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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整理和本研究相關議題的學術研究。參考文獻的來源為

國內外學者所發表的研究資料、ICAO 2007 年環境報告書、京都議定

書、IATA 簡報資料等。本章共分為七節，第一節說明溫室效應的成

因，溫室效應真的存在嗎？；第二節說明航空產業對溫室效應的影

響；第三節說明航空油價飆漲對航空產業的衝擊；第四節說明全球氣

候協商的過程分為哪些成分？；第五節說明京都議定書對溫室氣體排

放量的限制及京都機制如何運作；第六節說明京都議定書在 2012 年

到期後，後續氣候變遷的新協定可能的合作模式、合約架構及協商標

準等；第七節說明以產業為基礎的全球氣候變遷協定。 

 

第一節 溫室效應的成因 

 

      溫室效應的形成是因為大氣層裡的溫室氣體吸收了由地表輻

射回大氣的熱能，再將部分熱能輻射回地球。在自然環境中，二氧化

碳的濃度及地表的溫度隨著地球距離太陽的位置的變化以十萬年的

週期變動，這也造成冰河時期的來臨及消退。在過去幾千年來，大氣

層溫室氣體的排放和吸收已經到達一個平衡的狀態，大氣層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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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濃度和地表的溫度達到一個適合人類居住的穩定環境。在 1824

年，科學家就已經知道溫室效應，假如沒有溫室氣體吸收由地表輻射

的熱能，地球表面的溫度將會比有溫室氣體低約 60℉，在 1895 年，

瑞典化學家 Svante Arrhenius 發現人類排放的二氧化碳，可以加強

溫室效應。自工業革命以來，人類燃燒的石化原料已經使大氣層二氧

化碳濃度增加了 1/3，這是大自然要經過幾千年才能完成的改變，人

類在幾十年就達到了且不斷在增加溫室氣體的濃度，使得地球暖化的

的現象也更加明顯。科學家常常使用＂氣候變遷＂來取代＂地球暖

化＂，這是因為地表的平均溫度升高，風和洋流將熱移動到地球的各

個角落，使得某些地區變冷，而某些地區變熱，改變下雨及下雪量，

造成全球各地氣候的變遷，暴風雨的強度增加，雨季或乾季更長，氣

候的變化更加不可預測。2006 年 9 月 Nature 雜誌報導美國國家海洋

及氣候研究中心(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阻止內部發表一份研究報告，該報告認為溫室氣體

造成的全球暖化是使颶風的強度及頻率增加的原因。由於目前的科學

知識並不能充分解釋溫室效應的成因，面對地球是否真的暖化？暖化

應否歸咎人類？暖化值得憂心嗎？人類對於氣候的觀察，通常以 100

年的時間序列為基礎，科學家也許還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觀測及蒐集

更多的氣象資料才能回答以上的三個問題。在科學家能以科學基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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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溫室效應現象以前，為了減緩溫室效應對生態環境的浩劫，人類目

前必須刻不容緩的管制全球「人為溫室氣體(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的排放以減緩溫室效應對氣候的影響以及對環境

和經濟的衝擊。 

一、 溫室效應真的存在嗎？ 

     American liberty Publishers 在 IPCC Global Warming Report

的文中提到，二氧化碳只占大氣成分的 0.035%，是一種很微弱的溫

室氣體，卻被認為是溫室效應的主要原因，其實水氣才是更重要的溫

室氣體，貢獻 97-98%的溫室效應，剩下的才是由二氧化碳、甲烷及

其他溫室氣體所貢獻。不僅二氧化碳是一種很微弱的溫室氣體，97%

的二氧化碳來自於大自然，例如白礒排放的二氧化碳比全世界的工廠

及交通工具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多好幾倍(Science,Nov.5,1982)。結合

水氣及自然產生的二氧化碳，可以看出 99.9%的溫室效應和人類的行

為無關。J. Oerlemans 對冰河與氣候關係的研究 (Science,Apr 

29,2005)，冰河自 1750 年開始後退，到 1810 年後加速的後退，在

1940 年以前有 70%的冰河長度縮短，這是在工業革命產生大量的二氧

化碳以前發生的，而溫室效應卻認為二氧化碳引起冰河融化？Dr. 

Arthur Robinson 認為沒有一個實驗可以證明氣候變遷是人為因素造

成的，整個溫室效應是在一個電腦模式預測下的情境，但這個電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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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過去所預測的大氣溫度都是錯誤的。為什麼溫室效應不能解釋全球

氣候的變遷？因為影響地球氣候的主要因素是太陽，太陽光的熱不均

勻的加熱地球，太陽黑子的循環影響太陽光的強度，這和地球短期的

溫度循環有很密切的關係。 

    Phil Chapmam，澳洲第一位 NASA 的太空人，在 2008 年 5 月 17

日提出雖然大氣層的二氧化碳濃度繼續增加，過去十年地表的平均溫

度持續穩定或緩慢的下降，在 2007 年地表溫度下降了 0.7℃，這是

溫度改變最多的一年，這種溫度變化的情形好像在 1930 年，假如氣

溫不能很快的回溫，溫室效應的現象就結束了。圖 2-1 為 1880-1970

年地表溫度變化圖，顯示地表溫度 100 年的變化趨勢。 

 

 

 

 

 

 

 

圖 2-1 1880-1970 年地表溫度變化圖 

資料來源：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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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年是很冷的一年，巴格達在最近幾世紀第一次下雪，中國

在冬天發生可怕的雪災，南極洲在冬天的冰層自從 1770 年來達到最

大的紀錄。地球的氣候和太陽黑子變化的週期有密切的關係，太陽黑

子變化的平均週期為 11 年，最近一次太陽黑子最微弱的時間為 2007

年 3 月，估計最新的週期即將開始，太陽黑子的數目將再逐漸增加，

但這種情形並未出現，第一顆太陽黑子出現在 2008 年 1 月，但只有

持續 2天，一顆微弱的太陽黑子出現在 2008 年 4 月，但 24 小時內就

消失了，以前類似這樣太陽黑子變化週期延後的情形發生在 1790

年，之後持續幾十年寒冷的氣候，尤其北半球的冬天特別寒冷，1812

年拿破崙大軍在莫斯科的潰敗部分原因是天氣酷寒所造成的。當然不

可能只看 2007 年的氣候就預測未來氣候的趨勢，必須要看未來幾年

的氣候變化，不過至少有 50-50 的機會看氣候正在冷卻化而不是在暖

化。 

 

第二節 航空產業對溫室效應的影響 

 

      在飛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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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流層(由地面到

11 公里的高空)及同溫層(由 11 公里到 50 公里的高空)。對流層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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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不穩定、水氣含量高、臭氧含量低，影響地表的水氣、降雨量、及

