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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down》-反轉地球暖化 100招 
 

分享《Drawdown》一書，驚豔於如何翻轉地球暖化的建議方案，既全面又易

實踐。值此扭轉線性經濟、轉向循環經濟的關鍵時刻。這份報告也將成為今年底

國際氣候談判(COP24)的重要科學依據。 

相較於工業革命前，在 2030年至 2052年間，地球溫度將上升超過攝氏 1.5

度。如此等於宣布了我們的身存環境已經無法負荷燃燒化石能源所產生的污染和

碳排放量了。國際間一直以來依循的線性經濟發展模式，已經到了該全面性面檢

討並積極轉型的時候。對自然資源不負責任地使用，正是線性經濟的主要負面特

徵之一。對此，聯合國提出了永續發展目標，內容除了涵蓋解決貧窮、飢餓及保

障性別平等指導方針，更擴及到氣候行動、永續城市、責任消費和生產目標等議

題。近年來 SDGs已逐漸成為國際間落實永續發展的共同目標與語言。聯合國 「政

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達成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科學研究，並繼續更

新拓展其研究，加深我們對這個所能想到的最複雜系統之理解。然而卻沒有一份

藍圖引領我們實現減緩或停止碳排放之目標。 

本書結集數百名學者專家提出 80 種既有的措施，藉由勾勒藍圖、數據彙整

與模型建立，確定在 2050年可以扭轉二氧化碳
1
的累積或影響、分析社會總成本

以及可節省的金錢。希望能以人類集體智慧的形式存在於世界的藍圖，在應用實

踐和技術中展現出來。 

  

                                                      
1
二氧化碳減少量:以太克計 

書中的每一種解決方案都藉由避免排碳，以及/或者封存已存在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來減少溫室

氣體。所提供的解決方案對溫室氣體影響的被換算為在 2020年至 2050年所能消除的二氧化碳，

單位為太克。 

2
淨成本與執行後所能節省的金額 

本書中每個街決方案的總花費是採購、安裝以及運作 30 年所需的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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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針對農委會相關的重點議題： 

風力渦輪機 

目前全球將近 3.7%的電力由 31.4萬座風力渦輪機提供，很快地比例會再增

加。光在西班牙一個國家，就有 1,000 萬戶佳用電力來自於風力。2016 年投入

離岸風力資金為 299億美元，比前一年增加 40%。2015年時，儘管石油價格大幅

下跌，創紀錄的 630億瓦風力發電機仍然問世了。中國就購買了新的發電機產能

將近 310億瓦；丹麥目前有超過 4成的電力供應來自風力；而在烏拉圭，風力發

電可滿足 15%的電力需求。在許多地方，風力發電比燃煤發電更具有競爭力，或

者更便宜。 

風力發電場所需的面積小，通常不到其所處區域的 1%，所以牧場、農場、

遊樂場或保留區都可以同時作為風力發電廠。當農人們收割苜蓿或玉米時，風力

渦輪機可以收成電能；發電後，很快就能回本。 

風力發電有其挑戰 

1. 有批評者認為風力渦輪機製造太多噪音、視覺上令人不悅，而且有時會威脅

到蝙蝠與候鳥。 

2. 風力發電的另一個阻力在於政府並未給予風力發電公平的補助金。但過分大

筆的補助金讓石化燃料看起來沒那麼貴，遮蔽了風力發電的競爭力，而且給

予石化燃料現成的好處，使得投資石化燃料看起來更具吸引力。 

影響: 

