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京都議定書》個案析述 

 

如本論文第一章的研究動機所示，在檢視各類全球政治、經濟、社會與文

化治理等議題的個案後發現，儘管它們至關重要，但是以影響人類的深度、廣度

以及時間長度而言，都無法與全球環境治理議題相提並論。畢竟環境一旦遭受破

壞，往往導致永久性的生態浩劫，不是難以拯治，就是拯治的過程曠日費時，其

成果也極為有限，最後受害的將是人類全體。特別是因工業發展與經濟成長產生

的「溫室氣體」濃度愈來愈高，此種因溫室效應而導致的全球暖化現象，成為近

年來聯合國大會中廣受關注的焦點。《京都議定書》的出現，不啻為當前拯治全

球溫室效應的努力，邁出關鍵的一大步，因此本論文乃選擇《京都議定書》，作

為全球治理運作模式擬驗證的實證個案。 

唐恩（William N. Dunn）（2004）在《公共政策分析：一項導論》（Public Policy 

Analysis：An Introduction）一書中提出了一個包括「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

「政策規劃」（policy formulation）、「政策採納」（policy adoption）、「政策執行」

（policy implementation）與「政策評估」（policy assessment）等程序的「以問題

為中心的政策分析」（problem-centered policy analysis）（Dunn, 2004:45）。在每個

程序中所應採取的政策分析，如表 4-1 所示；而整個政策分析的過程，則如圖 4-1

所示。 

 

 

表 4-1  不同程序的政策制訂過程中所應採取的政策分析 

 

政策制訂的程序 政策分析 

議程設定 建構政策問題（structuring policy problems） 

政策規劃 預測政策未來（forecasting policy futures） 

政策採納 建議政策行動（recommending policy actions） 

政策執行 監測政策結果（monitoring policy outcomes） 

政策評估 評估政策績效（evaluating policy performance） 

 

資料來源：2004:46. 

 

 

 



 

 

 

 

 

 

 

 

 

 

 

 

 

 

 

 

 

 

 

圖 4-1  以問題為中心的政策分析過程 

 

資料來源：Dunn, 2004:56. 

 

 

以下將一一詳述不同程序的政策制訂過程中所應採取的政策分析內涵

（Dunn, 2004:55~58）： 

（一）在議程設定程序方面：建構政策問題 

所謂的「議程」（agenda），是指由一個政治性或政策性機關組織所提供的一

系列必須考慮處理的事項。至於議程設定，則意味著一個政府機關決定是否將某

一個公共問題予以接納並排入處理議程的程序（吳定，民 92:82）。一旦在公共領

域中所期望的價值、目標或情況與實際所獲得的價值、目標或情況之間存在顯著

差距，並被官方所認定與接納，便形成了一項政策問題（吳定，民 92:147;159）。

所以，政策問題可說是必須藉由「政策行動」（policy action）以尋求改善的一些

未被實現的「需求」（needs）、「價值」（values）或「機會」（opportunities）（Dunn, 

200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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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議題設定程序方面，唐恩認為應採取建構政策問題的政策分析。「問題建

構」（problem structuring）能經由議題設定，提供足以挑戰以問題定義為基礎的

「假定」（assumptions）的「政策相關知識」（policy-relevant knowledge）。問題

建構可在發現隱藏的假定、診斷因果、描繪可能目的、綜合衝突觀點與設計新政

策選項中有所助益。 

（二）在政策規劃程序方面：預測政策未來 

在政策規劃程序方面，唐恩認為應採取預測政策未來的政策分析。預測能

提供有關可能成為所採納的替選方案（包括無所作為）的結果其未來「形勢」

（states of affairs）的政策相關知識，因而在政策規劃程序中協助政策制訂者。預

測可檢驗「似真的」（plausible）與「潛在的」（potential）未來，「預估」（estimate）

現存的與所建議的政策的結果，詳述達成目的的可能未來限制，並預估不同選項

的「政治可行性」（political feasibility）（支持與反對）。 

（三）在政策採納程序方面：建議政策行動 

在政策採納程序方面，唐恩認為應採取建議政策行動的政策分析。建議能

產生有關已經由預測而預估過其未來結果的替選方案其利益與成本的政策相關

知識，因而在政策採納程序中協助政策制訂者。建議有助於預估風險與不確定性

的層級，詳述做選擇的基準，並分派執行政策的行政責任。 

（四）在政策執行程序方面：監測政策結果 

在政策執行程序方面，唐恩認為應採取監測政策結果的政策分析。監測能

提供有關先前所採納的政策的結果的政策相關知識，因而在政策執行程序中協助

政策制訂者。許多機構藉由健康、教育、福利、犯罪與科技領域中不同的「政策

指標」（policy indicators）來例行性地監測政策結果與影響。監測有助於評估順

服的程度，發現政策與方案的未預期結果，確認執行障礙與限制，並設計新方案

的責任來源。 

（五）在政策評估程序方面：評估政策績效 

在政策評估程序方面，唐恩認為應採取評估政策績效的政策分析。評估能

產生有關預期的與實際的政策績效間的不一致性的政策相關知識，因而在政策評

估程序中協助政策制訂者。評估不僅能達成關於問題被減緩的程度的結論，它也

促成實行一項政策其價值的澄清與批評，幫助判斷與再規劃政策，並建立重新建

構問題的基礎。 

 

如以《京都議定書》個案為例說明唐恩「以問題為中心的政策分析」論述，

則《京都議定書》的締結事實上可被視為是為解決溫室效應此一「全球環保政策

問題」，而在「全球（溫室效應類）環保政策制訂過程」中被建議、採納並執行



的「政策行動」，故該論述實有助於對《京都議定書》個案從「議程設定」、「政

策規劃」、「政策採納」發展到「政策執行」程序的分析闡述（由於《京都議定書》

甫於二 OO 五年二月十六日生效，故還未發展到政策評估程序）。有鑑於此，本

章將遵循唐恩「以問題為中心的政策分析」過程，進行對《京都議定書》個案發

展經過的析述。 

 

第一節  議題設定程序 
 

在議題設定程序方面，問題建構能經由議題設定，提供足以挑戰問題定義

為基礎的假定的政策相關知識。問題建構可在發現隱藏的假定、診斷因果、描繪

可能目的、綜合衝突觀點與設計新政策選項中有所助益（Dunn, 2004:55）。 

 

壹、發展經過 

 

眾所周知，全球環境保育是高度專業性的全球政策問題之一。一九七二年，

聯合國在肯亞首都奈洛比成立了「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致力建立全球性的監視系統，以記錄世界環境

的各種資料。該署同時負責訂定沙漠化與土壤受侵蝕地區的各種計畫、從事有關

海洋環境研究與計畫，並協調由特定機構所執行的各種相關計畫等（Luard, 

1990:82~89），特別是因工業發展與經濟成長所產生的「二氧化碳」（CO2）、「甲

烷」（CH4）、「一氧化二氮」（N2O）、「氯氟碳化合物」（CFCs）及「臭氧」（O3）

（http://www.hko.gov.hk/wxinfo/climat/greenhs/c_grnhse.htm）等「溫室氣體」

（greenhouse gases）的濃度愈來愈高，進而加強了溫室效應的作用。幾種主要溫

室氣體的特性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幾種主要溫室氣體的特性 

 

溫室氣體 源 匯 對氣候的影響 

二氧化碳（CO2） 1、燃料 

2、改變土地的使用

（砍伐森林） 

1、被海洋吸收 

2、植物的光合作用

吸收紅外線輻射，

影響大氣平流層中

O3 的濃度 

甲烷（CH4） 1、生物體的燃燒 

2、腸道發酵作用 

1、和 OH 起化學作

用 

吸收紅外線輻射，

影響對流層中 O3 及



3、水稻 2、被土壤內的微生

物吸取 

OH 的濃度，影響平

流層中 O3 和 H2O 的

濃度，產生 CO2 

一氧化二氮（N2O） 1、生物體的燃燒 

2、燃料 

3、化肥  

1、被土壤吸取  

2、在大氣平流層中

被光線分解並與 O

起化學作用  

吸收紅外線輻射，

影響大氣平流層中

O3 的濃度 

臭氧（O3）  光線令 O2 產生光化

作用  

與 NOx，ClOx 及

HOx 等化合物的催

化反應 

吸收紫外光及紅外

線輻射 

一氧化碳（CO） 1、植物排放  

2、人工排放（交通

運輸和工業）  

1、被土壤吸取  

2、和 OH 起化學作

用  

影響平流層中 O3 和

OH 的循環，產生

CO2 

氯氟碳化合物

（CFCs） 

工業生產  在對流層中不易被

分解，但在平流層

中會被光線分解和

跟 O 產生化學作用

吸收紅外線輻射，

影響平流層中 O3 的

濃度 

二氧化硫（SO2） 1、火山活動  

2、煤及生物體的燃

燒  

1、乾和濕沉降  

2、與 OH 產生化學

作用  

形成懸浮粒子而散

射太陽輻射 

 

資料來源：http://www.hko.gov.hk/wxinfo/climat/greenhs/c_grnhse.htm。 

 

 

所謂的溫室效應，是指地球大氣層上的一種物理特性。假若沒有大氣層，

地球表面的平均溫度不會是現在合宜的 15℃，而是十分低的-18℃。這溫度上的

差別是由於溫室氣體所致，這些氣體吸收紅外線輻射而影響到地球整體的能量平

衡。大氣層中的溫室氣體佔不足 1%，其總濃度需視各「源」和「匯」（sinks）

的平衡結果。源是指某些化學或物理過程使得溫室氣體濃度增加，相反匯是令其

減少。在現況中，地面和大氣層在整體上吸收太陽輻射能後平衡釋放紅外線輻射

到太空外。但受到溫室氣體影響，大氣層吸收紅外線輻射的份量多過它釋放到太

空外的份量，這會使地球表面溫度上升，此過程可稱為天然的溫室效應。但由於

人類活動釋放出大量的溫室氣體，結果讓更多紅外線輻射被折返到地面上，加強

了溫室效應的作用（http://www.hko.gov.hk/wxinfo/climat/greenhs/c_grnhse.htm）。 



溫室效應最直接造成的後果就是「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現象。由

於溫室氣體濃度的增加會減少紅外線輻射放射到太空外的份量，地球的氣候因此

需要轉變來使吸取和釋放輻射的份量達至新的平衡，這轉變可包括地球表面及大

氣低層變暖，因為這樣可以將過剩的輻射排放出來。全球若持續暖化，海水受熱

膨脹會令海平面上升，而冰川、格陵蘭與南極洲上的冰塊溶解也會使海洋水份增

加，預期由一九 OO 年至二一 OO 年地球的平均海平面上升幅度介乎 0.09 公尺

至 0.88 公尺之間。而全球有超過一半人口居住在沿海 100 公里的範圍以內，其

中大部分住在海港附近的城市區域。所以，海平面的顯著上升對沿岸低窪地區及

海島會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害，例如：加速沿岸沙灘被海水的沖蝕、地下淡水被上

升的海水推向更遠的內陸地方。全球暖化也會影響大氣環流，繼而改變全球的雨

量分佈以及各大洲表面土壤的含水量（http://www.hko.gov.hk/wxinfo/climat 

/greenhs/c_grnhse.htm）。因此，溫室效應成為近年來成為許多聯合國大會中廣受

關注的焦點（UNFCCC, 2004: http://unfccc.int/resource/process/guidanceprocess 

-p.pdf），如（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2003:http://gaia.org.tw/air/fccc_big5/index. 

htm）： 

1、關於「聯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一九八九年十二月二十二日第 44/228 號決議的規定。 

2、關於為人類當代和後代保護全球氣候的一九八八年十二月六日第 43/53

號、一九八九年十二月二十二日第 44/207 號、一九九 O 年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45/212 號和一九九一年十二月十九日第 46/169 號決議。 

3、關於海平面上升對島嶼和沿海地區特別是低窪沿海地區可能產生的不利

影響的一九八九年十二月二十二日第 44/206 號決議各項規定。 

4、關於防治沙漠化行動計畫實施情況的一九八九年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44/172 號決議的有關規定。 

 

貳、評述 

 

由上可知，「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氯氟碳化合物」與「臭

氧」等溫室氣體的排放濃度，隨著人類工業發展與經濟成長而愈來愈高。其中，

二氧化碳主要來自燃料與如砍伐森林等改變土地的使用，它會吸收紅外線輻射，

影響大氣平流層中臭氧的濃度；甲烷主要來自生物體的燃燒、腸道發酵作用與水

稻種植，它會吸收紅外線輻射，影響對流層中臭氧及 OH 的濃度，以及平流層中

臭氧和水的濃度，並產生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主要來自生物體的燃燒、燃料與

化肥，它會吸收紅外線輻射，影響大氣平流層中臭氧的濃度；氯氟碳化合物主要



來自工業生產，它會吸收紅外線輻射，影響平流層中臭氧的濃度；臭氧主要來自

氧氣所產生的光化作用，它會吸收紫外光及紅外線輻射。凡此種種大量溫室氣體

的排放，都會讓更多的紅外線輻射被折返到地面上，加深全球暖化的溫室效應。 

全球若持續暖化，海水受熱膨脹會令海平面上升，而冰川、格陵蘭與南極

洲上的冰塊溶解也會使海洋水份增加。由於全球有超過一半人口居住在沿海 100

公里的範圍以內，其中大部分住在海港附近的城市區域。所以海平面的顯著上升

對沿岸低窪地區及海島會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害。此外，全球暖化也會影響大氣環

流，繼而改變全球的雨量分佈以及各大洲表面土壤的含水量（http://www.hko. 

gov.hk/wxinfo/climat/greenhs/c_grnhse）。而無論是海平面上升也好、大氣環流改

變也罷，對人類的生存來說皆會造成極具威脅性的危險後果。 

因此，溫室效應成為聯合國大會中廣受關注的焦點問題，經過一九八 O 年

代以降歷屆聯合國大會中包括一九八八年十二月六日關於為人類當代和後代保

護全球氣候的第 43/53 號決議、一九八九年十二月二十一日關於防治沙漠化行動

計畫實施情況的第 44/172 號決議、十二月二十二日關於海平面上升對島嶼和沿

海地區特別是低窪沿海地區可能產生的不利影響的第 44/206 號決議與第 44/207

號決議、關於聯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的第 44/228 號決議、一九九 O 年十二月二

十一日的第 45/212 號決議、一九九一年十二月十九日的第 46/169 號決議的「議

題設定」，溫室效應乃形成為一個由聯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氣象組織與府際氣

候變化專業小組等聯合國系統組織，以及國際科學與專業聯盟等非政府組織進行

多項諮詢會議與合作計畫以共同面對因應的全球環保政策問題。 

建構了溫室效應此一全球環保政策問題之後，接下來的工作，就是要進行

預測政策未來的政策規劃，以建議出足以有效降低溫室氣體排放濃度的妥適的政

策行動，來解決溫室效應此一全球環保政策問題。 

 

 

 

 

 

 

 

 

 

 

 



 

