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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際組織與歐盟對抗氣候變遷的努力              

 

地球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在於太陽不斷地提供地球能量；然而單

靠太陽的能量供給，並無法使地球表面溫度維持在適合人類萬物居住

的水平，而維持地球正常溫度之重要元素首推溫室氣體 (greenhouse 

gas, GHS)。所謂溫室氣體意指存在於大氣中之二氧化碳 (CO2)、甲烷 

(CH4)、氧化亞氮 (N2O)、氫氟碳化物 (HFCs)、全氟化碳 (PFCs) 和

六氟化硫 (SF6) 等易吸收長波長輻射的氣體。然而隨著工業革命帶來

的時代進步與技術發展，人類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及砍伐樹林之行為，

卻造成大氣中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過度排放、濃度急遽增加，使臭氧

層遭到破壞產生越來越明顯的增溫；其中對全球暖化貢獻最大者當屬

二氧化碳之排放。23故世界各國致力於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以及觀測溫

室氣體減量效果時，亦多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作為衡量基礎。 

全球的平均溫度於近百年來逐年上升，與前工業時期24相較，氣

溫已升高約攝氏0.74度；若僅觀察歐洲地區，則發現其平均氣溫較前

工業時期更是升高攝氏1.4度。(EEA, 2007a) 觀測資料亦顯示，全球

暖化現象若持續惡化，對環境的衝擊不容小覷，極地冰原融化、海平

面上升及全球氣候變遷加劇等現象皆可預見，故全球皆應致力於降低

溫室氣體排放量之任務。因此，本章首先就國際組織對抗氣候變遷的

努力略做說明，其次介紹歐盟15國及挪威的綠色稅制，最後再介紹自

1990年到2005年之溫室氣體減量情形與未來預測趨勢。 

                                                
23 二氧化碳排放量佔溫室氣體排放量約為 80%以上。 
24根據 IPCC 的定義，前工業時期為 1850 年-19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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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 

 

為了因應氣候變遷問題，聯合國首先於1992年5月9日在紐約訂定「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25並於同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地球

高峰會議上開放各國簽署；至2007年8月22日止，已有192個國家正式認可

此公約。26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主要目的為管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將大氣中溫

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生態系統可自然適應氣候變化的水平，並初步設定締

約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減量目標和時程，以期透過世界各國共同合作之方

法，有效抑制全球暖化現象。公約中在「共同承擔但責任不同」(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and respective capabilities) 及「公平原則」(on the 

basis of equity) 的基礎下，認為已開發國家27基於經濟能力和歷史責任，應

率先承擔大部分的溫室氣體減量責任，並幫助開發中國家維持經濟成長和

消除貧困的正當優先需要，提供資金和技術協助開發中國家提高因應氣候

變遷的能力；同時各種對付氣候變遷之政策應充分考慮成本效益原則，故

當全面性考量社會經濟狀況時，盡可能發展各締約國間之國際合作。另

外，設立締約國大會作為此公約之最高機構，負責監督及推動公約的執行

運作，並定期召開締約國大會檢視各國履行狀況，全面進行交流及檢討。 

然「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並不具備法律約束力，為了促使各國

加強致力於溫室氣體減量行動，遂於 1997 年 12 月在日本京都舉行的聯合

                                                
25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conveng.pdf (2008/03/26 取得) 
26 

http://unfccc.int/files/essential_background/convention/status_of_ratification/application/pdf/unfccc_c

onv_rat.pdf (2008/03/26 取得) 
27除了墨西哥以外之 24 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會員國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歐盟、前蘇聯及前東歐共產國家等共 37 國。詳細國家列於公約之附件

一中。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conveng.pdf
http://unfccc.int/files/essential_background/convention/status_of_ratification/application/pdf/unfccc_conv_rat.pdf
http://unfccc.int/files/essential_background/convention/status_of_ratification/application/pdf/unfccc_conv_ra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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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上，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京都

