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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歐盟於 2008 年 11 月 19 日正式通過「航空業排放權交易指令」後，所有

往返於歐盟會員國之機場、以及起飛自或降落於歐盟成員國機場之國際空運活動，

應於 2012年 1月 1日起參與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儘管該制度尚存有各種法律、

政治與技術上之爭議，然而對於一個已生效之措施，本文欲藉由觀察該指令所提

供之彈性規範，包括「連結」和「豁免」之制度，來探討航空業在適用 EU ETS

後與其他國際法規範之調和問題；以及該之彈性規範是否足以降低非歐盟籍國家

或航空業者對於歐盟將航空業納入 EU ETS 之批評？ 

本文先介紹歐盟將航空業納入排放權交易制度相當具爭議性之立法過程，且

涉及之法律問題包括航空法下之各種規範以及 WTO相關協定；接著確認各國於

相關國際協定下，並無管制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之義務，並提出適用於航空業溫

室氣體排放之管制類型；接著說明國際組織和各國對於此問題之管制現況。再來

藉由美國航空運輸協會在歐洲法院之控訴案，突顯出歐盟措施在航空法爭議下，

其適法性問題乃緊繫於歐盟措施之定性；而在歐洲法院裁決歐盟不受芝加哥公約

之拘束，且將歐盟措施定性為一市場措施而非稅捐或規費性質後，歐盟措施在航

空法下之角力暫告一段落。最後分析歐盟措施與 GATT和 GATS 之合致性問題，

初步分析得出：一、歐盟是否先與各國協商在全球環境與貿易問題之解決上甚為

重要，且歐盟措施之定性，以及該措施與空運服務價格是否有必然之連結關係亦

為歐盟措施在經貿法適法性之關鍵問題；二、歐盟之豁免制度在設計上提供第三

國之替代措施較多彈性空間，惟其是否有助降低歐盟措施在國際上引發之衝突，

仍端視歐盟在「等同措施」要件認定之立場而定。 

關鍵詞：航空業、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排放權交易、芝加哥公約、服務貿易總

協定、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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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U ETS has been applied to all flights departing from and arriving at the 

airport of any of its Member States since 1
st 

January 2012 as the EU adopted Directive 

2008/101/EC on 19
th

 November 2008. Now that it has become an enforced scheme, 

despite full of controversies,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legal implications of the 

measures in dispu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law and WTO 

law as well as observes its linking and exemption provisions to understand if they 

could help reduce the conflicts that the scheme has provoked. 

This thesis starts with an introduction of the EU aviation emissions trading 

legislation,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gulations for aviation emissions is then 

introduced. Following the above interpretations, legal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nd consistency with the civil aviation law and WTO law, i.e., GATS 

and GATT, to the EU measures. After preliminary studies, this thesis finds that it is 

significant if the EU has engaged other nations that were affected in serious 

negotiations before enforcing the measures; in addition,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schem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asures and the price of freight or flight tickets are 

the keys factors to consider in the issue. Lastly, the exemption provision might be able 

to diffuse international disputes, given that it has provided sufficient flexibility for 

alternative measures for the third countries; it depends, however, on how the EU 

defines the element of “equivalent measures” embodied under the provision. 

Keywords: Aviation, 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U ETS, Emissions Trading, 

Chicago Convention, GATS, G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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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 2006年著手規劃將航空業納入歐

盟排放權交易制度（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以下簡稱 EU ETS）以來，其

草案不僅在歐盟內部存有爭議，更引發相關國際組織與許多非歐盟國不滿1；儘

管外界紛擾不斷2，但歐盟內部仍於 2008年 11月 19日正式通過「航空業排放權

交易指令」（Directive 2008/101/EC），依據此指令，所有往返於歐盟會員國之機

場、以及起飛自或降落於歐盟成員國機場之國際空運活動，應於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參與 EU ETS。因此，不論各國目前對於溫室氣體排放（greenhouse gas 

emissions）採取何種管制政策3，在歐盟不顧外界抗議與指控仍堅持採行該措施

下，各國政府與航空業者無可避免地必須開始正視其國際運輸活動所產生的溫室

氣體排放之減量與管制問題。在歷經美國和中國於國內立法抵制歐盟該項措施，

以及 23 個非歐盟國家於 2012 年 2 月 21 日召開莫斯科會議並公開抵制下，歐盟

執委會於同年 11 月 12 日決定將該指令暫緩實施一年，其稱為「暫停時鐘計劃」

（Stop the Clock Proposal）4，但往來於歐盟境內機場的航班仍須遵循原指令規定

                                                      

1
 詳參本文第貳章第三節。 

2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IATA）於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

指令」通過前夕即發表聲明譴責該項決定，其認為冒然將航空業納入其 ETS 無法立即提升產業

相關科技之減碳效率，並反譏歐盟若能通過懸宕多年的「單一歐洲天空」（Single European Sky），

每年將可減少 1600萬噸的碳排放量。IATA Press, IATA Blasts EU ETS Decision, October 24, 2008, at 

http://www.iata.org/pressroom/pr/Pages/2008-10-24-02.aspx (last visited: Jan. 1 , 2015).  
3
 政府管制溫室氣體排放工具主要有兩種政策類型：直接管制與經濟誘因工具（此外，亦有部分

自願性措施有政府介入管制，故可歸屬另一類型），詳參本文第參章。 
4
 歐盟並於隔年為此通過第 377 號決定（Decision No. 377/2013/EU），網址：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13:113:0001:0004:EN:PDF，最後瀏覽

日：2015年 1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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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EU ETS；2014 年 4 月 30 日歐盟更頒布修正規章（Regulation (EU) No 

421/2014）並於同日生效，明文規定在 2013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期

間，哪些航班得排除於適用 EU ETS 之外，以及仍須適用 EU ETS 之航班範圍5。 

對於在航空業部門採用經濟誘因類型之措施作為溫室氣體減量之管制工具，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簡稱 ICAO）原則

上持肯定立場，並期待發展出一開放式之排放權交易制度，且支持締約國和國際

組織所提倡之自願性交易制度；此外，ICAO 亦重視締約國如何將國際空運之溫

室氣體管制納入其內國合乎氣候變化綱要公約（1992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規定之排放權交易制度6。 

在歐盟通過「航空業排放權交易指令」後，儘管該制度尚存有各種法律、政

治與技術上之爭議，然而對於一個已生效之措施，本文欲藉由觀察該指令所提供

之彈性規範，包括原 EU ETS 中所既有的「連結」規範，和針對航空業部門所設

計之「豁免」之制度，來探討航空業在適用 EU ETS 後與其他國際法規範之調和

問題；以及 EU ETS 現有之彈性規範是否足以降低非歐盟籍國家或航空業者對於

歐盟將航空業納入 EU ETS 之批評？尤其在「連結」條件設定上，僅限於他國設

有與歐盟相容且強制性的「排放上限與交易」（Cap-and-Trade）類型之排放權交

易制度始可能獲歐盟承認，而與歐盟制度相連結；但在各國之現行管制措施下，

恐難有適用「連結」之可能，而「豁免」機制是否可能成為彈性規範中被他國援

引之條款，亦將在本文中探討。此外，其他非歐盟國家，是否可能選擇其他航空

業溫室氣體管制工具，除使其符合相關國際協定下之遵約性，亦可達到歐盟管制

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之初衷？此即本文之研究動機。 

                                                      

5
 其以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EEA）作為區分標準，易言之，進出挪威、冰島、

列支敦斯登（屬 EEA國家）等非歐盟國機場之航班仍在 EU ETS施行範圍。 
6
 詳參本文第參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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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為探討歐盟將航空業納入其排放權交易機制後其所衍伸之法律問題及相關

爭議，本文之研究方法將採文獻分析法進行，主要文獻來源包括歐盟相關指令、

國際組織（特別是 ICAO 和 IATA）公開之報告和決議、國內外學者專家已出版

之相關論著等。期透過上述資料之整理與分析勾勒出問題之焦點，並試圖為該制

度以及航空業之溫室氣體管制在現存國際法規範下找尋出路。 

第三節 研究架構  

全文共分為五章，茲就各章主旨作一概述。第壹章為本文緒論；第貳章「歐

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制度」先從原始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談起，再進入航空業排

放權交易制度之介紹，以便建構歐盟措施之全貌，並說明該措施所引起的各方回

應；第參章「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之管制」欲先確認各國於相關國際協定下是否

有管制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之義務，接著介紹適用於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之管制

類型，並討論各國和國際組織對於此問題之管制現況；第肆章「歐盟航空業排放

權交易制度引發之航空法爭議」論述歐盟措施在國際航空法規範下涉訟之爭議問

題，以及從歐洲法院之裁決分析其是否已為歐盟措施之爭議提供解決之道；第伍

章「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制度引發之經貿法爭議」分析歐盟措施與國際經貿法

之合致性問題，並藉由第參章所提出之若干航空業溫室氣體管制措施分析其符合

歐盟豁免要件之可能性，最後以此觀察歐盟措施之連結和豁免設計是否有助減少

歐盟措施與國際經貿法互動中可能產生之衝突；第陸章為本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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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制度 

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為近年來各國所關注之議題，在普遍認定人類排放之溫

室氣體（Greenhouse Gas，簡稱 GHG）係造成地球暖化之主要原因的背景下，如

何控制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減緩地球暖化速度遂成為各界研究的焦點。目前控

制溫室氣體排放之政府政策主要分為兩類，包括：直接管制（command and control，

簡稱 CAC）以及經濟誘因工具（economic instruments）7。前者乃是以直接訂定

各種管制標準之方式，要求受管制者於從事各類可能造成溫室氣體排放之活動時，

必須遵守該些管制規範，例如訂定汙染物排放標準、管制或禁止某些汙染活動等；

後者則透過各種經濟誘因，鼓勵受管制者減少汙染行為，例如提供補貼或稅賦減

免、建立排放權交易市場、課徵環境稅等，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簡稱 EU ETS）即屬之。鑒於本文之分析對象「歐盟航空業排

放權交易制度」系由原 EU ETS 所增訂，故本章第一節先簡介歐盟排放權交易制

度；第二節則論述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制度規範架構，其係後續法律分析之基

礎；第三節則說明航空業排放權交易制度之立法與施行時引發之爭議。 

第一節  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概述 

排放權交易制度之目的，係利用市場機制提供廠商（受管制者、汙染之製造

者）經濟誘因，讓個別廠商彈性選擇其對自身最具有經濟效率之方式，俾達成環

境管制之目標8。而目前各種排放權交易制度可略分為兩種態樣：第一、排放上

                                                      

7
 施文真，「由交易單位之法律性質重新檢視排放權交易制度與 WTO 之關係」，政大法學評論，

105期，頁 125，2008年 10月。 
8
 同上註，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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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與核發量交易（“Cap and Trade”, or “Allowances Trading”），第二、排放基準與

溢額交易（“Baseline and Credit”, “Credit Trading”, or “Project-based/ Credit-based/ 

Offset Trading”）9。EU ETS 之設計上即採用「排放上限與交易」（Cap-and-Trade）

類型。 

EU ETS 設計之基礎乃是認定，替碳排放創造一價值，能提供最具經濟效益

之方法來達成全球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以避免氣候變遷到達危險之程度10。此制

度乃由歐盟執委會（The European Commission）所提出並由歐盟會員國和歐洲議

會所通過。其制度建立有四大原則：第一、採用「排放上限與交易」類型之交易

制度；第二、在被涵蓋的部門別之產業，其乃強制性參與該制度；第三、此制度

包含一強健之遵循架構（a strong compliance framework）；第四、接受京都議定

書下之溢額且為開放性制度11。 

第一、採用「排放上限與交易」制度 

於 2005至 2007年底（第一階段試驗期）和 2008至 2012年底（第二階段試

驗期）之兩間段當中，歐盟 ETS 授權各會員國訂定其各自國家排放上限，並授

權會員國於上限內依據 ETS 指令附錄三所定之標準，分配核發量給納入 ETS 下

之設施（installations）和經營者（operators）；至於各會員國之排放上限則應依據

                                                      

9
 第一種係管制者針對 ETS 的所有參與者，就管制物質（如二氧化碳）於管制期間內設定排放

總量（上限），並將此總量分為等同單位，以各種不同方式（拍賣、無償分配等等）分配給參與

者，各參與者得以此達成其排放標準，若參與者實際排放量少於其持有之分配單位（核發量，

allowances），多餘之分配單位即可賣出，反之參與者則必須在交易市場購買不足之分配單位；第

二種 ETS 係管制者建立或認證，或由各參與者申報並經認證，設定一排放基準，於管制或約定

期間內，各參與者之實際排放狀況則由主管機關盤查與監督，若管制期或約定期屆滿時，參與者

之實際排放量低於其排放基準，則可將其排放量（即溢額，credit）賣出，此一「溢額」亦可能

來自投資特定之開發計劃，由該計劃產生具有降低排放量效果之減量單位，經相關單位認證後得

將該減量單位進行交易，故稱為 project-based trading。施文真，「由交易單位之法律性質重新檢

視排放權交易制度與 WTO之關係」，前揭註 7，頁 133-138。 
10

 EUROPEAN COMMISSION, EU ACTION AGAINST CLIMATE CHANGE-THE 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7 (2009). 
1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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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第 2002/358/EC號決定（Decision）訂定之12，於此上限容許下，各會員國

得自行決定將分配多少核發量給已納入 ETS 管制之設施與部門別，然而會員國

應儘量達成比該決定規範上限更為嚴格之標準13。第三階段則自 2013年起至2020

年底，除了期間拉長提供業者可預測性，以便鼓勵碳排放減量措施之長期投資外，

歐盟將設定一統一之排放上限（EU-wide cap），而不再由各會員國各自訂定上限

14。此統一排放上限改變的原因係源於第一階段之經驗，即愈是調和（harmonised）

之手段將更能確保在 2020 年達成減碳之目標，同時更能降低達成目標所需之費

用。在確認歐盟總排放上限後，該目標則是透過各國訂定之「國家分配計劃」

（national allocation plans，簡稱 NAPs）來達成，各會員國必須於其 NAPs 中明

訂將分配給受 EU ETS 管制設施的總排放核發量，以及分配方法；同時，各會員

國之 NAPs 必須符合「客觀」和「透明」之要件，具體呈現在 EU ETS 立法架構

下之一套共同原則。最重要者包括：（一）分配計劃必須反映出該會員國在京都

議定書之減量目標以及其實際上達到目標之進程，而總分配之核發量多寡即成敗

之關鍵，若分配太多核發量將使得未受 EU ETS 管制之經濟部門必須承擔較多的

減碳義務，其可能是較不具經濟效率的作法；（二）分配計劃必須考慮各設施活

動中可能之減碳能力，且其分配核發量不可高於該設施可能所需之程度；（三）

對於利用「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achanism，簡稱 CDM）和「共

同減量」（Joint Implementation，簡稱 JI）來達成其國家減碳目標之會員國，該些

會員國必須有相當具體之分配計劃，例如透過明列預算條款來購買 CDM 和 JI

所提供之溢額（credits）15。各會員國之 NAPs 須經過執委會之批准方可執行，

                                                      

12
 該號決定係訂定歐盟於京都議定書下所負之減量義務在各會員國應分擔之比例。 

13
 施文真，「由交易單位之法律性質重新檢視排放權交易制度與 WTO 之關係」，前揭註 7，頁

141-142。 
14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 at 17. 
15

 歐盟執委會針對會員國訂定其 NAP 應遵循之注意事項，業於 2003 年和 2005明訂詳細之指導

原則加以規範，包括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COM（2003）830和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COM（2005）703 final，前者係第一階段試驗期之指導原則，後者則是針對第二階段之補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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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即可藉此評估各會員國之 NAPs 是否符合上述之各該要件，倘不符則可要

求會員國變更分配計劃，甚至要求降低其預計分配之核發量16。 

針對排放許可的分配，ETS 指令第 10 條規定，在第一階段會員國應無償發

給之核發量應至少達總排放核發量之 95%，第二階段無償發給部分則降為 90%；

而自 2013 年第三階段起，將以拍賣為分配核發量之基本原則取代過去無償配給

原則，蓋拍賣分配將可刺激部門業者即早對減碳採取行動，此亦符合汙染者付費

（polluter pays）原則，更可提高 EU ETS 之有效性、透明和簡約等特性17。其規

劃目標為在 2013 年至 2020 年間之拍賣核發量所佔比例從 20%逐年升至 70%，

並在 2027 年以前達到核發量完全由拍賣取得之理想，但對於某些能源密集產業

而言，此舉若造成其國際競爭力銳減，則設有例外規定18，以避免「碳洩漏」（carbon 

leakage）19發生20。 

第二、在 EU ETS 涵蓋之產業部門別，其乃強制性參與該制度： 

僅管排放權交易涵蓋範圍可以包含各種經濟部門和溫室氣體，然而 EU ETS

乃一強制參與規範，故其所規範之產業和排放氣體必須能精確地測量、提出報告

並加以驗證21。至於交易之對象與範圍規範依 ETS 指令第 1條規定為附錄一所列

                                                                                                                                                        

由於已有第一期之試驗數據，為確保會員國達到京都議定書目標，第二期之總核發量則較 2005

年減少 6.5%。 
16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 at 15. 
17

 Id. at 17. 
18

 發電業自 2013年起，原則上必須自行購買其所需之所有核發量，其原因是發電業自過去以來，

始終能將其購買取得甚或是免費取得之核發量的名目成本轉嫁至消費者；然而在某些條件下，會

員國政府可對發電業者暫時停用此一完全自行購買之原則。此一優惠在 2013 年最高可放寬發放

最高 70%之免費核發量，但到 2020年必須逐步降低至 0。此外，採行溫室氣體之捕獲（capture）、

運輸（traffic）和地質封存（geological storage）的設施自 2013起亦必須自行購買所有之核發量，

但對於已封存之排放氣體（emissions stored）毋須繳交核發量。Id. 
19

 先進工業國家為降低本國碳排放量，於是把汙染工業設在其他開發中國家，再把所生產之產

品運回本國使用，導致全球碳排放總量並未降低，只是生產地有異之狀況，此即所謂之「碳洩漏」

現象。Id. at 18. 
20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 at 18. 
21

 Id.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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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活動和附錄二所列之溫室氣體；而指令第 24條則授權會員國得於 2008年之後，

自行並片面地透過一定程序將更多活動和溫室氣體納入其排放權交易機制下。 

在第一階段之管制氣體僅限於二氧化碳，部門則著重在發電及熱能產業等高

排放量之設施和特定之能源密集之工業部門：即燃燒廠、礦油煉製、焦炭爐、鋼

鐵廠、礦產工業（水泥、石灰、玻璃、陶製品）及紙漿造紙業22。 

第二階段之管制氣體則增加了製造硝酸（nitric acid）時所排出之一氧化二氮

（又稱：氧化亞氮、笑氣）（nitrous oxide）；此外，在涵蓋的部門當中，某些個

案則可依據個別排放設施之產能或產出（output）來決定該排放設施是否強制加

入23。而自 2012 年起涵蓋之範圍更延伸至民航業者所排放之二氧化碳，故所有

往返於歐盟會員國之機場，以及起飛自或降落於歐盟成員國機場之航空業者，不

論其所屬之國籍均須針對上述國際空運活動所排放之二氧化碳繳交核發量。 

第三階段（2013年）起，EU ETS 之涵蓋範圍將延伸至：採行溫室氣體之捕

獲（capture）、運輸（traffic）和地質封存（geological storage）的設施；石化

（petrochemicals）、氨（ammonia）、鋁（aluminium）部門所排出之二氧化碳；生

產硝酸、己二酸和乙醛酸（adipic and glyoxylic acid）所排出之氧化亞氮（nitrous 

oxide）；及生產鋁所排放之全氟碳化物（perfluorocarbon）。在此階段，若某些規

模較小的設施已採取與 ETS 等同之減排措施，各國政府亦得將該些設施排除於

EU ETS 之規範。第三階段之延伸，可望使 EU ETS 涵蓋範圍從歐盟整體溫室氣

體排放量之 40%擴大至 43%
24。 

第三、強健之遵循架構 

                                                      

22
 Id. 

23
 Id. 

24
 Id. 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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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市場機制，賦予碳排放權一價值，EU ETS 必須有一健全之架構規範

以確保各國遵循，此亦為提供經濟誘因之重要基礎25。依 ETS 指令第 11條規定，

於第一和第二階段，會員國應依據其 NAP 在每階段開始三個月前，就該階段將

分配之核發量總額以及各設施經營者之分配方式做出決定，並且必須將新加入設

施參與 ETS 之情形列入考慮；各會員國主管機關應於每年 2月 28日依其決定核

發當年度之排放核發量。此外，針對已分配出之核發量的交易行為，ETS 指令第

12條則規定，會員國應確保其所核發之排放核發量得於歐盟境內的參與者之間，

以及持有指令第 25 條所承認之排放核發量的第三國間進行移轉，歐盟會員國間

應承認彼此所核發的排放核發量，且應確保最遲於每年 4 月 30 日前，各設施經

營者必須繳交與其（經查證之）排放量等同之核發量，而該交出之核發量將被取

消（cancelled）不得再使用26。 

其他相關制度規範另包括第 14 條之監督與申報、第 15條和附錄 5之認證規

定、第 16 條罰鍰、第 17 條資訊公開以及第 19、20 條之登記制度。其中第 16

條之罰鍰規定，依不同階段有其更迭：該條要求各會員國對於未依規定繳交足額

排放核發量之設施，應公布經營者之姓名（named and shamed）並處以罰鍰，其

罰鍰標準是，對於排放量超出其其繳交之核發量者，每超過一噸二氧化碳之排放，

在第一階段處以 40 歐元，第二階段處以 100 歐元，第三階段起則隨歐元區之年

度通貨膨脹率提高罰鍰，此外，有些會員國並對其國內違規業者設立額外程罰規

定27。 

第四、接受京都議定書下之溢額且為開放性制度 

                                                      

25
 Id. at 19. 

26
 施文真，「由交易單位之法律性質重新檢視排放權交易制度與WTO之關係」，前揭註 7，頁 145。 

27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 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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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交易市場僅及於全歐盟，但其接受京都議定書下 CDM 和 JI所提供之溢

額（credits），使其他國家有機會藉由此制度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此外此乃一開

放性（open）制度，已批准京都議定書之附件 B 國家或所採取可與歐盟制度相

容且強制性之「排放上限與交易」制度，均可能與 EU ETS 正式連結28。 

EU ETS 是全球第一個承認多數 CDM和 JI所提供之溢額的排放權交易制度

（1 EUA = 1 CER = 1ERU）29，並允許其在 EU ETS 內從事交易行為；此承認機

制之設計，使受管制之行業得利用多種措施選擇來達到減碳之規定，且亦增進交

易市場的流動性並可能降低核發量之價格，此有助於減少制度遵循之成本30。在

2008至 2012年（即第二階段試驗期）間，業者能夠購買等同二氧化碳總量約 14

億噸（年平均 2.8億噸）之溢額以用作抵銷其碳排放；亦有一些歐盟會員國政府

計畫購買總額近 5.5 億噸二氧化碳的溢額以協助達成其京都議定書之義務31。然

而，自 2013年起，承認溢額的相關規範必須視 2012年之後的國際氣候公約結論

而定32，在新規範成立前，經營者能夠將第二階段未使用的溢額流用至第三階段，

但總額不得超過 2008至 2020年（即第二和第三階段）間應減少碳排放之 50%；

一旦新的國際公約訂定，歐盟執委會可提案准許以其他方式取得溢額，並承認新

公約所建立之新型態減碳機制產生的溢額（new types of project credits or other 

mechanisms）；惟僅限於批准新公約之第三國和執委會所認可之新型態的減碳機

制之溢額得於 EU ETS 適用33。 

除了承認其他溢額外，歐盟認為必須建立一全球之碳排放交易市場才能達到

                                                      

28
 有關連結制度之法律問題與分析，請參本文第伍章第四節。 

29
 但承認的範圍排除源自核能設施（nuclear facilities）和源自土地利用（land use）、土地利用變

遷（land-use change）及林業（forestry）活動（後三者簡稱 LULUCF）所取得之溢額（credits）。 
30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 at 23-24. 
31

 Id. at 24. 
32

 參本文第參章第一節第一項。 
33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10, a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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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效率之減碳目標，其願景是在 OECD 國家間建立一碳交易市場，並在 2020

年左右延伸至各新興經濟體34；此外，對於他國已運作或即將實施之與 EU ETS

相容且強制性「排放上限與交易制度」，EU ETS 對於加強各區域間制度之連結

均保持開放態度35。 

第二節  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制度規範介紹 

自 2012 年起，EU ETS 涵蓋之範圍更延伸至民航業者所排放之二氧化碳，

其要求所有往返於歐盟會員國之機場，以及起飛自或降落於歐盟成員國機場之航

空業者，不論其所屬之國籍均須針對上述國際空運活動所排放之二氧化碳繳交核

發量。由於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制度系於原 EU ETS 指令增訂，除針對航空業

另設豁免制度外，航空業仍適用原指令，故本節以下仍依循前一節 EU ETS 之四

大原則說明航空業排放權交易制度之內涵。 

第一、採用「排放上限與交易」制度 

依據新增航空業之 EU ETS 指令第 3c條第 1項（即 2008/101/EC 指令第 1

條第 4 項），於 2012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得分配給航空器

經營者之核發量總數為歷史空運排放量的 97%，第 3c條第 2項則規定自 2013

年 1月 1日起，原則上得分配給航空器經營者的核發量總數則為歷史空運排放

量之 95%，乘以該段期間內之年數（亦即 2013 年之後之核發量上限每年均為

                                                      

34
 歐盟於 2007年由執委會和若干歐盟會員國成立「國際碳行動夥伴計劃」（International Carbon 

Action Partnership）以協助連結制度之運作；自 2008年起，歐盟區外之冰島、列支敦斯登和挪威

亦已加入 EU ETS。Id. at 25. 
35

 目前計劃中和已實施排放權交易制度國家：包括澳洲（已於 2014 年 7 月修法廢止）、歐盟、

日本、紐西蘭、中國、韓國、瑞士、英國、和美國（區域型）。可參：New Zealand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Examples of Emissions Trading, Nov. 16, 2012,  

http://www.climatechange.govt.nz/emissions-trading-scheme/about/international-examples.html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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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空運排放量之 95%），而歷史空運排放量依據 EU ETS 指令之第 3條新增

之第（s）款（2008/101/EC 指令第 1 條第 3 項），係指 2004 至 2006 年間之平

均排放量36。 

有關排放核發量之分配，依據航空業排放權交易指令，分配給航空業之經

營者的方法仍採部分無償、部分拍賣的方式進行。就無償取得的部分，分配的

基準將由執委會統一訂定，原則上將以個別航空業之經營者於需納入 EU ETS

下之全部航線中所佔之客運與貨運運量的比例決定。依據 EU ETS 指令新增之

第 3e條（2008/101/EC 指令第 1條第 4項）規定航空器之經營者得向各會員國

之主管機關申請無償分配核發量的資格與程序。航空器之經營者必須在規範期

限前向對其有管理（監督）權之會員國的主管機關提交經查證（verified）之

噸公里數據資料37，各會員國於收到其所管理（監督）之航空器經營者提交的

資料後，則將資料轉交至執委會，執委會將對以下事項進行計算並公布結果：

隔年度應分配之核發量的總數、應透過拍賣方式分配之核發量數額、應提撥至

特別保留帳戶之核發量數額、應無償分配之數額、以及無償分配至依照前述程

序已提交相關數據給各會員國之航空器經營者的分配基準，此一分配基準將以

應無償分配之核發量總數除以執委會所收到各經營者之噸公里數據資料，於執

委會公布上述資料後的三個月內各會員國則應計算並公布下列資料：其將無償

分配給依照前述程序已提交相關數據之航空器經營者的核發量總額、以及各個

經營者於每年得免費取得之核發量，亦即是各會員國原則上將於每年之 2 月

28日公布各航空器之經營者於當年所分配到之核發量38。 

                                                      

36
 施文真，「初探納入航空業之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與其他國際法義務的互動關係」，政大法學

評論，120期，頁 288-289，2011年 4 月。 
37

 依據指令附件四，噸公里數＝距離 X 載運量（tonne-kilometres = distance x payload），載運量

則係客運、郵件與乘客的總和（total mass of fright, mail and passengers carried）。 
38

 施文真，「初探納入航空業之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與其他國際法義務的互動關係」，前揭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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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拍賣取得的部分，EU ETS 指令新增第 3d條（2008/101/EC 指令第 1條

第 4項）之規定，於 2012 至 2013年間，總核發量之 15%將以拍賣的方式分配，

其餘除了保留特定比例（3%）給予新加入者之外，剩下之核發量將免費供航

空器經營者申請，自 2013 年起原則上維持此一分配的方式，但以拍賣方式分

配的比例得依照整體之 ETS 制度的檢討配合改變。雖然拍賣將於各會員國內

舉行，但第 3d 條第 3 項規定執委會應就會員於其境內舉行此一拍賣時的詳細

規則制訂規章（Regulation），以避免不同會員國間的拍賣規則可能造成的競爭

扭曲。此外，雖然拍賣的規則將由執委會訂定，但依據第 3d 條第 4 項，各會

員國得決定如何運用拍賣所得之收入，主要用途當然須用於協助歐盟與第三國

對抗氣候變遷議題，或捐助「全球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基金」等，惟會員國必

須告知執委會其將如何使用此一拍賣所得。最後，本指令於分配核發量時亦考

慮到未來可能新加入或運量擴充迅速之航空器經營者，因此，第 3f 條規定，

自 2013年起，總核發量之 3%將被放入一特別保留帳戶，保留分配給以下兩類

型的航空器經營者：第一、於 2012 年以後方從事附件一所列之航運活動，並

針對 2013 年（或之後）申請獲得免費之核發量，且依照本指令之規定於前一

年度已提交經查證之噸公里（tonne-kilometre）數據者，第二、依據其所提交

之資料顯示，於 2013 年之隔年開始其噸公里數據年平均成長超過 18%者。於

此一特別保留帳戶中未分配完畢的核發量，則將以拍賣的方式售出39。 

第二、強制性 

依據 EU ETS指令第 3條新增之第（o）款（2008/101/EC指令第 1條第 3項），

有義務參與 EU ETS 之航空器經營者（aircraft operator）係指「經營航空器從事

                                                                                                                                                        

頁 289-290。 
39

 同上註，頁 29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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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所列之空運活動者，或，當此經營者不明或未被航空器之所有人辨識出時，

