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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減緩航空產業溫室效應的改善對策 

 

    本章共分為七節，主要分別說明減緩航空溫室效應的改善對策。

改善對策可分為科技面、營運操作面及經濟政策面，科技面包括飛機

及引擎的製造研發及替代性的燃油，營運操作面包括改善航管系統及

飛航操作方法，經濟政策面包括排放交易體系及課徵碳稅。第一節為

飛機及引擎的製造研發；第二節為替代性的燃油；第三節為改善航管

系統及飛航操作方法；第四節為排放交易體系；第五節說明適用航空

的排放交易體系；第六節為課徵碳稅；第七節說明要採用排放交易體

系或課徵碳稅？ 

 

第一節 飛機及引擎的製造研發 

 

    設計一種新型飛機的時間約需 10-15 年，在生產線生產的時間約

20 年到 30 年，一架飛機的服務年限為 25 年到 40 年。可見飛機從研

發、設計、製造到市場服務是一種生命週期很長的產品，因此飛機及

發動機製造廠商必須增加對大氣科學的了解，投資未來的科技，改善

他們設計出來的飛機在未來幾十年對環境的影響。從 1960 到 1990

年，燃油的效率已經增加了 3 倍，估計從 1960 到 2004 年，燃油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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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增加了 4 倍，在這個期間飛機及發動機製造商在機體及引擎的研發

對提升燃油效率所做的貢獻是相當的，未來在空氣動力學、飛機結構

及引擎的推力效率仍要繼續研發新的技術以提升燃油的效率。例如，

波音在B737-700/800安裝一體成型的翼尖(blended winglet)以減少

空氣阻力，一架安裝 blended winglet 的 B737NG 飛機每年可以節省

95,000 到 130,000 加侖的燃油，可以減少 4%的ㄧ氧化碳及 5%的氧化

氮(NOx)的排放量及減少 6.5%起飛時噪音影響範圍。波音 B787 機體

採用 50%的複合材料，複合材料是一種非金屬材料，具有重量輕且強

度強，不會銹蝕，可耐高溫，易維修等優點，可以節省 20%-30%的燃

油，空中巴士 A380 機體採用 25%的複合材料，未來在與波音 B787 競

爭的 A350 也會使用大量的複合材料。奇異(GE)公司為 B787 設計的新

一代引擎 GEnx 為一具兼顧環保的引擎，具有低廢氣排放量，氧化氮

(NOx)的排放量只有 CAEP6 限制量的 57%，噪音影響範圍只有目前 CF6

引擎的50%，引擎的風扇葉片(fan blade)及包含葉片的外殼(fan case)

也採用複合材料節省 400 磅的重量可提高燃油效率。 

    2008 年 4 月初波音公司在香港舉辦的顧客服務會議(Boeing 

Customer Support Symposium)，在晚上的接待餐會和波音公司的環

境主管 Mr. Per Noren 討論是否有「溫室效應」的存在，他很肯定

的說「他相信有溫室效應！」，Mr. Per Noren 到波音工作之前是在



 

 3

歐洲的一家環保公司工作。波音是一家具有社會責任觀念的公司，在

飛機設計已融入環保性能的要求，在飛機製造時要求清潔的環保製

程，波音公司已是全球知名的環保飛機製造廠商，在隔天早上 Mr. Per 

Noren 做簡報時提出波音的環境策略 (Environmental Strategy)。 

願景：創造一個永續的未來 

策略：創新科技競賽的先驅 

優先順序：集中在二氧化碳、燃油及系統的效率 

方法：全球共同合作使每一個人都受惠 

 

第二節 替代性燃油 

 

    自從 2003 年美國發動伊拉克戰爭後，國際局勢緊張，加上中國、

印度、巴西、俄羅斯金磚四國的經濟發展，每桶原油的價格在 2005

年 6 月破 60 美元，2007 年 10 月破 90 美元，2008 年第一個交易日首

度突破每桶 100 美元大關，雖隨即回檔，仍創每桶 99.62 美元。航空

產業在面對高油價及溫室效應的雙重壓力下，發動機及飛機製造公司

已著手開發替代性的燃油，來解除全球對石油需求的壓力及減少二氧

化碳的排放。替代性燃油的開發可以分為近期、中期及長期三個階段

的解決方案，近期的解決方案是使用由煤或天然氣提煉出來的綜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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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Synthetic Fuels)混合現有的燃油，中期的解決方案為使用航

