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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企圖從財務金融角度切入，來建立一套完備的排放交

易制度，驅動台灣邁向低碳與綠色成長之長期目標。因此，

本研究整合五大研究課題，包括 1.排放權核配規劃與長期總

量目標管理；2.最適碳交易市場規模規劃與評估；3.碳交易

價格波動對投資之影響；4.企業碳風險管理與避險工具規劃

及 5.兩岸碳排放市場成碳市場、碳交易、碳價格及碳風險四

個研究主軸。計畫之內容無論完整性、獨特性、務實性及前

瞻性都與以往之計畫有所不同。計畫預期可對台灣建置排放

市場之制度、相關法令及兩岸共同排放市場可行性提出具體

之建議。 

三年累積研究成果彙總如下: 

1.參考 UNFCCC 第三條建議之 QELROs 規劃精神，再導入最適

控制模型(optimal control model)，及納入台灣的部門節能

減排投資資料，規劃符合成本有效的國家 QELROs 及國家碳預

算，作為部門排放權核配依據。 

2.本研究也建議「先減緩，後減量」的溫室氣體減量目標量

化管理之 QELROs 策略，提供主管機關落實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管理之參考 

3.目前台灣和中國大陸碳交易市場發展最大的瓶頸在於國內

尚無強制型碳交易法律來限制廠商的溫室氣體排放，因此廠

商缺乏減排誘因，市場中缺乏買家，無法形成可充分發揮價

格機能的國內碳交易市場。 

4.以方向性距離函數，估算我國工業部門中 14 個產業 365 上

市櫃、興櫃和公開發行公司於 2005-2010年，在從事碳排放

管制下，各個產業的生態效率水準及平均減量成本，提供未

來企業減量之參考。 

5.已開發國家推動嚴格碳管制措施，為避免提高境內產業碳

風險，而形成碳洩漏(carbon leakage)的現象，而採行邊境

調整(Border Carbon Adjustments, 簡稱 BCAs)方式，而台

灣因不屬於歐盟一般性偏好系統(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 簡稱 GSP)的國家，以及沒有與歐盟簽署自由貿

易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簡稱 FTA)，因此，台灣將

較其他國家面臨較高歐盟 BCAs 衝擊的風險。 

6.不同會計處理方法的特性，將會產生不同的交易稅及所得

稅。而不同的租稅處理也會為廠商產生相異的經營風險及租

稅規劃。並且因跨國取得碳權所造成的關稅、所得稅等，亦

因不同國家之租稅主權及稅法差異，可能出現重複課稅等問

題。 

7.由於各國在因應氣候變遷政策上差異，會影響到企業減碳

投資意願。企業環境治理差異在不同國家間對企業股價投資

報酬也有明顯差異。顯示減碳投資受到各國減碳政策及企業



減碳投資之意願。 

 

中文關鍵詞： 排放權核配、減碳投資、碳風險、碳交易會計處理、兩岸碳

交易市場的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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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低碳與綠色成長之排放交易制度建置研究 

摘要 

本研究企圖從財務金融角度切入，來建立一套完備的排放交易制度，驅動台灣邁

向低碳與綠色成長之長期目標。因此，本研究整合五大研究課題，包括1.排放權核配

規劃與長期總量目標管理；2.最適碳交易市場規模規劃與評估；3.碳交易價格波動對

投資之影響；4.企業碳風險管理與避險工具規劃及5.兩岸碳排放市場成碳市場、碳交

易、碳價格及碳風險四個研究主軸。計畫之內容無論完整性、獨特性、務實性及前瞻

性都與以往之計畫有所不同。計畫預期可對台灣建置排放市場之制度、相關法令及兩

岸共同排放市場可行性提出具體之建議。 

三年累積研究成果彙總如下: 

1. 參考 UNFCCC 第三條建議之 QELROs 規劃精神，再導入最適控制模型

(optimal control model)，及納入台灣的部門節能減排投資資料，規劃符

合成本有效的國家 QELROs 及國家碳預算，作為部門排放權核配依據。 

2. 本研究也建議「先減緩，後減量」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量化管理之 QELROs

策略，提供主管機關落實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管理之參考 

3. 目前台灣和中國大陸碳交易市場發展最大的瓶頸在於國內尚無強制型碳交

易法律來限制廠商的溫室氣體排放，因此廠商缺乏減排誘因，市場中缺

乏買家，無法形成可充分發揮價格機能的國內碳交易市場。 

4. 以方向性距離函數，估算我國工業部門中 14 個產業 365 上市櫃、興櫃和公

開發行公司於 2005-2010 年，在從事碳排放管制下，各個產業的生態效

率水準及帄均減量成本，提供未來企業減量之參考。 

5. 已開發國家推動嚴格碳管制措施，為避免提高境內產業碳風險，而形成碳

洩漏(carbon leakage)的現象，而採行邊境調整(Border Carbon Adjustments, 

簡稱 BCAs)方式，而台灣因不屬於歐盟一般性偏好系統(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 簡稱 GSP)的國家，以及沒有與歐盟簽署自由貿易

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簡稱 FTA)，因此，台灣將較其他國家面臨較

高歐盟 BCAs 衝擊的風險。 

6. 不同會計處理方法的特性，將會產生不同的交易稅及所得稅。而不同的租

稅處理也會為廠商產生相異的經營風險及租稅規劃。並且因跨國取得碳

權所造成的關稅、所得稅等，亦因不同國家之租稅主權及稅法差異，可

能出現重複課稅等問題。 

7. 由於各國在因應氣候變遷政策上差異，會影響到企業減碳投資意願。企業環

境治理差異在不同國家間對企業股價投資報酬也有明顯差異。顯示減碳

投資受到各國減碳政策及企業減碳投資之意願。 

 

關鍵字：排放權核配、減碳投資、碳風險、碳交易會計處理、兩岸碳交易市場的可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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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stablishment  

to Respond Low Carbon and Green Growth in Taiwan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tries to from finance‟s view to construct the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and drives Taiwan toward low carbon and green energy sociality. 

We integrate 5 major research topics, (1) long term emission allowance allocation planning, 

(2) the optimal scale of emission market size, (3) carbon emission price velocity impact on 

green investment, (4) business carbon risk management and hedge tool evaluation, and (5) 

cross strait emission trade market, into carbon market, carbon trade, carbon price and 

carbon risk 4 research categories. Unlike pass studie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complete, 

unique, practical and prospective view. The research expects to supply some concrete 

contributions on emissions trade scheme, emission related regulations and cross strait 

emission market. 

The three years research findings and achievement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research identifies optim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paths by intergrating 

optimal control model and adding local industrial sector mitigating emission data 

to establish a cost efficient national carbon budget to be the future Taiwanese 

industrial sector carbon emission strating point.  

2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ree phases QELROs for the industrial sector. According 

to the suggested QELROs, the optimal emissions policy should follow “Stabilize 

First, Reduce Later” for the industrial sectors. 

3 The challenge of establishing the bilateral carbon trading market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s no mandatory regulations and laws enforced; hence, 

manufacturers lack abatement incentives and the market lacks potential buyers. 

4 Using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 to estiamte eco efficiency level and average 

carbon miteageion cost of 365 listed and overcounter companies in 14 industiris 

of Taiwan can be used for the Taiwanese industrial sector carbon emission 

estimation reference. 

5 OECD is appling strickly carbon control system,and in order to avoid increasing 

carbon risk and create carbon leakage phenomenon, OECD requires Border 

Carbon Adjustments. However, Taiwan is neither Gener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 nor Free Trade Agreement country, thefore, we are even facing more 

BACs impact than European.The study provides some simulation of accounting 

results and suggests that the cost method of ISA38 might let the company 

through carbon transaction to manipulate the income. The revaluation approach 

can faithfully represent the fair value of the emission quota, and the net income 

and the price declining risk, which also consists with conservatvie principle.   

6 The cap-and-trade schemes could further exacerbate the problems of inconsistent 

tax treatment in cross-border situations. The treatment of income derived from 

trading of allowances in bilateral tax treaties depends on their treatment in 

domestic law of tax jurisd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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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ue to the difference adapting climate changing plicies among the countries, 

firms reveal different pattens of carbon investment.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governce among firms also reveal different payoff of firms stock return. The 

finding suggests that the carbon mitegating policies would affect firms‟ green 

invest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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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低碳與綠色成長之排放交易制度建置研究 

0 研究計畫背景與目的 

0.1 研究動機與目的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為21世紀全球所面臨的重大課題，我國雖非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締約國，但基於氣候保護、能源安全、經濟效益，實有必要以前瞻思維、全

球觀點、在地特色，落實自願減碳行動，共建低碳社會。爰此，行政院永續能源政策

綱領已揭示我國減碳期程與目標，未來企業將面臨國內外碳限制衝擊，企業價值鏈與

國際競爭力亦將受影響。在思索降低國家及企業減碳成本之際，如何藉由排放交易市

場運作，強化風險管理能力，形塑市場經濟規模，建立合理排放交易價格，俾有效媒

合供給端與需求端，協助碳權交易，達成減碳目標，掌握碳交易市場的機會與商機，

為當前能源政策核心課題。 

首先，就國際整體環境分析，依據「哥本哈根協定」，未來將強化市場經濟誘因

工具，例如藉由排放交易制度，促進減排行動的成本有效性，導引低碳社會的發展。

又透過碳交易市場的價格機制建立，激勵產業結構轉型與綠能產業發展，已為當前低

碳經濟發展核心策略。在各國低碳管理機制紛紛啟動之際，企業勢將面臨龐大碳風險

管理課題，如何提升企業碳風險管理能力，已成為各國政府的施政重點。 

其次，就國內整體環境觀之，依據2008年永續能源政策綱領，政府已制定積極性

溫室氣體減量與綠色能源發展目標。透過碳交易市場的建構，可以成本有效方式，達

到溫室氣體目標，創造能源科技碳效益，提昇綠能產業市場競爭力，達成高生活品質、

高社會關懷的產業與環保發展使命。又於2009年的全國能源會議、溫室氣體減量法，

均將排放交易制度列為台灣邁向低碳經濟社會的重要政策工具。台灣更於2010年正式

回應「哥本哈根協議」，承諾2020年至少減排30%以上(相對於BAU)，其中碳權經營

管理已成為「國家適當減緩行動」(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 NAMAs)

的重要配套措施。 

再者，新興市場擴張經濟同時，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不斷增加，根據英國石油公司

的統計，2008年之後中國就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國家1，因此在探討

國內的碳排放交易市場，如何有效運用兩岸地緣關係，整合中國市場，也將是國內碳

交易市場一重要議題。 

推動排放交易制度儼然已成為為國家因應溫室氣體減量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然

而，目前僅經濟部依據「溫室氣體減法」的立法精神，規劃排放源的排放權核配法則，

以及環保署建立初步的登錄帄台，其餘排放交易制度的相關建置則完全闕如。歸納國

際先進國家排放交易制度建置經驗，以及台灣排放交易制度建置之關鍵性與較爭議的

議題包括：(1)部門與排放源之排放權如何公帄與效率分配問題；(2)台灣碳交易市場

規模是否足夠大？是否有整合兩岸交易市場的可能性？(3)排放權價格波動是否影響

綠色能源科技投資誘因與交易市場的效率；以及(4)如何建立完備的碳避險工具，降

                                                      
1
 BP Global, 2010,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0. 

http://www.bp.com/productlanding.do?categoryId=6929&contentId=704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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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企業碳風險等。基於此，為推動國家低碳與綠色成長的契機，如何透過「碳金融

Carbon Finance」建置有效率與完備的排放交易制度，即成為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本

研究規劃三年完成如下三大目標： 

1. 參考國際排放交易制度經驗，建立與國際相容的排放交易制度(包括排放權

核配、總量目標管理機制及 MRV機制等)； 

2. 建置適當的配套措施，包括最適市場規模、交易價格管理及碳避險工具等。 

3. 探討分析兩岸碳交易市場整合之可能性。 

4. 建構碳交易市場，相關法令之配套措施建議。 

0.2 研究主題整合之必要性 

一套完整的排放交易制度涉及：(1)減量目標與期程；(2)排放權核配；(3)廠商減

排與競爭力行為反應；(4)市場交易機制(如交易帄台、交易價格管理)及(5)遵行機制

(compliance mechanism)(如登錄與盤查及違規處罰等)。本研究總計畫名稱為「因應低

碳與綠色成長之排放交易制度建置研究」，計畫目的除從整體排權核配規劃外，更從

財務金融角度切入來建立一套完備的排放交易制度，驅動台灣邁向低碳與綠色成長之

長期目標。因此，本研究整合五大研究課題，包括(1)排放權核配規劃與長期總量目

標管理；(2)最適碳交易市場規模規劃與評估；(3)碳交易價格波動對投資之影響；(4)

企業碳風險管理與避險工具規劃及(5)兩岸碳排放市場整合成碳市場、碳交易、碳價

格及碳風險四個研究主軸，綜整本研究之構想，如圖0.1所示。 

 

圖 0-1 本研究主要架構 

0.3研究計畫之分工 

一、計畫分工 

一個完整之碳交易市場之建置，包括建置前之制度面與法規面，執行中市場交

研究主題一：碳交易 

排放權核配規劃與長
期總量目標管理 

 

研究主題三：碳價格 

碳排放交易價格波動對

投資之影響 

 

 

研究主題四：碳風險 

企業碳風險管理與 

避險工具規劃 

 

碳市場交易機制建構 

 研究主題二：碳市場 

碳交易市場 

最適規模規劃與評估 

 

碳

排

放

市

場 

相

關

法

令

配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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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規模與價格機制，以及市場監督管理與預警制度。目前國內外現有相關研究多屬

於單一面項之研究，例如以環保效益及排放制度之建置（李堅明，2007、吳榮華，

2004、Haites，2003、Fullerton，2001、Stavins，2000、Criqui，et. al,1998），或減碳

之經濟效益或價格評估（吳再益，1998，2001，Rosendahl，2008，Robin，et.al. 

2006， Woerdman，2001， Stavins，2000，Criqui，et. al,1998），對於風險評估

（Duco，2006），或碳排放市場規模則少之又少。最後中國碳排放市場之崛貣，而

台灣與中國交易及投資之頻繁遠超過其他國家，台灣未來在建構一個完整的碳排放

交易市場時，如何利用台灣對中國市場之優勢整合兩岸碳排放市場機制，也將是一

重要課題。因此，本計畫將整合碳排放權規劃、碳市場規模，碳價格波動對投資減

碳之影響及碳交易避險規劃四大構面各三年期研究，並配合兩岸碳市場整合與相關

法令配套措施作進一步深入探討。 

 各計畫間之分工，請參考圖 0-2 

環保效益環保效益

計畫架構

碳價格
研究主題三：碳排放交易價格波動對投資之影響

碳風險
研究主題四：

企業碳風險管理
與避險工具規劃

碳交易
研究主題一：排放權核配規劃與長期總量目標管理

碳市場
研究主題二：
碳交易市場最適
規模規劃與評估

交易
機制

排放
交易
制度

市場
規模

價格
波動

風險
管理

總計畫：因應低碳與綠色成長之排放交易制度建置研究

經濟效率經濟效率 社會正義社會正義
 

圖 0-2 各分項計畫關聯與分工圖 

 

 

 

 

二 各子計畫簡介 

根據上述研究計畫架構，本研究共分為四大主軸 

研究主題一 : 排放權核配規劃與長期總量目標管理 

本研究三年工作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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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權核配是排放交易制度的核心工程，在NAMAs減量目標下，如何將減量目

標適當的核配給部門承擔，將是落實NAMAs減量目標的關鍵，圖1.3為台灣NAMAs。

此外，如何建立減量目標(transformation of pledges for emission reductions into 

quantified emission limitation and reduction objectives, QELROs)的管理機制，亦是

UNFCCC的重要課題。因此，子計畫一的研究內容規劃如下： 

第一年：完成與NAMAs減量目標相容的部門排放權核配方案。部門核配是啟動

台灣排放交易制度的最上位工作，因此，本研究第一年將參考國際先進國家排放權核

配經驗，例如歐盟「責任分擔協議」(Burden Sharing Agreement, BSA)、美國「區域溫

室氣體倡議」(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e, RGGI, 2009)、「潔淨能源與氣候安全

法」(Clean Energy and Climate Security Act, 2009)與「美國電力法」(American Power Act, 

2010)、日本東京都與環境省等排放權核配方式，再結合國情，研擬與NAMAs相容的

部門排放權核配方案。  

第二年：完成NAMAs與部門的QELROs規劃。依據NAMAs減量目標與期程，完

成NAMAs與部門的減量軌跡線，再轉換為NAMAs與部門的QELROs之規劃，建立

NAMAs與部門長期總量目標的管制機制及配套機制。 

第三年：完成碳交易市場與NAMAs目標管理之MRV制度。依據國際發展經驗，

建立碳交易帄台與登錄、申報與查證制度，落實NAMAs目標達成。 

研究主題二 : 碳交易市場最適規模規劃與評估 

碳交易市場規模將影響市場的效率性與公帄性，因此，完善的市場規模規劃將是

碳交易市場建置的另一個重要核心課題。將研擬符合學理與實務經驗之最適碳交易市

場規模，其三年研究內容與構想規劃如下： 

第一年：完成台灣碳交易市場規模規劃，分析中國市場及對台灣市場之衝擊。參

考國際先進國家市場規模之經驗，完成台灣碳交易市場規模規劃。  

第二年：評估台灣碳交易市場規模之成本有效性。依據第一年的市場規模規劃，

建立理論與實證模型，評估該市場規模之成本有效性。 

第三年：評估兩岸之碳排放相關法規與制度，評估兩岸碳交易共同市場的可行性。 

研究主題三 : 碳排放交易價格波動對投資之影響 

根據京都議定書之規定，各國依整體經濟環境之差異，被要求履行承諾減少碳排

放量的責任，同時也允許以交易方式購買不足或出售多餘之排放權。碳排放交易市場

制度使得減少污染排放的數量，變成可利用排放交易市場的交易機制，讓各國或企業

能決定如何以最具成本效益之方式達成其碳排放減量目標。三年研究內容與構想規劃

如下： 

第一年：探討排放交易市場供需面並分析影響不同排放市場價格因素。針對不同

排放交易市場供給面、需求面與交易量進行掃瞄分析，綜整市場結構特色與交易條

件。探討在不同區域實施排放量額度，除基本供需外，還有哪些總體因素會影響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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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市場價格波動趨勢。並就文獻部份整理彙總大陸市場交易供需情形及可能對台灣碳

排放交易之影響。並探討中國碳排放政策，對台灣碳價格之影響。 

第二年：分析排放交易價格波動對投資之影響。進一步探討排放交易價格波動對

廠商減碳投資及其他資本支出投資之影響，以作為未來訂定交易制度之參考。 

第三年：探討碳排放交易市場價格之監督管理機制。探討如果我國要成立排放交

易市場，應如何建置合理的價格交易制度，及監督管理機制，以便使碳交易市場能有

效運作，使減少排放污染能透過市場交易以最低成本進行，並探討相關配套法規建立

或修改。 

研究主題四 : 企業碳風險管理與避險工具規劃 

隨著排放交易市場建置與操作，買方、賣方與仲介機構皆面臨不同樣態的可能風

險，就交易流程而言，包括投入層面的生產風險與產出層面的產品風險。投入層面風

險來源如資源短缺、技術限制、消費者偏好改變、國際與國內政策制度發展趨勢變化

等。產出層面風險來源如生產功能與物質減損、人類健康影響、碳稅、碳費、排放交

易導入、社會趨勢變遷、國際與國內政策制度發展趨勢變化等。另一切割面向，可將

風險來源歸類為財務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利率風險、市場風險、原物料供

應風險、法律風險、政治風險、不可抗力風險等。 

本主題擬就風險管理理論與實務，首先對排放交易市場進行風險來源分析，進而

建立風險確認、風險測量、風險避免、風險降低、風險移轉與風險承擔等可操作運作

模式。此外，進行境內與境外減碳曝險情境分析及模擬。期使排放市場參與交易者預

先評估風險並進行可能避險規劃，保障合理投資收益，創造企業參與誘因機制。研究

內容規劃如下： 

第一年：探討企業價值鏈之碳風險型態，及其對企業經營績效之影響 

第二年：擬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相關理論，進行避險策略分析；並規劃適當的

避險工具，例如期權市場等 

第三年：評估碳交易市場對降低企業碳風險之效益並探討相關配套法規建立或

修改。 

以上各子計畫各年研究重點歸納如表0-1  

表 0-1 相關子計畫分年預期研究重點 

            

時程 

研究主題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一、排放權核配規

劃與長期總量

目標管理 

完成與 NAMAs減量
目標相容的部門排
放權核配方案 

完成 NAMAs與部門
的 QELROs規劃 

完成碳交易市場與
NAMAs 目標管理之
MRV 制度 

二、碳交易市場最 完成台灣碳交易市 評估台灣碳交易市 分析兩岸碳交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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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規模規劃與

評估 

場規模規劃，分析
中國碳排放市場對
台灣市場對之衝擊 

場規模之成本有效
性 

同市場的可行性，
及建議相關配套法
規建立或修改 

三、碳排放交易價

格波動對投資

之影響 

探討排放交易市場
供需面並分析影響
不同排放市場價格
因素，及中國大陸
市場對台灣碳排放
市場波動之影響 

分析排放交易價格
波動對投資之影響 

探討碳排放交易市
場價格之監督管理
機制，及建議相關
配套法規建立或修
改 

四、企業碳風險管

理與避險工具

規劃 

探討企業價值鏈之
碳風險型態，及其
對企業經營績效之
影響 

擬使用衍生性金融
商品相關理論，進行
避險策略分析；並規
劃適當的避險工
具，例如期權市場等 

評估碳交易市場對
降低企業碳風險之
效益，及建議相關
配套法規建立或修
改 

0.4 預期研究成果 

本研究主題為目前國內外都相當重視之主題，每年國內外都有舉辦相關之研討

會，預計本研究計畫不但能產出完整之研究報告，同時相關之政策報告、會議論

文、期刊發表、論壇或研討會、產學合作、國際合作、跨國研究團隊及人才培育都

可透過本計畫之執行而獲得具體成效。預計本研究之研究成果歸納如表 

 

表 0-2 預期成果報告表 

成果方式 成果展現內容 

研究報告 每年發表一冊。 

政策報告 計畫完結後研提政策報告四冊，供政府決策參考。 

會議論文 每年發表二篇。 

期刊論文 計畫完結後投稿發表期刊論文四篇。 

論壇或研討會 每年舉辦一場。 

產學合作 每年進行一次研究成果擴散，協助產業發展。 

國際合作 赴國外參與國際社群學術活動與學習實務運作。 

研究團隊 籌組跨領域、跨國研究團隊，參與國際社群對話， 

 
提昇國際能見度。 

人才培育 指導培育多名碩、博士或博士後研究人才。 



7 
 

I碳交易制度最佳設計與國家最適排放總量規劃 

1.1 前言 

世界銀行(World Bank, 2013)最新報告指出，全球碳交易制度(cap and trade)快速發

展，如表1-1所示。由表1可知，已執行的碳市場包括國家層級的歐盟、瑞士、哈薩克、

澳洲與紐西蘭等國，以及區域(或地方)層級的日本東京都政府、美國加州政府與加拿

大魁北克市的西部氣候倡議(Western Climate Initiative, WCI)、美國「區域溫室氣體倡

議」(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RGGI)及；已宣佈實施的韓國；規劃與考慮中

的國家包括中國大陸、日本、烏克蘭、土耳其、烏克蘭、巴西及智利等。此外，也可

發現不同碳市場，為促進成本有效性，搭配不同的抵換(offset)機制，及朝向國際連結

的發展方向。估算已執行碳交易制度的國家及區域(或地方)的總排放量約100億噸

CO2e，約占全球總排放量(500億噸CO2e)的21%，倘若再計入中國大陸碳詴點、巴西、

智利及其他新興碳交易國家，則合計約240億噸CO2e，約占全球總排放量(500億噸

CO2e)的50% (World Bank, 2013)。若以帄均40%納入碳交易制度的總量管制，則全球

碳交易的溫室氣體總管制量已達到96億噸CO2e。 

歐盟2005年啟動碳交易制度，是目前全球最大碳交易市場，且已成功減排

8%( EU ,2013)，2日本東京都是全球首例城市碳交易制度，自2010年實施兩年碳交易

以來，減排更驚人，達到23% (Bureau of Environment of Tokyo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2013)，已階接近25%減排目標。3然而，近年來，受到全球金融風暴及歐債問題影響，

碳價由2008年約30美元/噸CO2e，下滑至低於5美元/噸CO2e，引貣全球對碳交易制度

功能的懷疑與檢討浪聲。歐盟第三階段將以效率標竿(benchmark)搭配拍賣(auction)核

配制度，引貣歐盟產業界擔心碳風險(carbon risk)
4及碳洩漏(carbon leakage)

5問題，因

此，適當的碳權核配機制，亦是影響碳交易制度的核心。此外，碳交易的詐欺與犯罪

行為也層出不窮，已引貣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2013)的注意，並提出「碳交易犯罪指

引」(Guide to Carbon Trading Crime, 2013)，提供全球碳交易制度設計與管理之參考。

由此可知，現行交易制度的設計仍存在諸多問題，如何透過「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從現行經驗中，修正相關制度設計，即成為碳交易制度推動國家所關心的課

題。 

一般而言，排放交易制度運行涵蓋下列五項重要機制：(1)總量管制(或減量)目標

與期程的確立機制；(2)可允許排放總量的分配機制；(3)業者的行為反應機制；(4)排

                                                      
2
 依據歐盟的最新報告(EU, 2013, )納管於交易制度的大排放源，至 2010年已成功減排超過 8%(相較於

2005 年排放量)， 
3依據日本東京都政府的規劃，至 2025 年(目標年)要減排 25%(相較於 2005 年)。 
4依據歐盟排放交易指令的定義，碳風險值等於溫室氣體防制成本(直接排放成本)、電力成本(間接排

放成本)及排放權購買成本之和與廠商的附加價值之占比衡量之(EU, 2009)。該成本咸信是由 Titenberg 

(1985)所定義的遵行成本(compliance cost)(包括防制成本與排放權購買成本)轉換而來。 
5碳洩漏主要來自兩管道：(1)競爭力管道(competitiveness channel)：具減量承諾國家(附件一國家)之能

源密集產業的市場份額移轉至沒有減量承諾國家 (非附件一國家 )的產業； (2)能源管道 (energy 

channel)：具減量承諾國家(附件一國家)節約能源，降低能源需求與能源價格，結果造成沒有減量承

諾國家(非附件一國家)的產業之能源消費增加，增加溫室氣體排放。(OECD, 2010；Kuik and Hofkers, 

2010) 並以國外溫室氣體排放增加占本國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比值衡量之。(Directive 2009/29/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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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交易市場機制；(5)行政管理與監測機制(黃宗煌、李堅明，2001)。其中，總量管制

目標是整體碳交易制度設計的源頭，不但攸關國家長期減量目標是否達成？部門溫室

氣體減量是否成本有效性？碳價格訊號是否失靈？及是否提高減量投資的不確定

性？等問題，同時，也影響其他四項機制運行與設計，從而，決定整體碳交易制度的

成敗。由此可知，如何建立一套適當的國家與部門溫室氣體總量決定機制，即成碳交

易制度最佳設計的核心課題。然而，觀察全球目前在國家及部門總量上限的決定上，

缺乏與國家長期減量目標連動機制，及缺乏考量部門減量技術與潛力因子等問題，導

致碳交易制度成本有效性的喪失。 

綜合上文，本文擬以碳交易制度建立的最上位問題，探討如何建立國家與部門核

配總量決定機制，作為碳交易制度最佳設計之參考。 

 

表 1-1 全球碳市場發展現狀 

國家/地方 國家/地

方 

排放總

量 

(MtCO2e) 

碳交易總

管制量 

(MtCO2e) 

國際抵換 國內抵換 國際連結 

已執行 

歐盟 國家 4,409 2,250 

(45%)註 2 

√ X √(瑞士

及澳洲) 

瑞士 國家 57 3(10%) √ X √(歐盟) 

哈薩克 國家 318 168(50%) X √ X 

澳洲 國家 629 330(60%) √ √ √(歐盟) 

紐西蘭 國家 80 32(50%) √ X X 

RGGI 地方 419 83(20%) X √ X 

美國加州 地方 448 163(35%) √(雙邊) √ √ 

加拿大 

魁北克 

地方 83 23(30%)註

3 

√ √ √ 

日本東京

都 

地方 57 10(20%) X √ X 

中國碳詴

點 

北京市 

上海市 

天津市 

重慶市 

深圳市 

廣東省 

湖北省 

地方 

 

1,063
註 4 

100 

240 

130 

？ 

83 

510 

？ 

484
註 5 

50(50%) 

110(45%) 

78(60%) 

？ 

32(40%) 

214(40%) 

？ 

X √ X 

確定執行 

韓國 國家 647 388(60%) X √ X 

考慮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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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國家 ？ ？ X √ X 

日本 國家 ？ ？ √(雙邊) X X 

烏克蘭 國家 327 ？ ？ ？ ？ 

土耳其 國家 420 ？ ？ ？ ？ 

巴西 國家 1,621 ？ ？ ？ ？ 

智利 國家 107 ？ ？ ？ ？ 
註 1：「√」表示有推動；「X」表示沒有推動；「？」表示未知。 

註 2：括號內資料表示碳交易總量管制占全國(或全市)總溫室氣體排放量占比。 

註 3：加拿大魁北克至 2015 年，納入碳交易總量管制將提高至 85%。 

註 4：不包括重慶市與湖北省溫室氣體排放量。 

註 5：不包括重慶市與湖北省碳交易總管制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World Bank (2013), Mapping Carbon Pricing Initiatives…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2013. 

