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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為對本研究所做的研究結論；第二節為對

政府及航空公司的建議；第三節為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1. 航空科技的發展是解決航空產業溫室氣體排放的根本方法。 

      對所有利害關係人都有利，不僅可解決溫室氣體排放又能讓 

   航空產業持續成長的方法只有持續發展航空科技。最近幾年油價 

   飆漲加上氣候變遷的問題受到重視，飛機及發動機製造商陸續推 

   出省油又環保的機型及發動機。2007 年 10 月 25 日，第一架空中 

   巴士 A380 交給新加坡航空公司營運，A380 在機體結構使用 25% 

   的複合材料及輕質材料，每個座位的耗油量比 B747-400 少 17%， 

   每旅客公里排放 75 公克的二氧化碳幾乎是歐盟 2008 年汽車製造 

   排放標準的一半而已，每位旅客每 100 公里的燃油消耗少於 3 公 

   升。預定明年下半年進入市場營運的波音 B787 機型使用複合材料 

   超過機體結構重量的 50%，每位旅客每 100 公里的燃油消耗少於 3 

   公升。因飛航安全的重要，ICAO 與飛機及引擎製造商對新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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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套非常嚴格的認證程序，通常需要花 10 到 15 年的時間才能有 

   新的科技推出市場。最近油價飆漲，航空公司虧損連連將許多汰 

   換下來的飛機改成貨機繼續使用這對提升燃油的效率沒有助益。 

   至於替代性燃油的研發進度非常緩慢，2007 年 2 月的 ATW(Air  

   Transport World)期刊引用 2006 年秋天發佈的＂The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認為到 2050 年 

   以前交通產業仍然會以石油做為主要的燃料，航空產業在削減溫 

   室氣體排放量的科技上不會有重大的突破。雖然發展航空科技是 

   解決溫室氣體排放的根本方法，但新一代的科技研發需要長時間   

   以及充滿不確定性，所以不是短、中期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有效  

   方法。 

2.  改善航管系統及飛航操作方法是短、中期削減航空產業溫室氣 

    體排放的有效方法。 

        相對於其他減緩航空產業溫室氣體排放量的方法，改善     

航管系統及操作方法在法律、經濟、及技術上所面臨的挑戰相對  

    較小，在短、中期內透過改善航管系統及操作方法就可以減少 

8-18%燃油的消耗，不過在短、中期所削減的溫室氣體不能抵消 

航空產業每年持續成長所增加的排放量，所以不是長期削減溫室 

氣體排放的有效方法。 

3. 排放交易體系是解決航空產業溫室氣體排放較經濟，有效的方法。 

       排放交易體系有強制排放交易體系及自願排放交易體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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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分為開放及封閉排放交易體系。英航是全球唯一以國內航班成 

   功參與 UK 自願排放交易體系的航空公司，證明以排放交易體系來 

   達成航空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減量是可行的。使用開放交易排放 

   體系可以讓航空公司可以向其他排放交易體系購買更經濟的排放 

   許可權。自願排放交易體系要靠財務的誘因鼓勵企業或組織參  

   加，但缺乏一個有力的法定執行機構，參與者對達成溫室氣體減 

   量的目標較不具企圖心。課徵碳稅的行政手續簡單，但缺乏市場 

   機制，需要的減緩排放成本比排放交易高，對能否達成環境目標 

   缺乏確定性，影響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接受度不高。 

4. ICAO 缺乏適當的法律基礎主導航空產業溫室氣體排放政策。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經由京都議定書限制 

   Annex I 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量，UNFCCC 對會員國適用＂共同但 

   有差異的責任原則(common but differential   

   Responsibility)＂，京都議定書將國際航空的溫室氣體減量委託  

   ICAO，ICAO 是依據芝加哥公約成立的，在芝加哥公約對會員國適 

   用＂無差異原則(non-discrimination principal)＂。在會員國 

   不同意單方面擴展排放交易體系下，ICAO 只能要求會員國需在雙 

   方的同意下才能將他國的航班加入自己國家的排放交易體系。 

   ICAO要如何解決無法推動國際航空溫室氣體減量的窘境？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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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是將國際航空溫室氣體減量的工作交還給聯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UNFCCC)，在 UNFCCC 的架構下建立國際航空溫室氣體減量 

