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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颱風前夕，天上的雲彩總是特別

美。大自然，也相當有人性，不但愈美麗

愈危險，還跟上了流行，罹患了憂鬱症。

地球病了，變得有自殺傾向，因為人類持

續製造溫室氣體，讓它感到悶熱且疲倦，

很多失常的症狀就陸續出現了。地球已失

去平衡，並開始了一連串的連鎖效應，造

成很多生態的浩劫，物種的滅絕，氣候的

混亂。

暖化的故事，

正開始蝴蝶效應發酵

這幾年，氣候混亂的現象早已不是新

聞。該冷的地方一直出現高溫，該熱的地

方卻創低溫記錄，而且，專家早已預言，

這樣的情況，只會愈來愈嚴重。2006年，

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在全球上映，

內容是一場介紹全球暖化的成因、現況，

還有因應對策的演講，主講人是美國前副

總統：艾爾高爾(Al．Gore)。本來，我對

這部影片興趣缺缺，因為主角是政治人

物。後來，經朋友強烈推薦，近期才到出

租店找來看。

演講中的高爾，專注且認真。他不

斷揭露全球迅速暖化的驚人事實，並呼籲

大眾與各國政府改變現況來拯救地球。其

中，最令人震撼的是，所有的現象都有累

積超過50年的科學數據來佐證，讓人一掃

過去看災難片的懷疑態度。似乎，這幾年

關於氣候的災難電影，都是有本有據的。

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高爾敗選了。

這代表了，他推動的環保議題，並不被美

國的主流價值所接受。於是，他開始一個

城市接一個城市，一個國家接一個國家，

說著關於暖化的故事，如今，演講已逾千

場！蝴蝶效應也開始發酵了。

是什麼讓地球生病？最直接的傷害來

自：大量排放在大氣層的溫室氣體。工業

革命以來，人類大量使用燃料，導致以二

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迅速增加。溫室氣

體太多，太陽光無法完全反射回外太空，

於是，地球就像被一層陽光毯子團團裹

住，熱出了許多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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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的美，有天將會成為淹沒夢想的禍水？

城市的璀璨燈海，有天將不再耀眼？

冰山雨林草原都消失了。

暖化的真相很殘酷，雖不願面對，卻還是要面對。

■ 文．圖片提供／邱麗文

海平面的美，有天將會成為淹沒夢想的禍水！▲

▲ 每到颱風前夕，天上的雲彩總是特別
美，愈美麗愈危險。



全球暖化，不是政治議題，

而是道德議題

各種形態的排放廢氣、熱帶雨林的快

速消失、快速增加的人口，都是造成溫室

氣體過多的原因。當地球愈來愈熱，就會

導致南北極冰河融化、海平線上升、森林

火災頻傳、草原沙漠化與沙塵暴侵襲、珊

瑚白化、暴風雨的威力變強、地震與海嘯

頻繁發生、高山水源乾涸、水旱災交替出

現、傳染病散播、物種因氣候混亂而亂象

叢生（蜜蜂回不了家、毛毛蟲提早出生、

北極熊找不到棲息地、候鳥糧食短缺）甚

至大量滅絕。

影片看到這裡，一股冷，從背脊上

竄。如果，這些充滿證據的科學報告，真

的不是危言聳聽，那麼，我們不是正在坐

以待斃嗎？或許我們這一代逃得過，下一

代怎麼辦？相信，許多看過電影的人，都

會產生與我類似的感受。但是，忽視問題

永遠比解決問題來得容易，因為理解人性

的好逸惡勞，高爾選擇不斷演講，一次又

一次敲擊著我們原本的觀念，迫使我們睜

開眼睛來面對事實，直到願意解決問題的

集體意識，真正從深沈的睡眠中喚醒 ：

「我們不能再放任政治人物和政策的漠

視態度，我們應該立即有所作為，因為全

球暖化不再只是科學或是政治上的議題，

而是道德議題。」高爾大聲疾呼，千萬不

要把《不願面對的真相》當作科幻電影，

否則，我們將錯過挽救地球危機的黃金時

刻。

當年電影中的情節，

部份已經在真實世界上演了

2004年的電影《明天過後》，應該

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日新月異的電腦特

效，讓影片的視覺效果如臨其境，卻也因

此讓人們只將其視為滿足感官刺激的災難

片，而少了更深的思考。不過，當年電影

中的情節，部份已經在真實世界上演了。

2006的《日本沈沒》，有點像是明天過後

的日本版！或許因為日本離我們太近，所

以感覺與我們息息相關。透過動畫的視覺

效果，我們看到了日本各大城市的災難現

場，相當觸目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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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歷史有多久？幾萬年？而文明

