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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暖化的危機 

二、全球暖化的原因: 溫室效應與溫室氣體 

三、人類活動與全球暖化  

四、畜牧業與全球暖化 

五、等待新能源    

六、因應全球暖化－我們的對策及自救之道 

大 綱 



地球－我們美麗的家 





資料來源:NASA 

北極冰帽的變化



北極衛星圖



  美國國家冰雪資料中心：

「厚度是海冰長期健康指標

之一，目前看來情況不妙」

過去30年，海冰持續消

融，2007年的面積更減到新

低 

  北極冰原能夠反射80%的太

陽光，一旦被吸收太陽熱量

的黑色水域取代後，將加速

全球暖化效應  

最厚實古老的北極海冰已開始融化



南極冰架崩裂 比2個北市還大 

  南極威爾金斯冰架最

近裂解出面積415平方

公里足足有七個曼哈

頓島大的浮冰。如果

全球暖化持續惡化，

科學家估計冰棚會在

15年後完全崩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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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北海道浮冰消失 
· 網走市是世界上能看到北極浮冰最南端

的地區，在過去四年浮冰已明顯變薄 

阿根廷冰原已經縮小20% 
· 假如溫度持續上升，冰河會在20到30年

內完全消失，冰川則會在百年內消失 

智利冰湖12小時內蒸發 
· 卡契特冰湖，短短不到12小時，超過

2000億公升的湖水人間蒸發 

消失中的冰原 



•  吐瓦魯總面積26平方公里，全國最高
點海拔5Ｍ，全球暖化導致海平面上
升。1993年至今，海平面已上昇7到8
公分，預估10年內全國都將被海水
淹沒，目前島上1/4的居民已撤往紐
西蘭，成為世界上第一批環境難民。 

太平洋島國吐瓦魯遭海水淹沒 



印度洋島國馬爾地夫要遷國 



印度恆河三角洲孟加拉灣上
的羅哈恰拉島，就這樣憑空
消失在衛星地圖上、永久沈
沒海中，1萬人被迫遷離。淺
藍色處為淹沒之地，紅點線
乃設堤防之處。

1954年 
美軍地圖 

羅哈恰拉 

貝德福德 

葛拉馬拉 

Global Warming - Lohachara Island    by Robert Clemenzi 

淺藍

紅點線

無家可歸的海上難民 



  永凍土下蓄積了七百多
億噸的超級溫室氣體甲
烷，相當於全世界土壤
中甲烷存量的1/4 

  永凍土一旦大幅解凍，溫室氣體甲烷
大量融化，地球暖化將失控，氣候災
難將一發不可收拾。這是一場「恐怕
難以逆轉，肯定和氣候暖化有關」的
「生態巨變」 

西伯利亞永凍土萬年來首度解凍 
大量甲烷釋出  



洋流、氣流失去規律，
氣候變化極端。 

颶風 颱風 水災 熱浪 
冰雪 嚴寒 乾旱 … 

暖化危機已迫在眉睫 



http://www.tepu.org.tw/?p=815&cat=13

科學證據 實際災情 

暖化危機已迫在眉睫 



影片來源：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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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的作用 



溫室效應 

大氣層無溫室 
氣體的情況 

圖片來源: 
香港天文台網站 





若無溫室氣體,地球溫度為–18oC 

地球 

金星 

火星 

溫室氣體CO2決定星球冷熱 



溫室效應氣體 

溫室效應氣體 暖化效能 
大氣中含量 總量  

％ 1750年 2005年 

二氧化碳(CO2) 1 280 ppm 379 ppm 72 

甲烷(CH4) 25 0.715 ppm 1.774 ppm 18 

氧化亞氮(N2O) 298 0.270 ppm 0.319 ppm 9 

資料來源：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 (IPCC) 
2007年發表的第四次評估報告，表2.14.  