空燃油或綜合性燃油混合生質燃油(Bio-fuels)，長期的解決方案為

使用不排放二氧化碳的液態氫或液態甲烷做燃料，分述如下： 

一、短期的解決方案： 

    煤和天然氣是最普遍的原料經由Fischer-Tropsch(FT)生產流程

提煉出綜合性燃油，綜合性燃油和現有航空燃油混合後可以成為替代

燃油。目前在南非的約翰尼斯堡機場綜合性燃油以最高到 50%比例和

Jet-A 燃油混合(Sasol fuel)，使用多年的結果證明對飛機和發動機

的性能沒有負面的影響，不過大量的能源被消耗在 FT 生產流程，從

生產到燃燒綜合性燃油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比使用航空燃油排放的二

氧化碳高 1.8 倍，因此唯有能夠分離 FT 生產過程所產生的二氧化碳，

避免被排放到大氣中，則綜合性燃油才能視為短期的解決方案，不過

將會增加綜合性燃油的生產成本。 

二、中期的解決方案 

    生質燃油傳統上由農作物中提煉出來，它的優點為一種再生燃油

及產生很低的二氧化碳排放量。將生質燃油使用於航空產業需要克服

許多的技術問題，其中之ㄧ為在生質燃油在巡航溫度時會結冰，另外

一個主要的問題是在引擎高溫操作環境缺乏穩定性，不過將 20%的生

質燃油混合 80%的 Jet-A 航空燃油就可符合燃油需要的高溫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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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從玉米、大豆、油菜種子提煉足夠的生質燃油供航空產業使用將會

影響農地食物的生產。舉例來說，以 15%的生質燃油混合 85%的 Jet-A

航空燃油供美國國內商用機，將需要 20 億加侖的生質燃油，生產這

麼多的生質燃油需要 3400 萬英畝的土地，相當於佛羅里達州的面

積。最近科學家發現ㄧ種海藻，每年每英畝可以提煉出10,000-20,000

加侖的生質燃油比從大豆提煉的量高 150-300 倍。因此，中期的解決

方案為生質燃油混合綜合性燃油或 Jet-A 航空燃油成為替代燃油，不

過需要改善生質燃油的生產成本，克服生質燃油在巡航高度結冰，高

溫操作缺乏穩定性，以及提升熱效率增加引擎的推力等技術問題。 

三、長期的解決方案 

    長期解決方案的替代燃油必須能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兼顧經濟

發展及環境生態，所以必須使用低碳或無碳的燃料。最有可能的燃料

來源為液態氫及液態甲烷，但面臨的問題有：如何在地面運送液態燃

料？如何在機上儲存液態燃料？如何汽化液態燃料供引擎使用？引

擎燃燒氫氣產生的水蒸氣形成的飛行雲及卷雲對環境有何影響？可

以預想飛機結構，燃油系統及引擎的設計必須做大幅度的修改，飛機

的外型和今天看到的完全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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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改善航管系統及飛航操作 

 

一、飛航限制 

    航空公司都希望飛機能在完全沒有限制的情況下選擇最佳的飛

行計畫(flight plan)以節省飛行的時間，節省飛行的時間可以節省

燃油消耗，節省維修費用，對航空公司的成本有很大的助益，但在實

際營運經驗，航空公司因下列的因素而無法取得最佳的飛行計畫： 

1. 航管系統的因素：每個國家都有管理空域交通的航管單位，由於 

   領空安全的考量以及航管單位使用不同的航管系統使航空交通的 

   管制複雜化，航空公司受到航管系統的限制無法規劃最佳的航路。 

2. 政治因素：敵對國家之間不得飛越對方的領空，像以色列不能飛  

   越阿拉伯國家的領空，必須繞道飛行，台灣和大陸不能直航，必     

   須經第三地轉機。還有飛機也要避開戰爭的區域繞道飛行。 

1. 經濟的因素：有些國家要求飛越他們的領空需要支付高額的費 

   用，像從臺灣飛越俄國的領空直飛巴黎，因俄國收取高額的費用 

   (權利金)使台灣直飛到巴黎不符合經濟效益。 

2. 飛機的性能限制：因飛機的裝備性能不足使航路的規劃受到限 

   制，例如以前高度計的精確度不夠精準而必須使用 2000 呎最低的 

   垂直分隔距離。雙引擎的飛機須沿著當一具引擎故障時必需在  

   規定時間(60 分鐘)內可以找到降落機場的路徑飛行。 

   

隨著技術的改善，航機系統及引擎的可靠性已明顯提昇，目前除了俄

國及非洲部份空域仍採用傳統 2000 呎垂直分隔距離外， 其他主要空

域已逐漸實施 RVSM，將垂直分隔距離縮小到 1000 呎，有效改善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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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容量， 提昇航機飛行效率。而現今雙引擎航機也已可不受 60 分

