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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一來透過引進市場機制進行減量，二來面臨因應氣候變遷需要龐大
的財務資源，氣候變遷立法下的財務機制，包括財務資金的來源、
分配、以及最具爭議性的管理機制的設計，早已經成為國際間以及
各國爭論最烈的問題之一。於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為主之國際管制體
制下，財務機制的設計相當多樣化，包括資金的來源以及分配，但
針對財務機制的管理面，事涉財務機制運作的有效性與公平性，向
來頗具爭議性。多樣化的財務機制面貌，對於有高度財務資源需求
的國家，以及需要龐大財務資源的氣候變遷減量與調適政策之執行
而言，應屬於一相當正面的發展，惟此尚必須取決於相當多的前提
條件：例如各類財務機制下的財務來源是否有重疊、財務資源的分
配是否有高度集中於某些國家或計畫類型、財務機制管理的分散是
否造成使用者於取得財務資源上的負擔等等。若以公約之國際管制
體系觀察，對於締約國之需求以及各財務機制運作上，是否有集中
化管理的需要？亦或是集中化的管理反而喪失各類財務機制運作時
的彈性？此一議題已於公約下引發相當多的討論。對於各國而言
，同樣亦面臨類似的難題：面對越來越多樣化的氣候變遷財務機制
，包括國際、雙邊、本國，以及公部門與私部門的財務資源，應設
計何種類型的管理機制，方得將財務機制的功能極大化的同時，降
低行政管理的成本，此即為內國之氣候變遷立法下相當重要的一項
法制設計要素。本研究計畫預計對此進行分析，並提供我國氣候變
遷立法中涉及財務機制面向的立法設計。
中 文 關 鍵 詞 ： 氣候變遷立法、財務機制、架構立法、氣候變遷國家基金
英 文 摘 要 ： Market mechanisms have increasingly being used as a policy
tool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On the other
end, huge financial resources are needed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It is, thus, no surprise
that climate change financial mechanism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ebated issues both at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cale.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regime, a variety of financial mechanism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o address the financial needs of its parties.
Facing this variety, the governance of various financial
mechanisms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challenging issue.
Th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financial mechanisms can be a
positive development for countries that require hug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However,
whether this can meet the needs of countries will depend on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whether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are “new and additional”, whether financial resources
flow to only a handful of countries and particular types of
projects, and whether the proliferation of financial
mechanism increases the administrative burden on the
applicant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regime,
whether a unified governance regime is needed to manage a
variety of financial mechanisms has been increasing debated
amongst its parties. Similar dilemma and debates have also

been seen on the domestic context as countries need to
maximise the benefit of having a variety of financial
resources whilst minimise the administrative cost
associated with managing a variety of different financial
mechanisms. This will be a crucial aspect under domestic
climate change legislation, which will be topic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英 文 關 鍵 詞 ： climate change legislation, financial mechanism, framework
legislation, climate change national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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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的立法建制--氣候變遷立法的財務機制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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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報告內容
一、

前言

本計畫為葉俊榮教授擔任總主持人之整合型計畫「氣候變遷的立法建制」下之子計畫之一，主要
將處理我國氣候變遷立法建制下之財務機制的相關議題。
墊基於本研究者於 2009/2010-2012/2013 年間參與永續會之整合型計畫「氣候變遷下的永續環境治
理：法律與政策的因應模式」之研究成果，包括整合型計畫的總研究成果（提出建議最適合臺灣的立
法形式為框架立法，次佳的選擇為現行的分散立法，並在立法內容導向方面，提出國際間氣候變遷立
法包括機制程序導向、權利原則導向與責任導向）
，以及本研究者所負責之子計畫之研究成果（主要包
括國際氣候變遷財務機制之分析、雙邊氣候變遷財務機制與外援政策、我國涉及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
現行與規劃中之制度整併的可行性與利弊分析）
，本計畫主要的研究目的有二：第一、蒐集國際以及各
國之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案例，就其於相關法令（包括國際法以及內國法）下如何處理財務機制的管
理面進行分析，特別將著重於如何透過管理面的設計整合多元化的財務機制，於完成第一個研究目的
之後，以相關研究成果作為第二項研究目的──我國氣候變遷立法下有關財務機制之立法規劃──的
基礎。
一來透過引進市場機制進行減量，二來面臨因應氣候變遷需要龐大的財務資源，氣候變遷立法下
的財務機制，包括財務資金的來源、分配、以及最具爭議性的管理機制的設計，早已經成為國際間以
及各國爭論最烈的問題之一。於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為主之國際管制體制下，財務機制的設計相當多樣
化，包括資金的來源以及分配，但針對財務機制的管理面，事涉財務機制運作的有效性與公平性，向
來頗具爭議性，但也逐漸發展出一套試圖平衡各方利益的管理原則。
後京都時期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歷屆
締約國大會，最具有爭議性的議題之一即涉及財務機制以及財務資源，經過密集的談判後，大會通過
許多與財務機制以及財務資源相關的重要決議，包括就「綠色氣候基金」（Green Climate Fund，GCF）
的運作通過包括與公約締約國大會間之關係等重要決議，也要求締約國進一步針對多元化的機制
（various approaches）
，包括新的市場機制以及非市場機制，展開更詳細的討論，此外，針對財務資源
計算的方法論、追蹤等確保已開發國家承諾付出的財務資源是否有如承諾中的支付，亦展開許多爭辯。
此一結果並不意外，畢竟氣候變遷之減緩與調適措施的設計以及執行需要投入相當鉅額的成本與資
源，也因此於 UNFCCC 之條文中，第 4 條第 3 項要求已開發締約國應提供新的、額外的財務資源供開
發中締約國履行公約之義務、第 12 條第 3 項進一步要求已開發締約國應將如何滿足此一義務之執行細
節列入應提交至締約國大會的國家通訊中、第 11 條建立了公約的財務機制，並以全球環境設施（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GEF）以及新設立的 GCF 作為公約的財務機制；同樣，於京都議定書第 11 條第
2 項第 a 款有類似 UNFCCC 第 4 條第 3 項之規定，並設置了「調適基金」
，此外，京都議定書中所設計
出協助已開發國家履行該等締約國於議定書下所負有之減量義務，亦訂定了三項所謂的京都機制──
排放權交易、清潔發展機制、共同履行，透過此三項京都機制，亦提供不少開發中國家所需之財務與
技術資源，亦屬於廣義之財務機制的一環。於後續歷次的締約國大會中，亦陸續成立「低度開發國家
基金」、「特別氣候變遷基金」、以及 COP16 所設置之 GCF，並針對京都機制的運作規則詳加規定。
此一發展反映出國際氣候變遷財務機制於 UNFCCC 的管制體系下處於一相當多樣化的狀況，更遑
論於公約的體系之外、於其他相關國際組織（例如世界銀行）下所設立與公約相關或與氣候變遷相關
的財務機制。依據聯合國發展署（UN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的估計，目前已經有超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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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際的公部門基金、45 個碳市場、以及 6000 個私部門的基金提供與氣候變遷相關的財務。此一即
為多樣化的財務機制面貌，對於有高度財務資源需求的國家，以及需要龐大財務資源的氣候變遷減量
與調適政策之執行而言，應屬於一相當正面的發展，惟此尚必須取決於相當多的前提條件：例如各類
財務機制下的財務來源是否有重疊、財務資源的分配是否有高度集中於某些國家或計畫類型、財務機
制管理的分散是否造成使用者於取得財務資源上的負擔等等。若以公約之國際管制體系觀察，對於締
約國之需求以及各財務機制運作上，是否有集中化管理的需要？亦或是集中化的管理反而喪失各類財
務機制運作時的彈性？此一議題已於公約下引發相當多的討論。對於各國而言，同樣亦面臨類似的難
題：面對越來越多樣化的氣候變遷財務機制，包括國際、雙邊、本國，以及公部門與私部門的財務資
源，應設計何種類型的管理機制，方得將財務機制的功能極大化的同時，降低行政管理的成本，此即
為內國之氣候變遷立法下相當重要的一項法制設計要素。此項議題即為本研究計畫之第一項研究目的。
臺灣目前並沒有專門處理氣候變遷的財務機制，較為相關的既有設計僅有空氣污染防制法下的空
污基金，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中則完全沒有財務機制的設計，依照目前的能源三法來看，我國目前似
乎朝向透過市場誘因機制，包括排放權交易以及能源稅，作為主要的減量政策工具，此對於我國財務
機制的設計影響為何？此外，國土計畫法草案中預計由向開發者收取的國土保育費所成立的國土永續
發展基金，是否有部分可作為氣候變遷之財務機制？亦或是國內尚有那些性質類似之財務機制可適度
進行調整後，做為我國氣候變遷之財務機制？於 2015 年 7 月 1 日公告之「溫室氣體減量與管理法」中
欲成立「溫室氣體管理基金」
，此一基金是否足以做為我國最佳之氣候變遷財務機制？此其實均顯示出
我國目前處於類似國際間之財務機制多元化的狀況，故，國際間以及各國有關多樣化之氣候變遷財務
機制的管理之經驗，將提供我國之氣候變遷立法中處理相關議題時一相當值得參考的作法。因此，本
研究計畫之第二項研究目的，即為於完整蒐集我國有哪些既有的、以及規劃中涉及氣候變遷減量與調
適相關之財務機制後，依據本研究計畫第一項研究目的之研究成果，分析於我國之氣候變遷立法中（包
括框架性立法以及分散立法）中，應如何處理各種既有財務機制的問題與未來管理機制的建立。
二、

研究目的

本計畫主要的研究目的有二：第一、蒐集國際以及各國之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案例，就其於相關
法令（包括國際法以及內國法）下如何處理財務機制的管理面進行分析，特別將著重於如何透過管理
面的設計整合多元化的財務機制，於完成第一個研究目的之後，以相關研究成果作為第二項研究目的
──我國氣候變遷立法下有關財務機制之立法規劃──的基礎。
三、

文獻探討

有關本計畫主要之研究議題（氣候變遷立法的財務機制）
，於國內目前最為相關者應為本子計畫主
持人，於 2009/2010-2012/2013 年間參與永續會之整合型計畫「氣候變遷下的永續環境治理：法律與政
策的因應模式」之研究成果：該計畫第一年執行期間，針對計畫初步研究成果，由總計畫所召開的「氣
候變遷下的永續環境治理：法律與政策的因應模式（一）」學術研討會下所發表之「氣候變遷減緩與
調適措施的財務機制」（施文真，2010.10），於該篇文章中，研究者初步以國際間有關氣候變遷之減
緩與調適措施的財務機制，就其定義、分類、以及三個運作較成熟、又具有高度之國際關注的財務機
制（GEF、CDM、EU ETS）進行簡介，並歸納財務機制的三大要素—資源的取得、資源的分配、機制
的管理，於制度設計上所需注意之指導原則財務機制之定義；於計畫第二年執行期間，同樣由總計畫
所召開之「氣候變遷下的永續環境治理：法律與政策的因應模式（二）」學術研討會下所發表之「由
3

雙邊氣候變遷財務機制論我國之外援政策可能之發展」（施文真，2012.5），於該篇文章中，研究者
針對七個主要的雙邊財務機制進行介紹，並以氣候變遷財務機制之三大制度要素以及相關之設計指導
原則（亦即是，以第一年計畫所得之研究成果）分析該些機制，最後則據此對我國之外援政策提出相
關建議。（以上兩篇論文均收錄於預計於 2013.4.1、由台大出版中心所出版之「氣候變遷的財務、責
任與治理，氣候變遷政策與法律叢書（一）」）
除了以上之論文外，於國內目前並無完整的相關研究文獻：於「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系統」以
本計畫所訂之關鍵字查詢，輸入「財務機制」之關鍵字，出現 65 篇文獻，其中最具有相關性之文獻即
為本研究者參與前所述之整合型計畫之第一年研究成果（Shih, 2011.9），該文透過針對國際貨幣基金
近年來所進行之治理改革經驗，分析是否得對於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治理提供借鏡，另有三篇與氣候
變遷較為相關之中文文獻包括：討論排放權交易機制此一特定之財務機制引入高雄市的可行性（吳銘
圳、李穆生，2010.9）、由國際氣候變遷法的觀念評析我國的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蘇義淵，20105）、
以及我國氣候變遷政策的論述分析（林子倫，2008.9）；輸入「氣候變遷之財務機制」，則僅出現前
述之本研究者的論文（Shih, 2011.9）；輸入「氣候變遷立法」或「氣候變遷國家基金」則未出現任何
文獻；輸入「架構立法」此一關鍵字出現 8 篇論文，但均與氣候變遷無關。
與本計畫相關之外文文獻為數不少，但學術期刊論文多半著重於氣候變遷國際財務機制之研究，
例如針對 GEF 或京都議定書下的各類彈性機制，針對國內之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英文學術期刊論文則
較少，原因可能在於各國國內就氣候變遷之立法以及內國財務機制的研究，較少有發表於國際性的學
術期刊上。但許多國際組織、智庫、民間團體、以及學術機構，均有針對相關議題於網站上發表法律
面、政策面、實務面等研究報告或立場文件，特別是一些國際發展組織（例如 UNDP）或各國之外援
機構，於過去數年間均為了協助開發中國家或低度開發國家，設立內國之氣候變遷財務機制，出版相
關之研究計畫或援助計畫報告。本計畫預計以國際組織的出版品、學術性之專書與法學期刊論文為主
要之參考文獻，若干研究機構以及國際組織之研究報告亦會選擇較具有專業性、法律性以及實務面之
文獻。以氣候變遷之財務機制為例，國際組織之出版品包括 UNEP 於 2008 年所出版之兩份報告均針對
如何動員公、私部門之資源建構有助於氣候變遷的財務機制（UNEP，2008a & 2008b），世界銀行於
其年度發表之「世界發展報告」（2010）中針對氣候變遷對於發展與弭貧所造成之影響、以及相關財
務機制提出其作法。由於國際間針對氣候變遷之財務機制還處於發展快速的階段，因此，許多新設計
出的財務機制尚未有專門的文獻加以分析。於 2009 年後，亦有許多持續追蹤氣候變遷之財務機制發展
的研究機構發表相當多的研究報告，例如, Global Canopy Programme, 2009, Pew Centre, December 2010,
Stewart, R.B., Kingsbury, B. & Rudyk, B., 2 December 2009, UN, 5 November 2010 等等。針對各國可如何
透過設立內國的氣候變遷財務機制，UNDP 則於 2011 年出版一本協助國家設計與設立國家基金作為動
員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指導手冊（Flynn, C., 2011.9），並於 2012 年針對七個亞太地區國家之相關國家
型基金（不丹環境保育信託基金、寮國環境保護基金、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金、泰國能源保育促進基
金、柬普寨氣候結盟基金、密克羅尼西亞保育信託、以及吐瓦魯信託基金）進行案例研究，據此歸納
出國家氣候基金的設計以及管理的一些關鍵要素（Irawan S, Heikens A, Petrini K, 2012.11）。
四、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蒐集與審查的方式進行。由於與本研究計畫相關的國內學術期刊類之文獻不
多，故本研究主要針對國外之文獻進行蒐集以及分析的工作，並據此提出分析的結果。國內之資料來
源包括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系統、全國博碩士論文索引等電子資料庫所蒐集之相關學術期刊論文以
及博碩士論文。英文文獻資料的來源包括有：透過 Lexis-Nexis，WestLaw 等線上提供全文之外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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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庫，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之學術期刊，由於此類資料庫大多收集北美洲所出版之期刊，因此，由
歐洲出版之期刊，透過圖書館所提供的館際合作方式，向國內以及國外之圖書館借閱，或以計畫經費
購買單篇期刊論文的方式取得。
此外，針對本研究議題，國際間的發展與變化相當快速，因此，除了學術期刊論文之外，各國政
府、國際政府間組織、民間團體、以及學術研究機構的網站中，不僅針對本研究議題之最新發展加以
報導，也提供許多即時之分析與研究報告，特別是以下幾個組織之網站－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聯合國環境署（UNEP）、聯合國發展署（UNDP）、世界銀行（World Bank）、聯合國貿
易與發展會議（UNCTAD）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
、國際環境法中心（CIEL）
、國際環境
法與發展基金會（FIELD）
、國際永續發展機構（IISD）
、紐約大學法學院國際法與司法機構（IILJ）下
有關國際氣候財務之研究團隊、國際貿易與永續發展中心（ICTSD）、氣候基金更新網（Climate Funds
Update）主要已開發國家（歐盟、美國、英國、日本等）之海外援助機構等等，此等組織之網站以及
研究成果亦是資料來源之一。
五、

結果與討論（含結論與建議）

本計畫主要的研究目的有二：第一、蒐集國際以及各國之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案例，就其於相關
法令（包括國際法以及內國法）下如何處理財務機制的管理面進行分析，特別將著重於如何透過管理
面的設計整合多元化的財務機制，於完成第一個研究目的之後，以相關研究成果作為第二項研究目的
──我國氣候變遷立法下有關財務機制之立法規劃──的基礎
針對第一個研究目的，本計畫選擇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下之財務機制的申訴機制，作為一涉及管理面
的個案，主要原因在於，以本研究計畫持續關注之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正當性而言，申訴機制為一相
當關鍵的制度設計要素，故，選擇申訴機制作為管理面之個案。研究結果發現，透過分析 GEF 以及
CDM 此兩套財務機制的申訴制度，於運作上所帶來的經驗，提供 GCF 以及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下
之財務機制，於設計申訴制度時，必須注意之制度要素：首先，透過模擬案例的設計，本計畫發現：
無論 CDM 申訴制度適用的範圍為何，若針對某些 CDM 計畫活動，有兩套申訴制度同時可供利害關係
人使用時，無論是私部門參與者、或是計畫所在地之利害關係人，其權益都可能受到影響。其次，以
GCF 協定目前的相關規範，於設立其申訴制度時，可能面臨類似 CDM 申訴制度之經驗：第一、如何
協調不同權益之利害關係人，於使用同一套申訴制度時同時獲得保障，第二、如同處理於 GCF 下可能
有兩套平行之申訴制度的問題。最後，本計畫首先彙整出混合公、私部門之利害關係人、贊助計畫活
動之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申訴制度，在設計上可能遇到的體系面問題，包括如何處理在同一財務機制
下存在平行的兩套申訴制度、以及在同一財務機制下，設立得同時處理權益不同、甚至有衝突之利害
關係人的申訴制度，並對此提出一些制度設計的建議；接者再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提出於國際氣候變
化管制體系下之財務機制，設立申訴制度的必要性，即便無須設立一套適用於所有財務機制的申訴制
度，但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可以發揮整合性的功能，例如締約方大會/會員大會，可與世銀執行董事
會或世銀調查工作小組簽署備忘錄，協調申訴制度間管轄權重疊的問題、或由締約方大會/會員大會，
統一擔任有需要設立雙審級申訴制度的財務機制之二審機構、或透過締約方大會/會員大會，通過適用
於所有財務機制的環境與社會防禦政策。如此一來，應可降低個別財務機制於設立申訴制度時，所可
能造成的負擔，同時也可強化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自身的正當性。
（完整之研究成果請參見附件五：
論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之財務機制的申訴制度）
針對第二個研究目的，本整合計畫下各子計畫均挑選數個國家之氣候變遷相關立法例，以協助各子
計畫所負責之立法議題的國外立法經驗參考，本計畫於執行期間針對英國以及愛爾蘭的氣候變遷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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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研究，研究成果請參見附件四：各國立法例之評析－英國、愛爾蘭。基於上述之研究成果，本計
畫針對所負責之立法議題，包括經濟誘因工具以及財務機制的立法選項，進行立法議題的探討（完整
之研究成果請參見附件二：
「氣候變遷法」
（草案）中有關經濟誘因工具設計之立法說明）
。以財務機制
之選項為例，本計畫提出三類不同的政策選項，進一步提出立法上的可能作法，以及以財務機制之三
大面向（資源來源、資源分配、機制管理）切入，分析三類政策選項的優缺點，詳下表。
政策選項

可能作法

優點

缺點

使用既有的
相關基金，
不另新設基
金

於本法中不
資源來源
另設立新的
資源分配
基金，使用目
前既有之相
機制管理
關基金

既有之基金收入

無新增收入

既有之基金支出（多半為
專款專用類）

名目上無專用於氣候變遷減緩
與調適工作

無須新設

視各類相關基金的法源與管理
機關，變動性過大

立法變動最少

本法所需執行的氣候變遷減量
與調適工作，是否得以透過財務
機制支援，必須視各類相關基金
的法源與管理機關決策而定，變
動性過大

總體而言

新設立氣候
變遷基金，
整併既有之
相關基金

新設立氣候
變遷基金，
與既有之相
關基金並存

辨識出最直
資源來源
接相關之既
有基金，於本
法中加以整
併後（部分或
全部）成立氣 資源分配
候變遷基金

既有之基金收入，也可保 無新增收入
留新增資源來源的彈性
（例如拍賣排放許可），初
期若暫不課徵新的稅費，
業界反對聲浪較小
既有之基金支出，可於本
法中多增加使用名目

既有相關法令中名目上無專用
於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工作

機制管理

新設立管理單位，
整併既有之各基金管理單位，需
streamline 既有基金的管理 要工程浩大的機關協調與修法
工作

總體而言

無須等待新資源來源的收
入，利用既有之基金的資
源，立即可使用於本法之
執行工作

需要協調的機關以及修訂的法
律相當多；得否順利成立取決於
既有基金的主管機關之意願；既
有之基金若有非氣候變遷相關
之用途，該類基金被本法整併後
如何支援該類用途需特別考慮

於本法中直
資源來源
接新設立氣
候變遷基
金，不涉及既
有之相關基
金、或是針對
相關之既有
基金訂定指
導性的規範
資源分配

可依據本法所使用的經濟
誘因工具，收取相關的稅
費、拍賣所得、或其他資
金，也可要求政府循預算
程序給予固定比例的撥
款；既有之基金也可透過
本法指導性的原則，作為
資源來源的第二管道

創新性的資源來源可能無法及
時啟動，影響募集資金的時程與
規模

部分之資源可透過特別公

因資源來源較不可預測，影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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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收取，專款專用於執行
本法所規定之氣候變遷工
作，也可考慮投資於特定
類型的專案計畫，或考慮
與私部門成立創投基金；
既有之基金也可透過本法
指導性的原則，用於氣候
變遷減緩與調適工作

分配的資金數量

機制管理

新設立一管理機制，可充
分擷取既有之國內外案例
的經驗；；既有之基金管
理機構也可透過本法指導
性的原則，與新設管理機
制進行合作與協調工作

新設管理機制可能需要跨部會
的協調

總體而言

既有立法的變動幅度與機
關協調工作較為簡便；新
設立之氣候變遷基金可運
用創新性的資源來源，也
可專款專用於執行本法所
需之工作

新設立的氣候變遷基金何時可
順利啟動，時程尚無法預測，將
影響本法的執行工作；若針對既
有之相關基金訂定指導性的規
範，也需要與各主管機關協調、
或可能涉及既有法令的修訂

考慮到財務機制於本法通過後可立即啟動、運用創新性的資源來源、以及參考國內外案例所得之
經驗，設立兼具正當性與高效率之管理機構，本計畫提出「新設立氣候變遷基金，與既有之相關基金
並存」此一政策選項。此外，為了不延遲本法相關工作的推動，主持人亦建議於本法中針對既有之相
關基金，訂定指導性的原則，以便本法的主管機關可於新設基金開始運作之前，即可先使用既有的基
金，推動本法的執行。
實際作法可能為：第一、設立新的氣候變遷基金，資源來源可能包括：1. 氣候變遷費，2. 拍賣 cap
and trade 下的部分或全部排放許可（allowances），3. 自願性的 credit/offset 於主管機關認可並核發前，
可保留一定比例（例如參考調適基金的作法，保留每筆核發 CERs 的 2%並加以拍賣後，作為調適基金
的資金來源），拍賣該些 credit/offset 所得，4. 政府撥款（例如參考國土計畫法草案第 33 條，要求政
府應每年編列預算移撥，十年移撥總額不得低於 NT 一千億元）
，5. 私部門的捐款或投資（取決於資源
分配的模式），6. 基金本金的投資，7. 其他等；資源分配可能包括：1. 針對法定之專款專用項目，直
接移撥給主管機關，2. 提供貸款或補助給予民間團體或私部門執行相關工作，3. 投資特定計畫（可自
行與私部門合作成立創投基金），4. 其他等；管理機構則可參考既有之基金體制（官方、學界、民間
團體、產業）
，也可考慮納入私部門。第二、針對既有的相關基金，就其資源的分配與使用，訂定得用
於支援本法下的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工作。
據此，經過進一步與其他子計畫主持人數次的組間會議討論後，本計畫於整合計畫所提出之「氣
候變遷法」（草案），草擬有關「減量政策工具」以及「國家氣候變遷基金」等章節的相關條文，條文
列於附件一。此外，有鑑於本計畫於完成「氣候變遷法」（草案）之同時，立法院於 2015.6 通過「溫
室氣體減量與管理法」，並於同年 7.1 公告，本計畫亦針對此一法案下有關排放交易與溫室氣體管理基
金設置的條文，提出數項觀察與建議。以氣候變遷管理基金之相關條文為例，本計畫針對資源來源、
資源分配以及機制管理，分別提出以下之觀察與建議：針對資源來源，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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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來源包括：1. 拍賣或配售總量管制與排放交易下的核配額之所得、2. 主管機關執行有關本法第二十
一條之排放交易所收取之手續費、3. 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4. 違反本法行政罰鍰之部分提撥、5. 人
民、事業或團體之捐贈、以及 6. 其他之收入；針對「其他之收入」，立法院會於通過本法時，附帶通
過的五項決議的第二項提及：
「空氣污染防治基金一定比例之撥款，列為溫室氣體管理基金其他收入之
來源，並於前項公告廢止後停止撥款」，此處所指的「前項公告」，係規定本法施行後，溫室氣體減量
及管理的規定依本法辦理，排除空污法的管制，並應於十年後廢止環保署於 2012 年 5 月 9 日將六項溫
室氣體依空污法公告為空氣污染物的公告，因此，依據立法院的附帶決議，於 2022 年 5 月 8 日之前，
空污基金必須有一定比例的撥款至本法所設立的「溫室氣體管理基金」
，但有多少比例將撥入本基金，
條文以及附帶決議中並未說明。本項所列出的資金來源，除了拍賣或販售總量管制與排放交易下的核
配額外，基本上與國內許多類似性質的基金相差不多，缺乏具有創新性質的財源1、也未考慮如何吸引
私部門資金的投入，2頗為可惜。其次，基金的兩項收入—拍賣或配售總量管制與排放交易下的核配額
之所得，以及主管機關執行有關本法第二十一條之排放交易所收取之手續費—均必須等排放權交易制
度開始運作後，方得收取，但如前所述，本法中對於何時開始啟動排放權交易制度，依第十八條的規
定，係授權主管機關「參酌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
室氣體減量協定」實施，亦即是實施日尚未訂，此也影響本基金的資金來源，導致本基金初期的資源
來源可能以空污基金的一定比例撥款為主。即便開始實施總量管制與交易，實施初期的核配量應該也
以免費分配為主，而開始以配售方式分配核配量，依照第三條的第八點立法說明，其比例也是「…最
遲於本法施行後，十二年內至少增加至百分之十為目標」
，此有可能導致透過「拍賣或販售總量管制與
排放交易下的核配額」此一管道所收取之費用，將相當單薄，影響本基金所可得使用的資源。
針對資源的分配，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本基金專供氣候變遷減量與調適之用，具體的支用
項目包括本項所列出的九款事項，該些支用項目並沒有較具有創新性的使用用途，例如允許基金投資
特定計畫，此可能無法吸引私部門的資金投入。但本基金另有一較為特別的使用用途：第十九條第三
項規定，如果是拍賣或配售總量管制與排放交易下的核配額之所得，
「應以不低於百分之三十之比例補
助直轄市、縣（市）」支用，至於如何分配，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考量人
口數、土地面積及相關因素定之，並定期檢討。」惟如前所述，我國將於何時開始實施總量管制與排
放交易制度，尚屬未定，因此，此一得分配給地方政府支用的資源，不知何時到位。
針對機制的管理，本法第十九條第五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成立基金管理會監督運作，其基金之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行政院定之。」相較於空污法第十八條第二項直接將基金管理會的組成明
訂於法規中，3本法完全授權給中央主管機關與行政院訂定相關辦法，據此，中央主管機關可否為了管
理方便，將本基金完全交由單一機關負責、而不納入學者、專家、或環保團體等外部成員？依照條文
之授權，似乎並非不可，此對於本基金運作的透明度與公信力，將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因此，建議環
保署針對本基金的組成與運作制訂相關子法時，應參考空污法的規定，納入可公正監督基金運作的非
政府機關代表的成員，以強化本基金的公信力。（完整之研究成果請參見附件三：「溫室氣體減量與管
理法」之簡介與評論。）
歷經 15 年之立法審議，我國總算訂定氣候變遷之專法，該部法律還是有許多值得檢討之處，本計
畫所產出之研究成果，或可具體提供政府於後續之立法或修法工作時參考。