第二節  政策規劃程序 
 

在政策規劃程序方面，預測能提供有關可能成為所採納的替選方案（包括

無所作為）的結果其未來形勢的政策相關知識，因而在政策規劃程序中協助政策

制訂者。預測可檢驗似真的與潛在的未來，預估現存的與所建議的政策的結果，

詳述達成目的的可能未來限制，並預估不同選項的「政治可行性」（支持與反對）

（Dunn, 2004:56~57）。 

 

壹、發展經過 

 

在前述的聯合國大會中聯合國對溫室效應的「議題設定」下，開始著手解

決此一問題，聯合國環境規劃署與「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等聯合國系統組織，以及「國際科學與專業聯盟」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ISPA）等非政府組織乃進行

多項諮詢會議與合作計畫。國際科學與專業聯盟是一個囊括經濟與財政、健康與

醫藥、法律與行政、職業與勞工、科學、社會科學與技術等專業領域的非政府組

織聯盟，其致力與各國際分支機構、國際政府組織、民族國家、區域組織與跨國

企業在科學與專業資訊的發展與應用面上密切互動（Evan, 1981:16~17）。國際科

學與專業聯盟的成員包括來自世界各國的許多科學家、專家與專業技術人員，以

其高度專業的知識與能力，獲致諸多有價值的科學研究成果，上述聯合國環境規

劃署、世界氣象組織與國際科學與專業聯盟的研究成果以學術論文、研究摘要、

影響評估、諮詢報告、備忘錄以及網際網路內容等各種形式呈現，共同建構了有

關溫室效應的豐富資訊體系以供公眾分享（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2003:http://gaia.org.tw/air/fccc_big5/index. htm）。 

一九八八年，聯合國成立了「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旨在與國際科學與專業聯盟等非政府組織合

作，更明確地瞭解氣候變化，並發表權威的科學資料供決策者採用，各國政府主

要按照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提供的氣候變化科學建議，包括氣候變化的科學基

礎及影響，做出對策。 

由於各種溫室氣體對地球的能量平衡有不同程度的影響，為了幫助決策者

能量度各種溫室氣體對地球變暖的影響，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在一九九 O 年

的報告中引入「全球暖化潛能」（Global Warming Potential）的概念。全球暖化潛

能為反映溫室氣體的相對強度，其定義是指某一單位質量的溫室氣體在一定時間



內相對於二氧化碳的累積輻射力。此外，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也利用複雜的氣

候模式，在其第三份評估報告中估計全球地面的平均氣溫會在二一 OO 年上升

1.4 至 5.8℃，這已考慮到大氣層中懸浮粒子對於對地球氣候降溫的效應與及海洋

吸收熱能的作用（海洋有較大的熱容量）（http://www.hko.gov.hk/wxinfo 

/climat/greenhs /c_grnhse.htm）。各種溫室氣體的全球暖化潛能如表 4-3 所示。 

 

 

表 4-3  各種溫室氣體的全球暖化潛能 

 

留存期（年） 全球暖化潛能 溫室氣體 

 20 年 100 年 500 年 

二氧化碳（CO2） 未能確定  1  1  1  

甲烷（CH4） 12.0  62  23  7  

一氧化二氮（N2O） 114  275  296  156  

氯氟碳化合物（CFCs） --  --  --  --  

i)  CFCl3（CFC-11） 45  6300  4600  1600  

ii)  CF2Cl2（CFC-12） 100  10200  10600  5200  

iii) CClF3（CFC-13） 640  10000  14000  16300  

iv) C2F3Cl3（CFC-113） 85  6100  6000  2700  

v)  C2F4Cl2（CFC-114） 300  7500  9800  8700  

vi) C2F5Cl（CFC-115） 1700  4900  7200  9900  

 

資料來源：http://www.hko.gov.hk/wxinfo/climat/greenhs /c_grnhse.htm。 

 

 

一九九 O 年，一系列國際會議提出了締結一個全球條約來應付全球暖化問

題的緊急呼籲。而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的新任務之一，就是為條約的談判做好

準備（UNFCCC, 2004: http://unfccc.int/resource/process/guidanceprocess-p.pdf）。 

 

貳、評述 

 

由上可知，在建構溫室效應此一全球環保政策問題之後，聯合國環境規劃

署、世界氣象組織、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等聯合國系統組織，以及國際科學與

專業聯盟等非政府組織對溫室效應問題進行長期研究，擬定出許多解決溫室效應



問題的替選方案。 

最終這些組織清楚地體認到，倘若缺乏一個由全球官方與非官方行動者共

同參與締結的、具法律效力的條約，精確地訂定出每一個國家所被分配到的溫室

氣體最高排放標準數值，並設計未遵守該標準數值時相關的懲處制度的話，那麼

各國漫無節制排放溫室氣體的行為實在是很難受到約束的。所以，這些組織從許

多的替選方案中選擇了「締結一個全球條約」此一替選方案，深信有了全球性條

約的規範，未來才足以有效地減緩溫室效應問題。 

 

 

 

 

 

 

 

 

 

 

 

 

 

 

 

 

 

 

 

 

 

 

 

 

 

 

 



 

第三節  政策採納程序 

 

在政策採納程序方面，建議能產生有關已經由預測而預估過其未來結果的

替選方案其利益與成本的政策相關知識，因而在政策採納程序中協助政策制訂

者。建議有助於預估風險與不確定性的層級，詳述做選擇的基準，並分派執行政

策的行政責任（Dunn, 2004:57）。 

 

壹、發展經過 

 

一九九 O 年，聯合國大會為響應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的建議，成立了「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府際談判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on/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INN/FCCC）。府際談判委員會被授予起草一個綱

要公約與其視為必要的任何法律文書的使命。在一九九一年二月至一九九二年五

月的五次會議上，150 多個國家之間進行了談判，並於一九九二年五月九日在紐

約聯合國總部通過《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UNFCCC, 2004: http://unfccc.int/ 

resource/process/guidanceprocess-p.pdf），明定其最終目標是：根據本公約的各項

有關規定，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度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

水平上。這一水平應當在足以使生態系統能夠自然適應氣候變化、確保糧食生產

免受威脅，並使經濟發展能夠持續進行的時間範圍內實現。該公約的重要條文內

容如後（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2003:http://gaia.org.tw/air/fccc_big5 

/index.htm）： 

 

（一）原則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條規定了相關的原則： 

 

1、各締約方應當在公平的基礎上，且根據它們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

的能力，為人類當代和後代的利益保護氣候系統。因此，已開發國家締約方應當

率先應付氣候變化及其不利影響。 

2、應當充分考慮到開發中國家締約方尤其是特別易受氣候變化不利影響的

那些開發中國家締約方的具體需要和特殊情況，並應當充分考慮到那些按本公約

需承擔不成比例或不正常負擔的締約方，特別是開發中國家締約方的具體需要和

特殊情況。 



3、各締約方應當採取預防措施，預測、防止或儘量減少引起氣候變化的原

因，並緩解其不利影響。當存在造成嚴重或不可逆轉的損害威脅時，不應當以科

學上沒有完全的確定性為理由推辭採取這類措施，同時考慮到應付氣候變化的政

策和措施應當講求成本效益，確保以盡可能最低的費用獲得全球效益。為此，這

種政策和措施應當考慮到不同的社會經濟情況，並且應當具有全面性，包括所有

有關的溫室氣體源及適應措施，並涵蓋所有經濟部門。應付氣候變化的努力可由

有關的締約方合作進行。 

4、各締約方有權並且應當促進可持續的發展。保護氣候系統免遭人為變化

的政策和措施應當適合每個締約方的具體情況，並應當結合到國家的發展計畫中

去，同時考慮到經濟發展對於採取措施應付氣候變化是至為重要的。 

5、各締約方應當合作促進有利的和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這種體系將促成

所有締約方特別是開發中國家締約方的可持續經濟增長和發展，因而使它們有能

力更佳地應付氣候變化的問題。為應付氣候而採取的措施，包括單方面措施，不

應當稱為國際貿易上的任意或無理的歧視手段或者隱蔽的限制。 

 

（二）承諾（commitments）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四條規定了有關締約方的「承諾」，其重要

內容為： 

 

1、所有締約方，考慮到它們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以及各自具體的國家和

區域發展優先順序、目標，應： 

（1）使用待由締約方大會發展、定期更新、公佈並按照第十二條向締約方

大會提供關於《蒙特婁議定書》（即一九八七年九月十六日在蒙特婁通過、後經

調整和修訂的《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婁議定書》）未予管制的所有溫室氣

體的各種來源的人為排放和各種來源的清除的國家清單。 

（2）制訂、執行、公佈和經常地更新國家的以及在適當情況下區域的計畫，

其中包含《蒙特婁議定書》未予管制的所有溫室氣體來源的人為排放和匯的清除

來著手減緩氣候變化的措施，以及便利充分地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 

（3）在所有有關部門，包括能源、運輸、工業、農業、林業和廢物管理部

門，促進和合作發展、應用和傳播（包括轉換）各種用來控制、減少或防治《蒙

特婁議定書》未予管制的溫室氣體的人為排放的技術、做法和過程。 

（4）促進可持續管理，並促進和合作以維護與加強《蒙特婁議定書》未予

管制的所有溫室氣體的匯和「庫」（reservoirs），包括「生物質」（biomass）、

森林和海洋以及其他陸地、沿海和海洋生態系統。 



（5）合作為適應氣候變化的影響做好準備；擬定和詳細制訂關於沿海地區

的管理、水資源和農業以及關於受到旱災和沙漠化及洪水影響的地區，特別是非

洲這種地區的保護和恢復的適當的綜合性計畫。 

（6）在有關的社會、經濟和環境政策及行動中，在可行的範圍內將氣候變

化考慮進去，並採用由本國擬定和確定的適當辦法，例如進行影響評估，以期盡

量減少它們為了減緩或適應氣候變化而進行的項目或採取的措施對經濟、公共健

康和環境質量產生的不利影響。 

（7）促進和合作進行關於氣候系統的科學、技術、工藝、社會經濟和其他

研究、系統觀測及開發數據檔案，目的是增進對氣候變化的起因、影響、規模和

發生時間以及各種應對策略所來的經濟和社會後果的認識，和減少或消除在這些

方面尚存的不確定性。 

（8）促進和合作進行關於氣候系統和氣候變化及關於各種應對策略帶來的

經濟和社會後果的科學、技術、工藝、社會經濟和法律方面的有關資訊的充分、

公開和迅速的交流。 

（9）促進和合作進行與氣候變化有關的教育、培訓和提高公眾意識的工

作，並鼓勵人們對這個過程最廣泛參與，包括鼓勵各種非政府組織的參與。 

2、附件一所列的已開發國家締約方和其他締約方的具體承諾如下所規定： 

（1）每一個此類締約方應制訂國家政策和採取相應的措施，通過限制其人

為的溫室氣體排放以及保護和增強其溫室氣體庫和匯，減緩氣候改變。這些政策

和措施將表明，已開發國家是在帶頭依循本公約的目標，改變人為排放的長期趨

勢，同時認識到至二十世紀末使二氧化碳和《蒙特婁議定書》未予管制的其他溫

室氣體的人為排放回復到較早的水平，將會有助於這種改變，並考慮到這些締約

方的起點做法、經濟結構和資源基礎方面的差別、維持強有力和可持續經濟增長

的需要、可以採用的技術以及其他個別情況，又考慮到每一個此類締約方可以同

其他締約方共同執行這些政策和措施，也可以協助其他締約方為公約的目標特別

是本項的目標做出貢獻。 

（2）為了推動朝這一目標的進展，每一個此類締約方應在本公約對其生效

後六個月內，並在其後定期地就其上述（1）項所述的政策和措施，以及就其有

此預測在（1）項所述期間內《蒙特婁議定書》未予管制的溫室氣體源的人為排

放和「碳匯」（carbon sinks）的清除，提供詳細資訊，目的在個別地或共同地使

二氧化碳和《蒙特婁議定書》未予管制的其他溫室氣體的人為排放回復到一九九

O 年的水平。按照第七條，這些資訊將由締約方大會在第一屆大會上以及在其後

定期地加以審評。 

（3）為了上述（2）項的目的而計算各種溫室氣體源的排放和匯的清除時，



應該參考可以得到的最佳科學認識，包括關於各種匯的有效容量和每一種溫室氣

體在引起氣候變化方面的作用的知識。締約方大會應在其第一屆大會上考慮和議

定進行這些計算的方法，並在其後經常加以評審。 

（4）締約方大會應在其第一屆大會上評審上述（1）項和（2）項是否充足。

進行審評時應參照可以得到的關於氣候變化及其影響的最佳科學訊息和評估，以

及有關的工藝、社會和經濟訊息在審評的基礎上，締約方大會應採取適當的行

動，其中可以包括通過對上述（1）項和（2）項承諾的修正。締約方大會第一屆

大會應就上述（1）項所述共同執行的標準做出決定。對（1）項和（2）項的第

二次審議應不遲於一九九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進行，其後由締約方大會確定的定

期間隔進行，直至本公約的目標達到為止。 

（5）每一個此類締約方應： 

A、酌情同其他此類締約方協調為了實現本公約的目標而開發的有關經濟和

行政手段。 

B、確定並定期審評其本身有哪些政策和做法鼓勵了導致《蒙特婁議定書》

未予管制的溫室氣體的人為排放水平更高的活動。 

（6）締約方大會應至遲在一九九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評審可以得到的

資訊，以便經有關締約方同意，做出適當修正附件一和二內名單的決定。 

（7）不在附件一之列的任何締約方，可以在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

文書中，或在其後任何時間，通知保存人其有意接受上述（1）項和（2）項的約

束。保存人應將任何此類通知通報其他締約方。 

3、附件二所列的已開發國家締約方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締約方應提供新的和

額外的資金，以支付經議定的開發中國家締約方為履行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的義

務而招致的全部費用。它們還應提供開發中國家締約方所需要的資金，包括用於

技術轉移的資金，以支付經議定的為執行本條第一款所述並經開發中國家締約方

與第十一條所述的國際實體依該條議定的措施其全部增加費用。這些承諾的履行

應考慮到資金流量應充足和可以預測的必要性，以及已開發國家締約方間適當分

攤負擔的重要性。 

4、附件二所列的已開發國家締約方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締約方還應幫助特別

易受氣候變化不利影響的開發中國家締約方支付適應這些不利影響的費用。 

5、附件二所列的已開發國家締約方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締約方應採取一切實

際可行的步驟，酌情促進、便利和資助向其他締約方特別是開發中國家締約方轉

移或使它們有機會得到無害環境的技術和專有技術，以使它們能夠履行本公約的

各項規定。在此過程中，已開發國家締約方應支持開發和增強開發中國家締約方

的自生能力。 



6、對於附件一所列正在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締約方，再履行其在上述第 2 款

下的承諾時，包括在《蒙特婁議定書》未予規定的溫室氣體人為排放的可資參照

的歷史水平方面，應由締約方大會允許它們有一定程度的靈活性，以增強這些締

約方應付氣候變化的能力。 

7、開發中國家締約方能在多大程度上有效履行其在本公約下的承諾，將取

決於已開發國家締約方對其在本公約下所承擔的有關資金和技術轉換的承諾的

有效履行，並將充分考慮到經濟和社會發展及消除貧困是開發中國家締約方首要

和壓倒一切的優先事項。 

8、在履行本條各項承諾時，各締約方應充分考慮按照本公約需要採取哪些

行動，包括與提供資金、保險和技術轉換有關的行動，以滿足開發中國家締約方

由於氣候變化的不利影響和/或執行應對措施所造成的影響，特別是對下列各類

國家的影響，而產生的具體需要和關注： 

（1）小島國家 

（2）有低窪沿海地區的國家 

（3）有乾旱和半乾旱地區、森林地區和容易發生森林退化的地區的國家 

（4）有易遭自然災害地區的國家 

（5）有容易發生旱災和沙漠化的地區的國家 

（6）有城市大氣嚴重污染的地區的國家 

（7）有脆弱生態系統包括山區生態系統的國家 

（8）其經濟高度依賴礦物燃料和相關的能源密集產品的生產、加工和出口

帶來的收入，和/或高度依賴於這種燃料和產品的消費的國家；和 

（9）內陸國和過境國 

  此外，締約方大會可酌情就本款採取行動。 

9、各締約方在採取有關提供資金和技術轉換的行動時，應充分考慮到最低

度開發國家的具體需要和特殊情況。 

10、各締約方應按照第十條，在履行本公約各項承諾時，考慮到其經濟容

易受到執行應付氣候變化的措施所造成的不利影響之害的締約方、特別是開發中

國家締約方的情況。這尤其是用逾期經濟高度依賴於礦物燃料和相關的能源密集

產品的生產、加工和出口所帶來的收入，和/或高度依賴於礦物燃料的使用，而

改用其他燃料又非常困難的那些締約方。 

 