鐘航路飛行限制(例如 B777-300ER 可延長至 207 分鐘)而採更佳更經

濟的航路飛行。 

    在相關的機制及法規都完備的情況下，IPCC 預估需要 20 年的時

間才能完全解除飛航管制的限制，則可以減少 6%到 12%的燃油消耗。

其他像增加旅客及貨物的承載率，減少飛機不必要的重量，降低飛行

的阻力，使用最佳的飛行速率，減少使用飛機輔助動力系統(APU)，

減少滑行的時間則可以減少 2%到 6%的燃油消耗。 

    在 2006 年，ICAO 與 IATA、各國政府、航管單位共同努力，在非

洲、美洲、亞洲及歐洲改善了超過 350 航路，減少了 600 萬噸二氧化

碳的排放量，包括： 

1. 縮短歐洲及亞洲的航路(IATA-1)，每年減少 2,860 個飛行小時，  

   27,000 噸的燃油，及 84,800 噸的二氧化碳排放量。 

2. 開闢開羅到的黎波里的新航線，可減少 16 分鐘的飛行時間，每年 

   減少 7,000 噸二氧化碳排放量。 

3. 縮短北大西洋其中 180 條的航路，每天減少 4 到 7分鐘的飛行時 

   間，每年減少 200 噸二氧化碳的排放量。 

二、減少最低垂直分隔距離 (RVSM) 

    在 1950 年代，飛機飛行的最低垂直分隔距離為 1000 呎，因當時

高度計的精密度隨著高度增加而降低，所以需要增加飛行的垂直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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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離來維持飛行的安全。在 1960 年飛行在 FL 290 高度以上的飛機其

最低垂直分隔距離為 2000 呎，飛行在 FL 290 高度以下的飛機其最低

垂直分隔距離為 1000 呎，這個標準在 1966 年為全球所採用。在 1970

年代末期，因飛機數量急劇增加須要增加使用的空域，隨著科技的進

展，ICAO 開始探討將在 FL 290 高度以上的飛機其最低垂直分隔距離

減為 1000 呎的可行性。1980 年代，在 ICAO 的贊助下在加拿大、歐

洲、日本及美國等地進行研究，第一個評估階段在 1997 年 3 月 27 日

於北大西洋空域，飛行高度 FL 330 及 FL 370 間的最低垂直分隔距離

減為 1000 呎，第二個評估階段在 1998 年 10 月，將飛行高度 FL 310

及 FL 390 間的最低垂直分隔距離減為 1000 呎。2000 年 2 月 24 亞洲

太平洋全部空域實行 RVSM，在 2002 年 1 月歐洲全部空域實行 RVSM。

RVSM 的實行具有以下的利益： 

(1) 增加更省油的飛行高度。 

(2) 增加更省油的飛行航路。 

(3) 增加沒有障礙的飛行高度及航路。 

(4) 增加航管人員管理空中交通的彈性。 

在北太平洋使用 RVSM，每年可以節省 0.5%到 1.0%的燃油，約 800 萬

美元的燃油成本。在歐洲使用 RVSM，每年可以節省 6000 萬美元的燃

油成本，2002 年歐洲航管單位所做的環境分析報告，顯示 RVSM 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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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每年減少 3,500 噸氧化氮(NOx)的排放，減少 260 噸氧化硫的排

放，減少 1.6-2.3%的二氧化碳及水氣的排放。RVSM 的實施不僅為航

空公司節省燃油的消耗，增加空域飛行的容量，同時也為環保帶來利

益。更重要的是，RVSM 的成功實施證明經濟的發展和環境的保護是

可以兼顧的。 

三、歐盟 Single European Sky 航管改善計畫 

    歐洲航空公司每年因飛機延誤損失約 13 到 19 億歐元，飛機延誤

的原因可歸納為航管系統處理能力不足、氣候不佳、機場問題、以及

航空公司內部問題所致。預期歐洲未來 15 年每年的航空交通成長為

4%，到 2020 年航空交通將成長一倍。航空產業每年的產出占歐洲國

內生產毛額(GDP)的 2%，預期未來 15 年將增加到 3.5%，航空產業對

歐洲的經濟成長，歐盟的凝聚力，人員及貨物的運輸具有重要的地

位。目前歐洲航管系統採用的是 1950 年代的科技，不足以因應未來

航空交通成長的需求，因此在 2005 年 11 月 27 日歐盟正式宣佈 SEASR

計劃(the Single European Sky Air Traffic Management Research 

Programme)，採用最先進的衛星導航及資料傳送技術來提升飛航系統

的安全及效率，為歐盟領先全球的高科技計畫。SEASR 將歐洲整合成

單一的天空，各國不再以傳統的國界作為航空交通管理的範圍，而是

在歐盟的組織下跨越自己的領空，以空中交通流量及成本效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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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規劃航管系統，不過各國仍需遵守芝加哥公約對自己國家飛航情報

區的責任。整個 SEASR 計畫預估需要花費 21 億歐元，於 2020 年完成，

完成之後，民航機將循著＂商業軌跡(the business trajectory)＂

飛行 – 以商業的觀點而言為最佳的航路，用最短的時間，最短的距

離及最少的耗油由起飛機場到目的地的機場，假如不能使用最佳航

路，系統將會選擇最有效率的次佳選擇航路，預估只有小於 5%的航

路的耗油會超過最佳航路的耗油且不會造成延誤。SEASR 將增加歐洲

3 倍的空中交通運輸量，但如果缺少機場的基本設施，尤其是那些國

際運輸樞紐，將使得許多飛機在跑道等候起飛，許多飛機在天空等候

降落，不僅增加延誤和等候的成本也會增加噪音及廢氣的排放量，因

此擴建機場的起降跑道及基本設施將攸關 SEASR 的改善效率。 

 