   機制。 

5. 缺乏影響氣候變遷的科學證據，航空產業溫室氣體排放減量不易 

   獲得政府、產業及社會公眾的支持。 

       飛機引擎將二氧化碳、氧化氮、氧化硫、水氣、碳氫化合物 

   及硫酸鹽和黑煙組成的微粒子直接排放於大氣層中，大氣科學家 

   已充分了解二氧化碳對溫室效應的影響；其他像氧化氮，水氣所 

   形成的飛行雲和卷雲對全球氣候變遷現象尚缺乏明確的科學證 

   據。這種缺乏科學證據的氣候協商在國際間很難達成共識，所以 

   在 ICAO 及 IATA 的排放交易體系都只建議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 

   量，其他排放的廢氣要等到科學證據明確以後再予以限制，但二 

   氧化碳只佔航空產業排放廢氣的 37%，這種溫室氣體的管制並不 

   具有環境的有效性。 

6. 航空產業進行溫室氣體排放減量國際合作可行的程序。 

       從前面第 3 項的研究結論，使用開放排放交體系可使航空產 

   業以最低的減緩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量目標且不會妨礙航空產業  

   的成長，歐盟在 2008 年就要將航空產業包含在排放交易體系，在 

   歐盟的驅動下，全球的航空公司必須要有因應之道，航空公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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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從參與碳補償體系、和政府簽署自願環保合約、參予其他產業 

   的自願排放交易體系先取得＂碳市場＂的交易經驗，日後若科學 

   家提出航空器排放的廢氣衝擊全球氣候變遷的證據，航空產業務 

   必在 UNFCCC 或 ICAO 的法律架構下以開放排放交易體系方式承諾 

   溫室氣體減量。 

 

第二節 對政府及航空公司的建議 

 

1. 對政府的建議： 

       2008 年 6 月 9 日環保署「有條件」通過中龍鋼鐵第二期第二 

   階段擴建工程。附帶但書是，中龍鋼鐵公司擴建工程完工且營運  

   後，總排放量需再減碳 15%，否則就得依『溫室氣體減量法』草 

   案規範，每年支付 15 億元減碳費，這是國內首度利用環評承諾約 

   束企業排放碳量。我國雖不是聯合國的會員國，無法簽署京都議 

   定書，並無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的責任，但依據國際環保公約的經 

   驗，我國即使不享受權利，但相關的義務卻仍須履行；諸如蒙特 

   婁議定書、華盛頓公約等，若不遵守曾有遭受貿易制裁的經驗。 因 

   此，擬對政府提出以下三項建議： 

 (1) 儘速通過『溫室氣體減量法』：國內的『溫室氣體減量法』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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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爭議，短期內恐難達成共識。『溫室氣體減量法』通過後會 

     有一個溫室氣體的國家總排放目標，這個目標再核給經濟部、 

     交通部主管機關，由主管機關再核給所屬的事業減量目標，未  

     來如有碳排放交易中心，企業就可進行排放交易，因台灣不是 

     聯合國會員國，必須用外交的手段獲得在國際市場進行碳交易 

     的許可授權，才能降低購買排放許可權的成本。 

 (2) 積極參與歐美國家觀測溫室效應的氣象研究：台灣即將加入全 

     球最大溫室效應氣體觀測平台 MOZAIC，由福爾摩沙衛星三號提 

     供大氣觀測，中華航空，長榮海運則搭載 MOZAIC 提供的儀器， 

     觀測北太平洋區溫室氣體排放情形。MOZAIC 是由一群憂心全球 

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的歐洲科學家發起，1993 年開始運作，透 

過歐盟整合，1994 年開始有歐洲民航機隊加入執行探測任務， 

包括德航、法航、奧地利航空等，台灣加入後，福衛、長榮和 

華航的標誌也將出現在日後所有相關的氣候報告上，可以讓世  

人知道台灣對溫室效應的重視及貢獻。 

(3) 調整產業政策及能源結構：高油價時代來臨加上溫室效應對氣候 

    變遷的影響，「節能減碳」已成為全球抑制溫室效應的行動。在 

    2005 年石化、鋼鐵、水泥、造紙等能源密集產業所消耗的能源 

    占全國能源消費的比重高達 33.44%，但其僅占全國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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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 的 2.49％。值得注意的是，近年我國年平均經濟成長率雖由 

1996-1999 年平均的 5.40%降為 1999-2006 年平均的 3.8%，但二 

氧化碳排放的平均年成長率(4.3%)卻高於經濟成長(如表8-1 所 

示)。1990-2006 年，台灣的二氧化碳排放成長高達 133%，是全 

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最多的國家之ㄧ，所以政府必須調整產業  

政策及能源結構。依各國的經驗，產業政策及能源結構的調整約  

需 10 到 15 年的時間，政府應及早因應與縝密的規劃。 

表 8-1 台灣二氧化碳與 GDP 之成長(1996-2006) 