（三）締約方大會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中有關締約方大會的規定集中在第七條： 

 



1、茲設立締約方大會。 

2、締約方大會作為本公約的最高機構，應定期審評本公約和締約方大會可

能通過的任何相關法律文書的履行情況，並應在其職權範圍內做出為促進本公約

的有效履行所必要的決定。為此目的，締約方大會應： 

（1）根據本公約的目標、在履行本公約過程中取得的經驗含科學與技術知

識的發展，定期審評本公約規定的締約方義務和機構安排。 

（2）促進和便利就各締約方為應付氣候變化及其影響而採取的措施進行資

訊交流，同時考慮到各締約方不同的情況、責任和能力以及各自在本公約下的承

諾。 

（3）應兩個或更多的締約方的要求，便利將這些締約方為應付氣候變化及

其影響而採取的措施加以協調，同時考慮到各締約方不同的情況、責任和能力以

及各自在本公約下的承諾。 

（4）依照本公約的目標和規定，促進和指導發展和定期改進由締約方大會

議定，除此之外，必須編制各種溫室氣體源的排放和各匯的清除清單，和評估為

限制這些氣體的排放及增進其清除而採取的各種措施的有效性的方法。 

（5）根據依本公約規定獲得的所有資訊，評估各締約方履行公約的情況和

依照公約所採取措施的總體影響，特別是環境、經濟和社會影響及其累計影響，

以及當前在實現本公約的目標方面取得的進展。 

（6）審議並通過關於本公約履行情況的定期報告，並確保予以發表。 

（7）就任何事項做出為履行本公約所必須的建議。 

（8）按照第四條第 3、第 4 和第 5 款及第十一條，設法動員資金。 

（9）設立其認為履行公約所必須的附屬機構。 

（10）審評其附屬機構提出的報告，並向它們提供指導。 

（11）以協商方式議定並通過締約方大會和任何附屬機構的議事規則和財

務規則。 

（12）酌情尋求和利用各主管國際組織和府際及非政府機構提供的服務、

合作各資訊；和 

（13）行使實現本公約目標所需的其他職能以及依本公約所賦予的所有其

他職能。 

3、締約方大會應在其第一屆大會上通過其本身的議事規則，以及本公約所

設立的附屬機構的議事規則，其中應包括關於本公約所述各種決策程序未予規定

的事項的決策程序。這類程序可包括通過具體決定所需的特定多數。 

4、締約方大會第一屆大會應由第二十一條所述的臨時秘書處召集，並應不

遲於本公約生效日期後一年舉行。其後，除締約方大會另有決定外，締約方大會



的常會應年年舉行。 

5、締約方大會特別會議應在締約方大會認為必要的其他時間舉行，或應任

何締約方的書面要求而舉行，但須在秘書處將該要求轉達給各締約方六個月內得

到至少三分之一締約方的支持。 

6、聯合國及其專門機構和國際原子能機構，以及它們的非為本公約締約方

的會員國或觀察員，均可作為觀察員出席締約方大會的各項會議。任何在本公約

所涉事項上具備資格的團體或機構，不管其為國家或國際的、政府或非政府的，

經通知秘書處其願意作為觀察員出席締約方大會的某屆會議，均可予以接納，除

非出席的締約方至少三分之一反對。觀察員的接納和參加應遵循締約方大會通過

的議事規則。 

 

（四）議定書 

特別重要的是，第十七條包括了議定書的相關規定： 

 

1、締約方大會可在任何一屆常會上通過本公約的議定書。 

2、任何擬定的議定書案文應由秘書處在舉行該屆會議至少六個月之前送交

各締約方。 

3、任何議定書的生效條件應由該文書加以規定。 

4、只有本公約的締約方才可成為議定書的締約方。 

5、任何議定書下的決定只應由該議定書的締約方做出。 

 

（五）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 

第二十條則規定，該公約應於聯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期間在里約熱內盧，

其後自一九九二年六月二十日至一九九三年六月十九日在紐約聯合國總部，開放

供聯合國會員國或任何聯合國專門機構的成員國或《國際法院規約》的當事國和

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簽署。而有關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該公約的規定在第

二十二條： 

 

1、本公約須經各國和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公

約應自簽署截止日之次日起開放供成員加入。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文書應

交存於保存人。 

2、任何成為本公約締約方而其成員國均非締約方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應

受本公約一切義務的約束。如果此類組織的一個或多個成員國為本公約的締約

方，該組織及其成員國應決定各自在履行公約義務方面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



該組織及其成員國無權同時行使本公約規定的權利。 

3、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應在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文書中聲明其在

本公約所規定事項上的權限。此類組織還應將其權限的任何重大改變通知保存

人，再由保存人通知各締約方。 

 

（六）生效 

有關該公約生效的規定在第二十三條： 

 

1、本公約應自第 50 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文書交存之日後第 90 天

起生效。 

2、對於在第 50 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文書交存之後批准、接受、

核准或加入本公約的每一個國家或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本公約應自該國或該區

經濟一體化組織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文書交存之日後第 90 天起生

效。 

3、為上述第 1 和第 2 款的目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所交存的任何文書不

應被視為該組織成員國所交存文書之外的額外文書。 

 

（七）附件 

此外，附件一的原始文件內容如下格式所示： 
 
           澳洲 
           奧地利 
           白俄羅斯* 
           比利時 
           保加利亞* 
           加拿大 
           克羅埃西亞* a/ 
           捷克共和國*a/ 
           丹麥 
           歐洲共同體 
           愛沙尼亞* 
           芬蘭 
           法國 
           德國 
           希臘 
           匈牙利* 



           冰島 
           愛爾蘭 
           意大利 
           日本 
           拉脫維亞* 
           列支敦士登 a/ 
           立陶宛* 
           盧森堡 
           摩納哥 a/ 
           荷蘭 
           紐西蘭 
           挪威 
           波蘭* 
           葡萄牙 
           羅馬尼亞* 
           俄羅斯聯邦* 
           斯洛伐克*a/ 
           斯洛文尼亞*a/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土耳其 
           鳥克蘭* 
           大不列顛及愛爾蘭聯合王國 
           美國 

 
（“*”表示正在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國家。“a/”表示依照 COP-3 第 4/CP-3 號

決定通過的附件一修正案所增加的國家。該修正案於一九九八年八月十三日生

效） 
 
附件二的原始文件內容則如下格式所示： 

 
           澳洲 
           奧地利 
           比利時 
           加拿大 
           丹麥 
           歐洲共同體 



           芬蘭 
           法國 
           德國 
           希臘 
           冰鳥 
           愛爾蘭 
           意大利 
           日本 
           盧森堡 
           荷蘭 
           紐西蘭 
           挪威 
           葡萄牙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土耳其 
           大不列顛及北愛爾蘭聯合王國 
           美國 

 

 

在一九九二年六月召開的聯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155 個國家簽署了《聯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此後，有更多的國家簽署，並得到了愈來愈多國家的

批准（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2003:http://gaia.org.tw/air/fccc_big5/index. 

htm），《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因而正式生效。 

在《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規定下，必須召開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締約方大會，也必須在大會中通過相關的議定書，這是因為聯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的締約方們深知徒憑公約並不足以解決複雜的溫室效應問

題。事實上，歷屆締約方大會的與會成員除了官方成員外，還包括了許多不具官

方身分的非政府組織，如表 4-4 所示。 
 

 

表 4-4  參與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的行動者（至二 OOO 年十月

為止） 

 

 國家/組織 
（States/Organizations） 

參與者

（Participants）



成員（Parties） 150 979 
觀察國（Observer States） 2 7 
全體成員暨觀察國（Total Parties + 
Observer States） 

152 986 

聯合國秘書處單位與相關團體（UN 
Secretariat units and related bodies） 

9 33 

專業機構與相關組織（Specialized 
agencies and related organizations） 

8 53 

府際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18 70 

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172 1491 

全體觀察組織（Total observer 
organizations） 

207 1647 

媒體（Media） 55 104 
全體參與（Total participation）  2737 
 

資料來源：http://unfccc.int/resource/doc/chinese/cop8/misco1.pdf. 

 

 

以前述的國際科學與專業聯盟為例，其經常挾其資訊優勢，在歷屆的聯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中扮演重要角色（Feraru, 1981:167~168）： 

1、在大會舉行前，國際科學與專業聯盟會經由與國際政府組織和政府官員

的密切接觸，有效影響國家與國際決策制定的機會，同時藉參與大會討論提綱的

擬定，影響跨政府的商議結果。 

2、在大會舉行期間，國際科學與專業聯盟藉由專業資訊，參與正式解決方

案內容的增修工作，同時對政府的正式與非正式決策、國際秘書處、聯合國與其

他國際機構的不同組織提供資訊，以確保決策的持續流動。 

3、在大會結束後，國際科學與專業聯盟會發揮技術與科學專業資訊，協同

其他非政府組織從事計畫發展與執行的輔助工作，並動員相關的支持力量。 

 

貳、評述 

 

由上可知，聯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氣象組織、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以

及國際科學與專業聯盟等提出建議，咸認唯有「締結一個全球條約」的替選方案，

未來才足以在全球性條約的規範下有效地減緩溫室效應問題。 



聯合國大會接納此替選方案，並在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的建議下，於一

九九 O 年成立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府際談判委員會，負責起草一個綱要公約與其

視為必要的任何法律文書的工作（http://www.hko.gov.hk/wxinfo/climat 

/greenhs/c_grnhse）。 

 

 

 

 

 

 

 

 

 

 

 

 

 

 

 

 

 

 

 

 

 

 

 

 

 

 

 

 

 

 



 

第四節  政策執行程序 

 

在政策執行程序方面，監測能提供有關先前所採納的政策的結果的政策相

關知識，因而在政策執行程序中協助政策制訂者。許多機構藉由健康、教育、福

利、犯罪與科技領域中不同的政策指標來例行性地監測政策結果與影響。監測有

助於評估順服的程度，發現政策與方案的未預期結果，確認執行障礙與限制，並

設計新方案的責任來源（Dunn, 2004:57~58）。 

 

壹、發展經過 

 

一九九七年七月二十五日，美國國會參院以 95 票贊成、0 票反對，通過了

參院決議案第 98 號，其中宣示：倘有損美國之經濟或無法約束開發中國家達成

溫室氣體減量之承諾，則美國不應成為《聯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之任何相關

議定書或協定的締約國。 

 

一、《京都議定書》的締結 

一九九七年十二月，「第三屆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3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簡稱為 COP-3）在日本京都召開。柯林頓政府特別宣示，新協

定之通過必須納入以下三要件（Bureau of Ocea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Scientific Affairs, Office of Global Change, 1997:http://www.state.gov/www/global 

/oeq/97climate_report/index.html）： 

1、具有約束性的溫室氣體減量目標必須是務實且是可達成的。 

2、減量義務之履行必須具有彈性。 

3、開發中國家也必須參與減量措施和機制。 

在該屆大會裏，有來自 149 個國家與地區約一萬名代表、觀察員和新聞記

者參加。會中依照第 1/CP-3 號決定，通過了建構於綱要公約上的《京都議定書》，

規定工業化國家到二 OO 八年至二 O 一二年之間必須使它們的全部溫室氣體排

放量與一九九 O 年相比至少削減 5%。並從一九九八年三月十六日至一九九九年

三月十五日於紐約開放成員簽署。到該日止共獲致 84 個簽名，未在《京都議定

書》簽署的成員可在任何時候同意加入（UNFCCC, 2004:http://unfccc.int/resource 

/convkp.html）。 

 



二、《京都議定書》的重要條約內容 

以下將列舉較為重要的《京都議定書》條約內容，分為「溫室氣體與其排

放標準」、「對減排標準的承諾」、「溫室氣體排放標準的審評過程」、「批准、接受、

核准或加入」、「生效」以及「退出」等六個部分說明如後。 

 

（一）溫室氣體與其排放標準 

在《京都議定書》的附件 A 中明定六種危及大氣層的溫室氣體為「二氧化

碳」（CO2）、「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

氟化碳」（PFCs）、「六氟化硫」（SF6）。附件 B 並規定了每一成員被分配到的溫

室氣體最大排放量標準，亦即對溫室氣體排放與降低抑制排放的革新性機制成本

的合法約束力限制，如表 4-5 所示。在承諾期間，成員必須符合此排放標準，並

至少比一九九 O 年的排放層級降低 5%。第二承諾期標準的協商將於二 OO 五年

開始，在那之前，成員必須在排放量的控制上有「可證明的進展」（demonstrable 

progress）。議定書也提供了指示性的政策與排放量測量方法一覽表（UNFCCC, 

2004:http://unfccc.int/resource /convkp.html）。 

 

 

表4-5  《京都議定書》的附件B：各締約方的溫室氣體排放標準 

 

締約方 排放量限制或削減承諾（一九九O年起的百分比變化） 

澳洲 108 

奧地利 92 

比利時 92 

保加利亞* 92 

加拿大 92 

克羅埃西亞* 92 

捷克共和國* 92 

丹麥 92 

愛沙尼亞* 92 

歐洲共同體 92 

芬蘭 92 

法國 92 

德國 92 

希臘 92 



匈牙利* 94 

冰島 110 

愛爾蘭 92 

義大利 92 

日本 94 

拉脫維亞* 92 

列支敦士登 92 

立陶宛* 92 

盧森堡 92 

摩洛哥 92 

荷蘭 92 

紐西蘭 100 

挪威 101 

波蘭* 94 

葡萄牙 92 

羅馬尼亞* 92 

俄羅斯聯邦* 92 

斯洛伐克* 92 

斯洛文尼亞* 92 

西班牙 92 

瑞典 92 

瑞士 92 

烏克蘭* 100 

大不列顛及北愛爾

蘭聯合王國 

92 

美國 93 

“*＂表示正在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國家 

 

