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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而複雜：協助《巴黎協議》達標
學生、老師、大學及院校可以做的
十項工作

你有能力，也有機會：

1. 保持精明 – 善用身邊的資源，確保消息靈通

2. 組織和建設網絡 – 與最適合自己的團體連結起來

3. 爭取連貫、清晰及公平的政策框架 – 向政府表達你對他們的期望

4. 鼓勵透明度 – 積極提問，獻身成為獨立監察者

5. 化身氣候良知 – 指證及讉責“漂綠”和逃避氣候責任的行為

6. 確保良好的技術意念能從個別展項擴大，變成改變現狀的能量

7. 坐言起行 – 在你所屬機構內加入相關課程及研究課題

8. 謹慎選擇合作夥伴 – 選擇高瞻遠觸而不是因循守舊的機構

9. 與你的機構合力營造綠色校園

10. 協助你的學校堅持立場：捨棄化石燃料，投資可再生能源



氣候變化是個重大而複雜的議題，我們可能對有關信息十分關注，但往往感到問題太大，難以一己

之力帶來真正的改變。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個人減少碳足跡似乎對解決這個又巨大、又緊急的全球性問題無補於事，畢竟

許多節能主意都在我們的控制之外。大多數人居住在公寓或住宅單位，控制不了公用場所內的照

明、冷氣、暖氣或升降機的能源使用。我們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不能靠個人的力量減少它們的碳排

放，或是改善火車和巴士的能源效率。
  

在學校和大學，複雜的決策過程、財務限額及其他制肘都似乎拖慢了環保及節能主意的實行。
 

我們生活在同一大氣下，但當要面對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增加可再生能源和達致《巴黎協議》

要求將全球升溫控制在遠低於攝氏2度等國際議題時，我們便感到無能為力，認為我們難以影響政

府、電力供應商或跨國石油公司。
 

但如果因而認為我們在協助解決這些議題方面並無角色，那是錯誤的想法。事實上，《巴黎協議》

正正是由我們的政府代表我們簽訂的。
 

《巴黎協議》要求控制全球升溫遠低於攝氏2度，盡量接近攝氏1.5度，是個高度進取的目標。但另一

方面，這份協議對每個國家的確切目標要求並不具體，亦沒有約束力。經驗告訴我們，只要全民一

心，確保政治領袖制定與國際協議精神一致的行動計劃，一個高度進取但沒有約束力的協議也可以

取得高成效。這就是說，大學、研究所、社區組織、非政府機構、宗教團體、商界及其他統稱“公

民社會”的各個成員，均可以將《巴黎協議》由願景變為業績目標，帶來真正的改變。
 

我們要在地行動，但同時也要將目光放遠。在推動《巴黎協議》達標時，我們可以從自己的地區、

市鎮、城市、縣或省份開始。縱觀世界各地，很多城市和區域在推廣可再生能源過渡和綠色經濟方

面都成績斐然，往往超越國家的步伐，在引入綠色科技方面居於領導地位，例如帶頭使用太陽能和

風能、以精明設備減低能源需求、令交通工具更為環保、回收廢物或 “轉廢為能”等。很多城市也

正在為投入可再生能源制定自己的目標。
 

我們沒理由認為自己不可以在城市層面、市鎮層面、州和省份層面活躍起來，提出改善建議及參與

行動，為綠色成果作出貢獻，並向全體國民展示什麼是可行的方案。本地或地區官員會比國家官員

更容易接觸，但能幹的地區官員也足以影響整個國家。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其實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不論在個人、學業或工作層面，均可以確保《巴黎協