該航空器之所有人」40，附件一所列之空運活動主要係指「起飛自或降落於位於

會員國領域內之航空站的航班」41，簡言之，有義務參與 EU ETS 者為其所屬機

隊有飛行歐洲國際航線的航空業者（航空公司）或航空器之所有人，而依據

2008/101/EC 指令前言第 15 段，「航空器經營者」得透過 ICAO 代碼（ICAO 

designator）的方式加以確認，此外，目前空運活動所排放之溫室氣體僅有二氧

化碳係列入 ETS 中。附件一亦排除某些類型或運量之空運活動：以空運活動之

類型而言，排除 1. 運載非歐盟會員國籍之王室及其近親、政府元首或部長進行

官方任務之航班、2. 由軍機所進行的軍事航班或關務與警務航班、3. 由主管機

關所授權進行搜救任務、消防、人道救援、緊急醫療服務之航班、4. 依照芝加

哥公約附件二目視飛行規則（visual flight rules）所為之航班、5. 自同一機場起

降、中途未停留之航班、6. 為取得證照所為的訓練航班、7. 從事科學研究或測

試航空器或其設備之航班、8. 依據相關之歐盟指令的公共服務航班；以運量而

言，排除 1. 經認證後之最大起飛重量（maximum take-off mass）低於 5,700公斤

之航空器所為之空運活動，2. 由商業空運經營者所進行以下兩者之一的空運活

動：連續三季（一季以四個月計算）每季之航班均少於 243 架次，或，每年之空

運活動的總年度排放量低於 1萬公噸42。 

第三、強健之遵循架構 

有關排放核發量的交易，其涉及一相當重要的制度面問題：現行之 EU ETS

                                                      

40
 “‘aircraft operator’ means the person who operates an aircraft at the time it performs an aviation 

activity listed in Annex I or, where that person is not known or is not identified by the owner of the 

aircraft, the owner of the aircraft.” 
41

 “Flights which depart from or arrive in an aerodrome situated in the territory of a Member State to 

which the Treaty applies.” 
42

 施文真，「初探納入航空業之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與其他國際法義務的互動關係」，前揭註 36，

頁 28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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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排放上限係依據歐盟於京都議定書下的減量義務所計算，因此現行於 ETS

下由各類設施之經營者所擁有的核發量，均包含在歐盟於議定書下所被分配到之

排放量，但空運之排放量並未列入京都議定書附件一締約國的減量義務中，因此，

針對空運加入 ETS 所必須分配給航空器經營者的核發量，若由航空器經營者販

售給現行 ETS 下的參與者，將導致歐盟所持有之核發量超過其於議定書下之排

放上限。無論是透過燃料使用效率或降低空運需求方式減低空運之溫室氣體排放，

航空業必須付出的減量成本均高於現行 ETS 下所涵蓋的部門，故航空器之經營

者加入 EU ETS 後將為淨購買者，亦即是航空器之經營者所被分配到之核發量，

有可能低於其實際的排放量，使其必須自現行ETS下之其他部門別購買核發量，

故此一問題的嚴重性目前看起來並不大。然而，為避免此問題發生影響歐盟於京

都議定書下之適法性，EU ETS 指令新修之第 12條第 3 項規定（2008/101/EC 指

令第 1 條第 10 項），現行 ETS 所涵蓋之設施的經營者，不得使用分配給航空器

之經營者的核發量來滿足其於ETS指令下之義務，但考慮到航空業者於參與 ETS

時的市場規模經濟與成本，EU ETS 指令新增之第 12 條第 2a 項（2008/101/EC

指令第 1條第 10項）規定並未禁止航空器之經營者使用購買自現行 ETS 參與者

所擁有的核發量，以符合其於本指令下需於管制期間內交出與其排放量相同之核

發量的義務43。 

有關針對航空器之經營者於 ETS 下的管理、監測排放量與罰則之規定相當

重要，特別是此涉及非歐盟會員國籍的航空公司。針對如何確定負責管理與監督

各航空器經營者的「管理會員國」（administering member state），依據 EU ETS 指

令新增之第 18a 條規定（2008/101/EC 指令第 1 條第 15 項），原則上若屬於歐盟

會員國籍之航空器經營者，依據核發航空公司執照之歐盟第 2407/92 號規則負責

                                                      

43
 同上註，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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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該經營者營運執照（operating license）之會員國，則為該經營者參與 ETS

時之管理會員國，若屬非歐盟會員國籍之航空器經營者，則以該經營者於 2006

年所從事之空運活動預估於哪一個會員國境內之排放量為最多，即以該會員國作

為管理會員國，基本上是以該經營者之歐盟航線於 2006 年起降最多之會員國，

執委會已於 2009 年 1月 28日公布應自 2012年起參與 ETS 之航空器經營者，以

及各經營者所屬之管理會員國的名單。管理會員國必須負責受理其所管理之本國

籍與外國籍航空器經營者提出的無償核發量分配的申請，並轉交至執委會，且依

據執委會的決定負責分配核發量至該些經營者。此外，其亦必須負責監督該些經

營者，包括：要求該些經營者提出經查證後之排放量監測報告以及於管制期屆滿

交出（surrender）與其排放量相同之核發量等等。航空器之經營者除了以申請無

償獲得核發量之分配為目的必須提出噸公里數據之外，還必須就其監測與通報實

際之排放量向其管理會員國提交監測與報告計畫，原則上航空器之排放量以一固

定公式計算：所消耗之燃料乘以排放係數（fuel consumption x emission factor），

排放係數則採用 IPCC 所公布的數據。此一監測與報告計畫必須經過獨立的認證

者查證後，於 2011年（或之後，每年的）3月 31日之前提報至其所屬之管理會

員國，由管理會員國加以認可（validate），於此一排放量之監測與報告計畫經管

理會員國認可後，航空器之經營者必須於 2013年（或之後，每年的）4月 30 日

向管理會員國交出與該計畫中所記錄之當年度實際排放量相當的核發量44。 

至於罰則，依據 EU ETS 指令新修第 16條第 3項（2008/101/EC 指令第 1 條

第 14 項）規定，未交出與其實際排放量相同的航空器經營者，每少交一噸二氧

化碳排放量之核發量，將被處以一百歐元的罰鍰，繳交罰鍰後，該受罰者仍須依

規定交出與其實際排放量相同之核發量，此一罰則的規定與現行之 ETS 相同；

                                                      

44
 同上註，頁 29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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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航空業排放權交易指令另增加一對於航空器經營者的罰則：若該經營者未

履行本指令下之義務，且所有的執法措施均無法確保該經營者遵守本指令時，該

經營者的管理會員國得要求執委會就是否禁止該經營者之營運做出決定，執委會

於做出此類決定之前應與該經營者所屬之國家進行諮商，此一罰則相當嚴重，因

為涉及該受罰之航空器經營者可能被處以停飛歐盟航線的處分，此顯示歐盟對於

要求航空業者遵守 ETS 下之義務相當重視45。 

第四、連結與豁免制度  

航空業既已納入 EU ETS，則其業者亦可利用京都議定書下 CDM 和 JI所

提供之溢額（credits），使其他國家之航空業者有機會藉由其他制度遵循歐盟

之規範同時達到全球減碳之目標；同時，對於已批准京都議定書之附件 B 國

家或所採取可與歐盟制度相容且強制性之「排放上限與交易」制度，均可能與

EU ETS 正式連結。 

此外，EU ETS 另對航空業另設豁免之機制：EU ETS 指令新增之第 25a

條第 1項（2008/101/EC 指令第 1條第 18項）規定，有關採取降低空運對氣候

變遷之影響的措施之第三國，針對起飛自採取特定措施以降低空運對氣候變遷

之影響的國家、且降落於歐盟會員國機場之航班，執委會得於與該等國家以及

相關歐盟會員國進行諮商後，考慮可採取之其他措施以便 EU ETS 與該國之相

關措施間得達成最佳的互動，於必要時，執委會得針對此類航班排除適用附件

一所列之空運活動，亦即是使得該類航班得豁免於參加EU ETS的要求，此外，

執委會也得於其認為適當時，依據相關之程序規定，建議理事會與該等國家簽

署協議展開談判46。第 25a條第 2項則要求歐盟與其會員國應持續針對降低空

                                                      

45
 同上註，頁 293-294。 

46
 例如韓國於 2015 年開始實施之 ETS 亦強制將該國之主要航空業者納入管制，歐盟執委會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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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的溫室氣體排放之達成全球性措施，尋求協議，若出現此類之國際協議，執

委會則應就本指令是否還適用於航空器經營者，考量修改本指令47。 

第三節  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制度規範爭議 

本節分別從指令立法階段以及指令公布後外界反應，說明歐盟該指令引發之

爭議狀況。 

一、立法階段 

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之立法過程如表一所示： 

表一：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指令立法歷程
48 

時間 事件 

2002 

歐洲議會以及理事會表示，若 ICAO 無法針對航空業之溫室氣體

減量達成共識，則對此採取特定措施即應該成為歐盟一項優先的

環境議題 

2004 
ICAO 表示同意進一步就國際航空業之開放式排放權交易制度持

續進行發展 

2005 

執委會委託研究機構評估將航空業之排放納入 EU ETS 的政策選

項，據此通過「降低航空業之氣候變遷衝擊」之報告並提交至理

事會、歐洲議會、歐洲經社委員會、以及區域委員會 

2006/12/20 執委會於得到來自理事會以及歐洲議會的背書後，提出將航空業

                                                                                                                                                        

與韓國和韓國於 EU ETS 下之管理會員國進行諮商，考慮將韓國之航班豁免於 EU ETS；至於韓

國如何主動提起此諮商或申請豁免，需待歐盟進一步頒布相關規章或決定。有關韓國 ETS 可參：

Korea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Introduction of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http://eng.me.go.kr/eng/web/index.do?menuId=112&findDepth=1 (last visited: Jan. 15, 2015); 

International Carbon Action Partnership, Korea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available at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index.php?option=com_etsmap&task=export&format=pdf&layout=list&s

ystems%5B%5D=47 (last visited: Jan. 15, 2015). 
47

 有關豁免制度之法律問題與分析，請參本文第伍章第五節。 
48

 本表內容整理自：施文真，「初探納入航空業之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與其他國際法義務的互動

關係」，前揭註 36，頁 28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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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 EU ETS 的立法草案 

2007/11/13 歐洲議會對該草案一讀通過 

2008/04/18 理事會亦通過其對此一草案的共同立場 

2008/07/8 歐洲議會則對此一理事會之共同立場通過了一份立法決議 

2008 9 月歐洲議會、理事會以及執委會對此一草案達成最終的共識 

2008/11/19 正式通過「航空業排放權交易指令」 

2009/01/13 公布於其官方公報 

於此一立法過程中，除了引發非歐盟國家的高度關注外，歐盟內部對此一草

案之內容也有相當歧異的意見，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以及其環境委

員會即對於執委會所提出的立法草案有不同意見：例如針對非歐盟籍但起飛自或

降落於歐盟會員國機場之航空業者，應如何或於何時被納入 EU ETS 此一問題上，

執委會當初的草案係規劃為兩階段：於 2011 年開始所有往返於歐盟會員國機場

間（即歐盟境內）的國際空運活動必須參與 EU ETS，而起飛自或降落於歐盟會

員國之機場的國際空運活動則應於 2012 年參與 EU ETS，但歐洲議會及其環境

委員會均希望將兩類的國際空運活動於同一時點納入 EU ETS；此外，針對空運

活動的排放上限，執委會當初的草案以 2004至 2006年為基準年，將上限設定為

基準年間的平均排放量，但歐洲議會卻提議將上限訂為基準年間平均排放量的

90％，歐洲議會的環境委員會則建議將之訂為 75％；最後，針對核發量分配的

方式，執委會的草案預計分配給航空業者的核發量將有 90％為無償分配，歐洲

議會則提議降低至 75％，歐洲議會的環境委員會則提議應降低至 50％。由此可

見此一指令之草案所引發的高度爭議性49。 

二、指令公布後外界反應 

在歐盟將航空業納入其 ETS 之際，非歐洲籍航空業者憂心會因付出高額成

本而削弱其國際競爭力，美國航空運輸協會（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of America）

                                                      

49
 同上註，頁 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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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於 2009 年在英國就此提出訴訟，隨後由英國法院遞交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簡稱 ECJ）審理50。歐洲法院在 2011年 12月 21日裁決歐盟此

舉並無違反歐盟相關法令51。美國國務院對 ECJ 此一判決與法律意見表達強烈反

對立場，並認為歐盟此一判決無法解決外界對此一政策之反對意見與疑義52。美

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以及交通部長拉胡德（Raymond LaHood）並

致函希望歐盟「重新考量目前的政策以及與其他國家進行商討。倘若歐盟缺乏繼

續在聯合國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簡稱 ICAO）

架構下協商的意願，美國將不得不採取適當行動」53。 

接著於 2012 年 2月 21日，以美國、中國大陸、印度、俄羅斯為首等來自全

球二十三個國家在莫斯科召開會議54，會後發表莫斯科聯合宣言55，反對歐盟將

航空業納入碳排放權交易制度56，並提出八種不同的抵制措施，欲藉此對歐盟施

                                                      

50
 詳參本文第肆章。 

51
 歐洲法院佐審官（Advocate General）卡克特（Juliane Kokott）對該案所提出之法律意見指出，

歐洲 ETS 之適用並無抵觸國際法之情形，且與《國際民航公約》、《美歐開放天空協定》（Bilateral 

EU-US Open Skies Agreement）、《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習慣國際法（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皆相容。歐盟針對航空業者的碳稅並無歧視，相關國際環境公約都強調公平

以及共享環保義務，惟卡克特在法律諮詢內容中未論及 WTO相關協定。儘管此一法律諮詢意見

並無拘束力，然實際上歐洲法院的裁決大多仍參考其見解。參 Judgment of the Court (Grand 

Chamber), Case C-336/10, 21 Dec. 2011. 
52

 美國眾議院在 2011年 10月通過一項法案（H. R. 2594），若美國航空業者配合參與碳交易機制

將視同違法；中國大陸則採取更具體的行動，將嚴禁國內航空班機往返歐盟地區；俄羅斯國際航

空公司（Aeroflot）發言人表示，俄羅斯政府目前也正在審查一項禁止該國航空業者參與碳交易

機制之法案，以作為反制手段。有關美國 H. R. 2594 法案，請參網址： 

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z?c112:H.R.2594: 

和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2/hr2594，最後瀏覽日：2015 年 1月 15日。 
53

 US Voices ‘Objections’ to EU Aviation Emissions Ruling, EURACTIV, Dec. 22, 2011, 

http://www.euractiv.com/transport/us-voices-objections-aviation-emissions-ruling-news-509893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54

 ICTSD, Possible Countermeasures to EU Aviation Emission Scheme Established in Moscow, 

BRIDGES WEEKLY TRADE NEWS DIGEST, Vol. 12, No. 4, Feb. 23, 2012, 

http://ictsd.org/i/news/biores/126455/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55

 The Moscow Meeting,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Moscow Meeting on Inclusion of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in the EU-ETS, Feb. 21,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bsec-organization.org/aoc/Transport/Pages/Annex%20III_Moscow%20Ministerial%20Decl

aration.pdf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56

 23 國分別為：亞美尼亞、阿根廷、白俄羅斯共和國、巴西、喀麥隆、智利、中國、古巴、瓜

地馬拉、印度、日本、大韓民國、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拉圭、俄羅斯聯邦、沙烏地阿拉伯、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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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使歐盟終止 EU ETS 之施行。有此可知，非歐盟之各國對歐盟片面執行之措

施多數持反對立場（其他國際回應如表二所示）。 

表二：歐盟指令公布後國際回應57
 

時間 事件 

2009/12/26 ATA 在英國提起訴訟 

2011/09/30 
26 國於 ICAO 理事會（新德里招開）發表聯合聲明，反對民航業

被納入 EU ETS 

2011/10/24 美國眾議院通過 H.R. 2594 法案，禁止美國民航業者參加 EU ETS 

2011/12/21 ECJ 裁決歐盟指令合法 

2012 

2 月中國民用航空局發出命令，未經政府批准，中國境內各運輸

航空公司禁止參與 EU ETS，並禁止以此為由提高運價或增加收費

項目；並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應對法」草案第 101 條58，

明文中國有權利對此採取反制措施。 

2012/02/21 

莫斯科會議後： 

一、23 國發表共同聲明，要求歐盟會員國應與 ICAO 共同合作促

使國際航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二、認為歐盟指令違反芝加哥公約，即每個地區對於其航空領域

擁有絕對的主權 

三、考慮提出訴訟：檢視 EU ETS 是否符合 WTO 規範，並對歐盟

的民航業及飛機機具營運商採取額外徵收的措施 

2012/05/21 
中國和印度共十家航空業者未如期向歐盟管理會員國繳交碳排放

資料 

2012/11/12 
歐盟執委會宣布航空業排放權交易指令暫緩實施一年（Stop the 

Clock proposal），但往來於歐盟境內機場的航班仍須依原指令規定 

2012/11/27 美國歐巴馬總統簽署 S. 1956 法案59，禁止美國航空業者向歐盟支

                                                                                                                                                        

席爾、新加坡、南非、泰國、烏干達以及美國。 
57

 本表作者自行整理，部分資料參自：楊之遠等，「歐盟實施航空業排放交易發展趨勢及我國因

應做法」，碳經濟，29期，頁 7-8，2013年 5月。 
58

 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應對法草案第 101條：「中國反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借氣候變化應對的

名義實施任何形式的貿易保護措施，或者對入境、過境的中國民航班機、輪船採取單邊措施徵收

碳稅或者類似稅費。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借氣候變化應對的名義，對中國企業採取單邊稅收措施

等貿易保護措施，或者對入境、過境中國民航班機、輪船採取單邊措施徵收碳稅或者類似稅費的，

中國政府有權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採取反制措施。」 
59

 S. 1956: 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Prohibition Act of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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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碳費 

2014/04/30 

歐盟頒布修正案（Regulation (EU) No 421/2014），明文規定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哪些航班得以排除於 EU 

ETS 之外60
 

就法律面之爭議而言61，在歐盟計畫將航空業納入 ETS 之初即引發許多法律

學者針對此計劃進行合法性的分析，多數的學者均係討論其與國際航空法的相容

性問題，特別是與「國際民用航空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Aviation，

以下簡稱芝加哥公約）的相容性問題，近期學者則開始針對此一典型的「碳邊境

措施」展開其與 WTO之適法性分析。過去少有學者探討該措施在國際經貿法可

能造成之貿易障礙，其主要原因可能在於62：針對航空服務業，服務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簡稱 GATS）之空運服務附則（Annex 

on Air Transport Services），將航權（traffic rights）63，以及與航權之行使直接相

關之服務（service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xercise of traffic rights）排除於 GATS 之

適用範圍外，故過去許多國際航空法以及國際經貿法的學者並未思考本指令與

WTO規範合致性問題，然而隨著 ECJ 判決出爐以及各國於莫斯科聯合宣言之訴

求，多國均表示不排除向 WTO尋求救濟。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2/s1956 (last visited: Jan. 15, 2015). 
60

 參前揭註 5。 
61

 有關歐盟引發之航空法爭議問題請參本文第肆章；經貿法爭議問題請參本文第伍章。 
62

 施文真，「初探納入航空業之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與其他國際法義務的互動關係」，前揭註 36，

頁 276-277。 
63

 主要透過雙邊或多邊空運服務協定與談判所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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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之管制 

依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報告指出，全球客運於 1990 年至 2015 年間約以每年 5％的速度成長，

同時期航空器燃料的使用（包括客、貨運和軍事用途）亦以每年約 3％速度成長

64；儘管全球航空業所產生之二氧化碳排放僅約占全球人為排放之 2％65，但若未

對航空業之排放加以管制，將可預見其排放將隨著每年運量以及燃料使用之增加

而不斷增加，進而增強航空器排放對全球氣候變遷之影響66。因此，本章欲探討

現行國際法以及各國內國法層級之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管制狀況，並藉此釐

清各國在國際法義務下是否有義務管制其航空業之溫室氣體排放，以及認識除了

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制度外，是否有其他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管控措施供他國

選擇。 

基於上述目的，以下第一節先討論並確認各國於相關國際協定下是否有管制

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之義務；第二節則先論述一般溫室氣體管制之類型，接著分

別說明有哪些類型適用於航空業之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第三節則介紹各國以及國

際組織對（機場地面）空氣汙染物與溫室氣體排放之管制現況，以了解國際間對

此議題之發展意向。 

                                                      

64
 IPCC, Aviation and The Global Atmosphere: A Special Report of IPCC Working Group I and III, 4 

(Penner, J.E. et al. ed.,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ipcc.ch/ipccreports/sres/aviation/ (last visited: 

Jan. 15, 2015). 
65

 ATAG, Facts & Figures, http://www.atag.org/facts-and-figures.html (last visited: Jan. 15, 2015). Air 

Transport Action Group (ATAG)係一空運業跨部門別之非營利組織，初期由 Airbus, Boeing, 

Bombardier 等數家飛機製造商和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共同建立，以提供產業和政府諮詢

意見為其目的。 
66

 航空器排放之溫室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碳和水汽，其他排放尚有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煤灰

（soot），儘管二氧化碳和水汽對氣候造成之影響難以量化，但學者表示決策者不可輕忽航空器

排放（不論是二氧化碳或其他氣體）對全球暖化造成之效應。施文真，前揭註 36，頁 27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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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各國航空業於國際協定下之義務 

第一項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之相關規範 

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簡稱 UNCED）別稱為地球高峰會（The Earth Summit）67於 1992

年 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會中討論生產方式之監督（特別是含有毒成分之

產品，例如汽油中的鉛，或有毒之廢料）；尋求石化燃料之替代能源；新增公共

運輸系統，以減少空氣汙染及霾害所造成之各種問題；並探討水資源稀少性等議

題68。會中多國領袖簽署「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69，欲設法限制全球氣溫平均升高幅

度以及其造成之氣候變遷結果，並因應隨之產生的各種影響70。 

此公約之目標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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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為干擾的水準上71。該公約肯認氣候變遷雖為全球性，但目前全球溫室氣體排

放源主要來自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的人均排放量相對較低，且認為開發中國

                                                      

67
 由於在里約召開地在里約，故該次會議亦稱作「里約高峰會(Rio Earth Summit)」。聯合國永續

發展會議(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簡稱 UNCSD)復於 2012 年

在里約召開，該次會議別稱為「地球高峰會 2012(The Earth Summit 2012) 」，且因適逢第一次地

球高峰會召開二十週年，故亦稱作「里約 20(Rio+20)」。 
68

 UNITED NATIONS, Earth Summit, in THE WORLD CONFERENCES: DEVELOPING PRIORITIES FOR THE 

21
ST

 CENTURY (1997).  
69

 該次會議簽署之文件除 UNFCCC屬具有拘束力之公約外，另有「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亦具法律拘束力；其他各國簽署但未具拘束

力的文件則包括: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The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和森林原則（The Statement of Forest Principles）等。Id. 
70

 UNITED NATIONS, Background on the UNFCCC: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http://unfccc.int/essential_background/items/6031.php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71

 UNFCCC, art 2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this Convention and any related legal instruments th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may adopt is to achie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stabilization of greenhouse gas concentrations in the atmosphere at a level that would 

prevent dangerous anthropogenic interference with the climate system. Su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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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排放比例將持需增加以滿足其社會和發展需求。故各國應依據「共同但具區

別性之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及「公平」（equity）原

則共同管制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將承擔較重責任締約國列於「附件一成員」，

而與「非附件一成員」所承擔之較輕責任有所區別，此舉將能顧及各國之能力及

其社會和經濟條件72。該公約第3條第1項明文規定，各締約國應當在公平的基礎

上，且根據它們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別的能力，為人類當代和後代的利益保

護氣候系統。因此，已開發國家締約國應當率先對抗氣候變化及其不利影響73。

同條第2項則要求締約國應當充分考慮到開發中國家締約國（尤其是特別易受氣

候變化不利影響之該些開發中國家締約國）的具體需要和特殊情況，也應當充分

考慮到該些依本公約必須承擔不成比例或不正常負擔的締約國（特別是開發中國

家締約國）的具體需要和特殊情況74。至於應受規範之溫室氣體與產業別，公約

第4條第1項c款僅規範，締約國應在所有相關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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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或防止「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75未予管制的溫室氣體

的人為排放的技術、做法和過程。航空業既屬於運輸部門別，似乎應受其約束。

儘管公約立意良善，但美中不足的是其內容為原則性與自願遵守性質規範，其後

全球二氧化碳濃度仍不斷上升，於是形成另行制訂具有法律效力議定書之共識。 

                                                      

72
 附件一所列國家應特別承擔的責任規範於 UNFCCC 4.2 各款；此外，附件一中更有部分國家

被列入附件二名單，該些已開發國家依 UNFCCC 4.3 至 4.5規定另須提供開發中國家於對抗氣候

變遷所需資金與技術。 
73

 UNFCCC, art. 3.1. 
74

 UNFCCC, art. 3.2. 
75

 蒙特婁議定書（聯合國中譯：蒙特利爾議定書）全稱為「關於管制消耗臭氧層物質蒙特婁議

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其首先要求締約國管控近

一百種對臭氧層有害物質。該些物質分為以下七類：氯氟化碳（CFCs）、哈龍（Halons，又譯作

海龍）、四氯化碳（Carbon tetrachloride）、氯氟烴（HCFCs）、甲基氯仿（Methyl chloroform）、甲

基溴（Methyl bromide）、及其他化學物質。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OZONE 

SECRETARIAT, BRIEF PRIMER ON THE MONTREAL PROTOCOL (2012), available at  

http://ozone.unep.org/new_site/en/Information/Information_Kit/Brief_Primer_on_MP_2012.pdf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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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公約締約國大會」（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3）於 1997 年 12 月在日本京都召開並通過具法律拘束力的「京都議定書」

（Kyoto Protocol），然而由於其生效門檻繁複76，該議定書遲至 2005 年 2 月 16

日始正式生效77。京都議定書的生效，使 UNFCCC 得以落實，其要求工業化國

家基於 UNFCCC 之準則來達到穩定溫室氣體排放之目標。議定書為各國（37 國

及歐體）訂定具拘束力的減碳標準，總體目標為使各國在第一承諾期（2008 年

至 2012年）之平均排放量相對於 1990 年基準能減少百分之五78。 

原京都議定書承諾期於 2012年年底屆至，同年 12月「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十八次公約締約國大會」（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18）暨「京都議定書

第八次締約國大會」（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CMP 8）於杜哈召開79，該次會議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即解決京都議定書到

期後之種種問題，並通過杜哈修正案（Doha amendment to the Kyoto Protocol）使

京都議定書得以延續。修正案第 1條 A項重新制定一新附件以取代原先附件 B，

新附件增訂締約國於 2013 至 2020 年間應達到的「量化的排放限制或減排承諾」

（Quantified emission limitation or reduction commitment），京都議定書因此展延

八年進入第二承諾期；修正案第一條B項則於原附件A所列管六種溫室氣體中，

新增一項「三氟化氮」（NF3）；修正案第 1 條 C 項則在原議定書增訂第 3 條第 1

款之 2，將締約國在新承諾期間的共同減排目標設定為 2013 年至 2020年間溫室

氣體全部排放量從 1990 年水準至少減少 18％；新增第 3 條第 12 款之 2 則明文

                                                      

76
 根據京都議定書第 25 條規定，議定書必須獲 55 個以上國家批准；且批准國中的附件一國家

於 1990 年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至少占全體附件一國家於 1990 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 55%，則

議定書達到門檻後第 90天正式生效。 
77

 由於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美國（占全球 36%）拒絕批准議定書，而俄羅斯（占全球 17%）

於 2004年 11月決定批准議定書，乃議定書生效之關鍵原因。 
78

 UNFCCC, Making Those First Steps Coun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Kyoto Protocol, 

http://unfccc.int/essential_background/kyoto_protocol/items/6034.php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79

 又稱杜哈「氣候變遷會議」（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可參：http://www.cop18.qa/，最後

瀏覽日：2015年 1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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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家，可用「公約」下所建立的市場機制所產生的任何單位協助實現其第

3條下之量化限制和減排承諾。然而，加拿大、日本、紐西蘭和俄羅斯未加入京

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80，留在第二承諾期的國家在 2011 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尚

不及全球 15％，因此第二承諾期對全球溫室氣體減量效果十分有限，延長主要

為了延續已經運轉的彈性機制81，包括「共同減量」（Joint Implementation, JI）、「清

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和「排放權交易」

（ 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至於第一承諾期剩餘的受分配量單位

（Assigned Amount Unit，簡稱 AAU）82亦准許加入第二承諾期的締約國得展延

至第二期使用，但舊 AAU用於第二期使用上有其限制（只能抵減 2％），且締約

國得自他國取得之 AAU亦設有量化的上限83。此外，該會同意進一步在 UNFCCC

下規劃新的市場機制，並建立一個架構來承認設置於 UNFCCC 外的其他機制，

例如由各國家所設置或雙邊抵銷（bilateral offset）等機制，同時考慮這些機制對

幫助各該國達到減排目標之作用84。 

至於航空業於京都議定書是否受到管制？在議定書第 2條第 2項明文，附件

一所列締約國應分別透過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和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作出努力，

謀求限制或減少航空和航海輪載燃料（aviation and marine bunker fuels）產生的

                                                      

80
 加拿大書面表示退出京都議定書；日本則無意願承擔第二承諾期之義務；紐西蘭仍為京都議

定書之一員，但在第二承諾期將依據 UNFCCC 另行制訂一量化減排目標；俄羅斯亦表示不願承

擔第二期的量化排放限制或減排承諾(QELRC)之義務。Amendment to the Kyoto Protocol pursuant 

to its Article 3, paragraph 9 (the Doha Amendment), Decision 1/CMP.8, n.13-16, U.N. 