資料來源：京都議定書，2002:http://gaia.org.tw/air。 

 

 

《京都議定書》第三條包括遵循溫室氣體排放標準的相關規定，其重要內

容為（京都議定書，2002:http://gaia.org.tw/air）： 

 



1、（《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所列締約方應個別地或共同地

確保其在附件 A 所列溫室氣體的人為二氧化碳當量排放總量不超過按照附件 B

中所載的量化限制和減少排放的承諾和根據本條的規定所計算的分配數量，以使

在二 OO 八年至二 O 一二年承諾期內這些氣體的全部排放量從一九九 O 年水平

至少減少 5%。 

2、（《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附件一所列締約方到二 OO 五年時，應

在履行其依本議定書規定的承諾方面做出可予證實的進展。 

3、在自一九九 O 年以來直接由人為引起的土地利用變化和林業活動-限於

造林、重新造林和砍伐森林-產生的溫室氣體源的排放和匯的清除方面的淨變

化，作為每個承諾期碳貯存方面可核查的變化來衡量，應用以實現（《聯合國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所列每一締約方依本條規定的承諾。與這些活動相

關的溫室氣體源的排放和匯的清除應以透明且可核查的方式做出報告，並依第七

條和第八條予以審評。 

4、在作為本議定書締約方大會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第一

屆大會之前，（《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所列每一締約方應提供數

據供「科技諮詢附屬團體」（the 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SBSTA）審評，以便確定其一九九 O 年的碳貯存，並能對以後各年的碳

貯存方面的變化做出估計。作為本議定書締約方大會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締約方大會應在第一屆會議或在其後一旦實際可行時，就涉及與農業土壤和土地

利用變化和林業類各種溫室氣體源的排放和匯的清除方面變化有關的那些因人

引起的其他活動，應如何加到（《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所列締

約方的分配數量中或從中減去的方式、規則和指南做出決定，同時考慮到各種不

確定性、報告的透明度、可查核性、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的工作方法、科技諮

詢附屬團體根據第五條提供的諮詢意見以及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

會的決定。此項決定應適用於第二個和以後的承諾期。任一締約方可為其第一個

承諾期中這些額外的因人為引起的活動選擇適用此項決定，但這些活動須自一九

九 O 年以來已經進行。 

5、其基準年或基準期係根據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第二屆大

會第 9/CP-2 號決定確定的。正在向市場經濟過渡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的）附件一所列締約方，為履行本條規定的承諾，應使用該基準年或基準期。正

在向市場經濟過渡但尚未依《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十二條提交其第一次

國家資訊通報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所列任何其他締約方，

也可通知作為本議定書締約方大會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它有

意為履行依本條規定的承諾使用除一九九 O 年以外的某一歷史基準年或基準



期。作為本議定書締約方大會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應就此種通

知的接受與否做出決定。 

6、考慮到《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四條第 6 款，作為本議定書締約

方大會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應允正在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附件

一所列締約方在履行其除本條規定的那些承諾以外的承諾方面有一定程度的靈

活性。 

7、在從二 OO 八年至二 O 一二年第一個量化限制和減少排放的承諾期內，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所列每一締約方的分配數量應等於在

附件 B 中對附件 A 所列溫室氣體在一九 OO 年或按照上述第 5 款確定的基準年

或基準期內其人為二氧化碳當量的排放總量所載的百分比乘以 5。土地利用變化

和林業對其構成一九 OO 年溫室氣體排放淨源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的）附件一所列那些締約方，為計算其分配數量的目的，應在它們一九 OO 年排

放基準年或基準期計入各種源的人為二氧化碳當量排放總量減去一九 OO 年土

地利用變化產生的各種匯的清除。 

8、（《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所列任一締約方，為了上述第

7 款所指計算的目的，可使用一九九五年作為氫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六氟化硫

的基準年。 

9、（《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所列締約方對以後期間的承諾

應在對本議定書附件 B 的修正中加以確定，此類修正應根據第二十一條第 7 款

的規定予以通過。作為本議定書締約方大會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

會應至少在上述第 1 款中所指第一個承諾期結束之前七年開始審評此類承諾。 

10、任一締約方根據第六條和第十七條的規定從另一締約方獲得的任何減

少排放單位或一個分配數量的任何部分，應計入獲得締約方的分配數量。 

11、任一締約方根據第六條和第十七條的規定轉讓給另一締約方的任何減

少排放單位或一個分配數量的任何部分，應從轉讓締約方的分配數量中減去。 

12、任一締約方根據第十二條規定從另一締約方獲得的任何經證明的減少

排放單位應記入獲得締約方的分配數量。 

13、如（《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所列一締約方在一承諾期

內的排放少於其依本條確定的分配數量，此種差額，應該循締約方的要求，記入

該締約方以後的承諾期的分配數量。 

 
為了促進各國完成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議定書允許採取以下四種減排方式

（京都議定書，2002: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 

/2002-09/03/content_548525.htm）： 



1、兩個已開發國家之間可以進行排放額度買賣的「排放權交易」，即難以

完成削減任務的國家，可以花錢從超額完成任務的國家買進超出的額度。 

2、以「淨排放量」計算溫室氣體排放量，即從本國實際排放量中扣除森林

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數量。 

3、可以採用綠色開發機制，促使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共同減排溫室氣

體。 

4、可以採用「集團方式」，即歐盟內部的許多國家可視為一個整體，採取

有的國家削減、有的國家增加的方法，在總體上完成減排任務。 

 
（二）對減排標準的承諾 

《京都議定書》第四~七條包括對溫室氣體減排標準的相關承諾，其重要內

容為（京都議定書，2002: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 

ziliao/2002-09/03/content_548525.htm）： 

 
第四條： 

 
1、凡訂立「協定」（agreement）共同履行其依第三條規定的承諾的（《聯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所列任何締約方，只要其依附件A中所列溫

室氣體的合併的人為二氧化碳當量排放總量不超過附件B中所載根據其量化限

制和減少排放的承諾和根據第三條規定所計算的分配數量，就應被視為履行了這

些承諾。分配給該協議每一締約方的各自排放水平應載明於該協定。 

2、任何此類協定的各締約方應在它們交存批准、接受或核准本議定書或加

入議定書之日將該協定內容通知秘書處。其後秘書處應將該協定內容通知《聯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 

3、任何此類協定應在第三條第7款所指承諾期的持續期間繼續實施。 

4、如締約方在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框架內並與該組織一起共同行事，

該組織的組成在本議定書通過後的任何變動不應影響依本議定書規定的現有承

諾。該組織在組成上的任何變動只應適用於那些繼續該變動後通過的依第三條規

定的承諾。 

5、一旦該協定的各締約方未能達到它們的合併減少排放水平，此類協定的

每一締約方應對協定中載明的自身的排放水平負責。 

6、如果締約方在一個本身為議定書締約方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框架內

並與該組織一起共同行事，該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每一成員國單獨地並與按照

第二十四條行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一起，如未能達到總計合併減少排放水



平，則應對依本條所通知的排放水平負責。 

 

第五條： 

 
1、（《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所列每一締約方，應在不遲

於第一個承諾期開始前一年，確立一個估算《蒙特婁議定書》未予管制的所有溫

室氣體的各種源的人為排放和各種匯的清除的國家體系。為體現下述第2款所指

方法學的此類國家體系指南，應由作為本議定書締約方大會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締約方大會第一屆大會予以決定。 

2、估算《蒙特婁議定書》未予管制的所有溫室氣體的各種源的人為排放和

各種匯的清除的方法學，應是由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所接受並經聯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第三屆大會所議定者。如不使用這種方法學，則應根據作

為本議定書締約方大會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第一屆大會議定

的方法學做出適當調整。作為本議定書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

應基於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的工作和科技諮詢附屬團體提供的諮詢意見，定期

審評和酌情修訂這些方法學和做出調整，同時充分考慮到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締約方大會做出的任何有關決定。對方法學的任何修訂或調整，應只用於為了

在繼該修訂後通過的任何承諾期內確定依第三條規定的承諾的遵守情況。 

3、用以計算附件A所列溫室氣體的各種來源的人為排放和各種匯的清除的

全球暖化潛能值，應是由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接受並經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締約方大會第三屆大會議定者。作為本議定書締約方大會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締約方大會，除其他外，應基於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的工作和科技諮詢

附屬團體提供的諮詢意見，定期審評和酌情修訂每種此類溫室氣體的全球暖化潛

能值，同時充分考慮到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做出的任何有關決

定。對全球暖化潛能值的任何修訂，應只適用於繼該修訂後所通過的任何承諾期

依第三條規定的承諾。 

 
第六條： 

 
1、為了履行第三條的承諾的目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

件一所列任一締約方可以向任何其他此類締約方轉讓或從它們獲得由任何經濟

部門旨在減少溫室氣體的各種來源的人為排放或增強各種匯的人為清除的項目

所產生的減少排放單位，但： 

（1）任何此類項目須經有關締約方批准。 



（2）任何此類項目須能減少源的排放，或增強匯的清除，這一減少或增強

對任何以其他方式發生的任何減少或增強是額外的。 

（3）締約方如果不遵守其依第五條和第七條規定的義務，則不可以獲得任

何減少排放單位。 

（4）減少排放單位的獲得應是對為履行第三條規定的承諾而採取的本國行

動的補充。 

2、作為本議定書締約方大會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可在

第一屆大會或在其後一旦實際可行時，為履行本條、包括為核查和報告進一步制

訂指南。 

3、（《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所列締約方可以授權法律實

體在該締約方的負責下參加可導致依本條產生、轉讓或獲得減少排放單位的行

動。 

4、如依第八條的有關規定查明（《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

所列任一締約方履行本款所指的要求有問題，減少排放單位的轉讓和獲得在查明

問題後可繼續進行，但在任何遵守問題獲得解決之前，任一締約方不可使用任何

減少排放單位來履行第三條的承諾。 

 
第七條： 

 
1、（《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所列每一締約方應在其根據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的相關決定提交的《蒙特婁議定書》未予管

制的溫室氣體的各種源的人為排放和各種匯的清除的年度清單內，列載將根據下

述第4款確定的為確保遵守第三條的目的而必要的補充資訊。 

2、（《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所列每一締約方應在其依《聯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十二條提交的國家資訊通報中列載根據下述第4款確

定的必要補充資訊，以顯示其遵守本議定書所規定承諾的情形。 

3、（《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所列每一締約方應自本議定

書對其生效後的承諾期第一年根據《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提交第一次清

單，每年提交上述第1款所要求的資訊。每一此類締約方應提交依上述第2款所要

求的資訊，作為在本議定書對其生效後和在依下述第4款規定通過指南後應提交

的第一次國家資訊通報的一部分。其後提交依本條所要求的資訊的頻度，應由作

為本議定書締約方大會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確定，同時考慮到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就提交國家資訊通報決定的任何時間表。 

4、作為本議定書締約方大會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應在第



一屆大會通過並在其後定期審評編制本條所要求資訊的指南，同時考慮到《聯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通過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

件一所列締約方編制國家資訊通報指南。作為本議定書締約方大會的聯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還應在第一個承諾期之前就計算分配數量的方式做出

決定。 

 

（三）溫室氣體排放標準的審評過程 

《京都議定書》第八~十條包括溫室氣體排放標準的的審評過程，其重要內

容為（京都議定書，2002: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 

ziliao/2002-09/03/content_548525.htm）： 

 

第八條： 

 
1、（《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所列每一締約方依第七條提交

的國家資訊通報，應由專家審評組根據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決定

並依照作為本議定書締約方大會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依下述

第 4 款為此目的通過的指南予以審評。（《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

所列每一締約方依第七條第 1 款提交的資訊，應作為排放清單和分配數量的年度

匯編和計算的一部分予以審評。此外，（《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

所列每一締約方依第七條第 2 款提交的資訊，應作為資訊通報審評的一部分做出

審評。 

2、專家審評組應根據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為此目的提供的

指導，由秘書處進行協調，並由《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和適當情況

下府際組織提名的專家中遴選出成員組成。 

3、審評過程中應對一締約方履行本議定書的所有方面做出澈底和全面的技

術評估。專家審評組應編寫一份報告提交作為本議定書締約方大會的聯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在報告中評估締約方履行承諾的情形並指明在實現承

諾方面任何潛在的問題以及影響到實現承諾的各種因素。此類報告應由秘書處分

送《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所有締約方。秘書處應列明此類報告中指明的

任何履行問題，以供作為本議定書締約方大會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

大會予以進一步審評。 

4、作為本議定書締約方大會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應在第

一屆會議通過並在其後定期做出審評關於由專家審評組審評履行情況的指南，同

時考慮到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的相關決定。 



5、作為本議定書締約方大會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應在

「執行附屬團體」（the Subsidiary Body for Implementation, SBI）並酌情在科技諮

詢附屬團體的協助下審議： 

（1）締約方按照第七條提交的資訊和按照本條進行的專家審評的報告。 

（2）秘書處根據上述第 3 款列明的那些履行問題，以及締約方提出的任何

問題。 

6、根據對上述第 5 款所指資訊的審評情況，作為本議定書締約方大會的聯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應就任何事項做出為履行本議定書所必要的

決定。 

 
第九條： 

 
1、作為本議定書締約方大會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應參

照可以得到關於氣候變化及其影響的最佳科學資訊和評估，以及相關的技術、社

會和經濟資訊，定期審評本議定書。 

2、第一次審評應在作為本議定書締約方大會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

約方大會第二屆會議上進行。進一步的審評應定期適時進行。 

 
第十條： 

 

所有締約方，考慮到它們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以及它們特殊的國家和區域發

展優先順序、目標和情況，不對未列入（《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

一的締約方做出任何新的承諾、但重申《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四條第1

款中規定的現有承諾並繼續促進履行這些承諾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情況下，考慮

到《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四條第3款、第5款和第7款，應： 

（1）在相關時間並在可能範圍內，制訂符合成本效益的國家方案以及在適

當情況下區域的方案，以改進可反映每一締約方社會經濟狀況的地方排放因素、

活動數據和/或模式的質量，用以編制和定期更新《蒙特婁議定書》未予管制的

溫室氣體的各種來源的人為排放和各種匯的清除的國家清單，同時採用將由聯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議定的可比方法，並與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締約方大會通過的國家資訊通報編制指南相一致。 