1

例如參考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下之調適基金的作法，於核發清潔發展機制計畫所產出的「經認證之減量單位」時，
保留一定比例供配售以挹注調適基金。
2
例如與私部門合作進行低碳技術與計畫的投資收入，或是參考英國政府所成立的綠色投資銀行。
3
空污法第十八條條第二項規定，基金管理委員會中學者、專家及環保團體代表等，應占委員會名額三分之二以上，且環
保團體代表不得低於委員會名額九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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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計畫成果自評
目前國內氣候變遷之學術研究，多半由大氣科學、環境科學、環境工程等自然科學領域之各學者
從事相關研究，而針對氣候變遷此一環境問題，應使用何種管制工具，以及氣候變遷所可能帶來之社
會經濟衝擊的研究，亦逐漸吸引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領域學者之投入。針對相關財務
機制的研究，亦為長期進行氣候變遷議題之研究者所關注的焦點之一，並透過介紹性質的文章相關議
題引進國內，但國內尚未有法律學者由機制運作架構、制度設計、法律規範形式等角度作為研究的主
軸，此為本研究計畫對國內氣候變遷之學術研究，就此一議題，投入法律學面向的貢獻。
再者，藉由針對國際間以及各國多樣化之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措施所設計的財務機制之研究，藉
此分析出我國氣候變遷立法下之財務機制面向的設立，對國家之相關政策與制度發展提出以下貢獻：
第一、分析目前國內既有的環境類之財務機制，是否於法制上有納入氣候變遷議題的可行性與利弊分
析（分散立法）
，第二、針對氣候變遷架構性立法，提出涉及財務機制的立法建議。以上之貢獻透過於
研究成果中，草擬相關法規條文與制度建構，具體的提供相關的主管機關於政策訂定過程中考量。
本計畫之研究成果於學術研究之部分：本計畫的研究目的之一為，蒐集並分析於 UNFCCC 之公約
體系下，各個財務機制（包括，但不限於 GEF 以及 GCF）的管理面，以及其整合之必要性與可行性，
經由研究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申訴制度，本計畫於兩篇中、英文期刊論文中，首先辨識出 GEF 之申訴
機制可能面臨多重申訴管道的衝擊，進而進一步提出如何在公約體系下，處理此一衝擊，藉由研究財
務機制的申訴制度，上述之研究成果具體提出如何整合的建議，已達計畫之研究目的，此外，目前國
際間研究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申訴制度之相關英文文獻，並未見到本研究成果發現的相關研究，故，本
計畫此一研究成果，為 Carbon and Climate Law Review 此一於氣候法上兼具學術與實務重要性的刊物、
經外審後接受並同意發表，有助於提升我國之研究者，於國際氣候變遷研究社群的能見度。
本計畫之研究成果於實務應用部分：本計畫另一主要的研究目的為針對氣候變遷之財務機制，具
體研擬氣候變遷法下之條文，以總計畫以及各個子計畫於過去五年間之研究成果為基礎、以及組間會
議的討論，本整合計畫已經於 2015.11 月整合出一部氣候變遷法之草案，本計畫負責草擬有關減量政策
工具（包括直接管制、排放權交易、氣候變遷費與碳稅）以及國家氣候變遷基金的條文，由於此一具
體之研究成果係本計畫歷經參考國際趨勢、各國立法、相關理論與實務評析後，與總計畫與各子計畫
討論後所產出，於檢視「溫室氣體減量與管理法」下的相關條文後，發現該法有多處規範不足之處，
本計畫所草擬之條文，應可提供日後修法參考用。

肆、 附件
一、
二、
三、
四、
五、

附件一：「氣候變遷法」（草案）中本計畫所負責草擬之章節條文
附件二：「氣候變遷法」（草案）中有關經濟誘因工具設計之立法說明
附件三：「溫室氣體減量與管理法」之簡介與評論
附件四：各國立法例之評析－英國、愛爾蘭
附件五：論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之財務機制的申訴制度

附件一：氣候變遷法（草案）（螢光標示之條文由本計畫負責，條文附於目錄之後）
第一章 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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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立法目的
第二條 定義
第三條 主管機關與組織
版本A：以國發會為組織
版本B：以永續會為組織
版本C：新設氣候變遷委員會

第二章 氣候變遷之法律原則
第四條 法律原則之地位
第五條 國家責任及共同原則
第六條 公眾參與原則
第七條 預防及預警原則
第八條 共同且差異責任原則
第九條 下放原則
第十條 事先告知及基於誠信原則協商之義務
第十一條 弱勢族群保障原則
第十二條 低碳經濟與綠色成長原則

第三章 中央與地方權限分配
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第十六條

地方之氣候專責委員會
地方自治團體共同研擬政策
國際城市合作之多層次治理
地方稅捐、公課、罰鍰之全國統一標準

第四章 資訊
第十七條 國家氣候變遷資料庫
第十八條 氣候變遷資訊範圍
第十九條 國家氣候變遷報告及審查
第二十條 資訊取得
第二十一條 資訊公開

第五章 減緩
第一節

溫室氣體減量目標

第二十二條 國家溫室氣體減量目標
第二十三條 中央政府部門減量目標、行動方案、期程
第二十四條 地方政府之減量目標及行動方案
第二節

減量政策工具

第一款 溫室氣體排放之盤查、登錄及許可
第二十五條 溫室氣體排放之盤查、登錄及排放許可
第二十六條 溫室氣體國家登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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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溫室氣體之直接管制
第二十七條 溫室氣體排放之直接管制
第二十八條 溫室氣體效能標準
第二十九條 溫室氣體排放標準
第三款 排放權交易制度
第三十條 排放權交易制度
第三十一條 總量管制與核配量交易
第三十二條 抵換專案、先期專案與減量額度
第三十三條 排放權交易制度之價格穩定機制
第三十四條 排放權交易制度之連結
第三十五條 碳洩漏與產業競爭力
第四款 氣候變遷稅費制度
第三十六條 溫室氣體排放費／氣候變遷費
第三十七條 碳稅
第三節

能源

第三十八條 氣候變遷的能源立法原則
第三十九條 強化組織的橫向聯繫機制
第四十條 引導能源法規制定或修正
第四十一條 堅守非核家園的長期目標
第四十二條 積極提升各部門能源效率
第四十三條 推動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
第四十四條 促進電業民營化與自由化

第六章 調適
第四十五條 調適之定義
第四十六條 政府之調適責任
第四十七條 調適政策擬定之原則
第四十八條 調適計畫之內容
第四十九條 氣候變遷影響評估
第五十條 國土計畫之調適主流化
第五十一條 調適之財政規劃及調適基金
第五十二條 產業衝擊調整
第五十三條 災害防救

第七章 財務、保險與獎勵
第一節

國家氣候變遷基金

第五十四條 國家氣候變遷基金
第二節

氣候變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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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條 氣候變遷保險與財團法人氣候變遷保險基金
第五十六條 氣候變遷天然災害補償保險
第五十七條 保險給付項目
第三節

產業綠化

第五十八條 低碳經濟與綠能產業
第五十九條 企業社會責任（參見附表）

第八章 合作與參與
第一節

公私合作

第六十條 公私合作
第二節

國際合作

第六十一條 國際合作
第三節

人民參與

第六十二條 氣候立法之人民參與與公民投票
第六十三條 行政行為之聽證
第四節

公民訴訟

第六十四條 公民訴訟條款
第六十五條 限定利害關係人為原告

第九章 氣候變遷教育
第六十六條 各級政府的氣候變遷教育

本計畫所負責草擬之條文：
第二章 氣候變遷之法律原則
第十二條 低碳經濟與綠色成長原則
I
於檢討或訂定國家整體發展策略時，政府應以追求低碳經濟與綠色成長為目標，並透過整合式之
決策模式與民眾參與，檢討我國之產業結構。
II 為達成低碳經濟與綠色成長，國家應逐步降低化石燃料之使用、提升能源使用效率、獎勵再生能
源與綠能產業之發展、以及增加綠能產業之就業人口。

第五章 減緩
第二節
減量政策工具
第一款 溫室氣體排放之盤查、登錄及許可
第二十五條 溫室氣體排放之盤查、登錄及排放許可
I
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公告之排放源，應每年進行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其排放量清冊及相關
資料應經查驗機關查證後，定期登錄於依據 0 所設立之溫室氣體國家登錄平台中所開立之排放源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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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依據 0 參與總量管制與核配量交易之排放源，應於總量管制實施日起前一年取得排放許可並依許
可條件操作、監測、紀錄及申報其排放量；新設或變更之排放源應於設置或變更前，取得或變更環境
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核發之排放許可。
III 第一項應進行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之排放源，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應於本法實施後一年內公
布。
IV 第一項所指查驗機構之資格條件、申請與審查程序、許可條件、管理辦法等及其他應遵行事項，
由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定之。
V
第二項排放許可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核發、撤銷、廢止等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環境
保護署／環境資源部定之。
第二十六條 溫室氣體國家登錄平台
I
中央主管機關／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應設立溫室氣體國家登錄平台，供具有環境保護署／環
境資源部公告之排放源之事業，登錄其經查驗後之排放量。本登錄平台中所記載之相關資訊，除涉及
商業機密外，每年應定期提報至依據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建立之國家氣候變遷資料庫。
II 前項之溫室氣體國家登錄平台，其管理方式與其他具體操作事項之辦法，由環境保護署／環境資
源部定之。
第二款 溫室氣體之直接管制
第二十七條 溫室氣體排放之直接管制
I
中央主管機關得透過本條之溫室氣體排放之直接管制措施，達成本法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或
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所揭示之溫室氣體減量目標。
II 前項所指之直接管制措施包括，但不限於 0 之溫室氣體效能標準以及 0 之溫室氣體排放標準。
III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實施後一年內，公告是否依據本條採行溫室氣體排放之直接管制以及管制
之措施；若公告預計採行本條所建立之直接管制措施，應要求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於公告後六個
月內完成相關之法制準備工作並提報行政院。
第二十八條 溫室氣體效能標準
I 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公告之排放源，應符合溫室氣體效能標準。但依 0、0 或 0 條規定管制者，
不在此限。
II 前項之效能標準，由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新設或既有排放源
別、事業別、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產出或單位消耗之溫室氣體年平均排放量定之。
III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因特殊需要，擬訂個別較嚴之效能標準，報請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
會商有關機關核定之。
第二十九條 溫室氣體排放標準
I
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公告之排放源，應符合溫室氣體排放標準。但依 0、0 或 0 規定管制者，
不在此限。
II 前項之排放標準，由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特定業別、設施、
污染物項目或區域定之。
III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因特殊需要，擬訂個別較嚴之排放標準，報請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
會商有關機關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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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排放權交易制度
第三十條 排放權交易制度
I
中央主管機關得透過本條所設立之排放權交易制度，達成本法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所揭示之
溫室氣體減量目標。
II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實施後一年內，公告是否依據本條採行排放權交易制度；若公告預計採行
本條所建立之排放權交易制度，應要求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於公告後六個月內完成相關之立法準
備工作並提報行政院。
第三十一條 總量管制與核配量交易
I
具有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公告之排放源、且超過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所公告之排放量之
事業，應加入總量管制與核配量交易制度。具有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公告之排放源、但排放量未
達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公告之數量之事業，得自願參加總量管制與核配量交易制度。
II 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採行總量管制與核配量交易後三個月內，會商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應加入總量管制與核配量交易制度之事業。
III 為達成本法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所揭示之減量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以三年為一期、訂定階
段性之減量目標，並指示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將應削減之排放量，核配給依據第一項應加入以及
自願加入總量管制與核配量交易制度之事業。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於第一階段應保留至少 15％之
核配量供公開拍賣，保留予公開拍賣之比例，於後續每一階段應逐年增加，每一階段相較於前一階段
應增加至少 20％之核配量供公開拍賣。拍賣淨所得悉數繳納至依據 0 所成立之國家氣候變遷基金。
IV 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應保留各階段預定核配量之 10％，透過拍賣或販售，給予新設或變更排
放源之事業。拍賣或販售淨所得悉數繳納至依據 0 所成立之國家氣候變遷基金。
V
依第三項取得核配量之事業關廠、歇業或解散時，其所持有之核配量應由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
部收回。此等事業停工或停業時，其所持有之核配量於其停工或停業期間，不得進行交易。
VI 前三項所指之核配方式、核配條件、核配程序、公開拍賣與販售之程序、核配量之撤銷、廢止或
收回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定之。
VII 依第三項取得核配量之事業所獲得之核配量，應記載於其排放許可，作為該事業於環境保護署／
環境資源部規定期間內之排放額度。此等事業應採行減量措施、或至經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會同
相關主管機關認可之交易平台進行交易；此等事業在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規定期間之經查驗之實
際排放量，不得超過其排放額度。
VIII
於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規定期間屆滿時，經查驗之實際排放量超過其排放額度之事業，
得使用經交易取得之核配量、符合 0 規定所取得之減量額度、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據 0 所承認之
外國核配量，作為抵扣超過其排放額度之實際排放量。使用符合 0 規定所取得之減量額度進行抵扣之
比例，不得超過其排放額度之 20％；若減量額度取自於經主管機關認可、位於外國之抵換專案，此抵
扣之比例，不得超過其排放額度之 10％。
IX 於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規定期間屆滿時，經查驗之實際排放量低於其排放額度之事業，其所
持有超過其經查驗之實際排放量之核配量，得保留至下一管制階段使用。
X
依第三項取得核配量之事業，於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規定期間屆滿時，於其溫室氣體國家登
錄平台之排放源帳戶中未持有等同於其排放額度之核配量或減量額度者，不足之部分應由環境保護署
／環境資源部處以每公噸二氧化碳當量新台幣三千元之罰鍰，並應於規定期間屆滿後二個月內，以核
配量或減量額度補繳其不足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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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第三項所指之核配量，僅代表持有之事業得依據本法排放溫室氣體之有限度之授權，不構成持有
事業之固有財產權。本法或其他相關法規不得限制中央主管機關得基於管控溫室氣體排放量或其他政
策需求，終結或限制此一授權的權力。
第三十二條 抵換專案、先期專案與減量額度
I
具有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公告之排放源之事業，得主動提出具有實際溫室氣體減量成效之抵
換專案，經查驗機構查證後，向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提出申請，經認可後核發減量額度。
II 前項所指之抵換專案，以位於中華民國境內為原則；此類專案計畫包括增加碳匯功能、強化森林
資源之永續經營管理、以及增加生物多樣性資源保育者，但不得包括涉及核能設施者。
III 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公告之排放源，於依據前條第一項成立總量管制與核配量交易之前，因
執行減量專案（簡稱先期專案）
，使其於規定期間之經查驗之實際排放量，低於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
部依據 0 所公告之效能標準或 0 之排放標準，得向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提出申請，就其實際排放
量低於效能標準或排放標準容許之排放額度，核發減量額度。
IV 抵換專案與先期專案之申請要件、申請方式、審查要件、審查程序、使用條件等及其他應遵行事
項之辦法，由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定之。
V
於本法施行前，已執行抵換專案與先期專案、並經環保署認可核發之減量額度，於本法施行後一
年內尚未失效者，應備妥相關文件向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提出認可之申請，於取得認可後，方得
保留其效力。此類減量額度申請認可之程序、相關文件、以及於本法中得使用之數量與條件等相關規
定，由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定之。
VI 持有經聯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及相關議定書體系下之正式機構認可並核發之減量單位，得向環
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申請認可。
VII 申請人依據第一項與第三項之規定申請核發減量額度時，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於做出核發之
決定時，應保留該次決定所核發之減量額度之百分之二，供日後拍賣或販售用；拍賣與販售淨所得悉
數繳納至依據 0 所成立之國家氣候變遷基金。
VIII
持有本條所取得或經認可之減量額度，僅代表持有之事業得依據本法排放溫室氣體之有限度
之授權，不構成持有事業之固有財產權。本法或其他相關法規不得限制中央主管機關得基於管控溫室
氣體排放量或其他政策需求，終結或限制此一授權的權力。
第三十三條 排放權交易制度之價格穩定機制
I
當核發量或減量額度連續兩季之市場價格，高於前兩年同期之市場價格三倍以上、或低於前兩年
同期之市場價格百分之三十以上時，中央主管機關／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應啟動價格穩定措施，
包括，但不限於提前或延後拍賣保留予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供其販售之核配量、設定最低拍賣價
格、設定可釋出供拍賣之核配量數額等，俾使核發量之價格得真實反映溫室氣體排放所造成之外部成
本、以及提供事業足夠之誘因進行減碳技術之投資。
II 價格穩定機制啟動之價格門檻、運作模式等相關規範，由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會同相關主管
機關定之。
第三十四條 排放權交易制度之連結
I
中央主管機關得與任何訂有排放上限之強制性總量管制與核配量交易制度之地方、國家、或區域
實體，針對核配量之相互承認等相關事宜，訂定連結協議或備忘錄。但此等協議不得有損錯誤! 找不
到參照來源。所訂之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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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項之連結協議或備忘錄簽訂後，中央主管機關／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應就本法需修訂之
處，於簽訂後六個月內提出修法草案，提交立法院審議。
第三十五條 碳洩漏與產業競爭力
I
為避免排放權交易制度實施後，造成碳洩漏導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或嚴重損及能源密集產業
之國際競爭力，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得於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採取下列措施：
一 無償分配核配量。
二 要求進口產品需持有核配量。
三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措施。
II 前項之碳洩漏程度、易受國際競爭壓力之產業或部門、以及有關採取相關措施之程序等相關事宜，
由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款 氣候變遷稅費制度
第三十六條 溫室氣體排放費／氣候變遷費
I
各級政府得對排放溫室氣體之固定排放源與移動排放源，徵收溫室氣體排放費，其徵收對象如下：
一 固定排放源：依其排放溫室氣體之種類及數量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理
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理人徵收；其為營建工程者，向營建業主徵收；經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
指定公告之物質，得依該物質之銷售數量向銷售者或進口者徵收。
二 移動排放源：依其排放溫室氣體之種類及數量，向銷售者或使用者徵收，或依油燃料之種類成分
與數量，向銷售者或進口者徵收。
II 溫室氣體排放費徵收方式、計算方式、繳費流程、繳納期限、繳費金額不足之追補繳、排放量之
計算方法等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收費辦法，由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各級政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III 依據 0 之規定參與排放權交易制度之固定排放源，以及依據 0 規定已繳納碳稅之油燃料，得免徵
溫室氣體排放費。
IV 溫室氣體排放費悉數繳納至依據 0 所成立之氣候變遷基金。
V
公私場所固定排放源，因採行溫室氣體減量措施，能有效減少排放量達一定程度者，得向主管機
關申請減免全部或部分之溫室氣體排放費。溫室氣體排放費減免之申請資格、審查程序、撤銷、廢止
與追償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管理辦法，由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三十七條 碳稅
I
中央主管機關／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各級政府得對能源燃料，或其他產品，不論在本國產
製或自國外進口，徵收碳稅。
II 前項碳稅之徵收對象、徵收方式、課稅項目與稅額、減免對象及其他應遵行事項，由中央主管機
關／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各級政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訂碳稅徵收條例草案提交
立法院為之。

第七章 財務、保險與獎勵
第一節
國家氣候變遷基金
第五十四條 國家氣候變遷基金
I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立國家氣候變遷基金，以執行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政及計畫。基金來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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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 0 至 0 拍賣或販售核配量及減量額度之所得。
二 依 0 所收取之溫室氣體排放費／氣候變遷費。
三 依本法所收取之手續費。
四 國內外公私部門之捐贈或投資。
五 政府機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六 本基金之投資與孳息收入。
七 其他收入。
II 前項基金專供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政策與計畫之用，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 關於各級機關執行本法之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工作。
二 關於補助與獎勵排放源辦理溫室氣體自願減量工作。
三 關於執行依據 0 設立之排放權交易制度之相關工作。
四 關於執行與落實依據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建立之國家氣候變遷資料庫相關工作。
五 關於氣候變遷之教育宣導。
六 關於有助於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國內外公私部門示範型計畫的補助、貸款、或投資工作。
七 關於涉及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國際合作事項。
八 關於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氣候變遷天然災害補償保險之保費支出。此項支用以本基金年度收
入總額之百分之 X 為原則。
九 關於補助弱勢族群遷出易受氣候變遷衝擊之敏感脆弱世居地。
十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認定，關於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事項。
III 第一項第五款政府之撥款，自本法施行之日起，政府應每年編列預算移撥，每年移撥總額不得低
於新台幣一百億元，十年移撥總額不得低於新台幣一千億元。
IV 第二項第六款所指之示範型計畫的補助、貸款、或投資工作，關於此等計畫之類型、計畫申請人
資格、補助、貸款或投資之額度與型態等具體操作模式，由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會同相關主管機
關定之。
V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實施後一年內成立氣候變遷基金管理委員會，監督與管理基金之運作、以
及審查第二項第六款所指之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計畫之公私部門計畫申請案。
VI 前項氣候變遷基金管理委員會由委員九人組成，學者專家、環保團體代表、工商界代表，應占委
員名額三分之二以上，且環保團體代表不得低於委員會名額九分之一。但第二項第八款之支用項目，
其監督與管理由中央主管機關／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部會同相關主管機關另訂辦法實施。
VIII
為協助氣候變遷基金管理委員會審查第二項第六款所指之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計畫之公私部
門計畫申請案，氣候變遷基金管理委員會得設立專家小組／技術小組，協助委員會進行審查工作。
IX 為有效運用基金，氣候變遷基金管理委員會得自行或與專業金融機構共同設立創投基金，運用本
基金進行有助於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投資活動。
X
氣候變遷基金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會商相關主管機關定之。
XII 於國家氣候變遷基金尚未成立前以及成立後，中央主管機關應與相關部會協調，俾使既有之相關
基金，於支用上納入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工作之考量，以協助各級政府執行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工作。
第三節
產業綠化
第五十八條 低碳經濟與綠能產業
I
為達成低碳經濟與綠色成長目標，並逐步降低化石燃料之使用，行政院應於本法實施後六個月內，
全面檢討給予化石燃料生產與使用之各類獎勵與補助措施；針對造成化石燃料之生產與使用未將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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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排放之外部成本內部化之獎勵與補助措施，應訂定逐步削減與刪除之時程，並進行相關之法制修
訂工作。
II 為扶植綠能產業、擴大低碳技術之投資、增加綠能產業之就業人口、協助排放密集產業轉型，行
政院應於本法實施後一年內，全面檢討現行之各類獎勵與補助措施，並進行相關之法制修訂工作。

附件二：針對「氣候變遷法」（草案）中有關經濟誘因工具設計之立法說明
經濟誘因工具：排放權交易與碳稅
1. 基本問題
經濟誘因工具（在世界銀行等開發銀行的推動下，排放權交易與碳稅等氣候變遷減緩政策工具又被
稱為「碳定價機制」4）是否得以最具有成本效益的方式來達成環境目標，端視政策工具設計的內涵，
也因此各方對於排放權交易與碳稅，是否為氣候變遷減緩的最佳政策工具，難以達成共識。惟在京都
議定書納入彈性機制、各國際組織（特別是世界銀行與區域開發銀行）大力推動、以及歐盟排放權交
易機制運作等趨勢下，碳定價機制逐漸為各國在氣候變遷減緩政策的討論中，成為不可或缺的選項之
一。我國日前已通過的溫室氣體減量與管理法（以下簡稱溫減法）中，即是使用排放權交易為該法唯
一的減量政策工具；甚至於溫減法草案尚未通過時，我國的主管機關環保署即透過法源不明確的行政
規則，實施溢額類的排放權交易制度。能源稅條例草案（行政院版本）雖然並非嚴格意義下的碳稅，
但其以課稅對象（能源燃料）之碳含量為課稅的基礎之一，也與目前實施碳稅之國家的經驗相類似，
此外，我國日前已通過的溫減法，也希望「依二氧化碳當量，推動進口化石燃料之稅費機制」。
縱上所述，依照我國目前的政策規劃，排放權交易制度以及碳稅似乎都是政府欲使用的氣候變遷減
緩政策工具，此類政策工具的使用，都需要立法授權：以碳稅來說，依據「租稅法定主義」
，一定必須
有法律授權方得開徵，以排放權交易制度來說，強制型的總量管制與交易型的排放權交易制度，也一
定需要法律的授權，方得課與參與企業強制之排放量與繳回核配量等義務。因此，若決定將經濟誘因
工具作為我國溫室氣體減量的政策工具選項，一定必須於立法中納入。
2. 國內發展與討論
經濟誘因工具於我國環境法制（污染控制與防制類）下並非廣泛的被使用，僅有空氣污染防制法中
訂有空氣污染防制費以及總量管制區，其中也僅有空污費有較多的實施經驗，我國絕大多數之污染防
制法還是以直接管制（command and control）類的政策工具進行管制，例如訂定排放標準、各類污染防
制區等等。但是於溫室氣體減量對策上，經濟誘因工具，特別是排放權交易，似乎一開始即受到主管
機關環保署的青睞，於 2000 年所提之的溫減法草案版本中，即納入排放權交易制度，待溫減法通過行
政院會審查、於 2006 年送交立法院後，無論是行政院的草案版本、或是數份立法委員所提出的草案版
本，一律將排放權交易制度納入溫減法草案中，作為主要的減量工具。5在本法未通過前，環保署即已
經在沒有法律授權的狀況下，公告「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暨抵換專案推動原則」
，推動排放基準與溢額類
（baseline and credit）的排放權交易制度，且已據此核發出相當多的減量額度。6於日前所通過的溫減
法中，則以排放權交易做為我國唯一的減量政策工具。

4

可參考世銀網站：http://www.worldbank.org/en/programs/pricing‐carbon
施文真，2013.9，「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簡評—以排放權交易為主要分析對象」，收錄於：施文真，WTO‧氣候變遷與
能源，元照出版：台北，頁 3‐45
6
施文真，2015.4，「排放權交易制度於臺灣之推動現況以及可能引發之法律爭議」，月旦法學，第 239 期，頁 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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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排放權交易制度向來即為主管機關所青睞、且也已經入法，我國有關碳稅與能源稅7的開徵，
共識則較低：雖然於 2005 年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中即已宣示，我國將於適當的時機推動碳稅，而「能
源稅條例草案」亦分別由陳明真等立法委員連署提出一立法院版本以及由行政院指示財政部進行研議
之財政部版本，於 2006 年時提出並引發各界的討論，甚至於 2015 年第四次全國能源會議中，對於是
否課徵、以及何時課徵能源稅均尚未獲得各界的公共識。但於溫減法尚未通過前，環保署於 2012.5.9
將 6 種溫室氣體公告為空氣污染物之後，除了依據空污法的相關訂定排放量申報管理辦法，以及應申
報溫室氣體排放量之公私場所的固定污染源，當時甚至規劃是否要訂定「排放標準管制」以及「空污
費收費制度」，8此外，日前已通過的溫減法，也希望「依二氧化碳當量，推動進口化石燃料之稅費機
制」。
以上均此顯示，不同於我國一般的污染控制/防治法規類所使用的政策工具，於溫室氣體減量上，
主管機關的政策選擇以經濟誘因工具為主。
3. 比較法
參考目前各國對於排放權交易制度與碳稅此兩類政策工具使用的現況以及立法例，於立法中納入此
兩種政策工具的選項可能包括三大選項：第一、只使用排放權交易制度；第二、只使用碳稅；第三、
兩種制度併行。詳細的政策工具之使用以及各國的立法例如表一：
表一：排放權交易制度與碳稅的政策選擇與立法例
編
號