議定書」 （Kyoto Protocol），28自 1998 年 3 月 16 日至 1999 年 3 月 15 日

於紐約聯合國總部供各國簽署，且自簽署截止日之次日貣開放加入。另外

明訂議定書應與 55 個以上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簽署，

且簽署之締約國的二氧化碳總排放量佔公約中附件一所列之締約國的

1990 年二氧化碳總排放量超過 55%後的 90 天，方視為生效。 

京都議定書之內容大致上即依循「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原

則，具體規範公約中之附件一詳細記載之已開發國家，以及新加入之摩洛

哥、列支敦斯登共 39 個國家的減量目標，要求這些已開發國家之 2008

年至 2012 年的平均人為二氧化碳總排放量，需較 1990 年的總排放水準減

少 5%；此外此規範公約亦針對每一個聯盟及國家加以訂定更精確之減量

目標；而其他未列入公約附件一中之開發中國家，則考量其經濟發展需求

及國家能力等因素，不予強制規範減量責任。京都議定書之內容規範於

2005 年 2 月 16 日才正式生效，根據統計至 2008 年 5 月 13 日止已有 182

個國家簽訂之。29
 

如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各締約國應於成本效益之考量下，

盡可能透過國際合作以達各國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為此發展出京都議定

書三大機制，略述如下： 

 

壹、 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清潔發展機制為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相互合作之機制。即鼓勵已

開發國家投入資金和技術，協助開發中國家進行溫室氣體減量計畫，而已

開發國家即可取得排放減量權證（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CERs），

                                                
28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kpeng.pdf (2008/3/26 取得) 
29 http://unfccc.int/files/kyoto_protocol/status_of_ratification/application/pdf/kp_ratification.pdf (2008/5/20 取

得)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kpeng.pdf
http://unfccc.int/files/kyoto_protocol/status_of_ratification/application/pdf/kp_ratific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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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或全部抵銷已開發國家應履行之減量額度中。由於開發中國家的溫室

氣體減量所需成本雖然較已開發國家低，但限於其經濟狀況及發展無法有

所行動，此機制則可使開發中國家獲取需要之資金技術，已開發國家也可

以較低之成本達到京都議定書的目標，雖然非為開發中國家本身達到減量

目標，但對於改善全球暖化現象的效果並無不同，故實為對已開發國家和

開發中國家皆有利之機制。清潔發展機制所有締約國家，且公私部門皆可

參與，為極具有潛力與發展機會的彈性機制。 

 

貳、 共同減量（Joint Implementation, JI） 

共同減量機制與清潔發展機制的概念相仿，但僅侷限於已開發國家間

的相互合作。同樣以資金技術作為交換，使附件一國家共同合作減少總體

的排放量，投入資金技術幫助其他已開發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國

家，即可取得排放減量單位 (Emission Reduction Uunits, ERUs)」額度，視

為本身國家之減量額度，進而達到京都議定書之減量目標。 

 

參、 排放權交易（Emission Trading, ET） 

排放權交易機制係將溫室氣體排放視為一種數量有限且可交易的商

品，已達京都議定書減量目標之締約國可將其多餘的排放減量額度，以排

放許可權的形式出售與其他締約國，也可保留至以後年度使用；此機制涵

蓋所有來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但僅適用於京都議定書中明定減量目標之

已開發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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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歐盟15國及挪威之綠色稅制改革 

 

根據京都議定書規定，歐盟整體而言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需較 1990

年之排放水準減少 8%，歐盟各國亦有其個別國家之減量目標（見圖 3-1）；

若分別以各國 1990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作為基準，盧森堡之減量幅度相

對最大，共需減量 28%。德國和丹麥亦皆需減量高達 21%，奧地利需減

量-13.0%，英國需減量-12.5%，比利時需減量 7.5%，義大利需減量 6.5%，

荷蘭需減量 6.0%；而芬蘭和法國僅需維持 1990 年之排放水平，瑞典、愛

爾蘭、葡萄牙及希臘則可排放超過基準年之排放量，其中葡萄牙最高，可

高於其 1990 年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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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量 (單位：CO2 公噸)

圖3-1 歐盟15國及挪威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百分比與公噸數)
 

