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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化的环境威胁需要全球化的解决方案，而可持续性的原则成了解决此问题之钥。本
文概览这方面的挑战，特别是全球变暖的问题，指出不采取任何行动是危险的，并提出
一些对策。相信神是世界的创造和护理者的人有更大的动力保护环境，及采取维护穷人
的行动，因为后者是环境退化的最大受害者。

若要后代能够享有我们今日所享受的美好环境，保护
周遭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但今日受威胁的不单是我们
的周遭环境，而是全球环境。你我所造成的少量污染
其实影响世上每个人。例如，泄气的冰箱或一些工业
所排入大气层的极少量氟氯化碳（chlorofluorocarbons
[CFCs] ）已侵蚀臭氧层。燃烧化石燃料、煤、油和气
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已造成损害环境的变化。迅速增长
的世界人口和地球资源的过量使用已使这些环境问题
日趋恶化，既损害生态，也伤害人类社会。如今越来
越多的人意识到人为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机。有责
任感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常指出，这或许是“世界所面
临的最棘手问题”，甚至是一种“大规模杀伤力武
器”。全球的污染需要全球的解决方案。
不可或缺的全球解决方案必须广泛面对人对资
源的使用、生活方式、贫富等问题的态度。此外，也
必须涉及人类社会各阶层 —— 国际组织、国家、商业
及非政府组织（如教会），及个体。鉴于这项问题的
广泛性，现代人创了一个新词来表达这种环保意识：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何谓“
何谓“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
假设你是一位航天员，乘坐一艘太空船到一颗遥远的
行星。来回行程费时多年。阳光提供充足和高素质的
能源。若非太阳能，行程的资源非常有限。太空船上
的宇航员用了许多时间，竭尽所能地谨慎管理资源。
他们在太空船上创造一个生物界，食物都是自己耕种
的，也循环使用所有废物。他们详细记载所有资源，
特别是那些无法更新的资源。确保资源至少能够维持
整个行程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地球远比刚才描述的太空船更大。“地球号”
太空船内的航天员人数（目前六十亿，而且不断增
长）也远超越前者。在航行到另一个行星的小太空船
派上用场的可持续性原则也必须严谨地应用在“地球
号”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波尔定教授（Kenneth
Boulding ）最先使用“地球号”太空船的比喻。他在
1966 年的一篇文章里对比“敞开”或“牛仔”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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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无拘束的经济）与“航天器”经济。可持续性对后
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可持续性所涉及的不单是物质资源，也包括活动
与社群。环境的可持续性也与社会的可持续（即，可持
续的社群）及可持续的经济息息相关。可持续的发展涵
括这一切。 1987 年的布伦德兰报告（ The Brundtland
Report）（“我们共同的未来”）综述了一些可持续的发
展议题。
可持续性的定义很多。最简单的是“不对后代不
忠”。以此类推，我们可以加上“不对邻舍不忠”，及
“不对其余的被造界不忠”。换言之，我们不应把退化
的环境留给后代，也必须与我们在世上的邻舍共享资
源，并妥善照顾人类以外的被造界。
可持续性的危机
在这人口不断增加的世界里，人类的活动及迅速的工业
发展导致了极大规模的环境退化。然而，有些人否认环
境正在退化；另一些人则不认为环境退化有什么大不
了。科学家有责任提供有关环境退化的正确资讯，并指
出人类该如何着手处理这项问题。
现代世界的许多活动是无法持续的。 事实上，我
们在上文所提的三方面都有亏欠。下表列举五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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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出它们之间及它们与其它人类的主要活动或所关
注之事的联系。
有关可持续性的主要课题
•
•
•
•
•

约摄氏 5 至 6 度。因此，二十一世纪可能的气候变暖将
引致的气候变化幅度相等于半个冰川期——二十一世纪
一百年内的变化速度竟超越了半个冰川期气候变化所需
的一万年。人类和许多生态系统将难以适应这改变。
全球变
全球变暖的影响
然而，只提全球平均温度的改变还不太能反映对人类社
群的影响。这改变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如高纬度区将有
较长的农作物生长期。但大部份影响是负面的 。其中一
个明显的影响是海平面的上涨（约每个世纪半米或二十
英寸），这主要是因为海洋的热胀。海面上涨将持续多
个世纪，因为深海和海面的热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
将为低洼地区的人类社群带来重大问题。例如，孟加拉
（图一）、中国南部、印度与太平洋群岛许多地区及世
界各地其它类似地区将无法获得保护，数以百万计的人
将流离失所。

