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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氣候．能量．生命」是由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開

設的大學通識課程，2010年開始每年秋季在香港中文大學講授，供全

校學生選讀，至2015年開班共六次，學生數目通常超過一百，是甚受

歡迎的課程。

大學是培養人才的地方，但是假如只顧智力的增長，而忽略道德

教育，恐怕會放大畢業生破壞社會的能力，為禍比不讀大學的人更

大。開設這個課程最基本的動機，是藉氣候話題去談人性和道德，希

望學生因此動心做好人。

本文會介紹這個課程的構想和設計、主要內容及執行情況。

*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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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的構想和設計

（一）願景與目標

這個課程的願景是令學生感應道德是完滿人生的構成部分，並在

生活中加以體現。

這個課程的目標是令學生認識到道德是自然的規律，以及他們自

己有份造成人類面對的艱難問題，促使他們以行動承擔對人類存亡的

道德責任。

 

（二）課程設計

2012年起，香港中文大學本科生實行四年制，學生在第二至第四

年必須修畢來自四個範疇的通識課程共15學分，四個範疇各修畢最少

一個課程，詳情見大學通識教育部網頁（大學通識教育部，n.d.）。通

識課程要求提供廣闊的學術視野，提高學生對人類生命的關注，培養

學生的價值觀及判斷力，促進學生感應學科之間的聯繫，以及建立融

合眾多學科之能力，同時又要求課程雖然標記為「通識」，但也必須

有高的學術水平，不比本科課程容易。

本課程的源起是作者自2008年起，多次在香港浸會大學主持的

短期課程「天地變何處安心」，講授內容後來編寫成書（林超英， 

2010）。「氣候．能量．生命」課程以原「天地變何處安心」為起點，

根據以上要求加以擴充，內容跨學科，科學與人文並重，以廣闊的時

空為背景，又提供充分素材去鍛鍊同學的思考，達到大學通識課程的

目標。

「氣候．能量．生命」屬於「自然、科學與科技」範疇，課程計 

3學分，接近畢業所需學分的四十分之一。課程從氣候這個主軸展開，

強調寬度而不是（「艱深」的）深度，學生透過觀察地球生命和冰河

時代人類的演化，認識道德是自然生成的。修畢課程後，學生也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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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有能力從廣闊的學術視野，審視全球氣候變化課題，建立自己對氣

候變化（及其他全球環境課題）的看法，以及反思個人在改變地球氣

候這件事情上所擔當的角色。

（三）課程概要

地球今天的大氣層，是氣候和生命共同演化的結果，由此連繫到

生命的特性，尤其是生命個體和整體的維持。氣候是生命在地球分佈

的背景，而冰河起伏則塑造了人性。最近的溫暖期造就了農牧，人類

使用的能量大增，生活因而起了重大變化，衝擊著自然界的平衡。氣

候又是歷史重大轉折點的背景。

工業革命造成大量能量消耗，是人為氣候變化的根本原因，其他

下游影響有自我的消磨、人類與自然愈趨疏離等。課程展示二十一世

紀氣候的最新推算和連鎖後果，討論應對危險氣候變化的思路，尤其

是中國進入發展新時期的特殊處境，又會反思人類的核心價值觀念，

以及怎樣在未來的低能耗世界加以發揮。

（四）講課單元

常規課堂講課共15單元：

（1） 融通：生命概念模式

（2） 氣候：遠古至今大氣成分的演化、Gaia

（3） 生命：物質與能量的流動、資訊、群性

（4） 流動：太陽能、食物網、生存之道

（5） 冰河：人類習性變遷、溝通、仁愛、孝

（6） 氣候：全球動植物分佈、各大洲人類的命運

（7） 溫暖：農牧出現、古文明契機

（8） 文明：工種多元、城鎮、瘟疫、系統

（9） 波動：農牧對峙、中國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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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季風：航運路線、海洋帝國

（11） 燃燒：工業革命、城市化

（12） 巨變：人為氣候變化、大都會生活

（13） 危機：自然失衡、人類危機

（14） 中國：氣候變化的責任、地球極限

（15） 未來：二十一世紀氣候推算、應對的選擇

三、主要概念

（一）地球生命和氣候的共同演化

比地球靠近太陽的金星和離太陽較遠的火星，大氣層的二氧化碳

含量都超過90%，地球的大氣層卻只有0.04%，十分奇怪。根本的原因

是地球有生命，到處都有生物。圖1展示從遠古四十億年前至今地球表

圖1　過去四十億年地球氣溫及大氣成分的演變

（背景圖：Lovelock,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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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氣溫和二氧化碳含量的演化，左方是四十億年前，右方是現代。地