的開始，卻只有幾千年。歷史記錄，1900

年全世界有16億人口，今年，地球有61億

人口，而估計，本世紀之內，會突破90億

人口。這樣算正常嗎？如此多的人口，不

斷消耗自然資源，地球受得了嗎？

也許我們沒有機會經常出國，卻可以

透過電影或相關影片看到世界各地美麗的

風景。如今因為暖化的問題日益嚴重，許

多美麗的場景，都已經消失了，只能在記

憶中翻轉再翻轉。《不願面對的真相》沒

有聲光特效，沒有影音震撼，只是一幕幕

多年研究的數據資料與今昔對比的圖片，

卻引起人們無比深沈的悲傷。

海平面的美，有天將會成為淹沒夢想

的禍水？城市的璀璨燈海，有天將不再耀

眼？林立的水泥叢林，不斷搶去綠樹的家

園，不斷為地球加溫，冰山雨林草原都消

失了。暖化的真相很殘酷，雖不願面對，

卻還是要面對。

電影，常不只是電影，因為有些好的

電影，總是能點出當代的現貌與迷思，如

果願意深入影片的情節，都會獲得不小的

收穫。相信，只要是熱愛電影的人，應該

都會認同我的思考。電影散場了，地球還

繼續承受愈來愈熱的威脅，這才是最恐怖

的情節。

全球發高燒排名第一的台

灣，快想辦法退燒吧！

根據聯合國發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統

計，每年每人排放量的全球前3高，分別

是美國的19噸、澳洲的17噸、台灣的12

噸。就個別城市來看，高雄因每人每年平

均 34.7噸，成為全球最烏賊的城市，排放

量是全球平均值的8倍！為什麼「燒」的

如此嚴重？

2003年8月，台北出現了攝氏38.7度

的高溫，打破了百年紀錄。往後，高溫的

新聞一再出現。2007年3月，台東颳起破

百年紀錄的37.4度焚風，這麼熱的春天？

改變，總在不知不覺。曾經在合歡山上的

皚皚白雪，如今何在？沒錯。台灣發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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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暖化，不是政治議題，而是道德議

題。希望抬頭望天空，總有藍天白雲。

▲ 林立的水泥工地建築，讓台灣一直發高
燒！



了。近年，經常出

現冬眠的動物睡不

著，一年開一次的

花朵再開又開，多

情得不得了。

在 全 球 抗 暖

化的聲浪中，台灣

實在沒理由置身事

外。但是，面對相

關的新聞，卻總是

冷淡以對，是台灣

人太樂觀？還是真

的被嚇大的，蝦米

攏嘸驚！就算已經

高居烏賊榜首，還是視若無睹？繼續熱炒

兩岸問題，為入聯而到處送禮，就是不願

面對眼前的真相。

未來，台灣將出現一年水災、一年

旱災的怪現象。到時，原本就很脆弱的生

態，將會受到滅絕式的威脅；或者，開始

朝高緯度遷移。屆時，漁民再也捕不到烏

魚，東南亞的蝴蝶飛來台灣，櫻花鉤吻鮭

因無法適應高溫而消失，蚊子全年無休瘧

疾隱憂再起。

台灣是屬於高科技的國家，發明的

能力也有目共睹，真的沒有意願對抗暖化

付出一點貢獻？其實不是沒有的，只是聲

浪太小，民間感受不到。以節能、減碳為

核心價值的綠建築，早已成為當代建築的

主流思潮。目前，台灣至少有1,000棟的

綠建築，估計可節省下10億元的電費，並

降低26.5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但是，

1,000棟的數量，對比隨處可見的水泥建

案，還是小巫見大巫。此外，太陽能光電

產業的成長幅度連年都超過三成，這也代

表了願意用太陽能來減輕用電負擔的人，

已慢慢增加中。

現在，高雄已在部份路段改用路標、

路燈、紅綠燈三合一的太陽能共桿路燈，

希望儘快擺脫全球第一烏賊的惡名。當人

們走在愛河畔，享受著浪漫時光，照映這

條多情河的，都是柔和且不傷地球的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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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這樣的感覺，應該更浪漫吧！

