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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以利害關係人觀點評估經濟政策面改善方案 

 

歐盟的排放交易體系是目前唯一對航空公司的溫室氣體排放減

量訂定時間表以及具體的減量目標。本章將以利害關係人從經濟政策

面的觀點評估歐盟排放交易體系、自願排放交易體系及課徵碳稅。本

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以利害關係人觀點評估歐盟排放交易體系；

第二節為以利害關係人觀點評估自願排放交易體系；第三節為以利害

關係人觀點評估課徵碳稅；第四節為小結。 

 

第一節 以利害關係人觀點評估歐盟排放交易體系 

 

    2006 年 12 月 20 日，歐盟委員會提出一項提案來修正指導書

2003/87/EC，建議在 2011 年將歐盟境內的航班包含到排放交易體

系，從 2012 年以後將擴展到所有進出歐盟的航班。歐盟委員會的修

正提案基於三項假設對歐盟航空業的衝擊進行評估，結果認為對歐盟

航空業不會有不利的影響。 

假設一：航空公司可以將購買溫室氣體排放權的大部分或全部費用轉

移給旅客。 

假設二：基於機票價格缺乏彈性，市場的需求不會有明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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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三：大部分的排放額度為免費提供，航空公司將會有一筆額外的          

利潤(windfall profits)。 

歐盟境內的主要航空公司都支持歐盟排放交易體系是一個非常有經

濟效益的市場機制來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但是他們認為歐盟委員會進

行評估所用的三個假設條件不符合市場實際運作的情形，所以他們聘

請 Emst & Young and York Aviation 顧問公司對歐盟委員會所採用

的三個假設條件逐一進行探討。  

假設一：航空公司可以將購買溫室氣體排放權的大部分或全部費用轉

移給旅客。 

  機票的價格取決於市場的需求、營運成本及競爭的型態，在   

  歐洲沒有超過 8家航空公司在同一條航線上競爭，所以航空 

  公司的競爭的情形可以視為寡占(oligopoly)的不完全競  

  爭。根據 Ten Kate 與 Niels 對寡占市場成本轉移率的研究， 

  當有 n個競爭者時，成本的轉移率為： 

  σ(轉移率)= n/(n+1) 

  當 n 愈大時，σ趨近於 1，競爭者可以將增加的成本完全轉   

  移給顧客，這是屬於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市場的 

  型態，但在寡佔市場的情形，所增加的成本只能有一定的比 

  率轉移給顧客。對於已經擁塞的機場，機場無法再提供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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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航空公司來應付旅客增加的需求，在這種供不應求的情 

  形，航空公司的票價是以旅客所能支付的能力來售票，所以 

  增加任何成本，航空公司再也不能提升票價將成本轉移給旅 

  客。所以歐盟委員會以完全競爭市場的觀念認為航空公司可 

  以將購買溫室氣體排放權的費用轉移給旅客是不符市場實際  

  運作的情形。 

假設二：基於機票價格缺乏彈性，市場的需求不會有明顯的影響。 

        票價提升會造成需求降低，票價的需求彈性(elasticity of  

        demand)為票價改變造成需求改變的相互關係，例如當票價   

        增加 1%，造成需求減少 2%，票價的需求彈性為 -2。當需求 

        彈性的絕對值大於 1 代表需求有彈性，需求彈性的絕對值小 

        於 1 代表需求缺乏彈性。一旦知道成本轉移率及票價的需求 

        彈性便可以決定需求的變化量。對現有歐洲客機機票價格和 

        需求的研究，對機票價格較敏感的短程的經濟艙旅客及最 

        近興起的廉價航空旅客，其票價的需求彈性為-1.5，即票價 

        增加 10%，造成旅客需求減少 15%，商務旅客的需求彈性為 

        -0.8。 

假設三：大部分的排放額度為免費提供，航空公司將會有一筆額外的

利潤(windfall pro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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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委員會的衝擊評估報告認為，航空公司將藉購買溫室氣 

