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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日聯盟(Earth Day Network, EDN)「環境之危」第四版已經問世。地球日聯盟的環境

教育計劃，旨在創建並推廣像「環境之危」這類有價值的教室資源與教材，設計出啟發不同

年齡層學生，使對文明產生責任感與覺醒的教學活動。請在使用之前先進入「地球日聯盟的

教師站」(www.earthday.net)，取得關於「環境之危」的所有版本，瞭解這些資料，將有助教師

們將環境議題整合至各種學科領域及適用各年級的教材、資源和創新。所有的地球日聯盟教

材都是免費下載並且易於使用在您的教學情境中。 

第四版「環境之危」的主題是「氣候變遷」。這些問題的目的旨在協助學生瞭解「全球

暖化」這個複雜議題，以及教導他們如何致力於減緩暖化現象。在這個課題中，「氣候變遷」

和「全球暖化」的意義是可以互通的。對這些議題的補充說明，學生們可能要用到「生態足

跡」或「巴比的大腳—兒童謎語」，二者都可以從地球日聯盟中取得。第四版「環境之危」的

類別涵蓋氣候變遷的原因、歷程、科學、全球暖化可能的結果、可能的解決方案，以及個人

能夠對此問題付諸哪些行動。 

「環境之危」很容易在你的教室中進行。只要下載並印出最適於任教學生程度的問題表

單即可。你需要Adobe Acrobat Reader瀏覽器，並且強烈建議您雙面列印這些問題。這個建議

是讓紙的一面印著問題，而另一面印著解答。如果你無法這樣作或不確定能否雙面列印，可

以將文件存到光碟、硬碟或隨身碟，到最近的輸出影印店，他們可以為你作成需要的樣式。

印出問題之後，切除問題和分類卡片。把分類卡放到遊戲板的斜線上，問題卡放在下面，由

低分排到最高分的欄位。如果你沒有一塊遊戲板，可以利用你的白板或黑板來作一塊，貼上

問題卡，或是從教師網站下載。因為板子本身需要的紙張比印表機用紙大一點(24吋*36吋)，

我們建議你存入光碟等儲存設備中，交由影印或輸出專業店印出。許多老師把問題卡和遊戲

板作成硬紙卡，以便於未來的使用。 

製作遊戲板時請確定問題卡的計分值能被看見。準備遊戲板大約需要 10分鐘的時間，

設置好以後，將學生分組(3-5人一組)，讓他們知道得分值。每組依照特定類別的得分來選題。

教師讀出卡片背後的問題，小組有30秒討論答案。如果答案正確則可選另一個問題，每組在

被他組取得答題權之前，最多可以連答同一列的 3個問題。如果某組沒有答對，下一組就有

機會答題並接續選題回答。得分最多的小組獲勝。 

為了讓遊戲的主題內容與學生顯得更有關聯，某些答案卡會寫著「你知道嗎？」提到一

些與答案有關的事證及一些相關資訊的網站列表。 

我們希望你和你的學生都樂於使用「環境之危」第四版，也感謝您應用地球日聯盟作為

例行的環境教育課程之一。 



地球日聯盟及環境教育計劃 

地球日聯盟是於1970年時由第一屆地球日籌劃者贊助。地球日聯盟的使命是推廣全球環

境趨勢，並教育與鼓舞人們、政府合作，負起致力一個清潔與健康環境的責任。地球日聯盟

在 174個國家，有超過12,000名工作網成員協助建立，並共同促進資訊交流及合作。除此之

外，地球日聯盟支持一個超過 15,000位從幼稚園到高中的環境教育者，提供他們補充教材、

教室及社區活動，以及文化學習和參與的機會。 

欲取得更多資訊請至地球日聯盟www.darthday.net。其他與地球日聯盟環境教育計劃有關

的訊息，以及下載教材和資源請至地球日聯盟的教師站首頁，或寄發電子郵件至

education@earth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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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變動的氣候 

以下是這個版本中五個範疇的簡要介紹。 

 