為了搶購「名牌」而流血掛

彩，並留下了滿地的塑膠袋

今年7月，Anya Hindmarch與英國環

保團體「We Are What We Do」合作推出

環保包。背帶上一句「I'm NOT A Plastic 

Bag」，直接點出了減用塑膠袋的訴求。

7月6日這天，全球同步銷售這只環保包，

目的是為隔天的五大洲「全球暖化接力演

當天，只有少數的環保人士，前往

正在貢寮舉行的搖滾音樂祭，透過穿著白

色T恤宣達環保的理念。為什麼當這麼多

的地球人，同時在為一個議題串連時，我

們的媒體，卻沒有什麼動靜？甚至，連報

導全球同步銷售的環保包，也不是將重點

擺在「環保」，而是擺在「名牌」的話題

上。最後，在7月7日這天，看不到任何全

球同步的抗暖化訊息，只看到一群人為了

搶購「名牌」而流血掛彩，並留下滿地的

塑膠袋。

演唱會中，看到曾經紅極一時的搖滾

樂團，在久違的舞台上，唱著他們的成名

曲，灰白的頭髮，衰老的面容，卻是令人

感動的。特別是聽到PINK FLOYD的成名

曲《THE WALL》，情緒顯得相當激動。

這些讓人痛苦的牆（溫室氣體），何時才

有機會移除呢？

我們要做什麼？能做什麼？

世界各地，都在探討如何將對大自

然的污染，減少到最低。面對海水步步進

逼，許多國家已開始從國家安全的層次來

思考對策。據了解，荷蘭政府已訂定「免

於氣候變遷的恐懼」措施，首先要將有10

億美元產值的鬱金香花田遷往內陸，隨後

把填海造地的國土還給大海。此外，政府

將全國行政區重新配置，以打造適合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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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璀璨燈海，有天將不再耀眼？冰山雨林草原都消失了。暖化
的真相很殘酷，雖不願面對，卻還是要面對。

唱會」暖身，也算共襄盛舉。到了7日，

演唱會的盛況全球矚目，更吸引了全球各

大頻道的整天放送。而台灣，只有公視轉

播了，其他的有線新聞台，甚至連新聞片

段都沒有。

▲ 種樹是減緩暖化的有效策略，當雨林草
原都消失時，生態也將面臨空前危機！



的生活環境，臨海的地區，設計適合水陸

兩棲的房子，當海水漲高時，房屋也隨之

浮升，形同威尼斯的水都風情。

英國政府從2001年起，開徵「氣候

變化稅」，用意在鼓勵企業選擇節能技

術，開發節能產品。而民間也不斷出現

綠豪宅，讓人在兼顧享受與環保的情況

下，過著快樂且無損大地的品味生活。除

了民宅，倫敦的新地標─瑞士再保大樓，

這棟被暱稱為「小黃瓜」的現代主義經典

建築，除了新穎，更是不折不扣的環保大

樓。除了大量使用環保建材，還配備電腦

控制的百葉窗，可以隨氣溫、風速和光照

來自動開關，大大節約能源。

前陣子，政治大學因住宿費調漲而引

起話題，透過新聞的畫面，看到校方代表

說明：「一年要花將近2千萬買柴油燒熱

水洗澡。」看了這則新聞，我的情緒有些

不平。一個教育的殿堂，似乎沒有一點想

要節能的觀念，如果只是使用熱水洗澡，

以台灣的氣候，應該可以用太陽能的方式

來儲水，卻要整天燃燒油料來維持水溫，

面對這個人人討論暖化危機的大環境，實

在感覺我們的教育界，早已失去了當觀念

領航者的資格。 

在北歐，部份國家從70年代石油危機

後，就開始力行環保。經過多年來的落實

耕耘，如今，丹麥已從一個100%的石油

進口國，變成歐盟唯一能出口天然氣的國

家。瑞典，目前仍持續開發替代性燃料，

預計將在2020年停止使用石油，成為全

球第一個「無油經濟體」。北歐的環保事

例，經常被當成全球性的典範，但是，如

果永遠羨慕而不行動，甚至，明明是不為

也非不能也，那就要好好自我檢討了。台

灣這幾年，還在不斷開發高耗能的產業，

甚至視環評為絆腳石。但是，每當環保的

聲浪高起，就隨口說要效法北歐，這樣光

說不練的態度，實在讓人汗顏啊！

莫因善小而不為啊！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所以保護它是

每個人的責任。地球有了憂鬱症，對症治

療的「百憂解」如何取得？相信，如果沒

有政府與民眾通力合作，藥效就很難發揮

了。

眾所周知，製造二氧化碳排放量低

的汽車，販售省電的電器用品，嚴禁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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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料燃燒等等，都是政府該做的事情。但