全球暖化和气候变化：与能源、交通、多元生
态的损害、砍伐森林相关
土地用途的改变：与多元生态的损害、砍伐森
林，气候变化、土壤流失、农业、水有关
资源消耗：与浪费、渔业、能源、交通、砍伐
森林、水有关
浪费：与资源消耗和可持续性有关
渔业：与资源消耗和可持续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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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木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些联系。每年被砍伐或
燃烧的热带雨林大约相等于爱尔兰全岛的面积。人们
以不能持续的方式砍伐森林，以获取珍贵的硬木，或
作饲养牲畜的用途，以供应富国的牛肉市场。这种幅
度的伐木极大地增加了大气层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及
甲烷的含量，并加速了人为的气候变化，也可能改变
伐木地区的气候。例如，若亚马逊当前的伐木速度持
续下去，一些亚马逊地区将在这世纪内变得更为干
燥，甚至进入半沙漠状态。此外，失去了树木后，土
壤也随之流失。亚马逊许多地区土质欠佳，容易流
失。热带雨林有多元生物。森林的流失导致不能逆转
的大幅度多元生物的消失。
这些课题都非常棘手。下文将深入探讨世界最
严重的环境及可持续性的课题，也是笔者特别关注
的，即，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问题，并提到科学与
信仰在面对此问题时所扮演的角色。
全球变
全球变暖的科学课题
笔者将概述这方面的基本科学知识。大气层中
的"温室气体"（如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吸收了地球表面
的红外线或"热能"放射线之后，构成地球表面的覆盖
层，使它加热。人们两百年前已经知道这天然"温室效
应"的存在；它是今日气候不可或缺的一环，生态和人
类也已适应了温室效应。
自 1750 年的工业革命以来，温室气体之一的二
氧化碳已经增加了 35%。如今大气层的二氧化碳集中
度是数十万年以来最高的。化学分析显示，这增长的
主要因素是化石燃料的燃烧——煤炭、油及气。若再
不采取行动限制这些气体的排放，二氧化碳的集中度
将在二十一世纪增至工业化之前的两三倍。
这几个世纪的气候记录显示，气候系统的外在
因素（如太阳能量的改变或火山的影响）或内在变化
产生了许多自然的变化。然而，二十世纪全球平均温
度的上升（及其上升幅度）超越了近代人类史上所知
的自然变化幅度。1998 年是自有仪器记录（1860 年）
以来最热的一年。更显著的统计是，1998 年首八个月
的每个月是有史以来最热的月。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显
示过去五十年来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温室气体（特别
是二氧化碳）的增加。
全球平均温度预计在二十一世纪内增加摄氏二
至六度（华氏 3.5 至 11 度）；这范围代表了有关温室
气体排放及气候敏感度的不同假设。对全球平均温度
而言，这涨幅颇大。冰川中期与暖期之间的温差只是