議》會成為一個真正重要的轉捩點，扭轉人類對氣候造成的損害。
 

為逆轉我們對氣候造成的傷害，我們需要改變個人的生活模式，而這是文化的取向多於是科學的實

驗。文化變革往往來自年輕人，所以正正是你才能塑造一個讓大家活得更好的未來！

引言



保持精明

我們可以做的十項工作：

01
在學習機構，你身處在一個資訊豐富的環境中，這是一個緊貼最重要和最有趣的全

球趨勢及辯論的絕佳機會。除了氣候變化的科學及令人振奮的新科技外，你更可緊

跟有關目標、規則、風險、金融和保險的政治與經濟辯論。此外，一些重要的討論

也在進行中，包括碳交易、如何改善抗逆能力及最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能否獲得

賠償。如果我們關心這些議題，並感到它們會影響我們所關心的人的生活，我們就

不能對問題一無所知，還覺得於心無愧。你身邊總會有氣候變化的講座及工作坊在

舉行，那你就該參加，並與最優秀的人進行辯論。怎樣在開發有用科技和改變現時

生活方式的需要之間取得平衡，你可以形成自己的看法；你也可以討論在減少碳排

放、移除大氣中的碳 (例如多植樹) 和幫助氣候變化的受害者適應極端天氣方面，怎

樣判定工作的緩急次序。
 

資源和靈感

有關原因、解決方法和政策等新聞：http://www.dailyclimate.org/
 

資訊豐富的氣候議題大學課程：http://e360.yale.edu/  
 

歐洲課程、比賽、商務協助和暑期課程：

http://www.climate-kic.org/for-students/ ；也可試試他們的點擊新聞服務 

“Daily Planet”：http://dailyplanet.climate-kic.org/
 

以英國為焦點的綠色科技新聞和意念：http://www.edie.net/
 

所有有關於氣候變化的科學資訊的集中地，來自世界各地的政府科學家：政府間氣

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 ：

http://www.ipcc.ch/
 

美國環境保護局對氣候變化作出的生動探索： 

https://www3.epa.gov/climatechange/kids/



組織和建設網絡 02
你一個人的聲音未必足夠，這也是為甚麼人們要聚集在一起來說服其他人去聆聽及

改變。當需要提醒政府將意願良好的協議化成實際行動，並訂立目標時，公民社

會、非政府組織和學術機構便可以促成關鍵性的分別。市民 (和選民) 需要不斷提醒

政府，他們支持和期望政府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方面採取大刀闊斧的行動，否則政府

會說將財政預算要用於其他地方，又或是說要推動這些改變是“政治上不可能”。
  

本地、國家和國際網絡容許我們分享意念、最佳實踐方法和其他資訊，讓我們號召

作出改變時，可以援引有力證據及其他地方的可行例子，作為後盾。
  

要四處瀏覽和尋找最適合你的團體是容易的。那可能是你所屬院校或城市之內的團

體，方便你們直接見面；或者是一個敢言的國際運動組識；又或是一個比較專門的

科學中心。假如沒有任何團體適合你，不妨發起一個你自己的團體！
 

資源和靈感

氣候行動網絡 (Climate Action Network- CAN)－這是全球針對氣候變化的最

大非政府組織網絡，在世界各地擁有超過950名成員： 

http://www.climatenetwork.org/ 網站提供分佈在不同國家的非政府組織成

員的連結。
  

加拿大青年氣候聯盟 (The Canadian Youth Climate Coalition) 示範了什麼是

可行的氣候行動：http://www.ourclimate.ca/
  

350.org 是其中一個包含最觸目和最活躍的氣候積極分子的網絡： 

http://350.org/
  

10：10是個聚焦社區為本的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團體，網站內有不同的故事和

指引：http://www.1010uk.org/about
  

對抗氣候變化運動 (Campaign against Climate Change)是一個英國活躍分子

組織，也獲得數名英國國會議員的支持：http://www.campaigncc.org/
  

最大的“鍵盤行動”網站，涵蓋了氣候變化多方面的議題：

https://secure.avaaz.org/en/
  

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 (The Hong Kong Club Museum of Climate Change) 

號稱是全球第一所以氣候變化為主題的博物館，網站有中、英文版本，並提供

博物館的虛擬導覽：http://www.gaia.cuhk.edu.hk/index.php/en/mocc 



爭取連貫、清晰及公平的
政策框架03
只有政府才可以制定減少溫室氣體的整體框架和路向圖。他們可以為綠色科技塑造

一個充滿機遇的環境，將商界、機構和個別消費者推向實踐與行為的正確方向。但

其實我們所有人都可以找機會向我們的政府發聲，表達我們的看法和意見，清楚表

明我們期望參與，共同創造一個清晰、公平和共融的框架，框架內須有適切的鼓勵

措施和財政預算。 
 

關鍵的政策範圍如下：

更廣泛地發展和使用可再生能源，達成《巴黎協議》所訂立的目標，在本世紀

下半部達致“零碳經濟”，一個讓我們無須再依靠向空氣排放危險氣體來運作

的經濟模式；
  

透過綠色科技提升能源效率和改變行為，確保我們的生活質素能夠真正提升，

就像我們更精明地消費，活出更環保和更健康的生活；
  

藉著除碳來減緩氣候變化的速度。我們可以付出更大努力，為大氣除碳，就如

我們努力降低所增加的碳排放一樣。《巴黎協議》提到無論森林或市區的樹

木，都在除碳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除了樹木以外，還有更多除碳的好主意。
  

應付已經存在或將無法避免的氣候變化壞影響的方法。《巴黎協議》內有關於 

“適應”的篇章，指出所有國家均須作出行動，保護脆弱的人民、植物和動

物，免受更酷熱和更極端的天氣影響。

a.

d.

c.

b.

