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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航空產業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的國際合作 

 

    本章說明在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規範下航空產業進行溫

室氣體排放減量國際合作的方式及 ICAO 在執行上所遭遇的困

難，以及介紹 IATA 對國際航空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的策略。本章

共分為七節。第一節說明國際民航組織與國際航空的溫室氣體排

放；第二節為航空科技的研發與製造；第三節為改善航管系統及

飛航操作方法；第四節介紹排放交易體系指導書；第五節為自願

排放交易體系；第六節介紹 ICAO 主導國際航空溫室氣體排放的

兩難；第七節說明 IATA 對國際航空溫室氣排放減量的策略 

 

第一節 國際民航組織與國際航空的溫室氣體排放 

 

    國際民航組織(ICAO)是聯合國屬下專責管理和發展國際民航事

務的機構。其職責包括：發展航空導航的規則和技術；預測和規劃國

際航空運輸的發展以保證航空安全和有序發展。國際民航組織還是國

際範圍內製定各種航空標準以及程序的機構，以保證各地民航運作的

一致性。ICAO 經由它的環境保護委員會(CAEP)和其他聯合國代理機

構，航空公司、機場、飛機和發動機製造商、飛行員的國際組織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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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環保組織密切合作。CAEP 是 ICAO 負責技術方面的委員會，直

接將它的建議提報給 ICAO 的審議會。CAEP 負責研究及建議方法來降

低航空產業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以及設定飛機噪音及發動機溫室氣體

排放的認證標準，其中標準的設定必需考慮該提案在技術上是否可行

的？經濟上是否合理的？對環境是否有利？如何影響噪音及溫室氣

體排放相互的關係？  

    1992 年「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會議上，因國際

航空運輸為跨國界排放廢氣，不知道如何將其排放廢氣歸屬到哪一個

的國家？所以以後各國給 UNFCCC 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報告都不包含國

際航空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到京都議定書限制 Annex I 國家的溫室氣

體的排放量，也未包含國際航空的溫室氣體排放量，不過在京都議定

書 Article 2.2 要求透過 ICAO 討論 Annex I 國家的國際航空的溫室

氣體排放減量。由 ICAO 來負責國際航空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有以下的

優點：(1) ICAO 最能理解航空產業的需要，航空產業對 ICAO 具有影

響力 (2) ICAO 參與的會員國比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Annex I 的國家涵蓋更大的地理範圍 (3) 容易協調出具有一致性的

架構，減少在不同國家執行上的差異性 (4) 可以發展適合自己標準

的排放權交易計劃以增加排放額度的供給。但其缺點為：(1) 將國際

航空的溫室氣體排放量管制放在 ICAO 的架構下，開發中國家將會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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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要求他們承諾排放減量的法律依據 (2) 航空產業在 ICAO 下發展

適合自己的排放減量機制及合約，會遭遇其他產業競爭者(像高速公

路及高速鐵路)的反對 (3) 航空產業必須另外自己投資建立排放交

易體制的基礎建設 (4) 航空產業必須在 ICAO 架構下另外再協商分

配排放額度的機制及合約。 

 

第二節 航空科技研發與製造 

 

    目前在 ICAO 轄下的航空環境保護委員會(CAEP)，包含美國、大

英國協、日本等 21 個國際組織會員及希臘、IATA、挪威等 12 個國際

組織觀察會員，CAEP 對改善飛機引擎所產生的噪音及溫室氣體排放

的技術進行研究、評估可行性後對 ICAO 轄下的諮詢委員會提出建

議，如經 ICAO 審核通過便制定成法規或標準，ICAO/CAEP 提供一個

有效的國際架構促進全球飛機及發動機製造廠商與航空公司在大氣

科學研究及改善環境科技方面的合作，使飛機及發動機製造廠商在節

約燃油的前提下將廢氣排放、噪音、操作成本、飛航距離、維修、酬

載重量等性能依其重要性進行取捨達成最佳化的設計。不過到目前為

止，ICAO 還未制定飛機在巡航高度時排放二氧化碳、氧化硫及水蒸

汽的標準，這個標準對減少廢氣排放將會有很大的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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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飛機的設計，除了安全是最重要的需求外，飛機的環境性能和