格陵蘭冰原探冰計劃GISP2 



格陵蘭冰原探冰計劃GISP2 (1991) 



格陵蘭冰原探冰計劃GISP2 (1991) 



格陵蘭冰原探冰計劃GISP2 (1991) 



Greenland Ice Sheet Project (GISP2, 1991） 格陵蘭冰原探冰計劃GISP2 (1991) 



地球表面溫度與大氣中CO2濃度相關性 

南極冰柱數據 (from Antarctic ice-core records) 
已收集到~80萬年資料，並已分析65萬年的數據 



溫室氣體含量變化  

灰柱區是六十五萬年
來的自然變化值。自
1750年以來，人類活
動使這三類指標型溫
室氣體含量巨幅上升 



全球平均溫度上升 

150年來升高～攝氏0.8度 

台灣的另類第一 
  過去100年全球年均溫升高了攝氏0.6度，台灣卻升高了1.2度， 

是全球的2倍。 
  2006年7月8日，宜蘭氣溫高達 
   攝氏38.8度，創1997年以來最高溫。 



資料來源：工研院能環所統計，2008年12月。 �

台灣的另類第一 

IEA：台灣二氧化碳排放 全球第18 亞洲第1 

11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成長率是全球的4倍－全球第一！ 

全球平均值的三倍！ 



淹水6公尺 淹水15公尺 淹水25公尺 

這是全球暖化帶動海水上升後，台灣本島逐
漸泡在水裡的模擬空照圖。本世紀末，整個
台南市將撤底淹沒，高雄市僅剩下壽山島，
全台灣將近六百萬人淪為「水上難民」。 

全球海平面上升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105762

歐盟建議限溫在比工業革命前高2oC。但正
面臨危機的四十三個低地環礁島國卻強硬堅
持應限溫在1.5oC。
若升高二度，1/3菲律賓會消失. 

吉里巴斯 

吐瓦魯

www.eventpolynesia.com/news&info/nz/NZ2_page_newsroom.htm  

低地環礁島國生死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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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M 

374M 

251M 

201M 

65M 

The Great Dying! 
大滅絕！ 



硫化氫毒殺？ 

4 FEBRUARY 2005 VOL 307 SCIENCE p.706 



Three major warming signs: 
1. Oregon Dead Zone 
2. Namibia, Africa 
3. Gulf of Mexico Dead Zone 

全球主要無生命帶  
25萬平方公里 



產生溫室氣體的人為活動 



2006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評估報告: 

  畜牧生產是造成當今最嚴重環境問題
的最大責任方之一。需要採取緊急行
動來對這一情況進行補救。 

畜牧業巨大的陰影 
資料來源:FAO



畜牧業溫室氣體排放
量佔全球總量18% 

· 大部分是由於草場和用來生產
飼料作物的可耕地擴大導致

· 畜牧業佔9%的排放量
二氧化碳

· 主要來自反芻動物腸內發酵
· 暖化潛能是二氧化碳的25倍
· 畜牧業佔35~40%的排放量

甲烷

· 主要來自廢肥
· 暖化潛能是二氧化碳的298倍
· 畜牧業佔65%的排放量

氧化亞氮



畜牧業對溫室效應的影響 

交通工具溫室氣體
排放總和 

畜牧業溫室氣體
排放 

加工運輸 

家畜生產 

飼料生產 

所有交通工具 

化肥生產、以放
牧及飼料作物生
產為目的的毀林
以及牧場退化

腸內發酵和糞
便−氧化亞氮的

排放

13％ 18％ 

2006 聯合國糧食及
農業組織評估報告 



  一頭牛在它的消化過程中可由打嗝和
放屁在一天內排出200升甲烷 

牛肉的代價 

每頭牛一年
所排放的�
二氧化碳

一輛汽車�
跑七萬公里
的排放量 



牛肉的代價 

1kg 
牛肉

36.4kg 

二氧化碳 

開車出門三
小時且家中
燈火通明所
排放的二氧
化碳總量





影片來源：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01：47 



1.土地沙漠化 

  畜牧業造成大範圍土地退化，
全球1/5的的牧場因為過度放牧、
土壤侵蝕而退化。 

  撒哈拉沙漠，曾一度是肥沃的
土地, 如今卻每年南移三十公里
沙漠化 



2.水污染 

  大量排泄物：為美國人晚餐所飼養的牲畜，

每24小時會製造200億磅的排泄物，也就是

每秒生產25萬磅。排泄物污染的水源不僅使

河川細菌大增，這水也是我們的飲用水 



  美國每年有數兆加侖的灌溉用水，用來種
植牲畜的飼料，約佔美國淡水資源的85%  

生產牛
肉所需
的水

全麥麵
包的18

倍

蕃茄的
86倍

一磅牛肉 需要2,500加侖的水

一磅全麥麵包 需要139加侖的水 

一磅番茄 需要29加侖的水

3.缺水 



4.雨林與�
生態破壞 

  亞馬遜原有的森林中有70%都變
成了牧場 

  在美國每消費一個漢堡，就有6
平方公尺的雨林要被夷為平地，
種植牧草餵牛 

  為牧場需求而剷除
的森林地，每年製
造5兆2,910億噸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 