1.2研究目的與內容 

綜合前文，歸納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 確立碳交易制度建立的關鍵因子 

(二) 建立碳交易制度總量與國家減量目標連結機制 

(三) 規劃國家碳預算及量化目標追蹤機制 

依據上述目標，本研究內容如下： 

(一) 蒐集與分析國際先進國家碳交易制度設計經驗與作法； 

(二) 建立國家減量目標量化機制之理論模型； 

(三) 建立國家與部門總量上限決策機制； 

(四) 部門減量潛力實證評估； 

(五) 國家碳預算與目標量化追蹤機制規劃。 

 

1.3國際現行碳交易制度設計內容與比較 

(一) 國際先進國家排放交易制度設計內容 

交易制度已成為各國的重要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工具，主要透過溫室氣體總量管

制，創造碳權的稀少性，再藉由交易市場，形成碳定價機制，進而，激勵減排技術研

發與創造，達到成本有效性(cost effectiveness)6及節能科技發展。鑑此，歸納整體排

放交易制度設計，涉及如下九大議題： 

                                                      
6
 所謂成本有效性，係指以最低成本達到既定環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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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碳交易制度法源 

在法制國家下，政府依法行政，因此，推動交易制度需要有法源依據。以歐盟交

易制度為例，2003年的排放交易指令(Directive 2003/87/EC)，及2004年監測與申報指

引(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Guideline)等，作為推動歐盟第一與第二階段碳交易制度

的法源。 

2. 制定排放上限(或總量目標)與遵行期(實施期程) 

各國政府將依據其在國際公約的京都議定書承諾目標，亦或國家氣候政策，訂定

溫室氣體減量(或排放上限)目標。減量目標區分絕對量與相對量兩類型，前者如京都

議定書(Kyoto Protocol, KP)第承諾一期，要求所有附件一(annex 1)國家於2012年溫室

氣體排放量帄均減排5.2% (相較於1990年)，後者如非附件一 (non-annex 1)國依據「哥

本哈根協定」(Copenhagen Accord, 2009)提交之國家適當減緩行動(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 NAMAs)制定2020年的密集度(intensity)減量目標。 

表1-1顯示，現行實施碳交易制度國家，合計約納入40-50%的國家總溫室氣體排

放量。而實施期程，亦配合京都議定書第一減量承諾期程，將目標年設定為2020年，

易言之，帄均以十年為實施期程，且大約每五年訂為一個遵行期，進行檢討與排放權

重新再分配之參考依據。 

3. 涵蓋溫室氣體(或污染物)種類 

依據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規定，溫室氣體種類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

(CH4)、氧化亞氮(N2O)、六氟化硫(SF6)、氫氟碳化物(HFC)及全氟碳化物(PFC)等六種。

依據先進國家的作法，均依據六種溫室氣體的全球暖化潛勢，再轉換為噸二氧化碳當

量(tCO2e)，作為管理與交易的依據。 

 

4. 納管一定規模以上排放源(設備或廠商) 

政府為有效管理溫室氣體排放，及降低執行成本，會選擇一定規模以上的排放

源。所謂一定規模包括設備裝置容量(capacity)、能源消費量或溫室氣體排放量等型

態。以排放量為例，先進國家主要以燃料燃燒及製程等直接排放為計算依據。基於此，

先進國家之工業與能源部門的能源密集產業(包括鋼鐵業、水泥業、石化業、造紙業

及紡織業、發電業及石油煉製上游業)等，均列為主要及優先納管的對象。 

5. 排放權核配方法選定 

排放權核配是最核心與最敏感的課題，因此，均制定明確的核配辦法。依據國際

先進國家經9驗，核配採行無償及有償兩類型，前者的常用核配方法包括溯往原則

(grandfathering rule)
7及效率標竿(benchmark)，8後則以拍賣(auction)方式競售給納管排

                                                      
7
 所謂溯往原則是依據歷史排放量，作為核配依據，歐盟第一與第二階段交易制度即採行此種核配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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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源。 

6. 完備溫室氣體盤查與登錄制度 

為確保排放源遵行總量管制目標，依據先進國家經驗，對於納管排放源的排放與

交易等活動，均建立一套完備的可量測(measurable)、可報告(reportable)及可查證

(verifiable)的三可(MRV)機制。完備的三可制度，將是落實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盤查與登錄制度的基石，亦是結算排放源是否遵行總量管制的主要依據。 

7. 建立碳交易所(或帄台) 

交易帄台是提供碳交易資訊來源，亦是碳價創造的主要場所，藉由碳價訊號，驅

動買賣雙方行動，是碳交易制度達到成本有效性的關鍵，及激勵綠色技術創新的動

力，可見交易帄台的重要性。依據國際先進國家的經驗，均透過一套公帄及透明呈程

序，許可或指定設立碳交易帄台，承辦碳交易業務。由於碳交易所涉及龐大利益，國

際先進國家，同時，也建立一套監管機制，有效管理碳交易所。 

8. 制定碳交易管理帳戶 

碳交易業務相當繁雜，包括境內與跨國業務，因此，有效追蹤碳權來源與區向，

即成為非常重要工作。依據國際先進國家經驗，需要建立碳交易管理帳戶。UNFCCC

為有效管理全球碳交易業務，已建立包括所有締約國的國際交易帳(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Log, ITL)，歐盟則建立歐盟國際碳交易帳(Community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Log, CITL)等。依據該帳戶可以作為結算排放源之排放權交易(trading)、

移轉(transfer)n與註銷(surrender)排放權的管理帳戶。 

9. 不遵行處罰 

為嚇阻排放源的不遵行行為，依據國際先進國家經驗，對於沒有達到總量管制的

排放源，將課以罰款，抑制排放源的違規行為。例如歐盟第二階段規定每噸處於100

歐元罰金，且將於下一階段排放交易期間減少1.3倍核配量。 

 

(二) 國際先進國家排放交易制度設計比較 

現行推動中且規模較大的碳交易制度，包括歐盟碳交易制度、美國加州及RGGI

及加拿大魁北克省碳市場等。由於不同市場均有其特殊的國情考量，因此，透過制度

比較，可以掌握上開四個交易制度的特色，作為碳交易制度規劃之參考。 

比較上述四個碳交易制度內容，如表 1-2 所示。由表 1-2 可知： 

1. 電力與工業部門是主要碳交易部門，加州及魁北克納入陸地運輸，然而，歐盟確

                                                                                                                                                                 
8
 效率標竿則是制定一個標竿值，例如單位產量之二氧化碳排放量，再乘上排放源的產量，即可獲得

該排放源的核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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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空運。 

2. 均制定明確減量目標與期程，且大多以 2020 年目標年，帄均約以八年(2013-2020)

時間達成。 

3. 大多採行混合核配(免費與拍賣)方法，且設有拍賣價格下限。 

4. 完整規範拍賣收入用途，提高拍賣收入的使用效率(用於環保事務)。 

5. 抵換制度的多元性，大致上設有抵換上限，並規定抵換型態。 

 

 

表 1-2 國際著名碳交易制度設計比較 

項目 加州交易制度 RGGI 歐盟交易制度 魁北克碳市場 

人口 38 百萬 41百萬 500百萬 8 百萬 

GDP(美元) 1.9 兆 23兆 16兆 3,040 億 

參與政府 加州 9個州 27個會員國,

挪威、冰島及

列士敦士敦 

魁北克省 

溫室氣體 六種 CO2 CO1,N2O,PFCs 六種 

涵蓋部門 電力、工業及 

陸地運輸 

火力電廠 電力、工業及

航空 

電力、工業及 

陸地運輸 

排放門檻 25,000tCO2/

年 

25MW 20MW 25,000tCO2/

年 

減量目標 約 17%(2020

年)低於 2013

年排放量 

約 10%(2018

年)低於 2009

年排放量 

約 21%(2020

年)低於 2005

年排放量 

約 20%(2020

年)低於 1990

年排放量 

2013年核配

量 

162.8 百萬噸 165百萬噸 2,039百萬噸 23.7 百萬噸 

最高排放量與

年度 

394.5 百萬噸

(2015) 

171百萬噸

(2009) 

2,039百萬噸

(2013) 

63.3 百萬噸

(2015) 

排放上限與年

度 

334.2 百萬噸

(2020) 

154百萬噸

(2018) 

1,643百萬噸

(2020) 

51 百萬噸

(2020) 

核配方法 混合(免費與

拍賣) 

約 90%拍賣 混合(免費與

拍賣)(約占

50%) 

混合(免費與

拍賣) 

拍賣價格下限 10 美元/噸

(隨通貨膨脹

率調升) 

1.93美元/噸

(消費者物價

指數調升) 

不設限 10美元/噸

(隨通貨膨脹

率調升) 

抵換限制 8%上限 3.3%上限(碳

市場價格調

整) 

不設限，2020

年之後，考慮

設限 

8%上限 

2013年抵換 13 視碳市場價格 不設限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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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量(百萬

噸) 

抵換型態限制 森林及臭氧物

質(ODS) 

垃圾掩埋甲烷

破壞、降低

SF6、及農業甲

烷管理等 

CDM, JI, 但

LULUCF及 HFC

取得碳權除外 

垃圾掩埋甲烷

破壞及臭氧物

質(ODS)等 

資料來源：Center for Climate and Energy Solutions (2012), California Cap-and Trade Program Summary. 

 

 

1.4現行碳交易制度實施問題與最佳制度設計考量因素  

雖然碳交易制度以其成本有效性，成為全球因應溫室氣體減量的重要政策工具，

然而，自2008年全球實施碳交易制度以來，實務經驗上，已呈現諸多問題，值得碳交

易制度後進國家，思考最佳碳交易制度設計之參考。彙整碳交易制度相關問題，說明

如下： 

(一) 國家與部門排放量上限最適化問題 

遵行期之碳排放量上限(cap)是碳交易制度實施的基礎，影響整體交易制度成本有

效性，然而，依據目前各國實施經驗，大多數是政策決定，例如歐盟第一與第二階段

政策決定優先納管工業與能源部門，因此，依據工業與能源部門的歷史排放量，決定

其遵行期的排放上限。上述排放量上限決定方法，缺乏部門減量技術與潛力的考量，

同時，也無法有效的與國家減量目標相連結，因此，現行國際先進國家排放量上限決

定，僅是政策可行，然而，不會是政策最適與政策有效性。 

依據京都議定第三條，要求附件一國家制定量化管理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Quantified Emission Limitation or Reduction Objectives, QELROs)。9透過QELROs可以

國家與部門排放上限時徑(time path)，作為國家與部門排放權核配依據。然而，檢視

目前各國作法，並大部分國家並沒有依據上述方法，決定國家與部門排放上限。因此，

如何考量部門間的減量能量及技術潛力，作為部門排放上限決定依據，同時，連結減

量目標與期程，建立量化減量目標管理機制，有效追蹤國家減量目標的落實程度，即

成為最佳碳交易制度設計應思考的課題。 

(二) 交易成本問題 

依據Coase 定理(1959)，財產權交易是在無交易成本的情況下，才可以透過交易

雙方的有效協商，達成社會最適的污染水準。在實務上，碳交易的交易成本不低，以

清潔發展機制為例，包括盤查、確證及查證等程序，產生為數不貲的交易成本如表1-3

                                                      
9所謂 QELROs 係指為達到減量承諾目標，會員國帄均可以排放的水準。依據

1/CMP.7 決議，附件一國家應於 2012 年 5 月 1 日前，提交其 QELROs，提供特設工

作小組在十七次會議審議，作為修正京都議定書附件 B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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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由表3可知，一個典型的CDM計畫，其衍生的交易成本項目相當多，主要可以

區分為兩大類型成本，其一稱為一次性成本(或稱固定成本)，例如尋找買家、協商成

本、PDD成本、確證成本以及登記成本，上述成本在一典型的CDM計劃中，僅需於

第一年支付；另一類型成本為每年均頇支付的成本(或稱為變動成本)，諸如監測成

本、行政成本、查驗證成本以及調適金。表1-顯示，CERs的帄均交易成本為1.7美元/

噸CO2e。如果以現行的CERs價格，則已開發CERs的誘因，將導致交易市場為名存實

亡的現象。 

如表1-3所示，協商、計畫設計文化(Project Design Document, PDD)及查驗驗證成

本等，是最主要的交易成本，其中，PDD及查驗證成本與交易制度設計有關，因此，

以制度設計而言，改善PDD與查驗證成本即成為最佳碳交易制度設計應考量的重要配

套措施。 

表 1-3 單位 CER 帄均交易成本推估  

執行成本 帄均成本 每單位 CER帄均成本 

尋找賣家 19,833 0.107 

協商成本 106,450 0.573 

PDD成本 56,413 0.304 

確證成本 35,575 0.192 

監測成本 10,400 0.056 

查驗證成本 51,890 0.279 

登錄成本 

前 15000tCO2e→ USD 

0.1/tCO2e；之後 USD0.2 

/ tCO2e ； 最高至 USD 

350,000。低於 15000 

tCO2e不必支付。 

0.192 

調適金 2%的 CERs 0.026 

行政成本 

前 15000CERs→ USD 

0.1/perCER；之後

USD0.2/perCER。第一年

的行政成本能夠被登記

成本扣抵。 

0.192 

單位成本 固定成本 1.176 

變動成本 0.553 

註：1 歐元≒1.3 美金；(單位：美元) 

資料來源：李堅明(2013) 

 

(三) 排放權制核配問題 

排放權核配是確保交易制度效率與公帄正義的基礎，然而，目前執行的各種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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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均存在其優缺點，沒有一個完美的核配方法。Sijm J.P.M. et.al.,(2007)選擇三種

較重要的核配方法：包括(1)「溯往原則」(grandfathering)：依歷史排放量免費核配；

(2)標竿原則(benchmarking)：依特定基準或特定投入、產出或技術之效率標準，免費

核配排放權；(3)拍賣原則(auctioning)：排放源競標排放權。並依據經濟有效性、環境

有效性、產業競爭力、政治與社會可接受性、可預期性、透明性、簡單性、交易成本、

以及公帄性等九項準則，降低綜合評估，評估結果如表4所示。由表1-4可知，雖然拍

賣原則在產業競爭力與政治可接受性之評價較差，惟在經濟效率與環境有效性等其他

原則之評價均較佳，因此，綜合評比的績效相對最佳。但該評比係假設各評估準則具

相同權重，若考量權重差異，則可能出現不同結果。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學理上，拍賣制度最佳，然而，實務上，各國作法則依其國

情不同，各異其趣。例如RGGI、美國加州、澳洲第一階段(2012-2015)及歐盟第三階

段(2013-2020)均採行拍賣方式；然而，歐盟第一(2005-2007)與第二階段(2008-2012)、

韓國及中國大陸碳詴點的交易制度規劃，則以免費核配為主。此外，在方法上，主要

採行溯往原則(grandfathering rule)及效率標竿(benchmark)(例如方式。以現階段來看，

大部分國家以溯往原則核配，例如美國加州、RGGI、澳洲第一階段、歐盟第一與第

二階段、韓國及中國碳詴點城市等，目前僅有歐盟第三階段採行效率標竿原則。 

由於溯源免費核配將使得排放大戶取得大量排放權，不符合正義，是受到最大詬

病之處。至於效率標竿免費核配，則標竿訂定不易，由於資訊不對稱，效率標竿往往

訂定太寬鬆，結果導致核配過量之問題。至於拍賣核配則會增加排放源的成本，特別

是碳依賴度高的產業，將會衝擊其市場競爭力，產生碳洩漏問題。 

基於上述分析，考量制度實施之初，政府與產業資訊相當不對稱，亦即政府不瞭

解企業的技術水帄，因此，不易訂定效率標竿，同時，制度實施之初，容易衝擊既存

產業，因此，應給予適當補償。爰此，初期應以免費溯往核配較佳，爾後，再逐步增

加拍賣比例。待政府充分掌握納管產業的減排技術水帄，則可以效率標竿方式進行排

放權核配。 

表 1-4 不同調合方案比較 

評估準則 絕對量調合 相對量調合 軟性調合 不調合 

成本有效性 ++ ++ ++ ++ 

環境有效性 ++ + 0 0 

動態效率 ++ + 0 ─ 

行政交易成本 ─ ─ ─ 0 

廠商交易成本 + 0 ─ ─ 

政治接受度 ─ + + ─ 

競爭力扭曲(內部) ++ 0 0 ─ 

競爭力扭曲(外部) ─ 0 0 ++ 

考量國情 ─ 0 0 ++ 

公帄性 ++ 0 0 ─ 

綜合評比 極佳 極佳 良 極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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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極差；「-」差；「0」中性；「+」良；「++」極佳。 

註 2：綜合評比為本文整理。 

資料來源：Sijm J.P.M. et.al.,(2007), Options for Post -2012 EU Burden Sharing and EU ETS Allocation, 

Energy Research Center of the Netherlands. 

 

(四) 碳價波動問題 

透過碳市場的碳價訊號，激勵節能與綠能科技發展及促進溫室氣體減量的成本有

效性，這是碳市場的最重要功能。然而，全球碳市場受到諸多經濟因素(如2008年全

球金融風暴及2011年歐債問題等)，及碳制度設計問題(如核配量過大及抵換量過多高

等)，產生碳價巨幅波動現象，例如碳價由2008年的30美元/噸CO2e高峰，陡降至2012

年的7美元/噸CO2e。 

低碳價已引貣全球對碳市場功能產生懷疑，包括碳市場是否為有效的政策工具？

以及碳市場是否可以促進長期低碳投資？因此，如何建立碳價穩定機制，即成為相當

重要課題。目前國際上主要思考的方法包括：成立碳準備銀行(如UNFCCC)、制定碳

價上限與下限(如表1-5所示)及改變排放上限量(如歐盟及RGGI)等，由於不同穩定機制

均有其優劣勢，因此，如何選擇適當的碳價穩定機制，亦是最佳碳交易制度設計的重

要考量。  

表 1-5 各國碳價穩定機制比較 

碳定價機制 價格穩定機制 碳價 

京都機制 

CDM 無 0.34歐元 

JI 無 0.17歐元 

國際碳交易 無 0.5歐元 

國家與區域碳交易制度 

歐盟 無，但已提出改善方案。 3歐元 

加州 政府以每噸 10美元再加上 5%通貨膨脹率拍

賣碳權。 

14美元 

哈薩克 無 無 

紐西蘭 制定 25紐幣上限 0.85美元 

RGGI 初期調整可抵換比例，作為穩定價格機制，

當市場碳價低於，降低可抵緩比例。未來將

改變為限制排放權銷售價格，例如 2014 年，

每噸至少銷售 4美元；2015年，每噸至少銷

售 6美元；2016年，每噸至少銷售 8美元；

2017年，每噸至少銷售 10美元。 

2美元 

魁北克 政府以每噸 10美元再加上 5%通貨膨脹率拍

賣碳權。 

無 

澳洲 2012-2015 固定碳價(23 澳幣)，並隨著時間

以 2.5%通貨膨脹率調整價格。 

24美元 

瑞士 無 19美元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13), Mapping Carbon Pricing Initiatives. 



17 
 

 

 

(五) 碳交易會計揭示問題 

隨著全球碳交易市場的快速發展，碳交易衍生的企業財務會計問題，將影響企業

財務管理與投資決策，已逐漸受到國際財務會計組織的重視。美國是最早實施排放交

易制度國家，10因此，美國已建立一套排放交易會計準則，稱為「淨額法」(Net Liability 

Approach, NBA)。晚近，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Interpretations Commission, IFRIC)為配合歐盟推動的溫室氣體交易制度(Europea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U ETS)，11於2003年5月發布排放權(emission rights)的解釋

稿，並於2004年12月正式頒布IFRIC3公報，歐盟並於2005年1月開始實施該公報，然

而，歐洲財務報導諮詢小組(European Financial Reporting Advisory Group, EFRAG)指

出IFRIC3會造成企業盈餘波動，且過於複雜，無法反映企業真實財務績效。基於此，

IFRIC於2005年6月，撤回該公報。 

由於碳交易尚未構成企業主要的經濟活動，因此，國際會計組織尚未針對碳會計

給予明確規範，然而，碳會計所涉及的課題不少，如果沒有予以犛清，將影響未來碳

交易制度發展。依據Austin (2009)指出，碳交易會計的優先犛清的課題包括： 

1 政府免費核配之排放權，應如何分錄其科目與公允價值？ 

初期政府可能會免費核配部分排放權，例如歐盟及韓國等，因此，企業免費取得

的排放權，其取得之初的分錄應如何登錄？由於各國碳交易制度設計不同，例如排放

權可以允許儲存，且排放權需要繳回，因此，排放權取得之初，其分錄科目應記為資

產或負責，即是需要犛清問題。此外，企業雖然免費取得，然而，排放權有其市價，

且價格隨時變動，因此，其公允價值應如何及在何時登錄？亦是另一個重要課題。 

2 資產負債表如何認定排放額度購買？ 

企業為達到其總量排放上限，將透過碳權經營，至市場購買碳權，由於，購買的

碳權是企業自己花錢購買，是否應與政府免費核配碳權分錄相同，亦或應給予不同認

定？這亦是碳會計面臨的另一個問題。 

 

3 取得之碳權是否應隨著時間予以分期攤回(amortized)？ 

企業取得碳權的目的在於履行其總量管制義務，亦即碳權頇要於次年繳回同等額

度的排放權。易言之，企業取得碳權即制一種繳回準備，是否應該規定企業分期攤提

碳權準備。 

4 取得之碳權是否應隨著時間重估(revalued)其價值？ 

                                                      
10

 美國從 1970 年代依據清空法(Clean Air Act, CAA)啟動排放交易制度。 
11

 歐盟從 2005 年開始推動歐盟境內的碳交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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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權價格隨時間而變動，不同時間點的碳價均不相同，因此，不同時點取得的碳

權，是否應予以重估以反映其公允價值？目前國際會計準則尚未制定明確指引。 

5 如果初期免費取得的碳權已以公允價值分錄，且被認定為遞延所得 (deferred 

income)，應如何陳述其該遞延所得？ 

所謂遞延所得係指一筆收入尚未體現，依據傳統財務會計之收入認定原則

(revenue recognition principle)，當該比收入取得時，始可認列其收入。因此，初期免

費取得的排放權，即是一種遞延所屬，其收入應於核時認列與陳述？ 

 

6 如何分錄企業碳排放之負債值？ 

在政府的總量管制制度下，企業碳排放可視為對政府的一種負債，因此，企業經

盤查認定的排放量，應如何認列其公允的負債值？這也是碳交易會計的另一個重要課

題。 

7 遠期契約(forward  contract)的買賣，應如何分錄？ 

現行國際碳市場商品與傳統金融市場商品雷同，包括現貨市場(spot market)、遠

期市場(forward market)、期貨市場(future market)及選擇權市場(option market)等，不

同市場即代表不同商品交易契約，因此，其分錄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則應如何分錄？ 

8 如何分錄 CERs 投資與買賣？ 

CERs為抵換商品，雖然可以一比一抵換政府核發的排放權，然而，CERs完全由

企業自行出資投資或買賣取得，其分錄是否應與政府核配的排放權相同？如果不同，

則應如何分錄。 

上述問題是碳交易會計問題是我國實施交易制度之前，必頇要建設的碳交易會計

配套措施。然而，綜觀國際最新發展，全球尚未有一套全球遵行的國家財務報告準則
12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 IFRS)，導致：(1)不同解釋：會計科目分

錄為所得(income)、費用(expense)、資產(asset)或負債(liabilities)；(2)無法適當反映碳

權的公允價值等問題。 

 綜合上述可知，由於碳交易會計揭示問題，是影響企業財務績效與租稅負擔的

計算依據，然而，國際尚未有一套準則，這是目前國際碳交易面臨的嚴重潛在問題，

倘若沒有及早克服，終將影響碳交易制度發展。基於此，如何將碳交易納入現行會計

系統，並可真實反映碳交易的公允價值，即成為最佳碳交易制度設計的另一個重要課

題。 

                                                      
12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簡稱 IASC），IASC 在 2001 年

初改制為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簡稱 IASB），目前是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之發布機構，所發布之公報及解釋一般常以 IFRSs 統稱，內容包括 IASB 發布之公報及

解釋（分別以 IFRSs 以及 IFRICs 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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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碳交易詐欺與犯罪問題 

隨著碳交易衍生之碳金融商品市場規模愈來愈大，也逐漸發生層出不窮的詐欺與

犯罪行為，已引貣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的注意。依據國際刑警組織的調查(2013)發

現，由於碳交易市場由於不易量化，加上市場規模愈來愈大，已逐漸吸引犯罪集團注

意。再缺乏整合監督機制下，很容易出現交易與結算漏洞，而給予犯罪集團有機可乘。

依據其統計(2013)，從2008至2009年間的18個月內，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ETS)多次成

為詐騙交易的受害者，導致數個國家的稅收短少近50億歐元。歐盟刑警組織估計在某

些國家，可能有高達九成的市場交易量是假造的。國際刑警組織(2013)歸納五項較常

見的碳交易詐欺手法如下： 

1. 藉由操縱測量結果的手段，以詐取比實際應得更多的碳權； 

2. 出售虛假或屬於別人的碳權； 

3. 對從碳市場的投資，捏造產生環境或財務上的利益等不實或誤導性的訊息; 

4. 藉著新興碳市場金融法規的漏洞，從事洗錢、證券欺詐或逃稅等非法行為; 

5. 藉由電腦駭客或釣魚手法，竊取個人碳權與個人資料。 

鑑於上述犯罪手法，國際刑警組織(2013)也提出如下六點建議，提供各國政府參

考： 

1. 提高執法意識，藉由舉辦相關議題的研討會，匯集監管機構和專家，針對現有

的和新興的碳市場進行戰略分析，識別可能的犯罪行為與風險。 

2. 建立與加強政府機構規範和監管碳市場能力。 

3. 在設計碳交易帄台時，應對執法和監管方式，提供必要的法律措施，以避免漏

洞產生，並確保碳交易法規在不同司法管轄區間的一致性、實用性和可強制執

行性。 

4. 改善來自不同國家間的執法協調和溝通管道，並建立碳權交易資訊共享機制。 

5. 提高網路安全性，促進碳交易交流，並防止電腦駭客。 

6. 提高碳交易市場金融交易的透明度。 

由於碳交易涉及跨產業與跨國業務，如果全球缺乏一套整合管理機制，以及制定

有效嚇阻機制，將造成買空賣空假象，導致政府取得錯誤資訊，可能重創全球減量努

力及政策規劃，反而，加速惡化全球暖化現象。 

本文整理與分析六項現行碳交易制度問題，作為最佳碳交易制度設計與配套措施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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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建立國家溫室氣體目標量化管理機制 

(一) QELROs 意義與計算 

QELROs係指附件一(annex I)國家目標年(例京都議定書目標年為2008-2012)之帄

均溫室氣體排放量低於基準年(base year)排放量的百分比，13換言之，為減量承諾期間

內，被允許的排放量。如果QELROs為100，表示該國目標年，每一年均可排放與基

準年相同的水準；如果QELROs高於100，表示該國目標年，每一年排放量均可高於

基準年的排放水準；如果QELRO低於100，表示該國在目標年，每一年排放量均需低

於基準年的排放水準。 

由圖1-1可知，如果附件一國家之京都減排承諾為5%，亦即排放量為基準年(1990

年)排放量的95%，假設基準年排放量為100單位，則該附件一國家QELROs = 95，則

目標年間可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如□abcd面積所示。 

 

圖 1-1QELROs 為 95 之示意圖 

資料來源：UNFCCC(2010), Issues rela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pledges for emission reductions into 

quantified emission limitation and reduction objectives. 

