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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氣候變遷與
環境保護在地行動環境保護在地行動

—— From Perspective of Global Warming From Perspective of Global Warming 
and Climate Changeand Climate Change

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副局長副局長

 
方祥權方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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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生態保育、生態保育  
與與永續發展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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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Outline

1.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

2. 全球暖化對環境生態的影響

3. 環境保護倫理觀念的建立

4. 永續發展的觀念與實踐

5. 結語：近代環保議題的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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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是  
“異象”叢生的紀元！  

二十一世紀是  
“異象”叢生的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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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New York, 911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異象一：紐約911攻擊事件（以前從未發生過劫機事件攻擊摩天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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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紅衫軍動亂？
 南北韓戰爭？

 芬蘭空難！
 墨西哥灣漏油！

甘肅舟曲土石流？
 俄羅斯野火？

 巴西、庫頁島大水！
 新超級細菌NDM-1！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異象一：紐約911攻擊事件（以前從未發生過劫機事件攻擊摩天大樓）�

http://magazines.sina.com.tw/article/20100809/36091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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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南亞海嘯災難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異象二：近代規模最大的海嘯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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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崔娜超級颶風
 Hurricane 

Katrina, 2005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異象三：21世紀威力最強颶風「卡崔娜」重創美國紐奧良，造成密西西比州的死亡人數至少為218人，路易斯安那州423人，亞拉巴馬州2人，佛羅里達州14人。
估計經濟損失超過一千億美元，並使國際油價、保險理賠雙雙創下歷史天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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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ricane Katrina, 
2005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近年來，全球各地氣象資料不斷破紀錄，氣象愈來愈難以預測，天災來得既急且猛，災情的嚴重度愈來愈超乎預期。�超級強烈颶風卡崔娜造成嚴重災情，無疑地，這是對全人類敲響的一記警鐘。
現今氣候異常，並非單一地區的問題，而是全球性問題；�全球氣候變遷、地球環環境遭破壞，引發的巨大災害，也是全球人類必須共同承擔的。�防災不能過度仰賴「科技」和「運氣」，地球村的每一分子都當正視自己的責任，盡己所能愛護地球、和自然和諧共處，才能減少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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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五省乾旱

 澳洲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近年來，全球各地氣象資料不斷破紀錄，氣象愈來愈難以預測，天災來得既急且猛，災情的嚴重度愈來愈超乎預期。�超級強烈颶風卡崔娜造成嚴重災情，無疑地，這是對全人類敲響的一記警鐘。
現今氣候異常，並非單一地區的問題，而是全球性問題；�全球氣候變遷、地球環環境遭破壞，引發的巨大災害，也是全球人類必須共同承擔的。�防災不能過度仰賴「科技」和「運氣」，地球村的每一分子都當正視自己的責任，盡己所能愛護地球、和自然和諧共處，才能減少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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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訊與啟示警訊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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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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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願面對的真相
 （An Inconvenience Truth）」

 

「不願面對的真相
 （An Inconvenience Truth）」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演講重點：中間圖片圈選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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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  
The Signs and 
The Science 

全球暖化  
The Signs and 
The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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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八千年前」的北極  
與  

「近代」的北極  

「一萬八千年前」的北極  
與  

「近代」的北極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圖左：18,000年前北極冰層範圍
圖右：近代北極冰層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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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極冰海：1979 vs. 2003北極冰海：1979 v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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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國家積雪與結
 冰資料中心（US 

National Snow and Ice 
Data Center）於2007 
年8月所得的統計資料

 顯示，自1970年代有紀
 錄以來北極冰量最少的
 一年（僅約4.14百萬平
 方公里），打破2005年
 最低冰量（5.32百萬平
 方公里）紀錄

 

根據美國國家積雪與結
 冰資料中心（US 

National Snow and Ice 
Data Center）於2007 
年8月所得的統計資料

 顯示，自1970年代有紀
 錄以來北極冰量最少的
 一年（僅約4.14百萬平
 方公里），打破2005年
 最低冰量（5.32百萬平
 方公里）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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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極熊生存面臨危機北極熊生存面臨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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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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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What? →喪失生態平衡→危及萬物（含人類）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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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是指地球上所有互相依
 