圖 3-1 歐盟 15 國及挪威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百分比與公噸數)  

資料來源：EEA (2007b),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rends and projections in Europe 2007. 

http://reports.eea.europa.eu/eea_report_2007_5/en (2008/3/26 取得) 

http://reports.eea.europa.eu/eea_report_2007_5/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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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盟 15 國為達到京都議定書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所採行之各種氣

候政策中，課徵能源相關之環境稅更為重要政策之一，本研究隨即介紹歐

盟 15 國對抗全球暖化相關之綠色稅制源貣與現況。 

 

壹、 綠色稅制改革之貣源 

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 於聯合國四十二屆大會上，首度提出永續發展30

的理念，提醒人類於經濟發展的同時，應以兼顧環境保護為原則，方能使

人類永續發展生存。故歐盟國家自1990年代初期開始實施一連串的綠色稅

制改革（Green taxation reform），對環境有害之物質或是產品加以課徵環

境稅，或是修正現有稅目之課稅基礎使其更符合永續發展的理念。 

環境稅係為一種依循市場機制而生的經濟政策工具，其理論基礎為英

國經濟學家庇古 (Arthur C. Pigou) 於1920年時所提出，Pigou (1920) 認為

政府應依照污染者生產時所造成之邊際社會損害，對污染者課徵等價的稅

額，使污染者考量其生產成本時，除了考慮私人成本之外，尚需考慮造成

的外部損害，則在成本效益考量下，社會資源配置將可達到柏拉圖最適

（Pareto Optimal），稱之為庇古稅（Pigouvian Tax）。綠色稅制改革即是在

落實Pigou將外部成本內部化的概念，促使資源使用更有效率，並減少對

環境有害之物質的產生。以碳稅為例，即希望透過對二氧化碳排放課稅的

政策，可提高能源使用成本、降低能源使用，進而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量；也有助於促使能源使用者開發及提高低污染能源的使用。 

 

                                                
301987 年聯合國第四十二屆大會，「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發表之報告「Our Common Future」，將永續發展定義為：「永續發展，

是指發展要滿足當代需要，而不損害後代滿足其需要的能力」。

http://www.un-documents.net/wced-ocf.htm (2008/3/26 取得) 

http://www.un-documents.net/wced-oc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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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各國環境稅之課徵 

環境稅的範疇很廣，EEA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歐盟環境署) 

將環境稅依照操作領域  (field of operation) ，區分為能源稅類別 

(Energy)、交通運輸稅類別 (Transport) 和污染及資源稅類別 (Pollution 

and resources)，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課稅對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影響，故

將環境稅的範圍縮小為與空氣污染相關之環境稅目，例如：能源稅、碳稅、

運輸稅等等。歐盟 15 國以及挪威對空氣污染所課徵之環境稅目彙整於附

錄表 A，茲按照各國綠色稅制改革之先後說明如下：31
 

 

一、 芬蘭 (1990) 

芬蘭為全球第一個導入以課徵碳稅來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國

家，於1990年時率先宣佈對各種燃料及電力課徵碳稅，當時對每公噸的

碳含量課徵€4.1；此後稅率穩定上升。(Barde, 1999) 之後，芬蘭的租稅

制度愈來愈綠化，1997年時芬蘭加以修訂環境稅制，對交通運輸工具和

暖氣用油課徵基本的貨物稅，化石燃料及電力的貨物稅則加以區分為基

本貨物稅以及考量二氧化碳排放量而課徵的貨物稅；另提供特定能源密

集產業或出口產業較優惠的稅率，廢油回收、煉油、原物料、發電用油

等皆免稅；另一方面也利用免稅或較低稅率的規定來鼓勵企業使用風力

等再生能源發電。(EEA, 2000) 如附錄表A所示，至2007年止，芬蘭之

相關環境稅已涵蓋對燃料和電力課徵的貨物稅及碳稅、石油損害稅、採

礦權利費、石油排放費、車輛稅及鐵路費。 

 

二、 瑞典 (1991) 