FCCC/KP/CMP/2012/13/Add.1 (28 Feb. 2013).  
81

 徐光蓉，「杜哈會議獲得了什麼？」，新世紀智庫論壇，60期，頁 80，2012年 12月。 
82

 目前在京都議定書下之碳權商品包括受分配量單位（Assigned Amount Unit, AAU）、碳吸收槽

單位（Removal Unit, RMU）、經認證之排放減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ER）和排放減

量單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 ERU）等四種。 
83

 UNFCCC, The Doha Climate Gateway, 

http://unfccc.int/key_steps/doha_climate_gateway/items/7389.php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8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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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婁議定書」未予管制的溫室氣體排放。由此觀之，針對航空業排放之溫室

氣體，京都議定書乃授權由 ICAO規劃管制，締約國在京都議定書下，並無限制

或減少該國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之義務。 

據此，儘管 UNFCCC 有意管制運輸業之溫室氣體排放，但在具體實踐上具

有約束力之京都議定書，則無直接管控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的具體規範，而係端

視 ICAO跟 IMO 如何在其多邊架構下提出各國均能接受之管控方案。 

第二項 芝加哥公約與國際民用航空組織之相關規範  

「國際民用航空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於 1944

年由 52國在芝加哥簽署，故一般又稱「芝加哥公約」（Chicago Convention），其

目的在促進國際民用航空業能安全而有秩序地發展，並使國際航空運輸能建立在

機會平等之基礎，同時以健全和經濟效益方式營運85。為達成上述目標，芝加哥

公約第二編（Part II）即規範建立「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簡稱 ICAO），以發展國際航行之原則和技術，並促進國際航空運

輸的規劃和發展86。此外，基於京都議定書之授權，有關民用航空器所排放「蒙

特婁議定書」未予管制的溫室氣體，亦交由 ICAO規範之。 

ICAO的主要任務為訂定各種與航空器、民航人員、航路及各種輔助服務相

關的國際標準與建議措施及程序（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簡稱 SARPs），使各國在訂立內國民用航空法時有一統

一參考規範，俾利於國際空中航行更為便捷與進步87。現行有超過一萬項的

                                                      

85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para 3 of the preamble. 

86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art 44. 

87
 Se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art 37. See also ICAO, About I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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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Ps 具體呈現在芝加哥公約的 19 個附件中，其中附件 16「環境保護」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針對「航空器噪音」（Aircraft Noise）以及「航空器

引擎排放」（Aircraft Engine Emissions）訂有相關之國際標準與建議措施88，而與

溫室氣體排放相關者係引擎之認證標準。此類標準在 1981 年訂定的目的在於解

決機場周邊的空氣污染問題，故當時僅就飛機於低於 915 公尺（3000 英呎）之

起降循環（landing and take-off cycle, LTO cycle）時的氮氧化物（oxdies of nitrogen，

NOx）、一氧化碳（carbon monoxide，CO）、未燃燒之碳氫化合物（unburned 

hydrocarbon，HC）以及煙害（smoke）的排放加以限制並禁止燃料洩漏（fuel venting）

89，儘管訂定該類標準難謂對於高空之溫室氣體減量毫無幫助，但當時對於二氧

化碳之排放並無規範，故對溫室氣體減量效果不彰。 

針對環境問題，ICAO 於 1983 年成立「航空環境保護委員會」Committee on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簡稱 CAEP），協助 ICAO理事會（Council）

訂定與航空器噪音與排放相關之政策和標準與建議措施（SARPs）90。至於航空

業或民用航空器於國際航線中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減量或管制，CAEP 於 2001 年

所召開的第 5次會議中決議將不會就二氧化碳的排放訂定 ICAO標準加以管制91。

隨著氣候變遷議題嚴重性日益攀升，ICAO 於其 2007 年召開之第 36 屆大會

（Assembly）通過第 A36-22號決議，要求理事會（Council）設立一個新的「國

際航空業與氣候變遷小組」（Group on International Avi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簡稱 GIACC），透過 CAEP 的技術協助，負責發展並建議理事會一套「國際航空

                                                                                                                                                        

http://www.icao.int/about-icao/Pages/default.aspx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88

 附件 16 分為兩卷：包括 Volume I — Aircraft Noise 和 Volume II — Aircraft Engine Emissions。 
89

 ICAO, Techonology Standard,  

http://www.icao.i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Pages/technology-standards.aspx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90

 ICAO, Committee on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EP), 

http://www.icao.i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Pages/Caep.aspx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91

 施文真，「初探納入航空業之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與其他國際法義務的互動關係」，前揭註 36，

頁 28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0 

 

業與氣候變遷行動計畫」（Programme of Action on International Aviation and 

Climate Change）92，其由理事會於 2009 年第 187 會期第 4 次會議中通過93，並

經同年 10月召開之「國際航空業與氣候變遷高層會議」（High-level Meeting on 

International Aviation and Climate Change）94背書。在該行動計畫的首次任務乃是

為 UNFCCC 在 2009 年 12 月於哥本哈根召開的 COP 15 做準備，其提出應透過

ICAO使各國航空業能在 2020年達到每年全球燃料效能提升率至 2％的目標，並

規劃全球航空器二氧化碳的排放標準95。儘管計畫內容均為建議性質的方案96，

但畢竟仍是 ICAO 會員國首次針對管控民用航空業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所達成

之初步共識。遲至 2010年 10月 ICAO第 37屆大會第 37-19號決議，始要求 CAEP

建立 ICAO 二氧化碳排放標準，CAEP 於 2012 年 7 月一致決通過「航空器二氧

化碳排放標準公制」（Aircraft CO2 Emissions Standard Metric System）之規劃。該

制係透過航行點燃料效能表現（cruise point fuel burn performance）；航空器尺寸

（Aircraft size）；及航空器重量（Aircraft weight）等三項指標建立一套各類型航

空器均能適用之二氧化碳排放標準97。CAEP 預計於 2015 年底完成相關立法程序

                                                      

92
 ICAO, A36-22 Consolidated statement of Continuing ICAO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olutions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Assembly-36
th

 Session, Montreal, 

Sep. 18-28, 2007, Appendix K.  
93

 ICAO Council, Summary of Decisions, fourth meeting, 187
th

 Session, June 30, 2009 (C-DEC 

187/14).  
94

 該會係由 73 國部長和高層官員（涵蓋全球 94%空運量）和 26 個國際組織共同參與。ICAO,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of Action, 

http://www.icao.i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Pages/programme-of-action.aspx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95

 Id. 
96

 GIACC 並建議理事會應採取多方綜合措施（basket of measures）供各國選擇以達到控制溫室

氣體排放之目標，包括發展航空器相關科技、增進航空管理與基礎設施、提升營運效能、各種經

濟誘因工具與法規管制之手段等措施。ICAO, GROUP ON INTERNATIONAL AVI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REPORT, at 4 (Jun. 1,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icao.i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Pages/group-international-aviation-climate-change.aspx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97

 ICAO FACT SHEET, AIRCRAFT CO2 EMISSIONS STANDARD METRIC SYSTEM, available at 

http://www.icao.i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Documents/CO2%20Metric%20System%20-%20Inform

ation%20Sheet.pdf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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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納入芝加哥公約附件 16之第三卷（Volume III）98。 

第三項 小結 

目前國際間針對航空業排放之溫室氣體，UNFCCC 雖有意管制運輸業之溫

室氣體排放，但具體規範卻付之闕如；而在具體實踐上具有約束力之京都議定書，

則無意將航空業之溫室氣體排放納入其管轄範圍，而係授權由 ICAO 規劃管制，

故締約國在京都議定書下，並無管制其航空業溫室氣體之義務。 

ICAO係依據芝加哥公約而設立，芝加哥公約授權 ICAO理事會制定各種國

際標準與建議措施，然而，ICAO之「航空環境保護委員會」（Committee on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CAEP）卻在 2001年所召開的第 5次會議中決議將不

會就二氧化碳排放訂定 ICAO標準加以管制。在 ICAO第 37屆大會決議要求下，

遲至 2012 年 7 月 CAEP 始通過「航空器二氧化碳排放標準公制」（Aircraft CO2 

Emissions Standard Metric System）之規劃，至於該標準能否生效，仍需待 ICAO

理事會會議通過。 

綜上所述，目前各國政府在國際法下尚無義務管制其航空業之溫室氣體排

放。 

                                                      

98
 ICAO第 38屆大會第A38－18號決議要求 ICAO理事會於 2016年理事會會議能通過全球性的

航空器二氧化碳排放標準；至於芝加哥公約附件的成立與生效要件為何？依據公約第 54 條第 L

款，理事會應按照本公約第六章的規定，通過國際標準及建議措施；並為便利起見，將該些標準

和措施稱為本公約的附件，並將已採取的行動通知所有締約國；另，公約第 90 條第 a項：第 54

條第 L 款所述的附件，應經為此目的而召開的理事會會議三分之二的票數通過，然後由理事會

將此種附件分送締約各國。任何此種附件或任何附件的修正案，應在送交締約各國後三個月內，

或在理事會所規定的較長時期終了時生效，除非在此期間有半數以上締約國向理事會表示反對。

第 b 項：理事會應將任何附件或其修正案的生效，立即通知所有締約國，由此可知，原則上當

ICAO 理事會會議以三分之二票數通過該排放標準並遞交各國後三個月內，新附件內容始對各締

約國產生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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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一般溫室氣體管制類型介紹 

依據美國國會專屬智庫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於 2009年 11月提出

之研究報告指出，在京都議定書附件一下之富有國家均已採取溫室氣體限制或減

量之措施；僅管新興經濟體（emerging economies）尚無國際公約下之法律義務，

但其部分國家已自願訂出排放目標。由於各國措施之目標與嚴格標準相異，因此

各國為了控制溫室氣體所採取之計劃和措施，即便使用相似名稱，但其執行之有

效性（effectiveness）與排放管控之要求卻可能不同99。 

由於現存環境法文獻並無針對溫室氣體管制類型有既定之分類方式，故本文

參照數國公開討論或已採取之管制工具，分為以下幾種類型介紹：直接管制、經

濟誘因工具以及自願性措施等三大類100。 

第一項 直接管制 

以下先介紹溫室氣體直接管制之態樣，接著以 ICAO對機場地面空氣之管制

為例，說明國際上使用於航空業氣體直接管制之現況。 

第一款 溫室氣體直接管制概述 

直接管制（command-and-control）是政府下令規範環境保護或要求汙染控制

機構必須對受管制者採取統一標準，一旦受到管制（commanded）則標準則必須

                                                      

99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n Overview of Greenhouse Gas (GHG) Control Policies in 

Various Countries, at 1 (Nov. 30,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fas.org/sgp/crs/misc/R40936.pdf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100

 自願性措施雖多屬業者自發性作為，但仍可能有政府行為介入管制，故本節亦列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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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權力執行（enforced or controlled）101。 

直接管制可由政府規範每一汙染源之排放標準（ emission performance 

standards）；或要求特定之技術設備以降低汙染，例如要求必須使用目前可取得

之最佳控制技術（best available control technology）102，故此類之溫室氣體管制

措施亦有稱之為「以性能或技術要求為基礎之規範和標準」（performance and 

technology-based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103。 

此外，直接管制亦可能透過訂定「耗能效率之標準」（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為之，例如要求建築設備或交通運輸需使用耗能較低之替代能源104。 

就航空業而言，若採取直接管制工具，則可能方式之一係訂定航空器之汙染

標準，例如各國依照 ICAO標準制定內國法令以管制該國之航空器即屬之。 

第二款 ICAO對地面氣體之直接管制 

限制或減少航空器引擎排放氣體對當地空氣品質（local air quality）之影響，

一直是 ICAO環境保護策略目標之一。由於機場附近住宅開發增加併隨商用航空

運輸量持續增長，機場周邊之空氣汙染一直是當地或地方政府所關切之問題。而

當地空氣品質之疑慮主要集中在航空器降落或起飛之週期（the landing and 

take-off cycle，LTO cycle）所產生之影響（因為這些氣體排放在 3,000英呎（915

                                                      

101
 在某些法域也可能由私部門執行管制。PHILIPPE SANDS,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I: FRAMEWORKS, STANDARDS, AND IMPLEMENTATION, 155,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2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limate Change: Conceptual Approaches and Policy Tools, at 16 

(Aug. 29,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fas.org/sgp/crs/misc/R41973.pdf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103

 OECD Environment Directorate and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Policies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Industry-Successful Approaches and Lessons Learned: Workshop Report, at 13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wbcsdcement.org/pdf/tf1/2956442.pdf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104

 Frédéric Forge & Tim Williams, Policy Options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Parliamentary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Service, Parliament of Canada, 5-6 (Oct. 7,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parl.gc.ca/content/LOP/ResearchPublications/prb0819-e.htm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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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高度以下）；以及機場本身排放的汙染，例如機場交通、地勤服務設備以

及除冰等行為所造成之汙染105。 

ICAO 在 1981 年首先通過芝加哥公約附件 16 第 2 卷「航空器引擎排放」

（Volume II — Aircraft Engine Emissions）制定引擎排放標準，而其管制方式係以

航空器引擎接受一國或多國認證程序為之106。鑒於航空器與機場所排放出之汙染

物都會影響環境及人類健康，故 ICAO致力於改善當地空氣品質以及提出減汙建

議，其秘書處並於 2011年公布了「機場空氣品質手冊（Airport Air Quality Manual）」

以提供各會員國政府「與機場相關之空氣品質」（airport-related air quality）的評

估以及相關措施之建議。 

惟如本章第一節所述，芝加哥公約附件 16 目前僅對氮氧化物（oxdies of 

nitrogen，NOx）、一氧化碳（carbon monoxide，CO）、未燃燒之碳氫化合物（unburned 

hydrocarbon，HC）以及煙害（smoke）的排放訂定國際標準並禁止燃料洩漏（fuel 

venting），故在規劃中之「航空器二氧化碳排放標準公制」（Aircraft CO2 Emissions 

Standard Metric System）經 ICAO理事會通過前，對於二氧化碳排放尚無相關限

制。 

第二項 經濟誘因工具 

第一款 溫室氣體管制之一般類型 

                                                      

105
 ICAO, Local air Quality, 

http://www.icao.i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Pages/local-air-quality.aspx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106

 須受認證者係大於 26.7 千牛頓（Kilonewtons，KN）推力的渦輪噴氣引擎（turbojet）和渦輪

風扇引擎（turbofan），不包括渦輪螺旋槳（turboprops）、渦輪軸引擎（turboshafts）、 活塞式引

擎（piston engines）和飛機輔助動力裝置（aircraft auxiliary power units，APUs）。ICAO, Airport Air 

Quality Manual, Doc 9889,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icao.int/publications/Documents/Forms/AllItems.aspx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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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式乃藉由各種經濟誘因手段，鼓勵受管制者降低汙染行為。此類新興管

制工具除較具彈性外，受管制者得選擇對其較佳之營運策略以符合管制規定，即

以最低成本達成管控目標，故更符合經濟效率，遂為各國及國際環境管制所運用。

經濟誘因工具一般可分為三大類型： 

一、財政措施 

租稅措施為節能減碳工具之一，其中有以環境保護為標的者，稱為「環境稅」 

（Environmental Taxes）；有以節約能源為目的者，稱為「能源稅」 （Energy Tax）；

而環境稅中有以碳排放量為標的者，稱為「碳稅」（Carbon Tax）；有以熱能排放

為標的者稱為「熱能稅」（Heating Tax）等，不一而足，又有統稱為綠色租稅（green 

taxes）107。例如英國課徵之氣候變遷稅（Climate Change Levy）108、法國於 2014

年開徵之碳稅均屬之109。 

二、潔淨能源補貼  

政府為鼓勵業者使用再生能源或鼓勵民間發展再生能源，所直接提供之資金

獎勵或投資，亦有以稅收減免方式為之；然而，此類措施容易扭曲競爭市場競爭

以及違反污染者付費原則（polluter-pays principle），甚而違反國際競爭與貿易法

特別是WTO下相關義務110。 

                                                      

107
 財政部，「推動綠色稅制」，頁 1，網址：www.mof.gov.tw/public/Attachment/024142254100.doc，

最後瀏覽日：2015 年 1月 1日。 
108

 UK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Taxes, Reliefs and Schemes for Business, 

https://www.gov.uk/green-taxes-and-reliefs/climate-change-levy (last visited: Jan. 15, 2015). 
109

 Robin Sayles, France adopts 2014 budget : Carbon Tax on Fossil Fuels, PLATTS, MCGRAW HILL 

FINANCIAL, Dec. 19, 2013,  

http://www.platts.com/latest-news/electric-power/london/france-adopts-2014-budget-carbon-tax-on-fos

sil-26563408 (last visited: Jan. 15, 2015). 法國前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於 2009 年即曾頒

布 2010年開始課徵碳稅之計畫，但憲法法庭於 2009年 12 月阻擋此案，理由是該計畫對工業有

過多豁免有違憲之虞，薩科齊遂於 2010 年 3月表示計畫暫緩，可參考網址： 

http://www.delta-foundation.org.tw/lowestc/factsheet001.pdf，最後瀏覽日：2015年 1月 15 日。 
110

 Philippe Sands, supra note 101, at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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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放權交易 

排放權交易制度之目的，係利用市場機制提供廠商（受管制者、汙染之製造

者）經濟誘因，讓個別廠商彈性選擇其對自身最具有經濟效率之方式，俾達成環

境管制之目標。而目前各種排放權交易制度可略分為兩種態樣：第一、排放上限

與核發量交易（“cap and trade”, or “allowances trading”），第二、排放基準與溢額

交易（“baseline and credit”, “credit trading” , or “project-based/credit based/offset 

trading”）。EU ETS 之設計上即採用 cap-and-trade；而京都議定書下之 CDM與 JI

即偏向兩類型之結合111。 

第二款 適用於航空業之經濟工具. 

至於將經濟工具運用在航空業上，可概略分為兩大類： 

一、規費或稅賦類 

（一）航空器燃料稅（Aircraft fuel taxes） 

即直接針對航空器使用燃油徵稅，在歐盟執委會針對「航空業如何降低其對

氣候變遷影響」所作之公開諮詢報告中，多數意見認為此措施最能有效達到控制

航空業溫室氣的之目的，且奧地利環境部亦表示偏好此措施；一些航空業者聯盟

和製造業組織則表示反對，其表示徵收燃料稅是僵硬的措施（blunt instruments），

無法達到預期目的；其他另意見指出，如果空運和其他運輸模式之間競爭的扭曲

未同時解決，則為降低航空運輸在溫室氣體之影響所作之努力皆是枉然，除了對

於環境的外部性並未計入空運成本之外，這似乎對航空業豁免其賦稅（燃料稅、

                                                      

111
 施文真，「由交易單位之法律性質重新檢視排放權交易制度與 WTO 之關係」，前揭註 7，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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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且是導致競爭的扭曲重要原因112。 

（二）針對航空器排放和影響所課徵之航程費用或賦稅（En-route charges or taxes 

on aircraft emissions and impacts） 

此種措施乃是由管制者依使用者付費原則訂定各種徵收標準（類似環境稅），

並以業者為課徵對象，以期降低航空器之溫室氣體排放和其影響113。 

（三）入、出境稅（Departure/ arrival taxes） 

對入、出境之消費者或空運公司隨其入境或出境徵收之費用。支持者認為，

對消費者收取此類機場的收費（airport charge）乃最容易執行，且可管理各種航

空業除氣候變遷外所造成之其他影響；有回應者提出應將收費類型化：即貨運公

司或旅客若選乘汙染較嚴重之航空器，則應付出較高之入、出境稅，而選乘汙染

較低之航空器者負擔較低之賦稅。然而，僅有少數認為課徵入、出境稅為最有效

之措施114。 

（四）空運服務增值稅（VAT on air transport） 

僅少數意見支持在機票上課徵空運增值稅，但支持者認為，此為最簡便迅速

之措施115。 

二、排放權交易制度 

                                                      

112
 European Commission, Reducing the Climate Change Impact of Aviation-Report on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at 24-25 (2005).  
113

 See EUROCONTROL, What Are Route Charges,  

https://www.eurocontrol.int/articles/what-are-route-charges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114

 European Commission, Reducing the Climate Change Impact of Aviation-Report on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supra note 112, at 25. 
115

 Id. a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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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放上限與交易」類型之 ETS 下，目前將航空業強制納入管制者除歐

盟外，韓國亦於 2015年開始實施此類 ETS
116，並將該國之兩大國際航空公司117和

三家廉價航空公司（又譯作低成本航空；Low-Cost Carriers，LCC）強制納入該

交易制度118。 

至於「排放基準與溢額交易」類型之 ETS，適用於航空業者則有澳洲自願性

之「飛行碳平衡計劃」（Fly Carbon Neutral program）為例119：澳洲航空（Qantas）

從「區域土地管理計劃」（regional land management project）購買部分「澳洲碳

溢額單位」（Australian Carbon Credit Units ，ACCUs）以符合其參與「飛行碳平

衡計劃」下之義務120。 

第三項 自願性舉措 

第一款 自願性舉措概述 

自 1990年代初期以來，有些國家即使用自願性舉措（voluntary approaches，

下稱 VAs）來降低產業之溫室氣體排放。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將 VAs 分為四種類型：產業之

單邊承諾（unilateral commitments）；產業與利害關係人之私人協定（private 

agreements between industry and stakeholders）；由產業和政府協商形成之環境協定

                                                      

116
 參前揭註 46。 

117
 大韓航（Korean Air Lines Co. Ltd.）和韓亞航（Asiana Airlines Inc.）。 

118
 James Lim, South Korean Airlines Agree to Annual Improvements in Aircraft Fuel Economy,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REPORTER, BLOOMBERG BNA, Sep. 26, 2014. 
119

 澳洲之強制性固定碳價機制（Carbon Pricing Mechanism）已於 2015 年 7 月被國會修法廢止。

Rob Taylor & Rhiannon Hoyle, Australia Becomes First Developed Nation to Repeal Carbon Tax,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 17, 2014,  

http://www.wsj.com/articles/australia-repeals-carbon-tax-1405560964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120

 Murray Griffin, Australian Airline Qantas to Buy Carbon Credits From Aboriginal Landowner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REPORTER, BLOOMBERG BNA, Nov. 1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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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agreements）；由政府建立且個別公司得參與之自願性計劃

（voluntary programmes）。政府涉入之 VAs可以（且通常會）置入於公司中、產

業協會或整個產業部門（sector-wide level）121。 

就 VAs的設計而言，各種 VAs 的差異性相當大，例如 VAs是否具備法律拘

束力；是否設有制裁規定；是否允許使用抵銷（offsets）機制，例如清潔發展機

制（CDM）等，各種 VAs 之行政管理與交易成本亦因此不同122。 

由政府建立之自願性計劃通常會設定一減排目標（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監督以及公司須報告排放量等機制，例如美國的氣候領導夥伴（climate leaders 

partnership）計劃。這些自願性計畫通常不會直接與其他政策措施（例如環境稅）

相連結123。 

由產業和政府協商制訂，目標在達到某一特定能源效率（energy-efficiency）

或排放標準之各種環境協定，其亦有不同之特徵。例如這些 VAs 在生效後可能

具拘束力，且可能設有法律或行政罰則（fiscal sanctions），丹麥之產業能源效能

協定即為一例。而在荷蘭 VAs 是其限定產業溫室氣體排放之主要工具，其 VAs

與經濟誘因和環境許可證結合，簽署能源效率協議之公司可占高達 96％的荷蘭

工業能源，且這些協議一但生效即具法律拘束力124。 

除了上述政府與產業間之合作型態外，其他亦可能有產業與非政府組織夥伴

（ industry／NGO partnerships）和產業與產業間夥伴（ industry／ industry 

partnerships）等型態。例如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

與個別企業共同設立一「氣候拯救者」計劃（Climate Savers programme），其目

                                                      

121
 OECD Environment Directorate and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supra note 103, at 19.  

122
 Id.    

123
 Id.  

124
 Id. a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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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在減少能源相關之氣體排放（energy-related emissions）、增加使用再生能源之

比例、並使用能使最終產品（final products）造成的溫室氣體減量之替代物質。125

至於產業與產業間之合作或個別企業自訂的 VAs，其通常只提供業者一討論產業

溫室氣體排放相關議題之平台，和形成該產業回應政府之一致對策以達到業者需

求。由於這類自發性VAs沒有政府或非產業之第三方（non-industry third parties），

介入，故無任何約束效果，這些 VAs 能否達到其承諾目標亦待商榷126。 

第二款 適用於航空業之自願性舉措 

一、改善空運管理與技術發展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簡稱 IATA）

和其他航空業者聯盟向來主張改善空運管理（air traffic management，簡稱 ATM）

與機場措施格外重要，因其可改善因空中運輸阻塞所產生的額外溫室氣體。此外，

業者和政府共同對科技研發的財務與政策支持，才是航空業永續發展的更本之道，

因透過技術提升與改造，使航空器在能源使用上不僅更節約，並改採用清潔能源，

長期而言除降低營運成本，也達到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效果。 

二、提升消費者認知 

政府透過宣導，使消費者偏向選購對環境無害之商品或服務；業者於產品標

示或服務提供時，提供消費者商品製造或服務消費時產生之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資訊，例如日本航空（Japan Airlines）於網路購票頁面即提供消費者

碳足跡訊息，且消費者得選擇給付部分碳抵銷費用，使該航班達到氣候無害

                                                      

125
 Id.  

126
 Id. a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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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neutral）127。或有 NGO主張，機票應仿照香菸外盒加註飛行對全球氣

候造成危害的警示語。 

三、自願性減碳承諾 

航空業者或產業協會在其企業形象塑造時，時常宣稱其自主性的減碳承諾，

例如 IATA 即代表航空業定訂短、中、長期減碳承諾，並制定 IATA 環境評估計

劃（IATA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Program，其稱為 IEnvA），藉由該系統，IATA

會員能獨立評估與提升其自身的環境管理成效128。 

此外，在政府介入之自願性減碳協議方面，例如韓國在其 ETS 施行之前，

其國內之五家民航業者與政府協議將在 2015至 16年間，提高其客、貨運航班之

燃油效率 2％至 3％，且該標準亦與 ICAO 期望在全球航空業部門達到之燃油效

率 2％目標一致129。 

第三節 各國和國際組織對航空業之空氣汙染物與溫室氣體排放管制

措施   

由於各國在國際法下並無義務管制航空業之溫室氣體排放，除歐盟已實施之

ETS 將航空業強制納入管制外（韓國則於 2015 年開始實施 ETS，亦將其國內主

要航空業者強制納入管制），其他各國普遍僅就機場周邊之空氣品質設有管制標

準。在此背景下，本節先介紹各國對地面氣體之管制，接著說明相關國際組織對

於航空溫室氣體排放之管控意見與發展。 

                                                      

127
 消費者支付之額外金額將用以支付 CERs。 

128
 See IATA, IATA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EnvA), 

http://www.iata.org/whatwedo/environment/Pages/environmental-assessment.aspx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129

 James Lim, supra note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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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各國政府對地面氣體之管制項目與方式 

各國政府和立法機關，在過去即常以制定當地空氣品質（Local air quality）

相關法令方式來保護公共健康與自然環境。當地空氣品質一般被用來指稱為人類

和自然所經常性接觸的周圍空氣條件，而空氣品質係以污染源（包括自然以及人

為汙染源）濃度來判斷。法令和標準設定可接受的當地空氣品質程度以及必要的

測量工具，測得的汙染源密度和該些法令與標準對照即可得知空氣品質現況是否

在安全範圍130。 

由於機場周邊的空氣汙染源來自各種氣體排放，例如航空器、運輸車引擎

（transport vehicle engines）、發電或發熱廠以及航空器修護廠（maintenance 

facilities）等，故國家的相關管制法令和標準亦為涵蓋多種氣體排放源的複合性

規範（a complex mix of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進一步觀之，管制航空器以外

的排放源（non-aircraft sources）之法令，通常由各國自行立法；航空器引擎之排

放標準則藉由 ICAO CAEP 通過國際標準，再由各會員國轉換為內國法實施131。 

法令規範當地空氣品質通常係管制特定排放種類（emissions species）以及該

些排放可能形成的次級汙染源（secondary pollutants）。因此，法令規範會因各國

當地條件和優先考量因素而不同132，例如許多歐盟國較強調二氧化氮（NO2）濃

度之管控，而美國和其他國家則較關注氮氧化物（oxdies of nitrogen，NOx）之

排放，因其為臭氧的前驅物（O3 precursor）133。 

由下頁表三所示者，係不同國家所管制的汙染物，儘管並非完全涵蓋各種管

控之汙染物，但足以觀察出各國規範之差異性。此外，各國採用之量化標準其規

範方法亦有所不同，例如有些規定最大可接受程度（maximum acceptable levels），

                                                      

130
 ICAO, Airport Air Quality Manual, supra note 106, at 2-1.  

131
 Id.  

132
 仍有部分國家沒有制訂當地空氣品質規範。 

133
 ICAO, Airport Air Quality Manual, supra note 106,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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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則指定可接受的超標數字（the number of exceedances）。而規範形式則通常

以在某一規定的期間內（通常為一小時，一天或一年）每微克/立方米（micrograms 

per cubic metre，μg/m3）的污染物濃度表示之134。 

表三：各國當地空氣品質規範135
 

 

第二項  IATA 和 ICAO 對航空器溫室氣體排放之管制措施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簡稱 IATA）

                                                      

134
 Id. 

135
 Id. a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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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和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簡稱 ICAO）

乃與各國民用航空業者有關之最重要的兩大國際組織，其意見和決議亦影響各國

民用航空器之管理規範。由於 IATA 對管理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之立場影響著

ICAO 之大會決議，故以下先行說明 IATA 之主張，再說明 ICAO 大會之相關決

議。 

第一款 IATA 對管理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之主張 

為了減少航空業對氣候變遷造成之影響， IATA訂定三大減碳目標：一、在

2009年至 2020 年間，達到年平均燃油效能提升率為 1.5％；二、自 2020年起達

到碳排放零成長（carbon neutral growth，IATA稱其為 CNG2020）；三、在 2050

年以前達到以 2005 年為基準之淨排放（net emissions）減量 50％137。至於，如

何解決航空業影響氣候變遷之問題，IATA則提出四大支柱策略（four pillars of the 

aviation industry strategy），其內容如下138： 

第一、技術提昇 ( Technology ) 

短期而言，提升及改造現役機隊效能；中期而言，促進機隊更新並引進最新

科技，包括生質燃料；長期來說發展全面新科技（radical new technologies）以及

航空器之設計。IATA並指出，新科技能使單一航空器燃料使用減少多達30％。 

第二、航空器操作 ( Operations ) 

改善飛行器之操作能減少使用燃料進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故 IATA 藉由整

                                                      