飛機的操控性、可靠性、維修性、耐久性、價格、舒適度、容量、及

進入市場時機一樣重要。飛機的環境性能包括降低噪音、減少廢氣的

排放及整個產品生命週期對環境的汙染。減少廢氣的排放可以從減少

飛機的重量、減少飛機的阻力、提升發動機的性能及操控最佳化等方

法減少燃油的消耗。這可經由提升六個飛機製造的技術層面：1.推力

系統 2.材料 3.機體結構的設計和方法 4.製造過程 5.飛機系統 6.

操作的程序等來減少飛機的燃油消耗。以減少飛機的重量為例，除了

大量使用複合材料，也使用線傳飛控系統(fly by wiring)、最佳結

構設計，先進的材料及製造過程等技術。如以 Airbus A330 (1993 年

出廠)飛機的空重(empty weight)/飛機的最大的起飛重量(maximum 

take-off weight)的比值為 1，A380 (2007 年出廠)的比值降到約

0.85，A350 (預估 2013 年出廠)的比值降到約 0.72，顯示隨著設計

及製造技術的發展，飛機整體的結構負載能力也逐步增加，耗油量逐

漸減少，提升燃油的燃燒效率。在 ICAO 秘書處、民航主管機關、航

空公司、飛機及引擎製造廠、機場、航管供應商、民航組織等協助下，

ICAO 發展了 Circular 303，這個 Circular 主要在確認及調查各種可

能的操作及科技的機會以減少燃油的消耗進而減少廢氣的排放。飛機

及發動機製造商持續在發展新的科技及乾淨的製造程序，減少能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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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廢氣的排放及產生危險物及廢棄物。已經達到 ICAO Circular 

303 要求的項目有： 

1. 每位旅客公里的燃油消耗與二氧化碳排放量已減少 70%。 

2. 氧化氮(NOx)的排放量持續的減少已符合 ICAO 日益嚴格的的標 

   準。 

3. 幾乎排除一氧化碳，碳氫化合物及煙霧(smoke)的排放。 

 

第三節 改善航管系統及飛航操作 

 

    ICAO 主導發展符合飛航安全、最佳經濟選擇、保持環境生態及

國家安全的全球航空交通管理系統。全球航空交通管理系統的觀念就

是排除各種障礙使飛機儘可能接近它們想要的航路飛行。排除安全的

因素，飛航空域的使用關係到各使用者利益的競爭，這使得飛航空域

管理更為複雜，所以需要一套程序能公平平衡各使用者的利益，在權

衡＂想要得到的分配結果(desired outcome contribution)＂的基礎

考量各使用者的利益，而環境絕對是其中考量的因素。除了發展標準

及提供指導性的文件外，ICAO 也在改善飛航操作上扮演主要的角色，

飛航操作包括地面及空中的操作、飛機輔助動力系統及地面裝備操

作，改善飛航的操作方法所獲得的利益超過其他減少航空器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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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的方法。 

1. 改善飛航操作方法不僅是有效、量化的方法且在短期內可以減少 

   飛機溫室氣體排放量。 

2. 改善飛航操作方法在法律、經濟和技術上面臨挑戰比較小。 

3. 採用最有效率的飛航程序可以節省燃油消耗但同時也會造成其他 

   環境的衝擊，例如增加噪音或其他種類氣體(如氧化氮)的排放， 

   這些利益和損害必須加以權衡和取捨。 

為了讓國家及區域性的計畫團體了解飛航操作的改進及協助他們的

執行，ICAO 修訂全球航空導航計畫書(Global Air Navigation 

Plan)，清楚說明一個策略，訂定目標為在可預見的飛機性能提昇及

航空交通管理基礎建設下達到短期和中期航空交通管理的利益。 

 

