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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透支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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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足跡網絡的宗旨是讓人類可以透
過運用一個地球的資源實踐理想生
活。我們的使命是提倡使用生態足印
這種以科學為本的可持續性測量工
具，量度我們使用了多少地球資源、
資源儲備，和辨識資源使用者。我們
致力促使所有層面的決策人，均以地
球的生態極限為制定政策的考慮
重心。

馮巽君
何秀怡
曾幗屏
韋洛華
余遠騁

引言
近日全球經濟衰退，絕對是當頭棒喝，再次

消耗自然資源應有如使用銀行的積蓄一樣：

廠的經營手法、提高所投資的公司的環保

biocapacity的五大範疇，提出解決方

提醒我們收支平衡的重要性；然而，比起生

懂得理財的人都會盡量只運用利息，因為本

準則。

案，建議如何令生態環境持續發展。本會正

態環境現時所受的威脅，經濟問題相對微

金減少，利息亦隨之遞減。如果人類繼續揮

不足道。

霍無度，生活入不敷支，最終更會破產。這

《香港生態足印報告 - 2008》分析港人資

碳排放，同時提倡漁業和林業資源的可持續

是恆久不變的道理。

源消耗模式和生態足印改變，為這方面的

發展。

與香港政府、各大公司合作，減低碳足印、

改善工作提供重要基礎。未來，本會每兩年

香港人平日難以接觸提供生活各樣所需的
大自然，七百萬人口中，有40%居住在14樓

港人的「生態足印」大於這城市的自然資源

編製此報告，了解資源消耗的趨勢，建議緩

每一個人都應確保地球的可持續性，這不但

以上，更遑論親身感受自然世界的美景和奇

含量，即市民的需求遠高於香港的土地和

解措施。

影響經濟活動，亦是身為地球公民的責任。

妙。我們的生活看似與自然分隔，但無論是

海洋資源所能供應，我們成為了「生態負債

個人或社會整體的活動，都直接影響地球的

人」。為滿足需求，我們從海外，甚至遠方入

香港擁有龐大的生態足印，與我們的發電和

透支地球資源，而我們今天作出的決定將影

自然資源。

口食物、燃料、食水和其他資源。這其實對

能源使用方式有著密切關係，這方面的二氧

響下一代的生活。

我們非常不利，全球對日漸稀少的自然資源

化碳排放佔我們整體生態足印的80%，令

地球的自然生態系統提供了清新空氣、食

需求大增，香港如果繼續依賴其他國家的

氣候變化問題惡化。如行政長官在2008-

水和食物、 纖維和木材，循環並吸收廢物，

資源，便需要承擔龐大風險。不過，只要我

2009年的施政報告中建議，發展低碳經濟、

支持我們的生計和生活。《地球生命力報

們提高效能、減少消耗，便能減小「足印」，

根據供求情況制定全面的能源策略、推廣

告2008》指出，人類耗用資源的速度遠超

減低風險。

具效能的建築物設計和能源使用方式，有助

本會希望能藉此報告帶出以下信息：人類正

香港大大減少整體生態足印。

其恢復再生的速度，而我們對地球資源的
需求亦不斷增加，報告指出到了2030年，我

除改善境內的情況，香港亦可發揮對鄰近地

們將需等同於兩個地球的資源才能滿足人

區的影響力：例如廠商可改變設在中國的工

本報告針對香港生態足印和生物承載力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主席
邵在德

類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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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糧食短缺、食品價格高企、土地鹽鹼化

報告結果顯示：

導致農田流失、過度捕撈、以及氣候變化影

· 全球過半數人口居住在亞太地區，所使

· 香港應付嚴重生態赤字的其中一個方

· 香港可透過同時實行兩種互相補足的方

法，是從其他國家進口生物承載力 即

法，減輕生態赤字，包括1從便宜、簡

響農作物收成；人類的福祉顯然與生態健

用的資源為地球現存的生物承載力超過

自然資源。2005年，香港從境外淨進

便且快捷之處著手改變，如轉用能源效

康息息相關。我們若要持續發展經濟及其

四成。

口1,760萬地球資源公頃 即本港總生

益高的照明系統，以及2投資能提高

態足印的58%，約等於愛爾蘭全國的

福利，同時減少未來對能源需求的基礎

生物承載力。另外，39%的香港生態足

建設。

他活動，必須考慮生態上的限制，即了解人
類對生態資源的需求，以及地球滿足這些需
求的能力。
「生態足印」是一個計量資源的工具。本

· 在個人生活模式方面，香港2005年的生
態足印為每人4.4地球資源公頃global

印來自在境內排放到大氣層的二氧化

hectares，較全球的人均生態足印

碳。

2.1地球資源公頃高出超過一倍。

報告參考了2008年初發表的CCICED–
WWF《中國生態足跡報告》撰寫，探討香港

· 政府、企業和個人在推動香港達至可持
續發展的過程中，均扮演著重要角色。

· 香港的生態足印因為貿易往來，而與
· 2005年，在全球150個超過100萬人口

其他國家扯上關係。本港的主要貿易伙

· 二氧化碳的排放和過度捕撈，是導致目

特區目前在全球和亞太地區的生態足印；然

的國家中，香港的生態足印位列第29，

伴是中國。根據指定貿易產品的分析結

前資源使用情況不符合可持續原則的主

而，本報告有關香港的調查結果是根據較近

本港每名市民的生態足印，平均是中國

果，香港從日本、韓國及美國等地進口

因，可從多個方面著手解決，包括立法規

期的數據計算所得，所用之生態足印計算方

內地地區居民的兩倍以上。

金屬、礦物、食物及塑膠製品，出口各類

管、改善效能和謹慎採購物料。

法亦有所改善見技術備註。

製品、電機技術及金屬。
· 香港消耗的資源約等於本地陸地及海洋

生態系統資源有限，對資源的競爭十分激

生物承載力總量的250倍。本港逾四分

烈，香港可如何維持經濟繁榮穩健，市民安

之三的生態足印來自燃燒化石燃料時釋

口、人均耗用量，以及使用的物品和服

居樂業？

出的二氧化碳。

務所用之資源量和廢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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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香港生態足印大小有三大因素：人