球跟金星和火星一樣，四十億年前地球大氣也充滿二氧化碳，自從三

十多億年前開始出現含有葉綠素的微小生物，藉光合作用把大氣的二

氧化碳轉化成碳水化合物和排出氧氣，前者成為生物身體的物質，同

時承載了來自太陽的能量，後者則令大氣的氧氣含量升高。

由於太陽是一個愈來愈熱的星體，生物必須想辦法保持地球的氣

溫來保護自己，圖1顯示光合作用幫了大忙，減少了二氧化碳含量，

溫室效應隨著降低，把本來要上升的氣溫拉回原來的水平，全球生物

構成的總體生命不斷在自救；與此同時，大氣層的氧氣含量上升，終

於臭氧層形成，阻擋傷害生物的紫外光入侵，於是生物大舉登陸，

大氣層的演化反過來幫助生物開拓地盤，氣候與生物共同演化的概

念於是建立（Schneider, 1997），生命是地球有異於兄弟行星的原因

（Lovelock, 1995）。

（二）融通的生命概念模式

圖2是單隻動物的概念模式，可以說展示了生命個體的最基本

內容，包括：邊界、自主、資訊、感應外界、體內聯繫、行動（覓 

食）、食物（能量和物質）、呼吸、排泄、損耗、修復等。

圖2  單隻動物概念圖

生命：單隻動物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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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是以同樣的框架套用在全球化現代城市之上得出的結果，城市

概念上可以視為生命個體，有如八爪魚向遠方伸出無形的觸鬚吸盤，

搜集遠處的能源、食物和工業產品，因此城市不可能視自己為獨立於

全球的可持續生命體。城市內部的市民則呈現合作分工的狀態，個人

相當於細胞，組成不同的器官，發揮不同但互相扶持的功能，沒有所

謂誰比誰重要，任一器官損壞，整個城市便會衰敗下去。

概念框架在課程裏還套用到其他對象，給學生統一的概念去觀察

由細胞到全球一體（即“Gaia”）的多元生命現象（Lovelock, 1995）。 

本文兩個例子，給學生充分的想像空間，去思考城市的眾多話題，例

如：個人在城市裏有否「絕對自由」、城市人對遠方人民的道德責

任、城市內群體之間的合理資源分配、少數人控制了城市自主和掠奪

資源的後果（腦癌？）等。通識課程強調跨學科、自然與人文交融，

教師可以透過這套概念框架引導學生思考去體現。

（三）冰河與人性

約二至三百萬年前，地球進入冰河時代，開始出現冰河起伏，每

生命：全球化現代城市概念圖

食物
物資

氧氣

二氧化碳
水氣

再不是
循環不息

遠方運來：

工商業、運輸等
＝更多的「燃燒」

商

「燃燒」

化石燃料

商掌控了信息，
 佔了意志的位置

大量廢氣
大量垃圾

額外的二氧化碳

農民

農民

農民

農民

農民

農民

農民

農民

農民

農民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工

工

工

工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圖3  全球化現代城市概念圖



林超英：通識課程「氣候‧能量‧生命」 115

次冰河巔峰期，全球都轉乾旱，熱帶雨林範圍縮小，部分原本在樹上

生活的靈長類如南猿，被迫轉移到地面生活，成為人類的先祖。他們

必須適應新的微氣候、生態環境、食物、猛獸等，複雜的求生變成嚴

厲的篩選，有效益的特質與習性得到強化，如：好奇、打獵、合作、

分享和學習等。

與此同時腦袋變大，嬰兒出生成為瓶頸問題，經過無數犧牲，僥

倖能夠延續下去的人類的嬰兒，腦部未完全發育便已出生，減少婦

女難產的機會，不過嬰兒出生後卻需要長達十多年的照顧和教育，

而且學習不限於知識，還有人際關係和團隊合作等。只有關係長期穩

定的夫妻才會留有後裔，多番篩選之後，一夫一妻以及愛護子女成為

人類社會的常態，即是「倫理」和「道德」，這是自然演化的結果 

（Morris, 1967; Wilson, 1978），而不是某些人誤以為的「迂腐」、「封

建」和「法律規定」。

最 新 基 因 學 研 究 顯 示 ， 散 佈 歐 亞 大 陸 和 南 北 美 洲 的 人

類，全都源自十多萬年前離開東非為數不多的現代智人H o m o  

sapiens（Oppenheimer, 2004），所到之處迅即取代以前先到的

人類。這個時期小群體之間的地盤爭奪，成為新的篩選機制，

勝敗不講個人體力，而講群體的知識總量和協同能力（Wilson ,  

2012）。

仁愛程度較高和孝道較顯的族群有較多的長者，他們通常知識較

豐，也精於協調，因此這些族群在爭鬥中佔了優勢；經過無數爭鬥，

孝道較低的族群被淘汰，於是人類之中孝道愈趨盛行，成為「倫理」

和「道德」的組成部分。中國「百行以孝為先」的說法，有進化生物

學的基礎，是自然演化的結果。以上這套論述以圖4綜合表達，有助學

生重新認識「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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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演化過程中還有一個令人驚奇的現象，就是各種人類的腦容

量都隨著歲月增加，獨是現代智人（即是我們）腦袋自十多萬年前開

始縮小（見圖5）（Oppenheimer, 2004）。現代智人優勝在善於溝通，

由於資訊大家共用，個人的腦袋稍小是沒有問題的，好處是能量消耗

減少，食量可以降低，生存的機會隨之提高，有利族群繁衍。這個圖

既反映溝通的可貴，也可以反過來印證溝通是現代智人能夠遍佈全球

的原因。

圖5  人類腦容量的演化—根據Oppenheimer（2004）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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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為氣候變化和未來