第四節  排放交易體系 

 

    污染排放權的理論始於 1960 年的寇斯定理(Coase Theorem)，而

污染排放權交易市場的觀念為 Dales 於 1968 年首度提出，在 1997 年

京都高峰會議被提出來做為已開發的國家削減溫室氣體的一種工

具，它是由一個具有公權力的行政機關根據每個污染物的排放者過去

的排放量設定污染物排放的額度(allowance)給每個污染物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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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當排放量超過它的額度時就必須向那些污染物排放量低於排放額

度的污染排放者購買許可(permit)權。這種經過市場機制交易排放權

的方式可以提供經濟的誘因給參與的污染物排放者，使環境的汙染可

以達到行政機關所限制的排放總量目標，這是一種「以量制價」的概

念，具有環境確定性的效果，同時使參與的污染物的排放者可以以最

低的成本達到所需的排放量，雖然如此，排放交易的方式並不能使污

染物排放超過額度的排放者知道要花多少費用去購買他們不足的排

放許可權，所以這個方式缺乏經濟的確定性。排放交易需要一套嚴謹

監控及回報的系統來監督污染物排放者是否有超過額度，同時也做為

來年設定額度的參考，通常是以政治協商的過程決定各污染物排放者

的額度，這也是政治接受高的原因。 

一、排放交易體系主要設計成分 

    排放交易體系主要的組成成分如下： 

(1) 體系的整合(Integration of Scheme) 

    這是體系內參與者是否有機會和其他排放交易體系進行交易達 

    成排放減量的目標，可以分為開放(open)及封閉(close)排放交 

    易體系。在開放交易體系，參與者可以和體系外面交易排放許可 

    權，封閉排放交易體系參與者只能在體系內交易排放許可權。開 

    放排放交易體系獲得航空主管機關，氣候變遷主管機關及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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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的支持，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將來也容易和國際的法規及  

    其他排放交易體系相容。在經濟的分析上確認開放交易體系遠比 

    封閉交易體系更具有經濟效率。航空產業是一個持續成長的產業 

    會是排放許可權的淨購買者，在航空體系內減緩排放量的成本高 

    過和體系外交易減緩排放量的成本，所以在開放排放交易體系可 

    以大幅降低購買排放許可權的成本，估計在封閉排放交易體系排 

    放許可權的市場價格為開放排放交易體系的 10-20 倍。 

(2) 體系的模式(Type of Scheme) 

    體系的模式有以下三種： 

   (a) Cap and trade 模式：這是強制排放減量額度，提供最大的 

       環境確定性，假如航空產業可以在開放排放交易體系從體系  

       外購買信用(credits)，那是一個＂cap, credit and trade＂ 

       的模式。Cap and trade 模式是京都議定書採用的模式，是       

       最簡單，也是最適合使用的模式，不過對自願排放交易體系  

       而言，Cap and trade 是過於嚴格的模式。 

   (b) Baseline and credit 模式：這是一種替代性的模式，排放 

       額度的基準(baseline)是依參與者平時業務的運作方式 

       (business as usual)決定，當實際排放量低於基準  

       (baseline)時可以獲得信用(credits)在市場出售，實際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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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於於基準(baseline)時必須購買不足額度。 

   (c) Performance standard 模式：排放量的額度是根據每單位活 

      動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當量，例如，每位旅客公里所排放的二氧 

      化碳當量噸數(tCO2 per passenger-km)。這種模式需要考慮 

      各參與者的個別環境，以及各參與者的表現相對於整個產業的 

      標準以決定他們的相對位置。Performance standard 可作 

      為＂Cap and trade＂分配部分排放額度的原則，或用來定義 

      ＂Baseline and credit＂排放額度的基準(baseline)。 

(3) 體系的範圍(Extent of scheme) 

    這關係到參與體系的產業分布及所涵蓋的活動範圍：要減少或補 

    償哪些活動所產生的排放量？哪些企業組織(航空公司、飛機製 

    造廠商或供油商)受影響？誰可以參與交易(只有承諾排放減量 

    者)？哪些國家參與排放交易體系(只有已開發國家)？ 

(4) 排放許可權的分配機制(Permi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排放許可權的分配機制是用來分配排放額度，主要有 

    grandfathering 與 auctioning(競標)兩種機制。  

    Grandfathering 是以過去的一個時間點的排放量為參考基準， 

    免費分配參與者某些數量的排放額度，這在政策上比較容易接 

    受，也是目前大多數排放交易體系所採用的分配機制，其缺點是 



 