簡介
的再生能力，揭示生態限制的情況。計算方

面對這個局面，政府應採取什麼策略以應

個概念，從全球和亞太區角度分析香港對自

受技術革新所限，大家一直忽略地球的資源

法是把農地、放牧地、森林和漁場的面積相

付生態資源的限制？全球資源存量的發展

然資源的需求；接著探討香港可以考慮採用

其實有限這個事實。然而過去40年，全球人

加這些土地和海洋用以提供人類所需的

趨勢將怎樣影響經濟市場和金融中心？個

的策略，協助減少過度耗用的情況，同時維

口增加了兩倍，能源使用量激增五倍，有限

食物、纖維、木材，及吸收耗用能源後所排

人又可採取什麼行動，確保下一代仍有資源

持經濟穩定和市民福祉。

的生態資源影響著人類活動，情況日益明

放的廢物，以及進行基建，協助各層面的

可用？

顯，兩者關係愈見重要。要解決目前威脅著

決策人了解正使用的生物承載力，承載力所

我們的種種挑戰，如氣候變化、糧食短缺，

在之處，以及能否滿足人類需求。

全球過半數人口於亞太區居住，擁有約

以至大規模生態崩潰等危機，無論個人或

20%的生物承載力，亞太區內的決策對人類

社會作出決策時，都必須將生態問題列為首

於2005年，全球人口與個人使用量上升，人

未來有深遠影響。中國對地球生物承載力的

要考慮因素。

類使用資源的速度較再生速度快30%圖

需求與美國不相伯仲。香港作為中國的主要

1。全球出現資源供不應求的情況，影響經

城市和金融中心，具生物生產力的面積相對

濟的發展。

細小，目前使用的生物承載力超過本地能產

生態足印是一個測量資源的工具，透過比

圖1: 人類的生態足印。過去40年，人類的資源耗用
量不斷上升，全球對生物承載力的需求，超越再生
能力30%。
圖2: 香港的生態足印。香港居民使用的生物承
載力，約等於本地生態系統產生的生物承載力的
250倍。2005年，香港的足印達3,020萬地球資源
公頃，生物承載力卻只有11.7萬地球資源公頃。

生的250倍圖2。本報告採用生態足印這

圖1: 人類的生態足印與生物承載力的比例 1961-2005年

圖2: 香港的生態足印與其生物承載力的比例 1961-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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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上一個世紀，人類普遍認為全球經濟增長只

透視全球：人類的生態足印

圖3：各國的人均生態足印 2005年
10

9

已建設土地

森林

吸收二氧化碳用地
漁場

放牧地
農地

專家普遍採用「生態足印」來量度人類對自

我們可將人類對自然的需求，與地球的生物

然資源的需求量。一個國家的生態足印，代

承載力進行比較。生物承載力即具生物生產

表用來生產該國所需的食物、纖維及木材資

力，可以滿足人類需求的地方 - 包括農地、

源、吸收所排放的廢物，以及進行基建的土

放牧地、森林、漁場，以及吸收二氧化碳用

地和海洋面積的總和。由於我們會使用來自

地。2005年，地球的總生物承載力為134億

世界各地的資源和生態服務，因此無論資源

地球資源公頃，即每人2.1地球資源公頃。

來自哪裡，都會被計算在生態足印中。

每人的需求超出供應量0.6公頃，即我們正
透支地球資源30%，亦表示地球需要約一

8

2005年，全球的生態足印為174億地球資源

年零四個月，方可再生人類在2005年使用

公頃地球資源公頃即一公頃具備全球平均

的資源。

生產力的面積，或每人2.7地球資源公頃。

7

全球公頃(每人)

6

5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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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沙尼亞

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丹麥

美國

科威特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1

不同地區和國家之間的平均足印差異很大。

圖4：高中低收入國家的總生態足印 1961-2005年

圖4: 按收入組別顯示歷年的生態足印。高收入國家
的人均需求增加接近一倍，中及低收入國家的足印
則保持平穩。

人均足印最大的國家多見於北美及西歐。
2005年香港特區的人均生態足印為4.4地

7.0

球資源公頃，在150個國家中排名第29。香
6.0

港及許多高收入國家的生態足印一樣，很大
部分涉及用來吸收釋出的二氧化碳的土地。

高收入國家

4.0

中收入國家
低收入國家

證據確鑿

全球公頃（每人）

5.0

3.0
2.0
1.0

圖3:  按個人、國家及土地類別劃分的生態足印。
按主要土地類別顯示出150個國家、全球及香港的
生態足印。最高收入國家的足印主要來自二氧化碳
排放，低收入國家的足印則來自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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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人均生物承載力：2.1地球資源公頃



亞太區的生態足印
與其他地區比較，亞太區的人均生態足印相

整個亞太區已出現生態赤字，但各地足印的

一個地區的大部分居民為什麼可以使用多於

對較小圖5；但區內龐大的人口，導致它

大小差異甚大。澳洲人均足印為7.8地球資

本身擁有的資源？整個亞太區以兩種方法，

的總生態足印為全球最大。就全球而言，亞

源公頃，生態儲備卻有7.6地球資源公頃；孟

彌補區內28億地球資源公頃的生態赤字：首

太區的人口佔全球的55%，耗用全球43%總

加拉人均生態足印只是0.6地球資源公頃，

先是消耗區內的生物承載力，第二是進口資

生物承載力圖6。

但卻出現0.3公頃的生態赤字。香港平均每

源，使用其他國家及全球共用地帶的資源。

人使用4.4地球資源公頃的生物承載力。
亞太區目前的生態足印是其生物承載力的
兩倍。在1961年，區內的人口佔全球53%，

中國與印度的人口佔亞太區68%，足印佔區

但足印只佔全球生物承載力14%，雖然區內

內總量66%。雖然這兩個國家的人均足印均

的生產能力於過去40年有所增長，特別是

遠低於全球平均值，可是兩國的足印均高於

經過綠色革命和整體經濟增長後，可是生

其生物承載力一倍。

圖5: 各地區的生態足印
儘管北美洲的人均生態足印最大，但亞太區因為人
口眾多而成為全球生態足印最大的地區。
圖6: 亞大區使用全球生物承載力的情況
亞太區的人口和生態足印持續增加，2005年的生態
足印已是1961年生態足印的3倍。