5.能源耗損 

  生產牛肉要用掉的石化能源是生產提供等值熱量
的蔬菜穀物的16倍，同時產生24倍的二氧化碳 

  若全人類飲食以肉類為主，現存石油可維持使用
13年，若全人類素食，現存石油可維持使用260年 

資料來源：紐約時報1/27/2008，U. Chicago 



5.能源耗損 

  生產及運送一片牛
肉、羊肉或豬肉所
消耗的能源，可以
讓一個100瓦的燈泡
點亮長達近三星期 

>
  「素食者即使開悍馬

(Hummer)運動休旅車，
也比肉食者騎腳踏車
還要環保。」芝加哥
大學地球物理系教授
吉登．埃胥爾Gidon 

Eshel和潘蜜拉．馬丁
Pamela Martin 





6.糧食短缺 

  全美國生產的榖類，70%是用在畜牧上。 

– 美國農業部指出，人們有50%的土地飼養家禽
家畜，只有4%的土地拿來種植蔬果 

  全世界生產的穀類，1/3是用在畜牧業上。 



6.糧食短缺 

  每天有24000名孩童餓
死 ，十億人口遭受饑
餓及營養不良之苦 

現今全球上億人因糧價飛漲而挨餓，
有些國家的糧荒，如海地已經嚴重

到饑民暴動、鎮暴致死的地步 



餵養20位素
食者的食物

餵養1位 �
肉食者的

食物 

生產2萬磅馬
鈴薯的土地

(1畝) 

生產165
磅牛肉的

土地 

1:121 



  如果美國肉類生產降低10%，省下來
的糧食可用來養活每年餓死的六千萬
人! 

6.糧食短缺 

10
%

可以�
養活六
千萬人 

  不吃肉是解決全球糧食危機的關鍵�
英國獨立報：「若每個人都吃純素，英國僅用目前一
半的土地就可養活英國全部人口。」 







等待新能源 



Ocean Wave Power engines in  
the harbour of Peniche/ Portugal. 

Krafla Geothermal Station  
in northeast Iceland 

新（綠色）能源 

Wind turbines 

The Geysers 
San Francisco, CA 

Solar power plants III-VII  
at Kramer Junction, CA 



   布萊爾先生於2008年3月14日說：
「事情的真相是，如果未來兩
年內我們不採取實質行動，那
麼2020年前，我們必須嚴肅考
慮的就不是如何預防，而是如
何適應」 

英國前首相布萊爾：�
我們只剩兩年應對氣候變遷 

   英國查爾斯王子更於2008年5月呼籲：
「只有18個月可以扭轉全球暖化的情

勢，否則將會有更多大規模的乾
旱和饑荒。」 



  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PCC）主席帕卓
里 :「不吃肉、騎單車、少消費，就可以協助遏
止全球暖化」 

  他說： 「這是IPCC早先不敢表達，不過現在
公諸於世的概念」 

  「請少吃些肉，肉是排碳量高度密集的商品」 

聯合國的最新呼籲(2008/1/15) 



http://iggic.estc.tw/government/content.asp?id=1420 

http://iggic.estc.tw/government/content.asp?id=1422 

產業溫室氣體資訊網：政府動態  

1億5千萬公斤! 



http://iggic.estc.tw/view/list.asp?id=1007 

產業溫室氣體資訊網 



1億6千1百萬公斤 

資料來源/環保署 



 騎車一公里 = 0.062公斤碳 

 開車一公里 = 0.25公斤碳 

 搭一層電梯 = 0.218公斤碳 

 開冷氣1小時 = 0.621公斤碳 

  1度水 = 0.194公斤碳 

  1度電 = 0.638公斤碳 

  100公克肉 = 3.64公斤碳 

  1份牛排肉 = 16.5公斤碳 

× 19 

× 20 

× 111 !! 