氣候變遷的成因：這個範疇的問題涉及我們何以經歷全球暖化的許多理由。一些特定的

原因如使用石化燃料、運輸的問題以及節約能源。 

氣候變遷的歷程：此範疇的問題同時聚焦於地球上的氣候曾經多次改變，以及科學上對

於這個主要歷程的發展、對發現的瞭解，新發明對全球暖化的影響，

以及與氣候變遷有關的物質形成。 

綜觀：生命和陸地 

學生能由此部分的題目學習關於全球暖化的可能結果。主題包括物種

滅絕以及/或者遷移，疾病的蔓延，氣候變遷可能達到的「頂點」，以

及就現在所知，融冰會如何影響陸地邊界。 

對每個問題的一種解答：題目聚焦於全球暖化可能的解決方案。主題包括未來的燃料科

技革新、汽油標準、都市密度、能源使用，以及現有科技如何降低化

石燃料的使用並節省經費。 

你能作些什麼？：本類題目談到對於環境保護和建立對環境變動的警覺面向，個人能作

到哪些事情。對於無投票權的學生，能作的就是增加他們對於文明的

參與，及建立學生在社會中對於氣候變遷的警覺度。主題包含大眾運

輸的價值、環境與節能的經濟利益、以及有助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省

錢的節能妙招。 



環境之危：基本問題 

範疇：氣候變遷的原因 

 

10分：說出兩種與氣候變遷有關的氣體。它們常被稱為「溫室氣體」。 

Ans：最常見的是二氧化碳和甲烷。其他氣體如一氧化氮，人造化學物質如氫氟碳化物、

高氟碳化物等。這些氣體散逸到大氣層中，將會限制熱氣的散失，也就是說許多熱

氣被留在地球上。 

 

20分：舉兩個化石燃料的例子。 

Ans：煤、石油、天然氣 

 

30分：在家中開了暖氣或點亮電燈，我們就使用了能源。這些能源從何而來？怎樣創造

它們？ 

Ans：能源來自發電廠。有許多不同樣式的發電廠。最常見的有煤、石油、水力及核能

發電廠。前兩者對於大氣中的溫室氣體的增加影響較大。當我們燃燒煤或石油，就

創造了能源，同時卻釋出很多二氧化碳。其他兩種發電廠並不產生這麼多溫室氣

體，但有其他環境廢棄物。要怎樣處理這些廢棄物呢？ 

 

環境之危：主要問題 

範疇：氣候變遷的歷程 

 

10分：對或錯—以前在地球上就發生過氣候變遷。 

Ans：正確。 

你知道嗎⋯..？ 

過去約二百萬年，冰層曾經來去北半球約二十次。然而溫度改變對冰層大小所造成

的影響一向在特定範圍內。這段期間地球的氣候比現在要冷得多，但它從未變得暖

些。 

 

20分：雖然造成氣後變遷的原因仍有爭議，多數科學家相信氣候變遷是造成一些動物滅

絕的主要原因。究竟是哪種動物呢？ 

Ans：恐龍。有兩群科學家陣營對於氣候變遷的速度，以及針對恐龍來檢視證據有所爭

議。一方認為氣候的改變是漸近的，且常常透過火山爆發和改變洋流，以及地球的

板塊運動急劇上昇，使氣候涼爽。另一方則認為巨大的彗星撞擊今日的墨西哥高福

地區，產生大量塵土揚起，遮掩太陽導致涼爽的氣候。 



30分：包括人類在內的動物在呼吸時，呼出的氣體含有二氧化碳，而樹木和綠色植物則

能將之轉變為氧氣。直到最近(約 200年)二氧化碳還未影響到氣候。為什麼今日會

影響氣候？ 

Ans：現在我們排放較以往多上許多倍的二氧化碳到空氣中，因為燃煤發電、使用汽油

開車。在電力時代之前，我們不需要燃燒這麼多化石燃料，而現在卻無法離開它們

生活！這是為何許多科學家在尋覓更潔淨的電力來源之故。 

 

綜觀：生命和陸地 

10分：南極比世界上其他地方有更多的冰。如果溫度持續上昇，南極大陸會變大、沉下

或維持原大小？ 

Ans：炎炎夏日，杯中的冰會在高溫下融化。同樣地溫度昇高會使地球失去一些儲存在

南極的冰，而產生的水會流入海洋造成海平面上昇。到了 2100年，預估海平面會

上昇19-37吋。 

 