態服務依然供不應求。

圖5：各地區的生態足印 1961-2005年

圖6：亞太區所用的全球生物承載力 1961-2005年

歐洲地區（歐盟國家）

9

50%

歐洲地區（非歐盟國家）

8

中東及中亞地區

7

40%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

6

總數（%）

地球資源公頃（每人）

60%

北美洲地區

10

亞太地區

5

非洲地區

4

30%
20%

3

亞太區人口佔全球比例

2005年全球平均生物負載量（每人）；2.1全球公頃

2

亞太區耗用的生物承載力佔全球比例

10%

1
0

330 487 240

553

366

3,562
人口（百萬）



香港生態足印報告2008

902

0%
1961

1965

1969

1973

1977

1981

1985

1989

1993

1997

2001

2005

中國的生態足印與生物承載力
過去40年，中國不斷發展，人口及人均生態

自然資源的可持續性取決於人類對資源的

方面仍有生態儲備，但蘊藏量不斷縮減；而

足印在1961年至2005年間增加一倍，而中

需求是否低於大自然的可再生能力。只要一

以往擁有少量儲備的放牧地生物承載力，至

國的整體足印則增加四倍。2005年，中國與

個國家的資源使用量大於該國生態系統的

2005年亦出現赤字。

美國各耗用相等於全球生物承載力21%資

產量，它便出現生態赤字，要透過進口其他

源，為各國之冠。

國家的生物承載力，或在全球共用土地中釋

期間最明顯的轉變是中國的碳足印大幅增

出廢物，或剝削境內生態系統的資源，以滿

加。過去40年，中國的能源使用量迅速增加

足過大的需求。

近22倍，碳足印亦相應增加。自1971年起，

中國對資源的需求龐大，幸而國內的生物承

中國自1970年代早期，已出現生態赤字。儘

倍。由於中國每生產一千瓦電力的碳排放量

球資源公頃；放牧地生物承載力是美國的

管農地方面的赤字已減少，但在2005年中

相對較高，因此減少有關排放是中國達致縮

2.3倍；而中國的森林生物承載力更佔亞太

國仍需入口相等於5.41億地球資源公頃的

減生態赤字的重要一步。

區整體森林生物承載力接近五成。

農地生物承載力。雖然中國在森林和漁場

圖7：中國所用之生物承載力 1961-2005年

證據確鑿

力，位列全球第四位，較歐盟多出6.47億地

表1：按土地用途列出2005年中國總生態足印和生物承載力

3,000

總生態足印
地球資源公頃百萬

總生物承載力
地球資源公頃百萬

農地

737.0

521.0

放牧地

199.0

197.0

森林

165.0

215.0

1,500.0

—

已建設土地

99.0

99.0

漁場

87.4

101.0

總數

2,790.0

1,133.0

土地種類
生態虧損

地球資源公頃（百萬計）

表1: 按土地用途列出2005年中國總生態足印和生
物承載力。除了森林和漁場外，中國在其他種類的
土地均出現生態赤字。下表所列的五種土地用途類
別為全球具生產力的所有土地類別，而用作吸收二
氧化碳的土地則計算在其他生物承載力內。

中國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增加超過五

載力甚佳，中國擁有充足的農地生物承載

2,500

圖7: 1961-2005年中國的全球生物承載力使用量。
中國自1960年代末期，對生物承載力的需求，大於
其生態系統可以提供的總量。中國現時的資源需求
高於生物承載力兩倍。

生態儲備

2,000
生態足印

1,500

吸收二氧化碳用地

1,000
生物承載力

500

0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香港生態足印報告2008



香港的生態足印與生物承載力
香港的人均生態足印為4.4地球資源公頃，

地球，方可提供足夠資源和吸收所產生的

58% 表2。另外，香港39%的生態足印

生物承載力，對本港造成重大風險。特區政

較中國其餘地方高出近一倍，與新加坡等其

廢物。

來自在境內排放到大氣層的二氧化碳。

府和市民可使用如生態足印等資源計算系

他亞洲大都會差不多。

統，加深對自然、以及重要生態資產供求問
若香港市民只能依賴境內土地的生物承載

香港大部分進口生物承載力來自中國內地。

題的理解，然後制訂策略，以便投資基建，

香港的都市生活模式，能透過稠密的住屋和

力，則需要約250個香港，方能滿足需求。但

其他主要貿易伙伴包括日本、南韓和美國等

並鼓勵市民改變生活模式，避免過分依賴

交通基建提高能源效益，但自1965年起，香

正如新加坡一樣，近代香港持續增長的經

太平洋沿岸國家表3。香港主要進口金屬

重要的自然資源。

港的人均生態足印增加超過一倍，當中碳排

濟，從不依賴本地有限的生物承載力，甚至

及礦物、塑膠及食物。主要出口貨品包括

放量增加約七倍圖8。

早於1940年代中期，香港只僅餘少量森林，

轉口則有各類製品、機電技術和金屬。

船隻亦駛至海南島一帶捕魚。換言之，港
香港對生物圈biosphere的需求遠超本

人主要依賴進口其他地區和全球共用地的

香港高度依賴貿易，對本地的經濟穩定和市

地的生產能力。若全球人類都以一個香港普

生物承載力，滿足資源需求。香港淨進口的

民福祉構成重大影響。全球對資源需求持

通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我們就需要超過兩個

足印為1,760萬地球資源公頃，佔總用量近

續增長，資源亦日益短缺，高度依賴外來的

圖8：按土地用途列出香港的生態足印1964-2005年，三年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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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按土地用途列出2005年香港總生態足印和生物承載力

圖9a： 向香港出口足印的主要貿易伙伴 2005年

地球資源公頃
多於 25
10 – 25
5 – 10
1–5
少於 1

香港總進口足印 = 9,800萬地球資源公頃
94%來自地圖所示的20個國家

證據確鑿

地球資源公頃
多於 25
10 – 25
5 – 10
1–5
少於 1

圖9b：由香港進口足印的主要貿易伙伴 2005年

香港總出口足印 = 8,000萬地球資源公頃
95%來自地圖所示的20個國家

表3：香港跟主要貿易伙伴進出口的生態足印 2005年
貿易伙伴

進口足印
(地球資源公頃(百萬))

出口足印
(地球資源公頃(百萬))

淨進口足印
(地球資源公頃(百萬))