降雪量。相反的，同溫層的氣流穩定、氣流水平運動的幅度遠大於垂

直方向的運動，臭氧含量高，水氣含量低。飛機引擎所排放的高溫氧

化氮立即在對流層及同溫曾引起複雜的化學作用改變大氣層的臭氧

及甲烷的濃度，在對流層增加臭氧的濃度，在同溫層減少臭氧的濃

度，增加臭氧的濃度可以減少紫外線(UV)輻射到地表，1992 年 7 月

在北緯 45 度，因飛機增加的臭氧濃度使 erythemal dose rate (紅

斑率，一種日曬衡量單位)減少了 0.5%，事實上，因為人類其他的活

動減少了大氣中臭氧層的濃度，從 1970 年到 1992 年，使紅斑率增加

了 4%。飛機所排放的高溫水氣在對流層凝結為飛行雲(Contrail)，

部份長期的飛行雲擴展成為卷雲 (Cirrus Cloud)。飛行雲和卷雲會

反射太陽能回太空冷卻地表的溫度，同時也會吸收由地表反射回太空

的熱輻射再排放到地表增加地表的溫度，平均而言，飛行雲和卷雲增

加地表的溫度超過冷卻地表的溫度。2001 年 9 月 11 日發生在紐約的

911 恐怖攻擊後連續 3 天，美國停飛境內的所有民航機，那時顯示美

國的日夜溫差增加 1℃到 2℃，這是第一次以實驗證明飛機產生的飛

行雲和卷雲會影響地球的輻射能平衡。 

     IPCC 以輻射效應(radiative forcing，以 Watts per square 

meter 為單位)來衡量大氣中因增加其它氣體的排放導致太陽能及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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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射不平衡的情形，這種模式顯示地表平均溫度的改變和輻射效應有

近似成正比的關係，根據 IPCC 的統計，在 1992 年航空產業所排放的

二氧化碳占全球燃燒石化原料排放二氧化碳總量的 2%，占運輸產業

的 13%，但大多數的民航機以低音速飛航於距地面 9-13 公里的對流

層內，在臭氧層增加臭氧的濃度，減少甲烷的濃度，產生飛行雲及卷

雲，航空器排放廢氣的總輻射效應(radiative force)為其排放的二

氧化碳輻射效應的 2.7 倍，這比其他產業排放廢氣的總輻射效應約為

其排放的二氧化碳輻射效應的 1 - 1.5 倍來說高出許多，雖然航空器

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排放二氧化碳總量的 2%，但航空產業占全球

溫室氣體總輻射效應的 3.5%。IPCC 預測從 1990 年到 2050 年，航空

產業每年以 3.1%成長，燃油消耗每年以 1.7%成長，到 2050 年，航空

器排放的二氧化碳的輻射效應為 1992 年的 4倍，排放廢氣的總輻射

效應為其排放的二氧化碳輻射效應的 2.6 倍，也就是說，航空產業到

2050 年，其總輻射效應比 1992 年增加了 3.8 倍。以目前來看，航空

產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全球及交通產業的比重都不是很大，而航空

產業的成長和全球經濟發展、油價的改變、航空公司的獲利以及機場

與可使用的空域有密切的關係。 

1. 經濟的發展趨勢 

    航空產業成長主要受到經濟發展趨勢的影響，在 1974-7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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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82 年，1990-91 年，1998 年及 2001 年世界經濟蕭條衰退的時

候，很明顯的航空產業也跟著衰退，如圖 2-2 所示。 

 

TKP: Ton Kilometer Performed 

圖 2-2 全球經濟與航空交通趨勢圖(1960-2005) 

資料來源：IMF, ICAO Reporting Form A 

     

主要原因是經濟發展人們的收入才會增加，當收入增加人們才能有購

買機票從事休閒旅遊的活動，有經濟發展才能帶動商務旅行以及貨運

的需求。雖然全球的經濟成長以短期來看有週期性的循環現象，但以

長期來看是呈穩定成長的趨勢，從 1985-2005 年世界整體的國內生產

毛額(GDP)的平均年成長率為 3.6%，預測從 2005-2025 年世界整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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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平均年成長率為 3.5%，值得注意的是亞洲太平

洋區域，排除已成熟的市場外，在中國及印度的經濟成長帶動下，平

均年成長率可達到 5.7%為世界平均值的兩倍。 

2. 油價的改變 

    航空公司的營運成本受油價的影響很大，近三年來油價由每桶

60 元飆到每桶近 100 元，占航空公司將近 40%的營運成本，侵蝕掉航

空公司大部份的利潤，未來油價仍是影響航空公司營運最重要的成本

因素，能夠做的只有汰換舊機型，採購省油的機型以及採取各種省油

的措施來降低燃油的成本。 

3. 公司的獲利 

    除了燃油成本外，影響航空公司獲利的還有機隊的大小、飛機的

使用率、載客率，以台灣目前的外交形勢，國際航線的取得和這些獲

利的因素息息相關，國內經營國際線的航空公司飛航的國際航線重疊

度高，不僅要與國內航空公司競爭，也要和其他國家的航空公司競

爭。高鐵的通車對只經營國內線的航空公司來說獲利受到很大的衝

擊，除非往國際航線發展或者縮小公司機隊規模，否則很難生存下

去。從 1975-2005 年以來，航空公司的每位旅客公里載客的獲利逐年

以 2.6%降低，每公噸公里載貨的獲利率逐年以 3.5%降低，獲利逐年

降低歸因於科技的進步，替代性運輸工具，交通運輸的成長，激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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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環境等。 

4. 擁擠的空中交通及機場 

    預期全球各地的航空運輸量都會成長，機場容量的擴增壓力不斷

增加，雖然經由改善航管系統(Air Traffic Management(ATM))可以

增加空中交通的容量，但假如機場的基礎設施不足，特別是那些主要

的國際運輸樞紐(Hubs)如紐約、倫敦、巴黎，地面的飛機擁擠得等待

起飛，在天空的飛機盤旋等待降落。歐洲航管中心統計 2002-2006

年，機場設施不足是造成航機延誤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天氣的因

素，再其次是機場的空中航管因素。因此機場的基礎設施不足將會阻

礙當地航空交通運輸量及旅客量的成長，進而影響當地航空產業的成

長。 

一、 航空器排放廢氣的特性與成長 

    將交通工具排放的廢氣歸屬到特定的國家有不同的困難度，除了

歐洲，通常地面交通工具加油和排放廢氣都是在同一個國境內，不難

歸屬到特定的國家，但對國際航空而言，如果將航空器排放的廢氣歸

屬於加油的國家，不考慮它的目的地、搭機旅客的國籍、對大氣層的

影響，已在國際間產生很大的爭議。缺乏可靠的廢氣排放資料及缺乏

將排放廢氣歸屬到特定國家的共識是京都議定書將國際航空及海運

的溫室氣體排放減量排除在外的兩個主要原因，而委由國際民航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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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O)及國際海運組織(IMO)討論國際航空及海運的溫室氣體排放減

量，不過從1997到2007年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國際海運組織(IMO)

沒有通過任何的法令來削減國際航空及海運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國際

航空及海運的溫室氣體排放量不僅沒有包含在京都議定書，也不必正

式向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組織報告，造成國際航空和海

運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比其他的產業更快速的成長，航空器的廢氣排放

量每年以超過其他產業 3-4%的速率成長，國際航空和海運兩個產業

的溫室氣體排放量約佔全球總排放量的 5%，不同於其他的產業，這

5%的溫室氣體排放量由少數幾個國家及公司掌握。根據聯合國跨政府

氣候變遷小組(IPCC)2007 年的第四次評估報告，若要使地表上升的

溫度小於 2℃，在 2050 年以前全球必須削減 50-80%的溫室氣體排放

量。所以從現在開始，所有的產業必須參與且立即採取溫室氣體減量

的行動來完成這個目標。2007 年 10 月在挪威奧斯陸舉辦的工作小組

會議，提議 2009 年的後京都議定書的新協商合約必須將國際航空及

海運包含在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第三節 航空油價飆漲對航空產業的衝擊 

 