依據前文，可以獲得國家 QELROs 計算公式(請參閱 Simeonova and Gois ,2011)： 

  ,cmYQELROs m                                                 (1) 

  ,
es

es

YY

EE
m




                                                      (2) 

  ,ss mYEc                                                       (3) 

                                                      
13

 附件一國家係指氣候變化綱要公約附件一所列國家，主要為工業化國家與經濟轉型國家。 

95 

1990 2008 2012 

京都減量承諾(%) 

時間 

目標年

可排放

總量 

QELRO = 95 a b 

c d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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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Y 為遵行期的中間年，例如後京都遵行期為2013-2020年，因此，中間年

即為2017年 (中間的查核年)； sY 為排放量追蹤管理的啟始年，例如2013年； eY 為承

諾期的最後一年，例如2020年； sE 為排放追蹤的啟始年的排放量，例如2013年的排

放量； eE 為承諾期的最後一年的排放量，例如2020年的排放量；m 為排放時徑曲線

的斜率(slope)， c為排放時徑曲線的截距(intersect)。 

依據QELROs公式可知，影響QELROs的關鍵因子，包括啟始年與目標年排放量、

遵行期長度(包括啟始年、中間查核年及目標年設定)，據此，可以勾勒出排放時徑斜

率( m )。由此可知，排放時徑斜率取決於減量技術(或潛力)等因以影響。 

 

(二) 建立成本有效的減量目標量化管理機制 

由於碳交易制度的實施，主要遂行國家減量目標的達成，因此，碳交易制度的總

量設定與部門分配，將攸關國家達成減量目標的成本有效性。依據先進國家碳交易制

度經驗，皆設定階段性總量目標，爾後，逐步達到目標年的總量目標。然而，大部分

國家，在設定碳交易總量時，並沒有完全考量部門及國家減量減量技術與潛力，因此，

恐將增加部門減量持本負擔，及提升國家發展風險。 

綜合上述可知，透過QELROs可以獲得國家階段性排放總量上限，抑或碳預算

(carbon budget)，因此，可以作為部門排放權核配的參考依據。有關國家減量目標量

化管理機制的建立，說明如下： 

部門為落實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將推動各項減量活動，假設 i部門第 t 期的減量方

程式如式(4)所示： 

  ,0

ta

iit
ieAA                                                        (4) 

其中， itA 為第 i部門第 t期總(或稱累積)減量水準； 0iA 為第 i部門初期(或第0期)

的減量水準； ita 為減量因子，14反映第 i部門第 t期的減量率，為部門控制變數(control 

variable)。 

2. 部門知識累積方程式 

由於部門減量活動具學習效果(learning by doing)，因此，不同部門過去減量努力

與投入，會影響其累積減量知識，造成差異性的減量效率與潛力，影響各部門最適排

放時徑規劃。第 i部門知識累方程式如式(5)(參考Goulder and Mathai, 2000; Bramoulle 

and Olson, 2005及李堅明等，2007之設定)所示： 

 ),,( ititiitiit aHhHH                                           (5) 

                                                      
14

 所謂減量因子係指各部門為達到目標年的排放上限，各期的最適減量率，為本文內生求解的控制

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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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tH 為減量技術知識存量； itH 為減量技術知識累積量，受到知識存量( itH )

及知識累積函數( )影響； i 為知識存量貢獻於知識累積的比例，或稱為知識累積存

量效果(stock effect)，代表知識存量貢獻於知識累積的程度，反映過去減量活動(或技

術)的能量(capacity)； ih 為知識累積函數對知識累積的貢獻率，或稱為知識累積流量

效果(flow effect)，代表知識流量貢獻於知識累積的程度，反映，現在減量活動轉化為

減量知識(或技術)的效率，15且0 ≤ i ≤1，0 ≤ ih ≤1。由於減量行為具有學習效果，是

知識累積的來源之一，因此，假設知識累積函數是知識存量及減量因子( ia )的函數(捕

捉學習效果(learning by doing))，16且對知識累積均有正向貢獻，惟其邊際貢獻率遞

減，亦即 0/  HH
且 0/ 22  HHH ； 0/  aa ，

0/ 22  aaa ； 0aH (知識存量有助於提升學習效果)。 

式(5) 是依據Goulder and Mathai(2000)刻劃 H 對H 的影響來自兩個管道(direct 

channel)，其一是直接管道，包括等號右邊第一項之知識存量( itH )，及等號右邊的第

二項之 0/  HH
；其二是間接管道(indirect channel)，透過 0aH ，隱含知

識存量有助於提升減量效率，再透過減量效率的提升，促進學習效果，增進知識累積

量。17
 

3. 減量成本方程式 

),( ititit HaC 為第 i部門第 t期減量成本函數，18受到減量因子與知識累積量影響，

假設為減量因子的凸(convex)函數，亦即 0/  aCCa ，且 0aaC ；假設是知識累

積量的減函數，亦即 0/  HCCH
，且呈遞減的減少，亦即 0HHC 。此外，假設

減排技術知識存量增加，會降低邊際減量成本， 0/2  HaCCaH 。19
 

4. 部門排放基線方程式 

假設第 i部門第 t期排放基線(baseline)(或稱「一切照常」(Business As Usual, BAU)

方程式如式(6)所示： 

                                                      
15

 效率高低決定於經濟體系宣導活動與擴散機制。 
16

 所謂減量因子係指每一年的減排率，亦即為達到 2025 年最終排放目標量，每一年必頇控制的減排

率，亦是本文擬求解的控制變數。 
17如果依據 Bramoulle and Olson (2005)的函數設定，式(5)等號右邊第二項的流量效果僅取決於當期減

量活動( a )，而獨立於知識存量( H )，因此， 0 HHH
。易言之，知識累積方程式將簡化為

)(ahHH  。 
18

 本研究以減量成本與減量技術做為區分不同部門減量潛力的代理變數，用以本研究後續說明不同

減量潛力與部門核配量差異之原因。 
19依據學習效果(leaning by doing)，減量活動即會累積知識，有助於降低減量成本。Goulder and 

Mathai ( 2000)指出知識累積對減量水準有正向提升效果(knowledge-growth effect)，從而，會產生增加

早期減量(initial abatement rise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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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tg

iit
ieBB                                                      (6) 

其中， itB 為第 i部門第 t期基線排放量； 0iB 為第 i部門期初(或第0期)排放量； ig 為

第 i部門基線排放成長率，假設固定。20
 

5. 部門排放時徑方程式 

第 i部門第 t期排放方程式如式(7)所示： 

,ititit ABE                                                   (7) 

其中， itE 第 i部門第 t期排放水準，等於基線排放量扣除減排量。 

6. 部門與國家減量目標方程式 

第 i部門減量目標方程式如式(8)所示： 

,iTiT EE                                                      (8) 

其中， iTE 為第 i部門第T 年(或目標年)排放上限(管制量)，21式(8)指出，第 i 部門

目標年(T )，其排放量不能超過政府要求的排放上限。因此，假設整體國家有 I 個部

門，則整體國家減量目標方程式如式(9)所示： 

   ,T

I

i iT

I

i iT EEE                                              (9) 

上式表示，所有部門於目標年之排放量加總應不高於各部門目標年排放上限，以

及國家的總排放量目標( TE )。 

7. 最適減量(或排放)時徑求解 

政府在式(9)限制下，追求整體國家減量成本(最小之國家與部門最適排放(或減

量))時徑之最適控制(optimal control)問題如式(10)所示： 

  ,),(
0

dteHaCMin rt

itit

T

it

I

iait



                                     (10) 

8.求解減量因子 

本研究為得出 a的清爽解(clean solution)，以利後文的數值模擬分析，針對前文的

減量成本函數及知識累積函數，進行如下簡化。假設減量成本函數為

                                                      
20

 由於部門基線排放成長率是假設相關政策不變下，該部門的排放趨勢，因此，本研究假設該部門

基線排放成長率固定，而非求解的內生變數。 
21

 
依據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第十四條)，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依前項公告實施總量管制，應分階段訂定減量目標，並將各階段減量後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所對應之總排放額度分配中央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包括經濟部、交通部及內政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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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

1
),(  HaHaC ，易言之，不討論 0aHC 之效果，亦即忽略知識存量對減量活

動的影響。同理，簡化知識累積函數(式(5)為 HaHa  1),( ，a 與H 獨立(參考

Bramoulle and Olson (2005)設定)。因此，可以獲得

1 H

2

a

2   ，，， aHCaC Ha 及 hrc   ，再分別代入式(8)及式(9)，可

以獲得最適溫室氣體減量因子方程式如下：22
 

,
1

)]1(][1[
)(

2)())((
*

Tt

TtTthr

e

hee
a












 
                               (11) 

為確認上式是否正確？本研究以T (目標年)代入式(B5)，獲得 0Ta ，表示目標

年的減排率為零，亦即目標年時必頇達到排放上限目標，因此，減排率應確保為零，

故證明式(11)無誤。 

再將式(11)之最適減量因子代入式(4)，可獲得部門最適減量時徑，再透過式(7)，

可以獲得部門最適排放時徑方程式： 

,00

* tagt ieAeBE


                                                  (12) 

根據式(12)可知，影響部門最適排放時徑因子相當多，包括期初基限排放水準

( 0B )、期初減排水準( 0A )、基線成長率( g )、知識累積存量效果( )、知識累積流量效

果( h )及折現率( r )等因子的影響。 

(三) 實證分析  

1 部門節能投資知識累積方程式 

為評估不同部門節能投資之知識累積效果，作為部門排放權核配依據，本研究修

正式(5)如下： 

 


T

Ti iii

T

Ti iiT AIhII
00

                                    (13) 

其中， TI 為時點T 之部門節能投資水準，代表時點T 之知識累計存量； i 為 i部

門節能投資對知識存量的累積效果； ih  為 i部門節能投資與防制水準對知識累積的交

互效果。因此，式(13)是本文重要的實證方程式，其中， i 與 ih 是估計參數。 

2 實證資料說明 

本研究依據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2013)的調查研究資料，針對台灣主要

部門(包括工業、能源、建築與運輸等)於2015、2020、2025及2030年之最具潛力的節

能減排技術投資，23詳見表1-6。由表1-6可知，包括工業、能源、建築及運輸四大部

                                                      
22

 詳細求解過程，有興趣的讀者，可向作者所取。 
23

 所謂最具潛力的節能減排技術係指帄均防制成本低於 300 美元/噸 CO2 之節能減排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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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合計124個節能減排技術樣本資料。24
 

 

表 1-6 部門與產業之節能減排技術樣本數 

部門 次部門 樣本數(件) 

工業  鋼鐵業、石化業及資訊科技業 54 

能源 電力業、石油與天然氣 23 

建築 公共服務及住商部門  34 

運輸 道路交通 13 

合計 124 
資料來源：台灣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2012) 

 

 

3 實證結果 

本研究利用最小帄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進行統計推估，推估結果如表

1-7所示。由表1-7可知，大部分估計參數均呈現高度顯著性，表示推估參數具有高度

可信賴，而 2R 值也相當高，表示解釋變數的解釋能力也相當高。 

推估參數均小於一，符合前文最適控制的理論依據。此外，由於能源部門節能減排技術

包括核能、天然氣及CCS等，其減排效果相對較高，因此，能源部門的 i 值較高，符合前

述之直覺經驗。至於，交互效果則部門間差異不大，顯示透過減排活動所產生的減排

知識累積效果( ih )差異不大。易言之，影響部門減排潛力的關鍵在於減量技術的投

資，而非透過減排活動所累積經驗。 

表 1-7 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知識累積方程式迴歸結果 

部門 迴歸方程式 2R  
工業   





 
T

Ti ii

T

Ti iT AIII
00 )000.0()07.0(

777.0174.0  0.791 

能源  





 
T

Ti ii

T

Ti iT AIII
00 )001.0()031.0(

667.04.0  0.882 

建築  






T

Ti ii

T

Ti iT AIII
00 )000.0()565.0(

717.0083.0  0.467 

運輸  





 
T

Ti ii

T

Ti iT AIII
00 )010.0()095.0(

644.0353.0  0.822 

台灣  





 
T

Ti ii

T

Ti iT AIII
00 )000.0()002.0(

805.0168.0  0.808 

註 1：括號內資料代表 P 值。 

註 2：「*」代表 90%可信賴；「**」代表 95%可信賴；「***」代表 99%可信賴。 

資料來源：Lee et al.,(2013),   

 

(四) 台灣 QELROs 與碳預算規劃 

                                                      
24

 本研究基於篇幅限制，沒有將減能減排技術資料呈現，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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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 GHG 排放基線推估 

為推估台灣GHG排放基線，本研究利用台灣1990-2011年的歷史排放量資料，25獲

得帄均年成長率為4.02%。據此資料，推動台灣2012-2025年GHG排放基線如表1-所

示。由表1-8可知，至2025年台灣GHG排放量將高達425百萬噸CO2。 

 

表 1-8 台灣 GHG 排放基線推估 

單位：千噸 CO2 

年 GHG 排放量 

2012 259,047 

2013 269,098 

2014 279,539 

2015 290,385 

2016 301,652 

2017 313,356 

2018 325,514 

2019 338,144 

2020 351,264 

2021 364,893 

2022 379,051 

2023 393,758 

2024 409,036 

2025 424,906 

 

2. 台灣碳預算規劃 

本研究依據台灣2025年排放總量為215.5百萬噸CO2，再利用台灣溫室氣體減排知

識累積方程式的推估參數，亦即 168.0 及 805.0h 代入式(12)，可獲得每年最適減

排率，再依據式(13)的關係式，可以獲得台灣最適排放時徑，亦即可以獲得台灣的

QELROs，如圖1-2所示。再依據各年排放量，進一步獲得台灣三期碳預算總量，如表

1-9所示。 

表 1-9 台灣三期碳預算規劃  

                                          單位：千公噸 CO2 

 
第一期 

(2012~2016) 

第二期 

(2017~2020) 

 

各期 276,033 278,612 

總量 1,380,164 1,114,448 

 

各期 276,034 278,618 

總量 1,380,171 1,114,471 

                                                      
25

 本研究參考經濟部能源局(2012)，台灣燃料燃燒二氧化碳排放統計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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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 276,035 278,621 

總量 1,380,175 1,114,484 

   資料來源：本研究



 28 

圖 1-2 國家整體 NAMAs 排放時徑、QELROs 與碳預算規劃 

資料來源：本研究 

 

1.6結論 

全球各地實施碳交易制度以來，已如預期達到溫室氣體減量，例如歐盟於

2010年已減排8%(相較2005年)及日本東京都2013年已減排23%(相較於基準年

(2002-2007年)的帄均排放量)，此外，也激勵不少節能與綠能投資活動，例如全

球已有88個國家註冊6,800個CDM/JI計畫，總投資金額達到2,150億美元。由此可

知碳交易制度對因應氣候變遷的重要性。然而，現行碳交易制度也面臨諸多問題

與挑戰，例如排放上限如何決定問題？碳權核配如何降低產業碳風險與碳洩漏問

 
 

805.0 ,168.0  h  

 

 

805.0 ,168.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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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如何穩定碳價波動問題？如何公允揭示碳交易會計問題？及如何防制碳交

易詐欺犯罪問題？等，均是最佳碳交易制度設計應思考問題。 

本研究並以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量化管理機制為例，參考UNFCCC

第三條建議之QELROs精神，利用最適控制模型分析方法，並納入台灣的部門節

能減排投資資料，規劃符合成本有效的國家QELROs，及國家碳預算，作為部門

排放權核配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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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s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 reduction 

objectives, by 2020 as well as 2025 respectively. However, how to transfer this pledge 

to become quantified objectives management, confirming how this target will be 

achieved, is a key issue for climate policy in Taiwan. This paper expands the results 

of Lee and Chang (2013)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energy investment for the 

design of the Quantified Emission Limitation or Reduction Objectives (QELROs) 

planning, in Taiwan.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applies optimal control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abatement of GHG on energy 

investment, includes energy efficient, green energy as well as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among various sectors. It reveals that energy sector is the biggest GHG abatement 

potential sector.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GHG abatement potential on various 

sectors, the research plans a three phases carbon budgets, and the optimal emissions 

trajectories are obtained behind these carbon budget are “Inverse U ” sh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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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The UNFCCC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2010) decided parties will urgently work towards a huge reduction in global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s. This required a limitation of a global average 

temperature below 2 °C compared with pre-industrial levels, as well as a attaining a 

global peaking of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account for 

emissions and assigned amounts by parties, the UNFCCC (2012) requires parties to 

submit their quantified emission limitation or reduction objectives (QELROs).
27

The 

QELROs, expressed as a percentage in relation to a base year, denotes the average 

level of emissions that annex B parties could emit on an annual basis, during a given 

commitment period. In other words, pledges represent the end point of a trajectory of 

emissions that a party sets to achieve. 

Nordhaus (1993) is a pioneering paper that discusses climate change policy. It 

has facilitated a great deal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n particular, what the relationship 

is between greenhouse gas abatement knowledge, and optimal emission path planning. 

There are two main methodologies to discuss optimal emission time path decision in 

literature, one is the benefit-cost criterion (such as Schlesinger and Jiang, 1990; 

Nordhaus, 1993; Peck and Teisberg, 1995; Janssen, 1997; Schultz and Kasting, 1997; 

Hope, 2008; Aaheim, 2010; and Anthoff, 2011), the other is cost-effectiveness 

criterion (such as Wigley et al., 1996; Ha-duong et al., 1996; 1996; Goulder and 

Schneider, 1999; Nordhous, 1996; Goulder and Mathai, 2000; Bramoulle and Olson, 

2005; Lee et al., 2007).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its topics are limited to finding out 

the optimal emission time path, but not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GHG reduction 

pledge will be achieved during the commitment periods. Under the QELROs, there 

has been much interest in transforming the optimal emission time path into a carbon 

budget that can trace the performance of a GHG reduction target achievement. 

Taiwan‟s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 reduction 

objectives, by 2020 as well as 2025 respectively. However, how to transfer this pledge 

to become quantified objectives management, confirming how this target will be 

achieved, is a key issue for climate policy in Taiwan. This paper expands the results 

of Lee and Chang (2013) to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climate change policy and 

energy efficient investment for the design of the QELROs planning, in Taiwan.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applies optimal control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abatement of GHG on energy investment, includes energy 

efficient, green energy as well as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among various sectors.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Section 2 addresses QELROs. Section 3 lays 

out the analytical model for a cost-effective policy criterion. Section 4 presents and 

interprets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energy investment. The final section offers 

conclusions, and indicates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27

 The UNFCCC firstly provide the QELROs in “Bonn Climate Conference” 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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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1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limitation planning sectors by 2020, 2025 

SECTOR EMISSION SHARE 

IN BASE YEAR (%) 

GHG EMISSION 

LIMITATION BY 

2020(MTCO2) 

GHG EMISSION 

LIMITATION BY 

2025(MTCO2) 

Energy 8.2 20.6  17.6 

Industry 49.8 125.3 107.3 

Residential  13.2 33.2 28.4 

Commercial 13.8 34.8 29.7 

Transportation 13.7 34.5 29.7 

Agriculture  1.3 3.3 2.8 

Total  100.0 251.7 215.5 

note1：(1)Base year emissions: average emission of 2006, 2007 and 2008 three year.  

Source: Ministry of Economic and Affairs (2011). 

 

2. QELROs 

2.1 Definition of QELRO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ledges into QELROs situates the pledges in the context 

of a commitment period and related accounting of emissions and removals. In 

practical terms, it involves calculating the average annual emissions relative to a base 

year that would fit the emissions trajectory leading to the pledged target. 

Figure 1 Illustrates this for an Annex B party whose QELROs for the first 

commitment period is 95%. This party is allowed to emit, on average, an amount 

equivalent to 95% of its emissions in 1990 during each year of the commitment 

period. 

      GHG emissions  

 
Figure1. QELROs and assigned amount 

 

Source: UNFCCC (2010), Issues relating to transformation of Pledges for Emission Reductions into 

quantified emission limitation and Reduction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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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alculation of QELROs pledges 

Calculation formula of the QELROs as follows (Simeonova and Gois ,2011): 

  ,cmYQELROs m                                                 (1) 

  ,
es

es

YY

EE
m




                                                      (2) 

  ,ss mYEc                                                       (3) 

Equation 1 is the calculation formula of the QELROs, where mY is the middle 

time of commitment year, for an example, when post Kyoto commitment period is 

2013 to 2020, then mY  equal to 2017; sY is the year of starting point of the emissions 

trajectory, i.e. sY  equal to 2013; eY is the end year of pledge, i.e. eY equal to 

2020; sE is the level of emissions at the starting point (2013) or average allow 

emission; eE  is the level of emissions at the end point (2020) or pledge emission; m is 

the slope of emission trajectory (see equation 2); c is the intersect(see equation 3). 

According to the equation 2, realizing the slope of emission trajectory is 

relationship with abatement potential of the economy status quo.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define the QELRO (2013-2020) the following is required: (1) Total allowed 

emissions: determined by parties pledge; (2) Base year emissions: length of the 

commitment period. 

 

3. The model 

3.1 Behavior equation 

3.1.1 Abatement equation  

Assume greenhouse gas abatement function by the i th sector at t year as 

follows: 

  ,0

ta

iit
ieAA                                                        (4) 

Where itA is total abatement amounts (or accumulation amounts) by the i th 

sector at t year; 0iA is total abatement amounts by the i th sector at starting year(or 

initial year); ita is abatement factor,
28

reflecting abatement rate by the i th sector at 

t year, therefore, ita is a control variable by sector. 

3.1.2 Knowledge accumulation function  

                                                      
28

 Abatement rate means change rate of abatement in each year, indicating that can accurate to 
achieve commitment at pledg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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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search considers abatement activities or efforts will result in accumulate 

abatement knowledge (i.e. learning by doing effect). In other words, the abatement 

amount has been achieved. This has let to an accumulation of different abatement 

knowledge, resulting in various abatement abilities, in the future. This affects their 

optimal emissions time path planning or QELROs. Assuming the knowledge 

accumulation equation (or state equation) as follows: (see Goulder and Mathai, 2000; 

Lee et al., 2007)   

 ),,( ititiitiit aHhHH                                            (5) 

Where itH is the stock of knowledge characteristic technology at time t ; itH  is 

the stock of abatement knowledge accumulation; is the  stock of abatement 

knowledge accumulation function. Assuming )( has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0/  HH
, 0/ 22  HHH , 0/  aa , 

and 0/ 22  aaa . i presence a contribution rate of knowledge stock for 

knowledge accumulation ( or a call for a stock effect). This reflects abatement 

activities in the past, helping knowledge stock accumulation at time t , assuming 0 

≤ i ≤1; ih  represents a contribution rate both knowledge stock accumulation and 

abatement amount accumulation function for knowledge accumulation ( or a call for a 

interaction effect). This reflects abatement activities at time t  to assist the 

knowledge stock accumulation at time t , assuming 0 ≤ ih ≤1.  

3.1.3 Abatement cost function 

Let ),( ititit HaC be the economic abatement cost function of the i th sector at 

time t ,
29

 assuming )(C has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0/  aCCa , 0aaC , 0/  HCCH
,,and 0/2  HaCCaH .The last 

two properties imply that increased knowledge reduces the respective, total and 

marginal costs of abatement. 

3.1.4 Business as usual emissions function 

Assuming business as usual (BAU) emission equation as follows: 

,0

tg

iit
ieBB                                                      (6) 

Where itB is BAU emission of the i th sector at time t ; 0iB is the initial 

emissions of the i th sector; ig is the constant growth rate of emissions of the i th 

sector. 

3.1.5 Emissions function  

According to previous research obtained, this is emissions equation for the i th 

sector at time t : 

                                                      
29

 This study uses abatement cost and abatement technology to be as a abatement potential proxy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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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tit ABE                                                    (7) 

Where itE  is the emissions rate of the i th sector, equal to the BAU emissions 

net abatement amounts. 

3.1.6 Emission reduction pledge function 

The limitation of GHG emissions at the end of the pledge year is as follows: 

,iTiT EE                                                      (8) 

Where iTE is the emissions limitation of the i th sector at time T  year (pledge 

year). Assuming there are I  sectors within a country, then the total emissions 

limitation of the country must satisfy the following equation: 

   ,T

I

i iT

I

i iT EEE                                           (9) 

Equation (9) indicates that the sum of all sector emissions at time T (end of the 

pledge year) must be less than the sum of their pledge emissions (or emissions 

limitation) ( TE ). 

3.2 Optimal Time Path 

This paper considers optimal abatement when the policy criterion is for 

cost-effectiveness. To achieve a minimum cost target GHG emission constraint, by a 

specific future date, see equation (9), and must be maintained. The planner‟s problem 

is to choose the time path for abatement (or emission) that minimizes the cost of 

achieving the GHG emission reduction pledge. Formally, the optimization problem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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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itiitiit aHhHH   

ititit ABE   

00 , BA  given 

The current-value Hamiltonian associated with the optimization problem for 

Tt   is:
30

 

  )],,([),(1 iiiii

l

i i aHhHHaC                               (11)  

                                                      
30  This Hamiltonian actually corresponds to the problem of maximizing negative costs. This 

formulation is useful because it yields shadow prices with signs that match intu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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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t  , however, the problem must form the following Lagrangian: 

  ),(111 iTiT EEL                                              (12) 

Where is the co-state variable, representing the shadow price of knowledge for 

abatement, or the equivalent, the benefit of learning from abatement activities;
1  

represents the shadow cost of GHG emissions, or the equivalent, the benefit from an 

incremental amount of abatement (a small reduction in the GHG emissions). From the 

maximum principle, we obtain a set of Kuhn-Tucker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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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quation (13), this is equal to the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
iaC ) at the 

optimal level of abatement. Equation (13) states that abatement should be pursued up 

until the point at which marginal cost equals marginal benefit of abatement activities 

(
iah ). While equation (14) is a transversality condition, it states that the optimal 

solution must be satisfied by the shadow price (
1 ) multiplied by the gap of real 

emission and pledge emission) ( iTiT EE  ) equal to zero. This implies that at the end 

of the pledge year, either 01  or iTiT EE  , and thereafter. 