資料來源：CO2 資料來自工研院能源與環境研究所 

       GDP 資料取自行政院主計處歷年資料 

年度 CO2成長率(%) GDP成長率(%)
所得彈性

(CO2成長率/ GDP成長率)

1996-99

1999-03

1999-06

4.68

5.07

4.30

5.40

2.55

3.8

0.87

1.99

1.13

 

2. 對航空公司的建議： 

       國內經營國際航空的公司只有華航和長榮兩家公司。2008 年

的上半年因油價高漲使航空公司面臨嚴重的虧損，雖然以提高票價來

彌補油價所增加的成本，卻造成旅客需求的降低，加上許多貨物改用

海運運送使得航空市場的客、貨量都明顯的降低，再加上飛得越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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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燃油成本越高，航空公司不得不取消不符合成本效益的長程航

班，這些不利的因素造成航空公司的機隊過剩，這種現象不僅發生在

台灣，全球的航空公司都面臨倒閉及裁員等嚴重衰退的情形。兩岸關

係的解凍，促成兩岸 7 月 4日的客運包機直航，這對國內航空公司是

一個轉機，但油價仍是一個關鍵的因素。無論如何，在後京都議定書

的新協商合約，勢必增加溫室氣體減量的國家和產業，國內國際航空

公司必須制訂公司的環保政策，避免因不符合先進國家的環保要求而

遭受飛航的限制。在 2004 年 3 月日內瓦會議，歐洲航空公司承諾在

2008 年以前努力將每位旅客每 100 公里的燃油消耗量降到 4 公升，

英航和法航以每年提升 1.5-2%的燃油效率作為公司的目標，IATA 的

航空公司自願承諾在 2000-2010 年間提升 10%的燃油效率等等，國內

航空公司可以利用這些數據訂出現在和未來提升燃油效率的政策，並

建議國內航空公司在營運操作上採取以下的措施。 

短期措施(可立即採用的措施)： 

1. 減少飛機的重量：如根據飛航的距離及旅客數來調整攜水量、拆  

除沒有必要的客艙服務裝備、選用較輕的內裝件、有些航空公司在貨

機上不再噴漆(台灣的的氣候環境不一定適合這項措施)、減少攜帶備

用燃油(ballast fuel)等措施。 

2. 清洗引擎：增加清洗引擎葉片的頻率可提升引擎的燃燒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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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高載客率或載貨率：可以降低每位旅客或每單位重量的燃油消   

耗成本。 

4. 在停機坪採用空橋所提供的橋電與冷氣空調，避免使用飛機的輔

助動力系統(APU)。 

5. 使用先進的飛航計畫系統(Flight Planning System)採用最佳的

飛行路徑，使用最經濟省油的飛行速率以及選擇油價較便宜的機場加

油。 

長期的措施： 

1. 替換省油的飛機：在 2002-2003 年航空貨運的高需求及高運費，

燃油價格每桶不到 40 美元時，貨機為航空公司賺取很大的利潤，在

預期貨運市場將持續成長，航空公司採取購買新 B747-400 貨機或將

原有的 MD-11 及 B747-400 客機改裝為貨機等措施，因台灣產業外移，

到了 2006 年貨運市場明顯衰退，運費低落，加上油價飆漲，高耗油

的貨機不但不能獲利，在市場上要找到租方或買主都不容易。如果公

司有訂定提升燃油效率的目標，可以將機隊的獲利及耗油成本分別看

待，趁市場價格好的時候處理掉有獲利卻耗油的機型，導入較省油的

新機型，以達到公司的燃油效率目標。 

2. 使用替代性燃油：石油的消耗愈來越快，發現新的油源愈來愈少，

開採的成本愈來愈高，未來燃油的價格仍佔航空公司很大的成本，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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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使用替代性燃油是不可避免的，飛機及發動機製造商不斷在研發替