是，如果這些政策的推動，會影響選票，

就坐視高污染的工業繼續危害地球，坐視

環保節能的產品（像是：太陽能設備、油

電混合車輛等等）因為製程的高成本而缺

乏市場競爭力，這樣的政府，就是不入流

的。

就民眾方面，雖無法改變政府的政

策，還是可以隨手做環保。如何力行？多

吹自然風少開冷氣，多走路少坐電梯，盡

量節約水電，自備環保筷與購物袋，盡量

吃節令食物，落實資源回收。環保不是比

賽節能，而是一種生活態度的落實。每個

人都可以量力而為投入環保的行列，這

樣積少成多，不但可以減低二氧化碳排放

量，同時達到省錢的目的。

老祖宗的智慧，莫因善小而不為啊！

不要總認為，不差自己的一份。

長泳選手路易斯，到南極游泳一公

里。在過去，這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過

去的南極，是陳年白雪冰封的！路易斯透

過媒體鏡頭，強調，「是為了突顯全球暖

化問題的嚴重。」雖然他的聲音冷得直哆

嗦，我卻感到一陣暖流，這是一則感動人

的新聞。

如今，「全球抗暖化」的蝴蝶效應開

始發酵了。希望，來自全球的善行，真能

發揮颶風般的威力，挽回垂死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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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時刻，都要懷抱夢想。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豈能眼睜睜看它走向死亡？！

▲ 覺醒，開始為人類的幸福而努力。 



覺醒，就是開始為人類的幸

福而努力

其實，不只自然界有暖化，在現代

人的心中，也同樣出現了暖化，造成了心

浮氣躁，人際衝突不斷。原有的淡定與悠

閒，不知何時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持

續的摩擦與衝突。唉~~~人心的暖化，似

乎也到了危險的邊緣，而過去人與人之間

的冷靜、理性、耐性，都像北極的冰塊一

樣，逐日消失中。自然界的暖化，追根究

底，也是源於人心的暖化。就是因為人心

的暖化，才會大量揮霍，不知道愛惜資

源；也因為人心暖化，才會粗心大意，任

意傷害草木；更由於人心暖化，才不肯用

一些心思，投入生態維護和資源回收。治

標不如治本，如果想要預防暖化，就需要

先著手治療人心的暖化。

王文華在《樂活人生倒數計時》的文

章中，提到了3S的觀念：就是「Simple簡

單」、「Small渺小」、「Sustainable永

續」，如果每個人都從自己開始，落實過

3S的生活，且花心思在對大眾有益的事物

上，這樣，不但人生樂活了，地球也會開

始樂活的。

電影《水中的女人》給人一種思考

與覺醒的感受，導演透過一個床邊故事，

來串連整場電影，跳脫了成人世界的「理

所當然」。童話故事的開端，描述人類早

期與水中仙子娜芙親密相依，但是，當人

類因為貪婪與爭鬥而失去靈性，也慢慢無

法與娜芙溝通了。雖然如此，善良的娜芙

還是不放棄對人類的愛，他們冒險從水裡

出來，前往人類的居住地，找到特定的對

象，並賦予對方「覺醒」的力量，完成任

務再回到水中。只要是被選中的對象，看

到娜芙的第一時間，胸口都會產生微微的

刺痛感，隨後，人生的目標就會非常清

晰，彷彿被上天賦予了某種使命，將在往

後的人生貫徹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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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醒，就是開始為人類的幸福而努

力。我想，如果電影《不願面對的真相》

也是娜芙的化身，而其中被選中的人，就

應該會感覺到心口微微刺痛，隨後就會覺

醒了！要改變一個人的想法是很難的，只

有自己可以。也許，有空去看看這部電影

吧！看看心口會不會有種微刺的感覺？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全球暖化的真相很殘酷，雖不願面

對，卻還是要面對。真希望，在全球通力

合作的情況下，地球可以擺脫憂鬱的陰

霾，重回充滿希望的生命軌跡，而憂鬱症

是不是絕症，就看我們如何對待而定，給

它希望，療癒就指日可待，不只對地球，

對人，也是如此！！

普立茲獎的攝影作品：一隻禿鷲，

正虎視眈眈地盯著垂死的非洲小孩。當照

片得獎後，攝影師卻持續受到了輿論的指

責，最後，內疚自殺了。換個場景，有個

人在人來人往的地鐵站暈倒了，大批人潮

不斷通過他，卻都沒有停下來，最後，這

個人因延誤就醫而死亡，而當天目擊的所

有人，也沒有人因為良心不安而自殺。這

兩件事，差別就在是否「非我不可」。

這，是一種人性的自然表現，而全球暖化

的議題，就像是躺在地鐵站等待幫助的

人，大家都知道了，卻還在觀望，還在等

別人主動去做。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豈能眼睜睜看它

因為無人救援而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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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連串的連鎖效應，造成很多生態的浩
劫。鳥類的食物短缺危機，到處都在發
生。

▲ 溫室氣體太多，太陽光無法完全反射回外太空，於是，地球就像被一層陽光毯子團團裹
住，熱出了許多毛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