瑞典於1991年宣佈對現有之能源除了原有的加值稅課徵外，另開徵

                                                
31惟盧森堡、愛爾蘭、希臘及葡萄牙礙於資料有限，未詳加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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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稅和硫稅 (sulphur tax)，對每公噸碳含量課徵SEK 250，每公斤的硫

含量課徵SEK30； (Barde, 1999) 但能源密集產業或出口產業則適用優

惠稅率。例如在1991年到1997年間，工業部門仍無頇繳交能源稅，而碳

稅則僅需繳交原徵收稅率下碳稅稅額的25%，至1997年後則提高至

50%，但還是較其他部門優惠。(EEA, 2000) 稅制中亦訂定稅金回饋機

制，若企業的碳排放或硫排放的減量績效達一定標準，便將其企業繳納

之稅額全數退還。 

瑞典自綠色稅制改革以來，逐年調升各種稅率，估計從1997年到

2003年間，汽油稅和柴油稅皆增加了20%，2005年時瑞典的碳稅稅率亦

較1991年增加3倍以上，而風力發電和生物燃料的稅率則逐年調降或免

稅。(EEA, 2005) 如附錄表A所示，至2007年止，瑞典之相關環境稅已

有能源稅、碳稅、硫稅、氮氧化合物稅 (Charge on NOx emissions)、採

礦稅、飛機登陸排放費、環境損害稅、車輛稅及道路使用費。 

 

三、 挪威 (1991) 

挪威於1991年開始對煤、礦油及天然氣課徵碳稅和硫稅，並於1992

年成立綠色租稅委員會 (Green Tax Commission) 以求制定更有效率且

周全的環境稅制。在這十幾年間，挪威陸續開徵或修訂現有之環境稅，

例如1998年提高碳稅稅率及開徵商業柴油稅、1999年將碳稅課徵對象擴

大至國內空運及航運，在一連串稅制修訂下，至2002年時瑞典之碳稅課

稅範圍已涵蓋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64%。(Barde, 1999) 車輛登記稅也在

環境稅課徵目的考量下，於2007年調整為以車輛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作為

課稅區分標準等等。32
 

                                                
32 見 OECD/EEA database on instruments used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http://www2.oecd.org/ecoinst/queries/index.htm 

http://www2.oecd.org/ecoinst/querie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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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錄表A所示，至2007年止，挪威之相關環境稅已有電力消費稅、

硫稅、碳稅、柴油石油稅、排放許可費、礦油稅、針對溫室氣體之環境

稅、車輛稅及車輛登記稅，可見其對抗全球暖化之努力。但為了維持國

家競爭力，挪威的環境稅制中仍針對產業部門有各種租稅優惠的配套措

施，例如造紙業等能源密集產業之獲批准的能源使用、出口品等皆可免

稅，國際空運、航運、鋼鐵業等部門也都免徵碳稅。(OECD/EEA, 2007) 

 

四、 丹麥（1992） 

丹麥的能源稅和碳稅課稅對象包含燃油、煤、瓦斯和電力，發電用

燃料則免稅。於1992年首先對家計部門課徵碳稅，到1993年才延用到工

業部門，但仍給予能源密集產業租稅優惠，除了免課能源稅和電力稅以

外，碳稅亦僅需繳納一般稅額之30%至50%。(Barde, 1999) 直至1996年

丹麥進行綠色稅制改革，方宣佈廢止以往的減稅配套措施，但仍允許企

業在與政府簽署致力於有效率使用能源的協定後，得以免徵或適用於較

低的稅率，且對不同用途的二氧化碳排放課以不同的碳稅稅率，其中以

民生使用的稅率最高，能源密集產業使用的稅率最低，僅家計部門的三

分之一，故仍為保護國內產業而有所應對。(EEA, 2000) 歷經1999年、

2000年及2002年分別調升汽油能源稅、柴油能源稅以及煤與電力能源稅

後，丹麥已是全世界碳稅和能源稅率最高的國家。(EEA, 2005) 