圖6是過去一萬年大氣層二氧化碳含量轉變的曲線圖，標記了農

業興起、工業革命、城市化、有關氣候變化的國際活動等，讓學生感

應近二百年氣候變化的巨大、急遽，和人類影響的強度，以及醒覺自

1976年世界氣象組織首次就氣候變化發表聲明，各國政府蹉跎了四十

年而沒有解決的問題。

圖6　過去一萬年大氣層二氧化碳濃度的變化 

 1976年世界氣象組織首次發出氣候變化的提示，

 其他箭嘴標示相關國際活動

 （底圖來源：IPCC, 2007）

危機逼近，要推算二十一世紀氣候的前景，科學計算難度不大，

不過人心難測，惟有設想幾個「情景」加以計算，包括：（a）強調

「發展」（= 經濟增長）和使用化石燃料；（b）立即採用儉樸生活模

式和不用化石燃料；（c）人類立即消失（供對比用）。根據聯合國政

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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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2013年的報告內容，消化後繪了文科同學也能明白的圖7，清

楚顯示人類生活模式將會決定未來的氣溫。科學家的共識是，如果氣

溫比工業革命初起時升高超過兩度，地球大氣將無法修復，人類恐怕

難以活下去，到時甚麼「發展」再無意義。圖7可見，只有人類社會立

即「突變」和選擇儉樸生活模式，才能在滅絕的懸崖邊緣煞車。圖很

簡單，但是效果十分震撼，文科同學表示他們也能看懂。

圖7　方便文科同學明白的二十一世紀地球表面氣溫推測

  （底圖來源：IPCC, 2013）

直到半世紀前，全球的父母都對子女強調儉樸的可貴，視為傳統

美德，可惜消費主義令人類誤入歧途，闖出危害人類生存的氣候變化

這個大禍，而城市人過度消費是氣候變化的最根本原因，所以是城市

人的道德課題。

四、教與學

（一）教學活動

15個單元的常規課堂集中在學期前部講授，每次上課連續三節，

每節45分鐘，通常第一節的前半小時，由學生主動提出熱門新聞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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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教師會引領學生互動討論，從中找尋新聞跟本課程的連繫，表面

上看似不可能，但是因為課程內容廣泛滲透全社會，所以最終總能找

到不少關連，令學生發現課程真的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由於學生來自多個專業，由神學到醫科，由理工到藝術，大家底子

不同，上課時各有困難也各有領會，不少學生連光合作用都覺得深奧，

教師惟有語言盡量淺白，又提供竅門幫助記憶，而且在課室內遊動，走

到學生當中，隨時互動往來，發現學生有反應之處則即時切入多談，還

要醒覺地提高聲調，七情上面，以熱情投入和間中的幽默促進學生保

持專注力，教師自訂的目標是「做一隻強力的病毒」，感染學生。

（二）學習活動

除了上堂聽課，學生還要培養自學能力和參與團隊學習，前者以

期終論文體現，後者要求學生5–6人一組，就指定題目（有十個選擇）

共同製作展示檔，在學期後期的小組演講系列中輪流上場，把有關話

題講得比教師上課具體和深化，這個過程讓學生親身體驗課堂中提到

的溝通、合作和分工，既可教育他人，也可從聆聽中得益。聽演講的

同學，可以通過講後的「微測驗」鞏固印象和得到小量分數。為了保

障學生確實掌握有關知識，全個學期有三次測驗把關。

（三）學生反饋

每個學期終結時，大學安排學生問卷調查，給教師評分和反饋信

息，「氣候．能量．生命」課程多次得到高於全校的平均評分。以下

列出部分有代表性的評語和學生自己覺得學到的東西，反映學生對課

程的看法：

(a) 上課：「沒有壓力，氣氛良好」，「師生互動良好」，「老師總

能激起學生的反思和反省」，「時事與科目知識結合」，「每個課堂前

能和老師探討每週熱門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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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內容：「縱然此科偏向理科，但文科生仍不難掌握」，「從

不同角度認識生命」，「科學結合人文，有啟蒙作用」，「學懂人生 

道理」

(c) 思考：「如夢初醒」，「學會事事質疑」，「批判思考」，「學懂

反省自我」，「對環境與生命的反思」

(d) 視野：「認識大量有關世界的知識，開拓新觀點」，「用宏觀

眼光看環保、大自然與人的關係」，「對環境有更大的關注」

五、結論

經過六年的實踐，證明「氣候．能量．生命」課程能夠以氣候

為主軸，展開廣闊的時空探索，以實質的知識為基礎，為學生拓展

視野，使他們感應多元學科的融通，思考生命與物質的互動、天人

合一、自然道德、掌控能量的福與禍、人為氣候變化、人類的滅絕危

機、自身的應對等。但願本文內容能鼓勵有心通識教育的人士作類似

嘗試，為大學生的道德教育多闢一條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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