      自從 1970 年代末期及 1980 年代初期的石油危機一直到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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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將近 20 年燃油的價格保持平穩，在 1995 年每桶原油為 17 美元，

到 2001-2002 緩升到每桶 24-25 美元，航空產業和世界的經濟一直享

用廉價的石油。從 2002 年油價開始飆高，到 2007 年 12 月每桶原油

為 100 美元，到 2008 年 2 月跌到每桶 88-92 美元。航空燃油的價格

為原油價格再加上提煉原油的費用，在 1995 年每桶原油提煉的費用

為 5 美元，在 2007 年每桶原油提煉的費用提高到 17 美元，使得 2007

年每桶航空燃油飆高到 117 美元，相當每 US Gallons(USG)航空燃油

為 2.78 美元 (一桶原油的量等於 42 USG)，而在 1995 年航空燃油為

每 USG 53 分(cents)。圖 2-3 為 2003 年 1 月到 2007 年 9 月每桶原

油及航空用油的價格變化。 

圖 2-3  03 Jan – 07 Sep 每桶原油及航空用油的價格變化 

資料來源：IATA Brian Pearce, Chief Economist 

 

中國及印度經濟的高度成長、委內瑞拉及奈及利亞原油的停產、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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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不穩定及過去對煉油設備投資不足等因素使原油的供給量吃

緊，是讓原油的價格居高不下的原因，而且原油是一種價格彈性高的

商品，只要供油量有任何的小的變動，油價也會大幅的波動。隨著全

球經濟的成長，航空燃油的消耗量也隨著飛機的數量、容量及飛行的

頻率增加而持續增加。1995 年搭機人數為 1,304 百萬人，消耗了

46,718 百萬 USG 燃油，平均每位旅客消耗了 36 USG 燃油，總燃油成

本為 28,970 百萬美元，占總營運成本的 11.4%，營運利潤率

(operation profit rate)為 5%。到 2007 年搭機的旅客成長了 72%

到 2,243 百萬人，平均每年複成長 4.5%，消耗了 66,810 百萬 USG 燃

油，平均每位旅客消耗了 29.8 USG 燃油，總燃油成本增加到 135,433

百萬美元，占總營運成本的28%，營運利潤率(operation profit rate)

降為 3.3%。因燃油燃燒效率的提昇及機隊逐漸的現代化，使每位旅

客燃油消耗的成長率小於旅客的成長率。IATA 以及主要的航空產業

製造商預期未來 20 年搭機的旅客仍會以類似的成長率成長，到 2027

年搭機的旅客人數會增加 2.6 倍達到 5,400 百萬人，燃油消耗量會增

加 80%，到 121,000 百萬 USG。圖 2-4 顯示從 1996-2006 年航空旅客

的需求成長高於燃油消耗量的成長，每 100 TKPs 的燃油銷量逐年下

降。表 2-1 為航空產業財務表現及燃油的消耗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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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P = Ton-Kilometer/passenger 

Weight of fuel in tons using Kilos divided by passenger 

 

圖 2-4 1996-2006 年航空旅客的需求成長高於燃油消耗量的成長 

資料來源：IATA Brian Pearce, Chief 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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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航空產業財務表現及燃油的消耗量 

資料來源：IATA Aircraft Commerence Esimate 

Year                         1995           2001            2004            2007 

營收(百萬美元)            267,000        307,500         378,800         490,400 

旅客數(百萬)                1,304          1,640           1,888           2,243 

營運成本(百萬美元)        253,500        319,300         375,500         474,000 

非燃油成本(百萬美元)      224,500        276,400         314,300         338,600 

燃油成本(百萬美元)         28,970         42,950          61,210         135,433   

燃油消耗量(百萬 USG)       46,718         59,245          61,763          66,810 

每桶原油價格(美元)           17.2           24.7            38.3            73.0 

每 USG 燃油價格(美元)         0.53           0.73            1,18            2.14   

每位旅客消耗燃油(USG)        35.9           36.1            32.7            29.8 

營運利潤(百萬美元)         13,500        -11,820           3,260          16,344 

營運利潤率                   0.05         -0.038          0.0086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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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低油價年代，燃油成本只占約 10%的營運成本，航空公司

沒有燃油成本的壓力去更換新的機型，造成飛機及發動機製造商沒有

誘因去研發新的機型及發動機，面臨高油價的來臨，在技術方面上，

航空產業唯有繼續研發高燃油效率的飛機與發動機及使用替代燃油

以減少石油的消耗。一般而言，每 10-15 年飛機及發動機製造商才能

研發出新一代的民航機。航空公司只有在使用新科技的飛機才能享有

減少燃油消耗的利益。波音公司估計現有的 16,250 架飛機在未來 20

年將有 11,500 架飛機退役或改為貨機，將有 26,000-28,000 架新機

進入航空市場，從最近波音及空中巴士即將推出的新機型：

737-700/-800，787-8/-9，747-8 及 A350-800/-900，奇異公司(GE)

推出的新一代發動機 GEnx 都是以提升燃油燃燒效率來節省燃油消耗

為賣點，從波音 787 飛機的熱賣就可以反映出航空公司積極更換省油

的飛機以適應高油價的來臨。圖 2-5 為 1986-2006 年新機的採購量。 

圖 2-5 1986-2006 年新機的採購量 

資料來源：IATA Brian Pearce, Chief 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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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全球氣候協商 

 

     當全球各國面對環境變遷及發展議題的協商時，必須經由一個

有效的協商過程讓解決環境議題的方法得到各國及利害關係團體的

共識。解決環境問題必須首先對問題作開放及合理的分析，提出各種

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案，獲得最後解決方案的前提是必須讓所有的參與

者都是贏家。IIASA Report(ER-21)對全球環境變遷及發展議題的協

商過程分成五個成分： 

1. 參與者：誰是主要的參與者？ 

(1) 政府 - 協調國內各方的利益 

國內許多部門將會參與到如何決定國家的政策，這些部門包括

外交、環境、科技、財務、交通、農業、國防、貿易等部門，

因為每個部門都有它關係的利益團體，政府必須指定由一個主

導部門來協調、仲裁各利益團體的利益衝突及完成政府對外明

確的國家政策，再由政府委任適當的部門進行國際協商的工

作。除了政府部門外，國會也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國會所舉

辦的公聽會建立一個探討科學理論，經濟發展及社會利益問題 

的平台。 

(2) 科學團體 – 協助政策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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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科學家對環保問題的共識是縮小環境問題的不確定是協商

成功的基本要素。最近在臭氧層及全球暖化的環境議題上，國

際科學家及科學機構的合作在議題的討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國際科學團體在環保問題上提供客觀的看法及促進科技的合作