    交通運輸稅方面，丹麥的車輛稅也是全歐洲最高的，且在1997年時

為了更符合綠色租稅的訴求，更加以考慮車輛的燃料消費，對小客車課

以燃料消費稅，此稅制改變使丹麥的車輛相關稅收比原本增加了約

1.5%。(EEA, 2005) 如附錄表A所示，至2007年止，丹麥之相關環境稅

已有石油稅費、硫稅、碳稅、煤稅、天然氣稅、礦油產品捐、電力稅、

車輛稅、小客車燃料消費稅及車輛環境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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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比利時（1993） 

比利時於1993年開始課徵能源特別稅，並對含硫量較高的重燃料油

課以較高的貨物稅率，投資能源使用效率的企業則給予租稅減免及補

貼，共有13個主要的工業部門簽署同意致力於能源節約；其後陸續加強

課徵環境相關稅收。(OECD, 2001) 2002年則宣佈收購它國之二氧化碳排

放權，以期達到京都議定書的標準。在交通運輸方面，為促使低污染車

輛之使用，比利時給予每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低於105克的車輛15%的

價格補貼，相反地，若每公里的二氧化鈦排放量高於105克，則需多支

付3%的價格購買；(EEA, 2005) 另外還於2002年開徵道路稅，隨車輛的

Fiscal power遞增稅率。如附錄表A所示，至2007年止，比利時之相關環

境稅已有能源貨物稅、燃料稅、能源稅、聯邦能源稅、補償性貨物稅、

車輛稅及道路稅。 

 

六、 義大利（1999） 

義大利的能源稅稅率在歐洲國家興貣綠色稅制改革前即相當高，在

1990年代初期即已對電力消費、甲烷、無鉛汽油等能源課稅，1993年陸續

對柴油、天然氣、無鉛汽油、能源產品等課徵貨物稅或礦油稅，1997年也

直接針對二氧化硫及溫室氣體排放課稅，33到了1999年為了能更順利達到

京都議定書之減量目標，便宣佈在未來五年逐年提高汽油、柴油、煤等燃

料的貨物稅，至2005年時，石油的稅率已增加7%，柴油稅率增加12%，

天然氣稅率增加2%，的稅率更增加42%；(EEA, 2007c) 此一連串稅制改

變也使得義大利成為第一個有系統使用能源稅來對抗氣候變遷的地中海

國家。(EEA, 2005) 

                                                
33 見 OECD/EEA database on instruments used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http://www2.oecd.org/ecoinst/queries/index.htm 

http://www2.oecd.org/ecoinst/querie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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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荷蘭（1988、1996） 

荷蘭早在1988年時即開始課徵一般燃料稅，以碳含量作為課稅依

據，但此時的課徵對象較廣、稅率較低，且稅收亦當作一般的國家財源，

較不符合綠色稅制改革的精神。之後幾年荷蘭經過一連串的稅制修正，例

如：1990年對汽油課稅，且有鉛汽油的稅率較無鉛汽油高的稅率較無鉛汽

油高，有助於減少較高污染之有鉛汽油使用等等；直至1996年時導入能源

管制稅（regulatory energy tax），正式展開綠色租稅改革。(OECD, 2001) 

初時的能源管制稅的課徵對象涵蓋了近95%的產業，但仍提供特定能

源密集產業或出口產業優惠稅率；若使用超過17萬立方公尺的天然氣和5

萬kWh的電力時即不用課稅，另外也設定一個社會基本需要的下限，若使

用不超過800立方公尺的瓦斯和800千瓦時的電力亦不用課稅。為了誘使企

業使用二氧化碳含量較低的燃料，荷蘭在1998年宣佈將相關稅收用以促進

能源使用效率及鼓勵使用再生能源，且有效改善能源使用效率的企業亦可

享有退稅優惠；另外又將減免課稅的門檻提高至需使用超過100萬立方公

尺的瓦斯和10萬千瓦時的電力時，才符合高度使用能源之產業免稅規定。

(EEA, 2000) 在這之後荷蘭仍持續致力於綠色租稅改革，於1999年正式設

立綠色租稅委員會 (green tax commission)，陸續對環境稅制加以修正改

進，2004年時將能源管制稅統稱改為能源稅。34
 

如附錄表A所示，至2007年止，荷蘭之相關環境稅有汽油稅、燃料稅、

能源稅、礦油稅、車輛登記稅及重型貨車稅。 

 