 14

    無法分配給缺乏歷史排放量的新進入者。競標從經濟的觀點是有    

    利的，對參與者與新進入者沒有區別，是一個較公平的機制，競 

    標的收入可用來做為減稅或從事氣候變遷研究計畫經費，不過參 

    與者需要立即支付一筆競標的費用，競標的行政作業複雜，阻礙 

    參與者加入的意願。另一種是採用混合兩種機制的方式，將大部 

    分的排放額度免費分配給參與者，只保留少數的排放權分給新進 

    入者或給排放超過額度者競標使用。 

二、排放交易體系重要的成功因素 

排放交易體系重要的成功因素如下： 

1. 環境的有效性(Environmental effectiveness)：決定環境的目 

   標被達成或可完成多少確定性。 

2. 經濟的有效性：財務上可以最低的減緩成本達到最大的排放減 

   量，這可以讓航空產業有繼續成長的能力。 

3. 公平和競爭性：評估對不同的公司或國家會有不同程度的成本衝 

   擊，需要處理可能的公平和競爭性的議題。 

4. 法律的可行性：討論在國際、區域性組織或國家的法律架構下執  

   行排放交易體系，且評估是否可以和其他的合約相容，像芝加哥 

   公約(Chicago Convention)、世界貿易組織(WTO)、歐盟競爭法(EU  

   competition law)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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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術和行政的可行性：技術的可行性包括持久性、相容性、使用   

   者方便性及資訊系統的可行性，行政的可行性包括是否建立新的 

   機制及管理階層的層級數。技術和行政的可行性直接影響到交易  

   體系的交易成本。 

6. 產業的接受度及參與度：利害關係人參與體系的籌備及發展過 

   程，可以減少彼此的衝突，建立共識及獲得重要和潛在參與者的 

   支持。越多的參與者越可增加市場的流動性，這對排放交易體系 

   的成功非常重要。 

7. 政治的接受度：交易體系的成功運作一定要獲得國家及區域性組 

   織的支持，政治的支持也可以擴展到政府，非政府組織及國際性 

   的組織(像 UNFCCC)。 

8. 可接受的科學和測量方法：對排放許可權需要有嚴格及標準化的 

   定義和可接受的驗證方法，使市場對於排放許可權的交易價值有  

   信用。 

9. 和其他以市場機制排放減量的相容性：設計航空排放交易體系要 

   考慮和其他以市場機制進行排放減量體系的互動及相容性。 

10. 更寬廣的環保含意：需注意＂花什麼成本＂執行排放交易體系， 

    是否也會造成其他不利的環保因素(像當地的噪音或氧化氮的排 

    放量)增加以及可能的方法減緩不利的環保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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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航空產業排放交易體系的負責實體 

    相對於其他產業溫室氣體排放在京都議定書受到限制，航空產業

明顯受到特殊的對待，主要的原因：在法律上，京都議定書已經將國

際航空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排除在外；在經濟上，限制航空產業的溫室

氣體排放對全球經濟發展會有衝擊；在科技上，其他產業很少有科技

能轉移給航空產業；在科學上，除二氧化碳(占 37%)外，其他航空產

業所排放的廢氣對溫室效益的影響仍不確定。 

    在發展航空產業的排放交易體系中要選擇哪一個企業組織承諾

排放減量？可能被選擇的企業組織有：航空公司，燃油供應商，航管

供應商，機場，飛機製造商等，在污染者付費的原則(polluter pays 

principal)，包括 CAEP 內部及在 2001 年 4 月 IATA 工作小組一般性

的認定，航空公司是最適合航空產業承諾排放減量的實體，因為航空

公司在技術的使用及飛機的操作具有最大的控制權。其他兩個比較可

能的產業是燃油供應商及航管供應商，其優缺點說明如下： 

1. 如果以燃油供應商作為航空產業承諾排放減量的產業，則航空公 

   司必須購買已加入排放權費用的燃油，這樣的排放交易體系會有 

   幾個好處：(a) 燃油供應商數量不多可以集中分配排放額度，行   

   政的效率高 (b)有些大型供油商已經是碳交易市場的主導者，所  

   以不需再投資發展排放交易體系的基礎建設，交易機制及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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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對不需再投資基礎建設的小型航空公司較為有利 (c)對開發 

   中國家的航空公司的燃油只收取小比例的排放權費用，鼓勵開發 

   中國家參加排放交易體系。其缺點為：(a) 燃油成本加入排放權 

   費用形同課稅，使航空公司失去機會以更低的成本來降低排放量   

   (b) 燃油供應商將無法達成排放減量承諾，因為他們不能控制燃 

   油的需求量。 

2. 如果由航管供應商負責因航管造成的飛機延誤及非直接航路 

   (indirect routing)等所額外增加的排放量，而航空公司只負責 

   直接航路(direct routing)的排放量，不管飛機實際飛行的距離 

   及實際排放量。這必須發展一個模式讓航空公司根據機型、距離 

   及載重量來計算標準排放量，這不但使排放量不能整合在一起， 

   且計算的排放量不等於實際的排放量，市場將對排放量的交易缺 

   乏信心。另一方面，政府往往控管航管系統，政府可以分配排放 

   許可權給航管供應商，這使得航管供應商好像負責額外增加的排  

   放量，但實際上會造成航管的效率不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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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航空產業的排放交易體系 