主要進口產品

主要出口產品

中國

42.88

56.25

-13.37

未加工肥料及礦物、雜項製成品

塑膠物料、鋼鐵

日本

9.84

2.87

6.97

非金屬磺物製品、塑膠物料

雜項製成品、機電技術、儀器及設備

韓國

6.07

0.54

5.54

塑膠物料、鋼鐵

雜項製成品、機電技術、儀器及設備

泰國

4.53

0.54

3.98

塑膠物料、穀類及穀類製品

紡紗、布料、其製成品等、
機電技術、儀器及設備

美國

5.61

9.03

-3.42

塑膠物料、生果和蔬菜

雜項製成品、機電技術、儀器及設備

馬來西亞

2.93

0.43

2.50

塑膠物料、定性植物油及脂肪

未加工肥料及礦物、機電技術、儀器及設備

新加坡

2.69

0.62

2.07

塑膠物料、化學元素及化合物

機電技術、儀器及設備、雜項製成品

印尼

1.56

0.35

1.21

煤、焦碳、煤炭磚、紡紗、布料、其製成品

紡紗、布料、其製成品、雜項製成品

澳洲

1.67

0.70

0.97

非鐵金屬、鋼鐵

雜項製成品 、機電技術、儀器及設備

荷蘭

1.56

0.67

0.89

塑膠物料、化學元素及化合物

雜項製成品 、機電技術、儀器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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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發展挑戰
過去40年，全球環境急遽轉變，多個國家經

過去40年，香港的生態足印增長趨勢與日

澳洲與印尼都擁有生態儲備，因為它們的生

相當可觀的森林生物承載力，發展中的碳排

濟迅速增長，貧窮問題和生活質素均獲得改

本相似。兩地均自1960年代起出現生態赤

物承載力均高於其生態足印。澳洲的城市相

放權市場或有助保護印尼的生態資產，同時

善，亞太區國家亦不例外；然而，生態足印

字，至1990年代期間經歷經濟起飛，人均足

距甚遠，令交通往來成為其生態足印的重要

提供重要的收入來源。

亦伴隨著這些正面的改變而增加。隨著經濟

印亦相應增加。香港人和日本人有較高收

部分，而該國相對較高的食肉量亦是主要的

發展漸趨成熟，我們又可怎樣確保在提高生

入，人口增長相對較低，同屬工業化地區，生

部分。儘管足印頗大，澳洲仍擁有龐大的生

資源愈見緊拙，對各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均有

活質素和資源生產量的同時，能有效控制二

態足印主要來自二氧化碳的排放。

態儲備雖然儲備量亦漸見下降。作為工

不同，並取決於人口增長、資源耗用量增長

業化的生態盈餘國，澳洲擁有自然和金融資

和策略性管理生物資產等因素。對於碳足

過去40年，隨著人均收入增加，中國的足印

本，在維持經濟繁榮方面，或較已出現生態

印佔整體足印大比率的高收入國家，以及視

今天每人所使用的資源，平均都較40年前的

增加超過一倍。與此同時，人口上升導致人

赤字的國家有更多選擇。

能源為滅貧重要資產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二

人多，可是與此同時，由於人口增長的速度

均生物承載力下降。由於中國繼續工業化，

較境內具生產力的生態系統範圍和收成速

資源使用量上升，愈來愈依賴入口資源，中

印尼屬於中等收入水平，足印稍低於其生物

度快，故人均生物承載力有下降情況。使用

國將面對在資源愈見緊絀的情況下，維持經

承載力。由於印尼的碳足印相對較細，反映

量增加、人均生物承載力下降，導致多國出

濟增長的挑戰。

國內人民的資源使用模式，主要是滿足如食

目前大部分國家都是將經濟活動產生出來

物等基本需求，較少揮霍。由於印尼仍具備

的副產品二氧化碳，排放到全球共用的大

氧化碳的排放？

現生態赤字。

氧化碳的排放，以及有關情況如何及何時受
國際協議監管，愈顯重要。

氣層中，除了導致全球共同承擔的氣候變化
外，污染者本身無需支付任何經濟成本。隨
著排放出來的二氧化碳發展成可進行買賣
的商品，並獲國際條約監管，各國在制訂利

圖10：香港的生態足印、生物承載力和國內生產總值 1961-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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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及保持經濟繁榮的政策時，將更重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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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印帶來的經濟後果。

圖10-14：1961-2005年，香港、中國、日本、印尼
及澳洲的人均生態足印、生物承載力和國內生產
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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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澳洲的生態足印、生物承載力和國內生產總值 1961-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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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印尼的生態足印、生物承載力和國內生產總值 1961-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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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中國的生態足印、生物承載力和國內生產總值 1961-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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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之路
若人類繼續朝目前的路線發展，就算樂觀

專家按5個因素決定全球資源供不應求，或

劃方案、優質教育、就業機會及保健制度。

如聯合國所預測：人口、糧食和纖維的使用

一個國家的生態赤字的情況。當中3個因素

目前香港的人口增長率不足百分之一，但卻

量，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溫和地增長，至

決定了生態足印的大小：人口、該人口的人

是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每平方公里

2030年，人類需要的資源將較地球的再生

均資源使用量，以及每個使用單位中的資

的人口達6,303人。

量多出一倍。資源被透支，不僅減低生物多

源和廢物密度。而另外2個因素：一個地區

樣性，亦會破壞生態系統及其提供資源與服

具生產力總面積，及其生產力，則決定生物

2. 資源使用

務的能力。要改變目前的路線，必須消除資

承載力。

個人能否減少使用資源，部分取決於自身

源供不應求的情況。

的經濟狀況。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或需
1. 人口

使用更多資源以脫貧，富裕的人則更能減

在全球資源供不應求的大前題下，香港在資

透過幫助家庭計劃生育的時間表，可以減慢

少消耗之餘，仍能改善生活質素。根據聯合

源使用和不斷依賴外來資源方面，必須作出

一個社會的人口增長速度，甚至減少人口。

國的定義，香港的人類發展水平較高，人均

重要的決策。

措施包括向女性提供安全和廉價的家庭計

收入富裕，有條件在減輕足印之餘，改善生
活質素。

圖15：人類是否正透支地球資源取決於生態足印和生物承載力

2.1地球資源公頃（每人）
（2005年生物承載力）

面積

人口

x

x

2.7地球資源公頃（每人）
（2005年全球生態足印）

供應及需求的差距:

生物生產力

=

生物承載力(供應)

人均消耗量

x

資源消耗量及
廢物排放量

供不應求

=

生態足印(需求)