賴而存在的生物，包括基因多様、物種
 

多樣、族群多樣和生態系多樣，最常用
 

的數據是物種。過去二百四十年來，生
 

物學家利用林奈（Carl Lineaeus）的方
 

法，從細菌到哺乳類動物已鑑定了一百
 

五十多萬種，尚未鑑定的可能還有一千
 

多萬種，或許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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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是保育的情報先鋒，
 

人有良心，我們不能眼看著大氣被污
 

染、水源被污染、食物被污染、土壤
 

被污染、棲地被破壞，造成物種頻頻
 

絕滅，而無動於衷。人的責任要阻止
 

這些殺害，要為將來子孫留一點鳥語
 

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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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海洋永續之路

新的環境，需要有新的方向。新
 的紀律、新的標準來適應。今天地

 球氣溫上升，北極冰帽逐漸消失，
 臭氧層稀薄、熱帶林不斷大量砍

 伐、生物多樣性減少、海洋漁業破
 產，都是人為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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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理想的立德、立功、 立言要
 

與保育環境、改善環境、永續環境
 

連在一起，是要與人類繼續生存連
 

在一起 。愛護生物和環境是一種生
 

活的態度，一種關心，一種愛，一
 

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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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由於冰層不斷溶解，導致海水鹽度不斷被溶冰的淡水稀釋，因擴散效應使得海洋洋流流動劇烈，也間接使得海水水分蒸發量變的更大
因此也使得近來赤道附近生成的颱風規模愈行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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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溫鹽環流（Deep Ocean 
Thermohaline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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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達10m/sec10m/sec，但是深海溫鹽環流的速度要慢非常多（，但是深海溫鹽環流的速度要慢非常多（mm/daymm/day）。）。鹽度鹽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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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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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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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年後大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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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Going On?What’s Going On?



36

GLOBAL 
WARMING
全球警訊！！

Be
Worried.
Be VERY
Worried.
令人擔心

越來越擔心

時代週刊
 

2006/04/03時代週刊
 

2006/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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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演講重點：雜誌封面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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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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真的在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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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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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溫室效應
 

（Greenhous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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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43

什麼是溫室氣體
 (Green House Gases, G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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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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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度的溫室效應造成全球增溫
 

（Global Warming）所導致的後果
 

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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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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溫度升高攝氏一度，  
全球將有十七億人缺水，  

30%物種滅絕！  
~ IPCC 2007年報告

 

平均溫度升高攝氏一度，  
全球將有十七億人缺水，  

30%物種滅絕！  
~ IPCC 2007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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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任暖化持續，2100年，台北、
 台南可能滅頂，高雄只剩柴山

 

如果放任暖化持續，2100年，台北、
 台南可能滅頂，高雄只剩柴山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演講重點：圖片中紅色區域為淹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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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多
 

土石流災害
 

更趨嚴峻
 

颱風多
 

土石流災害
 

更趨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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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增溫導致國家滅亡：
 

吐瓦魯即將沈入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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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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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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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氣候變遷與降雨模式
 100年來的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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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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中的
 

CO2 濃度急速增高大氣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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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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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創造工業發展為導向的布希總統與重視環境保
護的高爾副總統即為一明顯對立的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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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降低全球增溫必須減少
 

二氧化碳的排放量所產生的困境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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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基本環境倫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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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倫理發展的三個層次（1/2）環境倫理發展的三個層次（1/2）

人類中心主義：

人是自然的主人及所有人

人類是一切價值的來源，大自然對人類只
具工具性價值

人具有優越特性，超越自然萬物

人類與其他生物無倫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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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倫理發展的三個層次（2/2）環境倫理發展的三個層次（2/2）

生命中心倫理：

生命個體應給予道德的考量

主張個體利益平等

生態中心倫理：

自然世界具有內在價值，人類應給予道
德考量

強調生態系整體的倫理關係

重視環境典範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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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的基本概念  