136
 IATA是一全球性的民航業協會，目前會員超過 240家航空公司，涵蓋全球 84%空運量。除區

域型或低成本航空公司外，大多數的國際航空公司均會加入 IATA，我國中華航空、長榮航空和

復興航空亦為其會員。 
137

 IATA, Fact Sheet: Climate Change, Dec. 2014, 

http://www.iata.org/policy/environment/Pages/climate-change.aspx (last visited: Jan.1, 2015). 
13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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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最佳操作方式並提供航空公司相關訓練，使航空器操作更有效率。IATA 將提

出燃料節約計畫（fuel conservation programs），並推廣航空環境管理制度。 

第三、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藉由改善機場和空域管理方式，政府與機場設備提供者能避免多達 12％之

二氧化碳排放量。例如遲未能實施之「單一歐洲天空」（Single European Sky）

計劃139和美國之「新世代航空運輸系統」（NextGen Air Transport System），以

及彈性方式使用空域等均能有效節約能源140。 

第四、經濟措施（Economic measures ） 

在其他三項支柱策略下尚無法達成預定減碳目標的範圍（如下頁圖一所示），

則必須以成本有效（ cost-effective）的單一全球市場措施（ single global 

market-based measure）來補足其缺口141。此外，IATA於其 2013年年度總會（Annual 

General Meeting，AGM）指出，單一且強制性之碳抵銷制度（single mandatory 

carbon offsetting scheme）較能達成其碳排放零成長目標，因為其不但簡易執行與

管理、成本有效，並能確保一個公平的平台142。 

                                                      

139
 該計畫之目的在整合歐洲各國之空運管理，以因應持續之空運成長並使空運之營運更為有效

率以及環境無害：具體反映在歐洲之空域整合、減少班機延誤、增加安全標準和航班效率，並可

藉此降低航空業之碳足跡和相關成本。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Single European Sky, 

http://ec.europa.eu/transport/modes/air/single_european_sky/index_en.htm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140

 該系統是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所推行之國家級空域系統（National Airspace System, NAS）

現代化之政策，藉由提升運能和效能並增加安全性、降低環境危害以及增加使用者與 NAS 之互

動，以因應空運成長之種種影響；其具體措施係利用衛星系統和地理定位系統（GPS）管理空運

航道，可使航班儘量採取直線航道並可使各航班能在安全條件下同時靠近飛行，NextGen除可提

高飛航安全外，亦可減少空中壅塞造成之航班延誤，並減少燃油使用。See US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What Is NextGen, https://www.faa.gov/nextgen/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141

 市場措施（MBMs）能提供參與者較多彈性，不論在其部門內實施減少碳排放措施或從其他

部門減碳而達到碳抵銷，由於航空業部門內的減排措施非常昂貴且有其侷限，故市場措施對航空

業而言更顯重要。ICAO, Market-Based Measures, ICAO ENVIRONMENTAL REPORT, 138 (2013). 
142

 IATA, Resolu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viation “CNG2020” Strategy, 2-4 Jun. 2013, 

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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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市場措施對達成碳零成長目標之重要性143
 

第二款 ICAO大會對航空器溫室氣體排放之管制相關決議 

在歐盟執委會於 2012 年 11 月 12 日決定將「航空業排放權交易指令」暫緩

實施一年（Stop the Clock proposal）之後，各界關注之焦點乃是 ICAO 於 2013

年 9月召開之大會（Assembly）。大會第 A38－18號決議乃針對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議題作出一系列聲明。 

該號決議文訂出兩大具體目標：一、各國將按完成的每收費噸公里所使用的

燃油體積計算（per revenue tonne kilometre performed）144，在2020 年之前，實

現全球年平均燃油效率增進2％；以及從2021年至2050年，實現全球年平均燃油

                                                                                                                                                        

http://www.iata.org/pressroom/pr/Documents/agm69-resolution-cng2020.pdf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143

 IATA TV, Creating Value for Air Transport, Jun. 1, 2012. 
144

 Revenue tonne kilometre（RTK）係載運量公噸數乘以飛行距離。The revenue load in tonnes 

multiplied by the distance fl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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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增進2％的理想145。然而，卻聲明此目標並不對個別國家構成具體義務，將

依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的不同情況、各自能力和航空排放進入大氣的溫室氣

體濃度的數量，決定每一個國家如何能自願地達成全球理想目標146，增顯該目標

之訂定效果薄弱。二、在不對個別國家構成具體義務的情況下，自2020 年起，

將國際航空產生的全球淨二氧化碳排放（net carbon emissions）保持在相同水準，

同時慮及：各國特別是開發中國家的特殊情況和各自能力；航空市場的成熟程度；

國際航空業的可持續增長；以及在降低排放的技術和燃料以及其他減緩措施得到

開發和部署以前，由於國際航空運輸的預期增長，排放量還可能會增加147。雖然

該目標亦不具拘束力，但仍招致許多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不滿148。 

至於針對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管控之「市場措施」（Market－Based Measures，

簡稱MBMs）149，該號決議要求國家在為國際航空設計新的市場措施和實施現有

的市場措施時，應：（a）與其他國家進行建設性雙邊和/或多邊磋商和談判，以

便達成協議，和（b）在全球制度實施之前，准許在往返於所占國際民用航空活

動的份額（share）低於國際民用航空活動收費噸公里（revenue ton kilometres）

總數1％門檻值的開發中國家的航線上免於適用市場措施150。前段要求顯然指明

反對歐盟單邊將全球航空業納入其EU ETS中；而後段的豁免規定引發美國及其

他已開發國家不滿151。大會並要求理事會在考慮各國的具體情況及對國際航空業

                                                      

145
 ICAO, A38-18 Consolidated statement of Continuing ICAO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Climate Change, Resolutions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Assembly-38
th

 

Session, Montreal, Sep. 24-Oct. 4, 2013, para. 5. 
146

 Id.at para. 6. 
147

 Id.at para. 7. 
148

 該段決議文招致澳洲、立陶宛（代表歐盟與歐洲民用航空會議成員共 42國）、中國、俄羅斯、

印度、巴西、沙烏地阿拉伯等 52 國聲明保留意見。ICAO, Summary Listing of Reservations to 

Resolution A38-18. 
149

 即本文前節所述經濟工具中之「排放權交易類型」。 
150

 ICAO, Assembly Resolution A38-18, supra note 145, at para. 16. 
151

 立陶宛（代表歐盟與歐洲民用航空會議成員共 42國）和新加坡對 a段和 b段均聲明保留意見；

阿富汗、澳洲、加拿大、日本、紐西蘭，卡達（Qatar）、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和美國則對

b 段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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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場的潛在影響的情況下，按照附件中所列的指導原則，對微量豁免門檻值（de 

minimis threshold）（包括上述之1％豁免門檻）進行審查，並提交2016年第39屆

大會審議152。 

至於附件所示之「設計和實施國際航空市場措施（MBMs）指導原則」內容

包括：（a）應支持國際航空部門的可持續發展；（b）應支援減緩國際航空的溫

室氣體排放；（c）應有助於全球理想目標的實現；（d）應透明且行政上簡易；

（e）應具有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f）市場措施不應重複，並且國際航

空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應計入一次；（g）應儘量減少碳洩漏（carbon leakage）和

市場扭曲；（h）該市場措施應確保，與其他部門相比，國際航空部門受到公平

地對待；（i）在航空燃油效率方面以及在減少航空排放的其他措施方面，應認

識到過去和未來的成就與投資；（j）不應對國際航空施加不適當的經濟負擔；

（k）應便利對所有碳市場的適當准入；（l）應酌情根據以二氧化碳減排量或避

免排放量所衡量的績效，相對於其他措施來進行評估；（m）應包括微量豁免（de 

minimis）規定；（n）市場措施產生的收入，強烈建議應該首先用於減緩航空器

引擎排放對環境的影響，包括減緩和適應，以及援助和支持開發中國家；（o）

通過基於市場的措施實現的減排，應在各國的排放報告中列明；和（p）基於市

場的措施應考慮到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及各自能力原則、特殊情況和各自能力及不歧視（non-discrimination）及平等和

公平機會（equal and fair opportunities）原則153。 

在此指導原則下所設計出的市場措施，除了微量豁免規定易面臨挑戰外，「共

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恐是已開發國家將極力杯葛之重點。基於MBMs之內容以及

                                                      

152
 ICAO, Assembly Resolution A38-18, supra note 145, at para. 17. 

153
 針對附件（p）段，澳洲、加拿大、日本、立陶宛（代表歐盟與歐洲民用航空會議成員共 42

國）、紐西蘭、大韓民國和美國則聲明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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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於2016年通過之不確定性，第A38－18號決議認為短期而言，自願碳抵消

（carbon offsetting）制度是一個抵消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實用辦法，故請各國鼓勵

其業者可及早先採取碳抵消方案，特別是使用清潔發展機制（CDM）等國際公

認的計畫所產生之溢額（credits）154。 

 

  

                                                      

154
 ICAO, Assembly Resolution A38-18, supra note 145, at para.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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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制度引發之航空法爭議 

自歐盟執委會於 2006年著手立法將航空業納入 EU ETS 以降，相關國際組

織與其他非歐盟籍之許多國家（包括開發中和已開發國家）相繼提出許多抗議聲

浪155。提出抗議國家的反對理由包括：歐盟片面將外國航空業者納入該制度管制，

並將管轄範圍延伸至公海或第三國領空上，將可能侵害各國主權與習慣國際法相

關原則，亦可能違反芝加哥公約或其他國際空運服務之雙邊協定（Air Services 

Agreement，簡稱 ASA）156以及 ICAO 下之國際標準與大會決議。由於美國航空

運輸協會（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of America，下稱 ATA
157）已在歐盟針對該

些爭議提出訴訟，且該案為目前唯一一起針對「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制度」提

起之司法訴訟，故從該判決內容觀察，應可聚焦該歐盟指令在國際航空法下引發

之爭議問題，並提供問題之初步解答。 

本章以下第一節即先介紹 ATA 訴訟案中原告之主張以及歐洲法院之裁決，

以釐清歐盟措施引發之問題；第二節則從判決結果中分析 ATA 案可能已解決哪

些爭議問題並說明哪些疑義仍待觀察；最後則以歐盟措施能否與航空法規範相調

和之關鍵問題作結。 

第一節 歐洲法院判決 

美國航空運輸協會與三家美國籍航空公司158，於 2009 年 12 月 16 日在英格

                                                      

155
 詳參本文第貳章第三節。 

156
 施文真，「初探納入航空業之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與其他國際法義務的互動關係」，前揭註36，

頁 297。 
157

 ATA已於 2011年 12月更名為 Airlines for America（簡稱 A4A），但本文仍使用其涉訟時舊稱。 
158

 包括美國航空（American Airlines Inc.）、美國大陸航空（Continental Airlines Inc.）和聯合航空

（united Airlines Inc.）等三家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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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暨威爾斯高等法院（High Court of Justice of England and Wales）針對歐盟「航

空業排放權交易指令」（Directive 2008/101/EC，下稱系爭指令），共同對英國「能

源與氣候變遷部」（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提起訴訟159，ATA

等原告主張歐盟系爭指令違反數項習慣國際法原則和國際協定160；然，由於此案

涉及歐盟法律的有效性（Validity），故英國高院在 2010 年 7 月 8 日做出初步裁

決（preliminary ruling），將本案提交至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簡

稱 ECJ）161審理162。 

歐洲法院於 2011 年 12 月 21 日做出判決，駁回原告控訴並認定系爭指令合

法有效，原告主張與法院見解如下。 

一、原告美國航空運輸協會主張 

美國航空運輸協會控訴歐盟系爭指令違反芝加哥公約、京都議定書、美歐間

的「開放天空協定」（the Open Skies Agreement
163），以及數項習慣國際法原則。

其理由略為： 

首先，ATA 主張歐盟系爭措施超出其於國際法下的權利，因為歐盟未將該

排放權交易制度設限於歐洲境內之航班適用，且其涵蓋飛越公海或飛越第三國164

領土之國際航行區段。第二、國際航行活動之碳排放交易制度應該在 ICAO下談

                                                      

159
 因英國為涉訟航空公司在歐盟系爭指令（措施）下之管理國。 

160
 Case C-366/10, Air Trans. Assoc. of America v. Sec. of State for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2011, 

available at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text=&docid=117193&pageIndex=0&doclang=EN

&mode=lst&dir=&occ=first&part=1&cid=381567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161

 ECJ 為歐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體系之最高法院，其為歐盟普通法

院（General Court）案件的上訴法律審，並負責解釋歐盟法律和確保其在各歐盟會員國間能被平

等適用。參 http://europa.eu/about-eu/institutions-bodies/court-justice/index_en.htm. 
162

 Case C-366/10, supra note 160. 
163

 The U.S.-EU Air Transport Agreement, signed April 30, 2007. 
164

 判決中所指之第三國係泛指歐盟和歐盟會員國以外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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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與通過，不該由歐盟片面推行。第三、ATA 主張系爭措施相當於一種數國際

協定所禁止的稅賦（Tax）或規費（Charge）165。 

二、歐洲法院判決理由 

歐洲法院藉由回答兩大問題做出本案判決：首先，ECJ 檢視原告數航空公司

和產業協會，作為個體（individuals）而非國家（state），是否能援引任何國際協

定或國際習慣法原則來控訴系爭指令的有效性；接著，倘 ATA 有權利援引相關

國際協定與習慣法原則，ECJ 進一步檢視該些協定與習慣法原則是否使系爭指令

失其效力。 

（一）芝加哥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美國航空運輸協會無法援引之 

法院論述，當一個體（individual）能主張某一歐盟法律違反一國際協定而無

效時，其前提是歐盟必須受該協定拘束166。儘管 27 個歐盟會員國均受芝加哥公

約所拘束，但歐盟是個獨自的實體（distinct entity），其僅身為該公約觀察員亦未

簽署之，故法院認為歐盟不受芝加哥公約拘束，ATA 自無法援引該公約而主張

系爭指令無效167。 

另一方面，法院裁示歐盟應受京都議定書所拘束；然而，法院指出某一個體

（自然人或法人）能使用國際協定而主張歐盟法律無效的前提是，該國際協定的

本質和廣義而言（the nature and broad logic）必須能夠授予個體可在法院前行使

                                                      

165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Kokott, Case C-366/10, Air Trans. Assoc. of America v. Sec. of State 

for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2011, para. 42, available at  

http://curia.europa.eu/juris/celex.jsf?celex=62010CC0366&lang1=en&type=TXT&ancre=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166

 Id. at para. 52. 
167

 Id. at paras 60, 71-71. 法院釋明倘歐盟繼受其會員國在芝加哥公約可行使的所有權力，則歐盟

應受該公約拘束，但目前歐盟並未完全繼受該公約權力，故不受其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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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利，易言之，該協定必須影響該個體的法律地位（legal status）168；此外，

當事人依據之條款必須是「無條件且充分明確地」（unconditional and sufficiently 

precise）讓個體得以行使之169。本案 ATA 依據京都議定書第 2 條第 2 項170，主

張歐盟應透過 ICAO以達成降低航空業活動氣體排放目的；法院則認為該款無法

被認定是無條件且充分明確地授予個體，其在訴訟程序得主張之權利，故京都議

定書亦無法做為判斷系爭歐盟指令是否有效的依據171。 

準此，ATA 無法依據芝加哥公約或京都議定書而主張歐盟系爭指令無效。 

（二）裁決：系爭指令未違反習慣國際法原則或開放天空協定 

儘管 ATA 無法在本案援引前述兩項國際協定，但法院認為 ATA得主張其他

習慣國際法原則以及開放天空協定之相關條文： 

原告訴諸之習慣國際法原則包括：一、每一國家對其領空擁有完全且排他

（complete and exclusive）的主權；二、任何國家均不得合法宣稱公海的任何部

分為其主權範圍；三、保障飛越公海自由之原則172。至於開放天空協定方面，原

告主張系爭指令違反下列各條規定173：第 7條，航空器在某一國領域時應適用該

國法律；第 11 條第 1 項和第 2 項 C 款，不得對航空器所裝載之燃料課徵關稅

（customs taxes）或費用（fees）；第 15 條第 3 項，環境措施必須遵照 ICAO 標

                                                      

168
 “…unless, by the nature and broad logic of that agreement, it is capable of conferring rights which an 

individual can invoke before the courts.”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Kokott, Case C-366/10, supra note 

165, at para. 71; Case C-366/10, supra note 160, para. 74. 
169

 Case C-366/10, id. 
170

 京都議定書第 2條第 2項：附件一所列締約國應分別透過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和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作出努力，謀求限

制或減少航空和航海輪載燃料（aviation and marine bunker fuels）產生的「蒙特婁議定書」未予

管制的溫室氣體排放。 
171

 Case C-366/10, supra note 160, at paras 77-78. 
172

 Id. at para. 111. 
17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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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並符合該協定第 2條與第 3條第 4款規範174。 

1、習慣國際法原則主張之裁決 

在習慣國際法爭議方面，法院認為原告主張的三項原則均與系爭指令實施之

領域範圍（territorial scope）有關，接著說明系爭指令並未適用在飛越第三國或

公海的第三國航空器；另一方面，當一航空器在歐盟會員國領域（特別是位於其

航空站）時，歐盟法律可以適用在該航空器之業者上175。系爭指令可適用在歐盟

會員國籍或登記於第三國航空器之條件是，該些航空器所執飛的航班乃起飛自或

                                                      

174
 The U.S.-EU Air Transport Agreement, 2007, art. 7(1):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a Party 

relating to the admission to or departure from its territory of aircraft engaged in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 or to the operation and navigation of such aircraft while within its territory, shall be applied 

to the aircraft utilized by the airlines of the other Party, and shall be complied with by such aircraft 

upon entering or departing from or while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first Party.”;  

art. 11(1): ”On arriving in the territory of one Party, aircraft operated in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ation 

by the airlines of the other Party, their regular equipment, ground equipment, fuel, lubricants, 

consumable technical supplies, spare parts (including engines), aircraft stor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uch items of food, beverages and liquor, tobacco and other products destined for sale to or use by 

passengers in limited quantities during flight), and other items intended for or used solel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operation or servicing of aircraft engaged in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ation shall be exempt, 

on the basis of reciprocity, from all import restrictions, property taxes and capital levies, customs duties, 

excise taxes, and similar fees and charges that are (a) imposed by the national authorities or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b) not based on the cost of services provided, provided that such equipment 

and supplies remain on board the aircraft.”; 

art. 11(2): “There shall also be exempt, on the basis of reciprocity, from the taxes, levies, duties, fees 

and charge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with the exception of charges based on the cost of 

the service provided:…(c) fuel, lubricants and consumable technical supplies introduced into or 

supplied in the territory of a Party for use in an aircraft of an airline of the other Party engaged in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ation, even when these supplies are to be used on a part of the journey 

performed over the territory of the Party in which they are taken on board;…”;  

art. 15(3):” When environmental measures are established, the aviation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n Annexes to the Convention shall be 

followed except where differences have been filed. The Parties shall apply any environmental measures 

affecting air services under this Agre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 and 3(4) of this Agreement.” 

art. 2:” Each Party shall allow a fair and equal opportunity for the airlines of both Parties to compete in 

providing the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ation governed by this Agreement.”; 

art. 3(4):” Each Party shall allow each airline to determine the frequency and capac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ation it offers based upon commerci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marketplace. 

Consistent with this right, neither Party shall unilaterally limit the volume of traffic, frequency or 

regularity of service, or the aircraft type or types operated by the airlines of the other Party, nor shall it 

require the filing of schedules, programs for charter flights, or operational plans by airlines of the other 

Party, except as may be required for customs, technical, operational, or environmental (consistent with 

Article 15) reasons under uniform conditions consistent with Article 15 of the Convention.”. 
175

 Case C-366/10, supra note 160, at paras. 1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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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落於位於歐盟會員國領域的航空站，且因該些航空器乃實際上位於歐盟領域內，

應受歐盟管轄權拘束，故系爭指令未侵犯（航空器起飛之或飛往之）第三國對其

空域的領土或主權原則176。此外，一航空器單純飛越公海毋須適用該核發量交易

制度（allowance trading scheme），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飛越歐盟會員國空域也毋須

適用該制，故系爭歐盟法律並未影響飛越公海自由原則；惟當航空業者選擇經營

之商用航線（commercial air routes）抵達或離開自一歐盟會員國領域之航空站時

始適用該核發量交易制度，因為他們的航空器處於歐盟會員國領域內177。 

至於業者應繳交之核發量的數量，是從航班起飛之歐盟會員國航空站至第三

國（或由第三國飛往歐盟會員國）之全部航段來計算，此舉是否違反習慣國際法

原則？法院指出歐盟在其立法上可以選擇它在准許（permit）某一歐盟境內之商

業活動（如空運）時，其業者必須遵循歐盟所建立之相關要件，以達到其環境保

護之目標（尤其是這些目標乃為遵循其國際環境協定之義務，例如 UNFCCC 和

京都議定書）178。此外，某些造成歐盟會員國空中、海洋或陸地領域內汙染之物

質乃部分產生自歐盟領域外之活動，此尚無疑義，故在習慣國際法原則下，歐盟

可將其法令完整適用至該些產生污染物質之領域，亦因此系爭指令未違反習慣國

際法原則179。 

2、開放天空協定主張之裁決 

原告指控系爭指令不僅在航空器入境和離境歐盟時管制之，當航空器飛越公

海或第三國領域時亦受其管制，故歐盟違反開放天空協定第 7條；法院則認定系

                                                      

176
 Id. at para. 125. 

177
 Id. at paras. 126-27. 

178
 Id. at para. 128. 

179
 Id. at paras. 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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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指令（Directive 2008/101
180）並非使 EU ETS（Directive 2003/87）在當設籍於

第三國的航空器單純飛越第三國或公海上時適用之，系爭指令並未違反協定該條

規範181。系爭交易制度僅在航空業者選擇經營之商用航線抵達或離開自歐盟會員

國領域之航空站時始適用該核發量交易制度，理由是因他們的航空器使用該些航

空站182。此外，因為系爭指令是規範國際航班（不論是歐洲內或跨大西洋者）入

出境歐盟會員國領域許可的相關法律，開放天空協定第 7 條第 1款規定該類法律

可適用到協定另一方航空業者使用之任何航空器，且這些航空器必須遵守之183，

故法院認為開放天空協定該款並未排除依歐盟 2003/87號指令建立的核發量交易

制度，在航空業者之航空器從事抵達或離境自歐盟之航班時，適用在該業者（如

設立在美國之航空公司）上184。 

原告主張系爭指令違反開放天空協定第 11條第 1項和第 2項 C 款，因歐盟

必須對航空器所裝載之燃料，豁免其稅賦（taxes）、關稅（duties）、費用（fees）

和規費（charges）185。法院認為航空業者必須繳交與其一年間總排放量（emissions）

等量之核發量予管理單位，而排放量確實係以航空器之燃料消耗量計算之186。然

而，系爭指令與強制性徵收（obligatory levies）之特徵不同，因核發量交易制度

下，航空器持有或消耗的燃料量和業者的財務負擔（pecuniary burden）並無「直

接且不可分割的連結」（direct and inseverable link） 187。由於有市場措施

（market-based measure）介入，業者在核發量的實際支出，並非直接以須繳交之

核發量而定，而是依據業者初始分配所得之核發量以及當業者必須額外購買核發

                                                      

180
 航空業排放權交易指令（Directive 2008/101）係以新指令增修原歐盟排放權交易指令（Directive 

2003/87）方式立法。 
181

 Case C-366/10, supra note 160, at paras. 131-132. 
182

 Id. at para. 133. 
183

 Id. at para. 134. 
184

 Id. at para. 135. 
185

 Id. at para. 136. 
186

 Id. at para. 141. 
187

 Id. at para.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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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時（以滿足排放量要求）的市場價格決定之；尤有甚者，在交易制度下，業者

不但可能毋須負擔財務支出，亦可能因轉賣多出的核發量而獲利188。鑑於上述特

徵，核發量交易制度是一市場措施（market-based measure），而非加諸燃料的關

稅、稅賦、費用和規費，故不違反開放天空協定第 11條第 1項和第 2項 C 款189。 

原告另主張系爭指令違反開放天空協定第 15 條第 3 項，因為其適用在航空

業之「環境措施」（environmental measure）不符合 ICAO相關標準；且又限制了

交通流量與空運服務頻率，此舉與第 15 條第 3 項規範相違；另，第 15 條第 3

項（併同第 3條第 4項）明文，對航空服務有影響之環境措施應與芝加哥公約第

15 條（機場和類似規費）規定條件一致，然系爭措施卻等同於收取與芝加哥公

約相違之規費190。法院則認為不論原審法院或 ATA 均未提出資料指證系爭措施

違反 ICAO標準191；且，僅管 ICAO大會第 37-19號決議指出市場措施不應該重

複（duplicative），但系爭指令設有第 25a條192，以確保歐盟核發量交易制度與其

他第三國可能採取之市場措施（MBMs）之間達到最佳互動，故可避免對營運於

國際航線上之航空器造成雙重管制193。此外，從開放天空協定第 15條第 3款（併

同第 3條第 4款）來看，當締約一方在採取與環境保護相關之措施時，非不得採

取會限制交通流量與空運服務之頻率或班期、或航空器種類之措施；退步言之，

排放權交易制度並未限制航空器之排放，亦未限制空運服務之頻率或班期，航空

業者的基本義務僅是依其實際排放量繳交相對應的核發量，且如前述理由，此項

義務不能視為一項機場規費194。開放天空協定第 15 條第 3 款（併同第 2 條與第

                                                      

188
 Id. 

189
 Id. at para. 147. 

190
 Id. at para. 148. 

191
 Id. at para. 149. 

192
 此即系爭指令所保留，在特定條件下從第三國起飛之航班得以排除適用本指令之豁免制度，

詳參本文第三節。 
193

 Case C-366/10, supra note 160, at paras. 150-51. 
194

 Id. at paras. 1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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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條第 4款）要求締約方在採行環境措施時，必須對所有相關航空業者以不歧視

（non-discriminatory）方式為之195，基於系爭指令前言第 21 段即揭示，應以不

歧視原則來管制每一航空業者，且該指令既以不歧視方式同時適用在設立於歐洲

和其他第三國之航空業者，故該指令未違反開放天空協定第 15 條第 3 款（併同

第 2條與第 3條第 4款）196。 

綜上，法院裁決系爭指令未違習慣國際法原則或反開放天空協定，應合法有

效。 

第二節 歐洲法院判決已解決之爭議 

在 ECJ判決中其僅針對相關習慣法原則和美歐開放空中協定納入實體審理，

而認為歐盟不受芝加哥公約所拘束，然而芝加哥公約之爭議問題與美歐開放空中

協定重疊性相當高197，故即使 ECJ 對航空業排放權交易指令與芝加哥公約進行

合致性審查，應可臆測 ECJ 將可能採取相似立場來適用芝加哥公約198。美歐開

放天空協定固然只是眾多 ASA之一例，且各種 ASA之內容不盡相同，但美歐開

放天空協定為美歐兩大航空市場所簽訂之空運協定，故該案應足以勾勒出其他與

歐盟簽訂之類似 ASA 在航空業排放權交易制度之互動下可能涉及之爭議問題

（至於其他 ASA 與系爭指令是否合致則非本文討論範疇）。據此，以下則針對各

                                                      

195
 Id. at paras. 154. 

196
 Id. at paras. 155-57. 

197
 參施文真，「初探納入航空業之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與其他國際法義務的互動關係」，前揭註

36，頁 297-309。 
198

 ICAO 被賦與解決國際空域主權爭端的「司法功能」，以理事會作為第一審的裁決機構，並允

許上訴至國際法院；然而，在歐盟措施可能牴觸航空法之爭議中，有關芝加哥公約以及 ICAO 決

議之適法性問題，控訴國未向 ICAO 理事會提案，因此無從得知 ICAO 是否將採取同樣見解認為

歐盟措施性質不屬於與燃料相關之稅捐或規費，甚至 ICAO 對歐盟是否受芝加哥公約拘束此一根

本問題亦未表態（惟簽署芝加哥公約之歐盟管理會員國應受芝加哥公約拘束應無疑義）。有關

ICAO 之司法功能，請參黃居正，「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管轄權爭議案：國際民航組織的地位與

功能」，台灣法學雜誌，198期，頁 39-45，2012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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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航空法爭議主題逐一檢視 ECJ 已經裁決之爭議與未在本案解決之問題。 

一、領空主權與飛越公海自由原則 

ECJ認為系爭指令可適用在歐盟會員國籍或登記於第三國航空器之條件是，

該些航空器執行的航班乃起飛自或降落於位於歐盟會員國領域的航空站，且因該

些航空器乃實際上位於歐盟領域內，應受歐盟管轄權拘束，故系爭指令未侵犯（飛

自或飛往之）第三國對其空域的領土或主權原則；另，一航空器單純飛越公海毋

須適用該核發量交易制度，故系爭歐盟法律亦未影響飛越公海自由原則。 

二、不歧視原則 

芝加哥公約第 11 條乃規定航空法規之適用必須對公約締約國一體適用之，

亦即須遵循不歧視原則199。歐盟系爭指令若屬本條之「相關法令」，則歐盟在適

用航空業排放權交易制度時必須對歐盟國家與芝加哥公約締約國。而本案在審理

開放天空協定第 15 條第 3 款（併同第 2 條與第 3 條第 4 款）時認為系爭指令未

違反不歧視原則，儘管開放天空協定係針對歐盟在採行「環境措施」時，必須對

所有相關航空業者以不歧視方式為之，而與芝加哥公約第 11 條之「相關法令」

不同，但可以合理推測，ECJ 若將芝加哥公約第 11 條進行實體審理，仍會以系

爭措施同時適用在設立於歐洲和其他第三國之航空業者為由，而認定系爭措施符

合不歧視原則。 

然而，系爭指令設有例外情況（包括某些類型或低運量之空運活動，以及起

飛自採取降低航空業對氣候變遷影響措施之第三國的航空器）得豁免受排放權交

                                                      

199
 芝加哥公約第 11條，針對允許進入其領空或自其領空起飛之國際航線下的航空器，或就該等

航空器於本國境內之操作與飛航所適用之相關法令，應不論其國籍，一體適用於來自所有芝加哥

公約締約會員並起降於或於其境內飛行之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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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度之管制，該規定是否造成部分航空業者免責而對有責業者有歧視之虞？由