20分：在 2002年，美國的 48個州當中，有幾州歷經了超過當季溫度平均的低溫？ 

Ans：沒有。當然！沒有氣候變遷的證據顯示，但與其它氣候變遷的資料相符。由資料

開始蒐集就顯示連續四年最高溫依序為 1998、2002、2003、2004。此外，在 1990

年代是記錄中最溫暖的10年，不在此限的只有1996年。 

 

30分：如瘧疾這類的熱帶疾病只發生在於較小的地理區域，因為他們仰賴像瘧蚊這類「帶

原者」，而瘧蚊只能在特定的氣候中將病原帶至寄主體內(就像你和你的老師)。一

旦地球持續暖化，你認為一些科學家會怎樣預測這類溫暖氣候所造成的疾病？ 

Ans：許多科學家相信這類疾病將更加普遍、並廣為散布。 

 

 

對每個問題的一種解答 

10分：哪一種電能的來源，可以在不需人類協助下放出光和熱？ 

Ans：你知道嗎？ 

太陽能是一種可行的趨勢。現在它還太昂貴，並且欠缺與低價的電力來源競爭的能

力。假以時日，太陽能可以是主要的能源：太陽能集電板是一種簡單的設備，太陽

能永遠取之不竭，每天都提供足夠的能量抵達地球，能供所有人類所需能量的1萬

倍。 

 

20分：德國是全世界潔淨能源供應的先驅，目前有哪些新的潔淨能量來源？ 

Ans：風力。在過去一年，德國增加了 44%的風力發電能量，這超過了 11,000座渦輪發

電機所能產生的能量。 

你知道嗎？ 

風力是一種快速成長的新能源趨勢。有些人預估歐洲的風力能源將在十年內會增加

5千萬。 

 



30分：大都會需要大量電力。如果你要改善環境，選擇提高電價或是降低電價，何種電

價策略較好？ 

Ans：降低。 

你知道嗎？ 

雖然都會使用大量電力，在這裡每個人平均使用的電力卻較其他地方更低。特別是

像紐約這樣的超級大都會，是全國電費帳單費用最高的幾個區域之一。如果提高電

價將會鼓勵人群分散、移出城市，讓電力的使用更為分散。相對地也會讓地鐵站、

停車場這類對環境不友善的設施增加。 

 

你能作些什麼？ 

10分：平均每輛汽車在使用至廢棄之後，共可排放11,560磅的二氧化碳。當所有美國的

汽車加總之後，這些二氧化碳總排放量佔美國總排放量的多少？10%、20%、30%、

40%。 

Ans：40% 

你知道嗎？ 

削減汽車排放量的一個好辦法，就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地下鐵運用電力，這些電

力是由發電廠產生，但每個人分擔到的二氧化碳排放比例遠低於汽車的排放量。此

外，許多巴士使用柴電混合科技，或是天然瓦斯。寫信給你的國會議員或地方民意

代表，促使他們支持混合科技的交通工具，或立法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限制。 

 

20分：到 2030年，全球汽車數量將增加多少？10%、50%、100%、150% 

Ans：50% 

你知道嗎？ 

不是所有人都有大眾運輸工具可搭乘。但住在都市的人較可能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並且消耗較少的能源，因為他們更可能比住在鄉間或郊區的人們使用一個較小的屋

子或公寓。你可以透過舉辦一些推廣大眾運輸優點的社區活動，來支持大眾運輸工

具。 

 

30分：省電日光燈泡比一般鎢絲燈泡貴很多(約是 10美元對 0.75美元)。但是省電燈泡

可以幫你省下更多錢。你能提出一個理由說明這可能是對的嗎？ 

Ans：有兩個主要的理由：首先，省電燈泡使用較少的瓦特的電力，就可以發出和燈泡

一樣的光(瓦特是測量能量的單位)。其次，他們的壽命較久，可以使用到十年之久！

基於前面兩個理由，你買省電燈泡可以比買鎢絲燈泡更省錢。也因此你的電費帳單

會更少。為增加對省電燈泡的瞭解，請寫信給你的民意代表，促使他們支持購買省

電燈泡退稅的活動。 

 