 

一、歐盟的航空產業環保政策 

    歐盟委員會長期的政策目標是＂航空產業完成對環境的改善比

航空產業成長對環境的衝擊更重要＂。歐盟委員會已發展歐洲氣候變

遷計畫(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ECCP))，其中包括一

個交通工作小組探討航空產業的廢氣排放。在 ECCP，歐盟委員會提

出歐盟排放交易計畫，初期只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量及豁免航空產

業。歐盟委員會也建議使用排放交易體系作為工具限制航空產業溫室

氣體的排放，計劃在中期將航空產業併入歐盟排放交易體系。從歐盟

的第二階段(2008-2012 年) 將航空產業包含在排放交易體系內，這

意謂歐盟在京都議定書承諾的溫室氣體減量已將航空產業包含在

內，在缺乏國際性的架構設定航空產業排放溫室氣體減量的時間表，

歐盟可能在第三階段單方面的擴展排放交易體系到其他國家進出歐

盟的航班，並將這項意圖提示 ICAO，但在第 33 次 ICAO 的會議中並

沒有受到會員國的支持。 

二、 歐盟排放交易體系(EU ETS) 

    歐盟排放交易體系是全世界最大的跨國溫室氣體排放交易體系

且和京都議定書的溫室氣體減量目標連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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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2005-2007 年) 

選擇能源、鋼鐵、水泥、玻璃、製磚及製紙等六種產業排放的二氧化

碳參與排放交易體系，這些產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歐盟總排放量的

40%。因為許多國家參考過去歷史的排放量提供產業過多的額度，使

產業不需削減太多的二氧化碳，市場每噸二氧化碳的交易價格由2006

年 4 月的 30 歐元掉到 2007 年 9 月的 0.1 歐元。非政府組織批評各國

政府在產業的壓力下提供過多的排放額度給產業，讓產業沒有壓力削

減排放量，使排放交易體系不能正常運作。另一方面，產業可以將過

剩的排放權拿到市場去銷售賺取額外的利潤，英國的能源產業因政府

提供免費的排放額度而賺取 10 億英鎊的收入，這種免費提供排放額

度的做法已遭到批評，認為各國應該以競標(auction)的方式取得排

放額度，將競標所得的資金用來提升交通及能源的效率。第一階段實

施所得到的結果和各界的批評，促使歐盟嚴格審核第二階段各國所提

報的額度分配計畫(National Allocation Plan (NAP))，2006 年 11

月 29 日初步宣佈，第二階段以比 2005 年排放量少 7%做為目標。 

第二階段(2008-2012 年)擴大排放交易的範圍： 

1. 包含所有的溫室氣體 。 

2. 可使用經由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及跨國 

   聯合執行(Joint Implementation)取得的減量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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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含航空產業。  

4. 挪威、冰島、列支敦斯登、瑞士等四國非歐盟國家將加入歐盟的    

   排放交易體系。 

   從 1990-2004 年歐盟國際航空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成長 86.1%，

2003-2004 年間國際航空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增加 7.5%，快速成長的原

因是國際航空在不考慮外在污染的成本下，使空中的交通運輸較其他

交通工具更為經濟，且國際航空不在京都議定書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的

管制範圍。從 2011 年起，在歐盟境內航班排放的溫室氣體將包含在

排放交易體系內，歐盟的目標到 2022 年以前將航空的溫室氣體排放

量限制在 2004 到 2006 年的平均值。從 2012 年起，歐盟單方面將排

放交易體系擴大到其他國家進出歐盟機場的航班。因京都議定書所限

制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沒有包含國際航空在內，歐盟這項要求已違反國

際的條約且未經雙方協商，遭到美國及 IATA 的反對。環保團體也質

疑依照目前歐盟的排放交易體系，航空公司可以將過剩的排放權出售

獲取額外的利潤。不過多數的歐洲航空公司支持歐盟的作法，認為排

放交易體系是一個公平且有效削減溫室氣體的辦法。 

第三個階段(post-2012)將包含所有的溫室氣體和所有的產業，包含

航空、海運、森林業等到排放交易體系內。對於陸上交通，如何將眾

多的汽機車使用者包含到排放交易體系是一個複雜且困難度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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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三、自願排放交易體系  

    在京都議定書只對 Annex I 的國家限制溫室氣體排放量，但在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中要求所有會員國必須在自己能

力範圍內減緩溫室氣體的排放。Annex I 與 non Annex I 國家都可

以自願的參加排放交易體系，自願排放交易體系是不在政府的法令下

可以自由參加或不參加的排放交易體系。目前全球主要的自願排放交

易體系如下，不過對全球溫室氣體減量的助益不大。 

(1) United Kingdom Emission Trading Scheme(UK ETS) 