 

3.2.1 Solving the shadow price 

From the maximum principle, we obtain a shadow price equation as follows: 

,)(1
HH

i

Chrr
H

L





                           (15) 

Equation (15) states that the optimal shadow price of abatement knowledge stock 

grows at the rate (
Hhr  ) (at least for points in time up until T). 

Rewriting equation (15), obtaining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of shadow price for 

abatement knowledge stock ( ): 

 ,)( HH Chr                                         (16) 

Solving the equation (16) (detail solution process, please see appendix 1), we can 

obtain shadow price, i.e. cCe H

Ttc /)1( )(  . Then substitutes   into equation 

(13), Resulting as follows: 

  ,0/)1( )(   cCheC Ha

Ttc

a ii
                                      (17) 

 

3.2.2Solving the knowledg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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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state equation of the knowledge stock (see equation (5)), the general 

solution of the knowledge stock (detail solution process, please see appendix 2):  

,/)1( )(    heH Tt
                                         (18) 

 

3.2.3Solving the abatement factor 

To simplify the solution, assuming the abatement cost function 

presence
122/1),(  HaHaC , and knowledge accumulation function 

presence HaHa  1),( .31Therefore HHence, we can obtain a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marginal knowledge cost, marginal knowledge product of abatement 

(or learning), as well as a marginal knowledge product of knowledge stock, 

is
aCa  ,

2 HCH ,
2 aa , 1H ,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substituting 

these results into equation (17) and equation (18) respectively, and obtaining the 

optimal abatement factor as follows: (detail solution process, please see appendix 2) 

,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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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TtTthr

e

hee
a












 
                                (19) 

Using equation (19) and equation (4) get the optimal abatement time path sectors. 

From equation (7), a further optimal emission time path is created: 

,00

* tagt ieAeBE


                                                  (20) 

From equation (20), it‟s realized there are lots of factors to affect the optimal 

emission time path, including 0B , 0A , g , , h , and r etc. 

 

4. Empirical results  

4.1 Knowledge accumulation equation on energy investment 

To assess the GHG abatement potential of energy investment on various sectors, 

this study modifies the equation (5) as follows: 

 


T

Ti iii

T

Ti iiT AIhII
00

                                    (21) 

Where, TI is energy investment at timeT ,to stand the stock of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t timeT ; i is the stock effect of energy investment accumulation for 

knowledge accumulation on sector i ; ih  is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oth energy 

                                                      
31

 In general form is
11

1

  bHAa , to simplify the solving issue, this study letting 

0/ 22  H
, therefore, the general form will reduce to HbAa 1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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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and abatement amount accumulation for knowledge accumulation on 

sector i . Therefore, equation (21) is an empirical equation, where i and ih are 

estimated parameters. 

 

 

4.2 Explanation of empirical dat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2) 

surveyed fore major GHG emission sectors, such as energy, industrial, building, and 

transport sectors (see table 2). Table 2 provides selected sector and sub-sector with its 

related technologies (or samples).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2) used bottom-up methodology to estimate the GHG mitigation 

potential as well as its correspondence investment value on various sectors by 1015, 

2020, 2025 and 2030. (more detail data please see appendix 3)          

 

Table 2 Selected Sectors and Samples 

Sector Sub-sector Samples (piece) 

Industry  Iron & Steel 

Chemical 

Information & Technology 

54 

Energy Electricity 

Oil and Natural Gas 
23 

Building Public service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34 

Transport Road transport 13 

Total 124 
Sourc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2) 

 

4.3 Empirical results 

This study use ordinary least square methodology to estimate the parameters of 

knowledge accumulation equation on various sectors. The regression results are 

showed in table 3. Table 3 point out that all of statistics parameters are significant on 

various sectors. These imply high confidence of regression equations. Investigating all 

of estimated values of regression equation are less than 1, this imply the results to 

match the rationality of theoretical model. 

  
Table 3 Empirical result of knowledge accumulation equation on various sectors 

Sector Regression equation 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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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T

Ti ii

T

Ti iT AIII
00 )000.0()07.0(

777.0174.0  0.791 

Energy  





 
T

Ti ii

T

Ti iT AIII
00 )001.0()031.0(

667.04.0  0.882 

Building  






T

Ti ii

T

Ti iT AIII
00 )000.0()565.0(

717.0083.0  0.467 

Transport  





 
T

Ti ii

T

Ti iT AIII
00 )010.0()095.0(

644.0353.0  0.822 

National-wide  





 
T

Ti ii

T

Ti iT AIII
00 )000.0()002.0(

805.0168.0  0.808 

Note1: number of quote is P value 

Note 2: “*” means 90% confidence; “ ** “ means 95% confidence; “ *** “ means 99% confidence.   

 

 

5. QELROs and Carbon Budget Planning 

5.1 GHG BAU emission in Taiwan 

To project the business as usual (BAU) of GHG emissions in Taiwan, this paper 

use the historical GHG emissions data from 1990 to 2011, 
32

and to calculate the 

period average GHG emission growth rate annually, which is approximately 4.02%. 

Further, this research assumes the average growth rate annually is fixed on 4.02% 

from 2012 to 2025, then obtains the BAU GHG emission from 2012-2025 in Taiwan, 

see table 4. 

Table 4 BAU GHG emission (2012-2025) in Taiwan 
Unit: 1,000toneCO2 

year BAU Emissions 

2012 259,047 

2013 269,098 

2014 279,539 

2015 290,385 

2016 301,652 

2017 313,356 

2018 325,514 

2019 338,144 

2020 351,264 

2021 364,893 

2022 379,051 

2023 393,758 

2024 409,036 

2025 424,906 

 

5.2 The carbon budget planning in Taiwan 

                                                      
32

 Refer to Bureau of Energy (2012), CO2 emission from fuel combustion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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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ection further take into account the GHG pledge (215.5MtCO2)(see Table 

1) by 2025, and incorporate the knowledge accumulation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national wide regression equation, i.e. 168.0 and 805.0h , into equation(19), 

obtains the optimal abatement rate, and through the equation (20), this paper can get 

the optimal emission trajectory or QELROs in Taiwan. Base on the QELROs, and 

GHG pledge by 2025, this study further obtain three phase (phase 1: 2012-2016; 

phase 2 : 2012-2017; and phase 3 : 2022-2025) of carbon budget respectively, in 

Taiwan, see table 5 and figure 2.  

     

Table 5 Three phase carbon budget planning in Taiwan 
Unit:1,000toneCO2 

 Phase 1 

(2012~2016) 

Phase 2 

(2017~2021) 

Phase 3 

(2022~2025) 

05.0r  

per year 280,728 335,756 300,554 

total 1,403,639 1,678,782 1,202,218 

08.0r  

per year 280,734 335,853 301,057 

total 1,403,668 1,679,265 1,204,226 

10.0r  

per year 280,737 335,914 301,377 

total 1,403,686 1,679,569 1,205,506 

 

 

 
 

805.0 ,168.0  h  

 

BAU 

Emission 

Ab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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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QELROs and three phase carbon budget planning, in Taiwan 

 

 

 

6. Conclusion 

Global GHG emissions are increasing rapidly and, in May 2013, carbon-dioxide (CO2) 

levels in the atmosphere exceeded 400 parts per mill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several 

hundred millennia (IEA, 2013). IEA (2013)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world is not on track to 

meet the target agreed by governments to limit the long-term rise in the average global 

temperature to 2 degrees Celsius (°C). The Kyoto Protocol (Article 3) emphasizes annex I 

countries should calculate pursuant to their quantified emission limitation and reduction 

commitments. Therefore, enhancing the intensive actions to reach the GHG pledge by 

2020 is the key climate change policy internationally.   

This research is the pioneer study for investigating how to achieve the GHG pledge by 

2025 in Taiwan. This paper has employed theoret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study to 

examine the GHG abatement potential of energy investment in Taiwan. Through the 

empirical result,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energy sector is the biggest GHG abatement 

potential of energy investment in Taiwan.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a three phase carbon budget under optimal QELROs 

planning. It may be useful for the government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launching of 

energy investment can achieve the GHG emissions pledge by 2025. This approximates the 

situation implied by recent policy proposals of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805.0 ,168.0  h  

CB1 

CB2 

CB3 

BAU 

QEL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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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A.1 Solving the shadow price 

Rewrite the equation (16), Obtaining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of the shadow price as 

follows: 

 ,)( HH Chr                                              (A1) 

The general solution of the equation (A.1) is: 

  ,  c                                                       (A2) 

Where is a particular solution; c is a complementary solution. Let
ct

c Be ,then, 

getting the general solution of the shadow as follows: 

    ctBe                                                     (A3)  

1. solving   

Under steady state, 0 . The substitutes 0  into equation (A.1), then the 

optimal value of the shadow price is solved as follows: 

,/ cCH                                                       (A4) 

Where 
Hhrc   . 

2. Solving c  

Since 0T ,
33

and puts into equation(A3), we can solve
cT

H ecCB  )/( , then 

furthermore, we can solve the general solution: 

)()/( Ttc

Hc ecC                                           (A5) 

Summing equation (4)and (5), then the general solution of the shadow price is 

cCe H

Ttc /)1( )(  . 

 

 

 

                                                      
33 

Satisfying the transversality condition, then 0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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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Solving the stock of knowledge 

Rewrite equation (5) (knowledge accumulation equation), Let the general solution of 

the knowledge accumulation equation as follows: 

,HHH c                                                 (A6) 

Where H is a particular solution;, then / hH ; cH  a complementary 

solution., and letting
t

c MeH  . Hence, we can obtain the general solution of the shadow 

price of the knowledge syock as follows: 

,/  hMeH t
                                                 (A7) 

Since 0TH , and putting into equation (A7), obtaining 
TehM   )/( , then , 

furthermore, we can get the general solution of the knowledge stock is 

 /)1( )(   heH Tt
.                                                

 

Appendix 2 

Simplifying the abatement cost function to be as  
12

2

1
),(  HaHaC , and knowledge 

accumulation function to be as HaHa  1),( . Then, the results of the differential 

on theses two equations as : aCa 2 ,
2 HCH , 1H  ,  2

a

 a , hrc   .Then 

we can furthermore rewriting the below equations which 

are 0/)1( )(   cCheC Ha

Ttc

a ii
 and  /)1( )(   heH Tt

 as follows: 

    ,0]/[]1[ 22)(1  
hrHhAeA

Tthr 
                    (B1) 

    ,/1 11)(    HaheH Tt
                                (B2) 

From equation (B1), we can gets, 

    ,0]1[ 22)(1  
Hhaea

Tthr 
                               (B3) 

Rearrange the equation (B2): 

,)]1(/[)1( )()( aeeH TtTt                                   (B4) 

Using the equation (B3) and (B4), solving the abatement factor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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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 

Appendix 3 

表 A3-1 GHG abatement potential and investment cost(2015-2030)by industrial sector 

technology abatement potential 

(MtCO2e/year) 

Abatement cost 

(US$/tCO2e) 

2015 2020 2025 2030 2015 2020 2025 2030 

IT1 N/A 0.14 0.27 0.4 N/A -61.84 -62.62 -62.58 

IT2 0.38 0.45 0.44 0.37 -147.66 -142.77 -141.07 -150.47 

IT3 0.14 0.38 0.62 0.87 -235.22 -235.49 -235.51 -239.98 

IT4 0.34 0.4 0.46 0.53 -175 -145.47 -135.18 -127.03 

IT5 0.11 0.27 0.49 0.59 -212.26 -202.29 -195.2 -198.68 

IT6 0.03 0.09 0.17 0.24 -136.55 -125.99 -118.71 -117.56 

IT7 0.18 0.44 0.81 1.31 -117.93 -117.68 -117.19 -122.47 

IT8 0.16 0.51 1.08 1.72 -99.72 -93.12 -94.19 -98.41 

IT9 0.05 0.13 0.21 0.34 -116.46 -113.26 -111.22 -115.59 

IT10 0.11 0.24 0.35 0.44 -78.76 -73.56 -69.96 -70.35 

IT11 0.05 0.16 0.29 0.38 -20.07 -20.49 -19.2 -16.34 

IT12 0.08 0.12 0.12 0.1 -39.3 -45.3 -51.8 -58.19 

IT13 0.35 0.82 1.21 1.61 -25.04 -26.61 -26.01 -24.74 

IT14 0.34 0.8 1.18 1.57 -31.55 -38.01 -45.03 -52.32 

IT15 0.43 0.96 1.35 1.68 61.26 58.68 57.73 57.05 

IT16 1.08 1.45 1.41 1.56 -18.91 -26.67 -35.1 -44.22 

IT17 0.12 0.39 0.66 0.67 -82.01 -79.38 -76.68 -74.89 

IT18 0.17 0.22 0.33 0.61 -40.18 -32.52 -30.19 -35.75 

IT19 N/A 0.61 0.9 1.17 N/A 3.61 4.44 6.18 

IT20 N/A 0.61 0.9 1.16 N/A 12.4 12.05 11.98 

IT21 N/A 0.03 0.07 0.16 N/A 72.25 63.94 47.52 

IT22 N/A 0.03 0.07 0.15 N/A 119.4 107.73 85.83 

IT23 N/A N/A N/A 0.57 N/A N/A N/A 93.28 

IT24 N/A N/A N/A 0.59 N/A N/A N/A 92.77 

IT25 N/A N/A N/A 3.88 N/A N/A N/A 106.56 

IT26 N/A N/A N/A 4.01 N/A N/A N/A 106.98 

IT27 0.1 0.2 0.29 0.37 50.75 44.16 40.94 38.15 

IT28 N/A 0.11 0.11 0.11 N/A -90.07 -94.38 -97.98 

IT29 0.1 0.18 0.25 0.31 88.05 78.27 71.12 6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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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30 N/A 0.22 0.22 0.22 N/A -73.34 -77.05 -80.12 

IT31 0.09 0.16 0.21 0.25 100.77 85.69 72.79 58.05 

IT32 N/A 0.23 0.23 0.22 N/A -90.07 -94.38 -97.98 

IT33 0 0 0 0 0 0 0 0 

IT34 0 0 0 0.01 0 0 0 0 

IT35 0 0 0 0 25.82 25.82 25.82 25.82 

IT36 0 0 0 0.01 0 0 0 0 

IT37 0 0 0 0 51.64 51.64 51.64 51.64 

IT38 0 0 0 0.01 0 0 0 0 

IT39 0.19 0.38 0.65 0.99 -13.35 -18.74 -21.61 -24.05 

IT40 0.08 0.13 0.27 0.47 200.96 158.43 88.07 33.48 

IT41 0.62 0.9 1.03 1.02 -7.7 -12.98 -15.82 -18.23 

IT42 0.5 0.67 0.72 0.68 6.98 -8.2 -18.36 -28.83 

IT43 0.13 0.3 0.47 0.64 37.94 33.55 30.96 28.81 

IT44 0.04 0.07 0.09 0.11 13.65 -1.21 -10.99 -21 

IT45 0.93 0.92 0.91 0.91 41.02 36.69 34.12 31.98 

IT46 0.04 0.04 0.03 0.03 -90.79 -110.74 -126.55 -143.69 

IT47 0.46 1.63 2.74 3.79 -75.72 -84.62 -92.94 -101.82 

IT48 0.56 1.66 2.58 3.79 -28.22 -34.11 -42.12 -45.72 

IT49 0.16 0.29 0.28 0.27 -71.25 -79.94 -88.11 -96.85 

IT50 0.02 0.02 0.02 0.02 51.92 26.04 23.32 17.41 

IT51 0.1 0.2 0.28 0.37 50.75 44.16 40.94 38.15 

IT52 0.11 0.21 0.32 0.42 45.26 37.27 33.55 30.44 

IT53 0.1 0.19 0.26 0.32 87.19 75.95 67.05 57.29 

IT54 0.1 0.19 0.28 0.37 74.31 65.17 61.28 58.49 

IT55 0.09 0.16 0.21 0.25 100.77 85.69 72.79 58.05 

IT56 0.11 0.2 0.29 0.33 120.18 111.56 105.9 86.82 

IT57 0 0 0 0 0 0 0 0 

IT58 0 0 0 0.01 0 0 0 0 

IT59 0 0 0 0 25.82 25.82 25.82 25.82 

IT60 0 0 0 0.01 30.01 30.01 30.01 30.01 

IT61 0 0 0 0 51.64 51.64 51.64 51.64 

IT62 0 0 0 0.01 60.01 60.01 60.01 60.01 

IT63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IT64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IT65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IT66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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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67 N/A N/A N/A 0.21 N/A N/A N/A 74.25 

IT68 N/A N/A N/A 0.1 N/A N/A N/A 73.91 

IT69 N/A N/A N/A 1.79 N/A N/A N/A 80.2 

IT70 N/A N/A N/A 1.54 N/A N/A N/A 81 

IT71 0.37 0.91 1.47 2.06 69.7 66.88 65.58 64.52 

IT72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IT73 2.44 2.44 2.44 2.44 72 69.18 67.88 66.82 

IT74 1.92 1.92 1.92 1.92 73.19 70.97 69.06 68.01 

IT75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IT76 0.32 0.38 0.4 0.42 -105.91 -233.19 -308.11 -370.73 

IT77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IT78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IT79 0.64 0.64 0.64 0.64 -206.75 -206.73 -206.73 -206.73 

IT80 0.64 0.64 0.64 0.64 -206.76 -206.73 -206.73 -206.73 

IT81 0.35 0.86 1.56 2.47 -92.62 -102.35 -111.21 120.63 

IT82 0.07 0.13 0.25 0.19 -79.02 -87.63 -102.35 -105.65 

IT83 0.41 0.78 1.15 1.55 2.35 -49.29 -70.86 -85.36 

IT84 0.02 0.32 0.17 0.24 -70.39 -86.23 -100.34 -101.87 

IT85 0.63 1.18 2.32 3.46 -95.78 -105.66 -115.24 -124.96 

IT86 0.02 0.03 0.03 0.04 -69.03 -84.32 -98.79 -101.26 

IT87 0.31 0.59 0.86 0.83 57.14 90.07 123.71 196.38 

IT88 0.25 0.09 0.19 0.32 -62.61 -57.71 -51.2 -34.75 

IT89 1.99 2.3 2.65 3.23 3.5 3.5 3.5 3.5 

IT90 0.64 1.65 3 4.73 3.32 3.32 3.32 3.32 

Note: ITi: the ith Industrial Technology   

Sourc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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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 GHG abatement potential and investment cost(2015-2030)by energy sector 

technology abatement potential 

(MtCO2e/year) 

Abatement cost 

(US$/tCO2e) 

2015 2020 2025 2030 2015 2020 2025 2030 

ET1 10.1 25.2 38.8 49.6 N/A N/A N/A N/A 

ET2 11.24 20.57 26.82 31.47 N/A N/A N/A N/A 

ET3 0.5 1.2 1.9 2.7 -11.7 -5.4 -6.4 -10 

ET4 N/A 0.05 0.66 0.64 N/A 49.82 47.41 44.73 

ET5 0.5 1.6 2.6 3.5 133.9 83.4 63.4 47.8 

ET6 0.53 1.48 3.8 4.62 100.19 66.5 32.38 19.32 

ET7 0.8 1.3 1.6 2.4 24.6 27.8 26.8 20.8 

ET8 1.07 1.8 1.78 1.85 20.79 25.75 23.34 16.24 

ET9 0.5 1.8 5.2 8.2 93.8 77.3 61.2 48.4 

ET10 0.46 1.85 5.23 8.21 93.82 77.34 61.18 48.37 

ET11 0.4 0.7 2.4 2.3 150.2 152.7 148.6 150.4 

ET12 1.99 3.48 5.98 6.18 17.44 23.42 19.45 13.72 

ET13 N/A 0.1 0.4 1.2 N/A 232.8 212 188.9 

ET14 N/A 0.02 0.14 0.4 N/A 184.98 134.31 105.65 

ET15 N/A 0.4 0.9 1.2 12.4 14.7 12.5 10.3 

ET16 N/A 0.46 0.69 0.9 N/A 14 9.52 0.34 

ET17 N/A 0.1 2.6 6.1 N/A 43.4 41.4 37.7 

ET18 N/A 0.07 0.25 0.3 N/A 82.89 56.06 49.3 

ET19 N/A N/A 12.4 23.5 N/A N/A 71.4 66.8 

ET20 N/A N/A 11.43 21.22 N/A N/A 87.95 95.43 

ET21 N/A 8.5 26.4 31.4 N/A -25.2 -28 -29.3 

ET22 N/A 8.55 27.25 30.98 N/A -47.29 -56.07 -64.84 

ET23 15.8 18.1 17.7 17.6 -29.8 -21.9 -21.4 -21.8 

ET24 14.88 18.17 17.62 17.44 -53.03 -44.15 -49.55 -57.13 

ET25 N/A 6.7 9.1 9.7 N/A 108 114.5 122.6 

ET26 N/A 8.16 13.13 13.67 N/A 114.9 114.93 106.24 

ET27 5.2 5.4 4.6 4.2 72.7 69.7 68.5 67.4 

ET28 0.64 0.67 0.56 0.59 -5.67 -12.76 -18.95 -27.36 

ET29 N/A N/A 3 8 N/A N/A 76.5 72.8 

ET30 N/A N/A 2.88 5.78 N/A N/A 112.45 113.86 

ET31 N/A N/A 0.2 1.3 N/A N/A 64.2 60.7 

ET32 N/A N/A 0.64 1.38 N/A N/A 153.94 146.53 

ET33 0 0 0 0 -212.16 -222.84 -233.57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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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34 0 0 0 0 -220.49 -228.19 -241.35 -253.68 

ET35 0 0 0 0 -141.68 -157.46 -168.18 -181.22 

ET36 0 0 0 0 -145.56 -153.26 -166.42 -178.75 

ET37 0 0 0 0 -153.86 -169.64 -180.36 -193.4 

ET38 0 0 0 0 -159.45 -167.16 -180.31 -192.65 

ET39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ET40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ET41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ET42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ET43 0.02 0.02 0.01 0.01 -11.19 -9.04 -7.63 -6.64 

ET44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ET45 0.01 0.01 0.01 0.01 -29.18 -29.69 -30.2 -31.23 

ET46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ET47 0.01 0.02 0.02 0.02 40.01 39.49 38.98 37.95 

ET48 0.01 0.02 0.02 0.02 36.94 38.23 37.17 36.3 

ET49 0 0 0 0 -207.06 -214.87 -217.48 -224.34 

ET50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ET51 0.07 0.14 0.23 0.31 -163.43 -184.79 -197.95 -212.9 

ET52 0.02 0.05 0.07 0.1 -122.15 -140.61 -151.35 -161.36 

ET53 0.12 0.26 0.41 0.55 -144.12 -165.83 -179.28 -194.15 

ET54 0.21 0.43 0.67 0.92 -122.15 -126.25 -135.87 -144.67 

ET55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ET56 N/A 0.83 1.42 1.96 N/A 162.4 156.51 156.91 

ET57 0.41 0.78 1.12 1.44 -30.13 -54.26 -71.85 -87.65 

ET58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ET59 0.025 0.11 0.22 0.67 14.89 109.22 99.53 92 

ET60 N/A N/A 0.39 1.01 N/A N/A 93.66 91.03 

Note: ETi: the ith Energy Technology   

Sourc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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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3 GHG abatement potential and investment cost(2015-2030)by building sector 

technology abatement potential 

(MtCO2e/year) 

Abatement cost 

(US$/tCO2e) 

2015 2020 2025 2030 2015 2020 2025 2030 

BT1 0.08 0.24 0.51 0.68 -67.96 -66.82 -69.55 -68.74 

BT2 0.27 0.78 1.29 1.55 -76.37 -82.19 -89.17 -97.41 

BT3 0.12 0.68 0.76 0.84 -104.77 -119.98 -129.98 -142.05 

BT4 0.19 0.27 0.32 0.35 -78.05 -85.85 -84.45 -95.61 

BT5 1.73 2.97 3.31 3.64 -92.02 -101.71 -110.56 -119.96 

BT6 1.03 1.12 1.21 1.3 156.54 -55.69 -62.23 -69.26 

BT7 0.41 0.8 1.2 1.59 -98.05 -108.04 -117.08 -126.68 

BT8 0.58 1.18 1.84 2.54 -51.38 -57.36 -62.61 -67.94 

BT9 0.04 0.12 0.24 0.4 -86.05 -103.86 -114.98 -125.41 

BT10 0.28 0.55 0.81 1.05 -60.98 -56.42 -57.54 -60.33 

BT11 0.28 0.89 1.9 3.35 -91.87 -99.6 -107.34 -116 

BT12 0.24 0.67 1.17 1.53 -51.8 -47.82 -46.62 -51.52 

BT13 0.53 1.08 1.64 2.21 -60.08 -51.56 -55.21 -62.59 

BT14 0.29 0.5 0.66 0.77 -9.53 35.7 62.3 86.61 

BT15 0.1 0.31 0.64 1.11 -19.68 -26.75 -34.16 -42.23 

BT16 0.07 0.2 0.36 0.54 133.8 135.83 135.43 104.31 

BT17 0.61 1.34 2.21 2.41 -92.68 -102.41 -111.27 -120.7 

BT18 1.48 1.88 1.86 1.8 125.59 127.23 126.38 124.9 

BT19 0.46 0.82 0.82 0.81 -92.02 -101.71 -110.56 -119.96 

BT20 0.45 0.44 0.44 0.43 154.41 157.44 -77.67 -92.86 

BT21 0.4 2.08 2.07 2.05 -104.77 -119.84 -129.37 -141.5 

BT22 0.71 0.96 1.02 1.02 -68.7 -70.62 -80.65 -89.71 

BT23 0.38 1.12 1.86 2.21 -96.04 -105.25 -113.65 -122.62 

BT25 0.29 0.8 1.13 1.27 -65.99 -67.51 -63.8 -57 

BT26 0.12 0.23 0.32 0.4 -87.03 -96.48 -105.17 -114.41 

BT27 0.09 0.21 0.33 0.43 -25.58 -31.33 -39.1 -56.04 

BT28 0.14 0.4 0.75 1.05 -87.45 -96.93 -105.62 -114.88 

BT29 0.28 0.76 1.2 1.52 -25.98 -31.68 -37.47 -54.31 

BT30 0.23 0.69 1.38 0.9 -13.86 -21.19 -28.94 -45.11 

BT31 0.13 0.36 0.67 0.98 131.42 133.36 134.4 109.07 

BT32 0.18 0.35 0.5 0.64 -98.05 -108.04 -117.08 -126.68 

BT33 0.17 0.31 0.42 0.5 93.49 106.52 120.37 135.45 

BT34 0.32 0.95 1.57 1.87 -95.58 -104.6 -112.85 -1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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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35 1.37 2.55 2.41 2.32 82.9 171.36 264.49 263.21 

Note: BTi: the ith Building Technology   

Sourc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2) 

 

表 A3-4 GHG abatement potential and investment cost(2015-2030)by transport sector 

technology abatement potential 

(MtCO2e/year) 

Abatement cost 

(US$/tCO2e) 