環境之危：中級問題 

範疇：氣候變遷的原因 

 

20分：在家中開了暖氣或點亮電燈，我們就使用了能源。這些能源從何而來？怎樣創造

它們？ 

Ans：能源來自發電廠。有許多不同樣式的發電廠。最常見的有煤、石油、水力及核能

發電廠。前兩者對於增加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影響較大。當我們燃燒煤或石油，就創

造了能源，但釋出很多二氧化碳。其他兩種發電廠並不產生這麼多溫室氣體，但有

其他環境廢棄物。要怎樣處理這些廢棄物呢？ 

 

40分：美國有超過一半的能源來自於煤。每噸煤燃燒大概會放出多少噸的二氧化碳？1

噸，1.5噸，2.5噸，3噸 

Ans：在火力發電廠中，每燃燒1噸煤會產生約2.5噸二氧化碳。燒煤的副產品會多過煤

本身的原因，是火力發電廠也使用大量的水和石灰石增加煤的效能。 

你知道嗎？ 

二氧化碳不只是燒煤的副產品，也是最主要、不受環境限制的產物。你能想出其他

燃煤的副產品嗎？ 

 

60分：美國無疑是世界上最主要也是排放溫室氣體最多的國家。哪一國是第二名？ 

Ans：中國。 

你知道嗎？ 

平均每個中國人只使用美國人用掉的能源 10-15%，但中國人口總數是美國的 4-5

倍。當中國經濟快速成長，工業擴張，許多專家認為中國將在本世紀中期，取代美

國成為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多的國家。 

 

80分：在 2004年有1千7百萬輛新車售出。只有 10萬或總數1%的一半具有對環境友

善的設計。這些車子如何稱呼？ 

Ans：混合車。 

你知道嗎？ 

混合車只佔汽車市場極小的比例，但它們成長快速。西元 2000年開始，混合車在

美國的銷售以百分之1000的比例增加，市場預估在未來幾年會更加倍增。 

 

100分：世界上最大的供油國，預估有 2,620億桶。是哪個國家？ 

Ans：沙烏地阿拉伯 

你知道嗎？ 

美國相當仰賴石油，因為我們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費國家，必需仰賴大量進口的

石油，這使得我們相當仰賴與其他國家合作，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兩個最大的進

口國家)，而沙烏地阿拉伯是第三大進口國。許多新能源理論上都可由各國在各自

的地域上生產。 



氣候變遷的歷程 

20分：對或錯—以前在地球上就發生過氣候變遷。 

Ans：正確。 

你知道嗎⋯..？ 

過去約二百萬年，冰層曾經來去北半球約二十次。然而溫度改變對冰層大小所造成

的影響一向在特定範圍內。這段期間地球的氣候比現在要冷得多，但它從未變得暖

些。 

 

40分：一萬年前，當前一次冰河時期結束時，冰河退去，當時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約

為 260ppm。現在的濃度是多少？220 ppm，320 ppm，380 ppm，440 ppm 

Ans：380 ppm 

你知道嗎？ 

二氧化碳濃度有一萬年的時間未曾上昇，直到 18世紀末期工業時代之後才開始增

加。如果這個情況延續下去，本世紀中期二氧化碳濃度將增為500 ppm。這足以增

加全球溫度至少3度，使地球比過去兩百萬年還熱。 

 

60分：在1908年時，瑞典化學家Svante August Arrhenius首先對工業革命造成的何種效

果作出預測？ 

Ans：溫室效應。阿瑞尼亞士在當時並不受重視，但這可能是件好事。除了預估全球暖

化的負面效應，他為人們將來可生活在較溫暖的天空下、與溫暖的環境中而高興。 

 

80分：歷經許久的時間，遠古的有機物質(植物和動物)在正確的條件下分解，形成了化

石燃料。石油和天然氣是有機物質在沒有接觸氧氣的情況下分解所形成。當有機物

在潮濕得像沼地的區域累積時會產生何種物質？ 

Ans：煤。 

你知道嗎？ 

煤被化石化的時間越長，所帶有的能量就越多。不同型態的煤是環境的弱點。能量

最低的型態、褐煤，沒有效率且通常會變成其他型態。無煙煤是能量最高的型態，

但每公噸比其他型態產生更多二氧化碳和硫。 

 

