉睫迫在眉睫

首宗案例告政府 袋鼠屁內藏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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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團體以黑色氣球代表環保團體以黑色氣球代表

二氧化碳污染二氧化碳污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環保團體扮演北極熊呼環保團體扮演北極熊呼

籲停止全球暖化籲停止全球暖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巴黎氣候變化大巴黎氣候變化大

會會場會會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前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前，，各個環保團體在多各個環保團體在多

個地點舉行活動個地點舉行活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會場入口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會場入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