超越狹隘的國家政治及商業利益。科學家也和制定政策的政府

官員密切合作，這也意味科學家必須認知他們負有責任因他們

的發現導致影響政策的決定。 

(3) 國際組織秘書處 – 有影響力的協調者 

國際組織的秘書處可以透過提供客觀的資訊，綜整議事紀錄，

對關鍵因素做系統化的比較給各個協商者，讓協商者找到共識

點。國際組織的秘書處不像一般協調者角色，有時必須在會員

國的要求下介入協商，所以秘書處必須謹慎的選擇介入協商的

時機，以免失去其公正協調者的角色，有時也必須主動介入協

商，積極催促會員國解決環境的問題，當協商遇到僵局無法進

展時，秘書處需要安排非正式的協商會議打破僵局。 

(4) 非政府組織 – 催化者，監督者及教育者 

在適當的時間動員適當的參與者協商環境的問題是一件很重要

的事，在許多環保的議題可以發現都是問題變嚴重時才開始進

行協商。非政府組織未來在環境問題上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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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可以催促進行協商，可以協助主管機關對議題設定優先順

序，而且可以監督政府執行合約的成效。同時許多環境問題的

成因都可以追溯到社會大眾的生活型態或個人行為所造成，非

政府組織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教育的方式糾正社會大眾的生活

型態。 

(5) 自然 – 保護未受保護者 

在生態多樣化的協商中，受環境威脅的動植物不會保護它們自

己的利益，因此在某些國際組織經由合約選擇獨立的專家代表

受威脅動植物的利益，或經由非政府組織與國際利益團體在參

與協商過程保護這些受威脅動植物的利益。 

2. 架構：參與者彼此間的關係是什麼？ 

     全球環境議題的對話充滿不對稱的性質，因已開發國家與開發

中國家在科學及技術能力及資訊的差距使得開發中的國家被動參與

環境議題的協商。不對稱的性質也影響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在協

商時所採用的策略，當開發中國家得不到他們想要的利益時，他們也

會讓已開發國家得不到想要的利益，這往往使得協商的過程充滿障

礙，無法順利進行。對開發中的國發而言，因環境保護所增加的控制

及法規將會限制他們的經濟成長，無法脫離貧困的環境。增加環境法

規以改善環境與經濟發展的取捨無法用成本效益來估算，所以在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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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必須要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連結在一起討論，為了避免不對

稱的負面影響，協商過程中必須要能充分的分享科技及技術資訊，以

及建立共同決定的系統。全球環境協商是一個非常複雜也是一個兩難

的問題，對科學家而言，許多環境問題成因仍然不確定，對科學家所

提出的解決對策是否可以有效的解決問題也是不確定，但要等到科學

家取得可靠的結果，環境的大災難可能無法避免。所以在協商過程中

科學家及協商者必須密切合作，一方面科學家依據環境的問題負責提

供最合理、最經濟及最有效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協商者必須負責妥

協利益團體的衝突，最佳的解決方案必須由多方的同意認為可行後付

諸實施。 

3. 策略：每個參與者想要得到什麼？ 

 開發中的國家擔心的是承擔環境保護的義務影響經濟的發展，

認為已開發國家以污染地球環境而富有，所以他們必須負責將地球回

復到以前自然平衡的費用。如果已開發國家要求開發中國家不要燒煤

或砍伐森林避免溫室氣體增加，開發中國家則堅持已開發國家必須提

供財務支援和技術的轉移使他們脫離污染環境的階段。對已開發國家

而言，他們不願承諾無止盡的財務支援和技術的轉移給開發中國家，

開發中國家通常不信任已開發國家的動機，為了解決雙方的猜忌，已

開發國家必須承認自己的責任且認同開發中國家要求的公平是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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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協商時提出合理的承諾。在京都議定書，已開發國家同意過去

及現在繼續使用石化燃料是造成溫室效應的主要原因，他們在要求開

發中國家削減溫室氣體前率先採取削減溫室氣體的行動可以證明在

協商氣候變遷的議題是非常重要的。 

4. 過程：協商過程中會發生什麼事？ 

在正式會議協商結束，在下次正式協商會議來臨之前，這是重要

的期間透過政府的溝通可以了解各個政府的立場，背後的理由、有顧

慮的地方，哪些會影響達成共識？在下次會議時可以對不同的觀點討

論很快獲得共識，否則直到正式協商會議上，表達政府的立場後就不

容易再做變更了。過去環境議題協商的經驗已不足以應付現在的問

題，為了要打破協商僵局，協商者必須不斷提出創新的提案，重新審

視問題，讓提案能符合各方的利益。當協商的議題過於複雜時，可以

將複雜的議題分解成幾個可以解決的小議題，在協商過程中逐步獲得

同意，最後完成共識。一個有效的協商過程是舉行非正式的預先協商

會議包括政府官員、科學家、產業代表、學者、環保組織等人員，參

加人員只以個人名義參加，不代表委託單位的立場。處理環境問題必

須具備危機意識，當有環境災難預兆出現或環境災難發生時都必須緊

急召開協商會議，預防災難情況發生或避免讓事態變得更嚴重。 

5. 結果：結果是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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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蒙特利爾(Montreal)減緩臭氧層消耗條約是一個新的協商模

式，條約內容不再是一成不變，而是定期開會重新評估合約內

容，依據當時科學的改變，科技的進展，環境的衝擊，經濟的因

素等重新修訂合約內容。 

(2) 根據環境惡化的情形，氣候協商必須設定一個決定點，在有足夠

的國家簽署合約就開始實施或要等到全球所有的國家都簽署合

約才開始實施？ 

(3) 對環境造成傷害的科技要立即強迫它停止使用或要一直等到市

場有其他新科技取代它時才停止使用？ 

(4) 聯合國轄下的代理機構是不是可以做為國際解決環境議題的平

台，有效主導各國解決環境問題？從過去的表現來看，這些代理

機構的表現好壞參半，例如聯合國世界環保總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在處理臭氧層消耗的

國際協商是成功的，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處理核子安

全及有毒物質跨國移動的問題是失敗的。表現的好壞要看內在和

外在的條件是否一致，當解決環境問題符合國內外公眾的利益，

科學家對解決問題有高度的共識，在政治上有決心解決環境問題

時，通常聯合國代理機構在解決環境問題的表現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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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來全球環境議題的協商，在符合「公平」的原則下，如何讓已

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對環境問題能繼續對話達到共識是一個重要

的協商過程。而對環境保護合約也要儘速取得各國的批准，在符合成

本效益下，迅速有效的解決環境的問題。 

 

第五節、京都議定書 

 

     聯合國在 1992 年地球高峰會議舉辦之時，通過「聯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UNFCCC)」，對人為溫室氣體(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排放做出全球性管制的宣示。為落實溫室氣體排放管制工作，

1997年 12月於日本京都舉行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

大會，通過具有約束力的京都議定書(Kyoto Protocol)。京都議定書

的目的在管制六種溫室氣體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

化物、全氟碳化物及六氟化硫等，穩定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度到一個

程度以避免人為的溫室氣體影響氣候系統造成生態環境的改變危及

人類的生存環境。這個合約在 2004 年 11 月 18 日俄羅斯政府批准以

後，在 2005 年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京都議定書要求 Annex I(OECD

國家及歐洲的前共產主義國家)的已開發國家在 2008 - 2012 年期間

溫室氣體的平均排放量要比 1990 年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減少 5.2%，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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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氣體的排放量不包含國際航空及海運。歐盟在 2002 年 5 月 31 日就