於芝加哥公約第 11條並無例外規定，故例外規定之適法性容有討論餘地200。 

三、與航空器之飛航與操作相關之法規與規則 

芝加哥公約第 12 條要求在公海上飛航與操作之航空器，應適用於芝加哥公

約下所訂定與航空器之飛航與操作相關之「法規與規則」201。而歐盟排放權交易

制度究竟是否屬於此類法規，而受本條拘束？由於芝加哥公約下之國際民用航空

組織尚未對全球性之 MBMs 訂定應遵循之法規與規則，因此即便歐盟航空業排

放權交易指令應受此條拘束，仍須待 ICAO 通過 MBMs 相關法規或規則，始能

判斷其合致性。 

四、機場和類似收費 

芝加哥公約第 15 條規定，關於機場和類似收費，一締約國對其本國航空器

開放的公用機場，應按統一條件對所有其他締約國的航空器開放。且一締約國對

任何其他締約國的航空器使用此種機場及航行設施可以徵收或準許徵收的任何

費用應予公布，並通知國際民用航空組織，任何締約國對另一締約國的任何航空

器或航空器上所載人員或財物不得僅因給予通過或進入或離去其領土的權利而

徵收任何規費、捐稅或其他費用202。ECJ 則裁示，在系爭指令下，航空業者的基

                                                      

200
 施文真，「初探納入航空業之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與其他國際法義務的互動關係」，前揭註36，

頁 308、309。 
201

 芝加哥公約第 12條，各締約會員針對於其領域內飛航與操作之航空器以及載有其國徽之航空

器，應採取相關措施以確保該些航空器遵守本國與航空器之飛航與操作相關之法規與規則（rules 

and regulations relating to the flight and maneuver of aircraft），而該些法規與規則應盡可能遵守於芝

加哥公約下所頒布之規則，至於公海上飛航與操作之航空器，則應適用於芝加哥公約下所訂定之

規則。 
202

 芝加哥公約第 15條，關於機場和類似收費，一締約國對其本國航空器開放的公用機場，在遵

守第 68 條規定的情況下，應按統一條件對所有其他締約國的航空器開放。為航行安全和便利而

提供公用的一切航行設施，包括無線電和氣象服務，由締約各國的航空器使用時，應適用同樣的

統一條件。一締約國對任何其他締約國的航空器使用此種機場及航行設施可以徵收或準許徵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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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義務僅是依其實際排放量繳交相對應的核發量，並認為此項義務不能視為一項

機場規費，故若將芝加哥公約納入實體審理，ECJ 應會採許相同解釋而認為第

15條於此不適用。 

五、關稅 

芝加哥公約第 24 條 a 款規定，飛入或跨越締約會員領域之航空器，應免於

關稅之徵收，且航空器裝載之燃料於該航空器離境時亦裝載於該航空器上，亦免

於關稅、查驗費用或相關之國家或地方稅賦與規費之收取203。承如 ECJ 判決理

由所述，核發量交易制度是一市場措施（market-based measure），而非加諸燃料

的關稅、稅賦、費用和規費，故不違反開放天空協定第 11 條第 1 項和第 2 項 C

款，由於系爭指令在 ECJ 下已經定性為一管制措施（regulations）而非稅捐，故

在芝加哥公約下亦無該款適用問題。 

六、ICAO國際標準和大會決議 

在 ECJ 判決中，法院認為當事人均未提出資料指證系爭措施違反 ICAO 標

準，但其仍特別提出 ICAO 大會第 37-19 號決議指出市場措施不應該重複

（duplicative）之規定，並說明系爭指令設有第 25a 條豁免例外規定，足以避免

對營運於國際航線上之航空器造成雙重管制。由此可知，本案僅裁決系爭措施未

                                                                                                                                                        

任何費用：一、對不從事定期國際航班飛行的航空器，應不高於從事同樣飛行的本國同級航空器

所繳納的費用；二、對從事定期國際航班飛行的航空器，應不高於從事同樣國際航班飛行的本國

航空器所繳納的費用。所有此類費用應予公布，並通知國際民用航空組織，但如一有關締約國提

出意見，此項使用機場及其他設施的收費率應由理事會審查。理事會應就此提出報告和建議，供

有關的一國或幾國考慮。任何締約國對另一締約國的任何航空器或航空器上所載人員或財物不得

僅因給予通過或進入或離去其領土的權利而徵收任何規費、捐稅或其他費用。 
203

 芝加哥公約第 24條 a款規定，飛入或跨越締約會員領域之航空器，應免於關稅之徵收，但必

須符合該國之關務相關規定；除此之外，自一締約會員起飛時裝載於航空器上的燃料、潤滑油、

零件、常用工具（Fuel, lubricating oils, spare parts, regular equipment）等，降落在另一締約會員境

內時，若該等燃料、零件等設備於該航空器離境時亦裝載於該航空器上，亦免於關稅、查驗費用

或相關之國家或地方稅賦與規費之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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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 ICAO大會第 37-19號有關重複管制禁止之決議，至於其他 ICAO國際標準

或決議之合致性問題仍待觀察204。 

第三節 小結 

從 ECJ 判決內容可匯整出如表四所示，歐盟措施在航空法下引起之爭議法

律問題： 

表四：歐盟措施引發之航空法爭議與 ECJ 裁決 

航空法

爭議 

相關條文或 

訴訟標的 
ECJ 判決 理由 備註 

芝加哥

公約 

 歐盟不受拘束 歐盟未簽署之，且歐

盟未繼受歐盟會員國

在該公約下之所有權

力 

ICAO意見不

明 

京都議

定書 

§2.2授權

ICAO 管制航

空業溫室氣

體排放 

ATA 無法援引 該條文非訴訟中得主

張之權利依據 

 

習慣國

際法原

則 

1.各國領空

主權 

2.公海非任

何國家之主

權範圍 

3.飛越公海

（三項主張之核

心問題是歐盟指

令有效管轄範

圍） 

1.歐盟未侵犯各

國領空主權 

1. 指令並未適用在

飛越第三國或公海的

第三國航空器上；歐

盟有權管制起降於歐

盟之航班 

2.單純飛越公海之航

班不受歐盟管制 

在習慣國際

法原則下，

歐盟可將其

法令完整適

用至該些產

生污染物質

之領域205 

                                                      

204
 例如：「國際航空運輸下之賦稅政策」（ICAO’s Policies on Taxation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理事會之環境規費與稅捐決議」（Council Resolution on Environmental Charges and 

Taxes）、「機場與機場飛航服務收費政策」（ICAO’s Policies on Charges for Airports and Airport 

Navigation Services）等等 ICAO 決議。 
205

 Case C-366/10, supra note 160, at paras. 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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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原則 2.歐盟未違反 

3.同上 

3.同上 

美歐開

放空中

協定 

§7.1 航空器

之準據法（歐

盟管制飛越

公海或第三

國之航空器） 

系爭指令並未違

反協定該條規範 

1.指令並未適用在單

純飛越第三國或公海

上之航空器 

2.指令只適用在使用

歐盟航空站之航空器 

3.準據法規定：歐盟

得將入出境歐盟許可

之法律適用在美國業

者之航空器上 

 

§11.1 

§11.2(c) 

航空器裝載

之燃料應豁

免其稅賦或

規費 

歐盟指令是一市

場措施，非稅賦

或規費 

1. 指令與強制性徵

收之特徵不同，因核

發量交易制度下，航

空器持有或消耗的燃

料量和業者的財務負

擔並無「直接且不可

分割的連結」 

2. 業者在核發量的

實際支出，並非直接

以須繳交之核發量而

定，而是依據業者初

始分配所得之核發量

以及當業者必須額外

購買核發量時（以滿

足排放量要求）的市

場價格決定之 

 

§15.3 

1.環境措施

須遵照 ICAO

標準 

2.歐盟限制

交通流量與

空運服務頻

1.原告未提出證

據 

2.歐盟採取環境

措施時，依協定

可限制之 

3.歐盟措施非機

場規費 

1.歐盟設有豁免制度

可避免雙重管制（符

合 ICAO 要求） 

2.當締約一方在採取

與環境保護相關之措

施時，非不得採取會

限制交通流量與空運

類似芝加哥

公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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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3.收取機場

規費應依照

不歧視原則 

服務之頻率或班期、

或航空器種類之措施

3.排放權交易制度並

未限制航空器之排

放，亦未限制空運服

務之頻率或班期，航

空業者的基本義務僅

是依其實際排放量繳

交相對應的核發量，

且如前述（§11）理

由，此項義務不能視

為一項機場規費；且

歐盟措施遵照不歧視

原則為之 

在航空法問題方面，歐盟是否受芝加哥公約拘束此一首要問題，其乃影響著

歐盟措施是否應受芝加哥公約之合致性檢驗，且可能影響 ECJ 對歐盟措施的法

律定性之解釋，在 ECJ 開宗明義認定歐盟不受芝加哥公約拘束後，ECJ 對歐盟措

施之解釋有更自由的裁量空間。另一核心問題即，歐盟措施下之義務究竟屬於稅

賦或規費，抑或管制法規、措施，此定性影響著包括航空法下和經貿法下（下一

章將探討）多項爭議問題之結論。 

儘管歐盟措施在芝加哥公約下之適法性仍待釐清，但在 ICAO 第 38 屆大會

已決議將在2016年之第39屆大會通過一全球性的市場機制來管理航空業之排放

問題，歐盟對於管制全球航空業排放問題之倡議亦稱得上有所進展，並隨之將歐

盟措施之適用範圍在2016年之前限縮於往來於歐洲經濟區之航班，可見近期內，

歐盟與各國在 ICAO場域尚不至有爭端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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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制度引發之經貿法爭議 

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制度乃全球第一個採取之碳邊境措施，其在世界貿易

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相關規範下之適法性問題亦存有疑義206。

本章第一節先從歐盟措施所直接涉及的空運服務規範，即從歐盟措施與服務貿易

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以下簡稱 GATS）之合致性談起；

第二節則說明貨品貿易是否亦可能受歐盟措施之影響，逐一檢視歐盟措施是否符

合關稅及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1994，以下簡稱

GATT）相關規範；第三節則參照經貿法過去類似之案例，釐清歐盟連結和豁免

制度之定性以及尋求判斷連結和豁免制度與經貿法合致性之法理依據；第四節和

第五節則接續討論歐盟的連結和豁免制度，並藉本章第三節所獲之法理依據先檢

視連結和豁免制度是否有機會通過適法性檢驗，接著分析本文第參章所介紹之現

行各種航空業溫室氣體管制措施符合豁免要件之可能性，同時觀察歐盟措施之連

結和豁免設計是否有助減少歐盟措施與其在經貿法互動中可能產生之衝突；最後

第五節則為本章之結論。 

第一節 服務貿易總協定 

在探討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特別是航空業者必須繳納給管理會員國之核發

量此核心義務）是否違反 WTO之 GATS 之前，有必要先了解 GATS 底下有關空

運服務業之規範現況，接著再討論歐盟系爭制度是否屬於 GATS 規範範圍以及其

與 GATS 規範之合致性問題。 

                                                      

206
 施文真，「初探納入航空業之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與其他國際法義務的互動關係」，前揭註 36，，

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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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服務貿易總協定下之空運服務業 

GATS 就空運服務業別，定有「空運服務附件」（Annex on Air Transport 

Services），該附件適用之對象包括「影響」空運服務貿易之措施（不論是否已納

入服務貿易特定承諾表者），並包括輔助服務貿易之措施207。然而，該附件第 2

項規定 GATS（包括其爭端解決程序）不適用以下兩類影響空運服務之措施208：

（a）無論以何種方式授與之航權（Traffic Rights）；或（b）與航權之行使直接相

關之服務，但此附則第三項之規定，不在此限209。第 3項則明文 GATS 應適用於

影響下述事項之措施（a）航空器之修理及維護；（b）空運服務之銷售及市場行

銷；（c）電腦訂位系統服務210。據此，即使第 3項列之三類措施涉及與航權行使

直接相關之服務，其仍適用 GATS。 

與空運相關的服務業類別相當多元，以 WTO秘書處提供的「服務部門分類

清單」（Service Sectoral Classification List）為例211，在空運服務部門別以下羅列

                                                      

207
 羅昌發，國際貿易法，頁 499，2010年 9月 2版；Annex on Air Transport Services to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para. 1: “This Annex applies to measures affecting trade in air 

transport services, whether scheduled or non-scheduled, and ancillary services. It is confirmed that any 

specific commitment or obligation assumed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reduce or affect a Member's 

obligations under b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that are in effect on the date of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WTO Agreement.”. 
208

 以下有關 WTO 協定之中文譯文，多數參自經濟部國貿局所編印之「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

判協定中英對照本」。 
209

 Annex on Air Transport Services to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para. 2: “The 

Agreement, including its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shall not apply to measures affecting: (a) 

traffic rights, however granted; or (b) service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xercise of traffic rights, except as 

provided in paragraph 3 of this Annex.”；傳統上，國際空運服務之市場開放係透過雙邊協定來交換

或受與航權，儘管 WTO 成立後出現許多將國際空運納入 GATS 之相關討論，並期望藉此多邊架

構達成空運服務業自由化，但於烏拉圭回合談判時在美國強力主張下，GATS 之「空運服務業附

件」直接排除了「航權」適用 GATS 之規範。參施文真，「初探納入航空業之歐盟排放權交易

制度與其他國際法義務的互動關係」，前揭註 36，頁 309-311。 
210

 Annex on Air Transport Services to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para. 3: “The 

Agreement shall apply to measures affecting: (a) aircraft repair and maintenance services; (b) the 

selling and marketing of air transport services; (c) computer reservation system (CRS) services.” 
211

 WTO, SERVICES SECTORAL CLASSIFICATION LIST, MTN.GNS/W/120, Jul. 10, 1991, 

available at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serv_sectors_e.htm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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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次部門別：客運（Passenger transportation）、貨運（Freight transportation）、

配備機組員之航空器租賃（Rental of aircraft with crew）、航空器修護（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aircraft）、空運輔助性服務（Supporting services for air transport）等212；

然而，除了空運服務業附件第 3項所列之三種服務業別之外，其他與空運服務相

關之服務業是否為 GATS所涵蓋？此即端視如何解釋空運服務業附件第 2與第 3

項。 

WTO 會員國對於空運服務業附件第 2 項與第 3 項之解釋存有相當大歧見：

美國、加拿大和日本等國認為只有附件第 3項所列之三種服務業別適用 GATS 規

範，其他與空運相關之服務業類別即使與航權行使無關（如近年方興未艾的航空

器租賃服務）仍無適用 GATS 餘地；支持空運服務業自由化的國家，如澳洲、智

利、歐盟等國則認為只要非附件第 2項所明文排除項目（亦即非航權之授與；或

非與航權行使直接相關的空運服務業，如地勤業）應屬於 WTO會員得提出特定

承諾之服務業213。 

依美、加、日等國之見解，空運服務業附件第 3項似乎為一列舉規定，易言

之，僅明文列出之三種與空運服務相關之類別受 GATS 規範；然而此種看法可能

僅就該附件 3項進行文義解釋，而未顧及附件第 3項與第 2項之上下文關係214。

申言之，附件第 2項舉出兩類不適用 GATS 之措施：一為影響航權之措施；另一

為與航權行使直接相關的服務業措施，但不包括該附件第 3 項所列者，故第 3

                                                                                                                                                        

該文件因編號之故，一般又稱為 W/120 清單；秘書處在 1991年 5 月的分類清單草案中指出，本

分類清單將依據服務業談判之發展以及其他工作進展得進一步修正。 
212

 空運輔助性服務之內容，依據聯合國服務貿易分類號碼（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UNCPC）

之說明，其包括機場營運服務（Airport operation services）、飛航管制服務（Air traffic control services）

和其他輔助性服務（例如：航空器清潔與消毒服務）均屬之；各次部門別之內容包含（與排除）

哪些細部項目，可參考中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整理之「CPC 與 W120 對照表」：

http://db.wtocenter.org.tw/w120.asp，最後瀏覽日：2015年 1月 1 日。 
213

 施文真，「初探納入航空業之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與其他國際法義務的互動關係」，前揭註

36，頁 313。 
214

 同上註，頁 3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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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的功能係在補充說明第 2 項（b）所指出的例外情形（據此，儘管第 3 項所列

之三種業別涉及航權行使，但仍受 GATS 規範）。尤有甚者，附件第 1 項開宗明

義規定「本附件適用於影響空運服務，無論定期或不定期，及其輔助服務貿易之

措施」，且該附件未特別說明第 2 項和第 3 項所列之外的其他影響空運服務措施

與 GATS 之關係，故非第 2項和第 3 項所列者似應回歸附件第 1項原則規定而受

GATS 規範。此外，就事實面觀之，澳洲與歐盟已將地勤業（Ground handling 

services）納入其特定承諾表中，若認為該些國家可以主張已承諾市場開放之地

勤業可不須遵守 GATS 之市場開放原則，此將與 GATS 欲透過特定承諾表要求

WTO會員開放服務貿易之精神相違215。 

綜上，似乎不宜將附件第 3項解釋為空運服務業應適用 GATS 之列舉業別規

定，反之，只要符合附件第 1項「本附件適用於影響空運服務……及其輔助服務

貿易之措施」之要件且不與航權行使直接相關，或雖與航權行使相關但為第 3

項所列者，均得適用 GATS 規範；惟目前尚無涉及空運服務業之爭端解決案件，

故無從得知爭端解決機構將如何解釋該附件之爭議。 

第二項 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指令與服務貿易總協定之合致性 

有關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指令與 GATS 合致性之分析，以下必須先探討歐

盟該指令是否適用 GATS；接著在可能適用的前提下逐一檢視可能涉及 GATS 下

哪些義務；最後，若歐盟指令違反 GATS 諸義務，歐盟是否可以主張其適用一般

例外規定而使系爭措施正當化216？ 

                                                      

215
 同上註，頁 314。 

216
 在進行 GATS合致性討論前需先注意，空運服務業附件第 4項設有程序性規定：「本協定之爭

端解決程序，僅於相關會員具有義務或已作特定承諾，且雙邊和其他多邊協定中之爭端解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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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否適用 GATS？ 

在檢視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指令與 GATS 之合致性時，首先必須討論本指

令是否符合空運服務業附件第 1項與 GATS 第 1條第 1項規定之適用範圍。由於

該附件第 1 項之規定：「本附件適用於影響空運服務……及其輔助服務貿易之措

施……」與GATS第 1條第 1項：「本協定適用於會員所採影響服務貿易之措施。」

217條文用語相似，故兩者似可採相同解釋方式218。此外，GATS 第 28 條對「措

施」、「服務之供給」和「會員所採影響服務貿易之措施」之定義，亦與判斷歐盟

指令是否適用 GATS 規範有關，故在此先予說明—該條（a）款定義『措施』係

指會員所採法律、規則、命令、程序、決定、行政處分或其他形式之任何措施; （b）

款說明『服務之供給』包括服務之生產、分配、行銷、銷售及交付等；（c）款則

舉出『會員所採影響服務貿易之措施』包括下列事項之措施：（i）關於服務之購

買、付費或使用；（ii）關於與某一服務之供給有關之其他服務之獲得與使用，且

該等服務為會員所要求普遍提供給大眾者；（iii）關於一會員之人在另一會員境

內為提供服務之自然人呈現及商業據點呈現219。 

                                                                                                                                                        

業已不敷使用時，方得援用之。」故 WTO爭端解決小組是否認為歐盟系爭措施必須先透過 ICAO

爭端解決程序後，小組始得予以審理系爭措施與 GATS 合致性問題？抑或認為 ATA 既已窮盡歐

盟法律救濟程序故 WTO 應受理之？此一問題值得關注。Annex on Air Transport Services to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para. 4: “Th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of the Agreement 

may be invoked only where obligations or specific commitments have been assumed by the concerned 

Members and wher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in bilateral and other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or 

arrangements have been exhausted.”. 
217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hereinafter: GATS), art. 1.1: “This Agreement applies to 

measures by Members affecting trade in services.”. 
218

 Lorand Bartels, The Legality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U’s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to Aviation, 23 

(2) EUR J INT LAW 429, 460 (2012).  
219

 GATS, art 28: “(a) "measure" means any measure by a Member, whether in the form of a law, 

regulation, rule, procedure, decision, administrative action, or any other form; (b) "supply of a service" 

includes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marketing, sale and delivery of a service; (c) "measures by 

Members affecting trade in services" include measures in respect of (i) the purchase, payment or use of 

a service; (ii) the access to and use of,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upply of a service, services which are 

required by those Members to be offered to the public generally; (iii) the presence, including 

commercial presence, of persons of a Member for the supply of a service i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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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TO歐體香蕉案（EC－Banana III）中，爭端解決小組（Panel）與上訴

機構（Appellate Body）對於 GATS 第 1條第 1項之「影響」（affecting）一詞已

有相關論述：小組引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條和第 32 條之善意解釋原則，並

參酌「影響」一詞涵義，其認為 GATS 第 28 條（c）款為例示規定，而非窮盡式

之列舉規定，因此「影響」一詞不應解釋為「有關」（in respect of）否則將限縮

原條文涵義；此外，協定起草者於 GATS 第 28 條（b）、（c）款中，有意地使用

「服務之供給」和「影響」兩詞，以確保 GATS 得適用於任何影響服務供給競爭

條件之措施，而不問該措施是直接或間接影響服務之供給220。上訴機構亦同意小

組見解，並說明 GATS 第 1條第 1項使用「影響」一詞意指起草者有意賦予 GATS

較廣泛的適用範圍，而 GATS 第 1 條第 3 項（b）款所定義之「服務」係包括任

何行業部門下之任何服務（惟政府行使職權時所提供之服務除外）221，至於第

28條（b）固然規定『服務之供給』包括服務之生產、分配、行銷、銷售及交付，

但上述條文均未對 GATS 適用範圍加諸任何限制222，某種程度亦顯示 GATS適用

範圍相當廣泛，會員採取之措施只要對服務業有些影響足以適用 GATS，毋須是

管制服務貿易或直接影響服務貿易之措施223。 

據此，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指令是否適用 GATS？ 

                                                      

220
 羅昌發，前揭註 207，頁 406；Panel Report, European Communities – Regime for the Importation, 

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Bananas, WT/DS27/R, adopted as modified by the Appellate Body Report, 

Sep. 25, 1997, paras. 7.280-282. 
221

 GATS, art. 1.3 (b): “"services" includes any service in any sector except services supplied in the 

exercise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 
222

 羅昌發，前揭註 207，頁 406；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 European Communities – Regime for the 

Importation, 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Bananas, WT/DS27/AB/R, adopted Sep. 25, 1997, paras. 

217-222；在之後的加拿大汽車案（Canada－Auto）中，小組和上訴機構皆援引歐體香蕉案中關

於「影響」之定義，作為案件審理基礎；且上訴機構認為在判斷一措施是否屬於「影響服務貿易」

時，至少必須審查（i）系爭貿易是否屬於第 1條第 2項的「服務貿易」型態，以及（ii）系爭措

施是否在第 1條第 1項的意義下，「影響」了該服務貿易，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 Canada – 

Certain Measures Affecting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WT/DS139/AB/R, adopted Jun. 19, 2000, paras. 

152-155. 
223

 施文真，「初探納入航空業之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與其他國際法義務的互動關係」，前揭註36，

頁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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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歐盟措施其涉及者乃是與各種空運相關服務之供給，如前所述與空運相關

的服務業類別相當多元，例如：非歐盟航空公司至歐盟境內提供國際客運服務

（Cross-border supply）；非歐盟公司於其本國境內提供歐盟航空公司航空器之修

護服務（Consumption abroad）；非歐盟公司至歐盟境內設立商業據點以提供歐盟

境內之訂位系統服務（Commercial presence）；非歐盟航空公司之專業人員至歐

盟境內提供空運服務銷售與市場行銷服務或至歐盟分公司掌管業務（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等，以上均屬於 GATS 第 1 條第 2項之「服務貿易」224與第 28

條（b）款「服務供給之定義」，至此尚無太多疑義。然而，歐盟措施是否屬於

GATS 第 1條第 1項「影響服務貿易之措施」和空運服務業附件第 1項「影響空

運服務……及其輔助服務貿易之措施」？此問題必須就指令之各項義務探討之。 

（一）歐盟指令核心義務對空運服務貿易之影響 

從該指令要求受管制之航空業者的核心義務觀之：業者必須在要求期限內繳

交與其一年間總排放量等量之核發量予管理單位，否則將受罰鍰或禁止營運之處

罰225，有論者謂歐盟之「排放上限與交易」（Cap-and-Trade）類型之排放權交易

制度，本質上等同於對航班設有上限，若依此解釋歐盟措施必然會影響進入歐盟

市場之空運服務業貿易而屬於 GATS 第 1條第 1項和附件第 1項「影響服務貿易

之措施」，進而受 GATS 規範；然而，歐盟雖對受管制國之無償分配核發量設有

上限，但此解釋忽略該交易制度允許業者從其他管道購買核發量，以滿足其現行

                                                      

224
 GATS, art. 1.2: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greement, trade in services is defined as the supply of a 

service: 

(a) from the territory of one Member into the territory of any other Member; 

(b) in the territory of one Member to the service consumer of any other Member; 

(c) by a service supplier of one Member, through commercial presence in the territory of any other 

Member; 

(d) by a service supplier of one Member, through 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 of a Member 

in the territory of any other Member.”. 
225

 詳參本文第貳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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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或增班產生之排放量要求226，此外歐盟可能援引 ECJ 的判決而主張該指令

性質為一市場措施，而未限制航空器經營者提供之航班數量。退步言之，若認為

歐盟指令核心義務確實對航班數量有所影響（理由是：未持有核發量之經營者將

無法於歐盟境內提供空運服務），但其可能因涉及航權而被空運服務業附件第 2

項規定排除適用 GATS
227。 

另有論者檢視歐盟該核心義務是否可能影響其他涉及航權事項？學者

Lorand Bartels 從空運服務業附件第 6項（b）款對「航權」228定義來看，歐盟措

施可能會影響業者「收費之費率及其條件」（tariffs to be charged and their 

conditions）：其指出該費率是指「談判費率」（negotiated tariffs）而非包含所有之

空運服務訂價，蓋過去航空公司執飛國際航線時必須經由各國（states）在 IATA

談判訂出收費之費率，但現今大多由航空公司自行設定費用，儘管理論上歐盟措

施可能影響歐盟會員國與第三國間仍有效之談判費率，但事實上其不太可能存在。

就此而言，歐盟措施則與航權無關因而適用 GATS 規範229。 

（二）歐盟指令附屬義務對空運服務貿易之影響 

                                                      

226
 例如購買 EU ETS下其他部門賣出之核發量，或 EU ETS以外經認可之 CERs 和 ERUs。施文

真，「初探納入航空業之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與其他國際法義務的互動關係」，前揭註 36，頁

316-317。 
227

 依據空運服務業附件第 6項（d）款：「『航權』係指於一會員國領土內或飛越其上空或往返該

國，以有償或包租方式，經營及／或載運客、貨、郵之定期或不定期服務之權利， 包括飛航之

航點、經營之航線、載運之運量型態、提供之運能、收費之費率及其條件以及指定航空公司之準

據，包括諸如數量、所有權及控制權等標準。」，因此若歐盟指令對航班數量造成影響，可能涉

及航權定義中經營及／或載運之「運能」（capacity）；此外，若某一業者因未遵守該指令義務受

歐盟執委會禁止營運處分，該措施亦可能被認為影響「指定航空公司之標準」（ criteria for 

designation of airlines），此亦屬空運服務業附件定義下之航權，故仍排除適用 GATS。 
228

 Annex on Air Transport Services to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para. 6(d): “"Traffic 

rights" mean the right for scheduled and non-scheduled services to operate and/or to carry passengers, 

cargo and mail for remuneration or hire from, to, within, or over the territory of a Member, including 

points to be served, routes to be operated, types of traffic to be carried, capacity to be provided, tariffs 

to be charged and their conditions, and criteria for designation of airlines, including such criteria as 

number, ownership, and control.”.  
229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6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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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制度下，航空器經營者除了應繳交與其實際排放量

相同的核發量此一核心義務外，經營者之附屬義務包括：接受管理會員國監督、

自行監測其排放量、提出經認證的排放量監測報告，未依規定繳交核發量者更須

負擔罰鍰責任等。上述附屬義務勢必增加業者的營運成本，空運業者為因應此一

額外成本，除了提高票價或運費外，亦可能必須購買或租用油耗較低的新型航空

器，甚至調整直飛歐盟會員國之航線以縮短航空器排放量之計算距離230。 

單純營運成本提高而改變營運策略似乎難以直接認定指令附屬義務屬於「影

響空運服務貿易之措施」，畢竟所有管制類型之政府措施，如環保、公安、勞工

安全等均會影響業者營運成本231。但因歐盟指令造成航空器經營者之航線調整或

限制（如：經營歐盟航線成本太高使經營者被迫減少航班甚至停飛），勢必影響

其他空運服務之提供，例如：空運服務之銷售及市場行銷、配備機組人員之航空

器租賃等等，在此情況下應可合理認為歐盟措施屬於「影響空運服務貿易之措施」。

這些受影響之空運服務業，除與航權相關者外，亦包括屬於空運服務業附件第 3

項規定之業別和非第 3項之業別，不論對第 3 項解釋為廣義之例示規定或狹義之

列舉規定，均難以排除歐盟指令適用 GATS 之可能（調整航線本身則可能因與航

權有關而被排除適用 GATS）。 

由上述討論可知，不論歐盟指令之核心義務或附屬義務，其最直接影響者乃

與航權相關之服務貿易，此部分固然不適用 GATS 規範，但因航權問題而直接或

間接受影響之其他空運服務則仍可能適用 GATS 規範。 

                                                      

230
 例如原桃園直飛羅馬航班（TPE-ROM），將可能改成中停德里在飛往羅馬（TPE-DEL-ROM），

因後者之排放量從中轉地德里起算，所需繳交之核發量將比直飛航班減少許多。 
231

 雖然學者和法理目前均認 GATS 第一條適用範圍相當廣泛，但若遽以認為凡會影響業者成本

之所有管制類型的政府措施均屬「影響服務貿易之措施」，其是否造成 WTO 會員無謂負擔或過

度限制會員國內管制主權仍待商榷。施文真，「初探納入航空業之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與其他國

際法義務的互動關係」，前揭註 36，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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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能違反哪些 GATS 下義務？ 

在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指令可能適用 GATS 之範圍，其可能違反哪些義

務： 

（一）GATS 第 2條：最惠國待遇 

依據 GATS 第 2條第 1項：關於 GATS 所涵蓋之措施，各會員應立即且無條

件地對來自其他會員之服務或服務提供者提供不低於該會員給予其他國家同類

服務或服務提供者之待遇232；此為 GATS 之總義務與原則，因此不論相關 WTO

會員國是否曾作特定承諾，會員國均須遵守此最惠國待遇義務，除非其措施已列

於該國之最惠國待遇豁免表中233。 

首先，不論歐盟指令所影響之服務業別是否因空運服務業附件排除適用

GATS：非歐盟籍業者提供之空運服務應屬同類服務（例如：我國之中華航空公

司提供之台北飛往阿姆斯特丹客運服務和大韓航空提供之首爾飛往阿姆斯特丹

客運服務，應屬同類服務），且在歐盟指令下，凡起降於歐盟境內航空站之外籍

航空器經營者均須受該指令措施管制，就此規範而言（de jure）似乎符合最惠國

待遇原則。 

另外，學者 Bartels 認為，歐盟指令對提供給在歐盟境外旅行之歐盟消費者

的服務（如旅遊業）造成顯著影響；且其亦對某些國家之服務或服務提供者有不

均衡之影響（disproportionate effect），如加勒比海島國巴貝多（Barbados）之旅

                                                      

232
 GATS, art. 2.1: “With respect to any measure covered by this Agreement, each Member shall 

accord immediately and unconditionally to services and service suppliers of any other Member 

treatment no less favourable than that it accords to like services and service suppliers of any other 

country.”. 
233

 GATS, art. 2.2: “A Member may maintain a measure inconsistent with paragraph 1 provided that 

such a measure is listed in, and meets the conditions of, the Annex on Article II Exem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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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業在比例上，將比以色列之旅遊業受到更大影響，而這些狀況均與「服務之來

源地」（the origin of the service）有所關連：即與地理因素有直接之連結234。就此

而言，歐盟未能提供給所有同類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相同之待遇，而可能違反最惠

國待遇原則235。 

然而，即使歐盟措施不會對其他國家之服務或服務提供者造成影響，歐盟指

令針對起飛自採取降低航空業對氣候變遷影響措施之第三國的航空器，得豁免受

排放權交易制度之管制，此豁免規定給予特定第三國較優之待遇，且未列於歐盟

最惠國待遇豁免表中236，此部分規範設計恐亦違反最惠國待遇原則。 

（二）GATS 第 6條第 1項、第 4項：國內規章 

在國內規章規範部分，GATS第 6條第 1項規定：對已提出特定承諾之行業，

各會員應確保其影響服務貿易之所有一般性適用措施是以合理、客觀且公平之方

式實施237。因此 GATS 國內規章規範僅適用於歐盟已提出特定承諾之行業（即空

運附件第 3項所列之三種空運服務業別）238；如前所述，歐盟指令之各種核心義

務和附屬義務應可歸為「影響服務貿易之一般性措施」，故歐盟措施在實施時必

須遵循合理、客觀且公平之要求。然而，在指令生效後，在國際政治動盪下239，

歐盟於 2014年 4月 30日頒布修正案（Regulation (EU) No 421/2014），明文規定

                                                      

234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64. 