 本書預測風力發電在 2030 年之前將成為全球最低成本的發電方式(此估算

並未計入火力發電可能對空氣品質與健康所產生的影響，及其可能造成的汙染，

還有對環境的傷害與引起全球暖化所需的解決成本)全球陸上風電機所生產的電

力利用率能落在 2050年前由 3~4﹪提升至 21.6﹪，便能減少 846億噸的碳排放；

離岸風力發電機所生產的電力利用率若由 0.1﹪增加至 4﹪則能減少 152 億噸碳

排放。付出 1.8兆的綜合成本，則風力發電機在運轉 30年後可省下 8.2兆淨額。

然而，這些只是保守估計，因為成本每年都在下降，而新科技的發展讓發電能力

2050 年前陸上風力發電之成效 

減少二氧化碳 淨成本 可節省淨額 

846億噸 1.23 兆美元 7.4兆美元 

2050 年前離岸風力發電之成效 

減少二氧化碳 淨成本 可節省淨額 

152億噸 5453 億美元 7625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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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或更低的成本下有所提升。 

太陽能農場 

最早的太陽能農場始於 1980 年代，目前這些公共事業規模的太陽能農場可

為全球的太陽能光電增加 65%的電力。相較於屋頂太陽能板，太陽能農場每瓦電

的建造成本更低，且其轉化日光為電力的效率更高。當農場上的太陽能板旋轉已

盡其可能地充分利月日光時，發電率可提升 40%或以上。此外，無論太陽能板被

裝設於何處，都能接收晝間位移的日光並修正不適於發電的狀況，讓日光最強的

正中午發電供應數小時後的用電高峰。那也就是為何當太陽能發電持續成長時，

其他再生能源需為互補，如地熱能，或與太陽能規律不同、通常在夜間發電的風

力。可以應付太陽能發電的變數之電力貯存方式與更有彈性更有智慧的電網，對

太陽能發電的成功亦不可或缺。 

國際再生能源組織(The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已認可

太陽能發電每年可減少 2.2億噸至 3.3億噸二氧化碳的排放，亦即少於目前全球

各種發電方式之碳排放量的 2%。 

影響: 

在我們的分析中，目前公共事業規模的光伏發電由 0.4﹪成長至 10﹪，假設

施行的成本是每千瓦 1,445 美元而學習率為 19.2﹪，可以比化石燃料發電節省

810 億美元。而此種程度的成長也可減少 369 億噸太排放量，並且在 2050 年之

前省下 5.02兆美元的運作成本－已無化石燃料發電的金融影響。 

屋頂太陽能 

屋頂太陽能發系統所能帶來得好處遠勝於價格。如同任何其他產品的製造過

程，太陽能電池板的製程亦涉及碳排放，但以之發電時，零溫室氣體排放亦不造

成空氣汙染，因為其唯一的能量來源是無限的日光。當安裝以電網連接的屋頂太

陽能電池板時，他們就在用電處發電，因此可以避免輸電過程中的損失。它們可

以將未使用的電力存入電網，以協助公共事業滿足更廣的需求，尤其是在炙陽高

張用電需求大增的夏季。「淨計量電價」(Net meeting)回售於電給電網得策略，

2050 年前太陽能農場之成效 

減少二氧化碳 淨成本 可節省淨額 

369億噸 -806 億美元 5.02 兆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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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家戶擁有者在經濟上可負擔，彌補其夜間用電或日光不足之需。 

影響: 

我們的分析假設屋頂太陽能光伏發電可在 2050年前由全球發電量的 0.4%成長至

7%。這樣的成長可以減少 246億噸碳排放。我們預估每千瓦 1,883美元的施作成

本可在 2050年前降至每千瓦 627美元。30年後，科技的發展將能使家庭用電開

銷節省 3.46美元。 

多蔬果飲食 

西方飲食伴隨著昂貴的氣候代價。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計也指出不斷增加中的

牲畜每年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約佔全球 15%，最詳盡的評估結果則是直接與間接排

放量超過 50%。乳牛等反芻類動物是最主要的凶手，當牠們消化食物時，會大量

排放甲烷等溫室氣體。此外，為了生產牲畜飼料而進行的農業土地利用已及相關

的能源消耗也會排放二氧化碳，而糞便與肥料則產生一氧化二氮。酪牛自成一國，

會是世界第三大溫室氣體排放國。以植物製成肉類替代品，是對固有的烹調與飲

食方式干擾最少的關鍵方式，模仿肉類蛋白質的味道、質感與香氣，甚至複製其

胺基酸、脂肪、碳水化合物與微量礦物質。 

影響: 