雖然一些公司已在開創低碳主意，但所有公司都想要一個清晰指引，令他們明白

《巴黎協議》和過渡至低碳經濟所牽涉的目標、規則、條例、新機會和鼓勵措施。

他們想要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公正、穩定和連貫的政府政策。同樣的清晰度也會

對我們個人有利，不論是學生、工人、旅客、消費者或家庭個體。



資源和靈感

國際氣候管治中心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limate Governance) 是一

個關於碳和能源政策的網上平台：http://www.iccgov.org/en/ 
 

氣候變化經濟學與政策中心 (The Centre for Change Economics and Policy) 

以倫敦經濟學院和里茲大學為基地，促動高階政策議題的討論：

http://www.cccep.ac.uk/ 
 

十分完整的網站，提供所有政府間在簽訂《巴黎協議》後的政策與實踐的資訊：

http://climate-l.iisd.org/ 
 

C40城市 (C40 Cities) 展示了某些城市正在做的事 (及其它城市沒有做的事)：

http://www.c40.org/
 

碳中和城市聯盟 (Carbon Neutral Cities Alliance) 展示了在城市層面可以做些

甚麼：http://usdn.org/public/page/13/CNCA 

鼓勵透明度 04
研究指出，透明度和參與性高的安排，不只可以量度，還可以加快知識分享和監測

結果的進度。《巴黎協議》中有很多就強力監察、評估和資訊分享的建議。很明

顯，這必須包括持份者和社會人士的參與，決不能只由政府內部決定。身為學術機

構的學生，你們應該有足夠的人數、能力和資歷作出貢獻，做個可靠的監察者。

資源和靈感

技術性頗高，但主題精準︰https://www.climate-eval.org/  及

http://www.climateactiontransparency.org/ 
 

現時有不少創新項目會利用社交媒體和眾籌資料來監察氣候變化，這一個是來

自麻省理工學院 (MIT) 的氣候共同實驗室 (Climate CoLab)︰

http://climatecolab.org/plans/-/plans/contests/2015/adaptation/c/prop

osal/1320184



化身企業和政府的良知05
除了讚賞和支持有意義的行動外，你也應該辨別、指出和讉責在環境議題上表現拙

劣或誤導的行為。在漂綠、虛假方案和偽善面前，學生可以發出客觀的理想光輝。

若你能增加公司和政府部門蒙受負面報道的風險，便等於增加他們做好環保工作的

誘因。

確保良好的技術意念能從個別
展項擴大，變成改變現狀的能量06

資源和靈感

Corporate Knights自稱是“廉潔資本主義雜誌”，屢次揭發商業機構的惡劣

行為：http://www.corporateknights.com/ 
 

來自綠色和平 (Green Peace)︰http://www.stopgreenwash.org/ 
 

獲俄勒岡大學支持︰http://greenwashingindex.com/ 

現時有很多吸引和鼓舞人心的計劃，政府、商界和其他人會非常樂意向你展示他們

最自鳴得意的項目，及可以減電、減廢的新科技。千萬不要被這些試驗性質的項目

誤導，要謹記真正的目標。其中一樣我們可以做的，是提醒大家這些獨立的意念無

論有多好，也需要擴展和與滙聚一起，才能有足夠的效力來達成《巴黎協議》的目

標，而這是需要政府採取堅實和貫通的政策予以配合。

資源和靈感

資料豐富，推廣可再生能源的網站：http://www.ren21.net/
 

麻省理工學院 (MIT) 正設法激勵和串連一眾為不同氣候議題或方案工作的人︰

http://climatecolab.org/ 



坐言起行

坐言起行，在你所屬的院校加入相關課程及研究課題。
 

所有院校研究的優先次序、研究資金和教材都應該集中在綠色經濟的過渡上。政府為

我們制定了一個鉅大的目標：在本世紀下半部達致“零排放”! 我們不是更應該去學

習和討論這件事嗎？這勢將改變經濟、科學、地理、從商和國際關係；也會改變我們

的哲學、心理學、文化和藝術。

07

資源和靈感

美國環境保護局的‘What you can do ’網站：

https://www3.epa.gov/climatechange/wycd/school.html 
 

英國慈善團體CAFOD成立的教育網站：

http://cafod.org.uk/Education/Secondary-schools/Climate
 

美國太空總署 (NASA) 的親民網站，吸引老師和學生了解氣候與環境：