（2）制訂、實施、出版和定期增訂載有減緩氣候變化措施和促進適應氣候

變化措施的國家方案，在適當情況下制訂、實施、出版和定期增訂這樣的區域方

案。 



A、此類方案，除其他外，將涉及能源、運輸和工業部門以及農業、林業和

廢物管理。此外，旨在改善地區規劃的適應技術和方法也可對氣候變化做出適應。 

B、（《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所列締約方應根據第七條提

交依本議定書採取的行動、包括國家方案的資訊；其他締約方應努力酌情在它們

的國家資訊通報中列載締約方認為有助於對付氣候變化及其不利影響的措施、包

括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增加以及增強匯和匯的清除、能力建設和適應措施的方案

的資訊。 

（3）合作促進有效方式用以發展、應用和傳播與氣候變化有關的有益於環

境的技術、專有技術、做法和過程，並採取一切實際步驟促進、便利和酌情資助

將此類技術、專有技術、做法和過程特別轉讓給開發中國家或使它們有機會獲

得，包括制訂政策和方案，便利有效轉讓公有或公共支配的有益於環境的技術，

並為私營部門創造有利環境促進和增進轉讓和獲得有益於環境的技術。 

（4）在科學技術研究方面促進合作，促進維持和發展有系統的觀測系統並

發展數據庫，以減少與氣候系統相關的不確定性、氣候變化的不利影響和各種反

應戰略的經濟和社會後果、並促進發展和加強本國能力以參與國際及政府間關於

研究和系統觀測的努力、方案和網絡，同時要考慮到《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第五條的內容。 

（5）在國際層級合作並酌情利用現有機構，促進擬訂和實施教育及培訓方

案，包括加強本國能力建設，特別是加強人才和機構能力、交流或調派人員培訓

這一領域的專家，尤其是培訓開發中國家的專家，並在國家層級促進公眾意識和

公眾獲得有關氣候變化的資訊。應發展適當方式通過《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的相關機構實施這些活動，同時考慮到《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六條的內

容。 

（6）根據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的相關決定，在國家資訊通

報中列入按照本條進行的方案和活動。 

（7）在履行依本條規定的承諾方面，充分考慮到《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第四條第8款。 

 

（四）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 

《京都議定書》第二十四條包括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相關規定，其重

要內容為（京都議定書，2002: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 

com/ziliao/2002-09/03/content_548525.htm）： 

 

1、本議定書應開放供屬於《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的各國和區



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簽署並須經其批准、接受或核准。本議定書自一九九八年三月

十六日至一九九九年三月十五日在紐約聯合國總部開放供簽署。本議定書應自其

簽署截止日之次日起開放供加入。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文書應交存於保存

人。 

2、任何成為本議定書締約方而其成員國均非締約方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

應受本議定書各項義務的約束。如果此類組織的一個或多個成員國為本議定書的

締約方，該組織及其成員國應決定各國履行本議定書義務方面的責任。在此種情

況下，該組織及其成員國無權同時行使本議定書規定的權利。 

3、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應在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文書中聲明其在

本議定書所規定事項上的權限。這些組織還應將其權限範圍的任何重大變更通知

保存入，再由保存人通知各締約方。 

 

（五）生效 

《京都議定書》第二十五條包括生效的相關規定，其重要內容為（京都議定

書，2002: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9/03/ 

content_548525.htm）： 

 
1、本議定書應在不少於55個《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包括其

合計二氧化碳排放總量至少佔（《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所列締

約方的一九九O年二氧化碳排放總量的55%。（《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

附件一所列締約方已經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文書之日後第90天起生

效。 

2、為了本條的目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所列締約

方一九九O年二氧化碳排放總量指在通過本議定書之日或之前（《聯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所列締約方按照《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十二條

提交的第一次國家資訊通報中通報的數量。 

3、對於依上述第1款中規定的生效條件達到之後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

議定書的每一國家或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本議定書應自其批准、接受、核准或

加入的文書交存之日後第90天起生效。 

4、為本條之目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交存的任何文書不應被視為該組織

成員國所交存文書之外的額外文書。 

 

（六）退出 

《京都議定書》第二十六條包括退出的相關規定，其重要內容為（京都議定



書，2002: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 

09/03/content_548525.htm）： 

 
1、自本議定書對一締約方生效之日起三年後，該締約方可隨時向保存人發

出書面通知退出本議定書。 

2、任何此種退出應自保存人收到退出通知之日起一年期滿時生效，或在退

出通知中所述明的更後日期生效。 

3、退出《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任何締約方，應被視為亦退出本議

定書。 

 

三、與《京都議定書》相關的國際制度與資訊體系組織 

在《京都議定書》通過後，陸續建立了與氣候變化議題相關的「國際制度」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與「資訊體系」（informational system）組織，這些

組織在氣候變化議題中的任務、人員產生方式、組成結構、任期、角色、決策層

級與方式、集會方式、各組織的互動等均詳載於「氣候變化公約過程指南」（A 

Guide to The Climate Change Convention Process）的「制度」（The Institutions）

專章裏（UNFCCC, 2004:http://unfccc.int/resource/convkp.html）： 

 

（一）締約方大會（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締約方大會是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的「最高實體」（supreme 

body），也就是說，是最高的決策制定權威。締約方大會檢閱《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的執行狀況，並檢驗締約方們對會議目標、新科學發現與執行氣候變化政策

所獲經驗的承諾。締約方大會的關鍵任務是檢閱締約方們所服從的國家溝通與排

放清單。以此資訊為基礎，締約方大會評估締約方們所採用的測量方式的效果以

及達成《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最終目標的進步情況。締約方大會每年集會。當《京

都議定書》生效時，《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締約方大會將作為簽署《京都議定

書》的締約方的會議。此會議實體，稱為「締約方會議」（COP/Meeting of the Parties, 

MOP），將在締約方大會舉行的同時舉行。締約方大會的締約方但不是簽署《京

都議定書》的締約方將可以觀察員的身分參與締約方會議，但是沒有決策制訂的

權利。有關議定書的締約方會議的功能類似於《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締約方大

會。 

（二）附屬團體（Subsidiary bodies）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建構了兩個永久性的附屬團體：前述的科技諮詢附

屬團體與執行附屬團體。這些團體提供建議給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締約方大會，



每個團體都有其特定的「義務」（mandate）。 

如同其名稱所指出的，科技諮詢附屬團體的任務是提供締約方大會科學、

技術與方法的建議。此外，科技諮詢附屬團體扮演一個聯繫一方面如府際氣候變

化專業小組的專家來源的科學資訊與另一方面締約方大會的政策導向需求的重

要角色。科技諮詢附屬團體與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密切合作，有時需要後者的

特定資訊或報告，也與其他分享共同發展目標的相關國際組織合作。 

執行附屬團體提供與會議執行相關的所有建議事項給《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的締約方大會。在這方面特別重要的任務是檢驗締約方承諾的國家溝通與排放清

單中的資訊，以便評估《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整體效能。執行附屬團體檢閱給

非（《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締約方的財務協助，並提供指引由

「全球環境設備」（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所運作的財務機制的建議

給締約方大會。執行附屬團體也提供預算與行政事務的建議給締約方大會。 

科技諮詢附屬團體與執行附屬團體在跨領域議題上共同工作，並接觸兩者

的專業知識技術領域。這些包括「能力建構」（capacity building）、開發中國家對

氣候變化與反應測量的弱點，以及《京都議定書》的機制。科技諮詢附屬團體與

執行附屬團體每兩年集會一次。《京都議定書》將像運用締約方大會那樣充分運

用相同的永久附屬團體，但只有議定書的締約方對議定書事務有決策權。成員會

議如果需要也有權建構其自身的附屬團體。 

（三）辦事處（Bureaux）  

締約方大會與每個附屬團體的工作由一個辦事處所主導，該辦事處通常在

每個締約方大會會期開始時由與會的締約方選出。為確保持續性，被選出的辦事

處不僅在締約方大會與附屬團體開會期間而且還在「跨會期間」（inter-sessional 

periods）提供服務。締約方大會辦公室包括11名成員：2名是由5名聯合國區域團

體任命，其中1名保留給小島或開發中國家的成員。成員包括締約方大會的「會

長」（President）、7名「副會長」（Vice-Presidents）、2個附屬團體的「主席」

（Chairpersons），以及1名「報告員」（Rapporteur）。締約方大會會長的職位

是行政層級。他負責主持締約方大會工作並促成成員間的協議。副會長提供支援

給會長。附屬團體的主席提供特定議題的諮詢，報告員負責在開會期間所進行的

報告。 

科技諮詢附屬團體與執行附屬團體的辦事處包括1名「主席」

（Chairperson），1名「副主席」（Vice-Chairperson）以及1名「報告員」（Rapporteur），

其發揮類似締約方大會辦事處的功能，通常服務兩年。 

締約方大會、科技諮詢附屬團體與執行附屬團體的辦事處也為議定書服

務，但當討論議定書的議題時，只有議定書的締約方能身處於辦事處裏。 



（四）會議團體（Convention bodies） 

1、專家諮詢團體（Consultative Group of Experts） 

來自（《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締約方的國家溝通的專家諮

詢團體設立於一九九九年的「第五屆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

（COP-5），為有助於增進來自（《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締約

方的國家溝通的準備過程。其兩年集會一次，與附屬團體的會期重疊，也舉行專

題討論會以集結區域的專業知識技術。它由5名分別來自於開發中國家的聯合國

區域（非洲、亞洲、拉丁美洲與加勒比海區）的專家、6名來自（《聯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締約方的專家與3名來自相關經驗的組織的專家所組成。

在第七屆締約方大會中，專家諮詢團體被賦予額外的命令去關照（《聯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的締約方未完成的初始國家溝通的準備的技術問題與

限制。專家諮詢團體也被要求提供非（《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

締約方的國家溝通其準備綱要的持續檢閱與改善。專家諮詢團體向執行附屬團體

進行報告。 

2、最低度開發國家的專家團體（Least developed country expert group） 

最低度開發國家的專家團體的目的，是提供準備與執行「國家適應行動方

案」（national adaptation programmes of action）的建議給最低度開發國家。它由

12名專家組成，包括5名來自非洲最低度開發國家的成員，2名來自亞洲最低度開

發國家的成員，2名來自小島最低度開發國家的成員，3名來自（《聯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締約方的成員。為確保最低度開發國家專家團體與專家

諮詢團體間在「適應議題」（adaptation issues）的聯結，至少有1名最低度開發國

家專家團體的成員來自最低度開發國家，同時1名來自（《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的）附件一的締約方也是專家諮詢團體的成員。最低度開發國家專家團體每

兩年集會一次，向執行附屬團體進行報告。 

3、技術轉移專家團體（Expert group on technology transfer） 

技術轉移專家團體的中心任務是提供科學與技術建議去幫助環保技術的發

展與轉移。技術轉移專家團體包括20名專家，包括3名分別來自非洲、亞太，以

及拉丁美洲暨加勒比海開發中國家、1名來自小島開發中國家、7名來自（《聯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締約方以及3名來自相關國際組織的成員。專

家團體每兩年與附屬團體聯合集會一次，並向科技諮詢附屬團體報告。 

（五）《京都議定書》實體（Kyoto Protocol bodies） 

1、清除發展機制執行委員會（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executive board） 

清除發展機制執行委員會在《京都議定書》下監督清除發展機制並為締約

方大會準備決策（締約方大會將負起締約方會議的功能，直到議定書生效）。它



擔任有關清除發展機制逐日運作的不同任務，包括運作實體的立案。 

清除發展機制執行委員會由10名成員組成，包括5個官方聯合國區域各1

名、1名來自小島開發中國家、兩名分別來自附件一與非附件一締約方。當議定

書生效時，尚未變成《京都議定書》成員的各國成員將被取代。執行委員會的每

位成員伴隨一名「代理人」（alternate）。 

2、監督委員會（Supervisory Committee） 

監督委員會由第一屆締約方大會建立。它將為在未充分符合有關方法論與

報告義務的合法要件的國家中的共同執行方案所產生的「減排單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監督「查核程序」（verification procedure）。監督委員會由10名

成員組成，每1名伴隨1名「代理人」，包括3名來自「轉型經濟」（Economy in 

transition）國家（前蘇聯加盟國、中歐與東歐國家）、3名來自（《聯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締約方但非轉型經濟國家、3名來自非（《聯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締約方以及1名來自小島開發中國家。 

3、遵從委員會（Compliance Committee） 

《京都議定書》的遵從委員會在議定書生效後開始運作。它經由一個「全

員大會」（plenary）、一個「辦事處」（bureau）、一個「促進部門」（facilitative 

branch）與一個「執行部門」（enforcement branch）執行職務。委員會由20名成

員組成，10名服務於促進部門、10名服務於執行部門，每名都有1名代理人。每

個部門的組成與清除發展機制相同，也就是說，包括5個官方聯合國區域各1名、

1名來自小島開發中國家、2名分別來自（《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

一與非（《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締約方。全員大會包括兩部門

的成員，每個部門的「主席」（Chairperson）與「副主席」（Vice-Chairperson）

組成辦公室。全員大會向締約方大會報告委員會的活動，建議行政與預算事務，

並運用來自締約方大會的一般政策指導。委員會將至少每兩年集會一次。 

4、程序規則（Procedural rules） 

三個《京都議定書》團體-清除發展機制執行委員會、監督委員會與遵從委

員會均相當類似。成員每兩年選舉一次，可服務達兩個連續任期。主席與副主席

的職務每年由（《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與非（《聯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的）附件一締約方輪流擔任。雖然如果達成共識的努力徒勞無功時由

四分之三多數投票決定，但決策仍由共識產生。清除發展機制執行委員會與監督

委員會必須在清除發展機制或「聯合執行方案」（joint implementation projects）

中沒有任何財務利益。 

（六）財務機制（Financial mechanism）：全球環境設備 

花費高昂的全球環境設備由世界銀行、「聯合國環境方案」（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與「聯合國發展方案」（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於一九九一年貸款給某些開發中國家方案而建

立。《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締約方大會指派了運作全球環境設備的財務機制角

色：一九九六年的第二屆締約方大會通過瞭解全球環境設備其相關角色與責任的

備忘錄。財務機制向締約方大會負責，基於其氣候變化政策、方案優先性與貸款

的適合標準而做決定。締約方大會因而藉由來自執行附屬團體的建議而提供氣候

變化工作的定期政策指導給財務機制。《京都議定書》運用相同的財務機制。全

球環境設備同時管理三項基金-「特別氣候變化基金」（the special climate change 

fund）、「最低度開發國家基金」（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fund）與「調適

基金」（adaptation fund）。 

（七）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 

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於一九八八年由聯合國環境規劃署與世界氣象組織

組成，它與國際科學與專業聯盟等非政府組織合作，對氣候變化過程提供重要的

科學資訊。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目前的結構包括三個工作團體：「工作團體一」

（Working Group I）著力於氣候變化科學；「工作團體二」（Working Group II）

處理影響、弱點與調適問題；「工作團體三」（Working Group III）負責「緩和」

（mitigation）工作。除了這三個工作團體，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也包括一個

「國家溫室氣體清單」（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的「專家特別委員

會」（Task Force）。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以其廣泛的評估報告，結合所有三個

工作團體的發現而著稱，被廣泛地認可為最具公信力的氣候變化資訊來源。府際

氣候變化專業小組也撰寫特定議題的簡短技術報告與特別報告，部分是出於締約

方大會與科技諮詢附屬團體的特殊要求。 

（八）「聯合工作團體」（Joint Working Group）與「聯合聯絡團體」（Joint 

Liaison Group） 

科技諮詢附屬團體的辦公室的聯合工作團體與府際氣候變化專業小組定期

集會，以確保兩團體活動資訊的協調與交換。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生物多樣性會議」（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秘書處的聯合聯絡團體於二OO一年建立，其目標為增進兩會議

間的合作。經由聯合聯絡團體，兩個秘書處分享其會議工作資訊，並確認可能的

聯合活動與所有可能的衝突。 

（九）秘書處（Secretariat） 

秘書處由「國際文官」（international civil servants）所組成，其提供氣候變

化過程的所有制度。 

 



以上與《京都議定書》草簽條文內容相關的國際制度與資訊體系組織如圖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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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與《京都議定書》相關的國際制度與資訊體系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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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UNFCCC, 2004:http://unfccc.int/resource/convkp.html. 
 