政策工具的使用

A-1

只使
用排
放權
交易

compulsory
cap and
trade

立法例

各國經驗下的作法

歐盟、南
韓、紐西
蘭、加州

1.強制特定產業、或超過某依排放量、
或其他標準之企業/排放源，有參與總
量管制之義務，包括申報經認證過之
排放權、繳回核配量之義務等；
2. 於特定條件下允許與其他排放權交
易制度進行連結，例如允許使用特定
類型之溢額（例如 CDM 計畫所產生的
CERs）來滿足法定義務

制度

A-2

A-3

7

Voluntary
cap and
trade

瑞士、英國

Credit/offset
trading

CDM、JI、
CCDM（中
國 CDM）、
加州

多半搭配強制性的碳稅（例如瑞士）
或類似之稅費制度（例如英國的氣候
變遷費）
，由企業選擇繳交稅費或參與
自願性的 cap and trade
多半為鼓勵企業從事早期減量活動所
設計

需注意：碳稅與能源稅嚴格來說係不同的概念，但就目前已開徵碳稅的國家經驗觀察，大多是針對各類能源產品，以貨
物稅的方式課徵。因此，兩者於部分範圍內還是有重疊之處，故，本文將視文獻以及上下文（context），交替使用「能源
稅」與「碳稅」。
8
施文真，2015.4，「排放權交易制度於臺灣之推動現況以及可能引發之法律爭議」，月旦法學，第 239 期，頁 66。惟該篇
文章當時於註釋 49 與 52 中所參考之網頁，已於溫減法通過後被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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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
Climate
Action
Reserve）
B

只使用碳稅

C-1

同時
使用
兩種
制度

C-2

加拿大英屬
哥倫比亞、
南非（規劃
中）

多半考慮到產業競爭力，設有得豁免
繳納的規定；此外，通常會搭配調降
其他類型之稅捐負擔

兩種制度並
行

瑞典、芬
蘭、愛爾
蘭、挪威、
英國

1.被要求參加強制性的排放權交易制
度者，得豁免課徵碳稅；
2. 與政府簽署自願減量協議或參與自
願型的排放權交易制度，得全部或部
分豁免碳稅或類似之稅費
3. 企業得自行選擇繳納碳稅或參加排
放權交易制度

主要使用一
種、搭配另
一種彈性運
用

墨西哥

負有納稅義務者，得在法定的限度下
使用溢額（例如 CDM 下所產生的
CERs、或其他類型之減量額度）

由前述之各國經驗可看出，使用經濟誘因工具的選項非常多樣化，據此所需搭配之立法內容也因此
相當多元。
首先，以碳稅或類似之稅費（例如英國的氣候變遷費）來說，基於「租稅法定主義」，有開徵碳稅
的國家或地區，都是透過特別之租稅法作為課徵碳稅的法源，例如丹麥的「二氧化碳稅法」（CO2 Tax
Act）
、冰島的「環境與資源稅法案」
（Bill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s Taxes）
、墨西哥的「特別稅法
與生產服務、以及聯邦財政法典」（Special Tax Law and Production Services, and the Fiscal Code of the
Federation）
、英國的「氣候變遷費規則」
（Climate Change Levy Regulation 2001）
、加拿大英屬哥倫比亞
的「碳稅法」（Carbon Tax Act）等等。較為特別是是瑞士的立法例：於其「二氧化碳減量聯邦法案」
中（Federal Act on the Reduction of CO2 Emissions）
，將二氧化碳費（CO2 levy）以及排放權交易並列
為減量管制工具，兩項減量工具同時於 2008 年 1 月 1 日開始實施，企業可以選擇繳納二氧化碳費或是
參加排放權交易制度。至於其他國家之氣候變遷立法例中，少見直接列入課徵碳稅作為減量的政策工
具之一。
其次，以排放權交易制度來說，採用強制型的總量管制交易型之地區或國家，主要有三種立法類型：
第一、訂定排放權交易制度的專法（例如歐盟）
，第二、於氣候變遷上位法令中針對排放權交易制度的
重要制度要素加以規範，其他則另訂排放權交易專法（例如南韓）或授權主管機關訂定行政命令執行
（例如加州）
，第三、直接於氣候變遷上位法令中規範排放權交易制度（例如紐西蘭）
。於該些立法中，
除了針對強制型的總量管制交易的各個制度要素（例如總量的訂定、核配量分配的方式、管制者之義
務、MRV 機制、罰則等），另也可能就以下事項加以規定：例如是否與其他排放權交易制度進行連結
以及連結的條件、是否承認企業之先期減量活動等。
第三、針對兩種制度均有使用的國家或區域經驗觀察，主要使用排放權交易制度的國家或區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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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於其相關法規中搭配碳稅的使用，多是透過與其他排放權交易制度的連結（例如允許使用來自其他
地區或國家的核配量、或特定類型的溢額），增加參與者遵約（compliance）的彈性或擴大碳市場，兩
種制度均有使用的立法例，通常是在碳稅之相關租稅立法中，針對豁免的條件，納入已參加排放權交
易制度者得予以豁免的規定。
4. 選項分析
由上述的各國經驗可看出，納入此兩種政策工具的三大選項（只使用排放權交易制度、只使用
碳稅、兩種制度併行）都有相關的國家經驗，據此，以下針對三大選項的可能作法、以及其優缺點，
以表二列出。
表二；三大政策選項之可能作法與優缺點
政策工具的使用
只
使
用
排
放
權
交
易
制
度

強制性的 cap
and trade

自願性的 cap
and trade

自願性的
credit/offset
trading

只
使
用
稅
賦
措
施

碳稅

可能之作法

優點

缺點

依據產業別、排放溫室
氣體之種類或排放量等
指標，循序擴大參與主
體的範圍

設定排放總
量，排放減量
的效果較
佳；可透過連
結其他排放
權交易市場
擴大規模

尚未加入強制
性之交易制度
的排放源如何
提供減量誘
因？

鼓勵企業自願參與，可
提供的誘因包括獎勵金
（可參考英國的作
法）
、未來參加強制性的
cap and trade 時給予初
始分配的獎勵等

設定排放總
量，排放減量
的效果較
佳；提供企業
是否參加的
彈性

可能增加政府
的財政負擔；
參與企業過少
時減量效果不
彰

鼓勵企業自願從事得產
生 credit 之減量活動或
計畫，可提供的誘因包
括 credit 的認可、後續
之法定使用用途（例如
抵銷環評承諾、得使用
於強制性的 cap and
trade）

提供企業是
否參加的彈
性

無排放總量的
訂定，減量效
果難以量化；
參與企業過少
時減量效果不
彰

針對各式能源燃料、依
其碳含量課徵；也可考
慮隨電力課徵

管理成本
低；增加政府
稅收

減量效果難以
量化；與既有
之各類稅費重
疊的問題，涉
及不同法規與
不同主管機
關，協調與修
法相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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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時
使
用
兩
種
制
度

溫室氣體排放
費（或氣候變遷
費）

可參考空污費，針對固
定排放源與移動排放源
課徵，前者主要依據公
告之排放係數徵收、後
者依燃料徵收

管理成本
低；專款專用

減量效果難以
量化；與既有
之各類稅費重
疊，涉及不同
法規與不同主
管機關，協調
與修法相當困
難

同時課徵碳稅
與溫室氣體排
放費

可考慮針對能源燃料依
其碳含量課徵碳稅、針
對固定排放源，則依據
排放係數課徵溫室氣體
排放費

增加稅收且
有部分收入
得指定用途

管理成本較
高；；與既有
之各類稅費重
疊的問題，涉
及不同法規與
不同主管機
關，協調與修
法相當困難

主要使用排放
權交易、搭配碳
稅或溫室氣體
排放費

特定溫室氣體排放量超
出一定門檻者，參加強
制性的 cap and trade，其
他未參與排放權交易制
度之企業（或個人）則
負有繳納碳稅或溫室氣
體排放費的義務、或可
選擇自願加入強制性的

設定排放總
量，排放減量
的效果較
佳；未參加

管理成本較
高；與既有之
各類稅費重疊
的問題，涉及
不同法規與不
同主管機關，
協調與修法相
當困難

主要使用碳稅
或溫室氣體排
放費、搭配
credit trading 類
的排放權交易
制度

cap and trade
所有排放源均需繳納碳
稅或溫室氣體排放費，
但從事自願減量並獲得
經認證之 credit 的企
業，可使用特定類型之
credit 納稅

cap and trade
的企業還是
有誘因進行
減量
增加政府稅
收；提供企業
減量誘因

管理成本較
高；與既有之
各類稅費重疊
的問題，涉及
不同法規與不
同主管機關，
協調與修法相
當困難

5. 立場與具體的建議
以我國的現況來說，似乎兩類經濟誘因工具的使用都可見於主管機關的立法草案中，但由於此兩法
案分屬不同的部會（環保署與財政部）
，因此對於同時或先後使用兩類之經濟誘因工具可能造成的經濟
面與環境面的衝擊，似乎都未見於各自之立法草案中。
若政策上決定兩類的經濟誘因工具要同時搭配使用，立法例上的設計即相當重要：於氣候變遷總則
性或綱要性的立法中，可以將兩類的經濟誘因工具並列為氣候變遷減緩的政策工具選項，針對兩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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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關係（例如各自實施的條件或優先次序）以及各類工具的主要制度要素加以政策性與原則性的規
定，至於細部的制度實施條件，則要求主管機關另訂專法。
參考我國於考慮能源稅開徵時，如何處理涉及現行許多相關之規費徵收的協調與修法爭議，個人對
於在政策選項上只使用稅賦措施（無論是碳稅或氣候變遷費）持較為保留的態度；至於排放權交易制
度，參考目前已實施的國外經驗，較適合限定具有一定排放規模的排放源參加，欲納入所有的排放源，
行政成本將會相當龐大，因此，個人對於在政策選項上只使用排放權交易制度，也持較為保留的態度。
較為可行的政策選項應該是兩類制度並用，並以主要使用強制性的 cap and trade、搭配碳稅或溫室氣體
排放費較佳，一來可透過排放總量的設定達成具體且得量化的減量目標、一來也可透過稅賦措施導引
企業、家戶、與個人進行減量行為，並增加政府之一般稅收或專款收入。
實際作法可能為：第一、就特定之溫室氣體（可先以二氧化碳為主，逐步擴大至其他溫室氣體），
排放量超過一定門檻的企業，負有參加 cap and trade 之法律義務，排放量未達一定門檻的企業，可選
擇自願參加強制性的 cap and trade，參與者得豁免碳稅與溫室氣體排放費的繳納；此外，企業從事經主
管機關或其他指定機構認證之減量活動或計畫，得取得 credit 或 offset，該類 credit 或 offset 得（於一
定比例內）用於強制性的 cap and trade，第二、針對能源燃料，依其碳含量課徵碳稅，也可考慮針對電
力課徵，針對工業與家戶用電分別課稅，並在技術可行時減免再生能源所產生的電力應繳納之碳稅；
第三、針對固定溫室氣體排放源，依公告之排放係數或排放強度繳納溫室氣體排放費。

附件三：
「溫室氣體減量與管理法」之簡介與評論
溫減法，然後呢？──法律學者評新通過溫減法9

貳、溫減法概覽
一、溫室氣體減量與管理法立法的意義

從政府機關的層面來思考，溫減法的通過代表行政部門與立法部門對溫減法逐步產生共識。在二
○○○年，環保署就將最早的溫減法草案送到行政院，爾後再送到立法院，過了十五年之後終於通過，
是我國第一部處理溫室氣體與全球暖化議題的立法。溫減法雖然看似一部單純的環保法規，但牽涉到
國家未來的經濟與產業政策，甚至長遠的國土規劃，因此溫減法的通過具有重要的意義。
但是，溫減法通過的目的不應該是避免被國際制裁。觀察目前的談判草案文件內容，年底的巴黎締約
方大會所可能通過的新氣候變遷國際規範，應該沒有針對未進行自主減量的國家訂定制裁條款；但即
便沒有來自國際公約的制裁，溫室氣體管制措施比較強的國家，也有可能在其內國法中設計一些邊境
措施以平衡產業競爭力與處理碳洩漏的問題。不過無論是可能來自國際上或是各國單邊的制裁，都不
應以避免被制裁作為通過溫減法的主要原因，依據先前的經驗，在國際制裁壓力下所通過的法律，後
續常有窒礙難行的情形，因為在這種狀況下所通過的法律，並不是以國內的政策需求以及整體狀況為
立法或修法的目的。
此外，通過溫減法也不應該只是為了提交臺灣的 INDC；雖然環保署已決定要提 INDC，但提交的
管道與形式、以及提交之後對我國是否帶來額外的國際法義務，都還可再討論。
本文收錄於月旦法學雜誌，2015.10，第 245 期，頁 52-73，共同作者包括：葉俊榮、施文真、林春元、高仁川、汪信君、
許耀明。此處附上本計畫主持人所負責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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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溫減法的立法是要給產業與人民一個明確的發展方向，並指示我國的整體發展。總之，
我們不應只是為了給國際一個交代而通過溫減法，而是為了確定國內的氣候變遷政策的方向，使其不
會因選舉、政黨輪替而有所改變。
二、溫減法架構與主要條文
(一) 溫減法架構

溫減法總則內含立法目的、主管機關、名詞定義、法律基本原則。第二章是政府機關的權責，包
括中央與地方各層級政府機關被賦予的任務。第三章是減量對策，包括排放權交易與溫室氣體管理基
金。第四章是宣導與獎勵。第五章是罰則與附則。10其中，關於「減量目標、法律基本原則、政府機關
權責、排放權交易（總量管制與排放交易、抵換與先期專案）
、溫室氣體管理基金」等相關條文，是政
府各機關應該了解的規範，也是業界、民間團體很關切的議題。
(二) 主要條文

1.減量目標與階段管制目標
溫減法受人矚目的條文，首先是第四條之「減量目標」
。在第 7 屆立法院會期的討論當中，許多立
委非常排斥減量目標入法，但減量目標入法可以提供政府與產業界一個具體、終極的目標，應可發揮
很大的政策指引功能。本法一個特別之處在於，依據第四條第二項，減量目標可以讓中央主管機關觀
察國際局勢的發展，於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經由行政院核定，調整本法中所訂的減量目標。所
以「減量目標」雖有入法，但仍須參酌國內外情勢變化，適時調整該目標，並定期檢討之。溫減法以
二○○五年為基準年，要求二○五○年時將排放量減至二○○五年的一半以下。這樣的時程其實很久，因此，
溫減法也有階段管制目標的規定，將長期的目標分階段落實，此制度設計是仿照英國，依據本法第十
一條，階段的目標與管制方式的準則並非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而是召集各界代表組成諮詢委員會，
經由召開公聽會的方式進行；總體的指導原則是每五年為一個階段，至於每五年要分配多少額度的排
放，則須考慮產業的結構發展作調整。減量目標內有很大的彈性，而彈性係指在完成最後的減量目標
前，會斟酌各種不同的情勢變化隨時作調整，並不是死板板地僅按條文內容操作，而這個彈性應如何
因時制宜，本法則是授權給溫減法的主管機關，即環保署負責。因此，環保署何時依據第十一條之規
定，開始進行階段管制目標的規劃與籌備工作，例如組成該條第一項所提之諮詢委員會，應是各界持
續關注的重點後續發展。
2.法律基本原則與重要政策入法
溫減法第五條與第六條針對政府為因應氣候變遷所規劃管理之相關法律與政策、以及各類溫室氣
體管理相關方案與計畫，訂出各項法律原則作為指導方針，其中一個特色是，很多重要的政策方向都
被納入本法中：包括逐步降低對於化石燃料的依賴、排放權交易的核配量逐步朝配售方式進行、對進
口的化石燃料收稅費、重申達成非核家園的目標等。將幾個重要推動氣候變遷的手段、政策方向入法
當然很重要，比較可惜的是，政策如何推動、權責機關為何，這部溫減法並未交代清楚。
3.政府機關的權責
溫減法第二章是有關政府機關的權責，主要是賦予各層級政府制訂各類型計畫的責任，包括中央
主管機關必須開始研擬行動綱領與推動方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也必須提報部門別的行動方案，
相關條文中同時要求各機關必須定期回報執行狀況。透過政府內部的管考使得計畫得以落實，也是政
府政策走向的重要考慮因素。縣市政府亦被要求依據中央各類推動方案，訂定地方層級的執行方案。
除訂定與執行各類計畫外，本章也要求中央層級的機關必須進行資料的蒐集、提報、編撰國家報告等，
這些工作目前均已在進行中，因此，將之入法對各機關應不會帶來額外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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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條文的綜覽可參考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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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排放交易為溫室氣體減量的主要政策工具
溫減法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在達到某一條件之後，可以決定是否實施總量管制與排放交易。但重點
是，除了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的排放源，必須每年進行排放量的盤查以外，本法中沒有其他的減量對
策。溫減法僅以排放交易為溫室氣體減量的主要且唯一的政策工具。目前當然有一些國家以及地區以
排放權交易為減量政策工具，但也有進行直接管制的國家（例如美國針對電業排放的管制）
。溫減法中
則只有排放交易此一減量政策工具，沒有任何直接管制措施，例如排放標準或效能標準等。
此外，在我們的立法當中，可以看出排放權交易的客體有兩種，一種是總量管制與交易(cap and trade)
的參與者被分配到的「核配量」(allowance)；另外一種則是企業自行進行減量工作後的排放量，低於沒
有進行減量工作(business as usual)時的排放量，其差額經認證後可以作為「減量額度」(credit)，這是企
業自己採取減量計畫、措施的努力被認可的結果。這兩種制度在溫減法內都有提到，然而最重要的還
是總量管制與交易，因為有了總量，才能掌控最終的減量目標是否可達成。
依據溫減法第十八條，總量管制與交易實施的日期，將授權中央主管機關參考國際發展、且完成
實施總量管制與交易制度的相關法制配套工作後，方開始實施，亦即是排放交易的實施日期目前還不
確定。即使開始實施，依據第二十條的規定，也是採取分階段的方式進行，而各階段核配的總量與目
標等分階段進行的方法，同樣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
關於境外碳權的使用比例，在第 7 屆立法院會期討論時有較多的爭執，業界希望能夠有比較多的
彈性。境外碳權的使用需考慮境外碳權對於碳價與減量實效的影響，例如目前歐盟排放交易市場中一
公噸碳價不到八歐元，加州、魁北克連結後的排放交易市場中一公噸的碳價將近二十美元，至於進行
自願性計畫所得到的減量額度，價格則多半低於上述兩個強制性的總量管制與排放交易市場中的核配
量，因此，若針對境外碳權的使用沒有加以規範的話，可能使得企業以價格較低的境外碳權來抵銷其
超額的排放量，喪失了透過排放交易制度提供企業進行減量或投資低碳技術的誘因。溫減法第二十一
條明定境外碳權只能使用百分之十，至於境外碳權的認可準則，則同樣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
溫減法第二十二條針對自願減量的減量額度，訂有四種取得方式：分別為「抵換專案」、「先期專
案」
、
「符合效能標準獎勵」及「非總量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量」
，進行此四類行為的企業，可以在
經過一系列的認證程序後取得減量額度，供企業自行使用或交易，至於取得的程序與標準等，同樣授
權環保署訂定。
溫減法另一個政策工具就是「溫室氣體管理基金」
：溫減法第十九條要求中央主管機關應成立溫室
氣體管理基金，並於條文中明訂基金來源以及支用項目，此外，立法院於通過溫減法時另通過五項附
帶決議，附帶決議第二項提及空污基金必須有「一定比例之撥款」
，做為溫室氣體減量基金的收入，但
因為此沒有列入條文中，將來如何執行恐有疑慮，例如「一定比例」到底是多少？此都會影響溫室氣
體管理基金日後的運作。
參、溫減法評析：減量對策、進口化石燃料課稅、排放交易、溫室氣體管理基金
一、減量對策

在溫減法中有提到政府要做溫室氣體的盤查，盤查也要經過機構的認證，但這只是監督排放量而
已，並沒有要求經公告的排放源必須在總量管制與交易實施之前進行任何減量的工作。溫減法僅有提
供誘因鼓勵企業在加入總量管制與交易之前進行自願減量，例如依據第十七條，中央主管機關得訂定
效能標準，經公告之排放源於加入總量管制與交易前，從事自願減量工作使得其排放優於公告之效能
標準，得取得減量額度供自行使用或交易，但這些都是由企業自己決定是否進行。換言之，經公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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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源，在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實施總量管制與交易前，是可以完全不用採取任何減量措施的。於行政
院所提出的版本，以及立法委員提出的四個版本中，排放源除了要進行排放量申報並接受盤查外，仍
應符合主管機關公告的效能標準，即便效能標準相對於直接的排放標準管制力道較弱，但畢竟也是一
種直接管制的手段，但最終通過的溫減法卻未將其入法，僅成為「鼓勵」企業進行自願減量的工具，
甚為可惜。
二、進口化石燃料的課稅

針對溫減法第五條提到要「推動進口化石燃料之稅費機制」
，為什麼只針對「進口」？主因可能是
因為我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能源是進口的。但為了避免引發其他國際法適用的疑慮，是否應該將「進
口」二字刪除？此外，針對進口化石燃料的稅費制度，到底是「稅」或「費」？此將涉及開徵的法源：
如果是「稅」
，一定要透過立法，目前的能源稅條例草案已經有相關規定，但能源稅條例草案何時完成
立法，又是另一個未知數；如果是「費」
，屬於特別公課的性質，則可以透過法律授權的行政命令為之，
此時就有另一個可能性是，環保署已經依空氣汙染防制法將六種溫室氣體公告為空氣汙染物，附帶決
議裡提到本法通過後十年內才會把環保署此一公告廢止，在此過渡期間，環保署是否可能依照空汙法
針對此六種溫室氣體課徵空汙費，而不用等碳稅或能源稅條例通過？或許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政策選項。
三、排放交易

溫減法關於排放權交易有兩個特色，一個是大量授權給環保署訂定制度運作的各項細部法規，另
一個是法律協商的時間比較短，以至於發生一些立法疏失。
針對前者，很多環保法規有一些科學性的認定，交給技術性官僚比較容易處理，但有一些政策面
向的規定，例如是否可以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總量管制與交易進行連結，則不適合交由技術官僚做決
定，而應該直接入法。
針對後者，因為溫減法通過的相當突然，又是協調各個版本的草案文字，以至於發生立法的疏失，
包含名詞的錯置，以及規定的不完整。就名詞的錯置，例如剛提到排放權交易的兩個客體，一個是總
量管制與交易下的核配量，另一個是企業進行自願減量計畫或工作所取得的減量額度（credit），就減
量額度一詞，在行政院版本以及各立委的立法草案內都是統一使用「減量額度」一詞，但目前所通過
的溫減法中，不知為什麼「減量額度」這四個字不見了，關於進行自願減量取得 credit 的第二十二條
使用「排放額度」一詞，但依據第三條的名詞定義，
「排放額度」指的是「實施總量管制時，允許排放
源於一定期間排放二氧化碳當量的額度」，第二十二條卻把自願減量所產生的 credit 也稱作「排放額
度」
，此使得「排放額度」於本法中有兩種完全不同的意義，此一名詞錯置的情況下，制度要怎麼運作
將發生很大的問題。
就規定的不完整，如下述的例子，也會使總量管制與交易造成實施上的困難。第一，關於超額排
放的處罰，溫減法第二十八條僅規定需繳交罰鍰，但繳完罰鍰後是否還需要將不足的額度繳回？還是
繳完罰鍰後就無須再補足超量排放的額度？這在法令中沒有明確規定。第二，第二十一條有規定境外
碳權的使用比例上限是百分之十，但沒有規定如果減量額度是來自國內的減量計畫，上限應該是多少，
若在國內進行自願減量所產生的減量額度價格不高，而本法中又沒有規定使用的上限，企業若可以全
部以低價的內國減量額度來滿足其超額排放，恐會降低其進行減量或投資低碳技術的誘因。第三，排
放權交易制度的一些重要機制並沒有入法，例如碳價格在市場上過高或過低，有沒有一個價格穩定機
制？可否向未來預借核配量？可否將本期未用完的核配量保留至下期使用？這在法律當中並沒有明確
的規定。第四，臺灣要做排放交易，從經濟學的觀點來看，市場太小。這種狀況下如果核配量給得很
低，會增加企業的成本，降低企業參與的意願。所以在市場過小的情況下，和別的碳市場加以連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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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排放交易市場、提高碳權的流動性，將有助於我國碳排放市場的穩定運作，但在目前的溫減法中
並沒有對此加以規定。第五，核配量的性質是什麼？是否構成財產權？法律也沒有規定。
最後，自願減量法源的授權空泛、規範密度不足。溫減法第三條的立法說明提到，本法通過後不
再受理先期專案，但立法說明的法律效力為何？若本法通過後不再受理先期專案，第二十二條卻還要
求主管機關針對先期專案訂定相關辦法，目的何在？
此外，在本法未通過前，環保署即已經在沒有法律授權的狀況下，公告「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暨抵
換專案推動原則」
、並據此已發出許多減量額度，這些減量額度是不是以一對一的比例可以直接使用？
本法也未規定；再者，抵換專案的類型也沒有在本法中加以限制，例如是否排除涉及核能的抵換專案？
而非總量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量的基線（baseline）為何？主管機關要用什麼標準來對此類的自願
減量者核發減量額度？這些在本法都未有規定。
最重要的問題是，本法大量授權環保署的結果，是給環保署帶來方便。環保署未來是否會直接以
「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暨抵換專案推動原則」來作為溫減法的子法？此種便宜行事的作法，在適用上和
執行上可能會產生許多衝突，或是管制成效不足，令人擔憂。
四、溫室氣體管理基金

「溫室氣體管理基金」的成立亦是本法的另一項重要特色，透過此類專款專用性質的特別公課來執
行政府相關政策，於我國的環境法制上並不陌生，例如依據空污法所成立的空污基金。不過本法將成
立「溫室氣體管理基金」的第十九條置於「減量對策」的第三章，不清楚用意為何：此一基金本身不
是減量的政策工具，透過基金的運作應該也無法直接達成溫室氣體減量的效果，再者，本基金的用途，
依據第十九條第二項，包括減量與調適，也不是僅限於溫室氣體減量用，因此，將本條置於「減量對
策」的章節中，體系上似乎有些錯置；姑且不論此一立法技術上的瑕疵，做為我國第一個氣候變遷之
國家財務機制，本基金對於政府執行各類氣候變遷減量與調適工作，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以下針對
基金的資源來源、資源分配、以及機制管理予以簡要的評析。針對資源來源，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
基金的來源包括：1. 拍賣或配售總量管制與排放交易下的核配額之所得、2. 主管機關執行有關本法第
二十一條之排放交易所收取之手續費、3. 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4. 違反本法行政罰鍰之部分提撥、
5. 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贈、以及 6. 其他之收入；針對「其他之收入」，立法院會於通過本法時，附
帶通過的五項決議的第二項提及：
「空氣污染防治基金一定比例之撥款，列為溫室氣體管理基金其他收
入之來源，並於前項公告廢止後停止撥款」，此處所指的「前項公告」，係規定本法施行後，溫室氣體
減量及管理的規定依本法辦理，排除空污法的管制，並應於十年後廢止環保署於 2012 年 5 月 9 日將六
項溫室氣體依空污法公告為空氣污染物的公告，因此，依據立法院的附帶決議，於 2022 年 5 月 8 日之
前，空污基金必須有一定比例的撥款至本法所設立的「溫室氣體管理基金」
，但有多少比例將撥入本基
金，條文以及附帶決議中並未說明。本項所列出的資金來源，除了拍賣或販售總量管制與排放交易下
的核配額外，基本上與國內許多類似性質的基金相差不多，缺乏具有創新性質的財源11、也未考慮如何
吸引私部門資金的投入，12頗為可惜。其次，基金的兩項收入—拍賣或配售總量管制與排放交易下的核
配額之所得，以及主管機關執行有關本法第二十一條之排放交易所收取之手續費—均必須等排放權交
易制度開始運作後，方得收取，但如前所述，本法中對於何時開始啟動排放權交易制度，依第十八條
的規定，係授權主管機關「參酌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因應國
際溫室氣體減量協定」實施，亦即是實施日尚未訂，此也影響本基金的資金來源，導致本基金初期的
11