235
 該學者認為距離歐盟越遠之航班將負擔較多的措施遵循費用，而該些費用將轉嫁至空運服務

費用上，詳細論述請參本節第二項有關 GATT 第 1條第 1項之討論。 
236

 歐盟僅針對空運服務業中之「電腦訂位系統服務」列有最惠國待遇豁免之條件、對象和期限。

WTO,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 FINAL LIST OF ARTICLE 

II (MFN) EXEMPTIONS, GATS/EL/31 (Apr. 15, 1994).  
237

 GATS, art. 6.1: “In sectors where specific commitments are undertaken, each Member shall ensure 

that all measures of general application affecting trade in services are administered in a reasonable, 

objective and impartial manner.”. 
238

 WTO,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 SCHEDULE OF 

SPECIFIC COMMITMENTS, GATS/SC/31 (Apr. 15, 1994). 
239

 在歐盟指令生效後，部分國家（如美國、中國）相繼在其國內立法禁止其國內航空業者參加

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許多航空業者亦未如期提出歐盟指令要求之經認證的排放量監測報告。詳

參本文第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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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期間，航空業排放權交易指令適用範圍

暫時限縮於往來於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EEA）境內之航班；

易言之，外國之航空器經營者尚未正式參與該指令之運作，是故無從得知歐盟措

施是否將以合理、客觀且公平之方式實施該措施，包括：各國繳交之排放量監測

報告的審核程序、核發無償核發量之實際方式與標準、收回核發量等。 

另外，GATS 第 6 條第 4 項規定：「為確保有關資格要件和程序、技術標準

及核照要件等措施，不致成為服務貿易不必要之障礙……尤其應該確保上述措施

係：(a)基於客觀及透明之標準，例如提供服務之資格及能力；(b)不得比確保服

務品質所必要之要求更苛刻；(c)就核照程序本身而言，不得成為服務供給之限

制。」240，歐盟指令是否屬於該項所指（有關資格要件和程序、技術標準及核照

要件等）之措施241？ 

首先必須了解各該名詞定義，依據 WTO秘書處出版之「技術性貿易障礙協

定原則與服務貿易協定第 4 條第 4 款進口核照程序之相關性」，其定義「資格要

件」（Qualification requirements）係指專業服務提供者為取得資格或執照所必須

符合之實體要件；「資格程序」（Qualification procedures）則指與資格要件管理相

關之行政或程序規則；「核照要件」（Licensing requirements）則包括服務提供者

為取得提供服務之正式許可所必須遵守、不屬於資格要件的實體要件，「核照程

序」（Licensing procedures）是與執照申請之提交與審核相關的行政程序；「技術

                                                      

240
 GATS, art. 6.4: 

241
 本項規範未明文本項僅適用於「會員已提出特定承諾之行業」（同條之第 1、3、5、6 項則有

相關規定），故 WTO 秘書處將本項視為 GATS 一般性原則與義務，不限於會員已提出特定承諾

之行業；然亦有學者認為第 4 項在解釋上應考慮第 5項規範，因此第 4項應僅適用於會員已提出

特定承諾者。惟歐盟已將某些空運服務業部門納入於其特定承諾表中，因此不論對第 6 條第 4

項採何種看法，均不影響歐盟指令須遵循該款之義務。參施文真，「初探納入航空業之歐盟排放

權交易制度與其他國際法義務的互動關係」，前揭註 36，頁 325。WTO Secretariat, ARTICLE VI:4 

OF THE GATS: DISCIPLINES ON DOMESTIC REGULATION APPLICABLE TO ALL SERVICES, 

S/C/W/96, para. 15 (Mar 1,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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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Technical standards）則是得適用於服務之特徵或定義以及服務呈現之方

式的要件242。藉由上開定義來解釋 GATS 第 6條第 4款所要求之「基於客觀及透

明之標準」、「不得比確保服務品質所必要之要求更苛刻」，其目的在規範系爭措

施所規定之資格要件、技術標準和核照要件，必須與該服務提供者之專業能力有

關，且須與其提供之服務業內容有密切之關係，而非泛指要求服務提供者所應遵

守或具有的一般性資格。 

準此以言，歐盟指令要求航空器之經營者必須持有核發量使得經營來往本國

與歐盟之航線，看似要求航空業者必須具備之資格要件或核照要件，然而，排放

權交易制度下的核發量係指允許持有者排放一定數量之溫室氣體的許可，與航空

業者提供各種類型之空運服務業的專業能力（例如航空器之適航性、機組人員的

專業性等）無關，故應不屬於 GATS 第 6條第 4項中所指有關「資格要件、技術

標準和核照要件」之措施；此外，航空業者除可無償取得部分之核發量外，亦可

自拍賣或向其他業者購買之，由此可知持有核發量與具備「資格要件或核照要件」

之性質迥異，蓋專業能力非得以「購買」方式取得。是故，歐盟指令下之相關規

範，應不屬於 GATS 第 6條第 4項所指之措施243。 

綜上，歐盟措施是否符合 GATS 第 6 條第 1 項要求仍待觀察，但其不適用

                                                      

242
 Qualification requirements, these comprise substantive requirements which a professional service 

supplier is required to fulfil in order to obtain certification or a licence; Qualification procedures, theses 

are administrative or procedural rules relat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qualification requirements; 

Licensing requirements, these are substantive requirements, other than qualification requirements, with 

which a service supplier is required to comply in order to obtain a formal permission to supply a 

service; Licensing procedures, these ar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relating to the submission and 

processing of an application for a licence; Technical standards, There are requirements which may 

apply both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r definition of the service and to the manner in which it is performed. 

WTO Secretariat, THE RELEVANCE OF THE DISCIPLINES OF THE AGREEMENTS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 AND ON IMPORT LICENSING PROCEDURES TO 

ARTICLE VI.4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S/C/W/96, para. 4 

(Sep. 11, 1996). 
243

 施文真，「初探納入航空業之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與其他國際法義務的互動關係」，前揭註36，

頁 32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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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S 第 6條第 4項相關規範。 

（三）特定承諾：GATS 第 16條市場開放、GATS 第 17 條國民待遇原則 

歐盟既已將空運附件第 3項所列之三種空運服務業別納入其特定承諾表，除

前述之規範外，歐盟措施自須遵守 GATS 有關市場開放（Market Access）和國民

待遇（National Treatment）相關義務。 

就市場開放部分，歐盟指令可能涉及者乃 GATS 第 16 條第 2 項以下相關規

範：「會員對已提出市場開放承諾之行業，除非其承諾表內另有規定，否則不得

於其部分地區或全國境內維持或採行下列措施：(a)以配額數量、獨占、排他性

服務提供者或經濟需求檢測之要求等形式，限制服務供給者之數量；……(c)以

配額數量或經濟需求檢測之要求等形式，藉指定之數量單位，限制服務營運之總

數或服務之總生產數量；……」；此款禁止任何以配量數額方式，以限制服務提

供者之數量或限制服務營運之總數或服務總生產數量。在歐盟措施下，固然可能

因指令義務提高航空器經營者之營運成本造成航班減量，進而對其承諾表內之服

務供給（如空運服務相關業別：航空器之修理及維護、空運服務之銷售及市場行

銷、電腦訂位系統服務；或其他業別：旅遊和娛樂服務）產生限制效果，但業者

是否進入歐盟市場乃取決於其自身營運利潤考量，歐盟指令並未對航班或承諾表

內業別之服務或服務提供者設定配額數量，故歐盟指令應不屬於市場進入類之措

施244。 

至於國民待遇原則之問題，GATS 第 17條第 1 項規定：「對承諾表上所列之

行業，及依照表上所陳述之條件及資格，就有關影響服務供給之所有措施，會員

給予其他會員之服務或服務提供者之待遇，不得低於其給予本國類似服務或服務

                                                      

244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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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之待遇。」首先不論歐盟措施所影響是何種空運服務業別，歐盟指令本身

（as such）並未針對空運業者之國籍而課予不同義務，就此而言似乎合乎國民待

遇原則；然而，該指令在各管理會員國運作下（as applied），有關業者之管理、

監督與執法上，是否會給予非歐盟籍業者低於其給與本國籍業者的待遇，此部分

仍待非歐盟籍業者加入排放權交易制度後，始得觀察之。 

此外，學者 Bartels 從歐盟措施對旅遊與娛樂服務業（Tourism and recreational 

services）之影響來討論系爭措施與國民待遇原則。依 GATS 第 17條第 3項：「如

該待遇改變競爭條件，致使會員本身之服務或服務提供者較其他會員之服務或服

務提供者有利，則該項形式上相同或形式上有所不同之待遇都應被視為不利之待

遇。」245，其認為歐盟措施可能具有改變競爭條件之效果，使歐盟之服務與服務

提供者比起其他 WTO會員較為有利（例如：隨著機票成本提高，可預見歐盟居

民將較偏好在家度假）246，且該歧視的產生乃與服務或服務提供者之來源有關247。

雖然 GATS 就第 17條設有附註十：「本條之下所承擔之特定承諾，不應被解釋為

要求會員國對於關於相關服務或服務供應者之外國屬性所造成本質上之競爭不

利地位，給予補償。」248，此規定似乎可使歐盟措施免責；然而在「加拿大─汽

車案」（Canada－Automobiles）中爭端解決小組指出，附註十並非在保護可能會

改變競爭條件而不利於原本即因其外國特徵已處於不利地位之外國服務或服務

提供者之措施；就服務提供的第二種型態（mode）：「國外消費」（Consumption 

                                                      

245
 GATS, art. 17.3: 

246
 以歐盟和美國境內旅遊業和娛樂業為例，當往返美歐間的國際機票價格提高，前往美國消費

之歐盟消費者將減少，因此競爭條件有利於歐盟境內之旅遊和娛樂服務及其提供者，對於美國境

內之同類服務和服務提供者則較不利。 
247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65. 
248

 Footnote 10 of the GATS: “Specific commitments assumed under this Article shall not be construed 

to require any Member to compensate for any inherent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s which result from the 

foreign character of the relevant services or service suppliers.”. 其在補充說明「外國之服務或服務供

應者在本質上即會面臨之不利益地位，並非國民待遇原則所欲排除之對象」，外國業者在成本上

本來即會較國內供應者立於某些不利之地位，此種情形乃國際競爭之常態，故非 GATS 所欲處理

者。羅昌發，前揭註 207，頁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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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oad）而言，附註十使歐盟免於補償消費者國際運輸之費用，但附註十本身並

未允許歐盟增加該些費用249。因此，歐盟措施在旅遊與娛樂業別恐違反國民待遇

義務。 

對於上述推論有兩個基本問題需要思考：其一、如歐盟措施會改變競爭條件

之前提是，其措施會直接影響票價而使歐盟居民減少出國消費並有利於歐盟本國

之各種服務提供者，如此一來國外的服務提供者不僅是旅遊業受影響，其他如教

育服務亦可能受影響；其二、歐盟措施雖可能造成航空業者營運成本提高，然而

是否將此成本反應在或票價上，此乃業者於市場競爭時可自由決定，且如本文前

述，所有管制類型之政府措施（如環保、公安、勞工安全等）均會影響業者營運

成本，恐難將票價提高直接歸因於歐盟措施；甚者，即使歐盟措施對業者造成某

些負擔，但業者持有之核發量中多數部分乃歐盟依祖父條款無償分配給受管制業

者，在市場價格運作下業者亦可能因持有剩餘核發量而得轉賣獲利，亦說明歐盟

措施與票價間似無必然關係，是故，上述學者推論的前提可能不會成立。 

三、一般性例外： GATS 第 14條（b）款維護人類動物植物生命健康所需者 

倘歐盟措施確已違反 GATS 諸原則和義務，其可否因一般例外之規定而使其

違反 GATS 義務之措施正當化250？ 

GATS 第 14 條列有五種公共政策類型，於符合本條前言規定之狀況下，得

正當化會員所採取之違反 GATS 義務的措施。歐盟措施的目的在於降低航空業造

                                                      

249
 旅遊與娛樂業別已納入歐盟承諾表 Mode 2,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66. 

250
 GATS 第 14 條雖列於協定第二部分，然而從該條前言文字：「『本協定』不得禁止會員為下列

目的之所需，採取或執行之措施……」可推知本條適用於 GATS 下所有規範，且在「美國—賭博

案」中，小組和上訴機構於裁決美國被指控措施違反 GATS 第 16 條（協定列於第三部分）後，

接著分析系爭措施可否援引第 14 條可印證 GATS不限於適用協定第二部分。施文真，「初探納入

航空業之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與其他國際法義務的互動關係」，前揭註 36，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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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溫室氣體排放以保護大氣資源，與「美國─汽油案」（US－Gasoline）中美

國主張欲保護之對象相似；該案小組接受美國所主張大氣資源，尤其是乾淨之空

氣，屬於 GATT 第 20 條（g）款中所指「可枯竭之自然資源」251，但 GATS 第

14 條並無 GATT 第 20 條（g）款相同之規定，因此，與歐盟指令最相關者可能

為 GATS 第 14 條（b）款「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之生命或健康有必要者」，若

歐盟欲以此款為由，正當化其違反 GATS 下義務之措施：其首先必須舉證降低溫

室氣體排放或減少氣候變遷帶來之影響係為了「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之生命或

健康」；接著，其尚須證明其所採取之排放權交易措施係為了此一目標所必要者；

最後，歐盟尚必須證明本指令此一規範符合 GATS 第 14 條之前言要件252。 

由於在「美國—賭博案」（US－ Gambling）中，小組和上訴機構均表示在

解釋 GATS 第 14條時，可參考 GATT第 20條之法理253，且鑒於歐盟措施與「美

國—蝦類案」（US－Shrimp）之系爭措施在概念上以及可能涉訟之爭點類似，故

本文有關歐盟措施在 GATS 第 14 條（b）款與前言之合致性問題容於（本節下

一項）GATT第 20條部分一併參照「美國—蝦類案」之解釋分析各要件。 

第二節 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由於歐盟指令所直接影響者可能是與空運有關之服務業貿易，但服務貿易亦

時常伴隨者貨品貿易，故上一節分析完 GATS 相關問題後，仍有討論歐盟措施與

GATT合致性之必要。據此，本節以下先從基本問題談起：即歐盟該指令是否適

                                                      

251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 Standards for Reformulated and Convention Gasoline, WT/DS2/R, 

Jan. 29, 1996, paras. 3.59, 6.37. 
252

 施文真，「初探納入航空業之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與其他國際法義務的互動關係」，前揭註36，

頁 320-321。 
253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WT/DS285/R, para. 6.448; 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WT/DS285/AB/R, para.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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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GATT；接著在可能適用的範圍檢視其涉及 GATT下哪些義務；最後討論，若

歐盟指令違反 GATT諸義務，歐盟是否可以主張其適用一般例外規定而使系爭措

施正當化。 

一、是否適用 GATT？ 

在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制度草案階段，即有許多文獻探討其法律定性：歐

盟措施要求航空器營運者需繳交核發量之規定，屬於徵收稅捐或規費（Taxes or 

Charges）？抑或屬於針對航空器之管制法規（Regulations）254？因為此定性將影

響該措施與其他國際協定之合致性問題，在 GATT下亦因其定性不同而可能負有

不同義務。在歐盟指令公布以及 ECJ 判決定讞後，歐盟措施目前較可能被定性

為一管制措施，且該措施亦未施於進口貨品上，因此，在 GATT下應無關稅或內

地稅相關義務違反之問題。以下將從歐盟措施屬於管制措施之前提，探討其可能

涉及哪些 GATT 下規範。另外，有學者提出歐盟措施可能影響貨品之空運運費，

恐對外國進口至歐盟之貨品產生貿易限制效果，因此有違反 GATT相關義務之虞，

本文將一併說明此論點，並討論其立論基礎可能存有哪些疑義。 

二、可能違反 GATT下哪些義務 

（一） GATT 第 11條第 1項：數量限制 

GATT針對產品進口之邊境措施，其第 11條第 1項規定：「任一締約國對他

締約國之任一產品之輸入或輸出，除課徵關稅、內地稅或其他規費外，不得利用

配額或輸出入許可證或其他措施來新設或維持數量上之限制。」。歐盟措施是否

屬於該項中的「其他措施」（other measures）？又，其可能限制之產品所指為何？ 

                                                      

254
 詳參本文第貳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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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其他措施」之範圍而言，多項案例之爭端解決小組闡釋其係廣義

涵蓋除配額和輸出入許可證以外，以任何形式施加於進口或有關於進口之限制255。

在「哥倫比亞－輸入港案」（Colombia－Ports of Entry）中256，小組檢視系爭措

施（限制進口者使用特定的輸入港）是否屬於條文中的「其他措施」時認為，倘

系爭措施影響了產品從出發港（the port of origin）至銷售地之運送費用則屬之，

或系爭措施以專斷方式為之，因此增加產品進口行為人的不確定性時亦然257。易

言之，判斷之重點乃是系爭措施對產品進口的限制效果（restrictive effect），而非

系爭措施是否涉及進口之權利（a right of importation）258。 

接著，在歐盟措施下什麼產品受到限制？學者 Bartels 認為，利用國際航空

運輸所進口之產品將可能因歐盟措施受到限制，且在此部分與「哥倫比亞－輸入

港案」之系爭措施的特徵相似：即系爭措施使運輸成本增加，且其影響將因核發

量之價格而不同，對於未遵守歐盟措施者還另須負擔罰則259。據此，該學者認為

歐盟措施對於進口至歐盟的產品具有限制效果（不論效果多小），且限制了產品

進口的方法（means），故就載運進口產品且降落於歐盟之航班而言，歐盟措施可

能違反 GATT 第 11條第 1款。 

上述之推論係以歐盟措施必然會增加產品之航空運費為基礎，故比附援引

                                                      

255
 Panel Report, Colombia – Ports of Entry, WT/DS366/R, adopted May 20, 2009, para. 7.227, 

referring to Panel Report, India – Automobiles, WT/DS146/R, adopted as modified by the Appellate 

Body Report, Apr. 5, 2002, paras 7.254-7.263 and 7.265; Panel Report, Brazil – Retreaded Tyres, 

WT/DS332/R, adopted as modified by the Appellate Body Report, Dec. 17, 2007, para. 7.371.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40. 
256

 哥倫比亞涉訟系爭措施之一為，哥國規定由巴拿馬生產或轉運之紡織品僅能由 Bogota 航空站

及 Baranquilla 海港兩個港口進入，且不得經由哥國轉運紡織品抵達哥國海關即進口之前，必須

先完成海關程序、給付關稅及銷售稅。上述的進入港口、轉運限制及海關規則僅適用於由巴國轉

運或者產自巴國的紡織品。巴拿馬經濟主要依靠經由巴拿馬運河及箇郎自由貿易區（Colon Free 

Zone，CFZ）轉運，CFZ 為美洲第一大及世界第二大的自由貿易區。本案系爭措施造成 CFZ 貿

易縮減，因此巴國特別關注此案。 
257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40. 
258

 「中國－原材料案」（China –Raw Materials）上訴機構報告參照。WTO Appellate Body Report, 

China – Raw Materials, WT/DS394/AB/R, adopted Feb. 22, 2012, para. 320.  
259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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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輸入港案」；然而，歐盟措施是否必然造成運費增加？此不無有疑：

歐盟措施固然可能造成航空業者營運成本提高，然而是否將此成本反應在運費

（或票價）上，此乃業者於市場競爭時可自由考量者，且如本文前述，所有管制

類型之政府措施（如環保、公安、勞工安全等）均會影響業者營運成本，故歐盟

措施與運費似無必然關係。甚者，業者持有之核發量中部分屬無償取得，在市場

價格運作下業者亦可能因持有剩餘核發量而得轉賣獲利，此與「哥倫比亞－輸入

港案」措施會造成限制競爭機會的情況恐有差異260。據此，歐盟措施應尚不至於

違反 GATT第 11條第 1項有關數量限制之規定。 

（二）GATT第 3條第 4項：國內規章 

GATT 對於已進口之產品，除內地租稅措施外，其第 3 條第 4 項前段規定：

「任一締約國之產品輸入其他締約國時，就影響其內地銷售、兜售、購買、運輸、

分配，使用之所有法令所予待遇，不得低於本國生產之同類產品所予待遇……」。 

首先必須了解此項適用範圍：其中「影響」一詞，依 1958 年 GATT「義大

利—農機案」（Italy－Agricultural Machinery）爭端解決報告，協定草擬者有意使

第 4項之範圍不限於直接規範銷售或載購條件之法律規章，而包括可能對國內產

品和進口產品在國內市場之競爭條件產生不利改變之任何法規261；此外，此款應

適用於已經進口之產品262。因此，本項適用範圍應包括所有會影響已進口外國產

品在本國市場之競爭條件的內地措施（但對於產品進口有潛在限制效果之措施除

外）263。據此，歐盟措施可能適用此款之對象為載運已經進口產品之航班才可能

適用，而可能的情況是往返歐盟境內（intra-EU）並載運已經進口之外國產品的

                                                      

260
 WTO Panel Report, Colombia – Ports of Entry, supra note 255, at para. 7.227. 

261
 羅昌發，前揭註 207，頁 85。 

262
 未進口前之外國產品，則屬 GATT 第 11 條第 1 項（數量限制）和第 5條（過境運輸）之問題。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41. 
263

 Id. at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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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至於載運尚未進口之外國產品的國際航班則屬於第 11條第 1項之問題。 

再來，GATT 對第三條之附註（The Note Ad Article III）說明：「本條第一項

所指各類內地稅或規費或任何法令，適用於一項輸入產品及同類國內產品，並於

此等產品進口時課徵，或進口地執行者，仍視為本項所指之各類內地稅或規費或

任何法令、應遵守第三條各項規定。」因此，於進口時或地（at the time or point 

of importation）執行者，仍可能屬於內地措施。依此檢視歐盟措施可能適用之對

象，則是載運外國產品之往返於歐盟境內航班（從歐盟集散機場飛往歐盟內目的

地機場）264，且進口是發生在目的地機場時265。 

最後，基於上述假設適用於歐盟措施之範圍（即往來歐盟境內載運已經進口

或未進口之外國產品的航班），歐盟措施是否給予外國產品低於（less favourable）

本國生產之同類產品所予待遇？儘管歐盟措施可能使航空運輸較其他運輸方式

（鐵路）較為不利266，但其未使外國產品受到較低之待遇，因為外國產品和本國

同類產品若均由歐盟境內航班運輸時，兩種產品都受歐盟措施同樣影響。是故，

歐盟措施應無違反 GATT第 3條第 4項國民待遇之義務。 

（三）GATT第 1條第 1項：最惠國待遇 

有關 GATT 最惠國待遇，依第 1 條第 1 項：「對輸出或輸入，有關輸出或輸

入，或因輸出或輸入所生之國際支付所課徵任何種類關稅或規費；及對該等關稅

及規費之徵收方法，有關輸出及輸入之一切法令及程序以及本協定第三條第二項

                                                      

264
 例如一載運外國產品之國際航班降落於阿姆斯特丹（轉運機場，EU Hub airport）並卸貨後，

轉由歐盟境內航班（intra-EU）載運至法蘭克福（目的地機場，EU destination airport）進口通關。 
265

 單純載運外國產品之國際航班因無直接對應之已進口（或國內）產品，故不屬於 GATT 對第

三條附註所指之情形。See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43. 
266

 事實上，產品在進口機場（airport of entry）卸載，並轉由鐵路運送至歐盟目的地之情況較為

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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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四項所涉事項，各締約國對來自或輸往其他締約國之任何產品所給予之利益、

優惠、特權或豁免，應即無條件給予來自或輸往一切其他締約國之同類產品。」

規範可知，包括內地措施和邊境措施均有其適用。歐盟措施涉及內地措施部分，

在前述第 3 條討論範圍（來往歐盟境內航班），歐盟措施在設計上並無針對不同

來源國之產品給予差別待遇。然而，國際運輸是否可直接適用此款容有討論空間：

此款文字「…有關輸出及輸入之一切法令及程序…」（rules and formalities in 

connection with importation）應解釋僅限於規範「實際之進口行為」（例如通關程

序），抑或本款可以適用於任何與進口有關之措施（包括國際運輸）267？倘允許

國家在國際運輸（如空運）相關規範因國家不同而給予差別待遇，此亦將影響其

載運之外國產品受到歧視，故應採廣義解釋為宜268。 

至於歐盟措施本身對國際航班是否給予差別待遇，進而影響其載運之產品？

依照學者 Bartels 推論，歐盟措施可能影響者，乃是從某些來源地之產品依其航

空運輸至歐盟之距離產生的成本，而這些成本可能最終反應在產品價格，也因此

攸關其競爭力；是故，如果此措施對於某些國家航空業者而言其負擔之措施遵循

成本（compliance cost）較低，則其便受有利益（advantage）。在歐盟措施下，假

設產品來源地（the origin of a product）與此產品空運至歐盟的距離有關連性，則

吾人可合理認為，從某一來源地（如香港）之產品所受之利益與來自另一來源地

（如杜拜）所受之利益並不相等269。儘管航空公司可以自行吸收該成本，則對於

產品而言則不受歐盟措施影響，但就 WTO法理來看，只要一項管制措施給予行

為人誘因（incentive）去負面影響市場競爭條件已足，而不需要行為人既已為之

                                                      

267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44. 