 
四、第四屆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 

一九九八年五月二十九日，中國大陸簽署了《京都議定書》（宋燕輝，民

91:28），十一月十二日，美國簽署了《京都議定書》（Tebo,2004:http://www. 

weathervane.rff.org/negtable/US-slgns.html）。一九九八年十一月，「第四屆聯合國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COP-4）在阿根廷布宜諾斯艾利斯召開，會中

通過了「布宜諾斯艾利斯行動計畫」（Buenos Aires Plan of Action），要求各締約

國在兩年內，亦即 COP-6 召開前，針對《京都議定書》的三個主要溫室氣體彈

性減量機制（「排放交易」、「清除發展機制」、以及「共同履行」）、遵約制度、碳

匯（亦即土地之利用、土地利用之變遷和森林管理，LULUCF）等議題完成訂定

相關工作的施行細則（Earth Negotiation Bulletin, 1998；宋燕輝，民 91:29）。 

 

五、第六屆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 

二 OOO 年十一月下旬，「第六屆聯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

（COP-6）在荷蘭海牙舉行。柯林頓政府對《京都議定書》施行細則所持之政策

立場可見諸出席海牙氣候變遷會議的國務院主管全球事務次卿羅伊（Frank E. 

Loy），也就是美國出席海牙氣候變遷代表團團長的聲明（Loy, 2001:152~155; 

202），以及柯林頓總統本身在海牙會議前的演說內容，此二文件均強調美國將參

與 COP-6 協商承諾，竭力與其他國家解決《京都議定書》懸而未決的議題，俾

使議定書儘早被批准而生效。美國強調設立一個具有重要環境完整性的氣候變化

制度，並尋求氣候變化最有效、最承擔得起的處理方式。柯林頓政府出席 COP-6

的一個主要目標是確保最後達成的協議必須是「成本有效的」（cost-effective）。

為求降低減量成本，以及採用彈性的減量方法，美國堅持《京都議定書》所規定

的三個主要彈性機制都必須列入最後所達成的協議中，且其採用不受限制。美國

也主張森林與農地所吸取的二氧化碳必須能被用來作為計算《京都議定書》所規

定減量指標的刪減數量。此外，美國認為在未來開發中國家如中國大陸、印度與

巴西將變成全球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因此堅持國際氣候變化管理制度中必須有

開發中國家有意義的參與才行。美國也主張所達致的協議中應納入一個嚴格的遵

約制度，一個有效的監督、報告制度（宋燕輝，民 91:29~30）。 

二 OOO 年十一月十一日，柯林頓總統詳列以下美國出席 COP-6 所要達成的

目標（Clinton, 2000）： 

1、尋求一個強力、以市場為基礎的規則去對抗氣候變化；反對就《京都議



定書》彈性機制的使用做出限制。 

2、要求一個密而不漏的會計制度，並對未達致減放指標的國家有約束性法

律後果。 

3、尋求適當農業與林地碳匯之減量信用計算。 

4、要求清除發展機制儘早開始進行運作，協助開發中國家建設清除能源基

礎設施。 

COP-6 於二 OOO 年十一月二十五日落幕，會中各國並無法就《京都議定書》

達成協議，主要原因是美國與歐盟無法就碳匯、彈性減量機制、「補充性」

（supplementary）、「清除發展機制計畫申請資格」（CDM project eligibility），以

及「排放交易之方式與規則」（modalities and rules for emission trading）等議題取

得共識。但會中曾決議，「第六屆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續會」

（COP-6 Part II）將在德國波昂繼續召開。COP-6 失敗之後，歐盟與 COP-6 主席

普隆克（Jan Pronk）並不氣餒，曾採取一些措施，試圖挽回談判破裂的 COP-6，

並繼續推動達致《京都議定書》在「地球高峰會議」（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十週年時，亦即，二 OO 二年期間生效的目標（宋燕輝，民 91:30）。 

COP-6 剛結束後不久，美國與歐盟的協商代表於二 OOO 年十二月六日在加

拿大溫哥華就彼此歧見再度進行協商，但無任何進展。同年十二月下旬，歐盟建

議在聖誕節前一週，在挪威奧斯陸召開氣候變化協商會議，但此建議立即被美國

拒絕，其理由是歐盟與「雨傘國家」（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澳洲、紐西蘭、

挪威、冰島、俄羅斯與鳥克蘭九國）此兩集團存在著太多根本性的歧見，故歐盟

所建議召開的奧斯陸氣候變遷會議將面臨失敗的可能（Environment News Service, 

2000:http://ens.lycos.com/ens/dec2000/2000L-12-19-10.html）。 

歐盟成員主要是歐盟的 15 個會員國。基於會員國部分主權移轉至歐盟的原

因，歐盟擁有對外參與國際氣候變遷的權限，並以歐體法人身分簽署或批准國際

氣候變遷之相關條約。依據《京都議定書》規定，歐盟在二 OO 八~二 O 一二年

期間應減少其溫室氣體排放總量的 8%。而按照《京都議定書》第四條的規定，

歐盟可將應減少的 8%排放量依國情與經濟發展情況之不同分配給 15 個會員

國，此稱之為“EU Bubble＂。一九九八年六月，歐盟會員國達成一個「責任承

擔協議」（the burden sharing agreement），依此，15 個會員國承擔歐盟 8%減量指

標的分配是：奧地利應減少 13%、比利時減少 7.5%、丹麥減少 21%、芬蘭與法

國不須減少、德國減少 21%、希臘可增加 25%、愛爾蘭可增加 13%、義大利減少

6.5%、盧森堡減少 28%、荷蘭減少 6%、葡萄牙可增加 27%、西班牙可增加 15%、

瑞典可增加 4%、英國應減少 12.5%。依此減量分配，直至一九九九年，歐盟已

比一九九 O 年為標準的排放量減少達 4%（宋燕輝，民 91:41）。 



二 OO 一年一月二十日，小布希（George W. Bush）宣誓就任成為美國第 43

任總統。在總統競選期間，小布希就曾經表示反對支持《京都議定書》，因為此

議定書免除全球 80%之人口（尤指中國大陸與印度）擔負溫室氣體減量之義務，

所以他認為此議定書之相關規定無效益、不恰當，且對美國不公平（Bush, 

2004:http://www.georgewbush.com/issues/environment.html）。 

二 OO 一年一月下旬，美國國務卿鮑威爾（Colin L. Powell）以新上任之小

布希政府需要較多的時間去重新檢討美國的氣候變化政策，並擬具美國出席

COP-6 Part II 所將採取的立場等原因，因此提出將原本訂於二 OO 一年五、六月

召開的 COP-6 Part II 予以延期之要求（Environment News Service, 2001:http:// 

ens-news.com/ens/jan2001/2001L-01-25-05.html）。依此，二 OO 一年二月二十八

日，COP-6 主席普隆克宣布 COP-6 Part II 改訂於二 OO 一年七月十六日至二十七

日在德國波昂市召開（宋燕輝，民 91:3）。 

二 OO 一年三月十三日，新上任不久的小布希總統宣布撤回他在選舉期間所

做有關將立法限制美國發電廠二氧化碳排放量的承諾；此外，他也表示反對支持

《京都議定書》（U. 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1:http://usinfo.state.gov/）。在小布希

總統決定了美國政府對《京都議定書》所採政策的基本立場，亦即不支持、不批

准《京都議定書》之後，一直持續推動使《京都議定書》能在二 OO 二年生效的

歐盟深表震撼。但由於《京都議定書》相關條文規定，此議定書要生效必須有

55 個《聯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締約國簽署且批准《京都議定書》，且這 55

個批准國家其在一九九 O 年所排放之溫室氣體總量必須佔所有《聯合國氣候變

遷綱要公約》附件一締約國溫室氣體排放總量的 55%。由於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

量佔了所有《聯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附件一締約國排放溫室氣體總量的

36.1%，倘若美國不批准《京都議定書》，亦即不承諾將其溫室氣體排放量以一九

九 O 年排放水準在第一個減量承諾期（二 OO 八~二 O 一二年）減少 7%，那麼

《京都議定書》所訂有關 39 個工業國（後加入哈薩克成為 40 國）在第一個減量

承諾期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量至少要低於一九九 O 年排放水準 5%的此一目標將

很難達成，因此，歐盟採取相當密集的遊說行動，試圖使小布希能改變心意，轉

為支持《京都議定書》（宋燕輝，民 91:32）。 

二 OO 一年四月二十一日，COP-6 主席普隆克在美國紐約召開高層氣候變

化協商會議，企圖打破談判僵局，並說服美國改變立場，支持《京都議定書》，

重返氣候變化協商過程。出席該會議的歐盟三人代表團列出歐盟的基本立場，包

括：深信《京都議定書》依然存在，並未夭折；期盼 COP-6 Part II 的協商結果使

各國能同意批准《京都議定書》；歐盟仍然計畫在二 OO 二年批准《京都議定書》，

也呼籲其他國家跟進；歐盟將加緊批准《京都議定書》之準備工作，並加速透過



「歐盟氣候變化計畫方案」（the 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ECCP）擬

定內部的相關政策措施。儘管在紐約舉行的高層氣候變化協商會議當中，各國紛

紛抨擊美國的反《京都議定書》立場，使美國陷入孤立情況，但此次協商也沒有

帶來任何進展（宋燕輝，民 91:33）。 

二 OO 一年六月十一日，小布希總統在即將前往歐洲訪問前夕在白宮玫瑰園

就美國氣候變化政策發表演說。他指出，在幾個基本面上，《京都議定書》很不

幸地具有「致命無效的瑕疵」（fatally flawed）（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2001: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2001/06/20010611-2.html）： 

1、儘管美國的確是全球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但美國在全球的經濟產出

方面也佔了 25%。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其所排放的溫室氣體佔了 80%，而其中相

當大的比例是由開發中國家所排放出。中國大陸是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

但依《京都議定書》之規定，並無採取強制減量措施的義務，也無應削減的溫室

氣體排放量指標。同樣的，印度也是溫室氣體主要排放國，但也不受《京都議定

書》強制減量規定之約束。 

2、《京都議定書》未能對「黑媒煙」（black soot）與大氣層的「臭氧」

（tropospheric ozone）此兩種污染源作出規範。 

3、《京都議定書》所訂定的目標是不實際的，因為許多國家無法達致此議

定書所規定的減量目標。 

4、《京都議定書》所訂定的排放減量指標係屬武斷，並無合理的科學依據。 

5、就美國而言，逕然遵守履行《京都議定書》的減量規定將會有負面經濟

影響。許多工人將失業，物價會提高。基此，美國無法接受《京都議定書》之規

定，也不會去批准此條約。 

 
六、第六屆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續會 

COP-6 Part II 於二 OO 一年七月十六日至二十七日在德國波昂召開，總共有

近 181 個國家政府代表，254 個國際府際、非政府和以觀察員身分出席的組織，

以及 332 個來自全球各地的媒體，總共超過 4,600 以上的人員參加。經過長達 36

小時部長協商的「困乏殆盡式的談判」（Negotiation by exhaustion），終於在七

月二十三日上午突破僵局。美國此時採取「雖不簽署但不阻礙」的參與態度，再

加上日本環境大臣明確表示支持議定書於二 OO 二年生效的聲明，使得 COP-6 

Part II 得以圓滿結束，會中並達成了《波昂協議》，其內容包括四個方面（莊貴

陽，2004: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63852.htm）： 

1、土地、土地利用變化和森林（LULUCF） 

COP-6 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歐盟與雨傘集團國家在 LULUCF 問題上無

法達成協定。但在波昂會議上，與會國就碳匯問題的討論相當直截了當。與會國



代表心裏有數，就此問題他們必須做出妥協讓步準備，不然 COP-6 失敗的情形

可能重演。由於美國已明確表示不支持《京都議定書》，因此歐盟與 G-77/China

（77 國集團加中國大陸）必須就此問題做出讓步，才能將日本、加拿大和澳洲

「拉上船」。歐盟與 G-77/china 要不讓步的話，《京都議定書》生效就無指望。

歐盟所提出的底線是，無論如何清除發展機制中不得納入與核能相關的計畫。結

果，所達成的協議允許已開發國家可將自一九九 O 年開始因造林、重新造林而

吸收大氣中二氧化碳的數量列入所承諾的減排指標的計算之內。此外，一九九 O

年後因土地利用與土地利用變化所吸取的二氧化碳也可列入減排量的計算。但由

於計算與測量吸收量的困難，因此採用一個「折扣公式」去計算上限。日本與加

拿大因國情不同，所取得的上限最為寬容。至於因農作物田地與草地良好管理而

吸收的二氧化碳，並無上限的規定。此外，通過清除發展機制取得碳匯排放信用

的比率被限定在不超過一九九 O 年排放基限的 1%，且只限定在造林與重新造林

上。 

值得注意的是，俄羅斯在會議快要結束時，在森林吸收問題上提出額外要

求。俄羅斯原本表示，該國森林每年大約可以抵消掉 17.3 百萬噸（Mtc）溫室氣

體，就在這個數值通過 2 天之後，俄羅斯又提出他們重新計算出的數值-50Mtc。

大會主席對俄羅斯的聲明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只是將它作為一個「矛盾的問

題」 放在一個單獨的補充文件中來進行討論。 

2、京都三機制 

明確《京都議定書》的三個主要溫室氣體彈性減量機制（排放交易、清除

發展以及共同履行）的適用性質與範圍一直是附件一締約方批准《京都議定書》

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COP-6 Part II 中，補充性、三機制的使用資格、收益分享、