簽署京都議定書，並同意比1990年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減少8%。在2002

年 12 月，歐盟設立溫室氣體排放交易體系，對能源、鋼鐵、水泥、

玻璃、製磚及製紙等六種影響溫室氣體排放的產業給予排放額度，對

超過排放額度的國家處以罰金，在 2005 年每公噸二氧化碳超額排放

罰 40 歐元，在 2008 年將提升到 100 歐元，預計 2008 年歐盟將達到

比 1990 年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減少 4.7%。預期航空產業未來的成長，

航空公司到 2012 年的二氧化碳的排放量將比 1990 年增加一倍以上，

歐盟執意要推動將噴射客機所排放的溫室氣體納入其交換體系內，依

照歐盟委員會的構想，歐盟境內的所有的航班將從 2011 年起限制溫

室氣體的排放，從 2012 年起所有進出歐盟 27 國領空的外國航空公司

航班也將適用這項規定的，不過這項計劃在 2007 年 9 月 29 日遭到

ICAO 會員國的反對。美國在 2005 年是全球使用石化燃料產生二氧化

碳最多的國家，如簽署京都議定書的管制溫室氣體排放，對美國的經

濟會有很大的衝擊，所以美國以管制溫室氣體排放不能影響經濟發展

為前提、溫室效應缺乏科學根據、京都議定書並未管制開發中國家的

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如中國及印度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拒絕簽署京都

議定書。雖然拒絕簽署京都議定書，美國仍設定目標，到 2012 年減

少 18%的二氧化碳強度(intensity)。目前的京都議定書只能管制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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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加拿大、日本及俄羅斯等國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它們約佔全球總

量的 28%。環保人員估計，因京都議定書做了太多的妥協，至 2012

年排放量只能比 1990 年的排放量減少 1.8%(CNN, 2001/07/24)。世

界衛生組織資助的研究報告指出，如果不能有效減少空氣汙染問題，

2008 年到 2020 年之間，全世界因為空氣汙染問題死亡的累積人數將

高達 8百萬人，OECD 也估計因為溫室效應氣體排放量不斷上升所造

成的公共健康及農業損失，將可能會在 2050 年造成 GDP 減少 1%至

3%(路透社,2001/07/24)。2007 年 12 月聯合國在印尼峇里島舉行的

全球氣候變遷會議的目的在制定大多數國家都能參與的新協定以取

代 2012 年到期的京都議定書，歐洲與美國代表一直到最後關頭都還

針鋒相對，原因是歐盟建議到 2020 年，已開發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

量必須比 1990 年的排放量減少 25%至 40%，但美國反對，最後雙方同

意不列出具體數字，僅間接觸及。與會的一百九十國代表最後勉強通

過協商新全球暖化協定的計劃「峇里島路線圖」。根據峇里島路線圖，

各國同意在 2009 年年底前在哥本哈根結束談判，談判結果可能會決

定未來幾年世人遏止全球暖化的效果。 

一、京都機制  

    京都機制(Kyoto Mechanisms)為京都議定書提供給承諾溫室氣

體減量的國家以符合彈性及成本效益的方法達到減量目標。京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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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場機制為基礎，包括排放交易(Emission Trading)、跨國聯合執

行(Joint Implementation)及清潔發展機制(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三種方法，因為二氧化碳為主要的溫室氣體，通常稱為碳

交易，碳成為交易的商品，形成所謂的＂碳市場(carbon market)＂。

京都機制的目的為： 

(1) 經由科技的轉移及投資促進永續的發展。 

(2) 協助需要溫室氣體減量的已開發國家在其他國家以較低的成本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達成排放目標。 

(3) 鼓勵私人企業及開發中國家積極參與溫室氣體減量。 

1. 排放交易(Emission Trading)  

    在京都議定書 Article 17，國際排放交易讓承諾溫室氣體減量

的已開發國家可以彼此交易過剩或不足的排放量。從 2008 年起歐盟

的排放交易體系成為京都議定書排放交易的一部分。 

2. 跨國聯合執行(Joint Implementation) 

    在京都議定書 Article 6，允許承諾溫室氣體減量的已開發國家

可以在另外一個承諾溫室氣體減量的已開發國家投資溫室氣體排放

減量計劃，從而取得排放減量單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s(EURs))

的信用。對投資國家來說，若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的成本高過其他的國

家，則可以投資他國減量設備與資助他國進行減量所需的成本，以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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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身溫室氣體的排放減量，而被投資國可以獲得投資及技術轉移，

執行此方案的利基在於比較利益法則。 

3. 清潔發展機制(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在京都議定書 Article 12，允許承諾溫室氣體減量的已開發國

家可以在一個不需承諾溫室氣體減量的開發中國家投資，投資計畫不

僅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也要協助該國永續發展，已開發國家從而取得

可轉賣的排放減量證明(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CERs))。

清潔發展機制是全球第一個環境投資及信用體系，不儘讓許多國家參

與氣候變遷的工作，同時連結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對環境議題的

對話。自 2006 年開始運作以來，清潔發展機制已經登記超過 1000 個

投資計劃，在京都議定書有效期間(2008-2012 年)預期產生超過 27

億噸的二氧化碳當量的排放減量證明。 

 

第六節 2012 年後全球氣候變遷的新協定架構 

 

     如要成功將大氣的溫室氣體濃度穩定在某一個水平，那必須將

美國及重要的開發中國家，如中國、印度、巴西、南非等國家納入新

協定。面對各國不同的經濟發展階段，要如何了解各國加入新協定的

先決條件以及他們考量自身利害的優先順序？要如何分攤減少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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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排放所需的費用？要如何分攤溫室效應造成損害的費用？要如

何分攤適應氣候變遷所需的費用？這些都必須透過多邊的國際協商

機制才能獲得解決。新合約的架構仍然以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為第一優

先，但也必須重視適應氣候變遷及永續發展的議題。新合約的架構必

須能吸引大多數國家的認同與參與，同時也能達削減溫室氣體排放量

的環境確定性，所以承諾削減溫室氣體排放量結合各種經濟的獎勵措

施是未來新合約不可缺少的要素。 

    「瑞典環境保護機構的 5428 報告」，其對 2012 年以後全球氣候

合作的模式、合約架構、協商的標準等提出建議，摘錄要點如下。 

一、國際氣候協商合約的架構 

    國際氣候協商合約的架構可以分解為以下五個成分如圖 2-6 所

示： 

1. 法律的狀態(Legal status)：該合約是多邊的，區域性或雙邊的？     

    是有拘束力的或沒有拘束力的？由聯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管   

    轄？只適用到一個合約或多個合約？包含哪些成員？非政府組 

    織、企業界及產業界有參加嗎？ 

2. 方向及目標(Orientation and scope)：合約的方向為削減溫室 

    氣體排放，科技發展，適應環境或永續發展？或者具有多重目 

    標，如何進行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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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責任分配原則(Principles of burden sharing)：全球的承諾如 

    何分配給各國？如何籌措適應環境變遷所需的資金？ 

4. 承諾的形式(Type of commitments)：如何決定承諾？絕對量化 

    或相對量化的削減排放量，技術標準或多重指標？有拘束力的或 

    沒有拘束力？強制的程度如何？ 

5. 政策執行的形式(Type of policy instruments)：何種政策被用 

   來執行承諾？例如:排放交易體系，課徵碳稅或自願同意？ 

 

 

 

 

 

 

 

 

 

 