268
 在「美國—橡膠鞋案」巴西控告美國違反最惠國待遇，小組認為「…有關輸出及輸入之一切

法令及程序…」不限於進出口行為，美國之「平衡稅之程序與規則」亦屬之，即採廣義解釋。羅

昌發，前揭註 207，頁 58。 
269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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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職是之故，學者 Bartels 認為即便歐盟措施造成之影響可能很小，但重要的

是其對競爭條件可能有負面影響，故已違反最惠國待遇271。 

上述推論之基礎仍是建立在歐盟措施與產品之航空運費具有關連性，且運費

將因產品來源地不同而負擔不同成本。惟須思考者有兩點：其一、許多政府管控

措施均可能影響航空公司營運成本（例如機場使用規費），若據此均得認為對市

場競爭條件有負面影響，此舉是否將過度擴張 GATT第 1 條第 1項之解釋？或過

度限制各國管制主權？其二、各國受分配之多數核發量乃依據祖父條款（按過去

之平均排放量）無償取得，因此儘管產品從香港空運至歐盟的航程相較於同類產

品從杜拜運送至歐盟長，但位於香港之航空業者前期取得之無償核發量亦比杜拜

之航空業者多，是故兩外國航空業者之競爭條件應無不同，其載運之貨品自無受

到差別待遇之虞。因此，歐盟措施本身（per se）似無違反最惠國待遇之問題，

惟其可受公評者可能是其連結和豁免規定，此部分容後說明。 

（四）GATT第 5條：過境運輸自由  

歐盟措施適用在 GATT 第 5條情況可能有兩種：一為歐盟為產品空運之轉運

地；二為產品以空運方式在第三地轉運至歐盟（故歐盟為目的地）272。 

首先，以歐盟為產品之轉運地情況，GATT 第 5 條第 3 項規定：「各締約國

得規定通過其領土之過境運輸應向所屬海關申報，但除有不遵相關關稅法令之情

事外，不得對來自或前往其他締約國之過境運輸予以任何不必要之延擱或限制。

                                                      

270
 WTO Appellate Body Report, Korea – Beef, WT/DS161/AB/R, adopted Jan. 10, 2001, para. 146 

(Art. III:4 GATT); WTO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 – FSC (Article 21.5 – EC), WT/DS108/AB/RW, 

adopted Jan. 29, 2002, paras 219-220 (Art. III:4 GATT); WTO Panel Report, US – COOL, 

WT/DS384/R, circulated Nov. 18, 2011, para.7.391.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46 n.90. 
271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46-447. 
272

 GATT 第 5條第 7款設有例外規定：「本條文規定不適用於航空器之過境航行，但仍適用於貨

物（包括行李）之島中過境運輸。」惟本文此部分討論者乃貨物之過境運輸，故仍適用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8 

 

並應免徵關稅及課徵過境運輸之過境稅或其他規費；但運費或因此項運輸所產生

之相當於行政支出或服務代價之費用，不在此限。」；同條第 4項：「各締約國對

於來自或輸往其他締約國領土之過境運輸費用及法令必須考量合理性及便利

性。」。在此必須檢視歐盟措施是否構成第 3 項「不必要之限制」或第 4 項「不

合理之法令」273。由於「必要」和「合理」均為不確定之法律觀念，且無比較基

礎，故歐盟若主張汙染者付費原則（the polluter pays principle）而認為其為必要

之限制和合理之法令，尚難謂其不具立論基礎，因此符合 GATT第 5條第 3項和

第 4項規範274。 

再來，是產品先在第三地轉運而以歐盟為目的地之情況，GATT 第 5 條第 6

項前段規定：「每一輸入締約國對經任何其他締約國領土過境運輸產品所給待遇，

不得低於該產品如不運經該其他締約國領土而逕由產地運至目的地時所應享受

之待遇。」275。此款保護 WTO會員國其產品不因其曾在另一會員國轉運而受到

歧視；惟應注意此款僅適用於轉運地和輸入地為 WTO 會員國（只過境一 WTO

會員國之領空亦屬本款之轉運），若單純經公海輸入 WTO 會員國則不適用之。

歐盟措施是否造成未經其他會員國轉運之貨品和曾經過轉運之貨品受有不同待

遇？在歐盟措施下，轉運與否可能影響者乃是排放量之計算方式以及應繳回核發

量之數量（但若僅飛越第三國領空則不影響）276，基於本文在前述最惠國待遇部

分討論之理由，措施與運費間並無直接且不可分割的連結，且業者無償取得之排

                                                      

273
 如本文前述，歐盟制度既已被定性為一管制措施，則此段將不再討論 GATT 第 5 條第 4項「費

用」（charges）問題。 
274

 或可參照 GATT 第 3 條第 4 項後段：「…如內地運輸費用之差別，係僅以交通工具之經濟營

運為原則，而非以產品之產地而異，則不在此限。」允許以交通工具之經濟營運為原則之差別運

費，而推論歐盟措施屬於 GATT 第 5 條第 3項必要之限制和第 4 項合理之法令。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48. 
275

 Id. at 449. 
276

 例如香港直飛法蘭克福（HKG-FRA）為 9,130 公里，若香港經杜拜中轉至法蘭克福

（HKG-DXB-FRA）在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下僅計算中轉地杜拜至法蘭克福（DXB-FRA）之距

離約為 4,800 公里，故後者計算出排放量與應繳交之核發量均較前者少。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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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乃依據祖父條款分配，是故，歐盟措施不應其他會員國之貨品是否從經過境

運輸而給予差別待遇，而符合 GATT第 GATT 第 5條第 6項規範。 

三、一般性例外：GATT第 20條一般例外 

倘歐盟措施被認為違反部分 GATT原則和義務，其可否因一般例外之規定而

使其違反 GATT 義務之措施正當化？依據「美國—汽油案」（US－Gasoline）和

「美國—蝦類案」（US－Shrimp）（上訴機構報告）對 GATT 第 20 條樹立之審查

原則，欲檢視某一措施是否符合該條規定必須分兩階段檢視：首先必須先檢視該

措施是否符合各款之個別要件；若符合個別要件，第二才檢視前言（le chapeau）

之要件。歐盟措施之主要目的在減少全球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以減緩氣候變遷

對環境造成之影響，GATT第 20條與此政策目的相關者乃是（g）款和（b）款，

由於 g 款要件較容易達成，故以下從（g）款談起，最後再討論前言要件以符合

審查順序之原則。 

（一）一般例外之個別要件 

1、保存可能枯竭之自然資源 

GATT 第 20 條（g）款：「關於可能枯竭之自然資源之保存措施，但以此項

措施須同時限制本國生產或消費始生效者為限。」277，依「美國—蝦類案」上訴

機構報告，此款之個別要件有三：（1）必須自然資源係可能枯竭者；（2）其措施

必須係關於保存可能枯竭之自然資源；（3）該措施之生效，須與國內之生產或消

費之限制相關聯。 

                                                      

277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1994 (hereinafter: GATT), art. 20(g): “relating to the 

conservation of exhaustible natural resources if such measures are made effective in conjunction with 

restrictions on domestic production or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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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第一要件，歐盟措施的目的在於降低航空業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以保護

大氣資源，與「美國─汽油案」中美國主張欲保護之對象相似：於該案中，小組

接受美國所主張大氣資源，尤其是乾淨的空氣，可算是 GATT 第 20 條第 g款中

所指「可枯竭之自然資源」278；而在「美國—蝦類案」中上訴機構更補充說明：

本款之「資源」可以是活體（living）和非活體（non-living），而欲符合「可能枯

竭」（exhaustible）要件，該資源不必須是瀕臨絕種或稀少的，所以海豚、乾淨的

空氣或石油均可符合此要件279。是故，歐盟措施所欲保護之大氣資源應可符合本

款第一要件「可能枯竭之自然資源」280。 

對於第二要件，由於「關於」（related to）和其他若干款使用之文字「必要」

（necessary）或「不可或缺」（essential）不同281，因此產生適用範圍疑義。「美

國─汽油案」中上訴機構引用「加拿大—影響鯡魚和鮭魚出口措施」爭端解決案

對於此處「關於」（related to）之解釋：該措施必須是主要目的在於（primarily aimed 

at）保存可枯竭之自然資源282；上訴機構並強調檢驗之標的在於措施本身（measure 

itself）而非僅是該措施之差別待遇面向（discriminatory aspect of the measure）283。

據此，從歐盟措施本身來看，其主要目的確實在於保存可能枯竭之大氣資源，而

非貿易政策目的，應符合本款第二要件「其措施必須係關於保存可能枯竭之自然

資源」284。 

                                                      

278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 Standards for Reformulated and Convention Gasoline, supra note 251, 

at paras. 3.59, 6.37.  
279

 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 - 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WT/DS58/AB/R, adopted Nov. 6, 1998, paras. 128-131. 
280

 歐盟亦可主張保護大氣資源亦在保存可能受氣候變遷影響之活體或非活體資源，就此而言亦

與保存可枯竭之自然資源有關。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50. 
281

 如第 20 條（a）、（b）、（d）、（j）等款。 
282

 Canada－Measures Affecting Exports of Unprocessed Herring and Salmon. GATT, BISD, 35S, 

adopted Mar. 1998, at 98. 
283

 後續之 EC－Asbestos、Argentina－Bovine Hides 等案之小組和上訴機構皆針對措施本身來檢

驗。羅昌發，前揭註 207，頁 234。 
284

 「美國—蝦類案」上訴機構對此要件之判斷基礎，除參照「美國─汽油案」所述之外，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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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第三要件中的「相關聯」（in conjunction with）應如何判斷？在「加拿

大—影響鯡魚和鮭魚出口措施」爭端解決案中認為，其應解釋為貿易限制之主要

目的在使「生產限制產生效果」285；「美國—蝦類案」中上訴機構認為應檢視系

爭措施對進口產品施加的限制，是否對國內之生產或消費者施加同樣限制286。以

上述之標準檢視歐盟措施可知，歐盟措施的「排放上限與交易」（Cap-and-Trade）

特色，將會限制航空器之總排放量因此具有限制效果，且該措施亦不分航空器國

籍施行於所有於起飛自或降落於歐盟航空站之航班的航空器經營者，是故歐盟措

施應可符合本款第三要件。 

最後應注意，本款是否具有域外適用（applied extra-jurisdictionally）效力？

在「美國禁止墨西哥鮪魚進口案」中287，小組拒絕接受 GATT 第 20條（b）款和

（g）款得域外適用之結論288；「美國—蝦類案」中上訴機構雖未表示第 20條（g）

款是否有其適用領域界線（jurisdiction limitation），然而，儘管美國所欲保護之

海龜生存在美國行使管轄權之外的海域，上訴機構仍認為美國追求第 20 條（g）

款之目的與具遷移性且瀕臨絕種的海洋生物間具有足夠的連繫關係（sufficient 

nexus）289，且裁決美國系爭措施符合（g）款要件。易言之，具「遷移性」的特

                                                                                                                                                        

判決進一步說明措施與保育目的之間必須有一緊密且真正的關係（a close and genuine relationship 

of ends and means）。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 - 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supra note 279, at para. 136. 該判斷標準亦被「中國—原物料案」引用。Appellate 

Body Report, China－Raw Materials, supra note 258, at para. 355.  
285

 此見解在「美國─汽油案」獲得肯認。羅昌發，前揭註 207，頁 232-233；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 Standards for Reformulated and Convention Gasoline, WT/DS2/AB/R, adopted May 20, 

1996, paras. 14-19. 
286

 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 - 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supra note 279, at para. 143. 
287

 United States－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Tuna. GATT, BISD, 39S, at 155. 
288

 該案小組認為，GATT 第 20 條（g）款之設置目的，係在允許締約國採取主要係在（primarily 

aimed at）有效限制其管轄領域內之生產或消費為目標之貿易措施，倘接受美國主張對第 20條（g）

款得域外適用之解釋，則每一締約國將可片面決定保育政策，其他國家若未遵循則將損害其在

GATT 下權利。羅昌發，前揭註 207，頁 233-234。 
289

 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 - 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supra note 279, at para.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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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為美國得於其領域內實行系爭措施提供一「管轄權連繫關係」（jurisdictional 

nexus），歐盟措施與保護之大氣資源，不但具有遷移性，且其與「美國—蝦類案」

事實相比，具有更緊密的「管轄權連繫關係」（因為大氣資源亦存在歐盟領域內），

因此歐盟措施應不涉及域外適用之問題290。 

綜上所述，吾人應可合理推測歐盟措施符合 GATT第 20條（g）款之個別要

件。 

2、維護人類動物植物生命或健康之必要措施 

GATT第 20條（b）款：「維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之必要措施。」，

欲符合此款要件：首先，系爭措施必須對於維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有

（或可能有）實質貢獻（material contribution）291；第二，系爭措施在達成政策

目標上具有「必要性」（necessary）292。 

針對第一要件，在「巴西—輪胎案」（Brazil－Retreaded Tyres）中，上訴機

構認為，某些措施的施行結果如何，可能必須在一段時間後才能評估得知，例如

減緩全球暖化或氣候變遷之措施或某些降低疾病發生之預防性措施，其效果須待

一段時間始能顯現293。因此在審核系爭措施對政策目標之貢獻效果時，上訴機構

似乎採取較為寬鬆立場。 

接著，有關「必要性」之認定上，在「泰國就香菸限制進口及課徵內地稅」

                                                      

290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50. 

291
 Appellate Body Report, Brazil－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Retreaded Tyres, WT/DS332/AB/R, 

adopted Dec. 17, 2007, paras 143-151. 
292

 GATT, art. 20(b): “necessary to protect human, animal or plant life or health”.如本節第一項文末

所述，本段之討論將適用於 GATS 第 14條（b）款之解釋。 
293

 Appellate Body Report, Brazil－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Retreaded Tyres, supra note 291, 

para.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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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端解決案件中294，小組引用前案（United States－Section 337 of the Tariff Act of 

1930）對第 20 條（d）款之「必要性」的論述來解釋（b）款之要件（小組認為

兩款必要性概念相同）：倘一締約國可被合理期待使用其他替代措施，且該替代

措施不違反 GATT 下其他規定，則該締約國採取之違反 GATT 其他規定之措施，

不得認為其有必要；同理，倘一締約國在合理情況下並無符合 GATT 其他規定之

措施得供採行，該締約國仍有義務採用其他 GATT違反程度最低之措施295。易言

之，倘存在一合理可得（reasonably available）且對貿易限制較小（less trade 

restrictive）的替代措施，則系爭措施無法符合必要性原則；然而於「美國—賭博

案」（US－ Gambling）中上訴機構則說明，被告國無須舉出所有之對貿易限制

較小的替代措施，然後才提出該些替代措施均無法達到既定目標，因為 WTO 協

定不會考慮要求此種難以實踐甚至不可能達成之責任296。在後續的「巴西—輪胎

案」中，小組認為必要性之判斷應通過一連串要素的權衡過程，須考量：所追求

目標之重要性、措施之貿易限制程度以及措施是否有助達成目標297。 

最後檢視歐盟措施是否可能通過本款要件：第一，歐盟必須舉證系爭措施保

護大氣資源、減緩氣候變遷之目的，是為了達到「維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生命或

健康」之政策目標，且該措施必須對於政策目標有（或可能有）實質貢獻。鑑於

「巴西—輪胎案」上訴機構既以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之措施為例，指明某些措施

之效果無法立即評估，是故此點在認定上可能較無爭執。第二，歐盟措施必須通

過必要性審查。歐盟或可主張，在目前全球性管制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相關規範

付之闕如下，歐盟若排除外國籍航班適用該措施，其能減少之溫室氣體排放將非

                                                      

294
 Thailand－Restrictions on Importation of and Internal Taxes on Cigarettes, GATT, BISD, 37S, at 

200. 
295

 「美國─汽油案」亦援引此兩案之解釋。羅昌發，前揭註 207，頁 218、220。 
296

 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supra note 253, at para. 309.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51. 
297

 Panel Report, Brazil－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Retreaded Tyres, WT/DS332/R, circulated Jun. 

12, 2007, paras. 7.152-7.215. 羅昌發，前揭註 207，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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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限，因此無法達到本款所欲達成之政策目標；此外，儘管歐盟措施之效果可

能無法短期內顯現，但其所追求之目標重要性極高，經權衡後歐盟措施應可能通

過本款「必要性」要件。 

綜上所言，歐盟措施可能符合 GATT第 20條（b）款之個別要件298。 

（二）前言 

在歐盟措施可能通過 GATT 第 20 條（g）款和（b）款情況下，接著須審查

歐盟措施是否符合前言要件。 

第二十條前言規定：「在下列措施不至於構成對相同條件下之不同國家，有

專斷或不合理歧視或造成對國際貿易之隱藏性限制之前提下，本協定不應被解釋

為阻止締約國採取或執行下列措施…」299，在「美國—蝦類案」中300，上訴機構

在開始分析 GATT 第 20 條前言前，先引用「馬拉喀什設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

（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之序言

（Preamble）的部分內容：「同時根據永續發展的目標使世界資源得以最佳利用，

尋求環境保護與保存及提升其方法，並兼顧會員在經濟發展不同程度下之個別需

求與關切，……」闡明 GATT 1947 有關貿易與環境之關係的原始目標301；接著

上訴機構說明 GATT 第 20 條前言之功能乃在維持第 20 條各款之例外權利與

                                                      

298
 GATS 第 14 條（b）款亦同。 

299
 GATT, art. 20: “Subject to the requirement that such measures are not applied in a manner which 

would constitute a means of arbitrary or unjustifiabl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countries where the same 

conditions prevail, or a disguised restric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nothing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construed to prevent the adoption or enforcement by any contracting party of measures:”. 
300

 「美國—蝦類案」是 WTO爭端解決機制審理跨境環境議題的第一個案件，其上訴機構對 GATT

第 20 條（g）款之闡釋以及為各款和前言確立審查順序均影響後續案件之審理原則；鑒於歐盟措

施與「美國—蝦類案」之系爭措施在概念上以及可能涉訟之爭點類似，故本文亦以「美國—蝦類

案」上訴機構之審理架構文主軸討論歐盟措施與 GATT 第 20 條前言之合致性。 
301

 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 - 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supra note 279, at para.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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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T下實體權利兩者間之平衡，更援引「美國汽油案」上訴機構之見解，認為

第 20 條前言之目的在避免第 20 條各款例外被濫用302；接著指出第 20 條各款之

例外規定是 GATT 其他條款實體義務下「有限制且有條件的」（limited and 

conditional）例外303，且第 20條前言亦是誠信原則之體現（an expression of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304。 

在確認第 20 條前言之功能與目的後，要通過前言規定必須審查兩要件，以

下分別說明之： 

1、不至於構成對相同條件下之不同國家，有專斷或不合理歧視 

「美國—蝦類案」中，美國在實施進口限制措施前，未先與爭端國和其他出

口蝦類產品至美國的會員國，進行認真、跨部門（serious, across-the-board）之協

商，以達成為保護和保育海龜之目標的雙邊或多邊協議305；此外，該案上訴機構

在報告結尾亦指出：「我們並未裁決認為 WTO 會員之主權國家不能採取有效措

施來保護瀕臨滅絕之物種，顯然地，他們可以而且也應該，且我們亦未裁決認為

主權國家不應該在 WTO或其他場域架構內，以雙邊、複邊或多邊方式共同來保

護瀕臨滅絕物種或保護環境。顯然地，會員國應該為之。306」。是故，從該案可

觀察出，當一國在實施與貿易相關之環境管制措施之前，首先須與受影響之會員

國進行實質性協商，始可避免構成專斷或不合理之歧視307。 

                                                      

302
 Id. at paras. 151, 156. 

303
 Id. at para. 157. 

304
 Id. at para. 158. 

305
 Id. at para. 166. 

306
 Id. at para. 185. 

307
 「美國—蝦類案」中，美國系爭措施被認定為不合理之歧視的原因之一，即因美國從未與爭

端四國進行協商，證明美國並無盡力試圖透過協商達成多邊協議，而美國既已簽定「1996 泛美

保育海龜公約」（1996 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Sea Turtles），

故已提供美國合理選擇替代措施之機會。Id. at paras. 16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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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第 20 條前言之第一要件的實體判斷上，「美國—蝦類案」之上訴機構認

為，第一要件違反之措施必須包括三項要素：（1）措施實行導致「歧視」發生，

且上訴機構援引「美國─汽油案」上訴機構見解，說明此歧視之本質與性質（nature 

and quality）必須異於已經受到違反某一 GATT實體義務待遇之產品所受到之歧

視；（2）該歧視在特性上（in character）必須是專斷或不合理（3）該歧視必須

發生於相同條件下之不同國家間308。 

（1）首先，對於 GATT第 20條前言所稱「歧視」之意涵，尚無明確之法理

可循，但觀察「美國—蝦類案」系爭措施被認為存在歧視之主要理由：其一是系

爭措施禁止原告國之產品進口；其二是系爭措施施加在原告國之產品的負擔，並

未同時施加在來自其他相同條件國家的競爭產品上309。就此而言，前言所指「歧

視」會發生在，當一措施使來自相同條件下不同國家間之產品，在競爭條件上產

生不利影響時310。 

（2）接著，如何判斷該歧視是否「專斷或不合理」亦少有一貫之法理，然

而在「巴西—輪胎案」上訴機構指出：歧視可起因於理性（rational）的決定或作

為但仍然「專斷或不合理」，因為當其理由（rationale）與一措施在第 20 條各款

正當化之目標無關時或是與目標違背時，仍可被認定是「專斷或不合理」311。由

以上描述可分析出三種情況：第一、當一措施發生歧視並無理由時，此歧視會是

專斷且不合理；第二、當一措施發生歧視有理由，但該理由與措施目標無關時，

                                                      

308
 「美國─汽油案」中更指出歧視不限於發生在出口國與出口國之間，出口國和進口國之間亦

屬之。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 - 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supra note 279, at para. 150. 
309

 如美國給予加勒比海及西大西洋等十四國和原告四國的調整時間（前者三年，後者四個月）

有明顯差異；且在提供他國技術協助時出現差別待遇（有些國家未得到協助）。Id. at paras. 165, 

174-175. 
310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54. 
311

 Appellate Body Report, Brazil－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Retreaded Tyres, supra note 291, at 

para.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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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歧視亦是專斷且不合理；第三、當一措施發生歧視有理由，而該理由與措施目

標「有些」關係時，此歧視或許不專斷但仍可能（may）是不合理。是故，唯有

當一歧視發生有理由，且該理由與措施目標有一理性的關係（rational relationship）

時，才不會被認定是專斷或不合理312。 

（3）最後，「相同條件下之不同國家間」所列入比較的國家為何313？從法理

可推知其係指那些有生產和系爭產品相互競爭產品的國家，例如「美國—蝦類案」

中，上訴機構所比較的國家是欲取得認證已進入美國蝦品市場的出口國，且限於

相同條件下之國家，而非所有國家；至於該些條件是否相同，應該從措施之政策

目標來判斷，例如「美國—蝦類案」中的「條件」考量的是，在不同地點捕蝦對

海龜造成的整體風險（overall risks）以及相關行為之管制措施，在此觀點下，原

告國所處之條件和美國相同，且原告國之條件與其他競爭國家之條件亦相同314。

在近期之「歐體—海豹產品案」（EC－ Seal Products）之上訴機構亦補充說明：

「條件」一詞可能包括一個國家所面對的各種狀況，但得納入前言中考量的有關

條件限於，與第 20條（系爭措施得據以正當化之）各款相關（relevant）者，易

言之，和各款下特定政策目標有關聯（relating to）之條件，才是前言底下需檢視

者；此外，系爭措施被認定違反之 GATT條款亦可為界定「條件」提供有用之指

引，特別是違反協定之類型或原因可幫助釐清哪些國家應該列入比較315。 

在說明以上三要素後，以下亦依據該三要素來判斷歐盟措施是否「構成對相

同條件下之不同國家，有專斷或不合理歧視」。 

                                                      

312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55. 

313
 在 GATS第 14 條一般例外之前言文字為「…『相似』條件下的國家間…」（between countries 

where “like” conditions prevail）與 GATT 第 20 條用語「…『相同』條件下的國家間…」（between 

countries where the “same” conditions prevail）用詞不同，爭端解決機構在解釋上是否有異？需待

相關案例出現後始可得知。 
314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53. 
315

 Appellate Body Reports, 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Prohibiting the Importation and 

Marketing of Seal Products, WT/DS400,401/AB/R, adopted Jun. 18, 2014, paras 5.299-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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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歐盟措施是否發生前言所稱之「歧視」？從歐盟制度適用範圍之標準

（起飛自或降落於歐盟航空站之航空器經營者）來看，未設有等同措施之其他國

家並未受到差別待遇，似乎無歧視存在，但若將來有國家以該國設有等同措施為

由而向歐盟申請連結（相互承認核發量或溢額）或豁免參加歐盟 ETS，則歐盟准

否之作為將有許多涉及歧視之可能性。（詳參本章第三節問題分析） 

學者 Bartels 基於歐盟措施會增加貨品空運負擔之考量，則認為在其他未有

等同設施的國家中，以下情況存有歧視：在產品來自距離歐盟不同的兩國間（如

香港和杜拜），因飛航距離較遠者須負擔較多之核發量，故歐盟措施對其載運之

貨品（在 GATS 則是對國外服務或服務提供者）亦給予較差之待遇316。（詳參本

節有關 GATT 第 1條第 1項：最惠國待遇部分之討論） 

（2）倘認定有上述歧視發生，則該歧視是否「專斷或不合理」？承前所述，

唯有當一歧視發生有理由，且該理由與措施目標有一理性的關係（rational 

relationship）時，才不會被認定是專斷或不合理。因此歐盟對於上述課予直飛航

班和非直飛航班不同義務（易言之，歐盟措施計算應繳交核發量之基礎為何非從

航班之原始出發地起算）之理由必須與其措施目標有一理性關係。倘歐盟理由是，

在國際法下其無法管制該些航班，但在 ECJ 判決已指明歐盟得以將其法令適用

到產生污染物的歐盟境外領域317，故此理由或許不被認同而形成專斷且不合理之

歧視；姑且不論 ECJ 判決之影響並認為上述理由可採，但歐盟措施恐造成非直

                                                      

316
 另一種歧視可能發生在：產品來自距離歐盟相同距離的兩來源地（如香港和廣州），假設其中

一地起飛之航班（如香港）較容易取得在飛往歐盟途中之轉運點（hub）的中轉機會，則對於直

飛之航班存有歧視（因為從靠近歐盟的轉運點起飛之航班可負擔較少的核發量），但此可能性取

決於各國之空運服務協定，在此屬純學理探討。Id. at 458. 
317

 參本章第一節第一項有關「習慣國際法原則主張之裁決」；「巴西—輪胎案」上訴機構亦指出，

倘採取一措施係為遵循國際義務，但與措施之目的無關時，即是一專斷之歧視（歐盟曾於該案中

針對此觀點爭辯）。Id. at 45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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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班增加而直飛航班減少，由於前者之排總放量將多於後者318，此舉會使溫室

氣體排放更為增加，故歐盟措施對其政策目標有負面影響，而難謂該歧視理由與

措施目標有一理性的關係319。 

（3）「相同條件下之不同國家間」所列入比較的國家為何？受歐盟措施影響

的國家應包括所有欲飛往歐盟航班，或使用空運進口產品至歐盟之WTO會員國，

然而，並非所有該些會員國均在「相同條件下」，因此還需篩選出相同條件下之

該些會員國。如前所述，「條件」應從措施之政策目標來判斷，而歐盟措施的政

策目標是降低全球航空業之溫室氣體排放，或狹義而言在降低起飛自和降落於歐

盟航空站航班所製造的溫室氣體排放。從該措施目標而言，可以設有等同管制措

施與否做為區分條件，故可分為兩類國家：第一類國家是設有等同（equivalent）

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管制措施之 WTO 會員國（包括歐盟）320；第二類國家是未

設有等同措施的 WTO 會員國321。故在判斷歐盟措施與前言合致性時，「相同條

件下之不同國家間」所指的是：所有欲飛往歐盟航班，或使用空運進口產品至歐

盟之WTO會員國，設有與歐盟等同措施的會員國屬一類；而未設有與歐盟等同

措施的會員國屬另一類（本文「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指令之豁免制度」一節將

                                                      

318
 依據德國漢莎公司計算，香港中轉杜拜再飛往法蘭克福（HKG-DXB-FRA）航班之總排放量

將比香港直飛法蘭克福（HKG- FRA）航班之排放量多出 18％。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59 n.148；類似討論亦可參 Ines LitzenbergerLitzenberger, I., Trade War in the Skies: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nd Others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13 (2) 

BUSINESS LAW INTERNATIONAL 209 (2012). 
319

 參照「巴西—輪胎案」上訴機構認為，巴西措施之歧視理由不僅與其措施目標無關，且將可

能造成從烏拉圭進口之翻新輪胎增加，而提高公共健康危害之風險。Id. at 459; Appellate Body 

Report, Brazil－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Retreaded Tyres, supra note 291, at para. 228. 
320

 第一類國家和「美國—蝦類案」內所指之「相同條件國家」相似，即和美國同樣設有「海龜

逃脫器」（turtle excluder device，TED）的捕蝦船所屬國，在該案中有些相同條件國家未取得認

證得以進入美國蝦品市場，故造成歧視。 
321

 學者 Bartels認為，假設第一類（設有等同措施）國家若存在，而歐盟若不予以豁免則會產生

雙重管制（違反 ICAO 大會 A37-19 號決議），因此是一種歧視；另外，論理上，亦得以相關航班

之溫室氣體排放作為分類條件，亦即只要相關航班有溫室氣體排放之國家則屬「相同條件」，而

不問個別航班之排放量之多寡（概念上如同：只要會誤捕海龜之補蝦船均屬相同條件，而不問誤

捕海龜數量多寡）。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56-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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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討論）。 

2、不至於造成對國際貿易之隱藏性限制 

由於過去之標性案例均在上一要件即被判定「對相同條件下之不同國家，有

專斷或不合理歧視」而無法通前言要求，爭端解決機構甚少就「國際貿易之隱藏

性限制」加以闡釋。惟在過去「美國禁止加拿大鮪魚及鮪魚產品進口」爭端解決

案件中322，小組曾表示：「美國之限制措施不應視為對於國際貿易之隱藏性限制，

因為美國禁止該些產品進口係公開作為貿易措施，且美國就此已公告」，但單純

基於某項措施已經公告即謂其非「對國際貿易之隱藏性限制」措施，似乎對於限

制國家過於寬容，故有學者認為此要件之審查應著重在「貿易限制」，而非「隱

藏性」一語。另外，從「美國─汽油案」上訴機構報告和「巴西—輪胎案」小組

報告觀察，「對國際貿易之隱藏性限制」似乎是保護主義的同義詞323。 

由於歐盟措施本身（as such）並無貿易保護之目的，姑且不考慮措施實踐後

（as applied）是否會出現貿易保護之結果（例如各管理會員國在管理、監督和

執法上給予本國籍或某些外國籍之航空業者較為優惠之待遇，進而影響市場競爭

條件），歐盟措施似乎暫不涉及此要件之問題。 

（三）GATT第 20條一般例外審查結論 

由上述討論可知，在程序要件上，歐盟未透過多邊協議之方式以達成其環境

保護之目標，即可能被認為是不合理之歧視；而實體要件上，歐盟措施與產品之

航空運費間關連性之認定問題則至為關鍵：倘認定歐盟措施與運費間並無直接且

                                                      

322
 United States－Prohibition of Imports of Tuna and Tuna Products From Canada. GATT, BISD, 29S, 

adopted Feb. 1982, at 108. 羅昌發，前揭註 207，頁 214。 
323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218, at 451 n.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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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割的連結，則 GATT 第 20 條所稱之歧視可能不存在；反之，若認為歐盟