× 5 0 3 !! 

代表需要一棵樹耗費一天吸收的二氧化碳 

各種活動的耗碳量 





不吃肉有什麼好處? 

一人改�
蔬食一天

減少4.1公斤CO2，等於180～360
棵樹一天之CO2吸收量 

一人改�
蔬食一年

等於全年未使用家庭用水、用
電與瓦斯所省下的CO2排放量 

資料研究：芝加哥大學地球物理系教授Gidon Eshel和Pamela Martin 



遏止全球暖化立即行動 

使用�
永續能源 少消費 節能省電 

多種樹 資源回收 
使用大眾�
運輸系統�
騎腳踏車 

減少肉食或不吃肉 



  六月五日環境日，環保
署長沈世宏公布「十大
減碳宣言」。他表示，
馬英九總統會身體力行
這項節能公約，半年到
一年內要讓這十大宣言
從中央落實到鄰里，讓
社會多數人動起來。 

資料來源：環保署

馬政府減碳宣言－多蔬食，少吃肉 





肉食＝化學藥劑＋農藥＋荷爾蒙＋抗生素 

肉食是下列疾病的致病原因：  

  直腸癌  

  心臟血管疾病  

  乳癌  

  糖尿病  

  高血壓  

  腎功能衰退  

蔬食與健康 

衛生署長/台大醫院院長�
　－林芳郁強力推薦 



＊等份量的蕃茄、菠菜、青豆、豌豆、馬鈴薯 
＊＊等份量的牛肉、豬肉、雞肉、全脂牛奶　 

素食能滿足人體所需的營養 

植物性和動物性食品的營養成分(每500cal) 
營養物 植物性食品 動物性食品 

膽固醇(mg) ______ 137
脂肪(g) 4 36
蛋白質(g) 33 34
β胡蘿蔔素(mcg) 29919 17
膳食纖維(g) 31 ______
維他命C(mg) 293 4
葉酸(mcg) 1168 19
維他命E(mgATE) 11 0.5
鐵(mg) 20 2
鎂(mg) 548 51
鈣(mg) 545 252

資
料
來
源
：
救
命
飲
食





  為響應慈濟宣導的齋戒，高雄市中
正預校從這學期開始，一星期中
有一到兩天提供蔬食，原本軍校
生覺得不吃肉哪有體力，結果身
體狀況卻因吃素後變得更加健
康。一位學生表示，之前有胃潰
瘍問題，現在蔬食胃腸狀況好很
多了。所以學生不再抗拒，反而
迴響熱烈，有的學生甚至還發願
長年齋戒護生，為愛地球盡份心
力。  

葉灑瀛 呂俊賢 高雄報導 2008-11-14 14:28:57     

http://www.newdaai.tv/?view=detail&id=49811 

軍校生健康茹素 護生愛地球 



影片來源：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03：07 



影片來源：大愛電視台
01：34 







• 《吞噬地球》(1995) 
hMp://www.youtube.com/watch?v=x420RF9AVk8 

• 《地球眾生》(2005) hMp://earthlings.com/  

• 《明天過後》(2005) “The Day after Tomorrow” 

• 《不願面對的真相》－高爾 (2006)  

• 《十一小時》－李奧那多迪卡皮歐 (2007) 

• 《極地熊寶貝-拿努的歷險》 (2007) 

• 《紅色牧人的綠色旅程》(Mad Cowboy, 2005)  

• 《救命飲食》(The China Study, 2007)  

• 《改變世界的六度C》(Six Degrees，2008) 

相關書籍，影片 



參考資料來源： 
美國航太總署(NASA) 
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PCC）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 
美國國家冰雪資料中心（NSIDC）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動物星球頻道(Animal Planet) 
芝加哥大學地球物理系教授Gidon Eshel和Pamela Martin
大愛電視台 
救命飲食(杮子文化) 
新素食主義（有名堂文化館）……等等 

資料整理:愛海藝文廣場



留給我們的孩子一個�
乾淨適合居住的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