圖 2-6 為國際氣候協商合約的架構及主要成分 

資料來源：瑞典環境保護機構 5428 報告, Nov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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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京都議定書為例： 

1. 法律的狀態(Legal status)：為一單獨的多邊合約直接連結到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2. 方向及目標(Orientation and scope)：主要以削減溫室氣體排

放量，穩定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度到一個安全的水平為目標。 

3. 責任分配原則(Principles of burden sharing)：以追究歷史

責任為責任分配原則，要求已開發國家對目前大氣的溫室氣體

狀況負責，優先要求他們承諾削減溫室氣體排放量。 

4. 承諾的形式(Type of commitments)：對簽署合約的 Annex I

國家要求他們承諾溫室氣體排放量的額度，對其他國家要求其

軟性(softer)承諾在 UNFCCC 同意的事項。  

5. 政策執行的形式(Type of policy instruments)：「京都機制」

為京都議定書促進國際合作以降低削減溫室氣體排放成本的機

制：包含排放交易(emission trading),共同執行(joint 

implementation)，清潔發展機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二、國際氣候協商合約的標準 

1. 環境的標準(Environmental criterion) 

   Philibert 與 Pershing(2001)及 den Elzen (2002)定義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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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性(environmental effectiveness)為全球溫室氣體被削減   

   了多少？採用這種定義的合約必須嚴格執行，避免一個國家藉著 

   將產業外移將自己的溫室氣體排放轉移到別的國家，自己國家的 

   排放量減少但全球的排放量增加的現象。另一種環境的標準是要  

   求削減溫室氣體到某一個量的相對確定性。對要求削減較少溫室 

   氣體的合約，相對而言較容易達到，具有較高的確定性。在這種 

   合約架構下，為了達到較高的環境確定性，反而得到較低的環境 

   有效性。 

2. 公平的標準(Equity criteria) 

   公平在氣候變遷是一個爭議很大的議題，誰要對氣候改變負最大      

的責任？誰處在最大的危機？誰有最大的機會採取行動？我們

對未來的世代負有什們責任？我們有什麼權利使用大氣中的氣

體？在報告中對公平採用四個標準：需要(need)，責任

(responsibility)，能力(capacity)，可能性(possibility)，

定義如下： 

(1) 需要(need)：排放溫室氣體的權利必需能讓人類有最起碼的生活  

    水準為先。 

(2) 責任(responsibility)：解決問題所需分攤的費用將視該組織對 

    這個問題需要負多少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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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力(capability)：國家支付削減溫室氣體的能力，通常以人均 

    所得來表示(GDP per capita)。支付能力可以視為公平的一個觀 

    點，但不同的國家削減一個單位的溫室氣體所需的成本對其經濟 

    的衝擊不同。像日本削減每噸二氧化碳的成本高達 95 美元，歐 

盟削減每噸二氧化碳的成本僅 18 美元。 

(4) 可能性(possibility)：以低成本來削減溫室氣體的可能性，通 

常一個缺乏能源使用效率的國家有較大的可能性以較低的成本

達成二氧化碳減量的目標。因此，能源效率或能源強度

(intensive)常常拿來作為可能性的指標。 

3. 經濟的標準(Economic criteria) 

   理論上來說，經濟的標準是用來評估使用一種方法所獲得的利益 

   是否超過它所需的成本。但對於全球氣候變遷這種既複雜，影響 

   範圍又大的問題，使用成本效益分析具有高度的不確定性。成本  

   效益分析只能用來評估，採用最經濟的方法來完成一個或多個目   

   標。經濟的確定性(Economic certainty)是另一個標準，簡單的 

   說，經濟的確定性就是可以明確的定義出溫室氣體減量所需的成  

   本。如同環境的確定性，一個經濟較確定的合約並不保證它具有 

   較好的環境有效性。美國等許多國家批評京都議定書對溫室氣體 

   減量的要求缺乏經濟的確定性，即不知道要花多少成本才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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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量的目標。在現實的政治環境，環境的確定性及經濟的確定性 

   往往互相妥協。 

4. 可行性標準(Feasibility)：兩個基準用來表達可行性標準：簡 

   單(simplicity)和透明(transparency)，即合約內容要簡單以致 

   容易被檢查及驗證。 

5. 政治接受及實際參與標準(Political acceptance and real  

   participation)：政治接受的標準在於如何知道可以接受哪些合 

   約的內容且可以付諸實施，政府必須要詳細分析合約的有效性， 

   僅接受合約並不一定代表可以執行此合約。實際參與的標準在於 

   合約內容要到哪種程度才能保證所有的國家及有影響力的組織 

   (例如非政府組織)都會參與。當國家及有影響力的組織廣泛的參 

   與合約，從環境及經濟的觀點來看將使整個系統更有效率。  

6. 評價標準(Weighing-up of criteria) 

   許多國際協商合約往往要將不同的標準妥協才能選擇適合的合 

   約。最常見的是環境確定性及經濟確定性的妥協。在京都議定書， 

   要求達到承諾的排放減量，因為要達到這個排放減量所需的成本 

   過高，使得許多國家不願意參與，最終僅達到有限的環境有效性。   

   所以某種評價的標準必須用來評估各種標準，承諾及各種可能產 

   生的利弊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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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2 年後京都議定書的替代架構 

   在報告中研究九種可能取代京都議定書的氣候合約架構如下： 

1. Kyoto Plus： 以京都議定書及「京都機制」為基礎，要求目前在

Annex I 外的國家也要承諾溫室氣體減量。 

    (1) 法律的狀態：連結到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2) 方向及目標：削減溫室氣體排放量。 

 (3) 責任分配原則：歷史的排放量。 

(4) 承諾的形式：不得超過排放額度。  

    (5) 政策執行的形式：京都機制。 

優點：各國都已熟悉京都議定書，但必須嚴格執行才能達到環境

的有效性。配合「京都機制」使減量所需成本符合成本效益。 

缺點：無法預估減量所需的成本，缺乏經濟的確定性，對經濟發

展造成衝擊。各國所應負的責任可以因國家及政治環境協商，使

得合約複雜化缺乏簡單和透明性。 

2. A system based on intensity targets：與約各國承諾在特定期

間的排放強度(每單位 GDP 的排放量)。 

   (1) 法律的狀態：連結到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2) 方向及目標：削減溫室氣體排放量。 

   (3) 責任分配原則：歷史的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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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承諾的形式：不得超過額定排放強度。 

   (5) 政策執行的形式：京都機制。 

優點：對美國及大多數正值經濟發展的開發中國家較傾向承諾排

放強度，越多的國家參與越可以達到環境的有效性。 

缺點：最大的缺點是承諾排放強度並不能保證大氣的溫室氣體濃

度達到一個安全的水平且排放強度受到經濟因素對 GDP 的影響，

不容易監督。 

3. Price cap：以京都議定書及「京都機制」為基礎，對於市場排放 

   權的交易設定價格的上限，當市場價格超過此上限時，可以由政 

   府機關以此上限的價格出售排放權。 

    (1) 法律的狀態：連結到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2) 方向及目標：削減溫室氣體排放量。 