例如參考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下之調適基金的作法，於核發清潔發展機制計畫所產出的「經認證之減量單位」時，
保留一定比例供配售以挹注調適基金。
12
例如與私部門合作進行低碳技術與計畫的投資收入，或是參考英國政府所成立的綠色投資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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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來源可能以空污基金的一定比例撥款為主。即便開始實施總量管制與交易，實施初期的核配量應
該也以免費分配為主，而開始以配售方式分配核配量，依照第三條的第八點立法說明，其比例也是「…
最遲於本法施行後，十二年內至少增加至百分之十為目標」
，此有可能導致透過「拍賣或販售總量管制
與排放交易下的核配額」此一管道所收取之費用，將相當單薄，影響本基金所可得使用的資源。
針對資源的分配，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本基金專供氣候變遷減量與調適之用，具體的支用
項目包括本項所列出的九款事項，該些支用項目並沒有較具有創新性的使用用途，例如允許基金投資
特定計畫，此可能無法吸引私部門的資金投入。但本基金另有一較為特別的使用用途：第十九條第三
項規定，如果是拍賣或配售總量管制與排放交易下的核配額之所得，
「應以不低於百分之三十之比例補
助直轄市、縣（市）」支用，至於如何分配，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考量人
口數、土地面積及相關因素定之，並定期檢討。」惟如前所述，我國將於何時開始實施總量管制與排
放交易制度，尚屬未定，因此，此一得分配給地方政府支用的資源，不知何時到位。
針對機制的管理，本法第十九條第五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成立基金管理會監督運作，其基金之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行政院定之。」相較於空污法第十八條第二項直接將基金管理會的組成明
訂於法規中，13本法完全授權給中央主管機關與行政院訂定相關辦法，據此，中央主管機關可否為了管
理方便，將本基金完全交由單一機關負責、而不納入學者、專家、或環保團體等外部成員？依照條文
之授權，似乎並非不可，此對於本基金運作的透明度與公信力，將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因此，建議環
保署針對本基金的組成與運作制訂相關子法時，應參考空污法的規定，納入可公正監督基金運作的非
政府機關代表的成員，以強化本基金的公信力。
附表一：條文綜覽與簡評
章篇

主要規範內容

條號

總則

立法目的

§1

主管機關、委託專責機構

§2, 7

名詞定義

§3

特色

有關本條之立法說明涉及
配售額逐步增加的比例，如
何落實？為何不將此一比
例放入第 5 條第 3 項第 2
款中或第 20 條中

減量目標

§4

具體目標入法，但需加以調
整時授權中央主管機關

基本原則

§5, 6

1. 納入「逐步降低石化燃料依
賴」、「訂定再生能源中長期
目標」等重要政策目標，重
申「落實非核家園」
2. 排放額度配售逐步朝向配售
為主
3. 推動進口化石燃料稅費機制

政府機
關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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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層級應推動之減量與調適事項

§8

1. 將森林、農業部門納入
2. 提出綠色金融的觀念

空污法第十八條條第二項規定，基金管理委員會中學者、專家及環保團體代表等，應占委員會名額三分之二以上，且
環保團體代表不得低於委員會名額九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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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層級應訂定之行動綱領、推動方案與部

§9, 10

門別行動方案

將管考機制納入、要求未達
排放管制目標者提出改善
計畫

§15

地方層級應訂定之執行方案

地方層級亦應訂定地方層
級之執行方案

中央層級應訂定階段管制目標（五年一期）

§11, 12

1. 要求召開公聽會
2. 交由納入各界代表的諮詢委

之訂定（公聽會）與調整

員會負責訂定
中央層級應進行之排放量調查、國家報告撰

§13, 14

寫、事業輔導
減量對

§16, 23

排放源之排放量盤查與登錄

策

條文中並未看到授權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的條文，第
23 條的公告指的是應加入
總量管制的排放源

效能標準之訂定

§17

排放權交易（總量管制與排放交易、抵換與

§18, 20,

1. 明訂境外碳權使用的上限

先期專案）

21, 22

2. 第 20 條的立法說明，例如排

獎勵用、非管制用

放額度的獎勵、碳洩漏有違
反空污法第 82 條不得適
用、建置異常交易監控機制
等，僅放入立法說明中，未
來將如何執行？
3. 第 21 條立法說明允許排放
源將多餘的核配量保留至下
一階段扣減，為何不納入第
21 條的條文中？未來如何執
行
§19

溫室氣體管理基金

附帶決議要求空污基金要
有一定比例之撥款，但比例
為何？

教育宣

宣導與教育

§24

導與獎

宣導與獎勵

§25, 26,

勵
罰則

27
排放權交易制度之罰則

§28, 32

盤查、登錄、查驗制度之罰則

§29, 30,
31

附則

法律授權

§33

施行日

§34

附件四：各國立法例之評析－英國、愛爾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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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英國：英國氣候變遷法制架構與現況14
1、發展背景與立法模式
（1）發展背景
英國作為全球數一數二高度工業化和科技進步的已開發國家，其在溫室氣體的排放量上，高居世
界排放名單前列。根據 2009 年的統計資料，英國當時的溫室氣體年排放量為 586MT(百萬噸)，全球排
名第八，由此可見其身為排放大國之一之情形。惟英國在氣候變遷議題上，有關於溫室氣體排放的管
制，不管是立場或者實際行動，都是全球的領先者──英國一向是京都議定書的大力支持者，且在相關
國際協議中一直扮演主動積極的角色，從其身為排放量限制及削減承諾的締約國可窺知一二；此外，
英國在歐盟中所負擔的氣體排放減量額度超過歐盟平均值，同時也是歐盟中預期可達成京都議定書目
標的少數會員國之一。於歐盟京都議定書減量承諾目標中，英國分配到的目標為於 2008-2012 年(以 1990
年為基準)排放減量 12.5%；依據英國第一期(2008-2012 年)的碳預算目標，則預計要減量 22%。根據英
國能源暨氣候變遷部(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的官方資料指出，針對京都議定書所規
範的六種溫室氣體，英國於 2008-2012 年期間的年均排放量為 604.5 MT(百萬噸)，此期間總排放量
(2,981.7 MT)比 1990 年基準共減少排放 22.5%，已超越京都議定書 12.5%的減量目標，並較第一期碳預
算目標(排放總量 3,018 MT)低 36.3 MT，已達成英國國際與國內的承諾減量目標。根據 IEA(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2013 年統計的資料15顯示，2011 年英國二氧化碳排放量為 4.43 億噸，占全球比重為
1.5%，位居全球第 12 位。然而其與其他已開發國家一樣，人均排放量(CO2/pop.(tCO2/capita))為偏高的
7.06 噸，遠高出全球平均水準(4.50 噸)，僅列全球第 38 位；值得注意者，此項數據已由 1990 年每人
每年 10 公噸，降至現在每人每年 7 公噸左右，可見英國在此確有成果。
（2）立法模式
英國針對氣候變遷議題的主要政策與措施，主要透過以下方式：2006 年的氣候變遷計畫及 2007
年的能源白皮書，並於 2008 年 11 月通過「氣候變遷法案(Climate Change Act 2008)」
，推出世界上第一
個具有法律約束力，適應氣候變遷的長期架構，以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以下詳述)。此外，英國於 2009
年 4 月 22 日宣布第一個三期的碳預算；此碳預算乃具有法律約束力，得以限制英國溫室氣體的排放量。
更進一步，在 2009 年 7 月 15 日發布「英國低碳轉換計畫」的國家策略，是為達成在 2020 年時比較
1990 年排放量降低 34%之計畫。其中針對不參與歐盟排放量交易制度部門，將完全以國內減量行動、
不購買聯合國批准碳額度方式達成減量目標。除了建立更環保的環境，藉由低碳轉換計畫的執行還可
以提供約 120 萬個工作機會。低碳轉換計畫主要是針對電力、建築物、工業、交通運輸部門提出規定
及輔助。
在面對能源供給的挑戰以及日趨嚴重的人為氣候變遷，英國政府體認到必須確保以合理的價格供
應安全可靠的能源，同時為人類長遠的未來預做打算。英國於 2008 年所制定的「氣候變遷法案(Climate
Change Act 2008)」，如前文所述乃世上第一個國家所推行具法律強制約束力適應氣候變遷的長期架
構，以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此一全國性的立法，效力及於英國全境包含大不列顛島上的英格蘭、蘇
格蘭和威爾斯，以及愛爾蘭島東北部的北愛爾蘭以及一系列附屬島嶼，透過逐年編列預算、從能源消
費到生活方式進行變革的實際行動。其特點在於，未就相關管制事項進行細部規定，而是授權事權機
關來擬定規範；並且其針對事權機關擬定規範時，應遵循的程序事項進行規定，如應考量氣候變遷委
員會之建議、納入利害關係人進行程序參與等。本法之立法目的旨在：設立 2050 年的減碳目標、建立
碳預算系統、設立氣候變遷委員會、設置排放交易機制以限制碳排放及提供誘因減低碳排放或消除大
14
15

本篇由計畫主持人與另一子計畫之主持人（台大法律係汪信君教授）共同撰寫。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Key World Energy Statistics, p56‐57,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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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中已存碳含量、氣候變遷的衝擊與調適、提供經濟誘因減少浪費和鼓勵回收、家庭浪費的處理、對
單次使用的購物袋收費、修改能源法(Energy Act 2004)中有關再生交通能源的義務、建立碳排放的減少
目標、其他有關氣候變遷的條文及相關目的。觀諸該法，其中較為重要的內容為16：一、立法設定目標：
溫室氣體的減量目標為 2050 年的淨碳排放量將低於 1990 年基準線的 80%，2020 年的淨碳排放量將低
於 1990 年基準線的 26%。二、碳預算系統(Carbon Budgeting System)的建立：碳預算系統每 5 年為一
期，每一次編列三個預算，分別給予 2008-2012 年、2013-2017 年、2018-2022 年三期使用。三、建立
氣候變遷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為一獨立專家諮詢機構，提供政府有關碳預算與成
本效益的意見及建議。四、國際航空及海運的排放量：前述氣候變遷委員會對於將國際航空及海運的
排放量加入英國總排放量計算的結果做出評估，提出相關意見供政府參考。五、國際碳權(Credit)的運
用：考慮減量目標及碳預算時，將優先考量國內氣候變遷行動計畫發展；氣候變遷委員會需評估國內、
歐盟地區及國際間的最佳平衡點。六、其他減少排放的措施：建立國內排放交易計畫，使得排放交易
可以更快速及容易的進行；提供生質燃料的措施；在英格蘭施行家庭廢棄物的獎勵計畫；增加一次性
使用袋子收費的規定。七、企業登記氣體排放：提出溫室氣體排放登記的準則，以供相關公司登記，
由此檢視 2010 年 12 月 1 日的減量成果，並於 2012 年 4 月 6 日前使用公司法賦予政府的權力管制溫室
氣體排放登記。八、支持地區能源節約的計畫：擴大電廠碳排放減量計畫之發展。九、要求政府每年
需出版效率及永續發展的相關報告。
2、組織架構與權責機關
氣候變遷法在行政體系內的主要事權機關，乃「能源暨氣候變遷部」（Department of Energy &
Climate Change, DECC）
，為一內閣部門，現任部長為 Edward Davey。其在 2008 年 10 月整併過去歸屬
在商業部的能源事務及隸屬於環境部的氣候變遷事務，所成立之行政部門。另外由於英國內部不同地
區如蘇格蘭的自治體系，本法就各項事務另委由 the Scottish Ministers(蘇格蘭)、the Welsh Ministers(威
爾斯)、以及 the relevant Northern Ireland department(北愛爾蘭)執行之。而本次氣候變遷法的內容，其中
一大建置，在於依據該法第 32 條所設立之氣候變遷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該委員
會之主要功能在於審視政府於碳預算上的相關運作，以及提供氣候變遷因應上、對於減量目標及其他
法定管制事項提供政策建議，並對於政策進展情況提出進度報告。組織架構上，依氣候變遷法之規定，
該委員會應有一名由事權機關指派之主席，並有五名以上八名以下之成員。在選任成員前事權機關應
諮詢主席之意見。挑選成員時，並應考量其具備以下相關經驗和知識或是於該領域學有專精──諸如企
業競爭力、氣候變遷政策及其社會影響、氣候科學或環境科學、因應境內不同地區的實行、經濟預測、
氣體排放交易、能源供應鏈、財務投資、科技發展及推廣。目前氣候變遷委員會團隊乃由 9 名專家所
組成，包含來自氣候變遷、科學、經濟領域方面的專家。另依據同法的施行細則之規定，於該「氣候
變遷委員會」之下，再設有「調適次級委員會」(Adaptation Sub-Committee, ASC)，專職氣候變遷「調
適」議題之研究工作。其成員應包含一名由主管機關(national authorities) 所指派之「小組委員會主席」
，
以及其他五名以上之「小組成員」
。主管機關於任命「小組委員會主席」前，必須先與該主管機關之主
席商議；而「小組成員」之任命前，則應先與「小組委員會主席」商議。目前調適次級委員會團隊包
含主席由 6 名專家所組成。
3、規範機制與管制手段
英國主要採取的管制手段以經濟誘因工具為主，以下針對氣候變遷法案通過前、以及氣候變遷法

16

參考自工業技術研究院，英國因應溫室氣體減量之發展趨勢，頁 2‐3，201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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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所致定之經濟誘因工具，進行簡要的說明。17
3.1 氣候變遷法案前既有之經濟誘因工具
於 2008 年通過氣候變遷法案之前，英國已經開始採用各類的經濟誘因工具，包括氣候變遷費
（climate
change levy，CCL）
、氣候變遷協議（climate change agreements，CCA）
、自願性之排放權交易制度、再
生能源義務權證（renewable obligation certificates，ROCs）等。
依據 2000 年財政法（Finance Act 2000）
，英國針對企業以及公部門所使用的能源收取 CCL，家戶、
運輸以及經登記的慈善機構所使用的能源則無須收取，但並非所有的能源均課徵 CCL，再生能源（不
包括發電超過 10MW 的大型水力發電）18以及某些排碳量較低的能源無須收取，但核能雖然排碳量低，
但還是必須繳納 CCL，已繳納貨物稅的石油則無須繳納。CCL 的費率每年進行調整，共有三種不同的
費率，分別針對瓦斯、煤與焦炭、電力、以及天然氣。CCL 的收取是附加於能源消費者的電費中。
考慮到 CCL 係基於稅收中性（revenue neutral）的基礎開徵，有義務繳交 CCL 者，可由其雇主負擔
全民健康保險（nation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的部分扣減 0.3%；此外，為了鼓勵企業自行進行減量，
若與政府簽訂「氣候變遷協議」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s，CCA）並達成協議中所訂定的能源效率改
善或降低排放量的目標者，也可獲得減免 80%之氣候變遷費的優惠。
氣候變遷協議（Climate Change Agreement，CCA）僅限能源密集產業方得參與，CCA 有兩類：傘
狀協議係由當時之主管機關「環境、糧食與鄉村事務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DEFRA）與產業協會所簽署，個別協議則由企業與 DEFRA 簽署、或由企業與產業協會簽署，
CCA 運作至 2013.3.31 時，共有 46 個傘狀協議含括超過 600 家公司。 簽署此一協議之企業得減免 80%
之氣候變遷費。CCA 的運作包括：企業或產業協會於協議中設定自願減量或提升能源效率之目標，參
與者除了得減免 CCL 之外，實際排放量低於自願減量目標者，超出的部分還可獲得核發量，參加自願
性的排放權交易制度。
自願性之排放權交易制度並非源自於任一法律的授權，主要是依據 2001 年 UK 的 ETS 架構指導原
則、以及排放量測量與申報指導原則，由企業自行選擇是否參加，參與者則透過與政府所簽訂的契約
規範兩者的關係，此一自願性的排放權交易制度自 2002 年開始實施，第一階段於 2006 年 12 月 31 日
截止。英國政府試驗此一自願性的排放交易制度之目的主要包括：使得倫敦得以成為排放交易市場的
交易中心、協助英國企業早於國際或歐盟 ETS 運作前即可獲得相關經驗、以及協助達成英國之減量目
標。此一制度為自願性的總量管制與交易（cap and trade）
，與 CCL 同樣基於稅收中性（revenue neutral）
的基礎實施。參與對象共有四大類：直接參與者、CCA 參與者、從事溫室氣體減量產生溢額（ credit）
之參與者、以及其他。依據此一制度實施的狀況，僅有前兩類的參與者參與。直接參與者係指自願參
，此等參與者透
加 2002 年 2 月份開放的核發量（allowance）拍賣並成功取得核發量的企業（共 34 家）
過與政府簽署具法律拘束力之契約的方式參加，直接參與者依照其個別所設之排放上限發給核發量。
CCL 參與者則是就其實際排放量，低於該參與者於 CCA 中所設定之自願減量的部分，得發給核發量。
此一自願性的排放交易制度運作為：政府於 2002-2006 年期間共提供 215 million 英鎊，直接參與者先
透過競標約定該參與者（相較於 2006 年的排放基準）預計的年度減量目標的方式，於第一階段共有
34 間公司透過此拍賣方式取得核發量，經過拍賣程序後，每公噸之二氧化碳的結算價格為 53.57 英鎊；
該些參與者若每年均有達成其預計的排放量目標，則可獲得與其減量成果相同之核發量結算價格的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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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主要參考自：Benjamin J. Richardson & Kiri L. Chanwai, “Taxing and trading in corporate energy activities: pioneering UK
reform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14:1 International Company and Commercial Law Review 18‐27 (2003)
惟此一針對再生能源免收氣候變遷費的政策，已於 2015 年 7 月宣布廢止，亦即是再生能源也需繳納氣候變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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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金，19若未達成其預計的排放量，此發回的金額除了被沒收之外，隔年的核發量會依照其超額排放量
乘以 1.3 的數量加以扣除。但，此一階段的自願性排放交易運作成效不彰，主要的原因為直接參與者
的基準排放量過低，導致參與者很容易達成其減量之目標，無須至市場上購買核發量，導致市場流通
性不高。
除了 CCL、CCA 以及自願性的排放交易制度外，為了提升再生能源的使用，英國也透過 1989 年電
業法（Electricity Act）以及 2000 年的公用事業法案（Utility Act）的授權制訂相關規範，發展出再生能
源義務權證（renewable obligation certificates，ROCs）此一市場機制，鼓勵再生能源的使用。一單位的
ROC 代表經由合格之再生能源（除了石化燃料或核能以外之能源來源）所產生之一千度電力（one
MWh）
，符合其再生能源發電比例的業者可獲得 ROCs 的核發，ROCs 得自由買賣交易，每個月由瓦斯
與電力市場機構（Ofgem）核發給符合資格之發電業者，符合資格的發電業者必須確保其電力要有特
定的比例（例如於 2002/2003 年為 3%，之後逐年上升）是來自於再生能源，滿足此一義務的方式有兩
種：將足夠數量的 ROCs 交給 Ofgem、或向 Ofgem 購買，但向 Ofgem 購買的金額並非收歸國有，而係
依照各發電業者於當年度所產生並交回給 Ofgem 的 ROCs 數量，發回給各發電業者，此一機制鼓勵發
電業者投資再生能源，因為再生能源發電比例越高的業者，可以其不但向 Ofgem 繳交 ROCs 的數量較
少、卻可以獲得更多的補助。
3.2 氣候變遷法案後所使用之經濟誘因工具
英國已於2005年開始參加歐盟的排放權交易制度，亦即是，於歐盟排放權交易法制下要求強制參與
cap and trade的部門，透過相關國內法（例如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Regulations 2012
等）的轉換，已經有義務參與歐盟層級的排放權交易制度。2008年氣候變遷法案的第三章（第44到55
條）以及附件二到四（Schedlue 2, 3, 4）亦訂定有關排放交易的規定。
除了依照歐盟排放權交易的法制進行總量管制與交易外，針對公部門以及沒有參與歐盟排放權交易
以及CCA的排放源，英國自2010年開始，啟動「減碳承諾能源效率機制」
（Carbon Reduction Commitment
Energy Efficiency Scheme）。依據「氣候變遷法案」之授權，陸續訂定「2010減碳承諾能源效率機制命
令」
（CRC Energy Efficiency Scheme Order 2010）, 以及「2013減碳承諾能源效率機制命令」
（CRC Energy
Efficiency Scheme Order 2013），目的為鼓勵企業採取能源效率措施達成減碳效果，此一機制的性質為
強制性的總量管制與交易（cap and trade）。2010年開始啟動第一階段，參與對象為公部門以及符合資
，之後每期五年，第
格的大型企業20，排除參加歐盟ETS以及CCA之排放源，第一期三年（2010-2013）
一期沒有總量的上限，第二期之後每年初均由政府設定當年度核發量之上限。此一機制的運作主要是：
參與者每年必須向環境署提交年度報告（主要為電力之使用）
，二氧化碳之排放量則透過一標準的轉換
係數計算，參與者有義務向環保署或於次級市場上購買符合其年度（預計的）排放量之核發量
（allowance），核發量的價格由政府制訂（例如第一期每公噸二氧化碳12英鎊）；於第二期設定核發量
的上限之後，改為由拍賣的方式，不再以固定的價格販售。政府每年抽查20%之參與者所申報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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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參與者 A 公司之 2006 年基準排放量為一千公噸二氧化碳當量，而 A 公司於競標時提出減量一百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的承諾，競標成功後，此一百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減量承諾於 2002‐2006 年均分，每年該公司的減
量承諾為二十公噸二氧化碳當量，若該公司於這五年間每年均有達成二十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減量
目標，而假設每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拍賣結算價格為二十英鎊，則 A 公司可以每年獲得四百英鎊、
或五年後一次獲得兩千英鎊的補助金。Benjamin J. Richardson & Kiri L. Chanwai, “Taxing and trading in
corporate energy activities: pioneering UK reform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14:1 International Company
and Commercial Law Review 18‐27 (2003), at 23.
1. An applicant is supplied with electricity by a settled half hourly meter; 2. Qualifying electricity is supplied to it for the
purposes of a scheme activity; 3. The amount of that qualifying electricity satisfies the qualifying amount
(6000MWh or more) (Ps: regardless of the source of electricity)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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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減碳承諾能源效率機制命令」22承繼「2010 減碳承諾能源效率機制命令」，目的同樣在於促
進能源效率、降低英國公私部門大型能源使用者之碳排放量。機制之參與者包括超市、水公司、銀行、
地方政府及所有中央部門等，主要規範對象為未受 CCAs 以及及歐盟排放交易系統之碳排放。符合限
制標準之組織須參與該機制，並須購買相當於其每年碳排放量之核配量(allowance)。該機制之認定標準
係以電力使用狀況為依據，如組織依半小時計量一次之電表（half-hourly electricity meter, HHM）計算
之用電量大於 6000 百萬瓦小時(megawatt-hours, MWh)，即應參與該機制；部分公立機構為強制性參與
者，不論其用電量大小均須參與 CRC 機制，該些機構包括所有的英國中央政府部門及地方政府。符合
標準者應至英國環境署（the Environment Agency）管轄之 CRC 登錄處(CRC Registry)登錄。已登錄之
組織須盡下列義務：核對能源需求資料、提交能源需求報告、購買並提交相當於其碳排放量之核配量、
如組織結構變革而影響登錄事項，其須向環境署報告、將能源需求量報告保存於資料庫中。第二階段
之登錄期間自 2013 年 11 月 14 日起至 2014 年 1 月 31 日止，如遲誤，將處以 5000 英鎊之罰鍰，且至
完成登錄程序止，每一工作天得連續處以 50 英鎊之罰鍰，最長得連續處罰 80 日。登錄後，環境署將
設立各參與者之承諾帳戶(compliance account)，參與者得利用此帳戶通知環境署關於其組織結構之變
動、提交年度報告、指定代理人及訂購、購買、提交和移轉核配量。所有參與者須支付 950 英鎊之登
錄費，該費用包括執行組織確認及承諾帳戶開戶之行政成本在內。而後，每年須繳交 1290 英鎊之年度
維護費(annual subsistence fee)。參與者得利用 CRC 登錄機制訂購政府銷售之核配量或自公開市場購買
核配量。每年政府販售之核配量會有二個固定價格：於承諾年度之四月份之預測銷售價(forecast sale)、
於報告期間之六月及七月份之履行銷售價(comply sale)。預測銷售之定價較為低廉，以此鼓勵參與者即
預測排放量並事先購買核配額。參與者也得隨時於公開市場向其他參與者購買核配額。
CRC Scheme Year Forecast Sale Price Compliance Sale Price
2014/15

£15.60

£16.40

2015/16

£16.10

£16.90

如向政府購買核配量，須於期限內向能源及氣候變遷部繳納價金，違者可能面臨罰金風險。於價金結
清時，政府始將核配量撥入登入帳戶中。於公開市場購買時，價金支付方式則由買賣雙方自由約定。
每一承諾年度參與者須提交等同年度報告中 CRC 排放量之核配量，繳交期限為 10 月份之最後工作日，
違者將處以罰金。
4、財務機制及保險機制
2008 年的氣候變遷法中並沒有特別成立財務機制，不過英國於 2001 年 3 月成立「碳信託」
（Carbon
Trust）
，希望於三年內投入 360 million 英鎊於協助企業投資低碳技術，主要是透過促進研發以及鼓勵金
融市場開發投資低碳技術的新商品，
「碳信託」的基金主要由 CCL 所收得之 150 million 英鎊、
「環境效
23
率最佳實務計畫」的前年度預算、以及 70 million 英鎊之政府預算。 目前「碳信託」已經發展成具有
眾多分公司的有限公司，並於中國、美國、墨西哥以及南非均有據點，提供企業以及公部門諮詢服務、
21

James Neill, Tessa laws & Gregory Jones, “An overview of the Carbon Reduction Commitment Energy Efficiency Scheme Order
2010”, 12 Journal of Planning & Environmental Law 1491‐1502 (2010)

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olicies/reducing-demand-for-energy-from-industry-businesses-and-the-public-sector--2/supporting
-pages/crc-energy-efficiency-scheme
https://www.gov.uk/crc-energy-efficiency-scheme-qualification-and-registration
23
Paul Rice, “Carbon trading begins as UK scheme is finalized”, 1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 Taxation Review 6‐10 (2002),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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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企業計算碳足跡、協助發展低碳技術、並投資發展新穎低碳技術的公司。24
5、決策程序與公民參與
對於氣候變遷工作同時結合產業，地方政府，公民體系以及社區團體等皆扮演一定程度之角色與
工作。如以地方而論，Climate UK 以及其所形成之網絡 Climate Change Partnerships (CCPs)對於商業，
地方政府，社區以及相關組織給予協助。此外地方政府相關協會如 Climate Local 提供諮詢以及工具協
助地方增強其氣候變遷調適能量。此外地方政府諮詢會議（Local Adaptation Advisory Panel for England）
亦由地方觀點提供給英格蘭中央政府相關建議與諮詢。
另一方面如提升至歐盟層級時，由於 2013 年 4 月所通過氣候變遷調適策略 EU Adaptation Strategy 由歐
盟層級提供相關協助並強化歐盟整體對於氣候變遷調適能力，並透過歐盟氣候變遷調適平台（European
Climate Adaptation Platform）提供重要資訊協助歐盟各國之調適相關活動。
6、觀察重點與立法特色
英國以 2008 年氣候變遷法為法源基礎外，就政府部門對氣候變遷所為施政重點加以觀察其特色。
以辨識與瞭解風險而論，英國目前於 2012 年完成氣候變遷風險評估（UK Climate Change Risk
Assessment, CCRA）並詳細分析了 100 項氣候變遷引起的潛在影響，並就此項評估工作每五年繼續更
新與發佈。期中前述調適次級委員會也於今年 2014 年 2 月開始收集資料以利下一次 2017 年更新版本。
另外就國家層級而言，國家調適計畫（National Adaptation Programme, NAP）規劃出政府，民間與社會
應進行之調適作為。該項計畫執行報告於 2013 年七月發佈後，每五年將再次檢視一次。並對於重要基
礎設施進行全面體檢，例如評估目前能源供給或鐵路設備等是否已做好因應氣候變遷風險之準備工
作，政府有權要求相關事業或組織有義務呈報其對於氣候變遷風險之辨識以及因應能力。
最後，英國於 2008 年氣候變遷法通過前，即已大量運用經濟誘因類工具做為達成減量義務的管制手
段，於氣候變遷法案後，採取同樣的管制手段。運用經濟誘因類的工具主要透過法令與契約等多樣化
的管制方式，且多半盡可能降低對產業所造成之經濟上的衝擊（例如多半設計所謂 revenue-neutral 的
制度）
，為使得此類工具的執行確實得達環境上的管制效果，法令中也訂有詳盡的申報義務與執行手段
（包括 MRV 與罰則）。
7、結論
氣候變遷法以排碳減量為主要政策目標，並就通過執行後，有其相當成效。而所成立之氣候變遷
委員會之獨立專責機構，並以經濟誘因為主要管制手段，成為各國建構因應氣候變遷減量立法政策之
主要藍本。
關於英國自 2008 年通過氣候變遷法後，向為各界所引頸期盼其指標性立法。得供將來其他國家奉
為圭臬或作為研究課題。經過這些年後，相關立法推動實際上從政治角度觀察，實際上仍飽受阻擾。
尤其近年來對於第四碳預算案以及電力事業減碳化之爭議，雖然透過立法業已明文規範，但實際上並
未能保證政治上能依循此一目的確切執行。而主要監督立法是否執行之國會，經觀察其對於氣候變遷
政策之督促與推行顯然並未發揮其實際影響25。雖然立法後的確產生不論公民認知提升或相關機構開始
有其影響力，但整體而言該立法仍處於不穩定狀態，尤其在政治衝突不斷之英國現狀，該法之未來不
僅設立目標是否達成充滿不確定性，甚至存廢亦為變數26。
24
25