圖15:決定全球資源量是否供不應求的5個因素
香港可透過增加生物承載力，或減輕生態足印，以
減低生態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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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技
科技能夠有助減少資源應用及排出的廢物

在選擇減少生態赤字的投資方案時，

策略能迅速收短期之效，營造一股動力，啟

雖造價較便宜，但長遠而言，輕鐵系統

量。方法包括提高生產過程和家居的能源效

香港可以同步朝互為補足的兩個途徑

動社會踏上低碳足印之途。

造成的交通足印遠較高速公路小。同樣

益、減少廢物、增加循環再用、選用更具燃

發展：

地，投資發電廠時，應考慮在發電廠的
途徑 2：制定長遠發展計劃

壽命中累積的碳足印。今天有關人口和

政府制訂能源效益及鼓勵創新科技政策

途徑 1：盡快啟動短期改變

要長遠減低香港的生態赤字，必須制訂長遠

基建發展的決策，對控制香港日後的生

時，政策要清晰而長遠，同時回應消費者的

有關策略涉及投資於簡單、便宜且為公

的發展計劃圖16。一般而言，造成最深

態赤字，以及確保市民福祉方面有著深

訴求，商界亦須加以配合。

眾樂於接受的方法。潔淨科技，如慳電

遠和巨大的足印的，並非那些即時需要大量

遠影響。

燈泡等的投資，能保持消費者的生活質

地球資源的項目，而是那些把發展鎖定於

素，又可迅速減少足印，更創造商機。這

不符合可持續原則的政策。 興建高速公路

油效益的車輛，以及縮短貨物的運送距離。

4. 具生產力的面積
社會透過謹慎管理提高具生產力的面積，把
欠缺生產力的土地變得肥沃，梯田是一個
成功例子，而灌溉亦能增加貧瘠土地的生產
力，雖然農作收成未必持久。最重要的是，
我們必須透過良好的土地管理，確保具生
產力的土地不會因都市化、土地鹽化或沙漠
化等問題流失。

圖16：人類、資產和基建的平均壽命

一公頃面積可以生產多少資源？這取決於

高速公路

該範圍的生態系統種類及管理方式。農業
技術有助提高生產力，但同時會減低生物多

扭轉現況

太陽能

5. 生物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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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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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75 年

燃煤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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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性。能源密集和採用大量肥料及殺蟲劑
的農業生產或可增加產量，但會產生較大足
印。若泥土因而變得貧瘠，最終或會導致收

人類 (各國人口平均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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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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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大廈設計
風力

圖16:人類、資產和基建的平均壽命
今天作出的基建投資，將決定未來數
十年的資源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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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蛻變－達至可持續發展
在2008-09年度的施政報告中，香港特區

減碳策略

合的可再生能源比例。自發性行動難以迅

可持續發展作出重大貢獻。市民可以利用

行政長官表示會積極面對可持續發展的挑

政府： 自1965年起，香港的人均碳足印迅

速收全城減排之效，無法達成全球減排的

本會的碳足印計算器www.climateers.

戰。香港幸而具備足夠的財力，蛻變成真正

速增加兼持續上升。香港的電力主要由燃煤

承諾。

org，計算本身的碳足印，然後改變在家和

的現代化都市，市民安居之餘，亦不會造成

發電廠產生，而超過60%二氧化碳是在燃

巨大足印。香港更可藉此機會，以身作則，

燒化石燃料發電時釋出。燃煤排放的二氧化

商界：香港商界使用的能源較運輸、工業和

為中國內地及世界各地，提供可持續發展的

碳較燃燒天然氣多出一倍。

住宅界別為高，是最大的能源使用者，用電

食用活珊瑚魚

量佔總能源使用量37%圖17。商廈用電

香港人對海鮮的需求，已遠超境內有限水域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承諾會逐步增加使

量在商界中所佔比重最大。一幢商廈使用

所能提供的數量。事實上，本港和中國大陸

碳

用天然氣等潔淨能源發電，目標是由現時的

的電力中，空氣調節佔48%、辦公室設備佔

對部分珊瑚魚品種的活魚需求，令香港成為

施政報告提及，本港會進一步與珠江三角洲

28%增加至50%。不過，當局仍未有確實的

22%、照明佔19%、升降機及其他用途佔

重要的入口地方，以及轉口至中國內地的重

就環保工作加強合作，本港可就2010年後

推行時間表，故暫時未知如此概括的政策，

11%。大廈業主和建築商可以增加使用和採

要國際貿易中心。對活珊瑚魚的龐大需求，

珠江三角州地區的減排、優化發電燃料組

能否有效推行低碳經濟。

納有效的大廈和辦公室低碳設計和管理系

促使亞洲活珊瑚魚漁業迅速擴張。1970年

統。為大廈進行碳審計，可為業主和租戶提

代，活珊瑚魚漁業主要分布於菲律賓、南沙

供減少碳排放方面的指引和工具。

群島、西沙群島和東沙島。當這些地區的資

藍圖。

合，以及開發及推廣再生能源。政府、商界
和個人在達至可持續發展方面，均擔當著重

政府亦應強制推行可再生能源義務

要角色。

Renewable Obligations，要求香港的
電力公司在特定的時間內，增加現有供電組

辦公室的日常習慣，減少個人的碳足印。

源耗盡後，有關漁業於1980年代擴展至馬
個人：香港市民的個人行動，亦能為社會的

來西亞、新加坡、帛琉及印尼一帶水域。至

行政長官已表明會透過建立低碳經濟，處
理氣候變化問題。有關概念重點包括低碳
經濟將以節省能源、使用潔淨燃料和減少

圖17：香港各類別的能源消耗量 1995-2005年
交通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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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

商業

工業

住宅

250 000

香港在2005年的總生態足印中，有80%與
200 000

除去或保留因燃燒化石燃料而釋出的二氧
化碳的森林面積。減低碳排放量遂成為改善
本港整體生態足印的關鍵。

兆焦耳

碳排放有關，而這方面的計算則根據全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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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活珊瑚魚的需求急升，遠超漁

藏量，若得以全面落實，不僅可以增加體型

而欠缺策略推行和制訂這些目標。當所有

香港通過金融投資機制，在採購和使用天

業資源可持續供應，而捕捉活珊瑚魚的水

較大，價值較高的品種的漁獲量，更有機會

政府決策局和部門引入目標和政策，上行下

然資源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影響遍及全球。

域面積亦增加三倍。活珊瑚魚的總漁獲中，

於25年內增加7%的自給自足量。

效，將有助減輕香港的足印。例如規定使用

儘管資助可疑的業務會對公司帶來負面影

循環再造或合法的紙張和木材產品，產品

響，甚至損害公司聲譽，但有部分以香港作

大部分進口至香港，也有愈來愈多輸往華南
地區。當中又以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捕獲的斑