100分：第一個太陽能電池(轉變太陽光能成為電力)在1883年由Charles Fritts製作。當時

的美國總統是誰？ 

Ans：Chester A. Arthur。 

這題可能比較難回答，就像科學家要提昇太陽能電池的效率般困難。Fritts的電池

能量轉換率低於 1%。到 1954年時也只有6%。無論如何太陽能電池都是未來能源

的期望所在。它們易於製作並取得大量廉價的能源，且不產生任何溫室氣體。 

 

綜觀：生命和陸地 

20分：如瘧疾這類的熱帶疾病只發生在於較小的地理區域，因為他們仰賴像瘧蚊這類「帶

原者」，而瘧蚊只能在特定的氣候中將病原帶至寄主體內(就像你和你的老師)。一



旦地球持續暖化，你認為一些科學家會怎樣預測這類溫暖氣候的疾病？ 

Ans：許多科學家相信這類疾病將更加普遍並廣為散布。 

 

40分：19位生物學家在 2004年發表一份研究，結合對不同區域中 1,100種植物與動物

資料，顯示其中 15%-37%將在本世紀中期發生劇變。你認為會是什麼變化？ 

Ans：滅絕。 

目前地球上存在遠超過1,100個不同種的植物和動物，如果這些科學家所言為真，

將其樣本的比例反算回整個地球現在的物種，確實是個警訊。 

 

60分：吐瓦魯是個南太平洋上的島群，平均高度在海平面六呎。最近很多文章都談到這

些島群的未來。你知道它們的未來被預知是怎樣嗎？ 

Ans：許多人相信這些島嶼將是首先受到海面升高之害的地區。它們會因海面升高而消

失。但何時會發生尚不得而知，依照Sierra Club Magazine的說法，政府間氣候變遷

會議預測海平面在本世紀末將上升超過2.8呎。 

 

80分：當人們燃燒化石燃料產生二氧化碳時，森林則稍微消耗掉一些，把二氧化碳轉變

為氧。氣候變遷專家在森林進行此項工作時賦予它們一個名稱，這個稱呼是？ 

Ans：碳槽。許多科學家相信碳槽吸收了今日二氧化碳釋出量的一半。但隨著釋出量增

加，這個比例可能隨之減少。 

你知道嗎？ 

新科技已經研究如何將碳深藏地底、海洋和地上的生物質量。這些科技能大大增進

我們蒐集碳的能力，但必需伴隨減少二氧化碳釋出才能永續經營。 

 

100分：世界上2%的水是以冰的型態存在，大部分是冰山和冰河。南極儲有最多的冰。

哪個國家的陸域有最多面積被冰覆蓋？ 

Ans：格陵蘭。世界上2%的水是以冰的型態存在，這似乎很多，海平面的昇降受到這些

冰的溶解與否所影響。南極西域的冰層溶解，將使海面上升 20呎，足以使許多海

岸城市和島嶼沒入水中。 

 

對每個問題的一種解答 

20分：在 1997年有 156個國家簽署同意在接著的兩年內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使達到

已開發國家水準。效力到 2005年為止。這個文件稱為？ 

Ans：京都協議書。許多對這個協議書的批評，環繞在它說得和做得不夠徹底。例如它

排除了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像印度和中國。贊成者認為簽署就是邁向永續的第

一步。美國並未表示同意簽署。 

 

40分：豐田汽車公司製出一輛最有效能的混合車，稱為Prius，以及最有效能的 SUV車

款Land Cruiser。前者平均每加侖汽油可行駛55英哩。後者則是15英哩。如果你每

年行駛15,000英哩，每加侖汽油是2.2美元，開Prius你能省下多少錢？600，1000，

1600，2000美元。 



Ans：1600美元。 

你知道嗎？ 

Prius不只省油、省錢，混合車的買主也收到來自政府的退稅。此外開Prius釋出的

二氧化碳，每年只有3.5噸，Land Cruiser為12.8噸。 

 