第四節 排放交易體系指導書 

 

    2001年 CAEP第五次會議決定排放交易體系對航空產業減少二氧

化碳排放長期來說具有成本效益，在 2004 年 10 月 ICAO 會議期間要

求ICAO 審查會準備一份航空產業排放交易體系指導書以便讓會員國

將航空產業併入現有的排放交易體系，CAEP 成立一個排放交易工作

小組(The Emission Trading Task Force (ETTF))草擬指導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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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 2 月 CAEP 第七次會議向 ICAO 審查會提出航空產業排放交易

體系的指導草案，但 ETTF 成員對於適用地理範圍有很大的爭議，爭

議在於會員國是否可以不經雙方會員國的同意下將其他國家飛機的

溫室氣體排放量合併到自己國家的排放交易體系內，且根據京都議定

書國際航空的溫室氣體排放量不應受到限制，這個爭議已經超越法律

的範圍，成為政治的議題。CAEP 將草案及有爭議的地理範圍議題送

交 ICAO 審查會，經 ICAO 審查會密集的討論後同意發佈這份草案，但

在指導書的前言強調大部分的會員國不同意不經雙方同意就將其他

國家飛機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合併到自己國家的排放交易體系內。這份

航空產業排放交易體系的指導書不具有法律效力，它只是讓會員國根

據自己國家特殊的法律、技術、政治的環境，利用這份指導書來發展

自己國家的航空產業的排放交易體系。CAEP 第七次會議建議的排放

交易體系的指導書要點如下： 

1. 排放量負責的實體：曾被討論過負責的實體有航空公司、燃油供 

   應商、航管供應商、機場及飛機製造商，指導書建議以航空公司 

   為承諾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的負責實體。 

2. 溫室氣體排放總量起算的門檻：溫室氣體排放總量為航空公司所 

   有航班所排放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碳)的總和，指導書建議會員國  

   以航空公司飛機的總重量設定不同的起算門檻以減少小型航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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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所負擔的行政費用。 

3. 溫室氣體計算的種類：指導書建議只計算二氧化碳排放量，等科  

   學家對其他廢氣有更深入了解後再加入其他種類的溫室氣體。 

4. 國際及國內航空排放量：指導書建議會員國以 IPCC 的定義分別計 

   算國際及國內航空溫室氣體排放量，這是會員國有義務依照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要提供的報告。 

5. 地理範圍：這是最有爭議的議題，指導書提議兩個方案，並分別 

   說明它們的優點及缺點，一個方案是經由雙方同意將對方飛機的 

   溫室氣體排放量包含在自己的排放交易體系內，另一個方案是不 

   需雙方同意，單方面就可將其他國家飛機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包含 

   在自己的排放交易體系內。 

6. 交易單位：國際航空未包含在京都議定書要求減量的產業內，一 

   般的推測航空產業將會是購買排放權的產業，會員國需要考量成 

   本效益、環境的整體性、公平性及產業的競爭力等因素，其中一 

   種選擇是將國際航空溫室氣體排放量和京都議定書所涵蓋的產業 

   整合在一起，航空產業可以向其他產業借用或購買排放權。 

7. 排放額度的分配：航空公司可以在交易初期從拍賣(auction)或政 

   府那裡取得排放額度，額度的分配不依照歷史的排放量，而是依 

   據產業的活動和廢氣排放量的關係來決定，例如飛機排放廢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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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對新技術的投資，操作飛機的效率等因素。 

8. 監督，報告，驗證及執行：監督和報告是排放交易體系重要的部 

   份，依每趟飛行的耗油量來計算最準確的資料，對於使用方法及 

   資料的驗證必須經過一個公認的組織以確認資料的可靠性、可信 

   度及準確度。最後指導書也討論在執行和各種處罰的方式，包括 

   罰款、限制使用權利及減少未來額度的分配等。會員國也可以考 

   慮將其他產業所訂的罰則延用到航空產業。 

 