(3) 責任分配原則：歷史的排放量。 

(4) 承諾的形式：不得超過排放額度以及設定交易價格的上限。  

    (5) 政策執行的形式：京都機制。 

優點：交易價格的上限提供較好的經濟確定性，使美國及開發中

的國家不會擔心超過排放額度影響經濟的發展，鼓勵他們簽署合

約。 

缺點：最大的缺點必須經過複雜的國際協商達到各國同意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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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度以及交易價格的上限。交易價格越低，排放量越高，設定價

格的高低會影響環境的有效性。 

4. A technology protocol：採用先進的技術標準來減少溫室氣體的 

   排放，自願參與的非 Annex I 國家可以獲得全球資金的補助。 

   (1) 法律的狀態：連結到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2) 方向及目標：削減溫室氣體排放量。  

   (3) 責任分配原則：依能力支付。  

   (4) 承諾的形式：以技術為基準。 

   (5) 政策執行的形式：訂定技術的標準。 

   優點：使用較高的科技來減少排放量及發展經濟。 

   缺點：沒有設定排放的額度，無法確定對環境的保護。對技術的    

   標準不易協商且科技的發展充滿不確定性。對沒有能力參與研發  

   的落後國家缺乏公平性。  

5. 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共同研發無碳或減碳 

  的技術取代現有的技術，參與國以自己的能力資助研發的進行。 

(1) 法律的狀態：連結到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2) 方向及目標：科技發展。 

(3) 責任分配原則：依能力支付。 

(4) 承諾的形式：共同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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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點：使用較高的科技來減少排放量及發展經濟。 

 缺點：沒有設定排放的額度，無法確定對環境的保護，各國只選擇 

 增加自己競爭力的科技，美國、中國、印度、南非致力於減碳技術， 

 歐盟和巴西將致力於再生能源，石油輸出組織國家不希望研發對石  

 油、天然氣輸出有影響的科技。對沒有能力參與研發的落後國家缺 

 乏公平性。 

6. Multi-stage Kyoto：Annex I 的國家適用京都議定書的減量額度，

其他非 Annex I 的國家依照人均所得(per capita income)為門檻

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對於落後國家不需有排放量的承諾。 

第二階段：當人均所得達到 Annex I 國家在 1990 年人均所得的

30%時，承諾排放強度目標。 

第三階段：當人均所得達到 Annex I 國家在 1990 年人均所得的

40%時，在進入第四階段前有 10 年的時間穩定溫室氣體排放量。 

第四階段：將適用減量額度使全球溫室氣體達到減量的目標。 

(1) 法律的狀態：連結到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2) 方向及目標：削減溫室氣體排放量  

(3) 責任分配原則：對 Annex I 國家以歷史的排放量，對非 

    Annex I 國家以能力支付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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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承諾的形式：分階段採用排放強度及排放減量額度。  

(5) 政策執行的形式：京都機制。 

    優點：對全球環境的保護具有較高的確定性，同時兼顧開發中國 

    家的經濟發展。 

    缺點：Annex I 國家必須先支付不確定的成本進行溫室氣體減量 

    ，很難監督非 Annex I 的國家應位於哪一個階段。 

7. Kyoto +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結合京都議定書的削減排 

   放量及科技研發。 

   (1) 法律的狀態：連結到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2) 方向及目標：削減溫室氣體排放量及科技發展。  

(3) 責任分配原則：歷史的排放量。 

   (4) 承諾的形式：排放額度及科技發展基金。  

(5) 政策執行的形式：京都機制。 

優點；短期以京都議定書的減量為目標，長期以科技發展來降低

減量的費用及提高減量的目標。 

缺點：科技研發為長期目標且具不確定性。 

8. Kyoto plus SD-PAMs：對 Annex I 國家依京都議定書的減量目標， 

   開發中的國家提出永續發展目標及自願排放減量計畫。    

  (1) 法律的狀態：連結到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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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方向及目標：削減溫室氣體排放量及永續發展。  

  (3) 責任分配原則：Annex I 國家以歷史的排放量，非 Annex I 

   國家為自願參加。 

  (4) 承諾的形式：Annex I 國家依排放減量額度，非 Annex I 國家 

      依永續發展目標自願提出排放減量。 

  (5) 政策執行的形式：Annex I 國家採用「京都機制」，非  

      Annex I 國家提出永續發展目標及自願排放減量計畫。 

優點：開發中的國家獲得自願，彈性及以永續發展為優先考量。 

缺點：Annex I 國家繼續依京都議定書削減排放量，開發中的國

家依國家情況自願削減排放量。Annex I 國家會接受這種不公平  

的合約？ 

9. A sector-based system：以產業為基礎承諾溫室氣體減量，可以

運作於 UNFCCC 的架構之外，由有意願的產業自行承諾溫室氣體排

放，或由某區域的產業形成排放交易體系，譬如歐盟以產業為基

礎的排放交易體系，可以逐漸擴展到其他區域或國家。 

   (1) 法律的狀態：連結到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或產 

       業組織。 

   (2) 方向及目標：削減溫室氣體排放量。  

   (3) 責任分配原則：由參與的產業做出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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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承諾的形式：產業承諾溫室氣體減量目標。 

   (5) 政策執行的形式：京都機制。  

   優點：依據京都議定書所設定的溫室氣體排放額度，所以這個系 

   統可達到的環境確定性高，且可以獲得較佳的成本效益。這個系 

   統也可以擴展到京都議定書未包含的產業，像國際航空及海運產 

   業。 

   缺點：這個系統複雜，需要提供密集的資料，對開發中國家不具    

   有吸引力，不過歐盟推動的以產業為基礎的排放交易體系，它用 

   來決定責任分配的原則，可以作為國際協商者的參考。 

 

   這九種可能在 2012 年後替代京都議定書的氣候合約架構，其中以

Kyoto plus, Price cap, Intensity target, Multi-stage Kyoto

及 Kyoto +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等五種較具有吸引力。在這

五種合約架構，Annex I 國家仍被要求對排放量做出承諾，以京都機

制做為政策執行的方式，其中又以 Multi-stage Kyoto 最具有希望，

因為它能兼顧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能吸引開發中國家的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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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以產業為基礎的全球氣候變遷協定 

 

    Kulovesi 與 keinanen 兩位學者認為氣候暖化是全球所面臨最

嚴重的問題更甚於國際恐怖活動且問題的複雜性關係到科學及削減

溫室氣體對經濟的衝擊，更複雜的是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的不對稱，

已開發國家過去及現在都是溫室氣體最大的排放者，而開發中國家較

缺乏能力面對暴風雨、洪水、乾旱等天災的侵襲，因來不及適應氣候

變遷而遭受生命及財務的損失，同時開發中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量的

成長非常迅速，預計到 2020 到 2030 年間將超過已開發國家。因此他

們認為抑制溫室氣體排放是刻不容緩的工作，但因應氣候變遷的立法

程序複雜耗時過長，從 1990 年開始協商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1997 年簽署京都議定書，一直到 2005 年 2 月 16 日才進

入執行階段。Kulovesi 與 keinanen 兩位學者對後京都議定書提出以

全球產業合作的方式進行氣候變遷協定，這個觀念與「瑞典環境保護

機構的 5428 報告」的 A sector-based system (以產業為基礎)的替

代合約架構相符合。根據京都議定書 Article 2.2，國際航空業及海

運業不容易將它們排放的溫室氣體歸屬於哪一個國家，雖然將它們排

除在京都議定書的溫室氣體排放的管制外，但要求在國際民航組織

(ICAO)及國際海運組織(IMO)上討論這兩種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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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這種模式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 