2015 2020 2025 2030 2015 2020 2025 2030 

TT1 0.68 1.29 1.81 2 -40.1 -85.64 -112.12 -110.06 

TT2 0.78 1.06 1.33 0.92 -207.77 -224.07 -240.26 -89.84 

TT3 0.23 0.65 1.21 1.64 16.99 -46.71 -69.92 -73.68 

TT4 0.11 0.21 0.39 0.65 108.04 56.28 -58.98 -63.83 

TT5 N/A N/A N/A 0.32 N/A N/A N/A 112.09 

TT6 N/A 0.02 0.07 0.1 N/A -681.04 -1028.94 -1638.5 

TT7 N/A N/A N/A 0.12 N/A N/A N/A 243.27 

TT8 N/A 0 0.03 0.03 N/A -1660.8 -2112.9 -6223.7 

TT9 0.01 0.01 0.02 0.01 -33.01 -60.44 -78.74 -39.43 

TT10 0.03 0.03 0.02 0.01 -139.21 -162.68 -176.17 -121.35 

TT11 0 0.01 0.02 0.02 149.38 135.48 147.2 187.96 

TT12 N/A N/A 0.02 0.03 N/A N/A 129.4 89.36 

TT13 0 0 0 0 0 0 0 0 

TT14 0 0 0 0 0 0 0 0 

TT15 0.03 0.07 0.1 0.12 -175.81 -225.72 -254.69 -272.82 

TT16 0 0 0 0 0 0 0 0 

TT17 N/A N/A 0.06 0.11 0.17 N/A 135.94 52.81 

TT18 N/A 0.04 0.09 0.15 N/A N/A 189.97 46.74 

TT19 N/A 0.02 0.08 0.15 0.23 255.07 62.63 -0.56 

TT20 N/A 0.05 0.12 0.19 N/A N/A 9.89 -79.23 

TT21 N/A 0.07 0.27 0.49 0.75 -137.57 -197.29 -224.44 

TT22 N/A 0.02 0.06 0.11 N/A N/A -127.42 -227.88 

TT23 N/A 0.02 0.02 0.02 0 214.24 162.41 142.36 

TT24 N/A N/A N/A 0.1 N/A N/A N/A N/A 

TT25 N/A N/A 0.03 0.08 0.14 N/A 255.94 30.58 

TT26 N/A N/A N/A 0.12 N/A N/A N/A N/A 

TT27 0.05 0.01 0.07 0.24 0.59 -93.7 -147.48 -177.56 

TT28 0.05 0.1 0.15 0.14 N/A -513.3 -527.54 -521.01 

TT29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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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30 0 N/A 0 0 0 N/A 0 0 

TT31 0.22 0.46 0.58 0.53 58.55 4.5 -29.03 -62.41 

TT32 0 N/A 0 0 0 N/A 0 0 

TT33 0 0 0.14 0.25 0 0 81.42 59.15 

TT34 0 0 N/A N/A 0 0 N/A N/A 

TT35 N/A N/A 0.01 0.01 N/A N/A 257.33 105.37 

TT36 0.01 0.01 0 0.01 -1260.6 -1447.8 -1569.2 -1666.4 

TT37 0.11 0.08 0.07 0.22 84.71 52.77 32.86 13.05 

TT38 0 0 0.04 0.04 0 0 -342.99 -356.7 

TT39 N/A 0.02 0.01 0.04 N/A 196.61 121.66 48.18 

TT40 0 0 0.02 0.02 0 0 -505.9 -532.67 

Note: TTi: the ith Transport Technology   

Sourc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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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中國溫室氣體減量之政策工具分析 

兼論兩岸碳交易市場的可行性 

2.1前言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2) 指出中國因燃料燃燒而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已經是世界最高，其2010年的排放量占全球142個國家排放總量有23.8% 之多。氣

候變遷是全球共同面對的重要議題，中國在《京都議定書》的第一階段減排承諾期

（2009年至2012年）中屬於非附件一國家 (non-Annex I countries)，34
 雖然目前還不

用承擔溫室氣體減排義務，但近年來也被要求共同承擔減排義務。另外，縱使中國本

身未承諾減排，未來也可能會被其他國家的減排政策所牽制。以「碳關稅」為例，美

國於2009年6月通過的《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 (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賦予美國政府對未實施減排規範的國家課徵碳關稅的權力，以反應減排的外部

性，保護負擔減排成本的產業。35
 歐盟也於2011年12月宣布將自2012年1月貣，對歐

盟境內貣降的航空業者進行碳排放量的管制；排碳量超出標準的航空業者必頇繳納碳

稅或是由歐盟排放交易機制中購買碳權來抵銷超標的排放量；雖然目前各國對於歐盟

向航空業課徵碳稅的看法不一，但是歐盟目前尚未有中止此政策的打算。36
 綜觀國

際趨勢，中國事實上也已面臨不得不加緊推動環境政策的壓力。Matoo et al. (2009) 指

出，若各國全面實施碳稅，中國的出口商品帄均會被課以26%的關稅稅率，出口量可

能會因此而下滑21%。因此，伴隨著中國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及城市化，中國面臨的減

排壓力與日俱增。本文的主旨便是在檢視中國的低碳政策及其各種溫室氣體減量政策

下所運用的工具，並初步分析兩岸碳市場合作的可能性。 

 

2.2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情況 

圖2-1顯示自1990年至2010年全球前五大二氧化碳排放國之排放情況。中國於

199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僅占全球總量的10.55%，然而近20年來，中國快速工業化，

使得石化能源的需求與用量都大幅增加；於是中國在2005年至2007年間，即超越美國

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 

                                                      
34

 《京都議定書》規定附件一國家（已開發國家），六種受管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於 2012 年要較 1990

年水準再減少 5.2%。 
35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http://www.edf.org/climate/american-clean-energy-and-security-act-details. 

(2012/02/29 取得) 
36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c.europa.eu/clima/policies/transport/aviation/index_en.htm. 

(2012/02/29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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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1990-2010 年 前五大二氧化碳排放國之排放趨勢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 IEA (2012), CO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Highlights, 2012 Edition, IEA, 

Paris, France. 

 

若以排放強度來看，37
 由於經濟成長使得GDP持續快速增加，因此排放強度逐

年下降。若以人均排放量觀之，38
 中國龐大的人口數量使得中國於1990年至2007年

間，人均排放量一直低於全球水準在2010年的人均排放量為5.39噸，僅排名全球第56

位。不過從圖2-2與圖2-3可以看出，中國於1990年至2010年間，排放強度一直高於全

球水準；人均排放量則是在2005至2008年間就超越全球人均排放量並逐漸攀升。 

 

                                                      
37

 中國官方所稱之「碳排放強度」即「碳排放密集度 (carbon intensity)」，將一國二氧化碳排放量除

以國內生產毛額 (GDP) 後，就可求得此二氧化碳排放指標。國際能源網，

http://www.in-en.com/article/html/energy_1408140817525565.htm。(2012/02/29 取得) 
38

 將一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除以總人口所計算出來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標。 

http://www.in-en.com/article/html/energy_14081408175255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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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1990-2010 年 二氧化碳排放強度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IEA (2012), CO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Highlights, 2012 Edition, IEA, Paris, France. 

若是以2010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部門別來看，電力及熱力生產貢獻了中國49%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次是製造業及建築業 (32%)。 

 

圖 2-3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 

1. IEA (2012), CO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Highlights, 2012 Edition, IEA, Paris, France. 

2. 經濟部能源局，2012，我國燃料燃燒二氧化碳排放統計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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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中國 2010 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部門別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 

IEA (2012), CO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Highlights, 2012 Edition, IEA, Paris,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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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國溫室氣體減排的政策工具 

中國目前主要的環境立法架構顯示如圖2-5，可分為中央以及地方兩部分。中央

單位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國家發展改革委

員會以及環境保護部等；地方單位有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央與地方各自有負責

制定政策與發布環境規範性文件的單位，而規範性文件依位階的不同又可分為法律、

法規、規章等。 

 

 

 

 

 

 

 

 

 

 

 

 

 

圖 2-5 中國的環境立法行政架構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入口網站， http://www.gov.cn/。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下的常設機構，簡稱全國人大

常委會；39
 為中國最高的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修改憲法及督促憲

                                                      
39

 依《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中的委員們每屆任期五年，

組成人員於全國人大會議中經選舉產生，主要受令於中國共產黨。從 1954 年至今，中國已成立了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現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任期為 2008 年至 2013 年。人民網，

中

央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 

國務院 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及 

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 

國家發展和

改革委員會 

地方各級 

人民代表大會 

環境保護部 

地

方 

http://w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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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實施；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則負責解釋憲法以及環境法律的制定和修改。40
 除了

現行的憲法於第二十六條明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

他公害。」之外，41
 於1989年正式通過的《環境保護法》42

 更是確立了協調環境保

護與經濟發展的基本原則，明訂各級單位及個人之於環境保護的義務。43與節能減碳

相關的環境法律則包括《大氣污染防制法》、《節約能源法》、《清潔生產促進法》、

《環境影響評估法》、《放射性汙染防治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環經濟促進

法》。在以上法律中，與溫室氣體減排最直接相關的法律為《大氣污染防制法》44
 。

隨著工業增產、加以中國人口急速成長並集中於城市地區，造成城市大氣汙染程度加

劇。為了減緩大氣環境的惡化，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87年通過了《大氣污染防制法》，

歷經1995年及2000年兩次修訂，自2000年9月1日貣正式施行。其中，《大氣污染防制

法》主要制訂全面性大氣污染防治的監督管理準則；且針對燃煤產生的大氣污染、機

動車船的排放汙染以及廢氣、塵和惡臭汙染的防治也訂定原則性的規範以及應負的法

律責任。《大氣污染防制法》所包含的大氣污染物之「總量管制」規範，為碳交易機

制的建立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根據。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07) 將各國政府於過去20年中所採取

的環境政策工具區分為五大類，包括命令及控制型管制 (command and control 

regulations)、45
 政府直接提供 (direct provision by governments)、46

 公眾和私人部門

參與 (engaging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sectors)、47
 用市場手段 (using markets)

48
 以

及創造市場 (creating markets)。49
 其中，命令及控制型管制是政府最直接的汙染管制

手段；然而命令及控制型管制多是利用立法或標準的設定以達成目標，易有時間落差

之問題；為了使管制更加靈活，並減輕受管制者的經濟負擔，政策的發展便逐步朝向

創造市場一途。OECD (1997) 將利用市場機制的政策工具分為費/稅 (charges)、50
 補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shizheng/252/9667/9685/7004041.html。(2012/03/11 取得) 

40
 憲法於 1982 年發布，之後並於 1988 年、1993 年、1999 年與 2004 年陸續修訂。 

4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2012/03/11 取得) 
4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iliao/flfg/2005-08/05/content_20923.htm。(2012/03/11 取得)  
43

 1979 年，全國人民大會常務委員會首先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詴行)》，於此十年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在 1989 年的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中

正式通過。環境保護法共計有六章及四十七則法條。 
4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iliao/flfg/2005-08/05/content_20945.htm。(2012/03/11 取得) 
45

 包括標準、禁令、許可和配額、責任、法律賠償、靈活的規章。 
46

 包括環境基礎設施、生態工業園區、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護區、生態復育。 
47

 包括公眾參與、地方分權、信息揭露、生態標籤、自願協議、政府與私人合作。 
48

 取消不適當的補貼、環境稅費、使用者付費、押金退款制度、有目標的補貼、自我監督 (如

ISO14000)。 
49

 財產權、可交易的許可和權力、補償項目、綠色採購、環境投資基金、種子基金和激勵機制、生

態服務付費。 
50

 包括汙染排放收費 (effluent charges)、使用者付費 (user charges)、生產費 (product charges)、管理

費 (administrative charges)、差別稅率 (tax differentiation)。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shizheng/252/9667/9685/7004041.htm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iliao/flfg/2005-08/05/content_20923.htm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iliao/flfg/2005-08/05/content_209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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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 (subsidies)、押金退款制度 (deposit-refund system)、創造市場 (market creation)與

經濟誘因 (financial enforcement incentives)等五項。51
 

延續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07) 與OECD (1997) 的概念，本文

將中國有關溫室氣體的現行政策工具重新分為三大類如表1：命令及控制型、利用市

場手段與創造市場。命令及控制型包括總量管制、環境影響評價與三同時制度；52
 市

場手段則包括租稅誘因與排汙者付費；而創造市場則包括排汙許可證與碳交易市場。 

表 2-1  中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環境政策工具 

命令及控制型 利用市場手

段 
創造市場 

直接管制型 預防監控型 

總量管制 

 

環境影響評價 

三同時制度 

租稅誘因 

排汙者付費 

排汙許可證 

碳交易市場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2.3.1 命令及控制型溫室氣體減排政策工具 

命令及控制型政策工具係由政府提出具體的指導方向，並要求受管制方遵孚的強

制性規範。53
 中國現行的命令及控制型政策工具可分成兩種，一為直接管制溫室氣

體排放量的總量管制；另一種是對新建設案的預防監控型制度。 

2.3.1.1 直接管制型 

直接管制型的溫室氣體減排政策工具即是直接對廠商採總量管制。2004年，發改

委發布《節能中長期專項規劃》54
 ，首先提出節能目標為：於2010年，中國每萬元

GDP能耗由2002 年的2.68噸標準煤下降到2.25噸標準煤，年均節能率為2.2%；2020

年每萬元GDP能耗下降到1.54噸標準煤，年均節能率為3%。又為配合節能減排目標，

中國宣布於十一五期間內啟動十大重點節能工程；55
 並將工業、交通運輸、建築以

及家用及辦公用的電氣與照明都列為節能的重點領域。另外針對重點耗能企業實施了

《千家企業節能行動實施方案》56
 ，要求這些企業除了加強能源使用的統計之外，

                                                      
51

 「創造市場」包括排放權交易 (emissions trading)、市場仲裁 (market intervention)、履行義務保險 

(liability insurance)。 

「經濟誘因」包括罰款 (non-compliance) 與履約保證金 (performance bonds)。 
52

 建設專案的「三同時」主要是指建設的污染防治設備必頇與建設的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

同時投入使用，以確實達成污染防治的效果。 
53

 The Encyclopedia of Earth, http://www.eoearth.org/article/Command_and_control_regulation. 

(2012/03/11 取得) 
54

 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改革委員會文件，

http://www.ndrc.gov.cn/xwfb/W020050707568608679047.doc。(2012/03/11 取得) 
55

 十大重點節能工程包括煤工業鍋爐（窯爐）改造、區域熱電聯產、餘熱餘壓利用、電機系統節能、

能量系統優化、建築節能、綠色照明、政府機構節能以及節能監測和技術服務體系建設工程。 
56

 中國發改委文件，http://hzs.ndrc.gov.cn/newzwxx/W020060413519443227868.doc。(2012/03/11 取得) 

http://www.eoearth.org/article/Command_and_control_regulation
http://www.ndrc.gov.cn/xwfb/W02005070756860867904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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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編寫節能的規劃報告並提交主管部門審核。57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

五年規劃綱要》58
 與《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59

 於2006年提出「十一五」期間

欲達成的數項目標，一為到2010年，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由2005年的1.22噸標準煤

下降到1噸標準煤以下，降低20%左右；二為「十一五」期間 （2006年至2010年），

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換言之，於2010年時，二氧化硫排放量將由2005年的

2,549萬噸減少到2,295萬噸；化學需氧量 (COD) 由1,414萬噸減少到1,273萬噸。 

又為因應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變遷高峰會議 (COP15) 的召開，中國於2009年首

次承諾於2020年以前，將每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到比2005年再少

40%至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則達到15%。60
 十二五期間所發布的《國民

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與《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亦更

新了中國對內的環境目標，除了原先所規範的單位GDP能源消耗要再降低16%，還將

主要汙染物的規範擴大為四項；不僅化學需氧量與二氧化硫的排放需要減少8%，氨

氮與氮氧化物也要下降10%。另外並新增了兩個約束性目標，包括單位國內生產總值

二氧化碳排放要下降17% 以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下降11.4% 。表2-2彙整了

有關直接管制型減排政策工具的相關法令；在總量管制部分，中國於2010年以前只著

重於主要汙染物的控制；而2010年後才逐漸往二氧化碳減排的方向擴張。表2-3則是

分別為「十一五」期間與「十二五」期間的中期目標以及對國際承諾的2020年長期目

標。 

                                                      
57

 千家企業是指在鋼鐵、有色、煤炭、電力、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紡織、造紙等九個重點耗能

行業中，於 2004 年企業綜合能源消費量達到 18 萬噸標準煤以上的獨立核算企業，共 1,008 家。 
58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ztzl/2006-03/16/content_228841.htm。

(2012/03/11 取得)  
59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jrzg/2007-06/03/content_634545.htm。

(2012/03/11 取得)  
60

 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zhuanti/cop17/2011-11/20/content_23964474.htm，「低

碳發展在中國」，2011/11/20 報導。 

http://www.gov.cn/ztzl/2006-03/16/content_228841.htm
http://www.gov.cn/jrzg/2007-06/03/content_634545.htm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zhuanti/cop17/2011-11/20/content_239644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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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中國直接管制型溫室氣體減排政策的相關法令 

法令名稱 時間 內容 

《節能中長期專項規劃》 2004 年 宣布將於「十一五」期間啟動十大重點節能

工程，並將工業、交通運輸、建築以及家用

及辦公用的電氣與照明均列為節能的重點領

域。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 

2006 年 在「十一五」期間內，將單位 GDP 能源消耗

降低 20%，與主要汙染物減少 10%的目標。 

《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

方案》 

2006 年 提出十一五期間的減排目標為: 1. 萬元國內

生產總值能耗由 2005 年的 1.22 噸標準煤下

降到 1 噸標準煤以下，降低 20%左右；2. 二

氧化硫排放量由 2005 年的 2,549 萬噸減少到

2,295 萬噸、化學需氧量 (COD) 由 1,414 萬

噸減少到 1,273 萬噸；3. 全國設市城市汙水

處理率不低於 70%；61
 4. 工業固體廢物綜

合利用率達到 60%以上。 

《關於開展低碳省區和

低碳城市詴點工作的通

知》 

2010 年 在 5 省 8 市展開低碳詴點工作。詴點省市必

頇在十二五期間率先進行氣候變化的應對工

作，提出計畫建立低碳產業體系並制定配套

政策。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 

2011 年 在十二五期間內，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

低 16%、化學需氧量與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減

低 8%、氨氣與氮氧化物排放總量降低

10%、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下降

11.4%。 

(續) 

                                                      
61

 設市城市係指中國政府依法設置的城市，按行政級別可分為直轄市、省轄市、市轄區與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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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中國直接管制型溫室氣體減排政策的相關法令 (續) 

法令名稱 時間 內容 

《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

性工作方案》 

2011 年 提出更詳細的十二五期間減排目標，1. 萬

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由 2010 年的 1.03 噸標

準煤下降到 0.87 噸標準煤以下，降低 16%左

右；2. 二氧化硫排放量由 2010 年的 2,267.8

萬噸減少到 2,086.4 萬噸、化學需氧量由

2,551.7 萬噸減少到 2,347.6 萬噸，各降低

8%；3. 氨氮排放量由 2010 年的 264.4 萬噸

減少到 238.0 萬噸、氮氧化物排放量由 2010

年的 2,273.6 萬噸減少到 2,046.2 萬噸，各降

低 10%。 

《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

業發展規劃》 

2012 年 為加快培育和發展節能汽車與新能源汽車，

以及有效緩解能源和環境壓力，制定本規劃

來加快培育和發展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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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 預防監控型 

中國的兩大預防監控型政策工具分別為「環境影響評價」與「三同時制度」。為

了防止建設項目會新生汙染、以至於破壞環境；因此規定，一個建設專案不僅頇通過

「環境影響評價」後，才可進行開發。為了確實達成污染防治的效果，建設過程仍需

遵孚「三同時」規定，即建設的污染防治設備必頇與建設的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

施工、及同時投入使用。否則將以違規受罰。62
  

中國於2002年通過的《環境影響評價法》63
 中，規定政府應建立完善的環境影

響評價數據庫以及評價指標體系；而且在建設專案進行前，必頇調查大氣環境、水環

境、聲音環境與區域汙染源的現況，並預估施工期與施工後的環境品質變化。為了加

強《環境影響評價法》的執行，環境保護部於2011年亦頒布了《建設項目環境影響技

術評估導則》64
 ，當中規定了針對環境影響評價文件進行技術評估時，所需遵孚與

注意的一般原則、程序與要點。 

                                                      
62

 《環境保護法》第 26 條。 
63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10/29/content_611415.htm。(2012/03/12 取得) 
64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other/pjjsdz/201104/t20110414_209206.htm。(2012/03/12 取得) 

表 2-3  中國主要的節能減排目標 

 

2006 年至 2010 年 

（十一五期間） 

2011年至2015年 

（十二五期間） 

2020 年 

（以 2005 年 

為基礎年之 

長期目標） 

目標 
實際 

結果 
目標 目標 

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減少 

（單位 GDP 能源消耗） 

（能耗強度） 

20% 19.1% 16% - 

碳排放強度減少 

（單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 
- - 17% 

40-45%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

增加 

（新能源使用） 

- - 11.4% 15% 

主要汙染物減少 

（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 
10% 9.6% 8% - 

主要汙染物減少 

（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 
- - 10% -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 Delivering Low Carbon Growth – A Guide to China‟s 12
th

 Five Year Plan, 

http://www.theclimategroup.org/_assets/files/China-Five-Year-Plan-EXECUTIVE-SU

MMARY.pdf.、《十一五規劃綱要》與《十二五規劃綱要》。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10/29/content_611415.htm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other/pjjsdz/201104/t20110414_209206.htm
http://www.theclimategroup.org/_assets/files/China-Five-Year-Plan-EXECUTIVE-SUMMARY.pdf
http://www.theclimategroup.org/_assets/files/China-Five-Year-Plan-EXECUTIVE-SUMMA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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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時」制度則始於國務院於1973年所頒布的《關於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

定》，適用對象為中國境內所有新建、改建與擴建的建設專案，中外合資、中外合作

和外商獨資的建設項目都包含在其中。65
 根據中國所提出的汙染防治政策，建設投

資的環境污染防治相關項目可分為三類，包括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66
 工業污染

源治理及「三同時」環保投資。67
 表2-4顯示了在中國總環保投資總額中，城市環境

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工業污染源治理投資與建設專案「三同時」環保投資這三項投資

金額都逐年增加；唯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與工業污染源治理投資所占的比例有

下降趨勢，僅有建設專案「三同時」環保投資所占的比例呈逐年穩定上升。原本於2001

年占環保投資總額比例最高的為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有53.83%，建設專案「三

同時」環保投資於2001年僅占30.40%；但是到了2008年，建設專案「三同時」環保投

資即占了47.81%，並超越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成為比例最高的項目。 

表 2-4  中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情形 

單位：億元，百分比 

投資項目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城市環境基礎

設施建設投資 

1,141.2 1,289.7 1,314.9 1,467.8 1,801 2,512 4,224 3,469.4 

59.75% 54.01% 51.24% 43.33% 40.11% 55.51% 63.48% 57.57% 

工業污染源治

理投資 

308.1 458.2 483.9 552.4 542.6 442.5 397 444.4 

16.13% 19.19% 18.86% 16.31% 12.08% 9.78% 5.97% 7.37% 

建設專案「三同

時」環保投資 

460.5 640.1 767.2 1,367.4 2,146.7 1,570.7 2,033 2,112.4 

24.11% 26.80% 29.90% 40.36% 47.81% 34.71% 30.55% 35.06% 

投資總額 
1,909.8 2,388 2,566 3,387.6 4,490.3 4,525 6,654 6,026.2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2011 年環境統計年報，網址：http://zls.mep.gov.cn/hjtj/nb/2011nb/。 

 

綜上所述，中國預防監控型減排政策工具的相關法令彙整如表2-5。在預防監控

部分，中國到目前為止也都尚未將二氧化碳的排放列為大氣環境污染物。因此，中國

在溫氣體減排的命令及控制型政策工具目前仍以運用總量管制為主。 

                                                      
65

 中國環境報，http://www.cenews.com.cn/xwzx/yz/yzqt/200902/t20090203_598255.html。「什麼是“三

同時”制度？」，2009/2/3 報導。  
66 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包含了燃氣、集中排熱、排水、園林綠化與市容環境衛生。 
67 工業污染源的治理投資包含廢水、廢氣、工業固體廢棄物等。 

http://zls.mep.gov.cn/hjtj/nb/2011nb/
http://www.cenews.com.cn/xwzx/yz/yzqt/200902/t20090203_5982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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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中國預防監控型溫室氣體減排政策工具的相關法令 

法令名稱 時間 內容 

《關於保護和改善環境的

若干規定》 

1973 年 建設的污染防治設備與主體工程同時設

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使用的「三同

時」制度的貣源。 

《環境影響評價法》 2002 年 政府應建立完善的環境影響評價之數據

庫以及評價指標體系；而且在建設專案

進行前，必頇調查大氣環境、水環境、

聲音環境與區域汙染源的現況，並預估

施工期與施工後的環境品質變化。 

《建設項目環境影響技術

評估導則》 

2011 年 規定主管單位針對環境影響評價文件進

行審核時，所需遵孚與注意的一般原

則、程序與要點。 

《環境品質報告書編寫技

術規範》 

2012 年 為規範環境品質報告書的編制工作，制

定本標準並規定環境品質報告書的總體

要求、分類與結構、組織與編制程式、

編寫提綱等內容。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2.3.2 市場手段的溫室氣體減排政策工具 

利用市場手段改變受管制者行為的政策包括租稅上的誘因或懲罰，以及排放汙染

者需付費。 

2.3.2.1 租稅誘因 

中國在《消費稅暫行條例》68
 中就對較具有汙染性的商品課以較高稅率，包括

成品油以及汽缸容量較大的摩托車與小汽車。69
 另外在《企業所得稅法》70

 與《企

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71
 中則有鼓勵企業轉型或節能減排的措施。例如政府重點扶

                                                      
68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zwgk/2008-11/14/content_1149528.htm。

(2012/03/12 取得) 
69

 成品油包括汽油（含鉛汽油為 0.28 人民幣/升；無鉛汽油為(0.20 人民幣/升）、柴油（0.10 人民幣/

升）、航空煤油（0.10 人民幣/升）、石腦油（0.20 人民幣/升）、溶劑油（0.20 人民幣/升）、潤滑

油（0.20 人民幣/升）與燃料油（0.10 人民幣/升）。 

  汽缸容量（排氣量）在 250 毫升（含 250 毫升）以下的課以 3%稅率；在 250 毫升以上的課以 10％

稅率。 

  小汽車包括乘用車與中輕型商用客車。乘用車則依汽缸容量分為 7 類。 
70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網站，http://www.gov.cn/flfg/2007-03/19/content_554243.htm。(2012/03/12

取得) 
7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網站，http://www.gov.cn/zwgk/2007-12/11/content_830645.htm。

http://www.gov.cn/zwgk/2008-11/14/content_11495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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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高新技術產業，可減免企業所得15%；另外，企業若生產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規定

的產品而取得銷貨收入，此收入的10%可扣抵應稅所得額；72
 而企業若購置用於環境

保護、節能節水、安全生產等專用設備，其投資額可以按一定比例實行稅額抵免。73
 

至於在資源使用方面，《資源稅暫行條例》原先對於原油、天然氣、煤炭、黑色金屬

礦原礦、有色金屬礦原礦、其他非金屬礦原礦和鹽等七種天然資源的使用採從量課

稅；然而於2011年開始，修改後的《資源稅暫行條例》74
 將石油、天然氣從過去的

從量課稅改為從價課稅，其他五項資源則保持從量課稅。在交通運輸方面，《節約能

源使用新能源車船車船稅政策通知》75
 宣布中國從2012年開始，針對節約能源的車

船減半徵收車船稅；使用新能源的車船則予以免徵車船稅。 

 表2-6即整理了中國提供租稅誘因以達成溫室氣體減排的相關法令。雖然於

消費稅、增值稅、所得稅、資源稅與車船稅之中，都存在鼓勵節能減排的法條，不過

目前還沒有直接的能源稅或是專門針對二氧化碳課稅的法條。 

                                                                                                                                                                 
(2012/03/12 取得) 