八、 奧地利（1996） 

奧地利於 1995 年中提高原有的礦油貨物稅稅率，1996 年開始對電力

                                                
34 見 OECD/EEA database on instruments used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http://www2.oecd.org/ecoinst/queries/index.htm 

http://www2.oecd.org/ecoinst/querie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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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天然氣課徵能源稅，並將部份稅收專款專用於改善環境問題。奧地利的

能源稅制中沒有給予能源密及產業特別的優惠稅率，但能源密集產業所繳

稅額若超過其淨加值 (net value added)的 0.35%的部份則不必繳納，且為

了避免雙重課稅，對發電用油免稅。1998 年奧地利亦建立稅務委員會 (Tax 

Commission) 致力於綠色稅制改革，加強推動環境稅的課徵，並逐年提高

現有稅目之稅率。(EEA, 2000) 

另一方面，奧地利亦於 1992 年即開始課徵汽車登記稅，以車子燃料

消費數和引擎大小作為課稅標準，能源使用效率的車輛給予免稅優惠，提

供購買能源使用較有效率之交通工具的誘因。1996 年則對未裝設觸煤轉

化器以及燃料使用無效率的車輛課以較高的道路運輸稅稅率。2004 年，

奧地利首創針對 3.5 噸以上車輛收費的機制，亦引發其他國家跟進。除了

透過課稅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以外，奧地利成立了聯邦環境基金督導工業部

門改善能源使用效率及增加再生能源的使用，估計在 2000 年至 2003 年

間，此計畫促使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平均減少 64.5 萬噸。(EEA, 2005)  

如附錄表 A 所示，至 2007 年止，奧地利尚存在之相關環境稅有礦油

稅、能源稅、車輛稅及車輛登記稅。 

 

九、 西班牙（1998） 

西班牙在 1990 年代以前即對柴油及汽油課徵礦油稅，其後便直至

1998 年才開始一連串的綠色稅制改革。幾近每一年皆開徵新的環境稅

目，1998 年開徵電力稅，2001 年及 2004 皆分別對二氧化硫等污染氣體課

徵污染稅，2002 年對柴油等油類課徵礦油稅，2006 年也針對二氧化碳等

溫室氣體開徵環境稅。35
2007 年 7 月時，西班牙有鑑於自己將無法順利達

                                                
35 見 OECD/EEA database on instruments used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http://www2.oecd.org/ecoinst/queries/index.htm 

http://www2.oecd.org/ecoinst/querie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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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京都議定書之目標，故實行一個緊急的抗氣候變遷計畫，並認為此計畫

將可使西班牙順利達到目標，計畫的成效因時間關係尚無從得知。(EEA, 

2007b) 西班牙的綠色稅制改革雖貣步較慢，但自綠色稅制改革貣跑以

來，便急貣直追的致力於對抗全球暖化現象。 

 

十、 德國（1999） 

德國自1997年開始以車子重量以及其二氧化碳等氣體的排放為車輛

稅的課徵基礎，並於1999年宣佈一個從為期五年（1999年-2003年）的綠

色稅制改革計劃，提高現有之無鉛汽油、柴油及電力等能源的礦油稅或電

力稅稅率，也對不同用途的燃料課以不同稅率，使環境稅更能達到綠色稅

制之用意，如：交通用油的稅率為暖氣用油的十倍、有鉛汽油稅率較無鉛

汽油高、36風力等再生能源使用免稅等等，而若企業願意簽訂能源使用效

率或節約協定，亦可適用於較低稅率或是免稅的優惠。(OECD, 2001) 另

外，在德國的綠色稅制中為了兼顧產業競爭力和民生問題而訂有許多配套

措施，除了發電用燃料免稅，能源稅等相關稅負超過一定金額的企業適用

於標準稅率的20％，且若稅負高於其法定養老金的20％，則超過的部份即

會回饋給公司；此部份的租稅優惠於2003年時將企業適用稅率提高至

40%，超過養老金之部份亦只能取得95%之回饋。(EEA, 2005) 