利用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國家及資料，我們估算 2050 年前全球攝食量

將成長，並假設低收入戶國家在經濟成長時會消耗較多食物與較高品質的肉類。

如果全球人口有 50%將自己的飲食限制在符合健康需求的每天 2,500卡，並減少

食用肉類，那麼光靠改變飲食就能減少至少 267億噸碳排放量。如果避免土地利

用改變時的森林砍伐，便能再減碳 393億噸，使得健康的多蔬果飲食成為最具影

響力的解決之道－661.1億噸減碳量。 

 

減少浪費食物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對「孤兒」食物鏈提出警告，呼籲在 2030年前，全球

2050 年前屋頂太陽能之成效 

減少二氧化碳 淨成本 可節省淨額 

246億噸 4,531億美元 3.46 兆美元 

2050 年前蔬果飲食之成效 

減少二氧化碳 淨成本 可節省淨額 

661.1億噸 全球成本與能省下之金額資料變數太多，無法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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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零售消費端的人均食物浪費應減半，同時應減少食物生產與供應鏈上的損失，

包括採收後的損失在內。為了減少食物生產前端的碳排放量，必須重新分配多餘

的食物供人類消費或作為其他用途。將食物包裝上的到期日標籤標準化是必要步

驟，目前「在此日期前販售」或「建議於此日期前食用」等標籤都是未受規範的，

他們指出在什麼時間之前時用最好。教育消費者是另一個有力的工具，包括推銷

「醜」農產品的活動，以及「餵飽 5000人」的努力－大型的公眾餐會，幾乎全

以被丟棄的食材烹調食物。 

同等重要的還有全球 74億人口，尤其是住在浪費食物最嚴重的國家者－美

國與加拿大、澳洲與紐西蘭、亞洲工業化地區以及歐洲。無論是在農田裡、即將

送上餐桌，或者二者間的某處，致力於減少食物浪費可以處理碳排放問題，並且

減緩各種資源所面臨的壓力，同時讓社會更有能力滿足未來的食物追求。 

影響: 

將採納多蔬果飲食納入考慮之後，如果能在 2050年前減少 50﹪的食物浪費，

將能減少 262億噸的二氧化碳。減少浪費同時也能避免為了共多農地而砍伐森林，

能在減少444億噸二氧化碳。我們利用由農地到家戶的剩食估計，這份資料顯示，

在高所得經濟體，有高達 35﹪的食物是由消費者所丟棄的；而在低所得經濟體，

家戶剩食則相對低許多。 

 

改良式稻米耕種 

SRI是改善稻作生產關鍵方式，1980年代由神父與小農夫們在馬達加斯加執

行。30 年後，《紐約時報》描述 SRI 為重視「個別植株的質量勝過數量」，並且

應用「少即是多的信念於稻米耕種」。尤其是亞洲，印度東北部比哈爾邦的農民

蘇曼庫瑪在 2012 年打破世界紀錄，2.5 英畝的稻田達到 24.7 噸產量，超越同

等面積的稻田一般可得之 4.5噸或 5.5噸的產量。SRI不是改善稻作生產的唯一

方式，有 4 種越來越常見的技術，結合灌溉、施肥、作物品種與中耕(Tillage)

而達到最佳產能。季中排水和乾溼交替增加稻田含氧量。均衡應用有機和無機肥

料可減少鉀烷排放並提升產量。需水量較少的水稻品種或栽培品種可栽種於含氧

2050 年前減少食物浪費之成效 

減少二氧化碳 淨成本 可節省淨額 

705,3億噸 全球成本與能省下之金額資料變數太多，無法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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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較高的環境中。不離地即播種的技術也有正面作用。在採用 SRI農法之前不需

購買任何用具，他們主要面臨的挑戰是控制水。 

 