        體排放權的名義增加票價，旅客的需求不會減少，對航空公 

        司的財務不會有負面的影響，因此所有免費提供的溫室氣體 

        排放額度可以拿到市場去賣，成為航空公司的額外收入。歐 

        盟委員會以電子產品加入排放交易體系後，廠商可以提高產 

        品售價獲得額外的利潤，航空產業應該也會有相同的情形。 

        但電子產業和航空產業是不能相提並論的，在歐洲電子產業 

        產品的售價受到政府法令的限制，廠商無法以利潤最大化來 

        定價，所以利用加入排放交易體系造成成本增加的機會要求 

        政府提高產品售價的上限以獲得額外的利潤，但航空產業的 

        機票售價並不受政府的管制，而是以航空公司的利潤達到最 

        大化來訂票價，當航空公司加入排放交易體系因成本增加而 

        提升票價時，因需求下降使公司的利潤也遭受損失。 

以下為參考 Emst & Young and York Aviation 顧問公司的評估報告，

將航空產業併入歐盟排放交易體系對航空公司、飛機及發動機製造廠

商、旅客、機場、歐盟的衝擊。 

1. 對航空公司的衝擊：歐盟委員會估計每年歐洲航空公司減緩廢氣   

   的排放量約 1%，航空公司可以藉由三種方式減緩廢氣的排放：改  

   善載客率或載貨率、改善飛機的效率(或改善航空科技)或改善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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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系統(這不是航空公司能做的事)，除了改善載客率或載貨率 

   外，其餘兩項都不是短期內可以實現的。歐盟委員會建議每年航 

   空產業排放的二氧化碳當量排放量穩定在 2004-2006 年排放的平 

   均值，依據過去的歷史資料，每年平均二氧化碳當量的排放量為 

   54.4 百萬噸(基準值)。每年歐洲經濟成長為 5%，所以每年航空公 

   司的廢氣成長率為 4%。到 2011 年歐盟國家在歐盟境內的航班二 

   氧化碳當量排放量預期將達到 69.2 百萬噸，歐盟委員會只核准 

   52.7 百萬噸(97%的基準值)的二氧化碳當量排放額度免費提供給 

   航空公司，其餘 3%必須由航空公司競標購得，競標所得的費用由 

   會員國做為排放交易體系的行政費用。從 2012 年開始，歐盟將包 

   含所有進出歐盟的航班到歐盟排放交易體系，到 2012 年所有的航 

   班二氧化碳當量排放量預期將達到 288.9 百萬噸，依據過去的歷 

   史資料，每年平均二氧化碳當量的排放量為 218.3 百萬噸(基準  

   值)，到 2013-2017 年 20%基準值的排放量必須由航空公司競標購 

   得，到 2018-2022 年 40%基準值的排放量必須由航空公司競標購 

   得。如圖 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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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歐盟航空產業排放額度及競標的分配比例 

資料來源：Emst & Young and York Aviation 

 

  顯而易見，歐盟委員會核准的二氧化碳當量排放額度不敷航空公司   

  使用，航空公司必須競標取得其餘的排放額度，以及購買不足的排 

  放權，估計從 2011-2022 年，平均每年航空公司要競標及購買排放 

  權的總費用介於 1,156 到 5,433 百萬歐元。航空公司只能將部分增 

  加的成本轉移給旅客，提升票價造成需求的降低，估計在 2022 年 

  旅客需求將會比不加入排放交易體系短少 2.6-12.9 百萬人，這其 

  中有一半來自於對價格敏感的廉價航空旅客，這不僅限制正蓬勃發 

  展的廉價航空，也使獲利率低的航空公司面臨倒閉。在 2011 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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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交易體系只適用於歐盟境內航班時，對大多數航班在歐盟境內 