個人與商界：選購海鮮時，可參考本會簡單

來自符合可持續原則開採資源的林業，如

基地的機構，直接或間接從事有關活動。部

類、隆頭科魚類數量最多。

易用的《海鮮選擇指引》。避免食用魚翅等

經林業管理公會認證，並鼓勵業界和市民

分積極進取的行業先驅已制定可持續政策，

目前暫無法符合可持續原則的種類。具海洋

效法。

其餘同行仍有改善空間。當局可以修改證券

從事活珊瑚魚貿易的國家，由1998年的

管理委員會標籤的海鮮產品，均是以符合可

18個增加至2005年的35個。在1999至

持續原則的方式捕撈。

交易條例，防止香港直接或間接資助各種

2006年期間，三種重要的野生活珊瑚魚的

愈來愈多公司以創新方法，尋求轉型至可

不符合可持續原則的業務，如非法伐木和

持續營運模式。香港作為金融樞紐，許多跨

伐林等。

進口量增加近60%。我們1999年開始有涉

可持續財務及使用

國企業在此設立辦公室和營運單位，實可

及買賣活珊瑚魚品種的資料，自有紀錄以

香港普羅大眾是進口天然資源的主要使用

以帶頭引進可持續營商模式，鼓勵其他城市

來，東星斑一直是貿易最頻繁的品種，其次

者，消費者的力量對商界有重要影響。目

仿傚。

是西星斑和蘇眉。根據紀錄，於2006年，這

前，並非所有採購政策都定有可持續目標，

三個品種進口本港的數量近3,400公噸。蘇
眉已被《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扭轉現況

圖18：香港進口活珊瑚魚的來源國

列入附錄II中，西星斑則被世界自然保護聯
盟紅色名錄2008列為「易危」類別。這三個
品種澳洲的東星斑除外，已被世界自然
基金會香港分會的《海鮮選擇指引》列為

日本

中國

「避免」類別。

香港

X

印度
阿拉伯海

減少食用活珊瑚魚策略
可持續漁業管理：不符合可持續原則的漁業

孟加拉灣

斯里蘭卡
新加坡

實可持續漁業管理模式，務求提升魚類蘊

北太平洋

1970年代
菲律賓
馬紹爾群島

南中國海

馬來西亞
印尼

管理模式，導致本地水域漁獲少，且以細小
和低價品種為主。有關方面已著手策劃和落

泰國

台灣

東海

西里伯斯海

1980年代

印度洋

巴布亞新幾內亞
所羅門群島

1990年代
澳洲

南太平洋

資料來源：亞洲發展銀行《While Stocks Last - The Live Reef Food Fish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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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如何計算生態足印？

什麼是人均國家足印？

生態足印紀錄不會顯示具生物生產力的地

人類科技去吸收，如深井灌注等；或b天然

無論是個人、社會或活動的進行，都會消耗

人均國家足印，計算國家為一個普通人民提

方的使用密度，亦不能指出生物多樣性承受

吸取。天然吸取指吸收和儲存未經人類科

資源，而生態足印就是計算生產這些資源所

供所需資源，所需具生物生產力的面積

的個別壓力。此外，生態足印是一個量度生

技吸收的二氧化碳，當中不包括由海洋吸收

需的具生物生產力的陸地和水面覆蓋面積；

假設生產並無中斷。例如，如果人均足

物及環境方面的紀錄，並不能反映影響著可

的份量，所需的生物承載力便是化石燃料的

它同時量度以現時的科技和資源管理方法，

印為五公頃，表示該國每人每年平均使用五

持續性的社會和經濟因素。

足印。目前由人類科技所吸收的二氧化碳量

吸收我們產生廢物所需的面積。這個面積以

公頃具全球平均生產力的土地提供的資源。

地球資源公頃表示，代表具備全球平均生物

由於生物承載力通常從其他國家進口，以滿

如何量度生物承載力，如何計算其存量？

生產力的地方。計算生態足印時，我們會考

足國內需求，故這些土地不一定在該國的

專家將全球具生物生產力的面積除以全球

我們根據地球森林從大氣層吸收和保留的

慮產量因子yield factors，以量度不同國

範圍內。

人口，得出人均生物承載力。這種計算方法

二氧化碳量，計算生態足印紀錄中的吸取比

家在生物生產力方面的差異如英國一公頃

微不足道。

統計全球可供每個人用以生產穀物、牲口

率。2005年，一地球資源公頃約可吸收相等

土地生產的小麥，與阿根廷一公頃土地生

生態足印計及什麼？不計及什麼？

放牧地、木材製品森林及魚類漁場

於燃燒1,525公升火水產生的二氧化碳。

產的小麥在數量上會有分別，亦會計及等

為免誇大人類對自然的需求，生態足印只計

、進行基建已建設用地，以及吸收碳排

量因子equivalence factors，以量度各

及人類對地球可再生資源的使用和所產生

放的土地及海洋面積。若一個國家的土地

計算化石燃料足印並不表示吸取二氧化碳

類土地的全球平均生產力如全球平均森林

的廢物，以及有數據能將有關需求以生產力

和海洋生產力極高，其地球資源公頃或會超

是解決全球暖化問題的關鍵。相反，它顯示

與全球平均農地在生產力上的分別。

面積表示出來的類別。例如，我們只計算使

出本身實際面積。將土地換算成地球資源

生物圈現時沒有足夠能力應付目前的二氧化

用和處理淡水時所需的能源，但不計算獲用

公頃需計及生產力，因此生物承載力評估能

碳排放水平。隨著森林老化，其吸取二氧化

的淡水資源量。

反映科技在增加收成方面的發展。

碳的能力將逐漸下降至零，每吸收一公噸二

專責監察這些國家足印紀錄的計算方法

生態足印紀錄能提供有關過去的資源需求

生態足印如何計算化石燃料的使用？

的持續發展www.footprintstandards.