「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的基本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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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九八七年三月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提出名

 為「我們共同的未來」報告書該書第二章第一句話為「永續
 發展」一詞提出定義：永續發展是一種符合當代需求又不損
 及未來世代滿足其需求能力的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一九八七年三月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提出名
 為「我們共同的未來」報告書該書第二章第一句話為「永續

 發展」一詞提出定義：永續發展是一種符合當代需求又不損
 及未來世代滿足其需求能力的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三項基本要素三項基本要素

環境保護環境保護 經濟成長經濟成長 社會公平社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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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的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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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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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西方社會典範（1/3）永續發展：西方社會典範（1/3）

19世紀：Ricardo（1817）、 Malthus
（1820）、 Mill（1900）提出人類的消費
的物質限制觀念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March、
Pinchot、Muir等生態學者提出生態與環境
永續性的問題

1915年，加拿大保育委員會：每一世代均有
使用自然資本的權利，但必須恪遵不減損自然
資本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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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西方社會典範（2/3）永續發展西方社會典範（2/3）
1962年，Rachel Carson發表「寂靜的春天」
（Silent Spring），為當代環境與生態永續議題之
濫觴，「經濟典範」開始過渡至「環境典範」。

1972年，羅馬俱樂部提出成長的極限，預告人類社
會可能發生的災難型崩潰

1972年，聯合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第一屆「人
類發展會議」，發表「聯合國人類環境會議宣言」，
開啟了近代全世界關注環境與永續發展的行動。

1980年， IUCN, UNEP, WWF等三個國際組織提
出「世界自然保育方略」，首度提出「永續」一詞，
為「永續發展」的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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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西方社會典範（3/3）永續發展西方社會典範（3/3）
1983年，聯合國成立「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
（WECD），任命挪威工黨領袖布朗特蘭夫人為主席。

1987年4月，WECD發表「布朗特蘭報告」，命名為「我
們共同的未來」，正式揭櫫「永續發展」的理念與定義。

1991年， IUCN, UNEP, WWF等發表「關心我們的地
球」，提出永續發展的「承載容量」或「涵容能力」概念

1992年，聯合國在巴西里約召開「地球高峰會」，規劃全
球共同執行永續發展的工作藍圖。發表「二十一世紀議
程」。

2002年9月，聯合國在南非約翰尼斯堡召開「地球高峰會十
年會議」(Rio +10)，對於21世紀的人類永續發展提出進
一步的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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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中國社會典範永續發展：中國社會典範

西元前1122年，周朝已設山虞林衡之官，以管
理森林，如「周禮」中「令萬民時斬材有期
日」。

西元前600 ~300 年，春秋戰國時期，亦有保
護正在懷孕與產卵的鳥獸魚鱉以利永續利用的思
想及封山育林定期開禁的規定。

「禮記禮運篇」：「故天降膏露，地出醴泉，山
出器車，河出馬圖，鳳皇麒麟，皆在郊棷，龜龍
宮沼；其餘鳥獸之卵胎，皆可俯而闚也」

管仲「為人君而不能謹守其山林菹澤草萊，不可
以為天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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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永續發展  
我們必須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量！  

為了永續發展  
我們必須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量！



72

全球思維，在地行動  
（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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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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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層級的具體作法：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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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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做的12件抗暖對策你可以做的12件抗暖對策
1. 換新節能路燈

2. 改用省電燈泡

3. 不打領帶，少洗衣服（集中到一定量再洗）

4. 多開窗戶，少開冷氣

5. 吃新鮮的、當地的食物最好（減少包裝與運送）

6. 回收、回收、再回收

7. 搭公車，少開車

8. 檢查車胎，淨空後車箱

9. 支持綠色消費（使用有能源之星、省水、節能、綠建材等環保標
 章的產品）

10. 多使用網路（節省郵寄）

11. 多種竹子（長得快，吸收二氧化碳多，考量生態平衡應勿過度）

12. 動手計算自己的二氧化碳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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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能源節約能源與與綠色採購綠色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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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作法具體作法((一一))－資源回收－資源回收