   的航空公司與只有少數航班在歐盟境內的航空公司，他們的競爭 

   力將遭受扭曲。在 2012 年排放交易體系擴展到進出歐盟境內的航 

   班時，全部歐盟境內的航空公司都受到排放交易體系的影響，而  

   只有少數飛歐洲的他國航空公司受影響，這又造成競爭力扭曲的 

   現象。 

2. 對飛機及發動機製造商的衝擊：當航空公司加入排放交易體系遭 

   致獲利降低或面臨虧損時，航空公司需要更換提升燃燒效率的新 

   機，以減少燃油的消耗，飛機及發動機製造商將獲得資金研發新 

   一代的飛機以減少廢氣排放。 

3. 對旅客的衝擊：消費者剩餘是顧客實際支付的費用及願意支付費 

   用的差距，當消費者願意支付費用超過實際支付的費用，這個交 

   易的利益就是省下願意支付與實際支付差額的錢。例如，從倫敦 

   到巴黎的單程機票為 100 歐元，然旅客願意支付的票價為 150 歐 

   元，則旅客的消費者剩餘為 50 歐元。當機票的價格提高，消費者 

   剩餘減少，消費者可能再也買不起機票，轉而消費其它較低價值 

   的產品，或仍然購買機票但減少其他物品消費。消費者剩餘減少， 

   可以視為消費者的滿意度降低，更重要的是消費者剩餘減少的利 

   益並不是移轉到航空公司身上，而是移轉到排放權的交易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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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其他有剩餘排放權的產業，或其他可以提供排放權的主管機關。 

4. 對機場的衝擊：因為排放交易體系扭曲了歐盟境內航空公司與不 

   進入歐盟境內航空公司競爭力，使得位在歐盟境內的航空運輸樞 

   紐，像倫敦 Heathrow、巴黎戴高樂、德國法蘭克福、荷蘭阿姆斯 

   特丹等機場有可能被歐盟境外的機場所取代。例如，從香港到紐 

   約，英航以以 Heathrow 機場為連接點，從香港到倫敦，再從倫敦 

   到紐約，因進入及離開歐盟旅客必須額外支付碳排放費，而 

   Emirtes 航空公司以杜拜機場為連接點，從香港到杜拜，再從杜 

   拜到紐約，不經過歐盟境內，所以不需支付碳排放費。另一個例 

   子為由香港直飛法蘭克福，和由香港經杜拜到法蘭克福，前者要 

   繳交香港直飛法蘭克福的碳排放費大於從杜拜到法蘭克福要繳交 

   的碳排放費。從以上的例子說明，位於歐盟境外的杜拜可能取代 

   目前某些歐盟境內的航空運輸樞紐。 

5. 對歐盟的衝擊：歐盟委員會提案所依據的三個假設並不符合市場 

   實際運作的情形，且 2007 年 ICAO 提出的航空產業排放交易體系 

   的指導書要求必須在雙方同意的基礎上才能將他國的航班包含到 

   歐盟排放交易體系內，這使得歐盟委員會在 2012 年恐難將他國的 

   航班包含到歐盟排放交易體系內，如歐盟委員會執意要在 2012 年 

   將進出歐盟的航班包含到排放交易體系內，必定會削減歐盟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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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公司的競爭力，連帶對歐盟的機場、經濟發展都會造成衝擊。 

 

第二節 以利害關係人觀點評估自願排放交易體系 

 

    成功的自願排放交易體系必須符合成本效益及低的行政及交易

成本。以航空公司為溫室氣體排放的負責實體參加自願排放交易體系

對政府、航空公司、旅客、飛機及發動機製造商及機場的衝擊如下： 

1. 對政府的衝擊：政府提供的財政支持是吸引航空公司參加自願排 

   放交易體系的重要因素，財政誘因將會吸引更多的產業參加及加 

   速排放減量的執行，使政府可以獲得改善環境的利益。 

2. 對航空公司的衝擊：只要能達到排放量減量的目標就可獲得政府  

   的財務補償，可以降低減緩排放量的成本不致影響競爭力。 

3. 對飛機及發動機製造商的衝擊：政府可以用採購高燃燒效率的新 

   機可以獲得財務上的補償做為誘因，鼓勵航空公司採購新一代的 

   飛機，不僅可以為航空公司減少燃油消耗，降低營運成本，減少 

   廢氣排放量，而且可以提供資金及誘因給飛機及發動機製造商研 

   發新一代的飛機。 

4. 對旅客的衝擊：因航空公司參加自願排放交易體系可以獲得政府 

   的財政補償，不會對營運成本有重大的影響，所以不致因票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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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旅客需求的降低。 