孟加拉海水泛滥一景

图一：海面的各幅上涨（以米计算）对孟加拉陆地的影响。约一千万人居
住在一米以下的地形轮廓区。

极端事件也将造成影响。2003 年夏天中欧极不寻
常的热浪已导致二万多人身亡。根据详细分析后的预
计，类似的夏天将在二十一世纪成为普遍现象。然而，
与 2100 年的夏天相比，这样的夏天还算是清凉的。
水成为愈来愈重要的资源。变暖的世界将导致地
球表层的水蒸发，使大气层的水蒸气增加，因此造成平
均雨量增加。更重要的是，云的形成需要水蒸气的凝
结，而后者排放一些潜在的热能。由于这些潜在的热能
是大气层循环的最主要动力，其增加将加剧水的循环。
这将导致更密集的雨水及减少某些半干旱地区的雨量。
最近的估计显示，在 2050 年之前，许多地区的严重水灾
和干旱危险因数将平均增加五分之一。 一般上，水灾与
旱灾是最严重的世界灾难，其频率和幅度的增加对大部
分人类社群来说都是坏消息，特别是已频受这些灾难影
响的东南亚和非洲亚撒哈拉沙漠一带，更是如此。
海面上涨、水供的变化，及极端的事件将产生更
多环境难民。根据保守的估计 ，气候的变化可能在 2050
年之前产生额外的 1 亿 5 千万难民。
除了上文概述的主要影响，还有一些较不肯定的
变化，但这些变化若产生，将导致巨大的伤害，并且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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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是不能逆转的。例如，南北极已出现大幅度的
变化。若格陵兰一带的温度上升超过摄氏三度（华氏
~5 度），估计冰盖层将要开始融化。完全溶解也许需
要 1000 年或更久，但它将使海平面上涨七米（23 英
尺）。
这些证据是否可信？
这些证据是否可信？
上文所提的科学故事可信度有多高？这主要是根据世
界科学群体通过政府际气候变化小组(IPCC)进行的研
究所做的评估。 笔者很荣幸于 1988 年至 2002 年之间
担任这小组的科学评估主席（或联合主席）。数以百
计的多国科学家参与这项研究。没有任何一项科学议
题受到如此详细的研究和审核。2005 年 6 月，世界十
一大国的科学院（八国集团加上印度、中国及巴西）
发表一项声明，接纳 IPCC 的结论。
不幸的是，基于一些利害关系，有些人花费数
千万美元来散播有关气候变化的错误消息。他们首先
否定这方面的科学证据，近期更进一步辩称其影响不
大，我们可以"走着瞧"，若问题严重化，我们无论如何
都可以"解决"。科学证据不能支持这种说法。
国际公约的必要性
目前全球每年因燃烧化石燃料排放到大气层的二氧化
碳接近 70 亿吨碳，而且还在迅速增加。若不采取强烈
措施，二氧化碳的排放将在二十一世纪内达到当前的
两三倍，气候的变化将不能消减。若要制止二十一世
纪的气候变化，必须在本世纪末前大幅度减少二氧化
碳的排放（图二）。
各国必须签署正在通过气候变化结构协议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FCCC]）
所协商的国际公约。例如，英国政府已采取主动，同
意在 2050 年前把温室气体的排放削减 60%。这目标意
识到发达国家必须更大幅度地减少排量，以顾及发展
中国家的需要。英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估计，要达致
此目标，英国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相等于五十年内六
个月的增长率。