影響: 

我們的分析包括 SRI和改良式水稻生產－改善土壤，養分管理，水資源利用

以及耕作方法。有許多小農採行 SRI，並且由此獲得較改良式稻作更高的產量收

益。我們計算出若實行 SRI農法的面積在 2050年前可由 840萬英畝擴展到 1.33

億英畝 30年內由 7,000萬英畝增加至 2.18億英畝，將能再減少 113.4億噸二氧

化碳排放量，農民可獲得 5,191億美元額外的利潤。 

再生農法 

再生農業的目的是通過恢復其碳含量(carbon content)來持續改善並再生

健康土壤，進而增進植物健康、營養和產量。增加碳代表延長土壤的生命。當碳

儲存於土壤的有機質中時，微生物激增、土壤質地獲得改善、根系更深、蟲將有

機物質拖入其孔洞並製造豐富的氮素、養分吸收率增加、保水力增加數倍、營養

充足的植物更具抗蟲性、具有不同類型的養分，因此不需施肥或對額外肥料的需

求很低。土壤中每增加 1﹪的碳，被認為相當於儲存在地底的 300至 600元肥料。 

在傳統的輪作方式中交替種植大豆和玉米，或者種 1年小麥後休耕。這也是

讓土地恢復地力的方式。再生農法輪作的作物可能有 8、9 種小麥、向日葵、大

麥、燕麥、豌豆、扁豆、紫苜蓿和亞麻。施行再生農法的農民以作物多樣性提高

保障，此舉可以預防小範圍蟲害和細菌感染。除了輪作，還有間作，豆科的苜蓿、

碗豆和玉米一起種植，以提供肥力。 

影響: 

目前約有 1.08一英畝土地採用再生農法，我們估計 2050年將增加到 10億

2050 年前改良式稻米耕種之成效 

減少二氧化碳 淨成本 可節省淨額 

113.4億噸 不需額外成本 5,191億美元 

2050 年前水稻強化栽培系統之成效 

減少二氧化碳 淨成本 可節省淨額 

31.3 億噸 不需額外成本 6,778億美元 

2050 年前再生農法之成效 

減少二氧化碳 淨成本 可節省淨額 

231.5億噸 572億美元 1.93 兆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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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畝。這種快速的成長，部分原因是有機農業過去的增長率，以及隨著時間的推

移，保護性農法有計畫地轉變為再生農法。透過碳封存與減少排放，這種增加率

可以達到 231.5億噸減碳量。2050年前，投資 572億美元於再生農業，可以獲

得 1.93兆美元的回報。 

生物炭 

製造生物炭是一個新興的產業，生物炭通常來自廢棄料，從花生殼到稻草到

木屑。在加熱過程中，油、氣與富含碳的固體分離，產生兩種產品:可作為能源

的燃料(此燃料可能用於熱解本身)，以及可用於改良土壤的生物炭。因烘烤速度

不同，燃料與焦炭的比例也不同。 

研究顯示作物產量平均增加 15﹪，對酸性和退化土壤的影響最大，而這樣

的土壤經常出現在糧食不安全的地區。更有甚者，生物炭可以提高植物吸收硝酸

鹽肥料的能力，這可能使農民施較少的肥卻獲得相同的效果，從而降低成本，減

少逕流以及對水生生態系統造成得破壞。 

生物炭的核心問題是所使用的原料。當原料來自於農業或城市廢棄時，將其

轉化為生物炭是一種炭封存、提高肥力和生產量能的手段。然而，落缺乏適當的

監督和法令，為了製造生物炭而掠奪生物質的土地或砍伐樹木，會傷害土壤造成

土壤退化。 

影響: 

到 2050年前，生物炭可以減少 8.1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分析以新興

的生物炭產業受到全球生物質原料供應之限制為前提，利用生物炭預防與封存溫

室氣體的諸多方式之總生命週期評估。 

 