72
 產品必頇以《資源綜合利用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所列的資源為主要原料進行生產，並符合國家和

行業相關標準。 
73

 企業購置並實際使用《環境保護專用設備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節能節水專用設備企業所得稅

優惠目錄》和《安全生產專用設備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規定的環境保護、節能節水、安全生產等

專用設備的，該專用設備的投資額的 10%可以從企業當年的應納稅額中抵免；當年不足抵免的，

可以在以後五個納稅年度結轉抵免。http://www.gov.cn/zwgk/2007-12/11/content_830645.htm。

(2012/03/12 取得) 
7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網站，http://www.mlr.gov.cn/xwdt/jrxw/201110/t20111011_989099.htm。

(2012/03/12 取得) 
75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203/t20120307_633408.html。(2012/03/12 取得)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203/t20120307_6334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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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 排汙者付費 

中國於2003年制定《排汙費徵收使用管理條例》、《排汙費徵收標準管理辦法》、

《排汙費資金收繳使用管理辦法》及《關於減免及緩繳排汙費有關問題的通知》四大

排汙費收繳相關法令，地方政府有權於管轄範圍內課徵汙水排汙費、廢氣排汙費、固

體廢物及危險廢物排汙費與噪音超標排汙費，唯二氧化碳尚不在廢氣的管制範圍內。 

2.3.3 創造市場的溫室氣體減排政策工具 

二氧化碳的減排工作主要是在1997年簽訂《京都議定書》之後，中國才逐漸透過

清潔發展機制 (CDM) 與附件一國家的資金與技術合作進行溫室氣體減排計畫。但是

在《十二五計畫》中，中國將推廣節能減排的市場化機制列入發展的重點項目之一，

不僅要推進排汙權交易，也要開始進行碳排放權詴點並研究自願減排機制。創造市場

的減排政策工具有發放排汙許可證及成立碳交易市場。 

表 2-6  中國提供租稅誘因達成溫室氣體減排政策工具的相關法令 

法令名稱 時間 內容 

《消費稅暫行條例》 

 

1993 年

發布，

2008 年

修訂。 

對具有汙染性的商品課以較高稅率，此類

包括成品油以及汽缸容量較大的摩托車與

小汽車。 

《關於資源綜合利用及

其他產品增值稅政策的

通知》 

2008 年 對數樣自產貨物的銷售實行「即徵即退」

的政策；其中，與溫室氣體減排相關的貨

物包括以工業廢氣為原料生產的高純度二

氧化碳產品和以垃圾為燃料生產的電力或

者熱力。 

《企業所得稅法》與《企

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 

2007 年 政府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產業，可減免企

業所得 15%；另外，企業若生產符合國家

產業政策規定的產品而取得收入，此收入

款可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減計。而企業

若購置用於環境保護、節能節水、安全生

產等專用設備，其投資額可以按一定比例

實行稅額抵免。 

《資源稅暫行條例》 1993 年

發布，

2011 年

修訂。 

原油、天然氣為從價課稅，煤炭、黑色金

屬礦原礦、有色金屬礦原礦、其他非金屬

礦原礦和鹽為從量課稅。 

《車船稅》 2012 年 針對節約能源的車船減半徵收車船稅；針

對使用新能源的車船則予以免徵車船稅。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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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1 排汙許可證 

1996年的《國家環境保護“九五”計畫和2010年遠景目標》76
 與《“九五”期間全國

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計畫》77
 為中國污染物總量控制計畫的先驅，提出了12種

汙染物，其中包含煙塵、工業粉塵以及二氧化硫等三項大氣汙染物。2000年的《大氣

污染防制法》正式將總量管制納入法規中，為之後的排汙許可證交易提供法律基礎。
78

 2002年中國發布《關於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控制及排汙交易政策實施示範工作安排

的通知》，與美國環保協會合作於中國華能集團公司、山東省、山西省、江蘇省、河

南省、上海市、天津市與柳州市，推動排汙交易的政策研究。79
 《十一五計畫》明

定了主要汙染物的減排目標後，陸續有十五個省市都制定了區域性的主要汙染物排放

權證交易詴行辦法。80
 中國目前尚無排放權發放的全國性法令，目前皆由各地方政

府自行制定，但是在「十二五」計畫中，已將全國統一的《排汙許可證管理條例》的

制訂排入政策發展重點之一。81
 

2.3.3.2 碳交易市場 

《京都議定書》簽定後衍生了三種促進溫室氣體減排的彈性機制，包括聯合減量 

(JI)、排放交易 (ET) 與清潔發展機制 (CDM)。中國在《京都議定書》為非附件一國

家，所以僅適用於清潔發展機制，即可以透過與附件一國家的資金與技術合作進行溫

室氣體減排計畫。為了與國際合作有關CDM的專案計畫，國務院於2010年9月發布《中

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管理辦法》，明訂CDM機制在中國的運行辦法以及資金來源與

使用規定。82
 

圖2-6為目前於聯合國已註冊之CDM地主國比例，中國已在聯合國成功註冊的

CDM項目有2,497個，佔所有地主國CDM註冊項目總數的51.13%，超越印度的18.96% 

成為第一位。 

                                                      
7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文件，

http://www.ndrc.gov.cn/fzgh/ghwb/gjjh/W020050614801665203975.pdf。(2012/03/13 取得) 
77

 中國百科網，http://www.chinabaike.com/law/zy/bw/gwy/hj/1369963.html。(2012/03/13 取得) 
78

 《大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五條規定了大氣排放汙染物的個別排放標準以及排放總量管制。 
79

 經濟參考報，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11-11/07/content_34959.htm?div=-1，

「專家表示我國發展排汙權交易困難重重」，2011/10/07 報導。 
80

 已發布排汙權有償使用及交易辦法的十五個省市包括浙江、江蘇、湖北、湖南、山溪、陝西、廣

東、黑龍江、重慶市、河北唐山市、天津市、雲南昆明市、山東濰坊市與來芜市。《低碳轉型路

線圖》，頁 152。 
8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11-09/07/content_1941731.htm，“十二五”節能減排

綜合性工作方案，第四十四條。(2012/03/13 取得) 
8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flfg/2010-10/21/content_1727534.htm。

(2012/03/11 取得) 

http://www.ndrc.gov.cn/fzgh/ghwb/gjjh/W020050614801665203975.pdf
http://www.chinabaike.com/law/zy/bw/gwy/hj/1369963.html
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11-11/07/content_34959.htm?div=-1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11-09/07/content_1941731.htm
http://www.gov.cn/flfg/2010-10/21/content_17275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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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已註冊 CDM 項目的地主國比例 

資料來源：UNFCC, “Executive Board Annual Report 2012,”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publications/pub_cdm_eb_annual_report_2012.pdf 

圖2-7則顯示中國在這些已註冊的CDM項目中預期可產生61,795萬噸的二氧化碳

年減排量，占所有地主國CDM註冊項目預期年減排總量的59.98%，為所占比例最高

的地主國。 

 
圖 2-7 預期由已註冊 CDM 項目獲得的年帄均 CERs 

資料來源：UNFCC, “Executive Board Annual Report 2012,”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publications/pub_cdm_eb_annual_report_2012.pdf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publications/pub_cdm_eb_annual_report_2012.pdf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publications/pub_cdm_eb_annual_report_2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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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CDM的發展，政府、非政府組織或個人基於政策規劃或社會責任亦發展出

另外一種排放權交易的模式，即自願減排 (Voluntary Emission Reduction，簡稱VER)。

VER與CDM的性質相近，但是VER所交易的碳權額度不需要向聯合國提出申請，也

沒有一套特定的法規或標準。當一組織透過潔淨能源的使用或環保技術的進步而順利

減少排放二氧化碳時，就可以透過具獨立核證資格的第三方依標準程序來認證此項碳

減排行為所能轉換成的碳權額度。 

至於強制型碳交易市場的建立，「十一五」後期，發改委於2010年8月發布《關

於開展低碳省區和低碳城市詴點工作的通知》，擬在廣東、遼寧、湖北、陜西、雲南

等5省和天津、重慶、深圳、廈門、杭州、南昌、貴陽、保定等8市展開低碳詴點工作。
83

 於「十二五」時期又進一步提出建置碳交易市場的目標，預計全面推進區域性的

低碳詴點與碳排放權交易詴點。84
 區域低碳詴點主要是低碳詴點5省8市的延伸，85

 

2012年的《關於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詴點工作的通知》86
 宣布將在北京市、天津市、

上海市、重慶市與深圳市等五市以及湖北省與廣東省等二省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詴點。 

從已上線的碳交易帄台來看，其運作主體有的是當地的環境交易所，有的是環境

能源交易所，有的是排放權交易所，有的則直接是碳排放權交易所或交易中心。中國

各地方從2008年開始便陸續成立了十九間環境權益類交易所。87
 

                                                      
8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10-08/10/content_1675733.htm。(2012/03/11 取得) 
8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11-09/07/content_1941731.htm，「十二五」節能減排

綜合性工作方案，第四十四條。 
85

 鉅亨網新聞中心，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11220/KE10FINOR34QY.shtml，「碳交易節能量

交易詴點初展 2012 年節能減排加力」，2011/12/20 報導。 
8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1tz/t20120113_456506.htm。(2012/03/13 取得) 
87

 《中國低碳經濟發展報告 (2011)》，頁 223，指出中國已成立十八間排放權交易所，但本文進一步

整理出十九間。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10-08/10/content_1675733.htm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11-09/07/content_1941731.htm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11220/KE10FINOR34QY.shtml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1tz/t20120113_4565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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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顯示了中國碳交易所成立狀況，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與

天津排放權交易所是中國最早成立的，也是最主要的三間排放權交易所。天津市除了

是低碳詴點的重點城市之外，也名列碳交易詴點的重點城市之一。天津市於2008年成

立天津排放權交易所，並且在2009年成為中美低碳金融發展研究中心所指定的中國人

民銀行低碳金融實驗帄台。88
 北京市並非2010年低碳詴點的五省八市之一，但是在

2012年時被政府納入碳排放權交易詴點中；為了推展詴點工作，北京環境交易所設有

低碳轉型服務中心，為政府研究低碳發展規劃、碳資產開發管理與投融資還有技術移

轉的配套服務。89
 北京市在2008年8月成立北京環境交易所之後，北京交易所陸續在

昆明、河北與遼寧等地都參與了地方能源環境交易所的投資建設。90
 同樣的，上海

市亦非低碳詴點的五省八市之一，卻同樣在2012年時被政府列入碳排放權交易詴點計

畫中。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原先由上海市政府全數持股，但是在2011年12月改制為股

份有限公司，以十家企業為股東。91
 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在2008年8月成立之後，陸

續在黑龍江、寧夏、新疆、福建與山西建立分所，並於2009年與聯合國南南全球技術

產權交易所 (South-South Global Assets and Technology Exchange，簡稱SS-GATE) 合

作，92
 共同建立南－南全球環境交易系統。93

  

中國各地於2009年有四間碳交易所相繼成立，包括河北環境能源交易所、湖北環

境資源交易所、廣州環境資源交易所與昆明環境能源交易所，其中湖北省與廣東省為

低碳詴點與碳交易詴行省份。在2010年則有8間碳交易所成立，包括上海環境能源交

易所黑龍江分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寧夏分所、大連環境交易所、陝西環境權交易

所、貴陽環境能源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新疆分所、遼寧環境能源交易所與深

圳排放權交易所，其中深圳市與遼寧省為低碳詴點與碳交易詴行省市；陝西省與貴陽

市僅為低碳詴點省市，並未被選為碳交易詴行省市。到了2011年，有4間碳交易所成

立，包括青海環境能源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福建分所、卲林環境能源交易所

有限公司與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山西分所，其中僅有廈門市為低碳詴點城市。

                                                      
88

 中美低碳金融發展研究中心由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中油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以及芝加哥氣候

交易所共同成立。財經網，http://www.caijing.com.cn/2009-09-17/110252791.html，「中美聯合成立

低碳金融和發展研究中心」，2009/9/17 報導。 
89

 北京環境交易所官方網站，http://www.cbeex.com.cn/article//ywzx/dtzxfwzx/。(2012/03/13 取得) 
90

 《低碳轉型路線圖》，頁 290。 
91

 新華網，http://big5.jrj.com.cn/gate/big5/finance.jrj.com.cn/2011/12/23214611905262.shtml，「全國首

家股份制環境交易所在滬揭牌」，2011/12/23 報導。 
92

 SS-GATE 由聯合國南南合作特設局 (Special Unit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簡稱 SU/SSC) 與中

國商務部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共同成立，總部位於中國上海。中國南南合作網，

http://www.ecdc.net.cn/aboutus/detail.aspx?ContentID=21。(2012/03/21 取得) 

SU/SSC 成立於 1974 年 12 月，旨在促進開發中國家之間的技術合作。SU/SSC 官方網站，

http://ssc.undp.org/content/ssc/services/policy/governing_bodies/high_level_committee.html。

(2012/03/21 取得) 
93

 國際能源網，http://www.in-en.com/article/html/energy_0929092953530585.html，「南南全球環境能

源交易系統可發展成國際間系統」，2009/12/16 報導。 

http://www.caijing.com.cn/2009-09-17/110252791.html
http://www.cbeex.com.cn/article/ywzx/dtzxfwzx/
http://big5.jrj.com.cn/gate/big5/finance.jrj.com.cn/2011/12/23214611905262.shtml
http://www.ecdc.net.cn/aboutus/detail.aspx?ContentID=21
http://ssc.undp.org/content/ssc/services/policy/governing_bodies/high_level_committee.html
http://www.in-en.com/article/html/energy_09290929535305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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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中國節能減排網，http://www.cjnjp.com/2012/0220/5725.shtml，「上海節能減排方案呼之欲出 中國碳交易漸行漸近」，2012/2/20 報導。 
95

 天津排放權交易所官方網站，http://www.chinatcx.com.cn/articleView.action?id=227。(2012/03/21 取得) 
96

 河北產權交易中心，http://www.hbcqw.org.cn/article/jdxw/bigtitle/201101/20110100009707.shtml，「2010 年度河北十大經濟新聞」，2011/1/4 報導。 
97

 中國網，http://big5.china.com.cn/international/zhuanti/cop17/2011-12/08/content_24108341.htm，「珠三角將爭取成為中國首個碳排放權交易地區」，2011/12/8 報

導。 
98

 新浪產權，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cs.com.cn/cqzk/02/200908/t20090820_2187046.htm，「昆明環境產權交易所成立 將做排放權與排放權交易」，

2009/8/20 報導。 

表 2-7 中國碳交易所成立狀況 

2008 年 

掛牌時間 08 月 08 月 09 月 

交易所名稱 北京環境交易所 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 天津排放權交易所 

總部地點 北京市 上海市 天津濱海新區 

股東 股東：公營北京產權交易所、公營中

海油新能源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公營

中國國電集團公司、公營中國光大投

資管理公司。 

股東：英大國際控股集團（國家電

網）、財政部清潔發展機制基金管理

中心、寶鋼集團、華能集團、申能、

聯合投資等 10 間企業。94
 

股東：中油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53%、天津產權交易中心持股 22%、

芝加哥氣候交易所 CCX 持股 25%。95
 

2009 年 

掛牌時間 02 月 03 月 06 月 08 月 

交易所名稱 河北環境能源交易所 湖北環境資源交易所 廣州環境資源交易所 昆明環境能源交易所 

總部地點 石家庄市 武漢市 廣州市 昆明市 

股東 河北產權市場有限公

司與北京環境交易

所。96
 

武漢光谷聯合產權交

易所。 

由廣州產權交易所集

團成立。97
 

股東：昆明市國有資產管理營運有限公

司、昆明產權交易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市

亦泰物流有限公司、皇明集團以及北京交

易所。98
 

http://www.cjnjp.com/2012/0220/5725.shtml
http://www.chinatcx.com.cn/articleView.action?id=227
http://www.hbcqw.org.cn/article/jdxw/bigtitle/201101/20110100009707.shtml
http://big5.china.com.cn/international/zhuanti/cop17/2011-12/08/content_24108341.htm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cs.com.cn/cqzk/02/200908/t20090820_21870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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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7  中國碳交易所成立狀況（續） 

2010 年 

掛牌時間 01 月 05 月 06 月 06 月 

交易所名稱 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黑龍

江分所 

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寧夏

分所 

大連環境交易所 陝西環境權交易所 

總部地點 寧夏(回族自治區) 寧夏市 大連金州新區 西安市 

股東 無資料 無資料 無資料 無資料 

掛牌時間 07 月 07 月 09 月 10 月 

交易所名稱 貴陽環境能源交易所 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新疆

分所 

遼寧環境能源交易所 深圳排放權交易所 

總部地點 貴陽市 烏魯木齊 營口市 深圳市 

股東 無資料 無資料 營口開發建設有限公司、營

口沿海綠色環保科技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與北京環境

交易所有限公司。99
 

無資料 

2011 年 

掛牌時間 03 月 03 月 04 月 07 月 

交易所名稱 青海環境能源交易所 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福建

分所 

卲林環境能源交易所有限

公司 

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山西

分所 

總部地點 西寧市 廈門市 長春市 太原市 

股東 無資料 無資料 無資料 無資料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各交易所官方網站。 

                                                      
99

 中國日報網，http://www.chinadaily.com.cn/zgrbjx/2010-09/26/content_11348799.htm，「中國重工業基地遼寧成立碳交易所」，2010/9/25 報導。 

http://www.chinadaily.com.cn/zgrbjx/2010-09/26/content_113487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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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為“中國碳市元年”。深圳為全國第一個正式啟動碳排放交易詴點的

城市，其碳交易帄台於2013年6月18日啟動。深圳排放權交易所的註冊資本為3

億元，是一個開放的交易市場，其他城市也可以到這個帄台上進行碳交易。其碳

排放交易體系採用競爭性博弈分配辦法，將有635家工業企業和200家大型公共建

築被納入碳排放權交易詴點，成為首批受控企業。這些企業將承擔控制二氧化碳

排放的強制性義務，否則將面臨處罰。排放超標的企業頇到碳交易市場購買配

額，配額有盈餘的企業則可選擇到碳交易市場出售配額。分配的碳排放配額約1

億噸，超過2013-2015年全市碳排放總量40%。深圳的碳交易市場採用的是相對

總量控制下的配額交易，也就是說，不設定絕對的減排額度。100
 

上海首筆基於配額的碳交易於11月26日上午完成，意謂著上海碳交易帄台也

正式啟動。就在上海之後不久，11月28日，北京碳交易帄台也正式上線；中國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和京能熱電股份有限公司石景山熱電廠以

50元/噸的交易價成交2萬噸碳排放量，亦讓北京市開始了第一筆碳排放權交易。 

而廣東於2013年12月19亦正式啟動碳排放權交易，當日共有7家企業成功實

現7筆交易，總成交量為120,029噸，累計成交金額722.174萬元；最高成交價61

元/噸，最低成交價60元/噸。碳市開盤價高於北京、上海和深圳。業內指這是因

為各地經濟結構以及配額的稀缺性不一樣。101
 首批納入碳排放權管理的企業涉

及電力、鋼鐵、石化、水泥，共242家，有償配額比例為3%。 

天津市碳排放權交易則於12月26日上午正式啟動。當日有8家企業簽訂碳配

額交易協議，以每噸28元出售碳配額指標。102
 碳排放權交易總成交量為4.904萬

噸，總成交金額為137萬元。 

目前，天津市已將鋼鐵、化工、電力熱力、石化、油氣開採等五個行業2009

年以來年排放二氧化碳2萬噸以上的114家企業或單位納入初期詴點範圍，並於日

前完成了碳排放配額初始發放，發布《天津市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辦法》指導

並規範交易活動。 

2-4兩岸碳市場合作可能之初探 

建設碳交易市場的聲浪在中國與台灣已出現多年，兩國政府也分別各自建設

碳交易市場並研擬相關政策，甚至進入部分實行階段。中國的深圳、上海、北京、

廣東省及天津於2013年正式啟動碳排放權交易；唯碳交易帄台和碳交易體系實際

上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比如歐盟的碳排放交易體係(EU ETS)是成員國的碳排放管

理政策體系。目前已啟動的地區性的碳交易帄台除了深圳外，都屬封閉式的交易

                                                      
100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3-06/14/content_8180462.htm。 
101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31219/195217690537.shtml。 
102

 http://www.tanpaifang.com/huiyi/2014/0105/277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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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台，也就是其他城市並無法到此帄台上進行碳交易。而且，由於是詴點地區，

因此每個地區納入詴點範圍的企業業別也有所不同。因此，兩國目前的進展不

一，必頇先審視兩國的碳交易市場發展環境之後，才能談論更進一步的跨國合作。 

2.4.1 法制面的不同 

首先，從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管制來看，中國所規範的並非排放量的絕對數

值，而是相對於GDP所計算出來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標，目標於十二五期間內將單

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於2020年將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降為比

2005年水準再少40%-45%。至於台灣則是在2010年的「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中

宣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目標，欲於2020 年回到2005 年排放量，於2025 年回到

2000 年排放量。103
 

在碳交易法規建置方面，中國尚未有一套全國通行的碳交易法規，目前主要

是藉由《關於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詴點工作的通知》，要求詴點省市提交碳交易詴

行的相關方案與計畫。在這些詴點省市中，目前北京市首先於2012年宣布成立應

對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並組織碳排放權交易企業聯盟，104
 不過目前尚未制訂

實行碳交易的地方法規。而台灣雖然已經提出《溫室氣體減量法》，並於法條內

規定總量管制方式、二氧化碳排放權分配方法以及管制對象，然而，目前尚未通

過立法。 

碳權核配方面，中國目前沒有公布核配方法，詴點省市的核配方案也尚未出

爐。台灣的碳權核配原則規範於《溫室氣體減量法》，主管機關可以分階段將獲

配的排放量分發給被政府公告為排放源的事業單位；但是分配碳權的細則則尚未

公布。目前《溫室氣體減量法》尚未通過，不過為了鼓勵排放源提前執行減量，

行政院衛生署於2010年先發布了《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暨抵換專案推動原則》；105
 

原則中提出了兩種溫室氣體減量專案，包括「先期專案」與「抵換專案」。申請

「先期專案」的排放源頇撰寫全廠排放量盤查清冊以及先期專案報告書，經查驗

機構審核後，只要申請者的排放強度確實優於環保署所發布的公告排放強度，即

可受核發減量額度；目前環保署已於2011年6月公布了鋼鐵業、水泥業、電力業、

半導體業與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業等五個行業的排放強度。106
 而申請「抵換

專案」的排放源則必頇以環保署或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委員會所認可的減量

方法來提出專案計畫書；計畫於環保署註冊成功之後，還需確實執行專案計劃，

                                                      
103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14024 (2012/4/1 取得)。 
104

 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ocal/2012-03/28/c_111713955.htm，「北

京市啟動碳排放權交易詴點工作」，2012/3/28 報導。 
105

 台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官方文件下載點，http://ivy5.epa.gov.tw/epalaw/docfile/193180.pdf 

(2012/4/1 取得)。 
106

 行政院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帄台，http://ghgregistry.epa.gov.tw/firstchg/firstchg6.aspx 

(2012/4/1 取得)。 

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14024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ocal/2012-03/28/c_111713955.htm
http://ivy5.epa.gov.tw/epalaw/docfile/193180.pdf
http://ghgregistry.epa.gov.tw/firstchg/firstchg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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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證核可後即可取得減量額度。 

 

2.4.2 能源使用結構的不同 

若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程度來比較，台灣與中國的排放規模相差甚遠；圖2-8

顯示2010年台灣的碳排放量為中國之3.4%。若一旦兩岸碳市場合作，勢必兩岸的

企業亦必納入受控範圍；如此台灣的企業將成碳市場的絕對買方，台灣的減碳目

標非但無法達成，並且企業的減碳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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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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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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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台灣與中國燃料燃燒二氧化碳排放量之比較 

由於每供給一單位能量，使用燃煤所釋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石油的1.4

倍、天然氣的2倍；107
 因此多使用煤炭的國家，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因而越多。

表2-8顯示中國與台灣因燃燒煤炭、石油與天然氣等石化燃料而排放的二氧化碳

排放比例趨勢。中國因燃燒煤炭而排放的二氧化碳比例最高，維持在83%左右；

其次為石油，占13%左右；天然氣占2%左右。台灣因燃燒煤炭而排放二氧化碳

的比例雖然也最高，但是僅占57%左右；其次為石油，占32%左右；天然氣占9%

左右。 

                                                      
107 中國發改委，「全球能源發展七大動向」，

http://www.ndrc.gov.cn/nyjt/gjdt/t20080731_228488.htm。 

單位: 百萬噸 

http://www.ndrc.gov.cn/nyjt/gjdt/t20080731_228488.htm


79 
 

 

進一步細看各部門的能源使用，表2-9顯示中國不僅工業部門有直接使用煤

炭，運輸部門、家計部門、服務業部門、農林業部門也都有煤炭使用的情形；原

油及油產品在運輸部門使用最多，工業部門次之；天然氣以工業部門使用最多，

家計部門次之，不過比例接近；太陽能與地熱的使用在各個部門都不多；生質能

使用集中於家計部門；電力與熱能的使用都是以工業部門最多，家計部門次之。

表10顯示台灣在煤炭的使用上與中國有明顯差異，只有工業部門直接使用煤炭；

在原油及油產品的使用上與中國相同，以運輸部門使用最多，工業部門次之；在

天然氣的使用上也是以工業部門使用最多，家計部門次之且比例接近；太陽能與

地熱集中在家計部門使用；生質能的使用非常少。 

 

表 2-8 中國與台灣因燃燒石化燃料而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趨勢 

單位：百萬噸 CO2，百分比 

   中國  台灣 

年份  總排放 煤炭 石油 天然氣  總排放 煤炭 石油 天然氣 

1995  3022.1  2563.2  427.1  31.8   156.5  63.2  85.5  7.8  

   
 

84.82% 14.13% 1.05%    40.38% 54.63% 4.98% 

2000  3077.2  2450.9  577.1  49.2   217.3  108.9  94.5  12.9  

     79.65% 18.75% 1.60%    50.12% 43.49% 5.94% 

2005  5103.1  4196.8  818.3  88.0   258.9  143.7  92.4  20.7  

   
 

82.24% 16.04% 1.72%    55.50% 35.69% 8.00% 

2007  6071.8  5032.7  905.5  133.6   272.3  156.7  90.1  23.1  

     82.89% 14.91% 2.20%    57.55% 33.09% 8.48% 

2008  6549.0  5460.4  934.9  153.8   261.3  150.0  83.9  25.1  

     83.38% 14.28% 2.35%    57.41% 32.11% 9.61% 

2009  6877.2  5750.8  957.6  168.8   250.1  144.2  79.7  23.9  

     83.62% 13.92% 2.45%    57.66% 31.87% 9.56%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 IEA (2011), CO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2011 edition, IEA, Paris,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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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 IEA (2011), Energy balance of non-OECD countries, 2011 edition, IEA, Paris, 

France. 