和可用資源量的資料，但不能預測未來情

各種化石燃料，如煤、石油和天然氣等，均

org/committees。有關計算方法的

況。雖然足印不能推算目前生態系統質素

是由地殼中開採，而非由現存的生態系統產

如何估算國際貿易

詳細文件，以及計算表樣本可於

下降，對未來會造成多大損失，但若情況持

生。燃燒這些燃料會產生二氧化碳，為避免

國家生態足印把國內產生和進口的足印加

www.footprintnetwork.org 下載。

續，這類質素下降很有可能在未來的數據，

二氧化碳在大氣層中積聚，以達成聯合國氣

起來，扣除出口的足印，計算每個國家的淨

顯示為生物承載力流失。

候變化綱要公約中的目標，我們可：a利用

用量。例如，在日本製造，但在印度出售和

全球足跡網絡每年均計算多個國家的生態
足印和生物承載力，亦設有檢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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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的足印亦相對增加。最終，森林或會
成為二氧化碳的淨排放源頭。

使用的汽車所使用的資源，將計算至印度，

生態足印有否忽視人口增長在增加人類耗

農地

已建設用地

而非日本的消耗足印中。

用資源方面的重要性？

FAOSTAT的統計數據庫並沒香港獨立的農

計算足印及生物承載力的已建築用地數據，

一個國家或全人類的足印總量，取決於使

作物收成或貿易數據。2005年香港的農地

來自特區政府規劃處http://www.pland.

由於未有生產出口物品過程所用的資源和

用資源的人口數量、一個普通人使用的資源

足印是根據少量穀物種類的生產資料，利用

gov.hk/info_serv/statistic/landu_e.html

產生的廢物的完整紀錄，故計算出來的國家

和服務數量，以及有關物品和服務的資源密

固定人均生產足印推算前數年的數字。穀物

2008年8月30日瀏覽。有關資料只提

消耗足印或會有偏頗。那些貿易往來佔整體

度。由於足印是計算過去的資料，並不會預

產品的貿易則根據聯合國 COMTRADE 數

供由2003-2007年的土地數據，故採用

經濟很大比重的國家的足印會因此出現偏

測這些因素未來將如何改變。然而若人口出

據庫的資料進行估計。

2005年的數字，並假設前數年的數字穩定

差，然而這些錯配並不影響全球足印總量。

現增減或其他因素出現轉變，將會反映
在未來的足印計算中。

不變。
放牧地
跟農地一樣，2005年的放牧地生產足印經

為何香港的生態足印自1990年代

可以減慢不可再生資源開發的速度，還需要

足印數據亦顯示各地區的資源使用情況。以

估計得出，假設與過往數年的人口成正比。

後期減少？

計算生態足印嗎？

亞太區的足印總量為例，這人口龐大，但人

牲口貿易同樣根據聯合國 COMTRADE 數

生態足印減少涉及多個因素，當中包括

生態足印量度目前資源使用和廢物產生的

均足印細小的地區，可與人口較少但人均足

據庫的資料估計而來。

1997年發生的兩件歷史大事：亞洲金融風

情況，研究在某一年內，人類對生態系統的

印極大的北美進行比較。

若可再生資源的供應增加，而科技又發展到

需求是否超過生態系統的供給上限？足印

暴和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分析這兩件事件對
森林

本港貿易量和消費模式的影響，應能了解這

分析反映可再生能源生產力的增加如若農

2008年的國家足印紀錄如何用於

森林生產足印假設為零。由於 FAO

些影響怎樣令足印減少。然而，這並不在本

地的生產力增加，一公頓小麥的足印則相應

香港的情況？

ForesSTAT 的資料庫中，並無香港的數

報告的研究範圍內。

減少。，以及科技的進步 如若造紙業將

由於缺乏相關資料，我們必須修改國家足印

據，故森林產品貿易足印是根據聯合國

生產紙張的效益提高一倍，每公噸紙的足印

計算方法的部分準則，才能計算出香港的生

COMTRADE 數據庫估計出來。

將會減半。計算生態足印可以紀錄這些轉

態足印和生物承載力。經修改的準則包括採

變，並測定這些技術變革能否成功將人類的

用其他資料，計算生態足印中的組成部分。

漁場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Atlas 2008

需求降回地球生態系統的供給範圍中。若

在一些情況下，由於只有單一年的資料，因

魚類商品的貿易額來自聯合國

(www.footprintnetwork.org/atlas)。

生態資源供應增加，以及人類因科技進步

此須按人口估計所需的時間序列數據。

COMTRADE 資料庫。

有關生態足印的計算方法、數據來源、
假設及定義的詳細資料，請參考

或其他因素而減少需求，計算足印就能顯示
供不應求的情況有所改善。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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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備註
計算生態足印