執行委員會成員構成、清除發展機制當中有關碳匯與核能相關計畫的執行是與會

國討論《京都議定書》三機制的核心問題。與會各國在這些核心問題上達成初步

政治協議。歐盟為拉攏雨傘集團國家支持《京都議定書》，除了核能計畫，以及

採用靈活機制的資格外，做出了相當大的讓步。 

附件一締約方可使用《京都議定書》的三個機制去取得溫室氣體的減排額

度，以完成議定書所規定的減排目標。雖然會議沒有對附件一締約國使用《京都

議定書》三機制的做法規定上限，但必須確保這些做法是國內行動的補充，而且

國內採取措施是減排努力的重要部分。就排放交易而言，COP-6 Part II 所達成的

協議是：出售減排額度的國家其出售數量不得超過每年被許可排放量的 10%，即

使此國家的實際排放量低得足以出售更多的排放額度。此限制對俄羅斯與烏克蘭

影響較大，兩國因一九九 O 年初期經濟情況發生變化，因此有較多的「熱空氣」

（hot air）可代價而估。但不管如何，使用三機制的另一條件是遵守《京都議定



書》的相關規定。此外，在開發中國家所進行防止砍伐森林的項目不得算為清除

發展機制項目，只有造林和重新造林的項目才可以。 

3、遵約制度 

在遵約制度方面，對於未能達成減排目標的締約方，將被扣減下一承諾期

的允許排放額度（扣抵率為 1.3）、並要求訂正遵約行動計畫、停止使用排放交

易權利。出席過 COP-6 的代表曾認為《京都議定書》所規定的遵約制度，正是

歐盟所提議的那樣，會是具有法律約束力效果，且包括明確的阻止不遵約的後

果，因為美國與加拿大也支持此立場。但在 COP-6 Part II 當中，情況並非如此。

美國不支持《京都議定書》的決定，使歐盟與其他國家必須向屬於雨傘國家集團

的日本、加拿大、俄羅斯與澳洲就遵約問題做出讓步。讓步的結果是，倘若附件

一的締約方在第一個減排承諾期無法達到減排指標，其所未能達到減排數量的數

額可在下一個減排承諾期予以補足，不但如此，還須加上 30%的處罰性利息。即

使歐盟與其他國家做了上述的讓步，COP-6 Part II 對遵約制度仍未做出最後決

議，而是留待《京都議定書》生效後，再由《京都議定書》的第一次締約方會議

去決定。  

4、資金的供給 

會議決定在《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下成立特別氣候變化基金，用於因應氣

候變化的適應措施、技術轉移和能源、交通、廢棄物管理等工作。另外成立最低

度開發國家基金協助建立國家適應計畫行動方案；而在《京都議定書》下，成立

適應基金用於清除機制計算的研討與執行。此三個基金普遍受到開發中國家的歡

迎。不過，儘管設立此三種基金，但締約方並無法律義務去提供資金。適應基金

的來源主要是出自清除發展機制計畫的課稅，屬自願性質。但在另一個政治宣言

中，歐盟、加拿大、瑞士、紐西蘭和冰島承諾每年提供美元 4 億 1 千萬經費，直

至二 OO 五年，到二 OO 八年再探討是否要增加或減少此資金的數目。日本則表

示會增加目前其所提供的經費。 

由於美國小布希總統已表明不支持《京都議定書》，因此並未提出參與

COP-6 Part II 之協商立場。美國已事先承諾，在出席 COP-6 Part II 時，不採取阻

撓其他締約方逢成協議的做法。另外，美國出席 COP-6 Part II 主要目的也是在防

止會中做出任何不利於美國之決議（宋燕輝，民 91:35）。       

正如同 COP-6 Part II 之協商談判情勢一樣，由於美國堅持不支持《京都議

定書》，使得歐盟與中國大陸等國家不得不對雨傘集團的其他成員國，尤其是俄

羅斯、日本、加拿大、澳洲做出大的讓步。在 COP-6 Part II 協商談判期間，歐盟

與中國大陸等國家已同意俄羅斯、日本與加拿大可分別將森林管理所活動所吸收

的二氧化碳納入計算溫室氣體減量之措施的上限定為 17,630,000 噸碳、



13,000,000 噸碳、以及 12,000,000 噸碳（UNFCCC, 2004: http://www.unfccc.org/ 

cop7/documents/accords_draft.pdf）。《京都議定書》遵約制度中比較嚴格的規定也

因俄羅斯、日本、加拿大與澳洲等國的反對而沒有通過。《京都議定書》彈性減

量機制的使用限制也因為俄羅斯、日本、加拿大與澳洲等國的要求而變得比較寬

鬆（宋燕輝，民 91:37）。 

 

七、第七屆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 

二 OO 一年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九日，在摩洛哥馬拉喀什（Marrakech, 

Morocco）舉行了「第七屆聯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COP-7）。其

主要任務，就是完成《波昂協議》遺留的技術性談判，明確締約各方所應承擔的

義務，以便促使《京都議定書》早日生效。共有來自 172 個國家、234 個國際組

織和非政府組織以及 166 家新聞媒體的 4400 多名代表與會。根據日程，會議就

清除發展機制、資訊通報、技術轉讓、能力建設等 15 個專題分小組進行技術性

談判和協商。但由於這些技術性談判無一不涉及到各國的經濟發展戰略，因此各

利益集團在談判中展開了針鋒相對的討價還價，特別是加拿大、澳洲、日本和俄

羅斯等國，在限制溫室氣體排放份額和時間表問題上堅持寬限的要求，使得大會

交鋒激烈。十一月九日，大會臨近尾聲，較量也進入白熱化。由於分歧過大，各

利益集團又都不肯輕易做出讓步，致使談判在一天之內多次被迫中斷，原定下午

結束的大會到晚上 12 時還陷在僵局之中。經過周而復始的內部協商、小組會談

和大會辯論，絕大多數國家最後還是決定以大局為重，同意對加拿大、澳洲、日

本和俄羅斯四國做出非原則性妥協，以換取《京都議定書》能夠早日生效，同時

也避免溫室氣體排放大國企圖「渾水摸魚」 。本屆大會的談判結果如下（宋燕

輝，民 91:37）： 

1、在資金機制方面 

本次會議未經討論而直接通過了在 COP-6 Part II 上已達成的兩個相關決

定，即關於公約下的融資和關於議定書下的融資的決定。根據該決定，在公約下

設立了氣候變化特別基金和最低度開發國家基金，在議定書下設立了適應基金，

並邀請附件二國家和有能力的其他附件一國家，或有意批准議定書的附件一國家

向上述三個基金捐資。除捐資外，清除發展機制項目的收益將是適應基金的主要

資金來源。 

2、在遵約制度方面 

遵約制度的啟動關鍵是一個締約方能否對另一個締約方的不遵約行為提起

訴訟，澳洲、加拿大、日本對此表示反對，因 G-77/China 和歐盟的堅持而得以

保留。 



3、在京都三機制方面 

清除發展機制是有關已開發國家的減排義務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及消

除貧困這兩大爭議焦點之間達成的一種權衡。清除發展機制也是已開發國家和開

發中國家之間雙贏的合作機制，它的實施要充分考慮開發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優

先策略和不同地理條件和經濟實力條件的國家間的公平性，而不能把清除發展機

制的經證實的減排量簡單地混同於在附件一國家之間實施的其他機制下的減排

量單位。 

實施清除發展機制的手段是：投資國要向東道國（開發中國家）提供額外

的資金和技術設備；實施清除發展機制的條件是：清除發展機制項目必須是在雙

方自願並經雙方政府批准的情況下實施。實施清除發展機制的回報是：投資方可

以通過清除發展機制項目獲得「經證實的減排量」（CERs），以實現其在第一

承諾期的減排承諾，東道國可以通過清除發展機制項目改善其環境品質，促進可

持續發展。 

關於附件一國家參加清除發展機制的資格，是本次會議關於三機制談判中

最艱難的問題。根據《波昂協議》，「只有接受作為《京都議定書》補充的遵約

協議的締約方才有資格轉讓或者獲取使用這些機制所產生的減排額度量的資

格」。雨傘集團國家對此表示反對。主要目的是不願現在就確定接受具有法律約

束力後果的遵約機制作為參與三機制的前提條件。最後，經部長級會議協調，各

方同意在相關文件中刪除相關提案，但在決定草案中增加有關 COP/MOP 批准具

有法律約束力的遵約機制的內容。另外，各方還同意，一締約方指定的私人或公

共實體能否參與經證實的減排量的獲取及其轉讓活動，端賴於該締約方參加這些

機制的資格。 

關於第一承諾期清除發展機制項目，《波昂協議》同意將造林和再造林作

為第一承諾期合格的清除發展機制項目。會議最後通過的有關決定要求：就第一

承諾期清除發展機制項目展開進一步工作以確定其模式、管理辦法和規則，並將

在 COP-9 上就第一承諾期中造林和再造林清除發展機制項目的模式和規則以類

似於現在的清除發展機制的方式做出決定。 

4、在 LULUCF 方面 

針對俄羅斯提出的修改意見的談判是 COP-6 Part II 遺留的問題。在落實《波

昂協議》的技術性談判過程中，俄羅斯及一些東歐國家以《波昂協議》存在方法

學問題為藉口，要求修改《波昂協議》規定的碳匯使用總量。修改提案為一締約

方可以要求締約方大會重新考慮用於彌補《京都議定書》第三條第 3 款淨排放的

森林管理碳匯的使用上限和森林管理、聯合履約項目碳匯的使用上限。俄羅斯還

具體要求將其相關碳匯使用上限由 17.63Mtc 提高到 33Mtc。由於此提案不能僅



限定於俄羅斯，其他締約方也有可能根據俄羅斯提出的修改意見對本國的森林管

理所取得的碳匯進行重新計算，這將使《京都議定書》的環境效益大打折扣。本

次會議直接將該問題提交部長會議做決定。歐盟和 G-77/China 為了顧全大局做

出讓步，俄羅斯的要求得到滿足。 

總之，COP-7 的成功，使國際氣候談判進入了各締約方批准《京都議定書》

的關鍵階段。在本次會議上，為了達到預期目標，為了使《京都議定書》能早日

生效，歐盟以及 G-77/China 向雨傘集團國家（俄羅斯、日本、澳洲、加拿大）

做出了巨大讓步（宋燕輝，民 91:37）。 

 

八、《京都議定書》的批准結果 

（一）一九九七年~二 OO 二年：歐盟、日本、中國大陸與加拿大的批准 

在圍繞《京都議定書》生效這一問題上，各主要國家（集團）扮演著不同

的角色。由於實施《京都議定書》會為不同國家產生不同的利弊得失，南北半球

國家之間、已開發國家之間、甚至開發中國家集團內部都出現意見的分歧。歐盟

一直是國際氣候談判的主要推動力量，並且率先批准《京都議定書》，發揮著主

導的作用。廣大開發中國家在締約方大會上支持歐盟的立場，希望《京都議定書》

儘早付諸實施，實際上扮演著支持國的角色。而美國是世界上溫室氣體排放量最

多的國家，其反對《京都議定書》的立場不僅威脅到《京都議定書》的前途，而

且使《京都議定書》的實效性大打折扣。總括而言，當前世界主要國家對《京都

議定書》的批准現況如下（莊貴陽，2004: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 

/zhuanti/263837.htm）： 

1、歐盟與日本 

二 OO 二 年五月三十一日，歐盟 15 個成員國（佔排放總量的 24.2%）集體

批准《京都議定書》。同日，日本參議院以 229 票贊成、0 票反對通過關於批准

《京都議定書》的法律後，日本內閣會議於六月四日決定接受《京都議定書》。

日本政府以二 OO 二 年三月擬定的「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大綱」為基礎，制定本

國實現《京都議定書》目標的計劃。至此全球已有七十多個國家批准議定書，意

指《京都議定書》生效的目標又往前跨了一大步。 

2、中國大陸 

一九九八年五月二十九日，中國大陸草簽了《京都議定書》。二 OO 二年

八月三十日，中國大陸正式同意了《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2002:http:// 

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9/03/content_ 

548525.htm）。 

3、美國 



布希政府在二 OO 二年二月十四日推出溫室氣體減排新方案之後，又在五

月三十一日，也就是歐盟 15 國批准《京都議定書》的同一天，向聯合國提交了

一份《美國氣候行動報告》，第一次明確承認全球氣候正在變暖，而人類活動是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雖然布希政府總算是做出了一點讓步，承認了全球氣候變

暖這個事實，但並不代表在這一問題上有大的態度變化。布希政府已經明確表

示，10 年內都不會批准《京都議定書》，政府對報告中提出的問題也沒有採取

任何應對措施。 

4、澳洲 

美國退出了《京都議定書》的行為會影響其他國家，從而影響到《京都議

定書》的發展進程。許多國家仍在觀望美國的態度來考慮其自身的利益，如澳洲

雖簽署了《京都議定書》，但遲遲不予批准。澳洲表示，只有當美國批准時，澳

洲才會批准議定書。 

5、加拿大 

加拿大國內在圍繞是否批准《京都議定書》的問題上存在嚴重的意見分歧。

加拿大西部各省和布希一樣反對《京都議定書》，但聯邦政府和一部分省政府表

示要積極推動議定書的批准，而多數省和產業界對此持消極態度。二 OO 二年二

月，美國布希政府發表溫室氣體減排新方案之後，加拿大國內反對批准議定書的

聲勢增強。 

然而，二 OO 二年九月，加拿大發表批准《京都議定書》的承諾，十二月，

在議會投票通過後加拿大政府終於做出決定，正式批准了《京都議定書》（人民

網，2002:http://www1.peopledaily.com.cn/BIG5/huanbao/55/20021218/890891. 

html）。 

6、俄羅斯 

俄羅斯遲遲不批准《京都議定書》，乃是期待從排放權的買賣以及共同實

施項目中獲取更多利益。對俄羅斯來說，最有利的做法是將批准《京都議定書》

的最後關鍵時刻，作為與已開發國家交涉的條件。將來，俄羅斯擁有大量的剩餘

排放權後，已開發國家完成《京都議定書》減排目標在某種程度上就要依靠與俄

羅斯之間的排放貿易。  

（二）二 OO 三年~二 OO 四年：俄羅斯的批准 

根據二 OO 三年十一月二十六日的批准現況資料顯示，已有 120 個國家批

准《京都議定書》，其中附件一國家一九九 O 年二氧化碳排放量佔所有附件一國

家的 44.2 %，包括捷克（排放量佔 1.2%）、羅馬尼亞（1.2%）、歐盟與其 15 個會

員國（共佔 24.2%）、挪威（0.3%）、斯洛伐克（0.4%）、日本（8.5%）、拉脫維亞

（0.2%）、保加利亞共和國（0.6%）、匈牙利共和國（0.5%）、愛沙尼亞共和國



（0.3%）、加拿大（3.3%）、紐西蘭（0.2%）、波蘭（3%）、瑞士（0.3%）（經濟

部工業局，民 93:http://proj.moeaidb.gov.tw/ods/7-rgw.htm）。 至二 OO 四年八月為

止，《京都議定書》的批准現況如表 4-6 所示。 

 

 

表 4-6  《京都議定書》至二 OO 四年八月為止的批准現況 

 
 

國家 簽署 批准

（RATIFICATION）、

接受

（ACCEPTANCE）、

通過（ACCESSION）、

同意（APPROVAL）

摘要

（REMARKS） 

 

排放的百

分比（% of
emissions）

1. ANTIGUA 
AND BARBUDA 

16/03/98 03/11/98 (R)   

2. ARGENTINA 16/03/98 28/09/01 (R)   
3. ARMENIA  ---- 25/04/03 (Ac)   
4. AUSTRALIA* 29/04/98    
5. AUSTRIA*   29/04/98 31/05/02 (R)  0.4% 
6. AZERBAIJAN ----- 28/09/00 (Ac)   
7. BAHAMAS  ----- 09/04/99 (Ac)   
8. 
BANGLADESH 

----- 22/10/01 (Ac)   