分類分類

塑膠－寶特瓶、三角標幟塑膠－寶特瓶、三角標幟

橡膠－廢輪胎橡膠－廢輪胎

玻璃－器皿類玻璃－器皿類

鐵、鋁罐－鐵罐、鋁罐鐵、鋁罐－鐵罐、鋁罐

紙類－白報紙、報表紙、報紙類－白報紙、報表紙、報
紙、紙、 雜誌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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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作法具體作法((二二))－辦公室做環保－辦公室做環保

資源回收資源回收

環境綠化環境綠化

節省資源（省水、省電、省紙）節省資源（省水、省電、省紙）

環境衛生（消毒用藥、定期檢查）環境衛生（消毒用藥、定期檢查）

回收再利用（棧板、瓶罐）回收再利用（棧板、瓶罐）

綠色採購綠色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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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作法具體作法((三三))－其他－其他

廚餘堆肥廚餘堆肥

落葉堆肥落葉堆肥

照明調整照明調整

庫存區應變設施庫存區應變設施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室內空氣品質維護COCO22

禁用色洗餐具、保麗龍禁用色洗餐具、保麗龍

使用重複使用購物袋使用重複使用購物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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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標誌與宣告環境標誌與宣告——定義定義

定義：定義：

針對產品環保特性的資訊，提供針對產品環保特性的資訊，提供
 

給採購者與潛在採購者。目的在鼓給採購者與潛在採購者。目的在鼓
 

勵他們選擇對環境衝擊較低的產勵他們選擇對環境衝擊較低的產
 

品。從而帶動其他廠商生產及提供品。從而帶動其他廠商生產及提供
 

較佳的產品與服務。較佳的產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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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標誌與宣告環境標誌與宣告

大致可分為四類：大致可分為四類：

TypeTypeⅠⅠ：：以預先設定之產品準則，並經過第三以預先設定之產品準則，並經過第三
 者驗証，選擇對環境產生不利衝擊較低的產者驗証，選擇對環境產生不利衝擊較低的產
 品，頒發專用之商標。品，頒發專用之商標。

TypeTypeⅡⅡ：：由廠商自行宣告或訴求。由廠商自行宣告或訴求。

TypeTypeⅢⅢ：：以預先設定的指標，並經過獨立者之以預先設定的指標，並經過獨立者之
 確認確認((而提供給消費者的而提供給消費者的))定量化資訊。定量化資訊。

其他：針對單一行業其他：針對單一行業((如造紙業如造紙業))或單一宣告或單一宣告((
 如省水、省能源如省水、省能源))而設置之標章。而設置之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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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環保標章？我國環保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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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第一類標章圖樣各國第一類標章圖樣

France Austria

NordicCanada

Germany Japan USA「 GREEN 
SEAL」

Singapore

Korea

European  
Commission

Czech 
Republic

China(P.R.C.)

ROC 
(Taiwan)

Green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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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類標章圖樣第四類標章圖樣

GreenLinks

Clean Marine 省水標章

Energy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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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消費綠色消費3R3R與與3E3E之原則之原則

R1R1原則原則——減量原則減量原則

R2R2原則原則——重複使用重複使用

R3R3原則原則——再生再生
E1E1原則原則——經濟經濟

E2E2原則原則——生態生態

E3E3原則原則——平等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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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採購的概念綠色採購的概念

綠色消費意指「在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並追求更
佳生活品質之同時，降低天然資源與毒性物質
之使用及污染物排放，目的在不影響後代子孫
權益的消費模式」。綠色消費涵蓋食衣住行娛
樂等各個層面，而綠色採購是落實綠色消費的
最佳工具；採購回收材料製造之物品，優先考
量環境面之採購行為，亦即採購之產品對環境
及人類健康有最小的傷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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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採購的概念綠色採購的概念