第一節 自願排放交易體系 

 

    自願排放交易體系對國際航空削減溫室氣體排放問題提供一個

有幫助的解決方案： 

1. 彈性：自願排放交易體系不需架構在國際合約下，在國際合約還 

   在討論行動的階段時，自願排放交易體系便可以採取更及時，更 

   廣泛的行動。 

2. 費用限制：成功的自願排放交易體系達到減量目標的成本一定要  

   比國際合約要求的成本低，如自願排放交易體系減量的成本接近 

   法定的直接管制(command and control)方式將不具備任何參與的 

   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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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競爭力：自願排放交易體系可能吸引廣泛地理範圍的航空公司加 

   入，航空公司不可能加入一個影響其競爭力的自願排放交易體系。 

4. 邊做邊學：對沒有加入法定要求的排放交易體系(像歐盟的排放交 

   易體系)的航空公司來說，參加自願排放交易體系可以有機會學習  

   交易的技巧及策略，對因應未來排放交易體系的發展是有幫助的。  

   相對於 ICAO 發布航空產業排放交易體系指導書，自願排放交易體  

   系不屬於公國際法管轄範圍，ICAO 不直接介入建立自願排放交易 

   體系，但 ICAO 鼓勵有興趣的會員國及國際組織發展自願排放交易 

   體系，並提供以下的協助： 

(1) 提供一個平台發展及審核自願排放交易體系。 

(2) 提供必要的技術資訊支持自願排放交易體系。 

(3) 鼓勵自願排放交易體系的一致性。 

(4) 鼓勵使用及承認自願排放交易體系。 

(5) 協助航空公司確認溫室氣體排放的資訊。 

 

第六節 ICAO 主導國際航空溫室氣體排放的兩難 

 

    2007 年 9 月在加拿大蒙特利爾(Montreal)市召開的第七次會

議，在會議中最令人注意的議題是歐盟提出的排放交易體系提案，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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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提議在 2011 年將歐盟境內航班納入其排放交易體系，自 2012 年將

擴展到進出歐盟的航班也納入其排放交易體系。這個議題最大的爭議

不在於排放交易體系本身，而在於歐盟區域性的交易體性所涵蓋的地

理範圍已超過歐盟的國家主權範圍，以美國為首的國家抵制歐盟單方

面的擴展其排放交易體系到非歐盟國家，認為將不利國際航空的秩序

及永續發展。在 2004 年 ICAO 第六次會議會員國同意發展區域性的

排放交易體系，但在 2007 年 2 月 ICAO 第七次會議提出航空產業排放

交易體系的指導書，要求必須在雙方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將對方的飛機

溫室氣體排放納入排放交易體系。這個指導書使歐盟在 2012 年無法

單方面的擴展其排放交易體系到非歐盟國家，使得歐盟催促各國採取

更積極的行動來防止氣候變遷的努力遭受挫折。1997 年京都議定書

已經將削減國際航空的溫室氣體排放量的責任委託 ICAO，環保人士

批評過去10年來ICAO不僅沒有盡到支持航空產業削減溫室氣體的行

動，甚至採取負面的政策阻礙溫室氣體削減的行動。 

     ICAO 是在 1944 年芝加哥公約 (Chicago Convention)下成立

的，芝加哥國際民航會議要求對會員國不能有＂差別待遇原則

(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但在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UNFCCC)有＂共同但有差異的責任原則(common but 

differential responsibility, CBDR)＂，所以對已開發及開發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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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量的限制不同。芝加哥公約與聯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UNFCCC)是分別在不同的法律基礎，彼此沒有隸屬關係，在京