26

http://www.carbontrust.com/home/
Matthew Lockwood, The Political Sustainability of Climate Policy: The Case of the UK Climate Change Act,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3 (2013), 1339.
ibid, at 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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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兩年前曾擔任英國環境大臣的現任保守黨國會議員 Owen Paterson 即於今年 10 月於公開演說
（Global Warming Policy Foundation, GWPF）倡議應廢止 2008 年氣候變遷法而引起極大波瀾。其主要
批評乃認為氣候變遷雖然造成影響，但影響層面與範圍似乎過度誇大。過去 35 年來，大氣溫度雖然提
高但實際上並未如預期快速上升，而過去 18 年來大氣溫度並未更為溫暖。但此項事實卻為立法者所忽
略。而面臨 2050 年以減碳 80%為目標下，勢必投挹鉅資在電能替代能源上，但實際上過度龐大成本將
拖垮財政。以中短期而言，相關能源費用對於消費者成本迅速暴增，如未能妥適修正將對於國民經濟
造成重大影響。雖然發表後，受到廣大批評聲浪與反對，但顯見目前能源政策與氣候變遷法，實際上
所受政治力量影響，不容忽視。
B. 愛爾蘭「2015 年氣候行動及低碳發展法案草案」
1. 發展背景與立法模式
1.1 發展背景
愛爾蘭為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附錄一締約國，也是京都議定書附件 B 的會員國，身為歐盟一員，愛
爾蘭於京都議定書附件 B 下的溫室氣體減量承諾與歐盟相同：於 2008-2012 年間，應將其六種溫室氣
體排放量降至其 1990 年之排放量的 92%（亦即是減量 8%）
；此外，愛爾蘭也必須履行歐盟整體的減量
目標，包括相較於 1990 年基準年，短期內於 2020 年需減量 20％、中期於 2030 年需減量 40％、長期
於 2050 年需減量 80%-95%。依據愛爾蘭國家經社理事會（National Economic & Social Council）秘書處
於 2012 年 12 年所出版的「愛爾蘭與氣候變遷挑戰」的報告中，27提出該國的願景為「基於具社會與環
境永續性的經濟發展之途徑，於 2050 年成為一碳中和的社會（carbon-neutral society）」。
愛爾蘭的人均溫室氣體排放為歐盟第四高的國家，而依據其環保署的估計，愛爾蘭也無法達成其於
歐盟下所訂定的 2020 年減量目標，差距將近 20％。28愛爾蘭的溫室氣體排放主要來自於農業、交通運
輸以及能源，依據愛爾蘭環保署於 2014 年 4 月所公布之 2012 年的溫室氣體排放清冊，29農業佔當年度
溫室氣體排放量的 31.9%、能源佔 21.9％、交通運輸則佔 18.6％。絕大多數的附錄一已開發國家之溫
室氣體多半來自工業部門的排放，愛爾蘭將近三分之一的溫室氣體排放卻是來自農業，此主要是因為
愛爾蘭並非以工業為主的國家，而係全球主要的農業產品出口國之一，但相較於工業部門的溫室氣體
減量，農業部門的溫室氣體減量，依據愛爾蘭以及相關國際組織的研究，以最具成本效益的方式進行
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減量，至多為相較於 BAU 降低 4％30，此一特色，也使得相較於歐盟大部分之會員
國透過歐盟的排放權交易機制（EU ETS）作為主要的減量對策，愛爾蘭並無法使用 EU ETS 作為主要
的減量工具，依據愛爾蘭於 EU ETS 下所訂定的國家分配計畫（2008-2012）
，31於此一階段（此為 EU ETS
的第二階段）中，愛爾蘭所核配至參與者的歐盟核配量（European allowance，EAU）僅佔該國溫室氣
體排放量的 31.3％，而 2003 年的資料也顯示，參與 EUETS 者所排放之溫室氣體僅佔全國排放量之 32.1
％。
27
NESC Secretariat, 2012, Ireland and the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 Connecting “How much” to “How to”, available from
http://environ.ie/en/Environment/Atmosphere/ClimateChange/PublicationsDocuments/FileDownLoad,32467,en.pdf
28
Stop climate chaos, Feb 2015, “The Climate Action and Low Carbon Development Bill 2015 and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he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the Gaeltacht”, available from:
https://www.trocaire.org/sites/trocaire/files/pdfs/campaigns/scc‐briefing‐2015.pdf
29
EPA, 2014, IRELAND’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2012, available from:
http://www.epa.ie/pubs/reports/air/airemissions/GHG_1990‐2012_April_2014.pdf
30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Food and the Marine, Agricultural & Climate Change, available from:
http://www.agriculture.gov.ie/ruralenvironment/climatechangebioenergybiodiversity/agricultureclimatechange/
31
EPA, Ireland’s National Allocation Plan for Emission Trading 2008‐2012, available from:
http://www.epa.ie/pubs/reports/air/etu/NAP2%20_Final%20_Allocation%20_Decision_04032008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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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特色，均顯示愛爾蘭於歐盟下，如何透過立法、以及透過哪種管制模式，應有其特色，值得
本計畫進行進一步的觀察。
1.2 立法模式
愛爾蘭為了執行 EU ETS，自從 2004 年開始，陸續頒佈數項「法規文件」
（statutory instruments）
32
，以便將 EU ETS 之歐盟法規轉換成內國執行法，例如於 2004、2005、2010、2011、2012 年，為了
執行 EU ETS 相關法規的修訂與更新，均有 EU ETS 的法規文件，此外，於 2009、2010、2012 年，也
有相關的法規文件將納入航空業的 EU ETS 歐盟法規轉換成國內法。此外，為了參與京都議定書下的
彈性機制，例如指定國家聯絡處、相關計畫的申請流程等等，愛爾蘭也於 2006 年頒佈「2006 年第 244
號法規文件：2006 年京都議定書彈性機制」
。33 此外，愛爾蘭亦於 2007 年通過「碳基金法案」
（Carbon
Fund Act 2007），34不過本基金成立的目的，僅供愛爾蘭政府透過基金取得用來滿足京都議定書減量義
務的京都減量單位（Kyoto units）
，並不供其他使用。
此外，愛爾蘭於 2010 年的財政法案（Finance Act 2010）中，針對各類燃料油收取額外的碳費
（mineral oil tax carbon charges）、針對天然氣課徵碳稅（natural gas carbon tax）
、以及針對固體燃料課
徵碳稅（solid fuel carbon tax），依據該法案的授權，也另針對天然氣以及固體燃料課徵碳稅，分別於
2010 年以及 2013 年訂定相關的「法規文件」
。35
不過針對氣候變遷最為全面性的立法準備，應該是「環境、社區與地方政府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Community and Local Government，DECLG）首次於 2010 年所提出的「2010 年氣候變遷
因應法案草案」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Bill36 2010）
，該部法案草案中訂有愛爾蘭於 2008-2020 年間
具體的溫室氣體減量目標；要求 DECLG 部長向政府提出國家氣候變遷計畫、經政府通過後提交給愛
爾蘭國會的下議院（Dáil Eireann）
、並每年向下議院提出執行國家氣候變遷計畫的年度報告；成立國家
氣候變遷諮詢委員會；以及政府各相關部會應於執行其職權時，將國家氣候變遷計畫納入考慮等。37於
公布此一法案草案後，DECLG 也於 2011 年完成公眾諮詢的工作。38其後，DECLG 部長 Phil Hogan 於
2012 年宣布一項有關氣候政策與立法的工作計畫，當中表示將於 2013 年底完成氣候變遷的立法；於
2013 年 2 月時，Hogan 部長公布「2013 氣候行動與低碳發展法案草案」的立法草案（Heads of Bill），
並展開公眾諮詢，於 2014 年 4 月提出修正過的立法草案，並於 2015 年 1 月正式提出「2015 氣候行動
與低碳發展法案草案」39。40本部法案草案已經送到國會進行審議，預計於 2015 年底通過。不同於「2010
年氣候變遷因應法案草案」
，此一法案草案中並未將國家減量目標納入，而主要課予各主管機關提報「國
32

依據愛爾蘭法規全集（Irish Statutory Book）網站的定義，法規文件（statutory instruments，SIs）為愛爾蘭法律體制下的
次級立法（secondary legislation），為經由法律授權主管機關所訂定者，也包括將歐盟法規轉換成國內法。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about.html 。應類似我國法規命令的性質。
33
以上的法規文件都可下載自：http://environ.ie/en/Legislation/Environment/Atmosphere/
34
法案全文可下載自：http://www.oireachtas.ie/documents/bills28/acts/2007/a1207.pdf
35
針對天然氣：S.I. No. 191/2010 ‐ Natural Gas Carbon Tax Regulations 2010. 針對固體燃料：S.I. No. 191/2013 — Solid Fuel
Carbon Tax Regulations 2013.
36
依據愛爾蘭法規全集（Irish Statutory Book）網站的說明，愛爾蘭的國會所通過之立法為 Act，行政部門於訂定 Bill 之後將
其送到國會兩院之一進行審查。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about.html。故，此處的 Bill 將翻譯成「法案草案」。
37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Bill 2010, available from:
http://environ.ie/en/Legislation/Environment/Atmosphere/FileDownLoad,24989,en.pdf
38
http://www.environ.ie/en/Environment/Atmosphere/ClimateChange/ClimateChangeResponseBill2010Consultation/
39
Climate Action and Low Carbon Development Bill 2015, available from:
http://www.environ.ie/en/Environment/Atmosphere/ClimateChange/RHLegislation/FileDownLoad,40047,en.pdf
40
此一立法歷程之簡介，參考自：Stop climate chaos, Feb 2015, “The Climate Action and Low Carbon Development Bill 2015 and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he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the Gaeltacht”, available from:
https://www.trocaire.org/sites/trocaire/files/pdfs/campaigns/scc‐briefing‐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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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低碳轉型與減緩計畫」及「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架構」
，並訂定提報此等計畫所應遵循之程序，包括民
眾參與；本法案也訂定「國家氣候變遷諮詢理事會」
，並針對理事會的成員選任、資格、利益迴避、功
能等加以規範。
由上述簡要的相關立法以及歷程中可看出，愛爾蘭自從 2010 年開始，即著手準備較為全面性的
框架/架構式立法，2010 年所提出的法案草案僅聚焦於減緩，到了 2013 年之後，主要負責不會 DECLG
提出的法案草案則將減緩工作的規劃一併納入，最後於 2015 年提出「2015 氣候行動與低碳發展法案
草案」並送交國會的法案草案，絕大多數的內容與 2013 年的草案版本相同。總言之，由以下針對「2015
氣候行動與低碳發展法案草案」的內容簡述中得知，愛爾蘭所採取的立法模式主要為框架式立法，而
且為一部相當程序導向的立法，相當獨特。
2. 組織架構與權責機關
愛爾蘭政府處理氣候變遷的主要的部會為「環境、社區與地方政府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Community and Local Government，DECLG），本部法案即是有其所草擬並提出，其他有處理相關業務
的部會包括：負責監測溫室氣體排放、以及執行 EU ETS 下的排放權交易業務的「環保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負責能源議題、依據 2002 年「永續能源法案」所成立的「愛爾蘭永續能源機構」
（Sustainable Energy Authority of Ireland，SEAI）等，此外，由於愛爾蘭的溫室氣體排放有將近三分之
一來自農業，故，
「農業、糧食與海洋部」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Food and the Marine）以及「農業
與糧食發展機構」
（Agricultural and Food Development Authority，簡稱 Teagasc）也處理農業與氣候變遷
之議題，特別是 Teagasc 此一提供研究、諮詢以及教育訓練的組織，針對愛爾蘭農業部門的溫室氣體排
放與減量，從事許多相關的研究，例如其曾於 2011 年 1 月發表「愛爾蘭農業、溫室氣體排放與氣候變
遷：機會、障礙與建議之解決方案」41，此份研究報告針對愛爾蘭農業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預測、減量
與調適策略、可能遭遇的各類問題等等，提出非常詳細的說明與建議。
於「2015 氣候行動與低碳發展法案草案」中並未特別為本法指定一主管機關，絕大多數的工作均
交由 DECLG 來負責，包括提出「國家低碳轉型與減緩計畫」及「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架構」
、向下議院
提出年度報告等。除了 DECLG 此一部會外，最為重要的機構則為「氣候變遷國家專家諮詢委員會」
（National Expert Advisory Council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簡稱「專家諮詢委員會」）
。於 2010 年、2013
年以及最終的 2015 年的各版本法案草案，均有「專家諮詢委員會」的設立，此應是參考英國 2008 年
的「氣候變遷法案」。
於「2015 氣候行動與低碳發展法案草案」中共有 16 條條文，其中有 6 條條文均與「專家諮詢委
員會」有關，可見本部法案草案花費相當多的篇幅來處理此一專責機構的設立與運作等相關事宜。第
8 條要求 DECLG 部長應設立此一「專家諮詢委員會」，第 9 條訂定「專家諮詢委員會」的組成、委員
派任等相關事務等，第 10 條則針對委員的利益迴避事項加以規定，第 11 條訂有「專家諮詢委員會」
的一般任務（general functions）
，第 12 與 13 條則訂有「專家諮詢委員會」的審查任務，包括年度審查
並提交年度報告、以及不定期的審查等事項。
依據第 9 條，
「專家諮詢委員會」的組成包括一位主席及 8 到 10 位常任委員（ordinary members），
委員中有四位係由下列官員依職權擔任：環保署署長、愛爾蘭永續能源機構執行長、Teagasc 主任、以
及經濟與社會機構主任；主席以及委員由 DECLG 部長提名、政府指派，任期不超過五年，得連任一
次；本條亦規定數項委員應被解任的事由；「專家諮詢委員會」得設立小組（committee），並由環保署
擔任秘書處，辦公室亦設在環保署內。第 10 條針對「專家諮詢委員會」的利益揭露與迴避事項，訂有
41

Teagasc, 28 Jan 2011, Irish Agricultur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Climate Change: opportunities, obstacles, and proposed
solutions, available from: http://www.teagasc.ie/publications/2011/61/61_ClimateBillSubmis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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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詳細的規範，主要是若委員就會議討論事項有重大利害關係者，該些委員應於會議中揭露該等利
益，並不得影響委員會決議，此外，於會議討論過程，該些委員應迴避，並不得參與表決。依據第 11
條，
「專家諮詢委員會」主要的任務在於針對「國家減緩計畫」以及「國家調適架構」的準備、以及遵
守與執行歐盟法以及相關國際協定，向 DECLG 部長提供諮詢並提出建議；此外，也可針對其他部會
於準備部門別的減量措施與調適計畫時提供諮詢；於政府批准國家減緩計畫、國家調適架構、以及部
門別調適計畫時，
「專家諮詢委員會」也可提供諮詢與建議；任何部會於制訂有關溫室氣體減量以及調
適工作的相關政策時，也都可向「專家諮詢委員會」尋求諮詢。依據第 12 條，「專家諮詢委員會」應
於每年針對上一年度所為之溫室氣體減量、以及為了邁向低碳、適應氣候以及環境永續之經濟邁進等
工作，進行年度審查並提交度報告予 DECLG 部長。
即便「2015 氣候行動與低碳發展法案草案」尚未完成立法程序，DECLG 部長已於 2015 年 6 月 10
日指派委員，正式成立「專家諮詢委員會」
。
「專家諮詢委員會」共有 11 位委員，主席由經濟與社會機
構前任研究員 John Fitzgerald 教授擔任，除了 4 位具政府官員身份、依職權擔任委員者，其他 7 名委員
均來自學術界，正式成立後最重要的任務即是針對愛爾蘭的第一份國家減緩計畫的公眾諮詢，提供諮
詢。42
3. 規範內涵
3.1 規範機制與管制手段
「2015 氣候行動與低碳發展法案草案」中並沒有列入減量目標與期程，此也是引發各界批評的
43
重點， 法案草案僅於第 3 條中提到，為了使愛爾蘭於 2050 年達成並轉型成「低碳、適應氣候以及環
境永續之經濟」
（low carbon, climate resilient and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economy）的目標，DECLG
部長應訂定「國家減緩計畫」以及「國家調適架構」
，並提交至政府予以批准，於準備此類計畫與架構
時，應確保相關措施的執行是具有成本效益（cost effective）
，且應注意 UNFCCC 的最終目標、歐盟於
UNFCCC 下所承諾的減量目的等。
除了設立「國家氣候變遷專家諮詢委員會」之外，本法案草案最主要的規範機制為要求 DECLG
部長提出「國家減緩計畫」以及「國家調適架構」、並提送至政府由其批准， 法案草案中並沒有具體
的管制手段，於本法案草案下負有義務者均為各政府部門，包括提出相關計畫、針對計畫的執行提出
報告、於執行其職權時必須參考「國家減緩計畫」、「國家調適架構」、以及「部門別調適架構」等。
針對 DECLG 制訂「國家減緩計畫」
（包括部門別）
（第 4 條）以及「國家調適架構」
（第 5 條），
法案草案中列出相當詳細的程序規則，包括提出的時程、計畫或架構的內容、訂定時應考慮的事項、
資訊公開與提供民眾表示意見的機會、諮詢「專家諮詢委員會」
、提交政府批准、向下議院提出報告等；
再者，於「國家調適架構」經批准後，政府亦應指定相關部會提交「部門別調適計畫」
，此一部門別調
適計畫的訂定程序也另有條文加以規定（第 6 條）；法案草案中亦特別有一條文（第 7 條），針對「國
家調適架構」以及「部門別調適計畫」的訂定時，相關部門應納入考量的事項；除了訂定相關的計畫
與架構之外，法案草案中也要求 DECLG 或其他相關部會，必須每年向國會的下議院提出「年度轉型
報告書」
（annual transition statement）
，包括年度國家轉型報告書（annual national transition statement）、
年度部門別減緩轉型報告書（annual sectoral mitigation transition statement）、年度部門別調適轉型報告
書（annual sectoral adaptation transition statement），報告書應納入哪些內容也於條文中有相當詳細的說
明（第 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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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viron.ie/en/Environment/Atmosphere/ClimateChange/News/MainBody,41743,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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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財務機制及保險機制
本法案草案中並沒有設立氣候變遷相關的財務機制與保險機制。
4. 決策程序與公共參與
本法案草案中，要求 DECLG 以及相關部會，於訂定各類計畫時，應與其他部會首長以及「專家
諮詢委員會」進行討論與諮詢，例如於訂定「國家減緩計畫」時，為納入部門別減緩措施，政府應要
求相關部會首長在特定期間內，提交於其權責範圍之部門別減緩措施予 DECLG 部長，而相關部會首
長於提交部門別減緩措施前，應與 DECLG 部長、其他部會首長及專家諮詢理事會諮商。於訂定「部
門別調適計畫」時，相關部會首長於研擬計畫時，也應與其他相關首長、環境保護署及「專家諮詢委
員會」進行諮商。由此可見，本法案草案相當強調於訂定上位指導計畫或架構時，部會間彼此的事前
協調溝通相當重要。
至於公共參與的部分，本法案草案中，針對 DECLG 以及相關部會，於訂定「國家減緩計畫」
、
「國
家調適架構」、以及「部門別國家調適計畫」，都應該有資訊公開以及提供民眾參與表達意見的規定：
部長應以適當方式公告計畫/架構的草案，並應於網路以及一份以上之報紙刊登公告，邀請大眾及任何
利害關係人於一定期間（自公告日起不超過二個月）內提出書面意見，針對循此管道所獲得的意見，
應於訂定相關計畫或架構時納入參考。即便本法案草案尚未完成立法，但 DECLG 部長於 2015 年 6 月
10 日公布成立「專家諮詢委員會」的同時，也宣布於同日展開為其將近兩個月的「國家低碳轉型與減
緩計畫」草案公共諮詢（public consultation）
。44
除此之外，「專家諮詢委員會」於執行其於本法案下所賦予的任務時，也可於其認為適當的狀況
下，與一般大眾（members of the public）進行會面與諮詢。
5. 觀察重點與立法特色
愛爾蘭之「2015 氣候行動與低碳發展法案草案」為一部相當程序導向之法案，該草案中並未如同
英國之氣候變遷法訂定該國不同於歐盟之減量目標，也沒有特定出具體的減量政策；再者，法案名稱
雖然包括「低碳發展」，但其也沒有如同相類似之南韓立法（「低碳綠色成長架構法案」），列出發展低
碳綠色經濟的政策工具。法案主要是課予各主管機關提報兩大類之計畫：「國家低碳轉型與減緩計畫」
（包括部門別減緩對策）以及「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架構」（包括部門別調適計畫），並訂定提報此等計
畫所應遵循之程序，包括民眾參與；再者，參考英國之氣候變遷法，本法案也訂定「國家氣候變遷專
家諮詢委員會」
，並針對理事會的成員選任、資格、利益迴避、功能等加以規範。相較於目前有氣候變
遷專法之各國立法例，此一程序導向之立法算是相當獨特。
6. 結論
愛爾蘭之「2015 氣候行動與低碳發展法案草案」於 2015 年初公布後，受到許多的批評，除了前述
提及針對法案草案中並未列入具體的減量目標與時程的批評外，也有團體批評「專家諮詢委員會」的
獨立性與公正性。45惟觀察主導部會自從 2010 年開始逐步推動相關立法的歷程觀察，DECLG 對於本
法案草案投注相當大的精力，即便於本法案草案尚未完成立法時，DECLG 即已展開相關的行政工作，
包括成立「專家諮詢委員會」以及啟動「國家減緩計畫」的公共諮詢工作，此應是預期本法案草案，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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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無意外，應可於 2015 年底前由國會通過。但國會的上、下議院於審議本法案草案時，是否會針對目
前受各界關注的議題—具體減量目標、「專家諮詢委員會」的組成—進行調整，有待持續觀察。

附件五：論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之財務機制的申訴制度46
壹、 前言
面臨氣候變遷所帶來的衝擊，各國執行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工作需要相當龐大的財務資源，此對於
開發中國家而言，係一相當沈重的負擔，依據不同的機構所做之評估，開發中國家每年所需要之財務
資源至少為四千八百億美元，甚至可能高達一點五兆美元，47但依據「2014 年全球氣候財務綜覽」之
報告指出，來自公、私部門之氣候變遷財務資源於 2013 年約有三千三百億美元，不僅比 2012 年少了
將近三十億美元，48也與前述所指之財務需求相差甚遠，此意味各界需要儘速透過各類氣候變遷財務機
制，募集來自公、私部門的財源，以協助各國政府執行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政策。任一氣候變遷財務
機制若欲有效募集來自各方之資源，並公平的予以分配且運用，關鍵在於該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管理
機構，是否於捐助者以及使用者眼中為具有正當性的組織，49而任一氣候變遷財務機制是否具有正當
性，則可透過分析其管理機構的權力、責任、以及可課責性，50就可課責性而言，氣候變遷財務機制下
是否設有申訴制度，以確保其運作有無符合該機制本身所訂定的標準，將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指標。51
以國際發展財務機制—包括世界銀行集團以及各個區域開發銀行—為例，申訴制度幾乎已成為該些
國際發展組織下的常設機制，以回應各界對於開發銀行必須具有可課責性的要求。52於此類之國際發展
組織下，申訴制度通常指的是「一獨立的機制，以調查主張受下列影響之居民所提出的申訴：因國際
組織的運作所受或可能受到的損害，且此損害係因該組織未遵循其運作規則與程序所導致者。」53氣候
變遷財務機制，例如全球環境設施（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以下簡稱 GEF），所具備的功能以及
運作模式相當類似於此等國際發展組織，也因此透過是否設有申訴制度，以觀察氣候變遷財務機制是
否具有正當性與可課責性，並非處理氣候變遷議題的國際財務機制所特有，而係源自於國際發展組織
的經驗。再者，例如京都議定書下之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以下簡稱 CDM）
此類的氣候變遷財務機制，募集來自私部門的資金，其管理機構也直接與私部門互動，例如 CDM 執
行委員會是否批准一 CDM 計畫，將會直接影響到計畫申請人的權益，而多數之 CDM 計畫申請人即來
自私部門，因此，CDM 運作之模式相當類似於一全球行政機關（global administrative body），導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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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RESOURCE INSTITUTE REPORT, p.2, available at http://pdf.wri.org/power_responsibility_accountability.pdf. (last visited: 24
Feb. 15)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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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於 CDM 運作機制下，欠缺一申訴制度以保障計畫申請人的正當法律程序要求，引發各界的批評，
為了呼應該些批評，於第五次京都議定書會員大會時，啟動於 CDM 下設立申訴制度（an appeal
mechanism）的談判。
氣候變遷財務機制包含許多不同類型的運作模式與管理機構，而不同的財務機制會因為利害關係人
的屬性（例如私部門參與者、或計畫所在地之當地居民、民間團體等）
、以及該機制運作的模式（例如
資金主要來源係公部門或私部門）
，使得申訴制度的設立需要不同的制度要素。以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
系54來說，目前被指定為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11 條財務機制之運作實體（operating entity），包括 GEF
以及綠色氣候基金（Green Climate Fund，以下簡稱 GCF），但以廣義的氣候變遷財務機制來說，京都
議定書下之 CDM 亦可算是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下的財務機制，而此三類財務機制的運作模式相當
多樣化，如何於各個財務機制下設置申訴制度，可能觀乎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是否得順利透過該些
多樣化的財務機制，募集足夠之財務資源以協助開發中國家。針對此三類財務機制，GEF 可使用世界
銀行之調查工作小組作為其申訴制度、CDM 之申訴制度則為一爭議已久的談判項目、GCF 之設立決議
則明文要求其必須設置申訴制度。因此，本文先將於第貳部分簡述申訴制度於氣候變遷財務機制下的
重要性，接者分別於第參與第肆部分介紹 GEF 以及 CDM 之申訴制度及相關爭議，並於第伍部分比較
兩套申訴制度，據此於第陸部分提出 GCF 之申訴制度未來在設計上可能遭遇的問題，以及就整體而言，
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下多樣性的財務機制對於申訴制度的需求以及設計，可能面臨哪些需要解決的
課題，最後則為本文之結論。
貳、 申訴制度於氣候變遷財務機制下之重要性
氣候變遷財務機制可被廣義的定義為：
「經由一特定機構，透過一套制式之標準與程序，募集與分
配資金，以提供國家進行氣候變遷之減緩與調適工作。」55依照不同的分配標準，例如規模、資金來源、
資金所資助之活動等，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類型相當多樣化。例如以規模而言，有國際、區域、雙邊
或單邊的氣候變遷財務機制；以資金來源而言，氣候變遷之財務機制可自公部門（主要是各國政府）、
私部門、或兩者募集資金。56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設置與運作，主要由三大要素構成：資源的募集
（resource mobilisation/generation）
、資源的分配（resource disbursement/delivery）、以及機制的管理
（administration/governance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57其中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管理機構，對於確
保資源的募集以及分配，是否有遵循相關的指導準則，扮演至為關鍵的角色。58更重要的是，資源的捐
助者以及使用者，是否視一氣候變遷財務機制具有正當性，將會影響該財務機制募集資源以及使用資
源的能力以及效率：對不論是公、私部門的捐助者以及使用者來說，一個受廣泛認同為具有正當性的
氣候變遷財務機制，最能獲得其信任，也因此較能說服捐助者投入更多的資源、說服使用者該些資源
的投入，係能有效的執行氣候變遷減緩或調適工作。59
任一氣候變遷財務機制是否具有正當性，可透過分析其管理機構的權力、責任、以及可課責性，60就
可課責性而言，氣候變遷財務機制下是否設有申訴制度（grievance and inspection mechanisms）
，以確保
54