綠色消費是全民運動

1.政府扮演主導角色政策、法規制度、經濟工
 具、資訊、考核

 2.企業具多重角色供應者、出資者、消費者
 3.社會團體為提倡者、監督者

 4.學術研究單位為技術提供者
 5.以全體民眾之力量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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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綠色產品何謂綠色產品

OECD 1995 「為衡量、預防、限制、減少與矯
正對水、空氣及土壤的環境損害，並處理與廢棄
物、噪音、生態系統相關之問題所需生產之產品、
服務或有關之活動」

ISO 14024 基於生命週期之考量，具整體環境
優越性之產品與服務

「低污染、可回收、省資源」是綠色產品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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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採購原則綠色採購原則

原則 1 – 採購前考慮該產品是否需要

原則 2 – 採購時應考產品生命週期對環境的各種
衝擊– 從原料取得至產品使用後之廢棄

原則 3 – 選擇用心照顧環境的供應商

原則 4 – 收集產品及供應商的環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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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採購行動綠色採購行動
永續採購不需更高成本 : 透過聯合採購方式來降
低取得成本，與具備較低使用與處置費用等特點，
都使得綠色產品之總體成本未必較一般產品為高。
同時供應商亦表示只要消費者願意採購綠色產品，
必定能以合理價格供應；

現在立即行動 : 眾多之各國實施經驗與案例皆已
經證明永續採購確實有效，同時各項綠色採購實施
工具與綠色採購 網路皆已建置完備，因此目前乃
是開始行動之最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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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採購行動綠色採購行動

加強透過綠色採購來推動永續發展 : 歐盟境內每年
政府採購金額超過 1 兆歐元，因此採購力量與衝擊
龐大。若是歐盟政府部門採購綠色電力，每年即可
減少 6000 萬公噸溫室氣體排放量。其他方面之改
善效率結果，更可透過採購高能源效率電腦產品、
綠色建築物、不具毒性清潔產品、有機食物、低污
染排放量公共汽車等來達成。此外要求提供服務承
包商採用妥善勞工標準與購買經過公平貿易產品等
行動，皆可導致透過綠色採購來帶動社會永續性之
改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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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消費運動綠色消費運動

形式 案例 主導者

產品改良

 產品創新
Interface地毯公司 企業

法規
德國/延長產品製造商責任法

 韓國/限制用完即丟產品使用法

 中華民國/限制產品過多包裝法
政府

經濟工具
韓國/奧地利/汽車污染排放稅

 丹麥/廢棄物稅

 中華民國/空氣污染防制費
政府

環保標章
全球五十餘國推動中

 如德國藍天使標章

 北歐天鵝標章

政府

 社會團體

公共採購
國際綠色採購網路組織(IGPN)

 國際地方環境行動聯盟(ICLEI)

 北美綠色採購行動(NAGPI) 

政府

 社會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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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案例 主導者

改變行為模式

 策略研擬

俄羅斯策略性環境評估

 歐盟/永續歐洲活動

 蘇格蘭/交通顧問諮詢

政府

 企業

 社會團體

需求面管理

巴西/限制汽車之使用

 新加坡/交通管理

加拿大/需求面電力管理

政府

 社會團體

檢討公共財之使

 用

中國大陸

 /傳統防污改善

瑞典/

 永續社會改善計畫

政府

教育宣導
中國大陸/跨世紀絲路之旅

 韓國/旅館/餐飲業廢棄物減量計畫

 希臘/歐洲青年消費者競賽活動

政府

 企業

 社會團體

支持社區活動
奧地利/地區性產品供應網

 國際性/全球行動計畫

 歐盟/生態諮詢

政府

 企業

 社會團體

能力建立
國際性/鼓勵有機產品交易

 國際性/環境管理系統

 印度/能源效率提升方案

政府

 企業

 學術研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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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參考

環保署

綠色生活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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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近代環保議題的省思結語：近代環保議題的省思

「全球（增溫與氣候）變遷與永續
發展」是當今相當重要的一個大眾
教育議題，也是全球視野、本土關
懷的思維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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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給我們
 

的孩子

一個乾淨
 

適合居住
 

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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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簡報完畢，感謝您簡報完畢，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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