生態赤字表示在指定一年中，某個地區的人

國家在1961-2005年的生態足印和生物承

生態足印是為人熟悉的資源計算工具，計算

口的生態足印超出該地區的生態承載力。

載力。如要索取有關數據，可電郵至全球足

生產力，不同類型的土地能因應其生物

以現今科技和資源管理方法生產，個人、社

一個國家的生態赤字量度該國生態足印超

跡網絡data@footprintnetwork.org。

生產力，以統一單位地球資源公頃即

會、國家、地區或人類所需資源，和吸收廢

出其生物承載力的程度。一個國家即使出現

物的具生物生產力陸地和水體面積。生態

生態赤字，亦無損其經濟活動，因為它可：

國家足印紀錄的計算方法主要參考由聯合

足印的單位一般為地球資源公頃。

進口其他國家的生物承載力；使用全球共用

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國際能源署

地方的生物承載力例如把二氧化碳排放

IEA、聯合國統計司(聯合國商品統計數

地球資源公頃指，對某一年具有生物生產力

到大氣層、在公海捕魚；耗竭本土的生態

據庫，UN Comtrade及跨政府氣候變化

式，而某一年的地球資源公頃擁有相同

的土地和水體面積進行標準化，使其具有全

資產。不過，生態赤字卻不能透過貿易而抵

專家小組公佈的國際數據集。其他數據來

的生物生產力，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些公

球平均生物生產力。由於國際貿易和廢物的

銷，最終仍會導致生態資產被耗竭，及／或

源包括同行評議學術期刊和專題文獻。由於

頃加起來，得出生態足印或生物承

擴散，人類可使用處於全球任何一個角落的

廢物積聚。

FAO的數據並無把香港自中國分開，故在分

載力。

地球資源公頃。

擁有全球平均生物生產力的面積進行
比較。
· 由於一地球資源公頃代表一種使用方

析香港的生態足印時，需對足印計算方式作
某個地區的生態足印若少於其生物承載力，

出改動詳見「常見問題」一節。

香港的生態足印計算生產市民所用物品和

表示該地區擁有生態儲備即每年該區生

服務，以及吸收碳排放的生物承載力。用來

產的生物承載力高於有關人口的使用量。

計算方法

生產出口貨品和服務的資源，則會計算入物

一個國家若擁有生態儲備，不一定表示該

在計算生態足印時，我們作了以下六個基本

品和服務的最終使用地區的生態足印中。

國有生物承載力未被使用，因為其他國家可

假設：

可能選擇為野生動物或下一代保存生物承

技術，生態系統生產有用的生物資源，和吸

載力。

· 當我們以地球資源公頃表示生態足印
人類的需求和生物承載力自然資源

進口足印，而使用這些生物承載力。國家亦
生物承載力指運用現有的管理方案和提取

的供應時，兩者便可直接進行比較。
· 如果對生態系統的需求大於系統的再生
能力例如人類對森林或漁業生物承載

· 人類所使用的資源和產生的廢物大部分
都能紀錄下來。

收人類製造廢物的能力。「有用的生物資

力的需求會暫時高於有關生態系統能供
應者，即要求的面積大於能提供的面
積，這種生態足印大於生物承載力的情

源」根據該年的人類經濟活動界定，定義會

數據來源

隨時間改變。例如，使用玉米穗生產纖維

本報告所載有關香港和其他國家的生態足

應的具生物生產力的土地面積。對於那

素乙醇cellulosic ethanol，令玉米穗軸

印計算方法，乃根據全球足跡網絡的

些不能量度的資源和廢物流，則不進行

成為有用物料，因而增加玉米田的生物承

《National Footprint Accounts》2008年

計算，導致系統低估了人類的真正生態

載力。

版。這些數據計算150個超過一百萬人口的

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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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每一種面積類型加權求得其生物

· 這些資源和廢物流大部分能夠轉換成相

況稱為透支。

2006年後計算方法的更新

生態足印和生物承載力整體輕微上升

污染物，及破壞生物圈日後承載力的過程

國家的生態足印：旅遊活動發生國家的生

《National Footprint Accounts》2006年

表4。不過，生態足印和生物承載力的比

如喪失生物承載力、農地灌溉導致鹽化、

態足印被高估，旅遊人士所屬國家的生態足

版與2008年版最大的改動，是因應聯合國

率大致維持不變。

耕種造成的土壤侵蝕。雖然這些活動的影

印則被低估。此外，現時數據方面的限制，

響會在日後的生態足印中顯示為生物承載

亦導致我們不能把產生牽涉於國際貿易的

糧食和農業組織的公司統計數據資料庫
Corporate Statistical DatabaseFAO

限制

力下降，但生態足印的計算方法目前並無包

電力所引致的生態足印，歸入電力的最終消
費者。

FAOSTAT Statistical Database 2007的

雖然我們試圖以生態足印盡量準確地量度

括風險評估模型，讓我們可在現時計算這些

結構改變而作出。這個資料庫以往把所有

人類對生物圈的需求，但事實上並無任何一

在未來才出現的損害。

貨品分成十類，為計算國家足印提供重要

個指標能全面地測量人類活動和自然生態

基礎。不過，FAO已不再提供這十個貨品

系統之間的關係。生態足印目前的計算方法

同樣，生態足印紀錄並無直接計算淡水的

缺乏全面的科學知識，難以估計需要多少生

類別的資料，所以2008年版的《National

存在很多限制，表示我們作出決策時，還需

使用量及其可利用性，因為淡水雖影響著一

物承載力，才能中和它們可能引致的氣候變

Footprint Accounts》則採用了未經分類的

要參考更多指標。

個地區的生物承載力，但本身並非生物產生

化問題。因此，這些溫室氣體的排放對生物

出來的物品和服務。而儘管使用淡水或水質

承載力的需求，現時仍未計入生態足印的紀

原始數據。這樣大大增加了擁有生產和貿易

除二氧化碳外，我們對其他溫室氣體的命運

數據的商品數目，令計算更加精細，但同時

由於生態足印是計算以往紀錄的工具，許多

下降會減低該年的整體生物承載力，淡水足

錄中。燃氣、燃油、水泥製造過程中的化學

需要更多轉換因子，以釐定加工製成品與

危害到自然界日後再生能力的活動，並未納

印目前並不歸水資源消費者。

作用、熱帶雨林火災，以及若干生化燃料所

原產品之間的關係。編製這些轉換因子時，

入目前和過去的生態足印紀錄中。這些活動

我們參考了FAO和其他聯合國的數據。

包括排放一些生物圈沒有顯著同化能力的

旅遊活動的足印目前歸入活動發生的國家，

物質如鈽、多氯聯苯、二惡英和其他頑固

而不是歸入旅遊人士所屬國家，扭曲了一些

排放的二氧化碳，只會計入整體全球生態足
印中，亦不會撥入個別國家。

2008年紀錄的其他改動：紀錄的農地產品
種類增加；從動物飼料總需求中減去市場提

表4:中國在2003年的生態足印和生物承載力：比較2006年及2008年的國家足印戶口

供的飼料和殘渣後，估計對整體放牧地生

中國2003年

物承載力需求將會增加；增加漁場足印所計

2006年 國家戶口

及的漁類品種數目。2008年的紀錄亦加入
更多二氧化碳排放的來源，包括燃氣排放、

2008年 國家戶口

生態足印
(每人所佔地球資源公頃)

生物承載力
(每人所佔地球資源公頃)

生態足印
(每人所佔地球資源公頃)

生物負載量
(每人所佔地球資源公頃)

農地

0.40

0.34

0.53

0.39

料。此外，以往在計算核能的足印時，都會

放牧地

0.12

0.12

0.15

0.15

透過假設燃燒化石燃料來產生同等電力時，

森林

0.12

0.16

0.13

0.16

漁場

0.17

0.09

0.06

0.08

吸收二氧化碳用地

0.75

—

0.92

—

已建設土地

0.07

0.07

0.08

0.08

總數

1.64

0.78

1.87

0.86

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進行計算。
這些計算方法上的變動，導致在比較
2006年及2008年版的數據時，中國的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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