9. BARBADOS  ----- 07/08/00 (Ac)   
10. BELGIUM*  29/04/98 31/05/02 (R)  0.8% 
11. BELIZE   ----- 26/09/03 (Ac)   
12. BENIN  ----- 25/02/02 (Ac)   
13. BHUTAN  ----- 26/08/02 (Ac)   
14. BOLIVIA  09/07/98 30/11/99 (R)   
15. BOTSWANA ----- 08/08/03 (Ac)   
16. BRAZIL  29/04/98 23/08/02 (R)   
17. BULGARIA* 18/09/98 15/08/02 (R)  0.6% 
18. BURUNDI  ----- 18/10/01 (Ac)   
19. CAMBODIA ----- 22/08/02 (Ac)   



20. CAMEROON ----- 28/08/02 (Ac)   
21. CANADA*  29/04/98 17/12/02 (R)  3.3% 

22. CHILE  17/06/98 26/08/02 (R)   
23. CHINA  29/05/98 30/08/02 (Ap) (10)  
24. COLOMBIA ----- 30/11/01 (Ac)   
25. COOK 
ISLANDS  

16/09/98 27/08/01 (R) (4)  

26. COSTA 
RICA  

27/04/98 09/08/02 (R)   

27. CROATIA*  11/03/99    
28. CUBA  15/03/99 30/04/02 (R)   
29. CYPRUS  ----- 16/07/99 (Ac)   
30. CZECH 
REPUBLIC*  

23/11/98 15/11/01 (Ap)  1.2% 

31. DENMARK* 29/04/98 31/05/02 (R)  0.4% 
32. DJIBOUTI  ----- 12/03/02 (Ac)   
33. DOMINICAN 
REPUBLIC  

----- 12/02/02 (Ac)   

34. ECUADOR  15/01/99 13/01/00 (R)   
35. EGYPT 15/03/99    
36. EL 
SALVADOR  

08/06/98 30/11/98 (R)   

37. 
EQUATORIAL 
GUINEA 

----- 16/08/00 (Ac)   

38. ESTONIA*  03/12/98 14/10/02 (R)  0.3% 
39. EUROPEAN 
COMMUNITY* 

29/04/98 31/05/02 (Ap) (1) (8)  

40. FIJI  17/09/98 17/09/98 (R)   
41. FINLAND*  29/04/98 31/05/02 (R)  0.4% 
42. FRANCE*  29/04/98 31/05/02 (Ap) (2) (9) 2.7% 
43. GAMBIA  ----- 01/06/01 (Ac)   
44. GEORGIA ----- 16/06/99 (Ac)   
45. GERMANY* 29/04/98 31/05/02 (R)  7.4% 
46. GHANA  ----- 30/05/03 (Ac)   



47. GREECE*  29/04/98 31/05/02 (R)  0.6% 
48. GRENADA  ----- 06/08/02 (Ac)   
49. 
GUATEMALA 

10/07/98 05/10/99 (R)   

50. GUINEA  ----- 07/09/00 (Ac)   
51. GUYANA  ----- 05/08/03 (Ac)   
52. HONDURAS 25/02/99 19/07/00 (R)   
53. HUNGARY* ----- 21/08/02 (Ac)  0.5% 
54. ICELAND*  ----- 23/05/02 (Ac)  0.0% 
55. INDIA  ----- 26/08/02 (Ac)   
56. INDONESIA  13/07/98   
57. IRELAND*  29/04/98 31/05/02 (R) (3) 0.2% 
58. ISRAEL  16/12/98 15/03/04 (R)   
59. ITALY*  29/04/98 31/05/02 (R)  3.1% 
60. JAMAICA  ----- 28/06/99 (Ac)   
61. JAPAN*  28/04/98 04/06/02 (At)  8.5% 
62. JORDAN  ----- 17/01/03 (Ac)   
63. 
KAZAKHSTAN 

12/03/99    

64. KIRIBATI  ----- 07/09/00 (Ac) (6)  
65. 
KYRGYZSTAN 

----- 13/05/03 (Ac)   

66. LAO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 06/02/03 (Ac)   

67. LATVIA*  14/12/98 05/07/02 (R)  0.2% 
68. LESOTHO  ----- 06/09/00 (Ac)   
69. LIBERIA  ----- 05/11/02 (Ac)   
70. 
LIECHTENSTEI
N*  

29/06/98    

71. 
LITHUANIA*  

21/09/98 03/01/03 (R)   

72. 29/04/98 31/05/02 (R)  0.1% 



LUXEMBOURG
*  
73. 
MADAGASCAR 

----- 24/09/03 (Ac)   

74. MALAWI ----- 26/10/01 (Ac)   
75. MALAYSIA 12/03/99 04/09/02 (R)   
76. MALDIVES 16/03/98 30/12/98 (R)   
77. MALI  27/01/99 28/03/02 (R)   
78. MALTA  17/04/98 11/11/01 (R)   

79. MARSHALL 

ISLANDS  

17/03/98 11/08/03 (R)   

80. MAURITIUS ----- 09/05/01 (Ac)   
81. MEXICO  09/06/98 07/09/00 (R)   
82. 
MICRONESIA 
(FEDERATED 
STATES OF)  

17/03/98 21/06/99 (R)   

83. MONACO* 29/04/98    
84. MONGOLIA ----- 15/12/99 (Ac)   
85. MOROCCO  ----- 25/01/02 (Ac)   
86. MYANMAR ----- 13/08/03 (Ac)   
87. NAMIBIA  ----- 04 /09/03 (Ac)   
88. NAURU  ----- 16/08/01 (R) (7)  
89. 
NETHERLANDS
*  

29/04/98 31/05/02 (Ac)  1.2% 

90. NEW 
ZEALAND*  

22/05/98 19/12/02 (R) (11) 0.2% 

91. 
NICARAGUA  

07/07/98 18/11/99 (R)   

92. NIGER  23/10/98    
93. NIUE  08/12/98 06/05/99 (R) (5)  
94. NORWAY*  29/04/98 30/05/02 (R)  0.3% 
95. PALAU  ----- 10/12/99 (Ac)   
96. PANAMA  08/06/98 05/03/99 (R)   



97. PAPUA NEW 
GUINEA  

02/03/99 28/03/02 (R)   

98. PARAGUAY 25/08/98 27/8/99 (R)   
99. PERU  13/11/98 12/09/02 (R)   
100. 
PHILIPPINES  

15/04/98 20/11/03 (R)   

101. POLAND*  15/07/98 13/12/02 (R)  3,0% 
102. 
PORTUGAL*  

29/04/98 31/05/02 (Ap)  0.3% 

103. REPUBLIC 
OF KOREA 

25/09/98 08/11/02 (R)   

104. REPUBLIC 
OF MOLDOVA 

----- 22/04/03 (Ac)   

105. ROMANIA* 05/01/99 19/03/01 (R)  1.2% 
106. RUSSIAN 
FEDERATION* 

11/03/99    

107. SAINT 
LUCIA  

16/03/98 20/08/03   

108.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19/03/98    

109. SAMOA  16/03/98 27/11/00 (R)   
110. SENEGAL  ----- 20/07/01 (Ac)   
111. 
SEYCHELLES  

20/03/98 22/07/02 (R)   

112. 
SLOVAKIA*  

26/02/99 31/05/02 (R)  0.4% 

113. 
SLOVENIA*  

21/10/98 02/08/02 (R)   

114. SOLOMON 
ISLANDS  

29/09/98 13/03/03 (Ac)   

115. SOUTH 
AFRICA  

----- 31/07/02 (Ac)   

116. SPAIN*  29/04/98 31/05/02(R)  1.9% 
117. SRI LANKA ----- 03/09/02 (Ac)   
118. SWEDEN* 29/04/98 31/05/02 (R)  0.4% 



119. 
SWITZERLAND
*  

16/03/98 09/07/03 (R)  0.3% 

120. THAILAND 02/02/99 28/08/02  (R)   
121. TOGO  ----- 02/07/04 (Ac)   
122. TRINIDAD 
AND TOBAGO 

07/01/99 28/01/99 (R)   

123. TUNISIA  ----- 22/01/03 (Ac)   
124. 
TURKMENISTA
N  

28/09/98 11/01/99 (R)   

125. TUVALU  16/11/98 16/11/98 (R)   
126. UGANDA  ----- 25/03/02 (Ac)   
127. UKRAINE* 15/03/99 12/04/04 (R)   
128.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29/04/98 31/05/02 (R)  4.3% 

129.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 26/08/02 (Ac)   

13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2/11/98    

131. URUGUAY 29/07/98 05/02/01 (R)   
132. 
UZBEKISTAN  

20/11/98 12/10/99 (R)   

133. VANUATU ----- 17/07/01 (Ac)   
134. VIETNAM 03/12/98 25/09/02 (R)   
135. ZAMBIA  05/08/98    

TOTAL 84 123 ----- 44.2% 
*表示《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附件一的締約方  
 
R = Ratification 
At = Acceptance 



Ap = Approval 
Ac = Accession 

 
資料來源：UNFCCC, 2004:http://sd.erl.itri.org.tw/fccc/. 

 

 

二 OO 四年五月二十一日，俄羅斯與歐盟簽署協議，歐盟同意放棄反對立

場，俄國最快可能於該年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後，俄羅斯總統普廷隨即宣佈，莫斯

科「將加速俄國批准京都議定書的行動」；這是俄羅斯迄今對該議定書的最強烈

表態支持（自由時報，民 93 年 5 月 24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 

/2004/new/may/24/today-int3.htm）。九月二十四日，根據倫敦泰晤士報的報導，

俄羅斯各部會從二十三日起已開始簽署《京都議定書》的各項批准文件（曹國維，

民 93 年 9 月 25 日:A14 版）。 

十月二十二日，俄羅斯國家杜馬議會（下議院）以壓倒性票數的 334 四票

比 73 票及 2 票棄權，批准了《京都議定書》（中央日報，民 93 年 10 月 24

日:http://www.cdn.com.tw/daily/2004/10/24/text/931024h1.htm）。 

（三）二 OO 五年二月十六日：《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 

依據《京都議定書》，只要有至少 55 個國家批准，而且批准國中已開發國

家的二氧化碳排放量至少達到工業化國家總排放量的 55％，議定書就可以生

效。但由於占排放量 25％的美國沒有批准，議定書遲遲難以生效。而占排放量

17％的俄國批准之後，使得議定書終於達到生效所需的排放量要求（聯合國網站

新聞中心，2004:http://www.un.org/chinese/ News/fullstorynews.asp?newsID=2691）。 

俄羅斯將批准文書呈交聯合國秘書長安南後，《京都議定書》即自二 OO

五年二月十六日起，對 128 個簽署國具有法律拘束力（台灣大紀元網，2004: 

http://www.epochtimes.com/b5/4/11/18/n721972.htm）。而這 128 個國家則必須履

行《京都議定書》所規範的義務。 

至於我國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量佔全球總量 1%，全球排名第 22。預估至二

O 二 O 年二氧化碳的排放總量，將由一九九 O 年的 121 百萬公噸提升至 461 百

萬公噸，成長約 3.81 倍。雖然我國並不是聯合國的會員，無法簽署《京都議定

書》，且目前並無減量責任。但依國際環保公約之經驗，我國既使不簽署公約及

享受權利，相關義務卻仍需履行，若不遵守，曾有遭到貿易制裁之經驗（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民 93:http://www.moeasmea.gov.tw/Data_Service/approul.asp）。為此，

行政院提出了四項因應措施（朱蒲青，民 93:http://news.yam.com/ettoday/politics/ 

200412/20041229763146.html）： 



1、二 OO 四年十月二十八日，成立跨部會的「氣候變遷及京都議定書因應

小組」，掌握最新國際趨勢。 

2、透過各部會合作，研擬、執行因應《京都議定書》之可行對策。 

3、全面檢視國家整體及各部門發展策略，因應能源使用對二氧化碳排放的

衝擊。 

4、爭取參與跨國減量彈性機會，應用清除發展機制，吸引外商投資、技術

移轉，並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貳、評述 

 

一九九二年五月九日，聯合國通過《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根據該公

約第七條規定，須設立締約方大會，作為該公約的最高機構，定期審評該公約和

締約方大會可能通過的任何相關法律文書的履行情況，並應在其職權範圍內做出

為促進本公約的有效履行所必要的決定；第十七條則規定（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2003:http://gaia.org.tw/air/fccc_big5/index. htm）： 

 

1、締約方大會可在任何一屆常會上通過本公約的議定書。 

2、任何擬定的議定書案文應由秘書處在舉行該屆會議至少六個月之前送交

各締約方。 

3、任何議定書的生效條件應由該文書加以規定。 

4、只有本公約的締約方才可成為議定書的締約方。 

5、任何議定書下的決定只應由該議定書的締約方做出。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的締約方們深知，徒憑公約本身並不

具規範各國溫室氣體排放標準的強制力，尚不足以解決棘手的溫室效應問題，因

此在《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相關規定下，必須召開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締約方大會，也必須在大會中通過相關的議定書，此議定書才是一個精確規

範出每一個國家所被分配到的溫室氣體最高排放標準數值以及相關遵約制度

的、具法律效力的條約。假如不依照該公約相關的各項規定，締結議定書的話，

便很難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度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

平上，也就無法解決溫室效應此一全球環保政策問題。緊接著，便展開了締結《京

都議定書》的「政策行動」。 

按照《京都議定書》規定，到二 O 一 O 年，所有已開發國家排放的二氧化

碳等六種溫室氣體的數量，要比一九九 O 年減少 5%，而開發中國家則沒有減排



義務。具體說來，各已開發國家從二 OO 八年到二 O 一二年必須完成的削減目

標是：與一九九 O 年相比，歐盟削減 8%、美國削減 7%、日本削減 6%、加拿大

削減 6%、東歐各國削減 5%~8%。紐西蘭、俄羅斯和烏克蘭可將排放量穩定在一

九九 O 年的水準上。議定書同時允許愛爾蘭、澳洲和挪威的排放量分別比一九

九 O 年增加 10%、8%、1%（京都議定書，2002:http://big5.xinhuanet.com/gate 

/big5/news.xinhuanet.com/ ziliao/2002-09/03/content_548525.htm）。 

由於《京都議定書》通過之初，當中所稱之彈性減量機制、遵約制度、碳

匯的界定與計算、以及開發中國家之參與等問題的運作細節均未敲定，故《京都

議定書》通過後至今，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的主要討論議題就是

訂定《京都議定書》的施行細則，以及如何使《京都議定書》早日生效（Earth 

Negotiation Bulletin, 1998；宋燕輝，民 91:29）。事實上，《京都議定書》生效的

條件有三項（郭博堯，民 93: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SD/090 

/SD-R-090-024.htm）： 

1、經各國國內程序批准議定書的國家達 55 國。 

2、批准京都議定書國家中，附件一國家成員之一九九 O 年二氧化碳排放量

須至少佔全體附件一國家成員一九九 O 年排放總量之 55%。 

3、達成上述二條件後，則議定書於其後第 90 天開始生效。 

但是《京都議定書》通過之後，歐盟、美國、以及其他國家集團對《京都

議定書》之實質運作內容、方式、程序與彈性機制-主要是「排放交易」（emission 

trading）、清除發展機制以及「共同履行」（joint implementation）均存有相當大

的歧見，歐盟與美國尤其在碳匯與遵約制度上有不同的政策立場（宋燕輝，民

9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