此係指包括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以及依據該公約所授權談判之議定書—包括京都議定書以及後續所有可能談判
通過之條約—所形成之管制體系。
55
施文真，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措施的財務機制，載：葉俊榮主編，氣候變遷的制度因應—決策、財務與規範，頁 115，
2014。
56
有關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分類，請見：施文真，前揭註 9，頁 117‐121。
57
施文真，前揭註 9，頁 136‐137。
58
施文真，前揭註 9，頁 139‐140。
59
Ballestero, A. et al., supra note 3, pp.2‐3
60
Ballestero, A. et al., supra note 3, p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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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運作有無符合該機制本身所訂定的標準，將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指標。61於目前來自公部門的資源普遍
低落的狀況下，私部門的投入目前似乎成為各類氣候變遷財務機制欲努力的方向，62而私部門是否願意
投入資源至任一氣候變遷財務機制，關鍵將在於該財務機制的運作是否可以獲得私部門的信任，由上
述可知，申訴制度的設置將可提升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正當性，進而提升私部門願意投入資源的意願。
最直接的案例即是將於第肆部分中所討論、針對 CDM 執行委員會的決定設置申訴制度的談判爭議，
因該些決定影響了多半是來自私部門的計畫申請人的投資權益，其權益是否將因申訴制度的設置而獲
得保障，將會影響私部門是否願意持續投入 CDM 此一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意願。
除了涉及私部門是否願意投入資源，氣候變遷財務機制下的資源運用，多半投入得減緩氣候變遷（例
如降低溫室氣體之排放）或強化調適的計畫中，但某些計畫也可能伴隨程度不一的環境與社會風險，63
例如水力發電廠的蓋設，相較於燃煤之火力發電廠，固然可達到降低溫室氣體排放的目的，但水力發
電廠的設置所帶來的環境（例如大面積森林的淹沒）與社會（例如淹沒地區居民的遷徙）衝擊，向來
為開發銀行的投資計畫中一相當具有爭議性的議題。64此類的衝擊影響了計畫所在地當地居民的權益甚
大，因此，氣候變遷財務機制下，除了加強辨識出、進而減緩此類的環境與社會衝擊外，也應設置申
訴制度供受影響的當地居民使用。65由世界銀行的經驗已顯示，申訴制度的設置將大幅提昇財務機制的
可課責性，進而增加其正當性。
申訴制度的設置以及運作，勢必增加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運作成本，也可能造成計畫的延遲，但由
前述可得知，申訴制度對於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正當性來說至為關鍵。就資源的募集，允許投資權益
受影響之私部門，得透過申訴制度挑戰財務機制的管理機構所做出的決策，較能獲得私部門的信任，
進而願意投入更多的資金；就資源的分配與使用，設有申訴制度供受負面環境與社會衝擊的當地居民
使用，亦能增加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可課責性。因此，就長期而言，申訴制度於氣候變遷財務機制下
有其設置的必要性，但不同類型的氣候變遷財務機制中，有不同的利害關係人，進而對於申訴制度的
使用以及需求也可能不同。以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來說，於其下多樣化的氣候變遷財務機制中，申
訴制度的設置可能面臨哪些制度設計上的挑戰，將影響其是否得順利透過該些多樣化的財務機制，募
集足夠之財務資源以協助開發中國家。以下將先簡介 GEF 所使用的申訴制度、以及正進行談判中的
CDM 申訴制度，據此瞭解目前申訴制度於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下的現況，以及已面臨到的問題。
參、 全球環境設施之申訴制度：世界銀行66之調查工作小組
一、 世界銀行之調查工作小組作為 GEF 之申訴機制
為了回應各界對於世界銀行運作效率之顧慮，以及針對世界銀行對於其所頒佈之內規執行不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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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estero, A. et al., supra note 3, p.viii.
例如依據
「2014 年全球氣候財務綜覽」
，來自私部門的投入，占 2013 年全年度之氣候變遷資金的 58％。Buchner, B. et al.,
supra note 2, p.7.
63
Ballestero, A. et al., supra note 3, p.46.
64
例如世界銀行之調查工作小組成立的背景之一，即是因水壩計畫對當地所造成的環境與社會衝擊。Shihata, Ibrahim F.I.,
THE WORLD BANK INSPECTION PANEL: IN PRACTICE (2nd ed.) (2000), pp. 5‐8. 而截至 2011 年 11 月，水力發電計畫佔了已註冊之
CDM 計畫的 30%，該些計畫對當地社區所造成的環境與社會衝擊也引發許多爭議。Haya, B. & Parekh, P., HYDROPOWER IN
THE CDM: EXAMINING ADDITIONALITY AND CRITERIA FOR SUSTAINABILITY, available from:
http://www.internationalrivers.org/files/attached‐files/haya_parekh‐2011‐hydropower_in_the_cdm.pdf. (last visited: 26 Feb. 1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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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estero, A. et al., supra note 3,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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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評，67執行董事會於 1993 年 9 月通過「設置調查工作小組決議」
（Resolution establishing the Inspection
Panel: No. 90-13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9306 for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以下簡稱「決議」
）
，68正式成立調查工作小組。依據「決議」第
12 段，受世界銀行所資助計畫所在地之受影響居民、其當地的代表人、於特殊的狀況下且必須經過執
行董事會批准之外國的代表人、任一執行董事、或執行董事會，均得向調查工作小組提出申請；依據
同段，調查工作小組的職權僅限於審查要求調查因為世銀之作為或疏失，導致其未執行世銀自身就其
所資助計畫的設計、評估或執行所頒佈之營運政策與程序（operational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69營運
政策與程序不需要經過執行董事會的同意，但有少數的營運指令，包括環境影響評估、減貧、以及於
GEF 下所進行之投資活動的程序，因為具有高度的敏感性與複雜性，於管理階層頒佈前，曾將草案提
到執行董事會報告並討論。70
調查工作小組的調查程序由具適格性之當事人提起申訴案件開始啟動，後續之調查程序規定於
「決議」第 16 到 23 段。若申請人為受影響之當地居民或一位以上之執行董事，調查工作小組尚須先
決定其是否具有調查權，於確定具有調查權後，調查工作小組於後續的任何行動均需經由執行董事會
的決議授權方得進行。71當確認其具有調查權、並審查所有的相關文件後，調查工作小組得針對是否要
展開調查做出建議，若建議持續展開調查，尚須經過執行董事會的同意，調查工作小組方得正式展開
調查。若執行董事會同意展開調查，則啟動調查工作小組實質審查申訴案件的申訴爭點之調查階段。72
調查工作小組將調查報告提交至執行董事會後，世銀的管理階層需於六週內，針對調查工作小組的報
告內容提出回應與建議，執行董事會於考量調查工作小組的調查報告以及管理階層的回應與建議後，
將決定是否批准管理階層建議應如何使得涉案計畫符合世銀的營運政策與程序。73
依據「決議」第 28 段，調查工作小組調查之案件包括國際復興暨開發銀行以及國際開發署，但
並未特別提及本「決議」是否適用於世銀作為 GEF 之受託者以及執行機構時所為之活動。74此議題並
未出現於調查工作小組成立時的討論。惟依據世銀前總法律顧問 Shihata，「若將 GEF 之活動排除於調
查工作小組的範圍，似乎與成立此一小組的目的相違，且會不當的限制了小組的調查範圍。」75實務上，
調查工作小組確實針對 GEF 所資助之計畫的申訴案件展開調查：以一件位於印度之「生態發展計畫」
為例，該計畫部分由 GEF 所資助，調查工作小組於評論世銀是否有背離 GEF 之指導準則時，並未特
別提到其是否需要特別的授權方得展開調查。76事實上截至 2015 年 2 月為止，調查工作小組所受理之
102 件申訴案中，共有 5 件係針對 GEF 所資助之計畫，而所有的案例均是由受影響的當地居民所提起。
77
多數的案件均涉及申訴人主張世銀管理階層未遵守與下列有關之營運政策與程序：環境影響評估、文
化資產、自然棲地、森林、原住民、非自願遷徙等環境與社會類之防禦政策（safeguard policies）。其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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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文全文可下載自：http://ewebapps.worldbank.org/apps/ip/PanelMandateDocuments/Resolution1993.pdf (last visited:
26 Feb. 15)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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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PROJECTS/EXTPOLICIES/EXTOPMANUAL/0,,menuPK:64142516~pagePK:64141681~p
iPK:64141745~theSitePK:502184,00.html (last visited: 26 Feb.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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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hata, Ibrahim F.I., supra note 18, pp.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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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hata, Ibrahim F.I., supra note 21, p. 72.
72
有關調查工作小組的調查程序，請參考：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EXTINSPECTIONPANEL/0,,contentMDK:20173251~menuPK:568196~pagePK:64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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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件並未進入調查階段：前所提及之印度的 1998 年「生態發展計畫」案，78調查工作小組建議應展
開調查，但執行董事會並未批准此一建議、於墨西哥的 2004 年「原住民與社區生物多樣性計畫」中，
79
調查工作小組決定延後做出是否要展開調查的建議、於巴西的 2006 年「Parana 生物多樣性計畫」中，
80
調查工作小組並未建議展開調查。兩件正式進入調查階段之申訴案中，包括秘魯之 2009 年「利馬郊
區運輸計畫」81以及肯亞的 1999 年「維多利亞湖環境管理計畫」
，82調查工作小組均提及世銀管理階層
未遵守申訴人所提到的部分營運政策與程序。
二、 調查工作小組案件：世界銀行之「生物碳基金」贊助之 CDM 計畫
前段提及，針對由世銀擔任受託者的信託基金所贊助之計畫，是否得使用調查工作小組，於「決
議」中並未規定，但實務上，此類的計畫確實得為調查工作小組的調查對象，此由前段中所提及、調
查工作小組確實受理並調查 GEF 所資助計畫即可印證。除了 GEF 信託基金外，世銀同時擔任許多所
謂「碳基金」的受託人。83此類的「碳基金」多半由世銀向政府以及私部門募集資金，購買主要是經由
計畫活動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減量額度，例如由 CDM 計畫所產生之「經認證的排放減量」（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s，以下簡稱 CERs）。該些碳基金並沒有實際出資（包括借貸或贈與）投入計畫活
動，僅透過契約購買減量單位，並於經第三方認證該些減量單位後，每年或定期支付價金。84
調查工作小組於 2012 年收到一申訴案，涉及一件位於印度、由世銀的碳基金之一（「生物碳基金」
，
Bio Carbon Fund）所贊助之 CDM 計畫：
「經由碳吸存促進郊區生計計畫」
（Improving Rural Livelihoods
through Carbon Sequestration），85申請人主要的申訴理由為：世銀於該計畫下延遲交付「生物碳基金」
購買該 CDM 計畫所產生之 CERs 的價金。世銀的管理階層質疑申請人並不具備向調查工作小組申訴的
資格，86但調查工作小組認定該申請案符合「決議」以及 1999 年釋函（1999 Clarifications）中的資格
要件。87 最終調查工作小組並未建議展開調查，因其並沒有發現針對「造成因查驗延遲以及其所導致
CERs 數量之低估」、或「造成收益交付的遲延」，世銀管理階層有潛在的疏失。88
本申訴案件亦為一 CDM 計畫，因此，當調查工作小組確認本案申請人具備當事人適格、進而接
受其申訴案，代表某些 CDM 計畫，主要是其所產生的 CERs 已成為世銀所管理之各類碳基金的購買標
的時，似乎可以使用調查工作小組作為其申訴制度。以下先將介紹正談判中的 CDM 申訴制度，接著
在於第伍部分比較兩類申訴制度，以作為分析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之申訴制度的素材。
肆、 談判中之清潔發展機制之申訴程序（Appeal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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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webapps.worldbank.org/apps/ip/Pages/ViewCase.aspx?CaseId=41 (last visited: 27 Feb. 15).
http://ewebapps.worldbank.org/apps/ip/Pages/ViewCase.aspx?CaseId=19 (last visited: 27 Feb. 15).
80
http://ewebapps.worldbank.org/apps/ip/Pages/ViewCase.aspx?CaseId=65 (last visited: 27 Feb. 15).
81
http://ewebapps.worldbank.org/apps/ip/Pages/ViewCase.aspx?CaseId=79 (last visited: 27 Feb. 15).
82
http://ewebapps.worldbank.org/apps/ip/Pages/ViewCase.aspx?CaseId=50 (last visited: 27 Feb. 15).
83
有關世銀所管理之碳基金，請參考：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TOPICS/ENVIRONMENT/EXTCARBONFINANCE/0,,contentMDK:21842339~menuPK:5
213558~pagePK:64168445~piPK:64168309~theSitePK:4125853,00.html (last visited: 27 Feb. 15).
84
同前註。
85
http://ewebapps.worldbank.org/apps/ip/Pages/ViewCase.aspx?CaseId=14 (last visited: 27 Feb. 15).
86
Paras 6‐8 of the Management Response, which can be accessed from: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EXTINSPECTIONPANEL/Resources/Management_Response_India_ImprovingRuralLivelihoodsPr
oject.pdf (last visited: 27 Feb. 15).
87
Para. 64 of the Eligibility Report, which can be accessed from: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EXTINSPECTIONPANEL/Resources/Report&Recommendation_IndiaImprovingRuralLivelihoodsP
roj.pdf (last visited: 27 Feb. 15).
88
Id, para.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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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於 CDM 下建立申訴程序之討論
於本質上為一政府間組織之 CDM 運作機制下，私部門取得前所未見之程序近用權：89私部門於 CDM
計畫下的參與身份包括、但不限於計畫申請人以及經指定之營運實體（designated operational entities，
以下簡稱 DOEs）。90依據 CDM 執行委員會所頒佈的規則與操作實務，「執行委員會為事實上之 CDM
管制者，於扮演此一角色時，其決定影響了私部門實體的權利與利益。」91執行委員會所作的決定對於
私部門的參與者帶來了財務上的影響，例如有評論者即指出，CDM 類似於一國際行政機關，直接管制
參與者且具有主權功能，因此限制了各國政府的參與，並使得私部門的參與超越了國家政府介入的侷
限。92 正因為 CDM 執行委員會具有類似一全球行政機構的性質，93對於執行委員會的運作缺乏給予參
與者的程序保障以及正當法律程序，逐漸引發許多批評。94 例如有評論者即指出，任一市場導向之全
球管制體系若欲成功地運作，其必須提供市場參與者管制上與法律上的確定性，包括針對其所為之決
定提供獨立的審查機制、以及迅速的爭端解決機制。95 故，許多法律學者主張，應建立一獨立的小組，
審查私部門參與者對執行委員會所為之決定所提出的申訴。96此也是促使議定書會員決定啟動 CDM 下
之申訴程序談判的原因之一。
除了保障私部門參與者的權益外，學界對於在 CDM 下建立申訴制度的呼籲，也包括保障 CDM 計
畫所在地之當地居民權益的保障。CDM 計畫所在地的當地居民之生計與人權，也有可能受到計畫的建
設與執行之負面衝擊，若議定書之會員認為執行委員會必須為其決定向大眾負起責任，此處的「大眾」
不應只限於自願參與 CDM 計畫的開發者與投資者，也應該要包括宣稱可自 CDM 計畫獲益的當地社
區。97從計畫當地之利害關係人的角度來說，CDM 的規則與實務中有關資訊取得、決策之公眾參與、
環境影響評估、以及救濟管道等規範，對於提供其程序面的保障都是不足的。98 為了改善 CDM 計畫，
例如納入地方利害關係人的需求、降低環境衝擊、以及有助於當地國的永續發展，CDM 計畫所在地的
利害關係人，包括當地居民以及民間團體，也都應該具有使用 CDM 申訴程序的資格，以挑戰執行委
員會同意 CDM 計畫註冊以及核發 CERs 之決定。99
二、 草擬之申訴程序的爭議議題
基於私部門參與者在 CDM 機制所涉及之權益，許多利害關係人早就呼籲針對 CDM 執行委員會
所做之決定，應建立一申訴機構（appeal body）負責審理。100 於京都議定書 2009 年在哥本哈根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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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J. & Streck, C., Mobilising Finance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Private Sector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Carbon Finance,
10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70, pp. 82‐85 (2009).
90
有關 CDM 計畫的程序以及主要的利害關係人，請參考：施文真，前揭註 9，頁 124‐130。
91
Lin, J. & Streck, C., supra note 43, p. 72.
92
Giesberts, L., Sarac, A. & Wunderlin, J.,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the CDM Appeals Body: Recent Development and Key
Considerations, 2 CARBON & CLIMATE LAW REVIEW 277, p. 279 (2011).
93
例如：Steward, R. B., US Administrative Law: A Model for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68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63 (2005).
94
例如：Streck, C. & Lin, J, Marking market work: a review of CDM performance and the need for reform, 19:2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09, pp. 422‐428 (2008).
95
Lin, J. & Streck, C., supra note 43, pp. 85‐86.
96
Wilson, K., 2011, “Access to Justice for Victims of the International Carbon Offset Industry”, 38 ECOLOGY LAW QUARTERLY 967,
p. 987 and footnote 115.
97
Id, p. 988.
98
Id, p. 997‐1006.
99
Id, p. 1017.
100
Giesberts, L., Sarac, A. & Wunderlin, J., supra note 46, p.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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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五次會員大會所通過的第二號決議（Decision 2/CMP.5），101正式要求 CDM 執行委員會「建立….
程序以考慮 CDM 計畫活動或提議之 CDM 計畫活動，於設計、批准或執行中，由（保守定義下）直接
參與之利害關係人所提之申訴。」102 從此正式啟動 CDM 申訴程序的談判。於坎昆所舉行之第六次會
員大會通過的第三號決議（Decision 3/CMP.6），103，進一步指示「履行附屬機構」（Subsidiary Body of
Implementation，以下簡稱 SBI）應提交建議予會員大會，供第七次會員大會時通過相關之程序、機制
以及組織安排，以便於會員大會下，根據第五次會員大會第二號決議第 42 段，允許就執行委員會之決
定提出申訴。於德班所舉行之第七次會員大會通過的第八號決議（Decision 8/CMP.7），104要求執行委
員會，以避免重複與提升效率為目標，經過與利害關係人進行諮商、並考量於 SBI 下討論之申訴程序
的結論，修改其程序草案，以供第八次會員大會通過。
依據第六次會員大會第三號決議，談判應依據第五次會員大會第二號決議第 42 段之指示，第
42 號規定：「要求執行委員會，與利害關係人諮商後，建立程序以考慮 CDM 計畫活動或提議之 CDM
計畫活動，於設計、批准或執行中，由（保守定義下）直接參與之利害關係人針對以下所提之申訴：[（a）
略]（b）執行委員會依據第 39 段就註冊或核發之請求的拒絕或改變所規定的程序，所為之決定。」105
本段的談判授權，對於未來之 CDM 申訴制度，是否僅限於私部門參與人使用、亦或是允許當
地之利害關係人使用，並不明確。於本文中所指的利害關係人僅限「保守定義下之直接」參與者，而
第 b 段亦提到，僅有針對註冊 CDM 計畫或核發 CERs 之請求的「拒絕或改變」，由執行委員會所為或
所授權做出的決定，方得成為申訴的對象，由此觀察，當地之利害關係人似乎並非保守定義下的直接
參與者，因為其並非 CDM 計畫於設計、執行、贊助或履行的參與方，再者，當執行委員會針對註冊
CDM 計畫或核發 CERs 之請求做出拒絕或要求改變時，似乎僅有私部門參與者（特別是作為 CDM 計
畫申請人）的權益將受到影響，故進而有提出申訴的需求。此是否代表談判授權僅將 CDM 申訴程序
的使用者限於私部門參與者？由本段文字的其他段落觀察，似乎也不盡然：其提到申訴程序是就利害
關係人，針對「CDM 計畫活動或提議之 CDM 計畫活動，於設計、批准或執行」，由執行委員會所為
之決定所提出申訴，身為計畫被批准後的獲益者，私部門參與者理應不會針對 CDM 計畫批准的決定
提出申訴，往往是因為 CDM 計畫批准後、開始執行、進而對當地居民造成負面影響，使得當地之利
害關係人方有對於批准之決定提出申訴的需要。由此觀察，談判的授權似乎也不排除當地之利害關係
人得使用申訴程序的可能性。
儘管眾多之民間團體呼籲 CDM 之申訴程序應允許當地之利害關係人亦得使用，106 CDM 執行委員
會於 2010 年，向議定書第六次會員大會提出報告時，就申訴程序所提出的建議中，僅允許私部門參與
者得使用申訴程序。執行委員會建議草擬中之申訴機構應考慮由下列之利害關係人所提出之申訴：第

101

該決議可見於：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09/cmp5/eng/21a01.pdf (last visited: 27 Feb. 15).
“…establish … procedures for considering appeals that are brought by stakeholders directly involved, defined in a conservative
manner, in the design, approval, or implementation of CDM project activities or proposed CDM project activities …”.
103
該決議可見於：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10/cmp6/eng/12a02.pdf (last visited: 37 Feb. 15).
104
該決議可見於：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11/cmp7/eng/10a02.pdf#page=6 (last visited: 27 Feb. 15)
102

105

“Requests the Executive Board to establish, following the consultation with stakeholders, procedure for considering appeals

that are brought by stakeholders directly involved, defined in a conservative manner, in the design, approval or implementation of
CDM project activities or proposed CDM project activities in relation to: [(a) omitted]; (b) ruling taken by or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Executive Boar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39 above regarding the rejection or alteration of
requests for registration or issuance.”
106
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官網列有各界針對 CDM 申訴程序所提出的評論：
https://cdm.unfccc.int/public_inputs/2010/cmp5_para42_43/index.html (last visited: 27 Feb. 15). 請參考於此網頁中一些民間團
體所提出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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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參與者，第二、地主國內經指定之國家機構，以及涉及申請註冊之附件一締約方。107 此外，
僅有針對「註冊或核發之請求的拒絕或要求修正的執行委員會決定」
（ “ruling of the Executive Board that
rejects or requires an alteration to a request for issuance or registration”）
，方得為適格之申請人提出申訴的
108
對象。 但另一方面，SBI 於 2012 年所提出含有許多尚待會員大會決議的報告（bracketed SBI report）
中，109有關「提案之申訴機構權力」以及「申訴之啟動」的草案段落裡，還是保留允許當地利害關係
人參與的選項。例如第 1 段提到，
「據此成立一申訴機構，以考慮針對計畫活動之註冊與 CERs 之核發
的請求，CDM 執行委員會所為之［批准］、拒絕或改變的決定。」110 第 38 段則提到，「針對一 CDM
計畫活動或提案之 CDM 計畫活動，任一會員、直接涉及之計畫參與者［或經指定之營運實體］、［或
依據第一次會員大會第三號決議附件第 40（c）段所指、且有提出評論之利害關係人或組織］，對於執
行委員會針對該計畫之註冊或 CERs 之核發的請求，做出［註冊或］拒絕或要求修改之決定，得個別
或共同針對此一決定提出申訴，111而「第一次會員大會第三號決議附件第 40（c）段」則包括利害關係
人與 UNFCCC 認可之民間團體。
由上述可知，由授權會員針對建立 CDM 申訴程序的大會決議以及正進行談判之文件中，並未排除
私部門參與者以及當地利害關係人同時得使用 CDM 申訴程序的可能性。但此兩類之利害關係人，對
於申訴程序的需求與設計不盡相同、甚或有可能產生衝突，此時，面臨有著不同利益之利害關係人，
申訴制度的程序，應如何設計，將是一大挑戰。於討論此一議題前，本文將先就世銀之調查工作小組
以及談判中的 CDM 申訴程序，作一比較，主因在於本文的第參部分提及，作為 GEF 的申訴制度，世
銀的調查工作小組似乎於特定的 CDM 計畫中，也可成為其提出申訴的機制，故以下將對兩類制度進
行簡單的比較與分析，至於此對於 CDM 申訴制度的設計、甚至是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下之申訴制
度，將帶來何種衝擊，則留待第陸部分。
伍、 全球環境設施與清潔發展機制之申訴制度的比較
GEF 以及 CDM 均為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下、廣義的財務機制，兩者也均主要以資助計畫活動為
對象的財務機制。但兩者的運作模式還是有些許差異。第一、兩者的主要資金來源不同：GEF 主要是
接受來自 GEF 參與者，亦即是公部門的資金，CDM 則主要是由私部門參與者投資 CDM 計畫作為主要
的資金來源。第二、兩者的管理機構也有差異：GEF 於其成立協定中有獨立於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管
理機構，112CDM 執行委員會則是必須接受來自會員大會之指示以及準則；再者，世界銀行所扮演的角
色亦稍有不同：作為 GEF 信託基金的受託者以及 GEF 的履行機構之一，世界銀行與 GEF 之間的關係
107