http://climate.nasa.gov/resources/education/ 
 

英國樂施會 (Oxfam) 有兩個關於氣候變化及其對人民生活影響的網站，內容

針對特定年齡層：

http://www.oxfam.org.uk/education/resources/climate-challenge-7-11  和 

http://www.oxfam.org.uk/education/resources/climate-challenge-11-14 
 

ProSPER.Net是一個亞太區大學聯盟，致力將可持續發展議題融合至研究生的

課程，聯盟設於東京的聯合國大學：http://prospernet.ias.unu.edu/ 

謹慎選擇合作夥伴08
我們需要與高瞻遠觸而不是因循守舊的機構合作和聯繫。對一些抗拒改變，甚或

否認在《巴黎協議》提出的科學證據的公司，學術機構對他們舉辦的聯合活動或

贊助應該加以警惕。另一方面，與積極帶領大家作出改變的公司合作，可以帶來

豐富和激發靈感的體驗，彼此也可從中得益。決定與某些機構合作之前，不要輕

易以為 “與有問題的公司合作，我們可以從內部去改變對方”，因為那些公司亦

有自己的盤算。



EIRIS是個著名的道德篩選網站，指出各種與企業相關的問題：

http://www.eiris.org/
  

本文第五點提到的漂綠網站，也有指出那些是不理想的合作夥伴。
  

倫敦帝國學院是一個設有優秀環保課程的例子：

http://www.imperial.ac.uk/grantham/
  

只要簡單搜尋一下任何有機會與你合作的公司，好與壞的消息都會一一湧現。

資源和靈感

與你的機構合力營造綠色校園09
所有教育機構均應在校內的設施上展現其節約能源和低碳資產的實踐。學生和學院

成員可以將實際環境和日常習慣與學校的課程和學習理念連結起來，藉此推動這些

創新的改革。

資源和靈感

開設環保課程的全球學校網絡：http://www.ecoschools.global/ 
 

一個以美國為首的學校聯盟，與國際交流各種綠色意念：

http://www.greenschoolsalliance.org/home 
 

類似以上網站的英國版本：http://www.eco-schools.org.uk/
 

美國加州的綠色學校：http://www.greenschools.net/ 
 

來自波士頓的更多意念：http://bostongreenschools.org/ 
 

如何令長春藤盟校更加環保：

https://green.harvard.edu/programs/green-teams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表的綠色大學工具包：

http://unep.org/training/docs/Greening_Universities_Toolkit.pdf
 

在Google搜尋“green”、“eco”、“sustainable”，加上“school”、

“university”或“campus”，可以獲取更多例子。



協助你的學校堅持立場：
捨棄化石燃料，投資可再生能源10
投資在石油、煤和燃氣公司已經不再是道德或科學上中立的行為。全球有超過500

間機構已經從化石燃料撤資，金額數以萬億美元計。據《經濟學人》的觀察：”在

未來數年，《巴黎協議》所帶來的最重大影響，也許就是它向投資者發出的信號： 

各國政府表示化石燃料的時代快將終結。”
 

全球的大學都正在倡導從化石燃料撤資的運動，退休基金、慈善基金、市政府和商

界也陸續響應。
 

作為撤資的補償，很多機構都確保有部分的儲備，投資在發展可再生能源或其他有

助達成《巴黎協議》目標的科技上。這是實質、有意義和具前瞻性的行動，值得你

從自己的機構做起。

資源和靈感

鼓勵機構從化石燃料撤資及投資可再生能源的幾個運動網站： 

http://gofossilfree.org/
 

http://divestinvest.org/
 

英國《衛報》支持從化石燃料撤資的 “Keep it in the Ground” 運動：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series/keep-it-in-the-ground 

本文的結論簡短而直接，你可以帶來改變，你也必須這樣做。如果你相信科學知識和步驟，那合符

道德和邏輯的下一步就是行動。你可能沒有說客或石油公司的豐富資源，但你有自己的聲音、原

則、知識和智慧。只要團結起來，發聲和付諸行動，便可以幫助你的政府履行對《巴黎協議》的承

諾，造就一個人人共享、充滿關懷和綠色的未來。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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