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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版  活力  微笑  健康人生 電子報：http://stud.adm.ncku.edu.tw 

”節能減碳，COOL 地球”，從日常生活做起 
衛保組 楊月欽 整理

 

什麼是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是一種全球性的氣候變遷，大氣
和海洋的溫度，在短時間內迅速上升。為什麼
會有這種現象呢？因為人類排出了太多溫室氣
體到大氣層，這些氣體就像厚外套一樣，把太
陽的熱能包住，讓地球整個熱呼呼的，快要燒
起來了！ 

二十世紀，全球平均的溫度上升了 0.6 
℃；而從 2000 年以來，各地的高溫記錄紛紛
被打破。2003 年 8 月 10 日，英國倫敦氣溫高
達 38.1 ℃; 2003 年 8 月 11 日，瑞士格羅
諾鎮氣溫高達 41.5 ℃；2005 年 7 月，美國
有 200 個城市打破高溫紀錄；2006 年 7 月 8 
日，台灣宜蘭氣溫高達 38.8 ℃；2007 年的冬
天，是自 1880 年有記載以來，地球最熱的冬
天。 

環保要由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來做
起。 

食- 

飲食吹起低碳風，用吃來愛護地球 

要健康，過去國內許多營養專家均提倡飲

食可以由低糖、低鹽、低油等三低來做起，可

以預防高血脂文明病。行政院環保署建議，除

了三低之外，可以從選擇『低碳食物』，可以

讓食物更新鮮環保，又可以愛護地球。 

全球暖化問題已經成為地球面臨最大的危

機，事實上減碳除了日常生活上的行動外，用

吃的也可以解救全球暖化，甚至不少民間團體

提出『吃素抗暖化』的訴求。食物生產及運輸

所消耗的能源及廢棄物對地球都是沉重的負

擔，國內外許多環保組織曾提出食物里程的概

念，經由食物從生長地到購買地或餐桌的距

離，可以估算消耗的二氧化碳，根據歐美估計，

有將近 80%幾乎都消耗在加工及運送過程，甚

至英國有將近 20%的溫室氣體排放是來自於食

物伸展再製與運輸過程。許多肉類食品，消耗

的二氧化碳更是綠色蔬菜的數千倍到萬倍以

上。 

建議您可以考慮用「吃」來為地球盡一份

心力，吃要吃的營養均衡，不要攝取過量，也

可以少吃一些碳排放量較高的食物，並適時的

改變飲食習慣，調整為『在地生產、在地消費』，

多選用新鮮、低碳的當地食物，這些會讓您更

健康，更可以愛護地球。 

衣- 

1.讓衣服曬乾 

您如何清洗衣服大大決定了您對環境的影

響，根據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一件 T 恤在其

壽命期中最多可產生 4 公斤的二氧化碳。解決

的方法當然不是不洗衣服，而是您可以用溫水

取代熱水來清洗，用曬乾來取代烘乾，並且一

次清洗足量的衣服而不是每次只洗一點，只要

您持之以恆，最多可以節省高達 90%的二氧化

碳！ 

2.舊衣再利用 

正確的回收您不想再穿的衣服能有意想不

到的收穫。回收再生的纖維比全新製造的纖維

能省下 76%的能源和 71%的溫室氣體。不妨重新

考慮那些您想丟棄的衣服的去向吧！ 

3.重新看待二手衣 

買一件二手的 T 恤表示你節省了生產一件

全新的衣物所需消耗的資源、能源以及產生的

汙染，事實上，每一件你擁有的衣服都對你的

環境有責任，不妨定期和三五好友舉辦小型二

手衣拍賣，不但對環境有好處，對您的荷包而

言也不無小補。 

4.拿掉領帶 

一條領帶如何對抗全球氣候變遷？日本政

府在 2005 年的夏天開始推廣上班族衣著的改

變，用較明亮的顏色取代原本黑色或深藍色的

西裝，在辦公室時鬆開領帶並解開第一顆扣

子，這樣室內的溫度調到 28 度就很舒適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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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府估計，一個夏季都讓空調維持 28 度而不

是更低的溫度時，約可減少 71700 噸的二氧化

碳排放，就讓夏天的每一天都是休閒舒適的穿

著吧！ 

5.不穿西裝是作秀?! 