措施會影響運費或對競爭條件可能有負面影響而認定有歧視存在，則將可能被認

定是專斷且不合理之歧視，而無法通過 GATT 第 20條前言要求。 

第三節 問題分析  

如文前所述，歐盟措施之結構在概念上與「美國—蝦類案」（US－Shrimp）

中之被控措施相似：「美國—蝦類案」美國被指控之措施之一，是要求使用有害

於特定海龜種類之科技所捕獲的蝦產品不得進口至美國，除非總統針對實施類似

美國之管制計畫的國家加以認證，經認證後此等國家之蝦類產品始可進口至美國；

歐盟措施則要求當第三國採取降低空運對氣候變遷影響之措施，始考慮豁免起飛

自該國航班之航空器經營者需加入 EU ETS 的義務。 

在「美國—蝦類案」中之認證制度的存在並未成為爭訟對象，被詬病者乃是

認證制度之內容（如美國給予之改善調整時間各國有異）以及其實踐是否公平（提

供他國技術協助時出現差別待遇）；在歐盟制度方面，現有文獻僅針對歐盟制度

本身探討其在相關國際法下之合致性問題，並未對歐盟措施之連結和豁免規定

（as such）加以批評，故連結和豁免規定尚不致成為訴訟爭點，然而在將來有國

家向歐盟提出連結或豁免請求時，其准否之依據與實踐（as applied）則可能出

現涉訟之疑慮。以 GATT 第 20 條前言之歧視內含為例：（1）倘一設有等同措施

之國家向歐盟申請豁免，卻未獲准，則對申請國可能有歧視（因為申請國與歐盟

條件相同）；（2）倘歐盟准予豁免某一國家，對於其他未申請之國家亦有造成事

實上歧視之可能（例如因該國設有類似措施但不符合「等同」要件，故未申請；

或因該國認為歐盟豁免制度條件太過嚴格（不具彈性）或有失公允，而未申請）；

（3）若部分國家獲准予豁免，其他國家申請被拒，則對被拒國家造成歧視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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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不專斷（假設該歧視有理由且與措施目標有一理性的關係時，則非專斷）。 

儘管歐盟措施之連結和豁免規定在實踐上（as applied）之合法性容有討論

餘地，但參照「美國—蝦類案」中之認證制度在經修正後已被認定符合 WTO 規

範，故歐盟措施之連結和豁免規定被認定符合 WTO 規範並非不可能，申言之，

連結和豁免規定或可緩和歐盟措施本身與其他國際法摩擦之機會。 

在「美國—蝦類案」中，在美國敗訴而被迫修正該認證制度後，小組與上訴

機構皆認為美國要求之「相同有效性」（comparable in effectiveness）標準保留了

足夠之彈性（sufficient flexibility），可避免造成 GATT第 20條前言所禁止之武斷

或不合理歧視324。由於該案是 WTO 爭端解決機制處理跨境環境措施問題的第一

個的案件，該案除了被後續案件援引外，其證明 WTO做出環境措施與貿易規範

可能相調和的裁定，故將該案「相同有效性」之法理用在判斷歐盟連結和豁免規

定上應具參考價值。 

綜上，本文下兩節對於歐盟連結和豁免之討論，將採「美國—蝦類案」中，

小組與上訴機構對於認證制度之態度，即認證制度若已為他國替代措施保留足夠

彈性，其可能使系爭措施正當化；同理，歐盟連結和豁免規定若可認為已為替代

措施提供足夠彈性，其不但不會成會控訴原因，更可能有助歐盟措施正當化。 

                                                      

324
 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 - 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Recourse to Article 21.5 of the DSU by Malaysia, WT/DS/58/AB/RW, Nov. 21, 2001, para.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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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歐盟排放權交易指令之連結制度 

第一項 連結制度介紹  

歐盟議會和理事會於2003年公布之排放權交易指令（Directive 2003/87/EC）

中即設有「與其他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制度之連結」（Links with othe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s）規定。該指令第25條第1項：為實現歐體制度與其他

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制度之核發量的相互承認，必須先與京都議定書附件B所列且

已批准該議定書之第三國達成協議325。第25條第2項前段：於前述第一項所稱協

議達成時，執委會應通過任何與該協議下核發量相互承認有關之必要條款326。第

25條第1a項：歐體制度可與任何其他國家、地方政府或區域政治體所設立，可相

容之強制性且設有絕對排放上限的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制度之核發量達成承認之

協議327。第25條第1b項：為達到歐體制度或其他強制性且設有絕對排放上限的溫

室氣體排放交易制度之核發量相關之行政上或技術上調和，可與第三國、地方政

府或區域政治體作成非拘束性安排328。 

綜上，其他制度之核發量獲歐盟承認應具備之條件為： 

                                                      

325
 Article 25.1: “Agreements should be concluded with third countries listed in Annex B to the Kyoto 

Protocol which have ratified the Protocol to provide for the mutual recognition of allowances between 

the Community scheme and othe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set out in Article 300 of the Treaty.”. 
326

 Article 25.2: “Where an agreement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has been concluded, the Commission 

shall adopt any necessary provisions relating to the mutual recognition of allowances under that 

agreement.…”. 
327

 Article 25.1a: “Agreements may be made to provide for the recognition of allowances between the 

Community scheme and compatible mandatory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s with 

absolute emissions caps established in any other country or in sub-federal or regional entities.”. 
328

 Article 25.1b: “Non-binding arrangements may be made with third countries or with sub-federal or 

regional entities to provide for administrative and technical coordination in relation to allowances in 

the Community scheme or other mandatory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s with absolute 

emissions c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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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須是京都議定書附件B所列之國家，且必須已經批准該議定書。歐盟指令

生效時仍在京都議定書效期內，在當時的附件B國家（除美國未簽署外）包括加

拿大以及歐洲等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尚具指標性意義；然而，在京都議定書延長

進入第二承諾期後，加拿大、日本、紐西蘭和俄羅斯未加入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

期329，可見將來得利用指令第25條第1項要件申請與歐盟ETS連結之國家恐有限

330。 

二、必須是可與歐盟制度相容，且強制性「排放上限與交易」（Cap-and-Trade）

類型下之核發量，但不限於國家性制度，地方或區域性制度亦可。在相容性上，

可能必須考量EU ETS核發量之特性，即現行排放上限係依據歐盟於京都議定書

下的減量義務所計算，但空運之排放量未列入其中，故現行ETS所涵蓋之設施的

經營者，不得使用分配給航空器經營者之核發量來滿足其於ETS指令下之義務，

以避免歐盟非航空業部門所持有之核發量超過其於議定書下之排放上限331。據此，

與歐盟制度無法相容或非強制性之「排放上限與交易」ETS，其核發量將無法獲

承認。 

另須注意的是，上述兩要件是否必須同時符合？即採取強制性「排放上限與

交易」（Cap-and-Trade）國家，是否限於已批准議定書之附件B國家？從第25條

第1a項：「歐體制度可與任何其他國家、地方政府或區域政治體所設立…」（in 

any other country…）文意來看，該新增條文乃是為擴大連結制度之可能性；此外，

第25條第1項「Agreements should be concluded with the third countries…」與第25

條第1a項 「Agreements may be made to provide for the recognition…」兩者之立法

                                                      

329
 詳參本文第參章第一節。 

330
 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目前簽署國家僅 21 國，故該新約尚未達到法定生效要件。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XVII-7-c&chapter=27&lan

g=en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331

 詳參本文第貳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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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大異其趣，應可推測立法者並無意使兩項建立關係，是故兩要件應屬選擇適

用。 

第二項 航空業於適用連結時之法律問題 

在討論航空業適用連結制度可能發生之法律問題前，應先判斷航空業排放權

交易制度是否適用 ETS 指令中的連結規範？首先，為納入航空業新增之第 25 條

第 1a 項係公布於第 2009/29/EC 號指令中，並新增進原 ETS 指令 25條第 1 項之

後，其立法文字以「以下各款應插入於第 25條中」（In Article 25,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shall be inserted）；此外，在 EU ETS 指令附件一「本指令適用之（部

門）活動類型」（Categories of Activities to Which this Directive Applies）中，航空

業以及其相關活動已列入該附件，故應可合理判斷航空業排放權交易制度亦適用

ETS 指令中的連結規範。 

是故，他國航空業若欲適用連結制度亦應具備強制性「排放上限與交易」

（Cap-and-Trade）類型之 ETS，他國或區域之核發量始可能獲歐盟承認。然而，

歐盟連結制度在設計上設有若干門檻，例如：與歐盟制度相容的強制性「排放上

限與交易」（Cap-and-Trade）類型為必要條件，則其他自願性「排放上限與交易」

（Cap-and-Trade）或「排放基準與溢額交易」（Baseline-and-Credit/ Credit Trading）

制度等替代措施則將無法被承認，歐盟連結制度之要求，是否會被認定構成專斷

或不合理之歧視？ 

若依據「美國—蝦類案」小組和上訴機構見解，若制度設計已為替代措施保

留足夠之彈性，則可避免構成專斷或不合理之歧視；就此觀察歐盟連結制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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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性」之要件或許可通過「歧視理由與政策目的間具一理性關係」的檢測332，

畢竟其有關一國之司法主權以及政策目的欲達到之效果，但若排除其他具備相同

有效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類型交易制度之核發量或溢額獲得承認之機會（如僅因該

國 ETS 制度非採「排放上限與交易」類型而被拒333），此舉恐被認為歐盟未針對

替代措施之選擇保留彈性，因而屬於專斷或不合理之歧視。 

第五節 歐盟航空業排放權交易指令之豁免制度  

第一項 豁免制度介紹 

一、指令條文以及前言內容 

歐盟 ETS 指令第 25a 條第 1 項：針對起飛自採取特定措施以降低空運對氣

候變遷之影響之第三國，並降落於歐盟會員國機場之航班，執委會於與該等國家

以及相關歐體會員國商議後，應考慮可採取之其他措施以便歐體制度與該國之相

關措施間得達成最佳互動。於必要時，執委會得通過修正案使來自該第三國之航

班從附件一所列之空運活動中排除（即豁免於參加 EU ETS 之要求）334。第 25a

                                                      

332
 例如韓國於 2015 年開始實施之強制性「排放上限與交易」類型的 ETS，可能會因該制度與歐

盟制度不相容而無法取得歐盟之連結許可（韓國並無京都議定書下之減量義務，故其 ETS 在設

計上可能不會限制其他部門別業者購買航空業者釋出之核發量，在此情況下可能不易被歐盟承認

其核發量）。 See South Korea Carbon Trading Scheme Approved, REUTERS, Jul. 2, 2012,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2/05/02/south-korea-carbon-trading-scheme_n_1470297.html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333

 自願性「排放上限與交易」或「排放基準與溢額交易」類型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效果，是否

必然較強制性「排放上限與交易」差，此容有討論餘地。 
334

 Where a third country adopts measures for reducing the climate change impact of flights departing 

from that country which land in the Community, the Commission, after consulting with that third 

country,and with Member States within the Committe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3(1), shall consider 

options available in order to provide for optim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mmunity scheme and that 

country’s measures.  

Where necessary, the Commission may adopt amendments to provide for flights arriving from the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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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2項：歐體和其會員國應持續尋求全球性措施之協議，以減少來自航空業之

溫室氣體排放。按照該類協議，執委會應考量本指令適用於航空器經營者之規定

是否有必要修改之335。 

此外，航空業排放權交易指令（Directive 2008/101/EC）前言對於豁免之規

定亦有著墨，前言第 17段：「歐體和其會員國應持續尋求全球性措施之協議，以

減少來自航空業之溫室氣體排放。歐體制度可以作為全世界排放權交易制度之採

用典範。歐體和其會員國在本指令實施期間，應持續與第三國維持聯繫並鼓勵第

三國採取等同之措施（equivalent measures）。倘一第三國採取具有至少可達等同

於本指令環境效果之措施，以降低航班對歐體氣候影響時，執委會於與該國家商

議後，應考慮可得之其他選擇以便歐體制度與該國之相關措施間得達成最佳互

動。…」336。 

綜合歐盟指令第 25a條第 1項和前言說明，豁免應至少具備以下實體要件：

一、必須是針對起飛自採取特定措施以降低空運對氣候變遷之影響之第三國，並

降落於歐盟會員國機場之航班。倘從文義解釋而言，該文似以航空器之起飛地為

判斷要件，而非航空器國籍。 

                                                                                                                                                        

country concerned to be excluded from the aviation activities listed in Annex I or to provide for any 

other amendments to the aviation activities listed in Annex I which are required by an agreement 

pursuant to the fourth subparagraph. Those measures, designed to amend non-essential elements of this 

Directive, shall be adop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ory procedure with scrutiny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3(3). 
335

 The Community and its Member States shall continue to seek an agreement on global measures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aviation. In the light of any such agreement, the Commission 

shall consider whether amendments to this Directive as it applies to aircraft operators are necessary. 
336

 “The Community and its Member States should continue to seek an agreement on global measures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aviation. The Community scheme may serve as a model for 

the use of emissions trading worldwide. The Community and its Member States should continue to be 

in contact with third partie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Directive and to encourage third 

countries to take equivalent measures. If a third country adopts measures, which have an environmental 

effect at least equivalent to that of this Directive, to reduce the climate impact of flights to the 

Community, the Commission should consider the options available in order to provide for optim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mmunity scheme and that country’s measures, after consulting with that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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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採之措施必須至少可達等同於歐盟指令環境效果之措施（equivalent 

measures）。若此「等同措施」與「美國—蝦類案」美國要求替代措施須具「相

同有效性」（comparable in effectiveness）之標準類似，則或可利用該案小組和上

訴機構之解釋來判斷此要件：即若該規定已為替代措施保留了足夠之彈性

（sufficient flexibility），則可認為無專斷或不合理之歧視。是故，歐盟將來在「等

同措施」之相關審查標準以及實踐上，若能顧及他國選擇替代措施之足夠彈性，

應可避免使豁免制度構成專斷或不合理之歧視。 

據此，以下將以「相同有效性」（comparable in effectiveness）作為判斷航空

業各種管制措施是否有機會使該國航空業者被歐盟豁免參加 EU ETS 之依據。 

第二項 航空業各種溫室氣體管制措施適用豁免制度之可能性  

本文於第參章第二節「一般溫室氣體管制類型介紹」中，亦同時舉出現行適

用於航空業溫室氣體管制之類型，包括直接管制、各種經濟工具和自願性措施等；

另，由於一國欲豁免於歐盟措施之要件是，該國已採取至少可達等同於歐盟指令

環境效果之措施，而一國之環境管制措施通常是由政府所主導，故以下之討論即

以前揭政府所主導之各類航空業管制措施為客體，分為三款逐一討論各類措施是

否可能符合歐盟豁免制度之要求。至於民間業者所自發推行之措施是否可能獲得

歐盟認可而准予豁免，則待歐盟若制定豁免制度的施行規章（regulations）並視

其內容而定。 

第一款 直接管制是否與 EU ETS 相同有效？ 

如本文第參章所介紹，就航空業之溫室氣體排放管控而言，若採取直接管制

工具，則可行方式之一係訂定航空器之汙染標準。目前在國際架構下有機會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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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民航業者統一制定汙染標準者，乃是芝加哥公約所授權之 ICAO；然而，ICAO

所通過之環境相關標準裡尚無管制溫室氣體排放者，惟 ICAO理事會已開始訂定

「航空器二氧化碳排放標準公制」（Aircraft CO2 Emissions Standard Metric 

System）。 

在「航空器二氧化碳排放標準公制」通過生效後，如有國家遵循該標準立法

管控該國民航業之溫室氣體排放，其是否可能被歐盟認為已經採取「特定措施」

以降低空運對氣候變遷之影響？ 

由於 ICAO該標準之目的亦在降低空運之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減緩溫室氣體

對氣候變遷之影響，故歐盟應會肯認該國已採取「特定措施」，因此符合第一要

件。 

然而，遵循 ICAO 標準是否即符合指令前言之第二要件？其應檢視遵循

ICAO標準是否至少可達等同於歐盟指令之環境效果。然此需待 ICAO標準公布

後，始能比較該標準的預期減碳效果是否能至少與歐盟措施之訂定標準（每年總

排放上限）相同。倘 ICAO標準過於寬鬆，則可能無法被歐盟認為是相同有效之

措施；反之，若該標準被歐盟認定與歐盟措施相同有效，則不失為一容易為各國

遵循且利用之替代效果，並可依此向歐盟申請豁免參加 EU ETS。 

第二款 現存經濟誘因工具是否與 EU ETS 相同有效？ 

現行適用於航空業之經濟誘因工具可概分為兩大類，以下分別說明其是否可

能符合歐盟豁免規定： 

一、規費或稅賦 

管制者徵收與航空業相關規費或稅賦的方式相當多元：如第參章已介紹之航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0 

 

空器燃料稅（aircraft fuel taxes）、針對航空器排放和影響所課徵之航程費用或賦

稅（En-route charges or taxes on aircraft emissions and impacts）、入出境稅

（departure/ arrival taxes）、空運服務加值稅（VAT on air transport）等，均由政府

制訂稅率並向納稅義務人收取稅捐，以達到溫室氣體排放管控之目的，但其課徵

基準和對象有所不同337。在探討上述稅賦措施是否可能符合歐盟豁免規範前應先

注意，若一政府若針對航空器燃料課稅，其可能違反芝加哥公約之規定，故各國

政府可能會避免為之338。 

倘一國採取此類稅捐措施（非芝加哥公約所禁止者）是否可認定其符合豁免

第一要件？若政府之稅收用於航空業相關減排技術之研發或從事碳捕捉政策，應

可認定該措施可降低空運對氣候變遷之影響，並符合第一要件。 

至於該措施是否與歐盟措施具有相同有效性？考量到該類稅賦之特徵多屬

間接稅類型，即最後稅捐乃由消費者承擔339，其最直接之效果僅使民間消費者減

少使用空運服務，儘管就長期而言，其可能迫使業者減少航班以反映市場需求，

並達到減少排放效果；但對於海島國家而言，其對外旅行只能倚靠空運故其效果

有限。是故，此類措施是否可能被認定與歐盟措施「相同有效」，需視該國稅率

高低，以及消費者對空運之需求彈性而定（彈性越高則減少航班之效果越顯著）。  

二、排放權交易制度  

（一）「排放上限與交易」（Cap-and-Trade）類型 

                                                      

337
 詳參本文第參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二款以下。 

338
 現行空運票價所收取之燃油附加費乃民航業者所自行訂價收取，而非各國政府措施，故不涉

及芝加哥公約規範。 
339

 參于明宜，「間接稅」，中華百科全書，請參考：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8829，最後瀏覽日：2015年 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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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除歐盟外，韓國亦於 2005 年開始實施強制性之「排放上限與交易」類

型之 ETS，並將該國之主要航空業者強制納入該交易制度340。韓國可否因實施該

措施而符合歐盟豁免要件，端視歐盟是否認定其制度設計（如排放上限為何？無

償核發量之比例等等）可達之效果與歐盟制度相同有效。 

（二）「排放基準與溢額交易」（Baseline-and-Credit/ Credit Trading）類型 

澳洲自願性的「飛行碳平衡計劃」（Fly Carbon Neutral program）即屬此類

ETS
341。該 ETS 雖屬自願性，但在澳航加入該計劃後，應至少有其營運政策上的

拘束力，故可能被歐盟視為是降低空運對氣候變遷影響之特定措施。然而，「澳

洲碳溢額單位」（ACCUs）在其國會廢除原先預定於 2014 年 7 月實施之強制性

ETS 後342，產業對溢額之需求減少，澳航甚至以談價方式購得其所需之 ACCUs
343，

就此觀之，該制度下之溢額取得相對容易，歐盟可能會因此認定該措施無法達到

歐盟措施之相同有效性。然而，此例之討論並不排除強制性「排放基準與溢額交

易」被歐盟視為同樣有效之措施的可能性，其需視溢額取得和使用之條件而定，

例如在過去強制性之固定碳價制度（carbon price regime）下，除碳價可穩定不變

外，且澳洲航空業者在支付旅客自願性負擔之碳抵銷費用不足部分時（以滿足其

在制度下義務），只能部分以澳洲 ACCUs 抵充之344，就此而言，其效果必然比

自願性之「飛行平衡計劃」容易被認定與歐盟措施相同有效。 

第三款 自願性措施是否與 EU ETS 相同有效？ 

                                                      

340
 James Lim, supra note 118. 

341
 Murray Griffin, supra note 120. 

342
 See Australian Government, Starting Emissions Trading on 1 July 2014 Policy Summary, Jul. 2013, 

available at file:///C:/Users/frank/Desktop/cef-policy-summary-moving-ets.PDF (last visited: Jan. 1, 

2015). 
343

 Murray Griffin, supra note 120. 
34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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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項前言所述，民間業者所自發推行之措施是否可能獲得歐盟認可而准予

豁免，需待歐盟若制定豁免制度的施行規章（regulations）並視其內容而定。故

以下有關自願性措施之討論應著重於政府得主導或介入管控之自願性措施。 

一、改善空運管理與技術發展 

IATA和其他航空業者聯盟向來主張改善空運管理（air traffic management，

簡稱 ATM）與機場措施格外重要，因其可改善因空中運輸阻塞所產生的額外溫

室氣體。儘管該類措施可能是政府管控之措施（視該國空運和機場管理之權責單

位而定），且有助於降低空運對地面氣體之影響，但恐難認定是降低空運對「氣

候變遷影響」之措施。 

二、提升消費者認知 

此類措施通常僅是政府或業者對消費者之教育宣導，如本項前言所述，此類

措施之執行係由業者和消費者自發性作為而非「政府措施」，即便消費者願意支

付碳抵銷費用，該筆資金運用於何處亦乃以透明化，故此舉措恐難被歐盟認定是

降低空運對氣候變遷影響之特定措施。 

三、自願性減碳承諾 

韓國之五家民航業者與政府協議將在 2015至 16年間，提升其客、貨運航班

之燃油效率 2％至 3％，且該標準亦與 ICAO 期望在全球航空業部門達到之燃油

增進效率 2％目標一致。另從 2014 年之承諾協議來看，其參與業者共節省了

87,000 噸的燃油以及減少 273,000 立方噸（metric tons）之溫室氣體排放，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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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該類協議之實際效果345。 

由此可知，自願性減碳承諾若有政府介入管制，則可能被認定是降低空運對

氣候變遷影響之特定措施；至於其可否達到與歐盟措施相同有效性之標準，則視

該承諾內容以及承諾是否具拘束性而定。 

第六節 小結  

由本章之討論可歸納出以下重要結論，分別從歐盟措施之經貿法爭議問題，

以及指令之連結和豁免制度兩部分分別說明。 

一、經貿法爭議問題彙整 

從本章第一節歐盟措施涉及之空運服務貿易問題和第二節貨品貿易問題之

討論，可總結出如表五之結果： 

表五：歐盟措施引發之經貿法爭議與初步分析結果 

經貿法

爭議 

可能涉及之

條文 
相關原則 分析結果 

GATS 

§2.1 最惠國待遇 1.措施本身應不違反 

2 倘認為指令會直接造成空運費用上

漲，則對國外服務業者不利，可能違

反 MFN（同 GATT1.1） 

3.豁免制度有違反 MFN 之討論空間 

§6.1 

§6.4 

國內規章 1. §6.1 待觀察 

2.歐盟指令不屬於§6.4「資格要件或核

照要件」 

                                                      

345
 James Lim, supra note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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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市場開放 不屬於此類限制措施 

§17.1 

§17.3 

國民待遇 1. §17.1 待觀察 

2. §17.3 倘認為指令會直接造成空運

費用上漲，則對國外服務業者不利，

歐盟措施在旅遊與娛樂業別（已納入

承諾表 Mode 2）恐違反國民待遇原則 

§14(b) 一般

例外各款 

維護人類動物

植物生命健康

所需者 

參 GATT§20(b) 

§14 前言  參 GATT§20 

GATT 

§11.1 數量限制 倘認定歐盟措施必然會增加產品之航

空運費，則可能違反數量限制；倘認

為措施與運費無必然關係，則不至於

違反本款 

§3.4 國內規章 不違反本款 

§1.1 最惠國待遇 1.倘認定歐盟措施與產品之航空運費

具有關連性，且運費將因產品來源地

不同而負擔不同成本，則可能違反

MFN；若認為兩者無必然關聯，則歐

盟措施本身不會違反 MFN 

2.連結和豁免制度有違反 MFN 之討論

空間 

§5.3、§5.4 

§5.6 

過境運輸自由 1. §5.3、§5.4 符合規範 

2.若肯認歐盟措施與運費間並無直接

且不可分割的連結，則符合§5.6 規範 

§20(g) 一般

例外各款 

保存可能枯竭

之自然資源 

符合本款要件 

§20(b) 一般

例外各款 

維護人類動物

植物生命或健

康之必要措施 

符合本款要件 

§20 前言  1.程序面而言，歐盟未先與各國協商，

透過協議之方式以達成其環境保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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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即可能被認為是不合理之歧視 

2.實體要件而言，歐盟措施與產品之航

空運費間關連性之認定問題至為關

鍵：倘認定歐盟措施與運費間並無直

接且不可分割的連結，則前言所稱之

歧視可能不存在；反之，若認為歐盟

措施會影響運費或對競爭條件可能有

負面影響而認定有歧視存在，則將可

能被認定是專斷且不合理之歧視 

在經貿法問題方面，就程序面而言，歐盟在實施系爭措施前是否曾試圖先與

各國協商，以協議之方式達到其環境保護之目的，此可能影響歐盟措施是否被認

定為不合理之歧視；在措施實體面而言，最重要之關鍵之一，為歐盟措施之定性

問題（此與航空法爭議相同），以及該措施與空運服務價格是否有必然之連結關

係。另一重要問題即歐盟措施之連結和豁免制度是否違反不歧視原則？此問題在

現有其他文獻亦較少著墨，經本文分析得到的結論是：參照 WTO「美國—蝦類

案」之法理，連結和豁免制度在設計上若針對第三國可採取之替代措施保留足夠

彈性，則該制度始可能避免被認為是一歧視措施。 

二、連結和豁免規定 

歐盟措施之連結制度乃承繼自原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指令之規定，在目前文

獻以及各國政府尚未對其加以批評，然而在本文分析下，連結制度之要件設計缺

乏彈性，其可能被認定為是專斷或不合理之歧視。 

在豁免制度方面，倘歐盟能對「等同措施」（equivalent measures）採寬鬆認

定，則在本文初步分析下，ICAO理事會制訂中的「航空器二氧化碳排放標準公

制」或其他國家之強制性排放權交易制度，較可能被歐盟認定與歐盟措施相同有

效，可能因此豁免參與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此外，業界與政府達成具之自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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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承諾，在其具有拘束力之前提下始可能被認定為與歐盟措施相同有效。 

準此以言，歐盟之連結制度對於第三國而言在實踐上較為嚴格，對於緩和歐

盟措施與經貿法之衝突恐效果不彰；而豁免制度在設計上提供第三國之替代措施

較多彈性空間，只要將來執委會在「等同措施」要件認定採較寬鬆之立場，則豁

免制度可望有助歐盟措施和歐盟在其經貿法義務下之調和，且可達成歐盟要求各

國管控其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以減緩其對氣候變遷影響之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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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 

歐盟在管制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議題上向來採取積極立場，在過去 ICAO遲

遲無法針對該議題達成共識下，歐盟率先將航空業納入其既有之溫室氣體排放權

交易制度內，並影響起飛自和降落於歐盟之國際航班。在多國表示反對甚至立法

禁止業者參與歐盟制度下，歐盟隨著 ICAO 第 38 屆大會決議將建立一全球性市

場措施以管制航空業之排放，遂將該制度之適用範圍暫時限縮於往來於歐洲經濟

區內之航班。由於 ICAO欲建立之全球性市場措施是否能順利通過並推行尚未明

朗，故歐盟措施於 2016 年後仍有「復辟」之可能，歐盟措施之法律問題仍值得

關注。 

在本文第貳章介紹下，可以勾勒出歐盟將航空業納入排放權交易制度乃是一

高度爭議性之立法過程，且涉及之法律問題包括航空法下之各種規範以及 WTO

相關協定。在第參章先確認了各國於相關國際協定（UNFCCC、京都議定書及

ICAO標準與決議）下，並無管制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之義務，並提出介紹適用

於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之管制類型：包括直接管制、經濟工具和自願性措施等三

類；並討論國際組織和各國對於此問題之管制現況：目前 ICAO和多數國家僅針

對航空器對地面空氣汙染設有管制標準，少數國家對於航空器溫室氣體排放設有

或預計管制（強制性者包括歐盟和韓國；自願性者如澳洲）。第肆章藉由 ATA在

歐洲法院之控訴案，突顯出歐盟措施在航空法下，不論是芝加哥公約、習慣國際

法原則或國際空運服務之雙邊協定，其適法性問題乃緊繫於歐盟措施之定性；而

在 ECJ 裁決歐盟不受芝加哥公約之拘束，且將歐盟措施定性為一市場措施而非

稅捐或規費性質之後，歐盟措施在航空法下之角力暫告一段落。第伍章分析歐盟

措施對服務貿易和貨品貿易造成之影響以及其與GATT和GATS之合致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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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分析得出：一、在程序面而言，歐盟必須先與受影響之 WTO會員國進行協

商，始可能避免被認為其措施屬於不合理之歧視；而從實體面觀之，歐盟措施之

定性問題，以及該措施與空運服務價格是否有必然之連結關係亦為歐盟措施在經

貿法適法性問題之關鍵，此外，連結和豁免制度在設計上若針對第三國可採取之

替代措施保留足夠彈性，則該制度始可免於構成一歧視措施；二、本文利用WTO

「相同有效性」（comparable in effectiveness）之法理檢視歐盟連結和豁免制度得

知，連結制度之要件設計缺乏彈性，其可能被認定為是專斷或不合理之歧視，而

在豁免制度方面，倘歐盟能對「等同措施」（equivalent measures）採寬鬆認定，

則 ICAO理事會制訂中的「航空器二氧化碳排放標準公制」或其他國家之強制性

排放權交易制度，較可能被歐盟認定與歐盟措施相同有效，並因此豁免參與歐盟

排放權交易制度；易言之，歐盟之連結制度對於第三國而言在實踐上較為嚴格，

對於緩和歐盟措施與經貿法之衝突恐效果不彰，而豁免制度在設計上提供第三國

之替代措施較多彈性空間，只要將來執委會在「等同措施」要件認定採較寬鬆之

立場，則豁免制度可望有助歐盟措施更符合其在經貿法下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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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翻譯與縮寫對照表 

英文簡稱 英文全名 中文翻譯 

AAUs Assigned Amount Units 受分配量單位 

ACCUs Australian Carbon Credit Units 澳洲碳溢額單位 

ATA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of America 美國航空運輸協會 

CAEP 
Committee on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航空環境保護委員會 

CDM Clean Development Machanism 清潔發展機制 

CERs 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s 經認證之排放減量 

ECJ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歐洲法院 

ERUs Emissions Reduction Units 排放減量單位 

EUA EU Allowance 歐盟核發量 

EU ETS 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歐盟排放權交易機制 

GATT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1994 

1994 年關稅及貿易總

協定 

GATS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服務貿易總協定 

MBMs Market-Based Measures 市場措施 

MFN Most-Favoured-Nation Treatment 最惠國待遇 

IATA International Air Travel Association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CAO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JI Joint Implementation 共同減量 

UNFCCC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貿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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