Paragraph 4, Annex II, FCCC/KP/CMP/2010/10. Available from: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10/cmp6/eng/10.pdf (last
visited: 27 Feb. 15).
108
Id, Paragraph 6.
109
Appendix: Pprocedures, mechanism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appeals against the decisions of the Executive Board of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Report of the Subsidiary Body for Implementation on its thirty‐seventh session, held in Doha
from 26 November to 2 December 2012” (FCCC/SBI/2012/33/Add.1). Available from: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12/sbi/eng/33a01.pdf (last visited: 30 Jun. 14).
110
“An appeals body is hereby established that considers appeals against decision of the Executive Board of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regarding the [approval,] rejection or alteration of requests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project activities
and the issuance of” CERS.”
111
“Any Party, project participant [or Designated Operational Entity] directly involved in [or stakeholder or organization referred to
in decision 3/CMP.1, annex, paragraph 40(c), which has submitted comments with regard to] a CDM project activities or a proposed
CDM project activity with respect to which the Executive Board has [registered or]made a rejection or alteration decision relating
to the registration of such a project activity or the issuance of CERs may file, individually or jointly, a petition for appeal against
such a decision.”
112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身為公約的財務機制，依據公約第 11 條，針對與公約相關的政策、計畫優先順序、以及適格標
準，GEF 必須對公約的締約方大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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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正式，至於世界銀行與 CDM 間的關係，則僅限於當 CDM 計畫有來自世銀所管理之碳基金投資時，
方有間接的關連性。第三、私部門於兩者的涉入程度亦不同：私部門為 CDM 計畫中的直接參與者，
但私部門於 GEF 中涉入的程度與角色則相當有限，例如其僅得於 GEF 下之「公私伙伴計畫」（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rogramme）中得到直接的計畫支援。113最後一項差異性，將會影響不同的財務機制
下之申訴程序的功能與權利。
初步瞭解 GEF 與 CDM 兩類財務機制的異同後，對於兩者的申訴制度，亦可由下列幾點進行比較。
第一、GEF 所使用之世銀調查工作小組的目的為審理世銀所贊助的計畫，是否因世銀之員工未能遵
守其多半與社會與環境防禦（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afeguards）相關之營運政策與程序，導致於計畫
所在地可能造成負面衝擊；114談判中的 CDM 申訴機構設立的目的（之一）
，則為提供可能因執行委員
會的不利決定，導致財務與投資利益受影響的私部門參與者，有機會針對此類決定提出申訴。
第二、依據前所提及之不同目的，兩套申訴制度的申請資格要件亦有所差異。GEF 所使用之世銀調
查工作小組得接受來自個別執行董事、執行董事會、當地社區、以及代表當地社區之民間團體所提出
的申訴案件；115 CDM 申訴機構則預計接受來自京都議定書之任一會員、以及「保守定義下直接參與
的利害關係人」所提出的申訴。目前較無爭議的是，
「保守定義下直接參與的利害關係人」包括直接參
與 CDM 計畫之私部門參與者，也可能包括經指定之營運實體。惟，於第參部分亦發現，若一 CDM 計
畫有來自世銀所管理之碳基金的投資時，此一 CDM 計畫所在地之當地居民，似乎也可以向世銀調查
工作小組提出申訴。
第三、GEF 所使用之調查工作小組，並無審查世銀執行董事會決定的權力，其係調查是否因世銀之
作為或疏失，導致其未執行世銀自身就其所資助計畫的設計、評估或執行所頒佈之營運政策與程序，
此外，調查工作小組亦可針對申請中的貸款案展開調查；116 談判中之 CDM 申訴機構則是就 CDM 計
畫註冊以及 CERs 核發的申請，由 CDM 執行委員會所做出之拒絕、改變或可能包括之批准決定。
第四、因申訴制度審理之對象不同，得提出申訴的理由亦不同。調查工作小組係就世銀員工是否因
未能遵守其主要涉及環境與社會防禦的營運政策與程序，導致當地居民受有重大之負面衝擊，展開調
查；而談判中的 CDM 申訴機構，依據第肆部分所提到之尚待會員大會決定的 SBI 報告117第 32 段「得
提出申訴之理由」
（Ground for appeal）
，所得審理的對象似乎較為廣泛 ：CDM 申訴機構得決定執行委
員會是否逾越其管轄權或權限、於可能實質影響案件決定的程序中犯有錯誤、針對事實問題犯有錯誤、
以及其就 CDM 運作模式與程序（CDM modalities and procedures）所為之解釋與適用。世銀內部的營
運政策與程序，係由世銀的管理階層頒佈、給予其員工的指示，且通常無須經過執行董事會的批准；
而規定於京都議定書第一次會員大會第三號決議（Decision 3/CMP.1）118附錄之 CDM 運作模式與程序，
係規範 CDM 運作的規則，CDM 執行委員會則被會員大會授權得進行規則訂定、裁判、以及決策的權
力，119故執行委員會有權訂定或審理 CDM 規則與要件。120 針對兩套申訴機制所可能進行審理之文件
類型與具體內容，有一相當大的差異：許多世銀所頒佈的營運政策與程序，均涉及世銀所贊助之計畫
113

http://www.thegef.org/gef/PPP (last visited: 30 Jun. 14).
例如「環境評估」與「非自願遷徙」，為調查工作小組所受理案件中，申請人指控世銀未能遵守之前三大政策議題中的
兩項。Inspection Panel, 2013, Inspection Panel Annual Report 2012‐2013, p. 65.
115
Paragraph 12 of the “Resolution”.
116
Paragraph 12 of the “Resolution”. Shihata, Ibrahim F.I., supra note 18, pp. 35‐36.
117
Supra note 63.
114

118

Decision 3/CMP.1: Modalities and procedures for a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as defined in Article 12 of the Kyoto

Protocol, available from: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05/cmp1/eng/08a01.pdf#page=6 (last visted: 2 Mar. 15).
119
Lin, J. & Streck, C., supra note 43, p. 87.
120
Annex 4, CDM EXECUTIVE BOARD DECISION AND DOCUMENTATION FRAMEWORK (version 04.0), at para 7, available from:
http://cdm.unfccc.int/Reference/Notes/gov/info_note02.pdf (last visited: 27 Feb.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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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注意的社會與環境防禦政策（safeguard policies），121 但 CDM 運作規則與程序較少涉及此類的防禦
政策。依據 CDM 運作模式與程序，計畫參與者必須提交計畫活動之環境影響分析文件，包括跨境影
響，若計畫參與者或地主國認為環境衝擊相當重大，則應依照地主國所要求的程序進行環境影響評估。
122
此外，經指定之營運實體必須收到來自計畫參與者，就各參與會員之經指定國家主管機關之自願參
與的書面證明，包括地主國確認該計畫有助於其達成永續發展。123 此似乎為 CDM 運作模式與程序中，
「唯二」有關環境與社會的防禦政策，且相較於世銀類似之營運政策與程序，此兩要求相當抽象，不
若世銀之環境與社會防禦政策相關的營運政策與程序所提供的詳細要求。因此，若談判中的 CDM 申
訴機構允許當地之利害關係人得提出申訴，於現行之 CDM 運作模式與程序缺乏環境與社會防禦政策
的狀況下，主張受影響之當地居民，可能會因為現行之 CDM 運作模式與程序中，並未清楚的提供一
套評估 CDM 計畫活動應符合哪些要求，方不至於造成對當地的負面影響，導致無法成功的證明其主
張。
由 GEF 與 CDM 兩套財務機制之比較中，應不難理解兩者所需要之申訴制度勢必有所不同，此兩套
財務機制之主要資金來源不同此一差異點，相當關鍵性的影響了各自之申訴制度的設立目的以及後續
之程序設計。GEF 多數之資金來自於公部門，因此，私部門之利益於 GEF 的運作中並不會受到嚴重的
影響，相反的，CDM 之資金多半來自於私部門的參與者提供 CDM 計畫的投資，故私部門的利益勢必
受到 CDM 計畫是否為 CDM 執行委員會所通過的決定之影響。因此，單就針對私部門參與者的權益來
說，兩套財務機制的申訴制度即面臨相當不同的使用者需求，而這也反應在上述比較兩套財務機制目
前所使用、或正考慮使用的申訴制度，於設立目的與權限上的差異性。世銀之調查工作小組設立的目
的主要係考慮到世銀贊助之計畫，於計畫所在地可能造成之環境與社會衝擊時，必須要保障當地居民
的公共利益；CDM 申訴制度設置的主要原因之一則是從全球行政法的角度出發，主張當 CDM 執行委
員會扮演一類似全球行政機關的角色時，正當法律程序以及提供救濟管道對於利害關係人，主要是
CDM 計畫參與者的權益保障至為關鍵，更別提身為一市場機制，CDM 運作是否得以維繫，將取決於
私部門是否有持續投資的意願，而這將視私部門參與者是否認為 CDM 的運作是可以保障其財務與投
資權益。因此，當兩套財務機制的各類利害關係人，對於申訴制度的需求不同時，申訴制度設立的目
的以及其功能，當然也會不同。
然而，GEF 與 CDM 有一相似之處：兩套財務機制的資金使用，都主要以贊助有助於氣候變遷的計
畫活動，因此，CDM 之運作並不僅有造成對私部門參與者的影響，CDM 計畫運作的方式對計畫所在
地造成的影響，與 GEF 所資助之計畫活動相當類似。因此，不難理解為何於 CDM 申訴制度的談判過
程中，公民社會極力呼籲，當地之利害關係人也應該有使用申訴制度的權利。這使得相較於 GEF，CDM
申訴制度的建立面臨有著不同利害關係的需求者或使用者，此外，同樣身為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的
財務機制，多樣化的申訴制度可能造成哪些影響、需要注意哪些制度設計要素等問題，將持續於第陸
部分進行分析。
陸、 對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下之申訴制度的啟示
一、 對談判中之 CDM 申訴制度的啟示
121

例如有環境評估、自然棲地、原住民、非自願遷徙、水壩之安全性等營運政策。所有之營運政策與程序可自以下網站
下載：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PROJECTS/EXTPOLICIES/EXTOPMANUAL/0,,menuPK:64142516~pagePK:64141681~p
iPK:64141745~theSitePK:502184,00.html (last visited: 27 Feb. 15).
122
Supra note 72, paragraph 37(c), Annex to Decision 3/CMP.1.
123
Supra note 72, paragraph 40(a), Annex to Decision 3/C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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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肆部分中提及，CDM 執行委員會的立場似乎較偏向僅允許私部門參與者，針對 CDM 計畫
註冊與 CERs 核發申請的拒絕或修正決定，向申訴機構提出申訴。但，第參部分亦提到，有世銀所管
理之碳基金投資的 CDM 計畫，計畫所在地的當地利害關係人，應具有使用世銀調查工作小組的資格。
假設京都議定書會員大會贊同 CDM 執行委員會的建議，僅允許私部門參與者使用 CDM 申訴制度，此
一狀況可能衝擊到 CDM 申訴制度的整體性以及正當性：CDM 計畫所在地的利害關係人，將會因為該
CDM 計畫的資金來源不同而受有不同的待遇，若該 CDM 計畫有世銀所管理的碳基金贊助，計畫所在
地的利害關係人若主張受到環境與社會負面衝衝擊，可向世銀調查工作小組提出申訴，但若 CDM 計
畫的資金來源不涉及世銀所管理的碳基金，則受有負面衝擊的當地居民，將面臨無申訴制度的困境，
此一差別待遇勢必影響各界對於 CDM 運作的公平性以及可課責性。以下幾個模擬案例中可進一步觀
察到，此不僅涉及計畫所在地之利害關係人，也會損及私部門參與者的投資利益。
案例一：假設 CDM 計畫 A 取得來自世銀所管理之碳基金的投資，此一計畫的註冊申請為 CDM
執行委員會所拒絕，若計畫 A 之私部門參與者（計畫申請人）針對此一不利之決定，向 CDM 申訴機
構提起申訴，申訴機構決定推翻 CDM 執行委員會的決定，允許計畫 A 進行註冊；同時，計畫 A 所在
地的當地居民則向世銀調查工作小組提出申請，調查工作小組經過調查後，提出的建議為世銀管理階
層未遵守相關之營運政策與程序，該建議獲得執行董事會的同意後，世銀撤回於計畫 A 中的碳基金投
資，亦即是不再承諾購買計畫 A 所產生的 CERs。124於此，即便該私部門參與者已於早先之 CDM 申訴
制度下獲得其所主張的程序保障，但其財務權益顯然將受到世銀的碳基金不再出資購買該計畫所產生
的 CERs 之影響，更諷刺的是，若計畫 A 的申請人有其他的財務支援管道、決定繼續執行該計畫，計
畫所在地的居民之權益也無法因世銀調查工作小組的決定而獲得保障。
另一方面，假設京都議定書會員大會決定設立一可保障更多利害關係人的 CDM 申訴制度，同
時允許私部門參與者以及計畫所在地居民使用，此是否於現況下為最佳的制度設計？由以下更多的模
擬案例來看，若計畫所在地之居民同時或先後向兩套申訴制度提出申請，125此對於兩套申訴制度以及
所有的利害關係人來說，可能帶來更複雜的問題。
案例二：若 CDM 申訴機構駁回計畫所在地之居民的申訴、該 CDM 計畫順利完成註冊，但世銀
調查工作小組以及執行董事會同意計畫所在地之居民的調查申請、進而撤回世銀於該計畫中的投資；
此時，私部門參與者以及計畫所在地之居民的權益，將同時受到程度不一的影響：私部門參與者將失
去來自世銀之碳基金的投資，但其若可以取得其他的財務支援，該 CDM 計畫依然可以持續進行，這
將使得計畫所在地的居民之權益同樣無法獲得保障，此一狀況類似於前述之案例一。
案例三：若 CDM 申訴機構同意計畫所在地之居民的申訴申請，決定駁回該 CDM 計畫註冊的同
意案，但世銀調查工作小組調查的結果發現世銀並未違背其營運政策與程序，故不同意當地居民之申
請案；此時，私部門參與者的權益將因為 CDM 計畫無法被註冊，受到相當大的影響，進而可能影響
了私部門對於參與 CDM 的意願，同時，計畫所在地之當地居民的權益似乎確實可獲得保障，但，案
例三發生的機率並不高，原因在於：於第伍部分的分析得知，相較於世銀的營運政策與程序，CDM 運
作模式與程序中，沒有具體的環境與社會防禦政策，因此，CDM 申訴機構無法有足夠的判斷基準來認
定，該 CDM 計畫可能對當地居民帶來環境或社會的負面衝擊，進而駁回該計畫案的註冊申請。
以下先透過表一彙整三個模擬案例：126
124

此當然尚必須取決於世銀與計畫 A 申請人，於該投資案中的 CERs 購買契約條款而定。
私部門參與者並無法向世銀調查工作小組提出申請。
126
於所有的模擬案例中需特別注意：於第參部分提及，由世銀調查工作小組之「生物碳基金」一案可得知，某些 CDM 計
畫似乎可使用世銀調查工作小組作為其申訴管道，但於該案中，申請人的訴求在於世銀於該基金下的撥款有延遲的狀況，
而非該計畫造成當地的環境或社會衝擊。故，於該案中所涉及之世銀營運政策與程序，為有關「計畫監督」第 13.5 號營運
政策（OP 13.5 Project Supervision），而非有關環境與社會防禦政策的營運指令。本案所代表的意涵為此類 CDM 計畫於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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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模擬申訴案例
CDM 申訴制度

模擬案
例

私部門參與者權益是否獲得保障

僅有私部門參與
者得使用

案例一

否：喪失來自世銀碳基金的投資； 是或否：取決於私部門參與者是
但 CDM 計畫若可自世銀以外的管 否可自世銀以外的管道獲得財務
道獲得財務支援，還是可繼續執行 支援

私部門參與者與
計畫所在地居民
均得使用

案例二

否：喪失來自世銀碳基金的投資； 是或否：取決於私部門參與者是
但 CDM 計畫若可自世銀以外的管 否可自世銀以外的管道獲得財務
道獲得財務支援，還是可繼續執行 支援

案例三

否：CDM 計畫無法被註冊

計畫所在地居民權益是否獲得保
障

未知：因 CDM 運作模式與程序未
有充分的環境與社會防禦政策

製表人：施文真，資料來源：本文第伍部分
於第參部分中所得到的研究結果顯示，某些 CDM 計畫之計畫所在地居民，似乎得使用世銀調
查工作小組，作為其申訴的管道，於此狀況下，若談判中的 CDM 申訴制度僅允許私部門參與者使用，
當計畫所在地居民，於某些情況下同樣可就 CDM 計畫，使用其他財務機制（GEF）下的申訴制度時，
對所有利害關係人的權益，包括私部門參與者以及當地居民，都無法完全獲得保障，如案例一所示。
另一方面，於第肆部分中亦顯示，設計一套可接受所有利害關係人的 CDM 申訴制度，對於私部門參
與者的利益以及 CDM 的正當性與可課責性來說，都有其必要，但於此狀況下，形成針對同一 CDM 計
畫可能有兩套申訴制度可供當地居民使用時，對所有利害關係人的權益，包括私部門參與者以及當地
居民，同樣都無法完全獲得保障，如案例二與案例三所示，基本上，只要 CDM 運作模式與程序中欠
缺環境與社會防禦政策，即便 CDM 申訴制度可容納所有利害關係人的申訴，對於可能受到負面環境
與社會衝擊的當地居民來說，其權益還是無法獲得保障。
由本段所提出的模擬案例可得知，無論 CDM 申訴制度適用的範圍為何，若針對某些 CDM 計畫
活動，有兩套申訴制度同時可供利害關係人使用時，無論是私部門參與者、或是計畫所在地之利害關
係人，其權益都可能受到影響。此對於京都議定書之會員，於決定 CDM 申訴制度的範圍與功能時，
都必須特別注意。此對於 GFC 以及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之財務機制整體而言，其申訴制度的功能與
設計亦可帶來一些啟示，如下所分析。
二、 對 GCF 申訴制度的啟示
於第參部分中可知，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財務機制之一：GEF，由於其與世銀的關係，可使用
世銀調查工作小組作為其申訴制度，於第肆部分中則提及，京都議定書下的 CDM，其申訴制度談判所
面臨的困境，除了 GEF 以及 CDM，於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下，另成立一新的財務機制：GCF。GCF 的
運作模式乍看之下相當類似於 GEF，亦即是募集來自公部門（締約國政府）的資金，贊助開發中締約
國進行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的計畫，惟，考慮到來自公部門之資金投入的侷限性、以及參考 GEF 運作
上已可觀察到的問題，GCF 相當強調與私部門合作的重要性，縱然私部門於 GCF 的投入，可能不若於
CDM 此一機制下來的直接，其運作模式也與 CDM 不同，但於「綠色氣候基金治理協定」（Governing
Instrument for the Green Climate Fund，以下簡稱 GCF 協定）127中，納入不少私部門可參與的管道與彈
查工作小組程序中的適格性，惟若未來出現當地居民主張 CDM 計畫違反世銀之環境與社會防禦政策時，調查工作小組是
否將受理此申訴案，尚待觀察。總言之，此處所提出的模擬案例，是否確實均可使用調查工作小組，必須要視實際發生案
例的事實背景而論。
127
GCF, Governing Instrument for the Green Climate Fund, availabl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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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授權 GCF 董事會（GCF Board）進一步訂定相關之運作模式（modalities）與規則。
例如針對資金的募集，GCF 協定第 30 段提到，GCF 得接受多樣化的財務投入，包括來自公、
私部門。128針對資金的分配，除了同於 GEF、主要係由開發中會員政府申請並使用外，GCF 協定第 41
段提到，GCF 將設立一「私部門機制」
（private sector facility）
，得直接或間接贊助國家、區域與國際層
級之私部門從事減緩與調適工作，129第 44 段進一步授權 GCF 董事會應針對此一機制的必要安排，包
括使用的模式，發展必要的規則以協助此一機制展開運作；130此外，資金使用的方式，除了透過同於
GEF 的捐贈與優惠貸款之外，GCF 協定第 54 段也規定得透過其他經 GCF 董事批准的模式、工具或機
制，同時，GCF 也將透過其活動，媒合（catalyse）來自公私部門的額外資金，131GCF 協定第 55 段也
提到，GCF 得使用所謂「結果導向」式的財務手段，包括於適當的狀況下，特別是將減緩活動誘因化
（incentivizing mitigation actions）
、經認證之結果的支付（payment for verified results）等。132由此可知，
GCF 協定具有足夠的彈性，授權 GCF 董事會得針對 GCF 未來的運作模式，兼併 GEF 與 CDM 兩套財
務機制的特色。
再者，GCF 協定第 65 段規定，GCF 董事會應同意並通過最佳環境與社會防禦政策，並將之適
用於所有使用 GCF 資金的計畫與活動；133GCF 協定第 69 段則為 GCF 成立申訴制度的授權：其要求
GCF 董事會設立對董事會負責之獨立救濟機制（independent redress mechanism），接受「與 GCF 運作
有關之申訴」（complaints related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Fund）並加以評估後提出建議。134
由此可知，GCF 的設計綜合了 GEF 以及 CDM 兩類財務機制的特色，且考量了兩套財務機制的
運作所帶來的經驗，因此，GCF 協定不僅要求 GCF 董事會必須訂定環境與社會防禦政策，也要求設立
申訴制度以接受「與 GCF 運作有關之申訴」
。於 GCF 協定中對於申訴制度的設立授權，相當廣泛，但
GCF 的申訴制度面臨類似 CDM 申訴制度目前所遭遇的困境，如下所述。第一、若 GCF 結合來自 GEF
以及 CDM 的特色，使得私部門參與者涉入的程度較深，包括 GCF 董事會所做出之決定可能將影響私
部門參與者的財務利益時，GCF 的申訴制度即有可能面臨類似 CDM 申訴制度的困境，亦即是如何調
和私部門參與者的財務權益，與 GCF 所資助之計畫所在地居民的環境與社會權益。第二、GCF 協定第
24 段規定，GFC 將有一受託者負責管理其財務資產，而第 26 段則規定世銀為過渡期的受託者（interim
trustee）
，並將於 GCF 開始運作後的三年後進行檢討。135此一規定使得 GCF 於某種程度上類似於 GEF，
因 GEF 之財務資產同樣以世銀為受託者，而依據第參部分的分析指出，世銀調查工作小組的調查範圍，
也包括以世銀為受託者、由世銀所管理的信託基金所贊助的計畫，GEF 即是因此得使用世銀調查工作

http://www.gcfund.org/fileadmin/00_customer/documents/pdf/GCF‐governing_instrument‐120521‐block‐LY.pdf (last visited: 2
Mar. 15).
128
Supra note 81, Paragraph 30: “The Fund may also receive financial inputs from a variety of other sources, public and private,
including alternative sources.”
129
Supra note 81, Paragraph 41: “The Fund will have a private sector facility that enables it to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finance
private sector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activities at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130
Supra note 81, Paragraph 44: “The Board will develop the necessary arrangements, including access modalities, to
operationalize the facility.”
131
Supra note 81, Paragraph 54: “The Fund will provide financing in the form of grants and concessional lending, and through
other modalities, instruments or facilities as may be approved by the Board… The Fund will seek to catalyse additional public and
private finance through its activities at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132
Supra note 81, Paragraph 55: “The Fund may employ results‐based financing approaches, including, in particular for
incentivizing mitigation actions, payment for verified results, where appropriate.”
133
Supra note 81, Paragraph 65: “The Board will agree on and adopt best practic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afeguards, which
shall be applied to all programmes and projects financed us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Fund.”
134
Supra note 81, Paragraph 69: “The Board will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redress mechanism that will report to the Board. The
mechanism will receive complaints related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Fund and will evaluate and make recommendation.”
135
Supra note 81, Paragraph 26: “The World Bank will serve as interim trustee for the Fund, subject to a review three years after
the operationalization of the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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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作為其申訴制度。若 GCF 同樣委託世銀為其財務資產的受託者，經由 GCF 所贊助的計畫，是否
如同 GEF 的經驗，同樣可使用世銀調查工作小組？當 GCF 董事會依據 GCF 協定第 69 段之授權，成
立一申訴制度時，該制度與世銀調查工作小組間的關係為何？
以上都是參考 GEF 以及 CDM 申訴制度的運作或設立談判經驗時，所遭遇的挑戰，提供 GCF 董
事會於設計其申訴制度時，必須要考慮的重要議題。而這對於目前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下，多樣化
的財務機制之申訴制度，整體來說帶來哪些啟示？
三、 對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下財務機制的申訴制度的啟示
首先，由 CDM 申訴制度設計的爭議，可觀察出混合公、私部門之利害關係人、贊助計畫活動之氣
候變遷財務機制的申訴制度，在設計上可能遇到的體系面問題。第一、在同一財務機制下，存在著平
行的兩套申訴制度，可能帶來哪些影響？第二、在同一財務機制下，有權益不同、甚至有衝突之利害
關係人時，此對於申訴制度的設計，可能帶來哪些影響？以下先以 CDM 為例，簡要分析此兩項體系
面的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之道。
第一、一財務機制下有兩套平行之申訴制度：假設京都議定書之會員大會通過設立 CDM 申訴制度，
則無論該制度所適用的範圍為何，於某些 CDM 計畫得使用世銀調查工作小組的現況下，即會發生同
一財務機制下，存在平行的兩套申訴制度。於第伍部分的分析中已經可以觀察到，此對於無論是私部
門參與者或是計畫所在地居民的權益，不見得因為有申訴制度的設立而獲得保障，反而在特定的條件
下，雙方的權益都無法獲得保障。在這種情況之下，存在兩套平行的申訴制度，對於一財務機制的運
作不但可能增加額外的成本、降低運作的效率、更可能削弱該財務機制的正當性。此時，財務機制的
申訴制度在制度面與程序面的設計上，即必須特別考慮到平行制度可能存在、進而所可能形成的問題。
例如是否透過與其他組織或機制間的合作協議，於有關申訴制度的管轄權議題上加以協調，以避免衝
突的產生。若以 CDM 為例，於設計其申訴程序時，既然已經知道某些類型之 CDM 計畫可能具備使用
世銀調查工作小組的資格，是否即可事先透過 CDM 執行委員會（或 CDM 申訴機構），與世銀執行董
事會（或調查工作小組）
，針對 CDM 計畫的申訴案件，特別是管轄權的歸屬，簽署合作協議或備忘錄，
以避免類似第伍部分所設計之模擬案例的發生？考慮到 CDM 執行委員會是 CDM 計畫的主要管理者，
而世銀於 CDM 計畫中所扮演的角色則相對來說較不具有主導權，於此一合作協議中，CDM 申訴程序
應較具主導性，惟此當然還要取決於 CDM 申訴制度的管轄範圍、各方利害關係人分別於 CDM 以及世
銀之碳基金下的法律權利義務關係、CDM 執行委員會有無權限簽署此類協議等相關法律議題，但無論
如何，透過此類的合作安排，對於降低平行的兩套申訴制度可能帶給一財務機制的負擔以及負面的外
界觀感，應該有所助益。
第二、一財務機制下，有權益不同、甚至有衝突之利害關係人：於此類的財務機制下，申訴制度的
設計將面臨不同的使用者，同樣以 CDM 申訴制度為例說明。假設京都議定書之會員大會同意設計一
套適用範圍較廣的 CDM 申訴制度，同時允許私部門參與者與計畫所在地居民，針對 CDM 執行委員會
的決定提出申訴 ，此時，CDM 申訴制度應有哪些程序設計，方得同時處理不同陣營之利害關係人的
申訴案件？例如，若 CDM 執行委員會駁回一 CDM 計畫註冊的申請案，該計畫之私部門參與者向 CDM
申訴機構提出申訴後，CDM 申訴機構同意此一申訴案，發回 CDM 執行委員會進行重新審查後，該 CDM
計畫因此得到 CDM 執行委員會的批准，此時，計畫所在地的居民，是否可以再針對此一同意 CDM 計
畫註冊的決定，向 CDM 申訴機構提出申訴？或，若 CDM 執行委員會同意通過一 CDM 計畫註冊的申
請案，計畫所在地居民成功的於 CDM 申訴機構前推翻此一同意註冊的決定，CDM 委員會據此做出拒
絕註冊的決定，此時，該計畫的私部門參與者，可否針對此一拒絕註冊的決定提起申訴？亦或是，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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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 申訴機構的權限不僅限於「發回更審」，而可逕自代替 CDM 執行委員會做出准駁的決定時，此
一由 CDM 申訴機構所為的決定，可否被提出申訴？這些都是面臨不同權益的不同利害關係人，均可
使用同一套申訴制度時，所可能面臨的問題。此類的爭議於類似 GEF、以公部門資金溢注為主的財務
機制運作中，產生的問題較小，因為私部門參與者於此類財務機制下的利益較小，但於類似 CDM、或
GCF 等私部門投入較多的財務機制中，即會面臨此一爭議。 於此，申訴制度可能必須有較複雜的設計：
例如此類的申訴制度可能必須有雙審級的制度設計，且於第一審級必須有兩個平行的分支，分別受理
權益不同的利害關係人之申訴案件，此兩平行的分支，其審查程序、法源等，即可能會有所不同，而
第二審級的設立，即應該被賦予調和第一審級的不同分支做出具衝突之認定時的判斷權限。此類申訴
制度勢必增加財務機制的管理機構之成本與負擔，但若因此可強化財務機制於各方利害關係人眼中的
正當性與可課責性，長期來說，對於該財務機制的資金募集以及資金分配，均有正面的助益。
除了上述有關申訴制度於設計上，可能因平行存在兩套申訴制度、以及面臨衝突權益的利害關係人
使用同一套申訴制度，所面臨的設計挑戰外，另一與申訴制度運作有關、但更關係到財務機制運作整
體面之議題則為：訂定一套詳細且完整的環境與社會防禦政策的重要性。氣候變遷財務機制成立的主
要目的，在於提供各界資源，以執行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工作，但同時也應確保經由該財務機制所資
助的活動，不會對計畫所在地造成負面的環境與社會衝擊。於財務機制下設立申訴制度，例如 GEF 所
使用的世銀調查工作小組，即是為了滿足此一要求。更關鍵的是，於財務機制的運作規範中，訂定完
整的環境與社會防禦政策，例如世銀下相關的營運政策與程序，即為一適例。136於本文第伍部分即指
出，若沒有完整的環境與社會防禦政策，提供一套評估財務機制所資助的計畫活動，可能對當地造成
的衝擊時，即便有申訴制度的設計，也無法保障計畫所在地居民的權益，例如 CDM 申訴制度即可能
因 CDM 運作模式與程序中未有此類的防禦政策，面臨無法保障計畫所在地居民之權益此一困境。當
財務機制設有完整的環境與社會防禦政策時，申訴制度的設立更有其必要性，因各方利害關係人必須
透過申訴制度的運作，確保財務機制下的資源使用，不會於達成氣候變遷目標的同時，卻造成當地環
境與社會的負面衝擊。
由上述可瞭解到實體的環境與社會防禦政策、與程序的申訴制度，係支持任一氣候變遷財務機制得
以長期成功運作的兩大支柱。以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來說，目前於其下有三套各具特色的財務機制，
供締約方使用。以三套財務機制現況下的申訴制度而言，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11 條「財務機制」的條
文中，並未規定公約的財務機制必須設立申訴制度，GEF 作為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財務機制之一，並
未設有獨立的申訴制度，而是使用世銀調查工作小組；CDM 做為京都議定書下廣義的財務機制，於議
定書第 12 條、或是會員大會通過之 CDM 運作模式與程序中，亦無申訴制度設立之規定，係經由會員
大會決議的授權，刻正進行申訴程序與機構的談判；GCF 作為公約的另一財務機制，則是於 GCF 協定
中，明確指示 GCF 董事會成立申訴制度。依此看來，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下，除了 GCF 外，並未
有明確的法律授權，規範其下之財務機制必須設有申訴制度，此是否代表以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整
體而言，財務機制之申訴制度並非必要的制度要素？也不盡然。於公約第 11 條第 1 項提及，財務機制
必須於受締約方大會之指示並對締約方大會負責（…func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and be accountable
to…），如同第貳部分所討論，可課責性（accountability）的指標之一即為申訴制度的設立，而具可課
責性之財務機制，係各界觀察氣候變遷財務機制是否具有正當性的標準之一。因此，國際氣候變化管
制體系下之財務機制，就其管理機構的可課責性、以及就財務機制本身的正當性來說，申訴制度的設
立確實有其必要性。
惟，於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來說，是否有必要設立一套適用於所有財務機制的申訴制度？若沒有
一套適用於所有財務機制的申訴制度，是否會發生如前所述、於一財務機制下有平行的兩套申訴制度
136