一、適合國際產業合作的條件 

根據 Kevin Baumert, Timothy Herzog 及 Jonathan Pershing

的研究，以下列七個標準來評估適合國際合作的產業： 

1. 溫室氣體排放量：以對溫室氣體排放比重大者為優先考量國際合 

作的產業，像電力、交通、化學、水泥、煉鋼業、建築、農業、

森林等產業。 

2. 國際化的程度：從事國際貿易或投資的跨國際產業適合國際合 

作，像汽車，飛機，鋼鐵，化學，和鋁業等產業。這些國際性的

產業因國際競爭的環境，在比較利益的考量下，跨國公司將國內

的工廠外移到其他的國家生產造成將本國部分的溫室氣體排放量

移轉到其他國家，容易造成該國溫室氣體的溢漏(leakage)現象。 

3. 產業的集中度：產業內公司數量愈少，經濟活動集中在少數跨國 

公司或產業大都聚集在某一個國家愈適合國際合作。像飛機製造

主要集中在美國的波音及歐洲的空中巴士兩家公司，或者像全世

界的水泥業一半以上聚集在中國。反之，產業內的公司數量多，

公司規模小或分散在許多國家者則不利於國際合作。 

4. 產品及製程的一致化程度：產品及製程愈一致性的產業，其產品

容易標準化，訂定技術及產品性能的標準，該產業適合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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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水泥、鋼鐵和鋁、飛機及汽車等產業。反之，產品及製程愈多

樣化的產業愈不利於國際合作，像化學、食品、建築、農業等產

業。 

5. 政府的角色：政府在產業擁有政治或經濟利益，藉由所有權，補

助，貿易保護等措施介入產業的經營，由於政府是利害關係人，

所以該產業不利於國際合作，像電力、森林、農業等產業。反之，

政府有效建立具國際標準的產業，像建築、汽車、飛機等或不受

政府干預的產業較適合國際合作。 

6. 測量溫室氣體排放量的準確度：對不能準確測量溫室氣體排放的

產業不利於國際合作，像土地改變與森林業、農業、航空等產業。 

7. 溫室氣體排放的歸屬責任：目前以國家為計算溫室氣體排放單位

的方式，對一些跨越國界排放溫室氣體的產業，像航空及海運，

它們排放的廢氣應歸屬哪一個國家？對一些航空轉運樞紐，或者

高能源密集產業像化學、鋼鐵、鋁的輸出國，將溫室氣體排放計

算在這些國家並不公平，這些國家已在國際上提出抗議。 

 

由以上的標準可以看出汽車、飛機、鋼鐵、水泥、製鋁等產業屬

於廠商高度集中，高國際貿易度，產品及製程的一致性適合於國際合

作的產業，國際航空業雖不易歸屬溫室氣體排放的責任，這可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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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歸屬責任的觀念來克服。化學產業的廠商眾多，產品多樣化不

易達成產業及技術的標準，土地改變與森林業不易估算二氧化碳的排

放量及吸收量，這些因素使這些產業不易進行國際合作。 

二、產業合作的模式 

產業合作的觀念有許多不同模式，主要可分為兩種：實質產業模

式(Substantive sectoral models)及程序產業模式(Procedural 

sectoral models)。 

1. 實質產業模式： 

以國際氣候和環境研究中心(CICERO)所建議的＂the multi-sector 

convergence approach＂為例，是一種全面性的實質產業模式，以類

似京都議定書的方式先設定不同產業(像電力、交通、服務、農業)

的排放額度，再根據每個國家的氣候、人口密度、農業、再生能源等

因素決定每個國家在不同產業的排放額度，最重要的一點是要使每個

國家的人均排放量要達到相同。實質產業模式並不需要像京都議定書

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為目標，像 Edmonds 和 Wise 兩位學者建議在

2020 年以後必須擁有新式的石化電力廠或綜合性燃油提煉工廠，這

些工廠必須具備在生產過程中將二氧化碳分離的能力。 

2. 程序產業模式： 

此模式的主要特性在以產業為氣候變遷協定簽約的對象，這些產業必



 

 45

須密切的參與全球氣候的政策。這種模式可分為兩類：(1)以國家為

締約對象及(2)由產業代表締約或由國家與產業代表締約。第(1)類為

將產業對溫室氣體排放的承諾連結到現有「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及京都議定書的氣候變遷協議，由國家或具有國際法人格

的跨政府組織，像聯合國、國際貿易組織等締約，這種合約適用於公

國際法(Public International Law)。像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國際

海運組織(IMO)都是聯合國的代理機構屬於跨政府組織適用於公國際

法，兩者都致力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他們依據公國際法制定條約，

這些條約必須先獲得 ICAO/IMO 組成國家立法機關的同意後，再由政

府批准，經過各國政府批准的 ICAO/IMO 條約必須融入該國的法律系

統予以解釋和強制執行。目前國際上還沒有第(2)類這種全球性的產

業代表締約，或國家與產業代表締約的範例，但此類模式不需以國家

為締約的對象，這類的協定適用於某一個國家的法律，這個適用的法

律及解決爭議的場所必須依據私國際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或由締約者明確選擇的法律條款。像國際鋁業組織(International 

Aluminium Institute (IAI))是一個國際性的產業組織，它是一個建

立在英國法律系統(British Legal System)的法律實體(legal 

entity)，由全世界不同區域的 26 個公司組成，成員代表為公司的執

行長或資深管理者擔任，IAI 所參與的法律條約屬於私國際法



 

 46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範圍，包括： 

(a) IAI 組織內成員的合約。  

(b) IAI 和其他產業組織的合約。  

(c) IAI 和個別國家的合約。  

(d) IAI 和跨政府組織，如歐盟的合約。 

首先合約條款必須由成員和他所代表的公司協商，因為公司必須為它

的股東負責，取得公司同意後，代表成員才能簽署合約，而在(c)和

(d)的情形，國家及跨政府組織介入產業合作協商的目的都是想藉由

公權力影響產業對溫室氣體協商的結果，但它們的影響力只侷限在其

領土的司法權。目前產業界為了因應來自環保團體或國家對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的壓力，在商業利益的考量下自願和政府簽署環境保護合約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agreement)，其目的在避免政府使用公

權力強迫產業削減溫室氣體排放，在紐西蘭，政府和產業或個別的公

司已有自願環保合約以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參與簽約的公司可以免

除排放稅。在英國，政府和 40 個能源密集的產業有自願環保合約，

參與的公司可以免除在氣候變遷問題上的課稅。由產業主動參與，符

合成本效益及因地制宜的原則，迅速完成環保的目標是產業參與自願

環保合約的優點，但在執行上發現有以下的缺失： 

(a) 產業參與合約的動機只是為了商業利益考量，避免政府制定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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箝制產業的活動，合約內容缺乏具挑戰性的目標。在缺乏國際性

法規的強制要求下，全球性的產業自願環保合約是不容易達成

的。 

(b) 在合約的法律架構及協商過程沒有立法機關、環保團體或非政府

組織參與，協商過程會有瑕疵及不夠透明化。 

(c) 由於是自願性質，沒有法律強制執行的效果，缺乏執行力，沒有

達到目標也不會受到法律的制裁，欠缺監督的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