在1999年至2003年間，德國的對石油和柴油課稅的稅收分別增加了

30.6%和48.4％，到了2004年，已是無鉛汽油和煤稅稅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EEA, 2005) 2007年6月，德國為了響應聯合國減少溫室效應，擬定將對污

染嚴重國家輸出至德國的產品課徵懲罰稅。(EEA, 2007b) 

 

十一、 法國 (1999) 

                                                
36 但在德國稅制中，高污染的柴油稅率仍較汽油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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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在 1990 年代中期開始推行環境稅，但對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環

境稅收則到 1999 年才開始獲得重視，且對於能源密集產業以及長途運輸

部門皆給予租稅減免。(EEA, 2007c) 如附錄表 A 所示，至 2007 年止，法

國的相關環境稅有天然氣稅、對柴油等能源課徵的能源稅、汽油精煉費以

及針對高二氧化碳排放之車輛課徵的車輛稅。 

2007 年 10 月，法國總統宣佈一系列的環保措施，內容包含農業、交

通、稅務、住房建設、能源等方面，以建設〝綠色法蘭西〞為目標；其中

在交通方面，對舊車增收保險附加費，對購買節能型新車給予一定數額的

回饋金以鼓勵更新購買低污染的車輛，並擬定於 2010 年貣向重型卡車徵

收環保稅。另考慮加徵現有之氣候能源稅及碳稅、對符合環保標準的綠色

產品減收加值稅以及對未簽署京都議定書的國家課以懲罰性的進口稅。37
 

 

十二、 英國 (2001) 

英國最早曾在1999年對柴油及汽油等公路燃料課徵特別稅，並將其

稅收專款專用於改善公共運輸及公路網絡之現代化。但直到2001年4月引

進氣候變遷捐 (Climate Change Levy, CCL)，才正式開始致力於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量。氣候變遷捐有三大特徵，1.只對產業及自行生產能源者的

能源使用課稅，但為維持國家競爭力，能源密集產業和出口產業仍適用

優惠稅率，且簽署自願性減量協議的產業部門亦可減免80%的氣候變遷

捐。2.暖氣用油免稅，此係基於公平正義原則，避免暖氣用油消費佔總

所得比例較大的低所得家計部門負擔過重稅額，造成不當的所得重分

配。3.柴油稅率較無鉛汽油高，38亦即對污染程度較為嚴重之燃料課以重

                                                
37 參考於新華網新聞。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6/content_6950989.ht
m 
38此稅目獨立列為碳氫油類捐。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6/content_6950989.htm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6/content_69509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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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有助於促進能源使用上的移轉，如利用再生能源發電即不予課稅。

(BERR, 2008)
39

 在氣候變遷捐開徵之後數年，英國亦逐年提高柴油稅和

汽油稅，對低污染用車課以較低稅率，2002年又對商業用車課稅，且成

立能源效率委員會（Energy Efficiency Commission, EEC），持續致力於加

強環境稅制。(EEA, 2005) 

 

參、 歐盟 15 國環境稅率之變化趨勢 

歐盟 15 國的綠色稅制改革於 2000 年代初期大致完備，此後各國仍

持續以現有稅制為基礎，逐年提高現有稅目之稅率，或開徵其它有助於降

低溫室氣體排放之稅目，例如：英國於 2002 年對商業用車加以課稅、2004

年丹麥針對 3.5 噸以上之車輛課稅、2005 年德國亦依循丹麥前述之課稅機

制對 12 噸以上之商業用車課稅、各國效法瑞芬蘭的成功案例，對污染程

度較嚴重之柴油課徵較汽油高的稅率，以促使能源使用移轉等等，(EEA, 

2005) 皆為了能更有效的達到京都議定書中締約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由圖 3-2 可看出，整體而言無論是電力、天然氣、無鉛汽油或柴油的