每年六月五日是世界環境日，而 08 年的主

題是『剔除舊習，邁向低碳經濟』，因為全球

暖化問題日益嚴重，減碳已經成為我們每個人

必須要做的工作，也很多人質疑，就算是開始

不穿西裝，是不是作秀? 其實，在夏天台灣已

經是熱帶國家，穿西裝體感溫度會上升 4 度左

右，要感覺舒適，冷氣至少要降低幾度，都是

屬於不環保浪費的行為。從節能省碳的觀點，

只要開始做，一點一滴都是節能表現，如果連

日常生活都不減碳，怎麼能醞釀出有更大的環

保政策? 

住- 

1.以「綠色房屋」做為家的藍圖 

個人居家消耗之能源製造出的二氧化碳佔

了美國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的 16%，比個人交通

工具所造成的影響更大。若您在房子的設計階

段就考慮到環保問題，便能花最少的錢讓您的

房子達到最大的能源使用效率，節省的能源最

高甚至可達 40%。例如使用無毒且不會造成汙

染的物質來做為家中的隔間，加強家中空氣的

流動以減少空調的使用…等等。試著在家中使

用更多可循環的能源像是太陽能或是地熱，只

要您有心，可以在 GreenHomeGuide.com 找到更

多使您的家更加環保的方式。 

2.換上節能燈泡 

有著扭曲外表的 CFL 燈泡，是家庭節能最

好的幫手。CFL 只使用約一般燈泡 1/4 的電而

且使用壽命能多上好幾年，一般而言，一個 7

瓦的 CFL 其亮度同於 40 瓦的普通燈泡，26 瓦

的 CFL 則和 100 瓦的普通燈泡一樣亮。不過由

於 CFL 中仍含有少量的水銀，因此一定要將其

分類回收。 

3.住的小而精巧 

統計和研究都顯示，住的房子小比任何有

效利用家中能源的方式更能節約能源的消耗，

畢竟小房子在建造時就省下了許多的建材。房

子的空間足夠生活就好，小房子不需要太多的

空調維持溫度，也不需多餘的照明，甚至打掃

也能更快速而省下許多電能。 

4.溫暖您的熱水器 

許多較舊的熱水器都會因為不能有效的加

熱水而消耗許多不必要的電能，用大毯子包住

您家的熱水器，當然要留下通風口，可以有效

增加水的加熱效率，熱水器的壽命也得以延長。 

5.十年樹木? 

3/12 植樹節，台灣有不少種樹的活動，不

過種樹和真正的減碳相比仍有相當的差距，因

為平均每棵樹木種植 40 年，可為地球減少 465

公斤二氧化碳，台灣平均一個人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就超過 12 噸，至少每人每個月要種 2棵以

上，才有辦法真正減碳，這在地小人稠的台灣，

似乎頗為困難，只能代表宣誓我們對於環境上

不進行破壞，開始尊重並彌補對於地球長久的

損害，減緩地球受傷的程度。最重要的還是日

常生活的減碳動作，從日常生活習慣的改變，

開始簡單、節約生活、甚至開始每周多吃幾餐

素食，用自己的行動去感染別人，才是最有效

的方式。 

6.燒紙錢的危害 

去掃墓時也要多留意，其實台灣主要的宗

教團體已經公開提倡不燃燒紙錢的做法，所謂

的心誠則靈，尤其我們的祖先沒像我們遇到全

球暖化的問題，現在遭受到的危機比以前大出

不少，而且下一代的危機更大。很多紙錢內含

有不少致癌物，對身體有害，也建議您可以開

始嘗試不燒紙錢，多去宣導這樣的概念，燒紙

錢除了增加二氧化碳之外，也對呼吸器官有不

利的影響，根據過去的經驗，這天各地的懸浮

微粒普遍都會增加，內含更多有毒及致癌物

質，呼吸器官敏感者要多留意。 

行- 

1.多搭乘公車 

使用大眾運輸所能減少的溫室氣體量是相

當驚人的，因為運輸便佔了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的 14%，若以美國而言，搭乘大眾運輸 1 年約