表 2-9 2009 年 中國各部門的能源使用情況 

單位：百萬噸CO2，百分比 

部門 
煤炭 

原油及 

油產品 
天然氣 

太陽能 

與地熱 
生質能 電力 熱能 

工業部門 404,386 48,711 15,942 70 0 175,078 35,752 

  83.32% 18.69% 38.31% 0.79% 0.00% 66.44% 65.43% 

運輸部門 3,173 153,208 379 0 1236 2,803 0 

  0.65% 58.78% 0.91% 0.00% 0.61% 1.06% 0.00% 

家計部門 49,196 24,806 14,864 885 201,103 41,901 16,000 

  10.14% 9.52% 35.72% 10.01% 99.39% 15.90% 29.28% 

服務業部門 10,270 20,350 10,430 482 0 14,486 1,177 

  2.12% 7.81% 25.06% 5.45% 0.00% 5.50% 2.15% 

農林業部門 8,314 13,380 1 215 0 8,083 20 

  1.71% 5.13% 0.00% 2.43% 0.00% 3.07% 0.04% 

其他 10,030 172 0 7,191 0 21,174 1,691 

  2.07% 0.07% 0.00% 81.32% 0.00% 8.03% 3.09% 

總計 485,369 260,627 41,616 8,843 202,339 263,525 54,64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表 2-10  2009 年 台灣各部門的能源使用情況   

單位：千公噸油當量，百分比 

部門 

 
煤炭 

原油及 

油產品 
天然氣 

太陽能 

與地熱 
生質能 電力 熱能 

工業部門  5,937 3,549 773 0 0 9,434 0 

   100.00% 19.93% 42.33% 0.00% 0.00% 54.40% 

 運輸部門  0 11,678 0 0 0 96 0 

   0.00% 65.57% 0.00% 0.00% 0.00% 0.55% 

 家計部門  0 1,151 742 101 0 3,704 0 

   0.00% 6.46% 40.64% 97.12% 0.00% 21.36% 

 服務業部門  0 974 299 3 0 2,446 0 

   0.00% 5.47% 16.37% 2.88% 0.00% 14.10% 

 農林業部門  0 3 0 0 0 144 0 

   0.00% 0.02% 0.00% 0.00% 0.00% 0.83% 

 其他  0 455 12 0 13 1,519 0 

   0.00% 2.55% 0.66% 0.00% 100.00% 8.76% 

 總計  5,937 17,810 1,826 104 13 17,3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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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9與表2-10亦可發現中國在各種能源中，以使用煤炭為主，且用量遠

大於位居第二位與第三位的電力與原油及油產品。在台灣則是以原油及油產品的

用量最高，電力次之；煤炭雖然排行第三，但是用量遠小於前兩名；而且除了運

輸部門之外，其他部門最主要的能源使用都是電力。 

中國與台灣不僅用電與用熱的習慣不同，在發電與發熱的能源使用上亦有差

異。表2-11顯示中國的電力部門以煤炭使用排第一位，占89.13%，之後依序為水

力、核能、天然氣、油產品、太陽能與地熱、生質能、原油；台灣的電力部門同

樣以煤炭使用排第一，不過僅占56.17%，之後則依序為核能、天然氣、油產品、

生質能、水力、原油。在發熱部分，中國以燃燒煤炭發熱為主，占93.23%，其次

為油產品、天然氣、生質能與原油；台灣則沒有專門供熱的發熱廠。 

 

表 2-11  中國供電與供熱之能源使用情形 

單位：千公噸油當量，百分比 

    

 
煤炭 原油 油產品 天然氣 核能 水力 

太陽能 

與地熱 

生質能 

發
電 

中國 
 736,735 44 4,037 11,231 18,277 52,945 2,473 808 

 89.13% 0.01% 0.49% 1.36% 2.21% 6.41% 0.30% 0.10% 

台灣 
 29,165 0 2,345 8,017 10,834 322 68 1,169 

 56.17% 0.00% 4.52% 15.44% 20.87% 0.62% 0.13% 2.25% 

發
熱 

中國 
 79,492 20 3,130 2,150 0 0 0 472 

 93.23% 0.02% 3.67% 2.52% 0.00% 0.00% 0.00% 0.55% 

台灣 
 - - -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整理自 IEA (2011), Energy balance of non-OECD countries, 2011 edition, IEA, Paris, France.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 IEA (2011), Energy balance of non-OECD countries, 2011 edition, IEA, Paris,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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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台灣與中國碳交易合作之可能性 

就法制面而言，中國的碳交易市場詴點計畫才剛啟動，開始由部分詴點省市

成立研究小組執行碳交易市場建置作業，不過各地方都尚未發布碳交易市場運行

法規，也未確定將來的管制對象與碳權核配方式。台灣在法規方面則是已經發布

《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暨抵換專案推動原則》，推出「先期專案」與「抵換專案」

兩種管道供廠商取得碳權；不過建置碳交易市場目前最重要的《溫室氣體減量

法》，至今仍在立法院審查中。雖然目前台灣在碳交易法律建置方面進度超前中

國，但是《溫室氣體減量法》延宕多年，日後是否會再修法以及將來的實施時程

都是未知數。 

就減排成本而言，兩國能源使用結構以及各部門能源使用情形後，發現中國

的經濟發展仍處於生產技術較低、需要投入大量生產要素與消耗大量能源的粗放

型經濟成長階段。108
 尤其是中國以消費煤炭為主的能源使用型態，更是加劇中

國的溫室氣體排放，因此就現況來說，中國在能源使用方面的減排潛力高、減排

成本較低。另一方面，台灣能源密集度較中國低，而且在能源使用上又以電力為

主，所以台灣廠商的減排潛力較低而減排成本較高，由外購入碳權的誘因較大。

加上台灣二氧化碳排放程度僅及中國之3%；因此推測在實施碳交易機制之後，

台灣的買方需求會較中國高，成為中國的碳權出口國。 

就兩岸經濟貿易往來而言，兩岸經貿關係密切，台灣能源密集產業赴中國投

資的廠商眾多。由於能源密集產業耗能多、溫室氣體排放量大，將是未來兩岸政

府進行溫室氣體總量管制的重點，若是兩岸的碳交易政策無法妥善銜接，那麼這

些屬於能源密集產業的台商勢必會面臨制度面的衝擊。另一方面，由於台灣並非

京都議定書的締約國，所以台灣所核可的碳權無法供國際上其他議定書簽署國抵

銷其排放量；而中國為京都議定書的締約國，經中國政府核可之碳權，經聯合國

認證後即可透過CDM計畫於國際碳交易市場中交易。若能暢通台灣與中國碳排

放權交易管道，則台灣廠商就有機會透過中國，成為附件一國家CDM計畫的被

投資國。 

2013年中國的深圳、上海、北京、廣東省及天津雖已相繼於2013年正式啟動

碳排放權交易；然而目前已啟動的地區性的碳交易帄台除了深圳外，都屬封閉式

的交易帄台，也就是其他城市並無法到此帄台上進行碳交易。而且，由於是詴點

地區，因此每個地區納入詴點範圍的企業之業別也有所不同。所以，在中國自己

本身各個交易帄台尚未整合開放下，台灣要介入的空間也不大。 

綜合上述，目前兩國碳交易市場發展最大的瓶頸在於國內尚無強制型碳交易

                                                      
108

 財訊，http://economy.caixun.com/content/20120306/CX01vf9i.html，「節能減排目標未實現，

改變粗放式增長任重道遠」，2012/3/6 報導。 

http://economy.caixun.com/content/20120306/CX01vf9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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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來限制廠商的溫室氣體排放，因此廠商缺乏減排誘因，市場中缺乏買家，無

法形成可充分發揮價格機能的國內碳交易市場。而且，目前兩岸在碳交易法規的

建置情形都不夠成熟，作為碳排放權核配基礎的廠商碳排放盤查制度也都尚未完

備。一套各自的碳交易體系並未形成，現在就要談碳市場的合作還操之過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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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企業減碳投資及環境治理政策與股價之關聯性- 

歐洲、亞洲與美國之比較分析 

 

3.1前言 

2003年全球首度由企業自行發貣成立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 CCX），由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等國之企業與機構自願性參與管理

碳排放交易；歐洲則有歐盟碳排放交易機制（EU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U 

ETS）在2005年開始運作，2009年歐洲有六大主要碳排放交易所109，碳交易的興

貣，對美國企業而言可能是另一片藍海。道瓊永續性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多美林社會指數400（Domini Social Index 400,DSI 

400）、那斯達克社會指數（KLD-Nasdaq Social Index）等社會責任型投資指數

的創立，皆把環境保護列為篩選準則，顯示投資人對環境永續的重視逐漸提升。

上述種種壓力，促使企業評估、監督並揭露他們的碳排放水準，並在減碳投資上

投注心力。氣候變化對亞洲企業和社會也都產生相當大的影響，水資源短缺和極

端天氣等問題使城市、基建和食物生產系統改革迫在眉睫，而且由於亞太區經濟

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很高。 

對企業而言，氣候變遷已從單純環境議題，轉變為企業營運的風險管理議

題。除了因氣候變遷而受到劇烈天氣事件所形成的災害外，企業為符合相關法規

標準，必頇審慎評估企業營運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而改變能源取用與生產

管理模式，同時，企業面對許多來自公司利害關係人給予的壓力，像是投資人、

財務風險管理者、保險公司，這些壓力促使企業去評估、監督並揭露他們的碳排

放水準。企業在著手減碳的同時，企業開始主動對外公布相關的非財務績效報告

書。不只為了呈現環保政策成果、外部投資人提供企業的永續政策，也為符合法

律要求、政府規範、企業的形象及利害關係人的需求110。甚者，環保資訊之揭露，

更有助於企業創造新商機。 

企業減碳投資會對其經營績效帶來甚麼影響？目前大部分與減碳績效相關

                                                      

109
 歐洲六大主要碳排放交易所包括：歐洲氣候交易所（European Climate Exchange, 

ECX）、法國電力交易所（Powernext）、北歐電力交易所（Nordpool）、歐

洲能源交易所（European Energy Exchange, EEX）、澳洲電力交易所（Energy 

Exchange Austria, EXAA）、歐洲環境交易所（Bluenext） 

110碳揭露計畫與減碳績效關係之探討，陳雅琳，2010 



86 
 

之研究多屬於環保投資揭露與環境績效之關聯性（Bragdon and Marlin 1972；Jaggi 

and Freedman 1992；Russo and Fouts 1997）。Ambec and Lanoie (2008)指出好的

環境績效會明顯的增加企業的獲利能力，並提高經營績效；而Walley and 

Whitehead（1994）卻認為做環保雖然是好的觀念，但企業為環保投入之成本，

反而會增加企業的營運成本，導致在改進環境績效的同時也減損了企業本身的發

展。至於企業減碳投資和環境治理對於股票投資報酬的影響為何？目前並無任何

相關研究。此外，歐洲、美國及亞洲各國對氣候變遷之因應政策也有很大的差異，

而這些政策差異，對於企業減碳投資和環境治理對股票投資報酬之影響衝為何？

目前也無任何相關研究提及，因此，本研究嘗詴比較分析歐洲、美國及亞洲三大

區域不同氣候變遷政策對企業減碳投資和環境治理是否有所差異，以及企業減碳

投資和環境治理對股票投資報酬之影響有無區域上差異，來探討氣候政策差異對

企業之影響程度。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研究問題為： 

1 企業減碳投資與環境治理是否會因區域、產業環境敏感性而有所不同？ 

2 在低碳時代企業股票投資報酬是否受企業區域別、減碳投資、環境治理、及

產業環境敏感性有所差異？ 

 

3.2文獻探討 

3.2.1、各區域環境政策比較 

一、京都議定書 

1988年聯合國成立了跨政府氣候變遷研究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為氣候變遷重要的研究與報告帄台。1992年154國領袖

於巴西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召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UN Conference 

on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簽署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簡稱UNFCCC），為

「人為溫室氣體」（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es）排放做出全球性管制目標協

議，對工業國家設定初始減量（Mitigation）目標，當時美國由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總統簽署，並於1994年3月21日生效。 

199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在日本京都召開第三次締約國大會

（Conference on the Parties III, COP3）時，對氣候變化做出首次的國際協議，即

《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於2005年生效。《京都議定書》溫室氣體

管制範圍包含六種：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氟化烴、全氟化碳、六氟化硫

等，主要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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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減量時程與目標值 

簽訂的39個工業化國家，同意減少上述六種溫室氣體排放，2008年至2012

年間該國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較1990年水準帄均再減少5.2%，各國將透過國內

政策、措施達成其目標，而先進工業化國家將負擔較多之排放減量責任。在「共

同但差異」（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的減量原則下，進行差異性減量，各

國目標如表3-1，帄均削減率為5.2%： 

表 3-1 《京都議定書》國家差別減量目標 

削減比例 

（1990~2008/2012） 

國家 

-8% 歐盟 15 國及東歐保加利亞、捷克等國，共 27 國 

-7% 美國 

-6% 加拿大、日本、波蘭、匈牙利 

-5% 克羅埃西亞 

不變 紐西蘭、俄羅斯、烏克蘭 

1% 挪威 

8% 澳洲 

10% 冰島 

資料來源：王肇偉（2011） 

2.排放權交易（Emission Trading, ET） 

指一已開發國家將其超額完成減排義務的額度，以貿易方式轉讓給另外一

個未能完成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並同時扣減轉讓方的允許排放額。 

3.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已開發國家透過提供資金、技術，與發展中國家展開合作，已開發國家透過

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實現「經核准的減排量」，而發展中國家可以獲得更好的技術、

資金、投資去改善溫室氣體排放量。CDM針對沒有在《京都議定書》上納入具

體減排目標的國家，即發展中國家。 

4.已開發國家間的合作機制 

其所實現的減排單位，可以轉讓給另一已開發國家締約方，同時扣減轉讓方

「分配數量」配額的相應額度。JI針對需要按照《京都議定書》規定減排並執行

具體減排項目的國家，主要指東歐和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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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議定書》鼓勵綠色投資發展及使締約國以具成本效益之方式達成其減

排目標，執行方面，各締約國需遵照約定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量，並定時提交排

放清單與報告。《京都議定書》是目前全球政府用來應對氣候變化的最重要工具，

同時也是唯一受國際社會認可、有約束力的條約，若締約國違反其規定溫室氣體

排放目標，將可能以貿易制裁或罰鍰予以懲處。《京都議定書》需要55個締約國

批准，且締約國家中附件一國家的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頇至少佔全體附件一

國家當年排放總量55%才能生效，然而，從1997年以來不斷有國家批准《京都議

定書》，2001年3月，二氧化碳排放量佔全體附件一國家36.1%的美國卻宣佈退出，

致使《京都議定書》生效產生嚴重打擊。即使至2004年初，雖然國際間已有127

個國家批准，但其中附件一國家排放量只達總排放量的44.2%，直到俄羅斯餘2004

年11月簽署後，達成生效條件，2005年2月16日才正式邁入具有法律效力的階段。

原本應於2012年年底失效的《京都議定書》，在2012年12月於卡達多哈（Doha）

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18次締約國大會暨《京都議定書》第8次

締約國會議中，將延長《京都議定書》承諾期自2013年至2020年，並於2015年5

月以前貣草新的草案內容，然而日本、俄羅斯、紐西蘭、加拿大等國，已退出《京

都議定書》。 

 

二、歐盟環境政策 

經過歐盟各國領袖密集協商後，在2008年12月通過「氣候及能源套案」

(Climate Action and Renewable Energy Package)，並在2009年4月簽署生效。這項

法案使歐盟現行的節能減碳政策更加完備，整合各會員國的相關政策。並藉由在

能源政策的投資，刺激歐洲的經濟發展、就業市場與產業革新。可謂歐盟成為全

球第一個致力朝大規模減量排放目標努力，並訂定相關措施的地區。 

此套案承諾歐盟將達到高能源效率與低碳經濟，並表示無論其他國家採取何

種行動，歐盟將在2020年前達成三項能源相關目標。即為2020年前達到所謂的

「20-20-20」：降低歐盟溫室氣體排放量至較1990年水準降低20％；歐盟能源消

費中有20％來自再生資源；藉由增進能源效率以降低能源消費(使用)20％。這將

促進會員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提供更具體的減量行動規劃。此外，歐盟更

承諾若其他已開發國家亦進行類似規模的減量排放，則歐盟願將2020年排放目標

提高為：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至較1990年水準降低30％。 

氣候及能源套案包含三項核心法案其法案主要內容為修改歐盟碳排放交易

系統EU ETS (Emission Trading System)、要求各成員國共同承擔減碳責任、綠能

車輛之規定、燃料及生質燃料的環保標準及建立碳捕捉及儲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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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及修正歐盟排放交易機制（ETS) 

自2013年貣實施修訂版ETS，將擴大受規範之產業部門與氣體，且核配排放

限額頇透過交易制度，向政府購買，而會員國政府對拍賣所得之運用，最少頇有

50%以上運用在對抗氣候變遷上。2013年貣歐盟將有單一排放限額總量（cap），

並將逐年降低，使企業之排放限額於2020年達至較2005年水準再降低21％。而

2013年後仍將給予產業（尤其是面臨第3國明顯競爭之部門）一部份免費限額至

2020年，以降低其排放設施成本。而針對未受ETS系統管制之運輸、家用、 農

業、廢棄物等產業之溫室氣體排放，則依各會員國訂定2020年之國家排放目標，

使其整體排放減量達2005年水準再降低10％。 

確定各成員國提高使用可再生能源比例 

為確保在2020年前，歐盟整體再生能源占能源總消費量20％（高於2006年9.2

％之2倍以上），降低歐盟對進口能源之依賴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各成員國同

意按其富裕程度及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潛力，分擔責任。例如:馬爾他的可再生能

源市占率目標訂為10％，瑞典則為49%等等。如果達成目標，歐盟不但能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還能使其能源更充足。歐盟的相關立法也規定各國運輸燃料的10%

需使用可再生能源，並訂定永續性準則，要求會員國將生質燃料納入10%可再生

能源的目標內。 

推動碳捕捉和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 

氣候及能源套案為碳捕集和封存（CCS）擬定了立法架構，以促進此類技術

的發展和運用。碳捕集和封存指將工業製程中產生的二氧化碳加以收集，壓縮後

運輸注入至地層下之適當儲存地點，避免進入大氣層，使暖化現象惡化。歐盟爰

規劃於2015年前建立多座大型CCS示範廠以測詴其可行性，希望能在2020年左右

達到具商業利益的水準。目前有多達12項的碳捕集和封存實驗計畫，以及創新的

可再生能源技術會受到資助，其資金來源為自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拍賣3億噸排放

量所得。預期至2030年歐盟頇達成之二氧化碳排放減量約有15％來自CCS。 

歐洲綠皮書：安全、競爭、與永續發展的能源戰略111 

隨著歐盟成員國陸續的增加，歐洲大陸單體化國度逐漸成型，歐盟也躍升為

世界第二大耗能國，各類能源發展的難題也隨之接踵而來。歐盟意識到危機的出

現，於2006年3月8日發表了《歐洲安全、競爭、可持續發展的能源戰略》（亦稱

《綠皮書》），並於2006年3月底在布魯塞爾舉行的春季高峰會上討論了該項戰

略。雖然各國在開放本國能源市場的速度和建立歐洲統一能源監督機制方面仍存

在分歧，但25個成員國的領導人就加強能源合作與協調，實現能源供給多元化，

進一步改善能源內外市場，加強能源研發，發展可持續能源，確保能源供給安全

                                                      
111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碳經濟第六期 



90 
 

等重大政策方面達成了共識，一致同意建立歐洲共同能源政策。簡單的說，歐洲

能源政策綠皮書文中描述的戰略目標皆環繞著下列三個主題： 

可持續性：開發具有競爭力的可再生能源和其他低碳能源和載體，特別是

替代運輸燃料；在歐洲內部抑制能源需求；領導全球共同努力阻止全球暖化，

改善空氣質量。 

可競爭性：確保能源市場開放使消費者和整個經濟發展受益，激勵生產清

潔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的投資；減輕國際能源價格高漲對歐洲經濟和其居民的

影響；使歐洲始終處於能源技術的前端。 

供給安全性：採取各種措施控制歐盟能源對外依存度，包括降低需求，增

加本地資源特別是可再生資源利用，加強能源結構多元化，進口來源和運輸路

徑多元化；建立激勵機制，滿足能源投資需要；提高歐盟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

為歐洲公司在全球各地獲取資源創造條件；確保所有的居民和企業都可以獲得

能源。為了保證上述三大戰略目標的實現，歐盟制定了對應的六大政策和一系

列具體措施。 

綠皮書的六大政策 

歐盟應建立內部天然氣和電力市場。建立統一的歐洲輸電網絡，包括統一歐

洲電網標準、調節機制和歐洲能源網路中心；推動互相連接；建立激勵新投資的

機制；通過歐盟委員會、管理部門以及競爭機構之間的更好合作，提高競爭力。 

歐盟應保證內部市場供應安全以及成員國之間的團結。修訂現行石油和天然

氣儲備的歐盟法律；建立歐洲能源供應觀察站，提高歐盟能源供應安全的透明

度；增加輸電系統營運商之間的合作，建立正式的歐洲輸電系統營運商小組，提

高電力營運網路的安全性；提高基礎設施的安全性，制定統一標準；提高能源儲

備的透明度。 

 歐盟需要真正在全歐盟範圍對不同能源進行討論，包括成本以及對氣候變

化的影響，使歐盟的能源結構符合供應安全、有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歐盟要以符合其里斯本目標的方式應對氣候變暖所帶來的挑戰。歐盟委員會

可以在歐洲理事會和議會中提出以下建議： 

2020年實現節約能源20%。提高能效，包括建築能效，利用金融手段和機

制，鼓勵投資，加強交通節能，在歐洲範圍內啟動“白色證書”系統，提供更多

的能源性能資訊，制定最低標準。  

選定可再生能源長期路線圖，加大力度實現現有目標，選擇2010年必頇實

現的目標和指標；制定新的取暖和製冷標準；制定詳細計畫，逐漸降低歐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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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進口依存度；積極推進清潔和可再生能源市場化進程。 

制定能源技術戰略計畫。以歐洲技術帄臺為依託，對技術資源進行最佳配

置並選擇聯合技術作為發展能源市場領先技術之動力。 

統一對外能源政策。歐盟需要有一個清晰的對外能源政策，歐盟委員會建

議：確定新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的優先順序，建設泛歐能源共同體條約，與俄羅斯

建立新的能源合作關係，建立新的歐盟機制，對影響歐洲能源供應的外部緊急情

況作出迅速和協調的行動，加強與主要能源供應國和消費國的關係，建立提高能

源效率的國際協議。 

三、美國環境政策與計畫 

雖然美國未簽署《京都議定書》，但美國仍投入相當經費與資源在溫室氣體

減量的科學研究及技術發展上，並推動環境保護計畫，以及頒布空氣品質、能源

使用、溫室氣體減排等相關法律。以下就美國所推動環境保護法案與策略做一簡

單介紹： 

1.空氣清淨法（Clean Air Act, CAA） 

20世紀以來美國各州政府紛紛採取管制空氣污染行動，但多數成效不彰，

因此有聯邦政府介入。第一個管制空氣污染的聯邦立法為1955年空氣污染管制

法（Air Pollution Control Act of 1955），該法以提供聯邦補助款和技術協助為

方法，用以「保護各州及地方政府在控制空氣污染方面的主要責任與權利」，

而後經過1963年空氣清淨法（Clean Air Act of 1963）、1967年空氣品質法（Air 

Quality Act of 1967），現行的空氣清淨法主要是由1970年、1977年及1990年修

正案所構成。該法要求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 EPA）制

定與執行法規，以保護人民避免接觸到對人體有害的空氣污染物，主要內容包

含由EPA建立國內空氣品質標準，並研究控制重大環境污染來源的技術，要求

各州負貣空氣污染防治的責任，空氣品質必頇達到EPA所頒布的標準，其中也

規範了車輛排放廢棄標準。2007年最高法院判決溫室氣體屬於CAA的範疇，

2009年EPA制定「溫室氣體排放報告」，規範石化工業生產者、工業石油提供

者、溫室氣體直接排放者與重型車、越野車及其引擎製造商，皆需報告溫室氣

體排放量；需繳交報告的排放單位約有一萬個，佔美國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百

分之八十五，此規範於2010年1月1日開始蒐集資料，目的在於為將來規範溫室

氣體排放提供資訊。 

2.能源政策法案（Energy Policy Act, EPA）、能源獨立及安全法案（Energy 

Independence and Security Act, E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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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能源政策法案內容包含：能源效率、再生能源使用、核能安全、車

輛燃料使用、能源稅、氣候變遷科技等，並提供貸款保證給予發展或使用創新

科技，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公司。2007年頒布的能源獨立及安全法案，促使

美國朝向能源獨立的國家，並增加乾淨可再生能源的生產與使用、改善車輛燃

料經濟、研究發展溫室氣體捕捉與封存技術，進而改善能源績效。 

3.其他氣候變遷相關法案 

美國未簽署《京都議定書》，因此未與《京都議定書》的標準接軌，美國

國會針對氣候變遷的提案大多傾向制定國內減量目標為主，所規範之標準也較

寬鬆，且多數氣候變遷法案與調整美國能源結構較為相關。為針對國際間要求

各國減量的聲浪做出回應，美國亦頒布多項溫室氣體減排相關法案，例如2007

年的降低全球暖化污染法案（Global Warming Pollution Reduction Act），要求

環保署設立降低排放量的里程碑，並要求汽車製造商從2016年開始所出廠的汽

車必頇要符合排放標準。2009年低碳燃料標準法案（Low Carbon Fuel Standard 

Act），制定運輸所使用燃料的溫室氣體排放之生命週期，並決定燃料排放的

標準，確保2014年到2022年的帄均溫室氣體排放不會超過此標準。同年的國際

氣候變遷投資法案（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Investment Act）要求成立跨

部會的策略組織，對國際氣候變遷活動以及目標的評估、監督、衡量、報告，

並執行清潔科技降低、隔離或避免溫室氣體的排放。美國對於降低溫室氣體的

法案不勝枚舉，顯示美國雖未簽署《京都議定書》，其對全球暖化、溫室氣體

減量等相關議題有一定程度的重視。 

4.溫室氣體減量策略 

美國政府投入相當經費與資源在溫室氣體減量的科學研究及技術發展

上，主要目的是藉由溫室氣體減量技術與促進技術轉移至其他開發中國家，使

其國內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能更有效率運用資源。表3-2整理相關計畫並

簡述如下： 

 

表 3-2 美國溫室氣體減量相關策略 

計畫名稱 內容簡述 

氣候變化技術計畫（Climate Change 

Technology Program, CCTP） 

加速發展關鍵技術，以達到實質溫室

氣體減量任務。 

國際合作（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推動國際多邊及雙邊行動，藉由資金

提供、能源、碳封存等氣候變遷相關

技術與政策的合作，達到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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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願景夥伴（Climate Vision 

Partnership） 

由以下十二個主要工業承諾與美國環

保署、能源部、交通部及農業部合

作，進行未來十年的減量工作：煉油

業、天然氣事業、汽車業、鋼鐵業、

化工業、鎂金屬製造業、林業、造紙

業、鐵路運輸業、水泥業、礦業、煉

鋁業、石灰製造業及半導體業。 

氣候領袖（Climate Leaders） 美國環保署鼓勵各公司發展長期且全

面的氣候變化策略，設立溫室氣體減

量目標、排放清單等以掌握計畫施行

成效。 

溫室氣體自願報告計畫（Voluntary 

Greenhouse Gas Reporting Program） 

能源部、商業部、農業部、環保署共

同提出溫室氣體減量登錄改善計畫，

以促進溫室氣體減量行動之正確、可

靠及可證實性。 

四、排放權交易制度 

1.美國酸雨計畫（The Acid Rain Program, ARP） 

自197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與加拿大邊界發生的酸雨問題日漸嚴重，導致

美加邊境湖泊酸化、大片森林死亡。為處理此問題，美國於1990年修正空氣清

淨法（Clean Air Act, CAA），增訂酸沉降控制（The Acid Deposition Control），

正式採用排放權交易制度。該計畫管制對象為火力發電廠，透過排放權交易制

度，排放量削減效果相當良好，1980年發電廠二氧化硫排放量約1730萬噸，1990

年為1570萬噸，實施交易制度後，1999年降為1250萬噸，2006年下降到940萬

噸，較1980年與1990年分別減少46%與40%。排放權交易制度的設置，相關資

訊公開使交易成本低，也成功改善酸雨問題，並使污染防治成本大幅降低，美

國二氧化硫排放權交易制度，被譽為成功的制度，並成為各國師法的對象，影

響《京都議定書》排放權交易、英國與歐盟實施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制度。 

2.美國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 CCX） 

成立於2003年，為全球首度由企業自願性發貣之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組

織，參與者來自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的企業及機構，在無政府強力支持的情

況下，積極參與該制度，成為目前全球交易量第三大的排放交易系統。交易商

品包含六種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氟氫碳化物、全氟化物、

六氟化硫，非二氧化碳氣體將轉成二氧化碳當量，作為交易標準單位，以現貨

交易為主，另有芝加哥氣候期貨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Futures Exchange, 