Wilson, K., supra note 50, pp. 102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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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境？其實不必然：因為不同類型的財務機制，其資金來源、資金使用、以及管理機構均不盡相同，
進而對申訴制度的需求以及程序設計，勢必有所不同，再者，各個財務機制，縱然其均為國際氣候變
化管制體系下的機制、也均必須對締約方大會或會員大會負責，但其各具有獨立的管理機關負責操作，
因此，於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下，應無須設立一套適用於所有財務機制的申訴制度。故，申訴制度
的設立，可彈性的視不同之財務機制的運作特色，各自於不同的財務機制中成立。但縱然允許各財務
機制設立各自的申訴制度，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還是可以在申訴制度的設計上，扮演協調性的角色，
如下所述。
第一、考慮到三套財務機制均與世銀有程度不一的關係，而三套財務機制個別的申訴制度，與世銀
調查工作小組亦可能發生同時受理同一申訴案的情況，於前面提到，同一財務機制下有平行的兩套申
訴制度時，組織或機制間針對管轄權議題加以協調，可避免此一狀況所導致的衝突。於此，國際氣候
變化管制體系，或許可藉由締約方大會或會員大會，與世銀執行董事會、或世銀調查工作小組，簽署
備忘錄或協定的方式，就世銀調查工作小組、與國際氣候變化體系各財務機制之申訴制度，可能同時
受理同一申訴案的衝突，約定一套管轄權分工或優先順序的規範，此可避免三套財務機制，必須個別
與世銀協調的狀況，降低各個財務機制於申訴制度的設立談判時的複雜性。
第二、前述提到，於一財務機制中，面臨權益可能發生衝突的利害關係人時，其申訴制度的設立可
能需透過雙審級制，一方面分別透過不同的申訴程序處理不同的利害關係人之申訴，另一方面也可整
合性的調和可能具衝突的申訴結論。針對此，作為最高決策機構的締約方大會或是會員大會，或可扮
演所有旗下有此制度需求之財務機制之第二審級的申訴機構，一來可統一處理此類的衝突，二來也可
降低個別財務機制必須設立新申訴機構的需求，減少個別財務機制的負擔。
最後，以現有的三套財務機制而言，GEF 的資金來源主要為公部門、CDM 的資金來源主要為私部
門、GCF 的資金來源則預計包括公、私部門；以運作模式而言，GEF 與 GCF 較為類似，均是以類似
開發銀行等國際經濟組織的模式操作，CDM 則透過主要是私部門參與者投資的 CDM 計畫，協助開發
中國家吸引資金與技術；但，三者同樣主要是透過贊助計畫活動（project activities），137達到協助開發
中國家執行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工作的目的。就最後一項運作上的共通點來說，三套財務機制所贊助
的計畫活動，均有可能於計畫所在地造成的環境與社會衝擊，於前面已提到氣候變遷財務機制下，訂
定環境與社會防禦政策的重要性、以及據此搭配申訴制度以落實並監督此類防禦政策的實施，針對此
點，或許於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中，可透過締約方大會或會員大會，於給予財務機制的具體指示中
（Guidance to the operating entities of the financial mechanism），要求各財務機制必須制訂此類之防禦政
策、或是通過數個綱要性之環境與社會防禦政策，再授權各財務機制的管理機構訂定較為詳細的營運
政策、甚或建議參照類似之國際機構既有的防禦政策（例如世銀的相關營運政策與程序）
，將此類實體
的營運準則整合式的要求所有的財務機制必須遵守，此將大幅提昇財務機制運作的正當性，也符合公
約締約方大會早於第四次會議通過「財務機制審查」
（review of the financial mechanism）決議時，138將
「所贊助計畫之永續性」（sustainability of the funded project）列為審查財務機制的有效性之指標之一。
綜言之，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下的財務機制，確實有設立申訴制度的必要性，但似乎無須設立一
套適用於所有財務機制的申訴制度；不過，經由 GEF 以及 CDM 申訴制度的實施經驗所帶來的一些啟
示，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可以發揮整合性的功能，例如締約方大會/會員大會，可與世銀執行董事會
或世銀調查工作小組簽署備忘錄，協調申訴制度間管轄權重疊的問題、或由締約方大會/會員大會，統
137

GEF 於 2008 年亦開始投入政策/規劃方案類型之活動（program or policy lending）。GEF，Adding Value and Promoting
Higher Impact through the GEF’s Programmatic Approach, available from: :
http://www.thegef.org/gef/sites/thegef.org/files/publication/Programmatic_Approach.pdf (last visited: 3 Mar 15).
138
Annex to Decision 3/CP.4 “Review of the Financial Mechanism”: Guidelines for the Review of the Financial Mechanism.
Available from: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cop4/16a01.pdf#page=5 (last visited: 3 Mar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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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擔任有需要設立雙審級申訴制度的財務機制之二審機構、或透過締約方大會/會員大會，通過適用於
所有財務機制的環境與社會防禦政策。如此一來，應可降低個別財務機制於設立申訴制度時，所可能
造成的負擔，同時也可強化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自身的正當性。
柒、 結論
本文之研究目的在於：希望透過分析 GEF 以及 CDM 此兩套財務機制的申訴制度，於運作上所帶來
的經驗，提供 GCF 以及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下之財務機制，於設計申訴制度時，可能必須注意哪些
重點。本文首先於第貳部分強調氣候變遷財務機制下，設立申訴制度的必要性；於第參部分中則得出
GEF 所使用之申訴制度為世銀調查工作小組，也進一步發現，獲有世銀碳基金投資的 CDM 計畫，可
能也得使用世銀調查工作小組；於第肆部分則彙整 CDM 申訴制度談判的爭議、以及於談判授權下，
可能有的制度設計；於第伍部分則先行比較世銀調查工作小組與 CDM 申訴制度，據此，本文於第陸
部分以前述之研究發現，針對談判中的 CDM 申訴制度、GCF、以及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之財務機制，
分析於申訴制度的設立上，需特別留意哪些挑戰：首先，透過模擬案例的設計，本文發現：無論 CDM
申訴制度適用的範圍為何，若針對某些 CDM 計畫活動，有兩套申訴制度同時可供利害關係人使用時，
無論是私部門參與者、或是計畫所在地之利害關係人，其權益都可能受到影響。此對於京都議定書之
會員，於決定 CDM 申訴制度的範圍與功能時，都必須特別注意。其次，以 GCF 協定目前的相關規範，
於設立其申訴制度時，可能面臨類似 CDM 申訴制度之經驗：第一、如何協調不同權益之利害關係人，
於使用同一套申訴制度時同時獲得保障，第二、如同處理於 GCF 下可能有兩套平行之申訴制度的問題。
最後，本文首先彙整出混合公、私部門之利害關係人、贊助計畫活動之氣候變遷財務機制的申訴制度，
在設計上可能遇到的體系面問題，包括如何處理在同一財務機制下存在平行的兩套申訴制度、以及在
同一財務機制下，設立得同時處理權益不同、甚至有衝突之利害關係人的申訴制度，並對此提出一些
制度設計的建議；接者再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提出於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下之財務機制，設立申訴
制度的必要性，即便無須設立一套適用於所有財務機制的申訴制度，但國際氣候變化管制體系可以發
揮整合性的功能，例如締約方大會/會員大會，可與世銀執行董事會或世銀調查工作小組簽署備忘錄，
協調申訴制度間管轄權重疊的問題、或由締約方大會/會員大會，統一擔任有需要設立雙審級申訴制度
的財務機制之二審機構、或透過締約方大會/會員大會，通過適用於所有財務機制的環境與社會防禦政
策。如此一來，應可降低個別財務機制於設立申訴制度時，所可能造成的負擔，同時也可強化國際氣
候變化管制體系自身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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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From command-and-control to economic instruments? Changing
regulatory approaches for climate change unde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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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參加會議經過：
亞洲國際法學會每兩年舉辦一次國際研討會，2015 年係第五屆之雙年會，於泰國曼谷之 Plaza
Athenee Bangkok 飯店舉行，為期兩天（2015/11/26-27）
。於研討會中所發表之論文，均需事先提
交摘要經審查方得於會中發表，計畫主持人於 2015/7/8 提交摘要至大會，經大會於 2015/9/1 通知
摘要經過審查後獲選，通知涵中並提及本次會議共收到 285 份摘要，最終入選者共有 98 篇，錄
取率不到 35%。於會議前不到一個月，計畫主持人收到大會秘書處之來函，邀請擔任其中一場國
際環境法之 panel 的主持人，本次大會共有 32 場次之 panel session，計畫主持人過往並未參與亞
洲國際法學會前四屆之雙年會，此次得獲邀擔任主持人，甚感榮幸。
計畫主持人於 2015/11/25 抵達曼谷，入住飯店休息。隔天（2015/11/26）早上至會場報到，本
1

次大會邀請到泰國皇室成員（Bajrakitiyabha Mahidol 公主）主持開幕典禮，並邀請到國際法院之
Owada Hisashi 法官等多位國際法之著名學者進行開幕演講。於上午之開幕儀式以及開幕演講結束
後，於下午正式舉行所有之研討會論文。計畫主持人所發表之文章被安排在第一天下午第一場的
Panel F1: legal responses to disaster & pollution，本場次的主持人為澳洲 Macquarie 大學法學院副教
授暨代理院長、環境法中心主任 Shawkat Alam 教授，同一場次除了計畫主持人之文章外，亦另有
三篇論文發表，包括由澳洲科技大學之 Gabrielle Anne Simm 博士所發表之 Disasters in ASEAN and
Civil Society: the ASEAN Partnership Group、由英國 Dundee 大學之 Naporn Popattanachai 先生所發
表之 ASEAN Agreement on 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the case study of Thailand、以及由印尼
Padjadjaran 大學之 Ida Nurlinda 教授所發表之 The Roles of Traditional Peoples in Controlling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in Indonesia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Impacts of Global
Warming。本場次因為時間的關係，每位發表人約僅有不到 20 分鐘之時間進行論文發表，惟後續
之 Q&A 還是有相當多熱絡的討論。
計畫主持人於發表論文後，接續擔任下一場次 F2：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的主持人，
本場次原本安排三篇論文發表，惟其中一位發表人因故無法出席，因此本場次僅有兩篇論文發
表，分別是由上一場次之主持人 Shawkat Alam 教授所發表之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Perspective form the Global South、以及由瑞士伯恩大學之世界貿易機構（World Trade Institute）的
Ilaria Espa 博士所發表之 Mineral Export Restrains, Green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the WTO Subsidy
Agreement: Implications of a New Trade and Climate Change Narrative。本場次所發表之議題均聚焦
於貿易與環境議題，此亦為計畫主持人長期關注之研究課題，故於本場次中，亦與發表人以及在
場之聽眾進行意見交流，收穫豐富。
於第一天之論文發表後，參加大會所安排之晚宴；第二天則選擇計畫主持人有興趣之 panel，
繼續參加會議。第三天返台。

二、 與會心得
本次參加亞洲國際法學會之第五屆雙年會，觀察到亞太地區研究國際法學者的多樣性與素質，
本次雙年會所安排之議題，除了傳統之國際公法外，也包括了國際刑法、國際環境法、國際經貿
法、國際投資法、國際人權與人道法、國際爭端解決等，內容相當豐富，此外，本次之年會亦安
排一些場次專門討論東南亞國協（ASEAN）整合之相關議題，而許多與會者即便不是專門研究
ASEAN，也多半以 ASEAN 國家做為案例。亞洲國際法學會本身當然是以亞洲之觀點與特色為出發
點，切入各類國際法議題之研究，本次年會或許有可能因主辦國為 ASEAN 之會員，因此特別將
ASEAN 整合拉出單獨自成數場場次，但由上述可得知，ASEAN 於亞洲地區的國際法研究社群中，
應逐漸有其重要性，值得我國從事國際法研究之學者注意。

三、發表論文全文或摘要
1. 論文摘要：
Economic instruments were rarely seen unde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since its development
after the 1970s. On the national front, economic instruments have been more widely used by the U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as their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tools since the 1980s. Most of the Asian Pacific
countries are more used to the traditional command-and-control type of regulatory tools under their domestic
2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it seems that economic instruments have been gaining more popularity
both internationally and nationally. The Kyoto Protocol is the first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 agreement that
adopts emissions trading as one of its tools to assist Annex 1 parties to meet their emissions reduction
obligations. Economic instruments are expected to be incorporated as well in the post-Kyoto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regime. On the national front, considering the more extensive use of economic instruments, it
is not surprising to see the use of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by the EU to implement its emissions reduction
obligations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most countries, apart from Japan, are not
Annex I parties, or are not even parties to the Kyoto Protocol. Nevertheless, many Asian Pacific countries
have announced national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s either under their domestic legislations or via their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s) that are being submitted to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egal regime. In these Asian Pacific countries, many have announced their willingness and
readiness to use economic instruments, in particular emissions trading, as the main regulatory tool to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This can be seen from the national legislations in Korea and Taiwan. Both these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egislations use emissions trading as the main, if not only, regulatory tool to achieve their
respective emissions reduction goals and targets. Although a formal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aw is still under
consideration, China is already test-running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via seven polite schemes in seven
provinces and cities since 2012.
This article will try to identify whether there is a changing regulatory approach under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egal regime as well as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To this end, the role of emissions trading
will be analyzed in the Kyoto Protocol and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regim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a focus on the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on the existing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egislations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namely Korea and Taiwan, will follow. It is anticipated that, via these investigations,
a clearer picture on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climate change regul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might be revealed.

2. 全文（草稿）
From command-and-control to economic instruments? Changing regulatory approaches for climate change
unde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Table of content
1. Introduction
2. Economic instruments under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3.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egislations and their use of economic instruments: using Taiwan and Korea as
examples
4.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5. Conclusion
1. Introduction
3

Economic instruments were rarely seen unde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since its development after
the 1970s. On the national front, economic instruments have been more widely used by the U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as their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tools since the 1980s. Most of the Asian Pacific countries are more
used to the traditional command-and-control type of regulatory tools under their domestic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it seems that economic instruments have been gaining more popularity
both internationally and nationally. The Kyoto Protocol is the first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 agreement that
adopts emissions trading as one of its tools to assist Annex 1 parties to meet their emissions reduction
obligations. Economic instruments are expected to be incorporated as well in the post-Kyoto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regime. On the national front, considering the more extensive use of economic instruments, it
is not surprising to see the use of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by the EU to implement its emissions reduction
obligations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most countries, apart from Japan, are not
Annex I parties, or are not even parties to the Kyoto Protocol. Nevertheless, many Asian Pacific countries
have announced national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s either under their domestic legislations or via their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s) that are being submitted to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egal regime. In these Asian Pacific countries, many have announced their willingness and
readiness to use economic instruments, in particular emissions trading, as the main regulatory tool to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This can be seen from the national legislations in Korea and Taiwan. Both these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egislations use emissions trading as the main, if not only, regulatory tool to achieve their
respective emissions reduction goals and targets. Although a formal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aw is still under
consideration, China is already test-running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via seven polite schemes in seven
provinces and cities since 2012.
This article will try to identify whether there is a changing regulatory approach under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egal regime as well as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To this end, the role of emissions trading will be
analyzed in the Kyoto Protocol and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regim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a focus on the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on the existing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egislations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namely Korea and Taiwan, will follow. It is anticipated that, via these investigations, a clearer
picture on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climate change regul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might be revealed. The article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Part 2 will present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use of economic instruments under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in
particular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regime. Part 3 will present the current state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tools, with a focus on climate change and emission trading, employed in Korea and Taiwa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art 2 and 3, Part 4 will then present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changing regulatory patterns
internationally and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2. Economic instruments under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i.

Economic instruments unde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Economic instruments can be considered for tackling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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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acid rain, global warming and stratospheric ozone depletion, in the most cost-effective manner.1
Various types of economic instruments on environmental policie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the OECD’s 1991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ON THE USE OF ECONOMIC INSTUMENTS IN
ENVIRONMENTAL POLICIES. They include: charges and taxes, marketable permits, deposit-refund
system, financial assistance.2 They may also include enforcement incentives, fines, non-compliance fees,
administrative charges, performance bonds, damage compensation.3 Sands also identify the following
measures as economic instrument: subsidies,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damages, trade measures,
investment incentives,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and consumer information incentives.4 In the more recent
references in the climate change arena, the term “carbon pricing” is used by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to
refer to two types of economic instruments: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and carbon taxes.5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has involved a move from traditional rules of
“command and control” toward increasing usage of economic instruments.6 Sands also observed that: “The
use of economic instrument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to supplement, or supplant, regulatory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supported, at least in principle, by a growing number of stat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is nevertheless limited.” However, “explicit references in international acts at “economic
instruments” are a relatively recent phenomenon.”7
Several important soft law instruments have identified economic instruments as crucial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ir respective programme. For example, Chapter 8 of Agenda 21 entitled “Integrating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Decision-Making”. Paragraph 8.1 include “Making effective use of
economic instruments and market and other incentives” as one if its programme areas. Principle 15 of the Rio
Declaration states that: “National authorities should endeavour to promote the intern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sts and the use of economic instrument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pproach that the polluter
should, in principle, bear the cost of pollution, with due regard to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without distorting

1

OECD, 31 January 1991,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ON THE USE OF ECONOMIC INSTUMENTS IN

ENVIRONMENTAL POLICIES, C(90)177/FINAL, para. 51, Annex. available from:
http://acts.oecd.org/Instruments/ShowInstrumentView.aspx?InstrumentID=41&Lang=en&Book=False (last visited: 30 October
2015)
2

OECD, 31 January 1991,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ON THE USE OF ECONOMIC INSTUMENTS IN

ENVIRONMENTAL POLICIES, C(90)177/FINAL, paras 1-7, Annex. available from:
http://acts.oecd.org/Instruments/ShowInstrumentView.aspx?InstrumentID=41&Lang=en&Book=False (last visited: 30 October
2015)
3

OECD, 31 January 1991,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ON THE USE OF ECONOMIC INSTUMENTS IN

ENVIRONMENTAL POLICIES, C(90)177/FINAL, para 1, Annex. available from:
http://acts.oecd.org/Instruments/ShowInstrumentView.aspx?InstrumentID=41&Lang=en&Book=False (last visited: 30 October
2015)
4
Sand, P., 2003,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0-167.
5
See, for example: http://www.worldbank.org/en/programs/pricing-carbon.
6
Roch, P. & Perrez, F.X., winter 2005,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STRIVE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COHERENT,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IME” 16
Colo. J. Int'l Envtl. L. & Pol'y 1, p.5.
7

Sand, P., 2003,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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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ii.

Int’l climate change regime & its use of economic instru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regime, no specific references of economic instruments are provided
in the UNFCCC. Article 4.2 only provides that, “The developed country Parties and other Parties included in
Annex I commit themselves specifically as provided for in the following: … (e) Each of these Parties shall: (i)
Coordinate as appropriate with other such Parties, relevant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instruments
developed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the Convention.” In other words, Parties are encouraged to coordinate
with other par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instruments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the UNFCCC. No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to use economic instruments are laid down.
In the Kyoto Protocol where specific emissions reductions targets are laid down for Annex I parties,
three types of flexible mechanisms are provided so that Annex I parties can meet their emissions reduction
commitments in a more cost-effective way. These flexible mechanisms are emissions trading under Article 17
of the Kyoto Protocol,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s (CDM) and Joint
Implementation (JI). Article 17 provides th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hall define the relevant
principles, modalities, rules and guidelines, in particular for verification, reporting and accountability for
emissions trading. The Parties included in Annex B may participate in emissions trading for the purposes of
fulfilling their commitments under Article 3. Any such trading shall be supplemental to domestic ac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meeting quantified emission limitation and reduction commitments under that Article.” Further
operational guidelines and modalities of emissions trading are laid down in the so-called “Marrakesh Accord”.
This is the first explicit reference to economic instrument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regime.
iii.

Emerging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regime

In the land-mark Paris Agreement that was adopted in COP 21 in Nov. 2015, several references are made
to economic instruments. Article 6.1 of the Paris Agreement recognizes that “some Parties choose to pursue
voluntary coopera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ir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to allow for higher
ambition in their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actions and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integrity”. Article 6.2 further provides that: “Parties shall, where engaging on a voluntary basis
in cooperative approaches that involve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ly transferred mitigation outcomes towards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sure environmental integrity and
transparency, including in governance, and shall apply robust accounting to ensure, inter alia, the avoidance of
double counting, consistent with guidance adopted by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Paris Agreement.” Article 6.4 of the Paris Agreement established “a mechanism to contribute
to the mitiga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suppor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r “the authority and
guidance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Paris Agreement” for use
by Parties on a voluntary basis. The rules, modalities and procedures for such mechanism shall be adopted by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Paris Agreement.
Thought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use of “carbon pricing”, advocated by the World Bank, the IMF, and
many others, is not incorporated in the final text of the Paris Agreement, flexible mechanism similar to the
Kyoto Mechanisms is included. On other front, “non-market based approaches” is also emphasized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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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time under the climate change regime. Article 6.8 states that: “Parties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ed, holistic and balanced non-market approaches being available to Parties to assis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ir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in a coordinated and effective manner, including through, inter alia, mitigation,
adaptation, financ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apacity-building, as appropriate.” And “a framework for nonmarket approache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defined in Article 6.9 to promote the non-market
approach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6.8.
3.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egislations and their use of economic instruments: using Taiwan and Korea as
examples
Prevailing use of economic instruments in the US and the European countries can be seen after the 1970s.
Examples include: use of emissions trading in SO2 under the US Clean Air Act in early 1990s, use of
environmental taxes and charges in several Nordic countries after 1990s, and the more recent adoption of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for GHGs in the EU beginning in 2005.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me, use of
economic instruments in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re a more recent phenomena. This article will use Taiwan
and Korea as case studies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Both Taiwan and Korea are newly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with similar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xport performances and competition.
Both share simila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lea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legal regime. Both are under heavy influences of US environmental law. In the climate change front, both
countries have very similar level of GHGs emissions: for example, Taiwan’s tCO2/capital is 10.95 and
Korea’s tCO2/capital is 11.86. The only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is that, Korea is a Party
to the UNFCCC whilst Taiwan is not.
i.

Korea

In Korea, major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in 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 use command and control type of
regulatory tools, such as concentration-base standards. Several pieces of environmental law in the early 1990s
began to adopt economic instruments type of regulatory tools. For example, the 1990 Basic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contains the ‘polluter pays principle’. Emissions/effluent charges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charges are in place since early 1990s. Similar measures such as user charges for water, waste water and
municipal waste services are also collected. Cap and trade system for industrial emissions of SOx and NOx in
the Seoul area was scheduled to begin in 2007.
In the area of climate change, the most important legislation is the 2010 Framework Act on Low Carbon,
Green Growth. Art 46 of the Framework Act introduces the cap and trade system. In the 2011 Enforcement
Decree of the Framework Act, Art 25 mandates a 30% cut of GHGs emissions from the business-as-usual
(BAU) level by 2020. In its INDC submitted to the UNFCCC, Korea proposed a 37% cut from the BAU level
by 2030. The operation of Korea’s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is laid down in the 2012 Act on Allocation and
Trad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llowances. Subsequently, the Master Plan and Allocation Plan were
promulgated by the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in Jan and Sep 2014. The Korean ETS began operation in
2015, currently covering 66% of total GHGs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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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aiwan

In Taiwan, three major pieces of legislation related to pollution control were all promulgated in mid1970s and they are the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ct,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Act, and the Waste Disposal
Act. All of them have been undergoing various revisions since then. Other major legislation include: the 1983
Noise Regulation Act, the 1986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Control Act, the 2000 Soil and Groundwater
Pollution Remediation Act, and the 2000 Ocean Pollution Control Act. Nearly all of these pollution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cts adopt the traditional command-and-control regulatory tools, such as setting down
emission or effluent standards or designating Pollution Control region/area to achieve their respective
mandate. The only major economic instrument that has been used is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fee”, introduced
under Article 16 of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Act in March 1995. Both stationary sources (such as factories)
and mobile sources (such as automobiles and motorcycles) are subject to the charges. Other economic
instruments such as charges on recyclable, ‘superfund’-style charges,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fee are
subsequently being introduced. A cap and trade system for air pollutants regulated under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Act (TSP, NOx, SOx, VOC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aiwan began to operate in July 2015 (高屏地區
空氣汙染物總量管制計畫區).
In the area of climate change, the first draft “Greenhouse Gases Reduction Act” was proposed by the
EPA and sent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in 2000. The choice of regulatory instruments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in this draft legislation clearly preferred economic instruments, in particular emissions trading. In
fact, a Piloted (but without proper legal mandate) baseline and credit ETS has been implemented since 2010.
A draft energy tax bill was also introduced. After 15 years of deliberation and discussion, the “Greenhouse
Gases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Act” was finally promulgated in July 2015. This Act lays down the binding
reduction targets for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Article 4 requires a 50% reduction by 2050 compared to
emissions in 2005. In the voluntary INDC proposed by Taiwan, the government pledged a 20% reduction by
2030 compared to 2005 emissions level. In the GHGs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Act, a cap and trade system
is introduced.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date is not yet set and will depend on two factors: 1.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egal regime, and 2. laying down all relevant implementation
rules by the EPA.
4.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In the case of development under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regime, economic instruments were first
introduced in the Kyoto Protocol as a compliance/ implementation tools for Annex I parties. In the Post-Kyoto
era, a mechanism similar to the Kyoto mechanism will possibly emerge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 whilst the
detail operational rules have yet to be developed. Discretion as to whether economic instruments are to be
used or to be preferred is left entirely to the Par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ir NDCs.
In the case of the two country studies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similar developments have been
observed both in Korea and Taiwan. Economic instruments are being used more frequently in national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s only after the 1990s.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e of economic instruments is more
prevailing under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aws in Taiwan and Korea. And a clear trend in using emissions
trading as the major regulatory tool i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can also be observed in Taiwan and Korea.
Two preliminary analyses can be put forward. Internationally, the changing regulatory approach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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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 to economic instruments is yet to be observed post-Kyoto. But nationally, in particular in the two case
studies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me, there is definitely a change from CAC to economic instruments, in
particular ET, in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egislations.
5.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question raised in the article is “whether there is a changing regulatory approach under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egal regime as well as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After a very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climate change regulatory regime under both international and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changing regulatory approaches from CAC to economic instruments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is clearly observable, whilst i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region is less
certain. Further research questions, such as why the changing pattern is taking place nationally, rather than
internationally, or why the changing pattern is more discernible in the area of climate change regulations, will
need to be investigat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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