5. 對機場的衝擊：航空公司為溫室氣體排放的負責實體，不限地理 

   範圍，旅客不會因降落特定的機場需要增加額外的費用，因此不 

   會影響機場的競爭力，對現有的空運交通樞紐不會有衝擊。 

 

第三節 以利害關係人的觀點評估課徵碳稅 

 

    課徵碳稅最大的衝擊是使透過價格機制來減少高含碳量能源的

使用，以達成二氧化碳減量的目標。對航空產業課徵碳稅可以促使航

空公司採用含碳量低的燃油或燃燒效率高的引擎，但航空公司必定會

將課徵碳稅增加的燃油成本轉移到票價由旅客吸收，另一方面是如何

在國際上取得各國政府一致認同的碳稅？ 

以航空公司為溫室氣體排放的負責實體課徵碳稅對政府、航空公司、

旅客、飛機及發動機製造商及機場的衝擊如下： 

1. 對政府的衝擊：政府將會從航空產業收到碳稅，政府要如何將這 

   一筆稅收有效率的用在乾淨能源與氣候變遷的研發計劃上？不過 

   課徵碳稅將會造成能源價格高漲，能源結構改變，產業成長率及 

   經濟成長率下跌的結果。  

2. 對航空公司的衝擊：採用含碳量低的燃油或燃燒效率高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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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是短期內可以實現的，課徵碳稅將提升燃油價格，增加航空公 

   司的營運成本，航空公司只能將增加的燃油成本轉移給旅客，提 

   升票價造成旅客需求的降低，加上各國政府對課徵碳稅的做法不 

   一致，對航空公司的競爭力造成扭曲的現象。 

3. 對飛機及發動機製造商的衝擊：課徵碳稅將提升燃油成本，航空 

   公司需要可以提升燃燒效率的新機，以減少燃油的消耗，降低營 

   運成本，飛機及發動機製造商將獲得研發新一代飛機的誘因。 

4. 對旅客的衝擊：當機票的價格提高，消費者可能轉而消費其它替 

   代性的產品(像高速公路或高速鐵路)，或者購買其他沒有被課徵 

   碳稅或少量碳稅的航空公司較低廉的機票。 

5. 對機場的衝擊：如各國政府課徵碳稅的做法不一致，造成航空公 

   司選擇沒有課徵碳稅或少量碳稅的機場加油，以降低營運成本， 

   而不課徵碳稅或少量碳稅國家的航空公司的票價相對較低廉，會 

   吸引旅客購買該國航空公司的機票，增加該國機場的競爭力有可   

   能成為新的空運交通樞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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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小結 

 

    歐盟排放交易體系，自願排放體系及課徵碳稅對減緩溫室氣體排

放都有正面的影響，有助於環境的改善，以上分析主要以經濟面來評

估這些環保政策對各利害關係人所造成的衝擊，。除了對飛機及發動

機製造商研發新科技來減少燃油的消耗有正面的影響外，對其他的利

害關係人在經濟面或多或少都有負面的衝擊。衝擊的程度以課徵碳稅

最大，其次是歐盟排放交易體系，最小的是自願排放體系。課徵碳稅

衝擊最大的原因為它不是市場機制運作的方式，自願排放體系雖然衝

擊最小，因不是強制的方式，所以環境改善的成效也最小。表 6-1

為經濟政策面對各利害關係人在經濟面的衝擊。 

表 6-1 經濟政策面對各利害關係人在經濟面的衝擊 

資料來源：本研究 

歐盟排放交易體系

自願排放交易體系

課徵碳稅

歐盟/政府 航空公司
飛機及發動機
製造商

旅客 機場

－ － ＋ － －

n/a n/a ＋ n/a n/a

－ － ＋ － －

n/a：not applic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