(2) Japanese Voluntary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3) Chicago Climate Exchange (CCX) 

(4) European Climate Exchange (ECX) 

(5) Montreal Climate Exchange (MCeX) 

(6) Asia Carbon Exchange (ACX-Change) 

(7) Voluntary Carbon Offset Scheme 

目前全球航空公司只有英航(British Airways)的國內航班自願參加

United Kingdom Emission Trading Scheme。對航空產業設計一個可

實行及可信賴的自願交易排放體系需要考慮：環境的結果、彈性、行

政及交易成本、透明度、整體費用及成本效益、競爭性、和其他減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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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互動性、政治的接受度等因素，將其中較重要的環境結果，整

體費用及成本效益，及政治的接受度說明如下： 

1. 環境的結果：要訂定多嚴格的環境目標？有多少程度的確定性可   

   以完成這個目標？有多少公司或組織可能參與？哪些原因會使環  

   境目標無法達成？ 

2. 整體費用及成本效益：此自願交易排放體系是否不利航空產業每 

   單位二氧化碳的減量成本？是否不利於整體的減量費用，包括購 

   買及出售排放權或信用？ 

3. 政治的接受度：除了航空公司外，其他對航空器廢氣排放有關卻  

   不直接參與的產業如飛機及發動機製造廠商、航管供應商等，以   

   及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對該自願排放交易體系的看法如何？ 

未來在許多國家將成立自願排放交易體系，包括兩個最大的經濟體美

國及日本。航空公司將有機會參加下列的自願排放交易體系： 

1. 參與現有的自願排放交易體系。由於不再開放給新加入者，或限 

   定某些國家加入，或不適合航空公司，所以對航空公司的機會不 

   大。 

2. 找不到適合或不願加入複雜自願排放交易體系的航空公司，可以 

   考慮發展以市場機制為導向的碳補償(carbon offset)來減緩溫 

   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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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入自願排放交易體系之前先發展自願合約(voluntary  

   agreement)。自願合約為航空公司和政府簽約承諾完成溫室氣體  

   減量目標。ICAO 已有自願合約的樣本(template)，但它不是用來 

   設計自願排放交易體系為目的。 

4. 建立國際航空的自願排放交易體系。這個自願排放交易體系必須  

   獲得多國政府的支持。氣候變遷議題已成為全世界許多國家注意 

   的焦點，預期越來越有更多的國家支持這個國際航空的自願排放 

   交易體系。 

四、碳補償 (Carbon Offset)體系 

    可交易的排放減量體系產生出排放補償(offset)或信用

(credits)的市場。在 Baseline and credit 的排放交易體系是以補

償或信用的方式運作，當參與者的排放量低於基準值時可獲得排放信

用，這些排放信用可在市場上銷售給排放量超過基準值的參與者。碳

補償是一個藉由購買排放信用來補償排放溫室氣體的行動。最近航空

公司已開始使用碳補償方式，旅客可以向航空公司購買排放信用來補

償他們搭飛機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航空公司獲得這些排放信用做為削

減碳排放計畫基金以抵消排放的二氧化碳。這些削減碳排放計畫包括

造林、再生能源或提升能源效率、更換石化燃油到天然氣，改善土地

利用、廢水處理及捕捉或分離碳技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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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課徵碳稅 

 

    碳稅的課徵係將環境污染問題的外部性因素予以內部化，能正確

反映環境問題的淨成本效益，因而在市場均衡的條件下，最適環境品

質得以決定。碳稅是以石化能源為燃料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量為課

稅的稅基，以各種能源的含碳量的多寡來決定稅率，其目的在藉由課

稅的手段，增加高含碳量能源的使用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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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以價制量」

的概念，讓環境污染者可以知道要付出的污染成本，具有經濟確定性

的效果，但碳稅的課徵並不能保證污染物排放量可以控制在總排放量

的目標內，所以這個工具缺乏環境的確定性。碳稅在二氧化碳減量的

議題中極受重視，當其固定在最適水準時，可以最低總成本達到既定

的二氧化碳減量目標，為靜態效率；同時課徵碳稅應可增加二氧化碳

減量技術創新的經濟誘因，為動態效率。理論上，最適碳稅可以經由

極大化的成本效益分析而得，亦即根據二氧化碳減量所因應的邊際減

量成本與邊際減量效益相等時，所對應的價值即為最適碳稅水準，但

此時所謂的成本與效益值係包含各個層面的影響，像經濟性，社會

性、人文性及環境性等，且影響效果是跨期性的，同時也不可以忽略

各個層面相互影響的效果，所以如何計算最適碳稅仍是多年來無法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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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的問題。所以目前係先訂二氧化碳的減量目標，然後決定碳稅水