都議定書允許對開發中國家有差別待遇的情形下，ICAO 沒有權力要

求所有會員國參與歐盟的排放交易體系，所以 ICAO 在排放交易體系

的指導書中只能要求在雙方同意的基礎上參與歐盟的排放交易體

系，可以預見歐盟在 2012 年企圖將其他國家進出歐盟的航班包含到

排放交易體系是不樂觀的，如果只有包含歐盟國家的航空公司在排放

交易體系內，將會削減歐盟國家航空公司的競爭力。ICAO 在處理國

際航空的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上遭遇和京都議定書相同的困境，每個

會員國都有自己的政治接受度及經濟利益的考量，不僅開發中國家，

即使是美國和澳洲都不願犧牲經濟利益來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的問題。 

    想像到 2009 年年底哥本哈根結束談判都不太可能看到新的氣候

協商會規範國際航空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所以短期內，以自願排放交

易體系鼓勵航空公司削減溫室氣體排放，取得參加排放交易體系運作

的經驗和策略，日後如科學家證實航空器所排放的廢氣影響全球氣候

變遷，在環境保護刻不容緩的壓力下，國際航空自不能置身事外。屆

時必須在UNFCCC或ICAO的法律架構下強制全球的國際航空業限制溫

室氣體排放量。在 ICAO 不直接介入建立自願排放交易體系，但 ICAO

鼓勵有興趣的會員國及國際組織發展自願排放交易體系。所以不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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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的法律架構下，短期內由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來發展以

航空產業為主體的自願排放交易體系是一項可行的選項。 

 

第七節 IATA 對國際航空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的策略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簡稱 IATA）是一個國際性的民航組織，總部設在加拿

大的蒙特婁。和監管航空安全和航行規則的國際民航組織(ICAO)相

比，它更像是一個由承運人（航空公司）組成的國際協調組織，管理

在民航運輸中出現的諸如票價、危險品運輸等等問題。大部分的國際

航空公司都是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成員，以便和其他航空公司共享連

程中轉的票價、機票發行等等標準。2005 年 12 月，IATA 的管理委員

會贊成全球氣候變遷及排放交易的產業策略。這個產業策略是由協會

的航空公司廣泛的討論及分析許多資料後發展出來的。這個產業策略

分成四個部份： 

1. 科技發展是重點：加速航空科技的發展及研發可能的替代燃油是 

   解決航空產業溫室氣體排放的根本方法。IATA 催促政府、研究機 

   構及製造廠商加速科技的發展超越目前所設定的目標。 

2. 加強基礎建設及飛航技術：IATA 的航空公司自願承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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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10 年間提升 10%的燃油效率。IATA 要求政府、機場及航 

   管供應商盡力改善航管及機場基礎建設，則全球可以提升 12%的 

   燃油效率。 

3. 避免課徵燃油及溫室氣體排放稅：IATA 催促政府不要課徵燃油及 

   溫室氣體排放稅，課稅會造成產業的成本負擔，減少產業的利潤， 

   使航空產業不能投資新機及更環保的裝備。 

4. 設計良好的排放交易體系優於課稅：排放交易體系可以達成和課 

   稅相同的環保目標，但它的成本只要課稅的 25%。IATA 鼓勵使用 

   自願排放交易體系討論航空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議題。假如國家 

   考慮將航空產業併入排放交易體系內，IATA 要求排放交易體系必 

   須要有以下的成分： 

(1) ICAO 是全球航空產業的指導及權責單位，只有 ICAO 有權力建立 

    國際航空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 

(2) 盡量避免扭曲競爭力，要遵守 ICAO 的排放交易體系的指導書， 

    但應該避免單方面將他國進入及離開境內的飛機納入自己國家 

    的排放交易體系內。 

(3) 航空公司要有開放式的排放交易體系，可以和既有的排放交 

    易體系交換排放許可權以降低減緩排放量的成本。 

(4) 初期分配免費的排放額度，不要透過競標方式取得排放額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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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競標和課稅一樣會增加營運成本。 

(5) 根據目前的科學知識只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其他排放的廢氣    

    對氣候變遷的衝擊需要用科學方法再驗證。 

(6) 對航空公司要訂定公平的排放目標及基準(baseline)，一定要考 

    慮航空公司過去改善的效率，不要懲罰目前航空公司的基礎建設  

    缺乏效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