代性的燃油，2008 年 5 月波音公司在一架 Virgin Atlantic 航空公

司的 B747-400 使用生質燃油做展示飛行，估計最快在 4-5 年內會有

航空用的替代性燃油上市。 

3. 使用 Continuous Descent Approach (CDA)方式降落：許多國外

機場都已使用或試驗 CDA 取代目前的 stair step approach 方式降

落，每次降落可以節省 10-60 加侖的燃油。目前桃園國際機場還不能

使用 CDA 方式降落，航空公司必須向政府有關單位爭取改善飛機的降

落方式。 

    台灣不是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會員國，ICAO 在 2007 年 2 月 

發布國際航空的排放交易指導書，且強調必須在雙方同意下才能將他

國的航班併入自己國家的排放交易體系。如果歐盟執意在 2012 年將

進出歐盟的他國航班都包含在排放交易體系內，由於歐洲市場對國內

兩家國際航空公司占有很大的營業比重，勢必帶來很大的營業衝擊。

因此，建議國內航空公司在政策經濟面採用以下的措施： 

(1) 累積碳交易的經驗：『溫室氣體減量法』通過後，國內航班的二

氧化碳排放量將列入國家溫室氣體的總排放目標，可以用來建

立航空器排放二氧化碳監督、驗證以及排放權交易機制。還有

華航及長榮應主動尋求機會參與其他國家或跨國際組織所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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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願排放交易體系，如果不願參加或找不到適合的自願排放

交易體系，可以和政府簽定自願環保合約承諾溫室氣體的排放

減量，更重要的是要深入了解歐盟 2008 年航空產業併入排放交

易體系的運作情形，學習如何削減溫室氣體排放量，節省燃油

成本及可採取的因應策略。 

 

第三節 研究建議 

 

1. 美國環保兼顧經濟發展的觀念是否成為未來環保的主流意識。 

       歐盟積極的推動環保立法及行動，但對許多已開發的國家和 

   開發中的國家的經濟發展造成很大的衝擊，歐洲和美國都在進行  

   大氣層的研究，瞭解地球表面氣候變遷的原因，在此之前需要犧 

   牲經濟的發展來減緩溫室氣體的排放嗎？歐洲以環保重於經濟發 

   展和和美國環保兼顧經濟發展在觀念上有很大的差異，美國沒有 

   批准京都議定書，但美國的環保觀念和其他開發中國家的重視環 

   保也要發展經濟的理念較為接近，美國的環保觀念是否可能成為  

   未來環保措施的主流意識。 

2. 油價高漲對航空產業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的衝擊。 

       到 2008 年 5 月 26 日每桶原油價格已漲破 130 美元，航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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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的經營面臨嚴峻的挑戰，航空公司只有大幅提升票價及減少燃 

   油的消耗兩個方向讓公司繼續經營下去，但調高票價使市場的需 

   求降低，尤其台灣的電子業獲利率降低，加上海運的船速增加，  

   許多電子產品改用海運運送，在旅客數量及貨運量雙雙下降，但 

   飛機的營運的成本大增，在不敷成本效益下航空公司不得不減 

   班，這種高油價造成航空產業負成長，在高油價時代再要求航 

   空公司加入排放交易體系購買排放許可權，對航空產業的困境有 

   如雪上加霜，後續的研究可以探討高油價加上航空產業溫室氣體  

   排放減量對航空產業的財務衝擊。  

3. 2009 年年底哥本哈根談判，對航空產業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的政策。 

       歐盟和以美國為首的國家在氣候變遷的立場始終對立，美國 

   從不簽署京都議定書到反對歐盟將排放交易體系擴展到其他國家 

   進出歐盟的航班，在京都議定書 2012 年失效前，ICAO 會有什麼 

   對策讓兩大政治實體妥協？哥本哈根談判新合約會不會規範航空 

   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量？這將攸關航空產業未來的發展，無論如 

   何，航空產業必須要有因應對策。 

4. 航空產業有需要在京都機制外，在 ICAO 架構下另外成立航空產業 

   的排放交易體系嗎？ 

       從英航參加 UK 排放交易體系的經驗，証實二氧化碳的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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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關係到燃油的消耗，對航空公司報告，監督及驗證二氧化碳 

   的排放量並不困難。2008 年歐盟把航空產業併入原有的排放交易 

   體系，所以有需要在京都機制已有的排放交易體系外，在 ICAO 的   

   架構下另外成立航空產業的排放交易體系嗎？在京都議定書法律 

   架構下的排放交易機制和 ICAO 法律架構下的航空產業排放交易 

   體制，如要進行排放許可權的交易會增加多少交易成本？在 ICAO 

   的架構下各會員國又要耗時協商航空產業分配排放額度的機制， 

   投資建立排放交易基礎設施。在後京都議定書的協商可以研究將 

   航空產業併入 UNFCCC 架構的新合約與單獨將航空產業放在 ICAO 

   內，比較兩者在法律層面、執行面、成本、時效上的利弊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