图二：至 1990 年全球化石燃料所排出的二氧化碳（单位：十亿吨碳）。本
图表也根据世界能源委员会的估计预计至 2100 年的排量。 弧线 A 和弧线
B 反映"一切照常"的假设。弧线 C 则反映在环保策略推行下，二氧化碳的
集中量将趋向稳定，达致 450ppm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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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取什么行动？
可以采取什么行动？
若要达致减少排量的目标，必须采取三类行动。首先，
必须有效使用能源。（家庭与商业）建筑物、交通，和
工业各占能源用量的约三分之一。我们可以在这三个领
域加倍提升能源使用的效能。在许多情况下还能够大幅
度削减成本。第二，各种非化石燃料有待开发和使用，
例如，生物原料和废料、太阳能（包括光电能与热
能）、水力、风力、浪潮、地热等。第三，我们可以通
过种植森林或（在油与气田）把碳压入地底，来阻止碳
进入大气层。工业在这方面的创新、开发与投资潜能相
当大。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转移也非常重要，
以确保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增长得以持续。
对被造界的责任
常有人说，大谈环境的可持续性是在浪费时间。他们认
为："世界绝不会同意采取必要的行动"。笔者自认较为乐
观，其中一个理由就是，笔者深信神必看顾他所造的世
界，并把妥善管理被造界的责任交托给我们。
基督徒对被造界的看管责任意味着什么？《创世
记》首数章提到人是按着神的形像所造的，受托看管这
世界及其上的被造物（创一 26、28，二 15）。我们看顾
被造界，首先是要向神负责（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而
是按着神的吩咐），其次是要对其它的被造物负责，因
为我们代表神来管理其它被造物。
无论是个人或国家，我们很清楚意识到强烈的试
探，想要用世界的资源来满足一己私欲和贪欲。这不是
什么新的问题。《创世记》的伊甸园故事向我们引介了
人类的罪及其悲惨的后果（创三）；人类悖逆神，拒绝
他，与他关系破裂，因而导致人类其它关系的破裂。环
境的灾难说明了这关系的破裂所引致的后果。
发达国家的人民已经从多代的丰富化石燃料能源
中获取许多利益。因此，特别是当我们意识到环境的变
化会不按比例地殃及贫穷的国家，并会因着贫富悬殊而
加剧，照顾环境的责任就更显得强烈。若没有尽上好管
家的责任，就意味着我们没有爱神和爱邻舍，特别是非
洲和亚洲的贫穷邻舍。富裕国家是责无旁贷的。
一些基督徒倾向于躲在一个他们认为没有未来的
世界背后。但耶稣应许要回到世上 —— 蒙救赎与更新的
世界 。目前的世界必须等候，虽感挫折，但却等待其终
极的救赎（罗八 20-22）。我们的责任在于遵守耶稣明确
的教训，成为负责人和公义的管家，直到他再来（路十
二 41-48）。履行这职责是我们人类自我实现的重要一
环。在现代世界里，我们太专注于经济目标，醉心于财
富与权力。对地球及其资源的责任或长期的保护突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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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石燃料所排放的碳
（每十億噸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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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系列介绍此课题的文章；
收录了一系列从基督教和其它
角度探讨管理环境的意义的专文；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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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属灵的目标。比起其它目标，追求这些目标可
以使国家和人民群策群力，更有效和更密切地合作。
全新的心态
若要达致可持续性的理想，不但需要目标，更需要新
的心态和方法，也必须配合国际社会、国家、个人。
例如，若没有更多的分享，绝对不能达致可持
续性的目标。分享是重要的基督徒原则。施洗约翰传
讲分享的信息（路三 11），耶稣也提到分享（路十二
33），初期教会愿意凡物共享（徒四 32），保罗也主
张分享（林后八 13-15）。分享的反面是贪婪。这是
《圣经》所谴责的。从个人的层面来看，分享的还不
少。但国际层面的分享倒是很少，世界的统计数字可
以说明这点——世界财富的平均流动方向是从穷人到
富人的。
国际社会面对的最大"分享"挑战在于各国如何
公平配置二氧化碳的排量。目前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排
量极为悬殊。若以每年每人平均排出的一吨碳为单
位，美国的排放量是 5.5、欧洲 2.2、中国 0.7、印度
0.2。此外，全球的每年人均排量是 1。这排量必须在
二十一世纪大幅度削减（图三）。全球共同资产协会
提议，世界上每个人的人均排量应该是同样的，然后
各国可以通过交换转移配额。这项建议的逻辑与公正
性原则上是相当强的，但是否可行？救援机构愈来愈
意识到另一个分享的层面：技术的分享，例如科学与
工艺的分享。
那我们个人可以作些什么呢？有一些事是我们
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例如，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所购
买的屋子，电器或车子是有效使用能源的。我们可以
采用环保的电供，有责任感地购物，使用公共交通工
具，常共乘汽车，尽可能骑自行车。我们可以吸收这
方面的知识，支持主张和拟定必要的解决方案的政府
或工业领袖。诚如两百年前一位英国国会议员艾蒙.布
尔克（Edmund Burke）所说："因以为自己的努力是杯
水车薪而不采取任何行动的人所犯的是最严重的错。"

图三：2000 年不同国家和国家组别的人均二氧化碳排量。 虚线所示的是
全球平均的人均排量。
14

与神同工
环保和确保可持续性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这挑战可能
叫我们感到气馁。然而，基督教的核心信息是：我们无
需独自承担。神是我们的同工。创世记的伊甸园故事美
妙地刻画了这种与神为伴的情景："天起了凉风，耶和华
神在园中行走"。神想必是问亚当和夏娃在学习和看顾伊
甸园的事上有何进展。
耶稣离世以前告诉门徒："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
什么"（约十五 5）。他进一步解释，他不视他们为仆
人，而是视他们为朋友（约十五 15）。主人吩咐仆人做
事只需指示，无须解释；身为朋友我们可以向主吐露心
声。神并未给我们精确的指示，只是呼吁我们应用他所
给我们的恩赐，真正与他同工。被造界本身有许多东西
是我们潜在的帮助；追求科学知识和应用科技是我们的
职分不可或缺的成分。我们必须以谦卑的态度使用它
们。
基督教会有非常清楚的使命，必须肩负起环保的
神圣责任。环保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宣教机会，让基督徒
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展现出对神（这世界的创造和拯
救者）及邻舍的爱。这使我们想起耶稣的话："多给谁，
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路十二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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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见<www.gci.org.uk>
例如，见 ‘For Tomorrow Too’, booklet from Tearfund, www.tearfund.or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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