60分：宇宙中最豐富的元素是什麼？它可以被用來為燃料電池充電。 

Ans：氫。 

你知道嗎？ 

雖然科技仍無法讓氫燃料電池車具有競爭力，但這種車也已經存在。氫燃料電池的

副產物只有水和熱。燃燒氫能得到相當高的能量，是現今燃燒化石燃料難以比擬

的。新的、對環境友善的氫燃料生產技術經進行開發。 

 

80分：大都會需要大量電力。如果你要改善環境，你會選擇提高或是降低都會電價，何

者較好？ 

Ans：降低。 

你知道嗎？ 

雖然都會使用大量電力，都會區的每個人平均使用的電力，較其他地方為低。特別

是像紐約這樣的超級大都會，是全國電費帳單最高的幾個區域之一。如果提高電價

會鼓勵人群分散、移出城市，讓電力的使用更為分散。相對地也會讓地鐵站、停車

場這類對環境不友善的設施增加。 

 

100分：生質柴油是一種能取代標準石油並減少溫室氣體釋出達 75%的燃料。它通常是

由三種主要來源製成，是哪三種？ 

Ans：蔬菜油、動物油脂、回收自餐廳的餿水浮油。 

你知道嗎？ 

生質柴油有很多好處，如果你已在使用柴油引擎，混用20%生質柴油和80%標準汽

油，無需作任何調整即可使用。只用生質柴油的話，需要對引擎作些調整，但你可

向地方餐廳要用過的蔬菜油來用。作點小調整，即可使用到相當便宜的燃料。 

 

你能作些什麼？ 

20分：美國的食物運輸和生產，消耗總化石燃料的多少比例？7%、17%、27% 

ans：約17%。如果你多買住家附近生長的食物，就能減少運輸食物的能源消耗。你知道

嗎？ 

購買有機食物，你也能減少自己的化石燃料消耗。有機農場顯示其營運較傳統農場

節省50%的能源。有機的、在地生長的食物對你而言也是健康的！讓社區內的更多

人購買有機食品，瞭解有機食品和地方產品的益處。 

 

40分：平均每輛汽車終其一生可排放 11,560磅的二氧化碳。當所有美國的汽車加總之

後，這些二氧化碳總排放量佔美國總排放量的多少？10%、20%、30%、40%。 

Ans：40% 



你知道嗎？ 

削減汽車排放量的一個好辦法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地下鐵運用電力，這些電力是

由發電廠產生，且每個人分擔到的二氧化碳排放比例遠低於汽車。此外，許多巴士

使用柴電混合科技，或是天然瓦斯。寫信給你的議員或地方民代，促使他們支持混

合科技交通工具或立法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限制。 

 

60分：如果全美的家庭都使用稱為「省電照明」的照明裝置，可省下130億磅的二氧化

碳排放。你知道省電照明是什麼裝置嗎? 

Ans：一種燈泡。 

你知道嗎？ 

正常燈泡被稱為鎢絲燈泡。省電燈泡能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原因，是它們更有效

率。鎢絲燈泡發光時放射出較多的熱，當使用25W省電燈泡時的光亮，等同100W

鎢絲燈泡。省電燈泡比較貴(約10美元)，但長期來看它是較便宜的，因為它能使用

十年以上，也較省電費。 

 

80分：平均每個美國家庭每年約花費 1,500美金在維持光亮和保暖的何種需求上？ 

Ans：能源。最簡單的一種節能方式為購買Energy Star appliances。這是由美國政府提出

的一項計畫，為了對申請者設限。透過這項計畫，在 2004年美國省下了100億元，

及等值的2,000萬輛車次的溫室氣體排放。寫封信給你的議員或民意代表，催促他

支持立法，退稅給購買能源效率申請的人。 

 

100分：六分之一的美國能源消費，使用在何種「涼爽」需求？ 

Ans：空調。 

你知道嗎？ 

如果你在微涼的氣候中，空調並不必要，只要打開窗就能有同樣的效果。若是在非

常熱的氣候下，買一臺窗型冷氣比使用中央空調節省能源；或是購買節約能源標章

的產品，這樣可提高約25%的冷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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