綠屋頂 

綠屋頂是名副其實的空中生態系統，旨在利用生態系統的調節力量，並在此

過程中減少建築物的碳排放。雖然綠屋頂的前期成本高於一般屋頂，且必須維護，

但成本回收具吸引力，土壤與植被拒隔熱作用，可全年調節建築溫度－夏季降溫、

2050 年前生物炭之成效 

減少二氧化碳 淨成本 可節省淨額 

8.1億噸 全球成本與能省下之金額資料變數太多，無法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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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保暖。由於暖器與空調所需的能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和其他代價都會降

低。由於植被保護屋頂本身不受惡劣天候和紫外線影響，綠屋頂的壽命是一般屋

頂的兩倍。 

德國等實施熱點教我們關鍵的一課:綠色屋頂的施設補助措施，與鼓勵或強

制安設綠屋頂為雙重驅動因素。金錢補助與政策規定這兩種方法可以刺激更多人

採用綠屋頂，讓綠屋頂更普遍。例如新加坡為提高綠色比例，政府承擔綠色屋頂

安裝成本的一半；芝加哥快速通過有綠色屋頂的建物許可；和雨水控制與保留有

關的法規也可以刺激綠屋頂之採用。 

 

影響: 

在模擬綠屋頂和涼屋頂時，我們考慮每種技術的區域應用。如果 2050年前

綠屋頂覆蓋 30﹪的屋頂空間，涼屋頂覆蓋 60﹪，那麼全球將有共 4,070億平方

英尺的高校屋頂。總合起來，這些技術以 1.39兆美元的成本可以減少 7.7億噸

的二氧化碳排放，30年下來可以節省 9,885億美元，終身節省 3兆美元。 

生物塑料 

專家估計目前 90﹪的塑料可以改由植物或或其他可再生原料製成。這種生

質基塑料來自土地，有許多可以回歸土地，且碳排放量通常低於其以石化燃料所

製成的同類產品。 

纖維素是地球上最豐富的有機物質，是植物細胞壁中的聚合物；幾丁質

(chitin)是另一種豐富的聚合物，存在甲殼類動物和昆蟲的貝殼和外骨骼中。馬

鈴薯、甘蔗、樹皮、藻類和蝦都含有天然聚合物，可以轉化為塑膠。 

影響: 

我們估計塑料的總產量，將從 2014年的 3.11億噸增長到 2050年的至少 7.92

億噸。這是保守估計，如果趨勢繼續下去，加上其他來源，估計超過 10 億噸。

2050 年前綠屋頂之成效 

減少二氧化碳 淨成本 可節省淨額 

7.7億噸 1.39 兆美元 9,885億美元 

2050 年前生物塑料之成效 

減少二氧化碳 淨成本 可節省淨額 

43億噸 192億美元 
可節省淨額數據太不明

確無法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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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模擬生物塑料大量成長，在 2050 年佔市場 49﹪，可減少 43 億噸排放量。

雖然沒有技術潛力更高，但此解決方案在沒有額外的土地改變利用方式的前提

下，受到可取得的生物質原料有限之限制。在這種情況下，生產生物塑料的成本

在 30 年內達到 192 億美元。雖然對生產者而言，目前生產的成本較高，但正在

快速下降中。 

 

 

結論 

在《Drawdown 反轉地球暖化 100招》裡，有 100個實際有效的方法等著我

們去實踐。其中有些方法我們早已有所耳聞，有些則是聞所未聞。從清潔能源到

飲食習慣，從都市規劃到土地利用方式，從運輸的選擇到材料的運用，這些方法

被證實不僅對減少碳排放有幫助，並在經濟上完全可行，並非紙上談兵。這本書

是我們的世界建立安全氣候藍圖。藉由充分了解並親身實踐的方法《Drawdown》

指出了我們可以翻轉全球暖化、留給後世一個更美好世界的未來。 

 

本文摘譯：保羅‧霍肯(2019)。Drawdown 反轉地球暖化 100招。聯經出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