可減少 1.4 百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但目前美

國和歐洲仍有約 80%左右的人自己開車上班，

有一部份的原因有是因為一般鄉鎮中的運輸系

統不夠建全，大多人仍然等不到他們需要的公

車。 

2.好好規劃你的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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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要搭飛機時，請儘可能選擇最短的直

線距離，減少轉機的次數等於減少大量溫室氣

體的製造，改進飛機的性能甚至是飛行的方式

有是非常重要的。 

3.坐滿人再上路 

美國約有 80%的上班族一個人開車上班，

這是一種非常明顯的浪費行為，若要花費相同

的時間和油，何不坐滿乘客來幫忙分擔呢？華

盛頓的新稅制中，對於那些鼓勵員工搭乘大眾

交通工具或是走路上班的公司將給予特殊的優

惠，希望能藉此讓更多人選擇最環保的方式前

往他們的工作地點。 

4.定期檢查輪胎 

買不起油電混合車的人，仍然可藉由定期

維修保養車子而大大減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費以

及二氧化碳的排放，若你能將油的使用效率由

8.5km/L 提高至 10.2km/L，那即使是老爺車也

可省下一年約 90 公斤的二氧化碳。 

5.飛機、高鐵或是開車 

如果您要從台北到高雄，您會選擇哪種交

通工具? 飛機、高鐵或是開車，目前全球面臨

必須減碳的時勢下，選擇搭乘高鐵已經成為一

個不得不的選項，因為飛機一趟每個人就要花

費將近 120 公斤的二氧化碳，開車也高達 80

公斤，只有高鐵或鐵路才 10 幾公斤，建議您往

後若要出差旅行時，可以多多考慮減碳的交通

工具。同時在思考交通運輸上，是否還需要開

許多的路，讓汽車製造更多二氧化碳，非常值

得商議的。尤其台灣目前二氧化碳過去幾年增

加的幅度是世界第一，未來我們至少要減六成

以上的排放量才符合國際的水準，這是難度非

常高的工作，可是不在政策或每個人減碳上努

力，未來地球的壞房客的惡名將會落在台灣身

上。 

6.車廂冷氣 

在夏天，冷氣是一個高耗能的電器，大家

都知道要把溫度調高到 27 度，才可以比較省

電，而汽車內的冷氣也是如此，如果冷氣開的

過強，耗油量也會明顯增加，大約會增加一倍

的耗油量，也建議您汽車內冷氣的溫度也要適

時的調高到一些，清晨或是晚上，當車輛較少，

或行經郊區時，車外空氣較好時，溫度較低時，

也可以打開車窗，大自然的空氣絕對比車內冷

氣循環的空氣要好。 

※資料來源： 

☺節能減碳全民行動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http://eco2.epa.gov.tw/default.aspx 
☺台灣減碳網 

 http://icool.saveoursky.org.tw/lowc/ 
☺對抗暖化，寶貝台灣 

 http://www.pts.org.tw/~web02/coolfollowme/page2-1.htm 

 

節能減碳十大宣言 

1.冷氣控溫不外洩：少開冷氣，多開窗；非特定場合不穿西裝領帶；冷氣控溫 26-28℃且不外洩。

2.隨手關燈拔插頭：隨手關燈關機、拔插頭；檢討採光需求，提升照明績效，減少多餘燈管數。 

3.省電燈具更省錢：將傳統鎢絲燈泡逐步改為省電燈泡，一樣亮度更省電、壽命更長、更省錢。 

4.節能省水看標章：選購環保標章、節能標章、省水標章及 EER 值高的商品，節能減碳又環保。 

5.鐵馬步行兼保健：多走樓梯，少坐電梯，上班外出常騎鐵馬，多走路，增加運動健身的時間。 

6.每週一天不開車：多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減少一人開車騎機車次數；每週至少一天不開車。 

7.選車用車助減碳：選用油氣雙燃料、油電混合或電動車輛與動力機具，養成停車就熄火習慣。 

8.多吃蔬食少吃肉：愛用當地食材；每週一天或每日一餐蔬食；吃多少點多少，減少碳排量。 

9.自備杯筷帕與袋：自備隨身杯、環保筷、手帕及購物袋；少喝瓶裝水；少用一次即丟商品。 

10.惜用資源顧地球：雙面用紙；選用再生紙、省水龍頭及馬桶；不用過度包裝商品；回收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