準，以成本極小化方式達成，此為成本有效性分析法。課徵碳稅雖然

可以增加財政收入，並且可以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量，但會增加能源

的供應成本，使能源價格上升，能源使用量降低，抑制產業及經濟的

成長，然而每一個國家很難放棄自身的經濟利益，不得不忽視全球氣

候變遷的嚴重性，雖然許多國家同意課徵碳稅為解決氣候變遷問題的

有效工具，但仍然不敢貿然使用此政策工具。芬蘭在 1990 年 1 月 1

日導入碳稅成為全世界第一個課徵碳稅的國家，其後瑞典、挪威、丹

麥、荷蘭等國陸續跟進，當時歐盟也在進行「CO2/能源稅法案」的探

討，由於各會員國在課稅政策與主權問題上仍有爭議，雖然經過多次

協商，不斷調整提案內容，終究還是無法達成導入「CO2/能源稅」的

共識，可見課徵碳稅在許多國家仍持存疑的態度，更不用說跨越國界

徵收國際碳稅，所以實施碳稅的政治接受度不高。 

 

第七節 排放交易或課徵碳稅？ 

 

    在 1997 年簽署京都議定書之前，歐盟要求課徵碳稅反對美國主

張的排放交易來削減溫室氣體排放量，為了達成共識，歐盟接受美國

的排放交易的建議方式，很諷刺的是過了十年，歐盟已經在運作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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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排放交易體系，而美國卻以影響經濟的發展沒有批准京都議定

書。排放交易和課徵碳稅兩種工具除了在環境確定性、經濟確定性、

政治接受度不同外，排放交易最大的優點是可以透過市場機制可以將

削減溫室氣體的成本降到最低，但是京都議定書沒有限制新興開發國

家像中國、印度、巴西、墨西哥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即使已開發國國

家的溫室氣體排放量獲得控制，但新興開發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持續

增加，全球溫室氣體仍不會控制在一個穩定的水準，這也是目前京都

議定書削減溫室氣體成效不彰的原因，加上歐盟第一階段的排放交易

受到政治及經濟因素的影響並未正常運作，使得最近許多環保團體、

學者及產業人士又重新主張課徵碳稅來削減溫室氣體，不僅碳稅的行

政作業簡單，不會為商業利益犧牲環保且可以適用到個人或家庭。

James & Dina 以圖 4-1 及圖 4-2 說明當科技創新造成溫室氣體邊際

減緩成本降低時，課徵碳稅會比排放交易削減更多的溫室氣體以及節

省更多的排放成本。圖 4-1 說明在科技創新造成溫室氣體邊際減緩

成本(marginal abatement cost(MAC))降低時，課徵碳稅比排放交易

削減更多的溫室氣體： 

    假設在不支付任何污染費用下該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量為 E0，

在碳稅或單位排放權價格愈高的情形下，排放量就愈低，假設邊際減

緩成本為價格和排放量呈反比的直線，當每單位排放量課徵稅率為



 

 27

t，或每單位排放權的市場價格為 P1 時，排放量由 E0 減到 E1，在科

技創新邊際減緩成本線由 MAC1 降到 MAC2 時，課徵碳稅會在進一步削

減排放量到 E2，而排放交易只會造成每單位排放權的價格由 P1 降低

到 P2，但總排放量 E1 並不會減少，除非科技創新造成邊際減緩成本

線和水平座標的交點移到 E0 的左邊(如虛線所示)。 

圖 4-1 科技創新時課徵碳稅與排放交易減少的排放量 

資料來源：James Randall Kahn & Dina Franceschi 

 

另以圖 4-2 說明在科技創新造成溫室氣體邊際減緩成本降低時課徵

碳稅會比排放交易省下更多的排放成本： 

    假設不支付任何污染費用下該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量為 E1，E3

是在法令要求付費後的排放量，假如 E3 是在排放交易體系下的排放

量，當公司研發新科技造成溫室氣體邊際減緩成本線由 MAC1 降到

MAC2 時，公司可獲的利益為節省 CBE1E2 區域的費用。假如 E3 是在

課徵碳稅 t3 下的排放量，當公司研發新科技造成溫室氣體邊際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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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線由 MAC1 降到 MAC2 時，在課徵相同的碳稅 t3 的排放量可以由

E3 增加到 E4，公司可獲的利益除了節省 CBE1E2 區域的費用外，還多

節省 ABC 三角形區域的費用。所以課徵碳稅比排放交易更可以促進科

技創新。 

圖 4-2 科技創新時碳稅與排放交易減少排放量的成本 

資料來源：James Randall Kahn & Dina Franceschi 

 

為了讓碳稅能夠國際化，鼓勵開發中的國家參與，依照公平原則，

James & Dina 認為每個國家負擔溫室氣體減量的費用應與他們所排

放的溫室氣體的量成正比，所以每個國家碳稅的權重為該國的人均排

碳量與所有國家人均排碳量平均值的比值。另一個公平的觀念為依照

各國所能負擔的能力來分攤費用，每個國家碳稅的權重為該國的人均

所得與所有國家人均所得平均值的比值。權重公式如下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