能源稅佔能源價格之比率皆逐年上升，顯示歐盟 15 國自 1990 年代初期實

施綠色稅制以來，持續增加能源相關稅目之重要性。其中又以無鉛汽油和

柴油的能源稅上升比例最明顯，(EEA, 2007c) 報告顯示增加幅度最大的國

家為德國，在 1999-2003 年間，無鉛汽油稅和柴油稅就分別增加了 30.6%

跟 48.4％；丹麥和瑞典也在 1997 年-2003 年間都增加了 20%，荷蘭則分

別增加了 20％和 10％。到了 2004 年，英國和德國是柴油稅和石油稅稅率

最高的國家，此係為英國採行針對運輸燃料課稅措施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量，以及德國在 1999 年後考慮環境因素而增加課徵運輸燃料稅下的結

果。(EEA, 2005) 

                                                
39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B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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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1991-2005/06 年 能源稅佔能源價格之比率 

資料來源：EEA (2007c), Indicator: EN32 Energy Ta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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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溫室氣體減量情形 

 

2007年11月，EEA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整合歐盟各會員國

提供的最新觀測統計資料，發佈一份預測歐洲溫室氣體排放趨勢的報告，

40報告顯示在現有政策之下，歐盟15國於2005年的總二氧化碳排放量僅較

基準年1990年的排放水準降低2% (見表3-1及圖3-3)，並依照此趨勢加以預

測，認為若僅以現有政策繼續執行，2010年時歐盟15國的總二氧化碳排放

量將只比1990年的排放水準降低4%，顯然無法達到京都議定書中訂定之

2008-2012年平均總排放需較1990年排放水準減低8%之減量目標。 

 

表3-1  1990年至2005年之二氧化碳減量程度, 歐盟15國 

會員國 
二氧化碳減量

（公噸） 

與基準年相較之

百分比％ 

京都議定書之減

量目標％ 

奧地利 13.6 0.32 -13.0 

比利時 -5.3 -0.12 -7.5 

丹麥 -1.5 -0.16 -21.0 

芬蘭 13.9 0.33 0.0 

法國 5.0 0.12 0.0 

德國 -276.2 -6.50 -21.0 

希臘 38.7 0.91 25.0 

愛爾蘭 12.6 0.30 13.0 

(續) 

 

                                                
40 EEA（2007b）,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rends and projections in Europe 2007. 

http://reports.eea.europa.eu/eea_report_2007_5/en 

http://reports.eea.europa.eu/eea_report_2007_5/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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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續) 

義大利 67.8 1.60 -6.5 

盧森堡 1.5 0.04 -28.0 

荷蘭 4.8 -0.03 -6.0 

葡萄牙 27.0 0.63 27.0 

西班牙 148.0 2.90 15.0 

瑞典 -2.0 -0.06 4.0 

英國 -150.3 -4.20 -12.5 

歐盟 15 國 -102.2 -2.40 -8.0 

資料來源：EEA (2007b),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rends and projections in Europe 2007. 

 

圖 3-3  歐盟 15 國於 1990-2005 年之溫室氣體排放量變化趨勢 

註：The five-year rolling average for a year (Y) corresponds to the average emissions of the five-year 

period: (Y-4)–(Y). 

資料來源：EEA (2007b),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rends and projections in Europ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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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這份報告也指出，各會員國預測若加以將計畫中之環境政策儘

速落實，並輔以排放交易機制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TS)、京都議定

書三大機制等國際合作政策，將可於 2010 年時順利達到京都議定書減量

目標，甚至預測溫室氣體減量成效將超過減量目標，2010 年的排放量將

降低至 199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88.6%；惟西班牙、丹麥和義大利之預

測結果認為即使配合所有經濟政策工具，仍無法其達到個別國家目標，但

所幸差距不大，故歐盟 15 國整體之減量目標仍可望達成。另外，無論僅

以現有政策或是考慮其他政策方法來預測 2010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

發現 2007 年的預測結果皆較 2006 年的預測結果更為樂觀，顯示歐盟 15

國之環境努力成效隨時間益發彰顯，值得世界各國借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