CCFX），為CCX100%控股之子公司，主要為環境商品的期貨及選擇權。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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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交易所（European Climate Exchange）亦為CCX之分支，也與蒙特婁交易

所（Montreal Bourse）合資成立蒙特婁氣候交易所（Montreal Climate Exchange, 

MCeX）；因應北美區域溫室氣體行動（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RGGI）計畫，成立紐約氣候交易所（New York Climate Exchange）及東北氣

候交易所（Northeast Climate Exchange）；因應加州政府之加州全球暖化解決

方案（California Global Warming Solutions Act），成立加州氣候交易所

（California Climate Exchange）；更將觸角伸往亞洲，成立印度氣候交易所

（Indian Climate Exchange）、天津氣候交易所。 

3.區域溫室氣體初始計畫（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RGGI） 

於2005年建立，2009年開始運行，為美國第一個強制性的溫室氣體交易制

度，只要求電業參與。有十州參與此計畫，各州有獨立的預算交易計畫（Budget 

Trading Programs），各州電廠可相互持有他州的排放權證，以達到排放目標。

透過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期使總排量在2009年至2014年之間穩定在1億8千8

百萬噸，2015年至2018年間減少10%。 

4.中西部溫室氣體減量協定（Midwestern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ccord, 

MGGRA） 

2007年11月，美國中西部六州與加拿大曼尼托巴省共同籌備，減量範圍包

含電力部門、運輸及能源部門。預計減量目標是2020年前，排放量要比2005

年水準至少低15%。發展多部門的碳交易機制，設置溫室氣體減量追蹤系統，

以及推動低碳燃料標準措施。 

5.西部氣候倡議（West Climate Initiative, WCI） 

2007年2月由美國七州與加拿大四省參與，以推動區域溫室氣體減量及因

應氣候變遷行動，並強烈表達與RGGI和MGGRA之交易市場進行連結。規劃

此交易系統於2012年啟動，貣初涵蓋發電廠及大型企業六種溫室氣體排放，至

2015年預計擴大至運輸業、住商及小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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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亞洲國家減碳政策比較 

表3-3彙總了亞洲國家的減碳政策比較。 

表 3-3 樣本地區減碳政策比較 

 相關法案 主要目標 採取措施 

台灣 1.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  

2.能源管理法 

3.溫室氣體減量
法（草案）：尚
未通過 

4.能源稅法（草
案）：尚未通過 

 

1.推廣再生能源
利用，增進能源
多元化，改善環
境品質，帶動相
關產業及增進國
家永續發展。 

2.加強管理能
源，促進能源合
理及有效使用。 

1.行政院於 2008 年核定「永續能
源政策綱領」，經建會於 2008

年奉行政院核定推動「節能減碳
行動方案」以落實此綱領。 

2.2009 年研訂「國家溫室氣體減
量推動方案」。 

3.行政院於 2010 年 3 月發布推動
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 

4. 行政院於 2011 年頒布「產業
發展綱領」。 

香港 1.建築物能源效
益孚則 

2.2009 年空氣汙
染管制(汽車燃
料)(修訂)規例 

1.提高現有及新
建樓孙的能源效
益並減少電力消
耗 

2.規管於汽車使
用生化柴油燃料
的規格要求 

1.提高能源效益。 

2.轉變能源生產方式。 

3.推廣綠色陸路運輸。 

4.推動綠色建築。 

5.積極發展環保產業。 

日本 1.節省能源法 

2.促進新能源利
用特別措施法 

3.對抗全球暖化
措施基本法（草
案）：尚未立法
通過 

 

1.針對生產事業
單位之能源管理
與查核義務進行
規範。 

2.促進發展風
力、太陽能、地
熱、垃圾發電和
燃料電池發電等
新能源與可再生
能源.。 

1.直接的行政管制。 

2.政府的宣傳活動、資訊提供、
道德說服。 

3.價格誘因與租稅。 

4.能源技術研發計畫。 

5.日本核災後降低核電使用，提
出再生能源固定價格收購(FIT)

制度。 

南韓 低碳綠色成長基
本法 

減少氣候變化之
影響，並建立氣
候變化之基本對
策。 

 

1.設定國家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2.實施溫室氣體、能源目標管理
制度。 

3.實施綠色認證制度。 

4.支援綠色產業投資公司的設
立。 

5.強化汽車燃費規定。 

6.支援綠色建築物。 

7.促進公共機關購買綠色產品。 

印度 1.節能法案 

2.國家氣候變化
行動計畫 

 

1.提高能源效率 

2.實施減緩和適
應氣候變化 

1.推行可交易的節能證書制度。 

2.通過技術創新，降低產品成
本，加快設備升級改造。 

3 創新融資機制，加大對需求側
管理專案的融資。 

4 創新財政激勵機制，促進能效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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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印度在 2010年初提出設立國家
清潔能源基金計畫。 

資料來源:邱郁菁（2013） 

3.2.2、減碳投資與環境治理 

在北美、歐洲、日本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企業，逐漸把環境保護作為國際

競爭策略的一部分，這些企業主動進行環境治理，其壓力來自政府、顧客、員工

以及競爭者。顧客與投資人開始要求企業營運績效與環境品質，促使企業環境管

理策略能有效率並具競爭力。大眾也開始要求企業對環境保護負責並採取行動，

特別是公司的淨利提升時，更要求環境績效的呈現（Berry et al., 1998）。自從1975

年貣，3M的污染防治計畫已經支持4400件來自全球員工的提案，減少14億磅廢

棄物並節省7.5億美元環保相關的支出（Berry et al., 1998）。Nehrt（1998）研究

證明當公司使用降低污染的新方法，可以創造市場需求也能夠降低成本，其方法

包含硬體（設備、機器、製程）和技術（原料回收、產品設計）。Hart（1995）

在資源基礎理論下，認為企業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是整合污染防治、產品管理、

永續發展此三項策略，以維持企業的競爭優勢。而企業的競爭優勢來自顯著的降

低生產成本，提供差異化的產品與服務（Porter et al., 1995；Banerjee, 2001）。 

Reinaud (2003)分析在不同環境設備投資下，由於不同碳價導致的獲利能

力，企業會投入減碳投資以降低碳排量並將多餘的碳排放權進行交易，因此碳價

高低便影響這些碳排放權的交易價格而進而影響到企業之獲利。Volker (2007)以

德國電力產業企業為樣本，研究電力產業參與歐盟溫室氣體排放交易系統

(EU-ETS)的情況與其對投資決策造成的影響。研究指出，企業只會在可控制風

險下從事小額及短期減碳投資；或是就現有資源，直接從研究發展(R&D)中進行

減碳技術發展。然而，對於大型又長期的投資決策，Volker (2007)認為在歐盟溫

室氣體排放交易系統(EU-ETS)實行的階段中，特別是第一階段112，並沒有對低

碳投資(low carbon investments)提供一個理想的環境；而且，排放交易系統以外

的因素，例如:天然氣價格上漲，更是容易減低企業對低碳投資的投入。此外，

Volker (2007)特別提出，從許多方面看來，透過低碳投資的實行對溫室氣體排放

量的減少是非常攸關的。碳權的稀少性可以反應出企業減碳意圖，而藉由碳權買

賣而意外獲得的收入則應該被避免；這樣碳權價格才能真正對企業減碳投資有其

影響性。 

黃宗煌等人(2007)以分析企業在排放交易制度下的投資決策行為，同時分析

廠商應如何因應外在因素的變動而調整其最適的投資決策。研究結果指出，在排

放交易制度下，企業進行減碳投資可使產量增加導致績效成長；同時又可控制汙

染排放，達到環境保護。不過前提要有足夠的創新程度才能支持達到這種情況，

                                                      
112

2005 年至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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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謂提升企業研究發展水準是必需的。且依黃宗煌等人(2007)認為，在大部分

情況下，碳權價格與減碳投資關係為正相關；意思為交易價格越高，企業減碳投

資可預期會隨之增加。 

Dension (1979)的研究發現環保法規，使企業生產力之成長率從每年0.22%的

成長率（1973-1975年）降至每年0.08%的成長率（1975-1978年）。而Gollop and 

Roberts（1983）主要在衡量及分析二氧化硫排放限制對於電力產業在1973年至

1979年間生產力成長率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二氧化硫排放限制會使企業生產力

的成長率降低。而受環保規範的企業在1973年至1979年間生產力的成長率帄均每

年低於未受環保規範的企業0.59%。 

Ravi（1998）主要在檢驗是否嚴厲的環保規範會致使紐西蘭相較於具較少環

保標準及法規的國家產生出口下降、進口增加的國際競爭力降低的情形？Ravi

主要1980年至1993年紐西蘭190家製造業為樣本進行分析。其將樣本區分為三個

群體並將商品區分為對環境敏感（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的商品及對環境不

敏感（environmentally non-sensitive）的商品以分析紐西蘭13年間總體貿易流量

的變化，實證結果發現，並無明顯的證據支持在研究期間對環境敏感的商品因為

嚴厲的環保規範喪失競爭優勢。除此之外，Ravi分析了環保法規在決定競爭優勢

時的角色，結果顯示環保法規並非決定紐西蘭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Kenneth et al.（1984）的研究探討環境評估與企業績效之相關性。作者蒐集

1975至1980年間28家有執行環境評估與22家未執行環境評估的企業為研究樣

本，並以公司本益比作為衡量公司績效的指標。研究結果顯示執行環境評估的企

業績效顯著的優於未執行環境評估的企業。Andrew and Michael（2001）的研究

探討是否較好的環境績效可以導致較佳的財務績效。作者以1987年至1996年為研

究期間，蒐集了美國652家製造業，以Tobin‟s q為財務績效衡量指標進行研究，

實證結果發現較低污染的企業會具較高的財務績效。 

Robert and Katherine（1980）探討公司年報所揭露之環境資訊與環境績效之

相關性，實證結果發現兩者之間呈現正相關，代表公司之環境績效愈佳，則公司

年報中所揭露之環境資訊亦會較多 

 

3.2.3、環境支出資訊揭露與股票市場反應 

Glen et al.（2000）以美國為主的跨國企業為樣本，分析全球環保標準和股

票市場績效的相關性；亦即是否公司採行全球環保標準相對的也會有較高的市

價。Glen 等主要以1994年至1997年美國製造業或礦業中的跨國企業共89家為樣

本進行分析，並以Tobin‟s q作為公司價值的衡量指標，研究結果發現實施嚴格全

球環保標準的企業有較高的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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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許多研究已經證明有SRI的話，交易市場相對來說較活絡（Statman 

2006），但是目前針對是否SRI能夠提供有競爭力的股票投資報酬仍缺乏共識

（Kurtz 2005）。此外，儘管目前研究結果都缺乏一致性，但是很多研究從實證

中發現，由於環境社會治理（Enviroment Social Governace，以下簡稱ESG）因素

很微弱，因此儘管對SRI的評論日益增加，但是在投資中增加SRI部分，是否對

於股票投資報酬有影響，實證分析結果至今仍沒有定論。 

也因為還沒有定論下，目前實證研究就將重點放在因為ESG的關係而造成的

潛在性報酬影響，Derwall et al. ( 2005)基於環境等級去選擇較顯著報酬溢價的股

票組合當作資料同時考慮到產業因素（Feldman et al. 1997），並使用Carhart（1997）

四因子模型去進行實證。接著Barber（2006）也利用Carhart（1997）模型，同時

也考量到較顯著的環境治理因素，從研究結果發現儘管沒有顯著但是對於股票投

資報酬有正向關係。同時Core et al.（2006）也發現搭配治理因素以及較低/高的

公司績效，對於股東權益而言也有較弱/強的相關性。早期的公司治理研究來自

於Gompers（2003）和Bebchuk and Cohen（2005），其研究顯示較高的治理行為

將導致顯著較高的報酬、市價對帳面值比以及銷貨成長率。 

此外，Brammer et al.（2006）採用的橫截面Fama-Macbeth迴歸模型配合公司

規模和市價帳面值比等財務變數來解釋環境、就業和社會相關性等級（採用UK 

Ethical Investment Research（EIRIS）資料）對2002年到2005年股票投資報酬的影

響。結果指出如果公司在環境和社會相關性等級越高的話會有低報酬，但相對的

雖然就業程度越高會導致高的股票投資報酬，但是仍不顯著。Galema et al.（2008）

也採納Fama French的模型，希望顯示出較高的股票投資報酬是因為相關Domini 

Social Index (DSI)（社區、多樣性、環境、產品和治理）等級較高，而不是因為

是強勢性股票的原因。最後結果顯示儘管就業程度仍是顯著，但是在針對多樣

性、環境和產品等的SRI等級仍是對本益比有負面影響，也就代表對股票投資報

酬也有負面影響。 

3.2.4 綠色投資揭露在報表上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Belkaoui（1976）發現公司揭露污染控制費用，可改善其股價績效。此外，

Ingram（1978）之研究結果顯示股票市場對自願性社會資訊（如環境方面及社會

公益的宣告）揭露的反應，將隨公司及產業的特徵而有差異。Shane and Spicer

（1983）更指出，被經濟重點議會（Council for Economics Priorities）宣告污染

環境的公司，其股價將下跌；股價下跌的程度又視公司的污染紀錄而定。然而，

Freedman and Jaggi（1986）研究污染揭露對公司股票投資報酬的影響，他們使用

10-K 報告來計算污染指標，結果並未發現股市對10-K 中污染資訊的揭露有任

何反應。 

Freedman and Stagliano（1991）評估公司的環境揭露政策是否影響股市對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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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事件的反應。結果發現，當美國最高法院通過較嚴格的棉花塵排放標準時，對

於過去環保支出資訊揭露較充分的紡織公司，其股價下跌的幅度較小。 

Blacconiere and Patten（1994）檢視Union Carbide公司在1984年發生化學物

質外洩後，市場對化學公司的評價。結果顯示，Union Carbide公司以外的其他化

學公司均有負向的股價反應；然而在事件發生前，財務報表中環保支出資訊揭露

較充分的公司，其股價下跌幅度較小。這表示投資人將環保支出資訊的揭露，解

讀成公司有能力管理環保風險的正面訊號。而Muoghalu et al.（1990）及Little et al.

（1995）也發現當公司違反環境規範而涉及訴訟的消息公布時，公司股價將大幅

度下跌。 

Blacconiere and Northcut（1997）以72家化學公司為研究樣本，採事件研究

法檢視1986年SARA（Superfund Amendments and Reauthorization Act）環保法規

宣告後環保資訊與市場反應間的關係。自變數為財務報表環境揭露內容之評等和

環保負債之評估，而產業投資組合帄均報酬之敏感度，公司化學部門收入佔總收

入之比例及公司規模為控制變數。實證結果指出，財務報告中環境揭露較詳盡的

公司，對於1986 年法案的宣告會減緩負向市場反應，但並不顯著，而未來可能

負擔較多環境負債成本的公司，呈現較高負向的市場反應，因此證實財務報表的

環境揭露及以美國環境保護協會（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之資料所評

估的環境負債估計，皆對公司市場價值具攸關性。 

Patten and Nance（1998）以1989年美國25家石油公司為研究樣本，探討1989

年阿拉斯加石油外洩事件後環境資訊揭露與股價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在阿拉

斯加有營業點比無營業點的石油公司呈現較大負向的市場反應，大公司較小公司

面臨較高負向的市場反應，公司財務報表上事前有較詳盡的環境資訊揭露將有緩

和市場負向反應之效果。 

Arora and Gangopadhyay（1995）提出綠色商譽的概念，在此概念下，他們

認為企業若能積極投入環境支出而成為環境績效良好的公司，則可藉此競爭優勢

吸引更多具環保意識的消費者，進而提升企業形象。Bhat（1999）認為企業若積

極投入環境支出，提昇環境績效，對內部與外部環境皆會帶來雙贏效果。對內可

降低廢棄物清理成本與潛在環境負債，對外則因環保意識高漲，環境績效較好的

企業，會因此增加市場佔有率，達到規模經濟效果，進而達成高獲利與增加股票

價值之目標。Belkaoui（1976）在研究中提到，降低環境污染所投資之支出，對

投資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資訊，投資人可能將其視為成本而對每股盈餘及投資人

的報酬有負向影響，也可能將其視為降低風險或創造股東利益的正向影響。而在

其實證研究發現，公司揭露污染控制費用，可改善其股價績效。Belkaoui將此狀

況歸因於有「道德」投資者的存在，或自願性揭露污染控制資本支出正向影響公

司價值。然而Freedman and Jaggi（1992）根據美國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提供的環境污染報告，發展一項污染指數來衡量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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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程度，檢視造紙業污染與公司績效的短期關係。他們發現若投資人重視公司

的短期利益，則由於額外投資對經濟的影響預期是負面的，故投資人對公司從事

污染控制可能有負面的反應。 

Robert et al.（1996）探討公司的環境績效管理是否會影響公司的財務績效及

市場價值。實證結果發現公司如果有較佳的環境績效相對也會有較好的財務績

效，亦即較佳的環境績效對於財務績效有正面的影響；環境管理對於企業管理及

運策略日益重要，而良好的環境績效可增加公司在財務市場的價值。 

 

3.3研究方法 

Ohlson（1995）及Feltham and Ohlson（1995）等研究導出線性之會計基礎評

價模型，提供股價與主要會計價值變數。在會計評價模式的研究領域中，Easton 

and Harris（1991）、Ohlson（1995）等研究提出企業的價值除取決於財務報表所

傳達的會計數字外，更應包含財務報表所無法表達的其他重要資訊。因此本研究

以Ohlson模型為基礎，加入非財務資訊如環境治理政策、環境治理行動等變數，

並加入其他控制變數，探討減碳投資、環境治理政策、環境治理行動對於股報酬

率之影響。 

另外，根據過去文獻選取相關控制變數：前期股票報酬率、股票系統風險值

（β）、公司規模、根據本研究假說建立以下多元迴歸模型： 

Returni,t+1=β0+Σ
2

k=1(β1k AreaKi ) + β2Invi,t+ β3 Inv
2

i,t+Σ
4
q=0β4QEgoveQi,t 

+Σ
3
m=1β5mActionMi,t+ β6 Industryi,+ β7 Sizei,t + β8 Scope + β9 Betai,t + β10 EPSi,t + β11 

PreReturni,t+ +β12YearDummy  +εi  

變數名稱簡單說明如下，詳細變數定義及計算方式說明於後段。 

Returni,t+1:第i家企業第t+1期股票報酬, 又區分為短期及長期報酬 

Area1i:第i家企業所屬區域 Area1=1為歐盟國家之虛擬變數,其他0。 

Area2i:第i家企業所屬區域Area2=1為美國之虛擬變數,其他0。 

Invi,t:第i家企業第t期之每股低碳投資金額，百萬/股。 

Inv
2

i,t-1:第i家企業第t期之每股低碳投資金額帄方，百萬/股。 

EgovQ i,t:第i家企業第t期之環境治理政策分數。  

Action1i,t-1:第i家企業第t期之環境治理行動策略, M=1 資本支出,其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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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2i,t-1:第i家企業第t期之環境治理行動策略, M=2 營運改變,其他0。 

Action31i,t-1:第i家企業第t期之環境治理行動策略, M=3 同時從事資本支出 

    和營運改變,其他0。 

Industryi:第i家企業所屬企業，Industry=1環境敏感性企業，其他0。。 

PreReturni,t:第i家企業第t期之股票報酬率。 

Betai,t:第i家企業第t-1期股票β風險值。 

Sizei,t:第i家企業第t-1期帄均每股資產自然對數值。 

EPSi,t-1:第i家企業第t期每股盈餘。 

Year Dummy:年度控制變數，1表示2009，0表示2008年。 

以上述模型做為主要模型，並依假說分別加入INV_D i,t、GOVE i,t、ACT i,t

虛擬變數及INDINVi,t交乘項，以分別驗證假說。在每個假說下分別以應變數

RE1i,t、RE2i,t、RE3i,t股票報酬率，自變數PRE1i,t、PRE2i,t、PRE3i,t前期股票報酬

率，做為短期（一季）、中期（一年）、長期（二年）之驗證。並依照有無減碳

投資、有無環境治理政策、有無環境治理行動分群驗證。表3-3-2說明模型變數

操作性定義。 

 

3.3.1 變數衡量 

企業減碳投資 

根據全球各地大企業，於2008年及2009年碳揭露計畫問卷所提供之數據。為

深入探討減碳投資總影響性，在本研究中，以減碳投資金額除以總資產為此變

數，消除各企業間投資金額大小差異過大之影響；此外，由於本研究認為減碳投

資與股票報酬之間呈現非線性關係，故增加減碳投資帄方數除以總資產一變數，

以便深入探討當中其相關性。 

環境治理政策 

在本研究中，為更了解企業內部對於投入減碳活動的背景及動機，於迴歸式

中增加了四個碳揭露問卷問題為虛擬變數。答是的為1，答否的為0，並以企業在

此四個問題所得之總分(EGOVE)作為衡量企業內部環境治理政策的程度；此外也

比較有無環境治理政策對於公司股票報酬之影響是否有所差異。以下分別為在

CDP問卷裡本研究所採用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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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P Q1:請問目前有減排目標嗎? 

(Do you have a current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 

CDP Q2:請問企業有參加任何排放交易計畫嗎? 

(Do you participate in any emission trading schemes?) 

CDP Q3:請問企業於此揭露期間，有參與任何碳權買賣嗎? 

(Has your company originated any project-based carbon credits or purchased any 

within the reporting period?) 

CDP Q4:請問企業對於因應氣候變遷而採取的行動，有提供任何獎勵制度嗎?(包 

括達成減排目標) 

(Do you provide incentiv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climate change issues, including 

the attainment of greenhouse gas (GHG) targets?) 

環境敏感性產業與減碳排放行動 

本研究除了以上述CDP問卷所含四個問題來衡量公司環境治理政策的程

度，也加入了環境敏感性產業別與企業減碳排放行動，藉以探討這兩個因素對於

企業股價報酬之影響。在環境敏感性產業方面，過去學者在文獻當中多有其以定

義，Patten (2002)將化學、造紙、金屬與石油產業定義為環境敏感產業，而Freedman 

et al.,(2005)則將化學、石油天然氣、能源、機動車輛及災害保險定義為與全球暖

化相關產業；台灣方面，陳雅琳(2010)將對環境敏感產業定義為工業、能源、非

必需消費品、公共事業、衛生保健、材料六種產業、而必需消費品、金融、資訊

科技、電信四種產業則定義為非對環境敏感產業。由於本研究的樣本來自碳揭露

問卷，在根據過去文獻及碳揭露領導企業指數(CDLI)之得分，將對環境敏感產業

定義為工業、能源、非必需消費品、公共事業、衛生保健、材料六種產業、而必

需消費品、金融、資訊科技、電信四種產業則定義為非環境敏感產業。由於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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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企業的碳排放量較非環境敏感性企業大，因此其受到社會大眾、環保團體

及投資人的壓力便相形增加，因此其是否投入較多的減碳投資抑或是在環境治理

政策上有較高的得分，對於其股價報酬變動的關係，即為本研究探討之主題。在

減碳排放行動方面，根據2008年及2009年碳揭露計畫問卷之內容，CDP將企業減

碳排放行動分為下列四種並各自給予分數：有資本投資者(Capital Investment)為

1；有改變營運模式者(Operations Changes)為2；兩種皆有為3；兩者皆無為0。本

研究認為，即使公司內部訂立了環境治理政策，但實際上並不一定有投入減碳排

放行動，因此透過碳揭露問卷，本研究將環境治理政策與減碳排放活動分開衡量

其與公司股價報酬之相關，也能從中得知企業內部及外部對於股價報酬之影響有

何差別。 

其他變數衡量 

在過去探討影響股票投資報酬之文獻中，Ohlson (1995)依據公司的股權價值

等於股利之折現值、會計資訊具有淨剩餘關係及線性時間數列方程組，導出股票

價格之線性評價模型。Feltham and Ohlson (1995)提出，只要會計資訊符合線性資

訊模型之假設，可用當期帳面價值及當期超常盈餘來解釋股票價格。Brammer and 

Brooks (2005)在探討企業社會責任之表現與股票投資報酬時，以ohlson模型作為

基礎，導出影響企業股票投資報酬之模型除了受到企業社會責任變數影響之外，

也同時受到市場帳面價值比、企業規模及beta值影響而變化。傅鍾仁與張福星

(2003)曾以新古典成長模型估計Solow residual之總要素生產力成長作為Ohlson模

型中除帳面價值與超常盈餘二會計變數外其他價值攸關資訊變數之代理變數，但

其研究係以營業收入成長來估計總要素生產力成長，營業收入與股價之相關性不

如盈餘與股價之相關性，且其並未考慮研發支出對於盈餘之遞延影響。Barth et 

al.(2001)指出若會計數字和權益市價具預期關聯性，則此數字可被定義為具有價

值攸關性。Francis and Schipper (1999)認為價值攸關性為會計資訊和市場價值或

報酬間的統計關聯性，特別是在長期下，可能僅代表會計資訊與投資者所使用資

訊的相關性。Sougiannis (1994)分析研發支出是否能透過盈餘來反映其效應，以

Almon lag procedure探討研發支出與股價關聯性，實證發現研發支出對盈餘與股

價均有正向且顯著之遞延效果。陳振遠等(2005)將會計報表所無法涵蓋的資訊如

公司治理觀念納入評價模型中，探討公司治理特性所傳遞的訊息與企業價值的攸

關性，研究結果發現Ohlson股權評價模型中應考慮公司治理變數，其股權評價模

型才能更為完整。 

因此本研究根據過去文獻的研究結果，選取相關控制變數：企業前期之股票

投資報酬率、淨利率、二氧化碳排放量、企業投入之研發費用、企業之市價帳面

值比率及當期企業的beta值。當中，公司規模以企業總資產取對數作為替代；淨

利率為公司稅後淨利除以銷貨總額；市價帳面值比率則為公司市場價值除以股東

權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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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資料來源 

本研究之所有減碳投資金額及碳排放量相關數據皆採用2008及2009年參與

「碳揭露計畫」企業於問卷中所提供之資料。本研究樣本為參與「碳揭露計畫」

企業，亦為歐盟地區之各大企業。 

如前所述，本研究以歐盟地區為對象，但由於歐盟組成國家眾多，故選擇在

歐盟中有領導性及代表性的三個國家，英國、德國及法國，為本研究對象。以2008

年「碳揭露計畫」問卷而言，英國企業有162家，德國企業57家，法國企業44家，

共有263家企業。而2009年「碳揭露計畫」問卷，英國企業有209家，德國企業64

家，法國企業46家，共319家企業。同時，企業的財務報表資料則由Datastream

及Compustat資料庫取得。表3-4為碳揭露計畫參與企業數量。 

表 3-4 碳揭露計畫參與企業數量 

 2009 年 2008 年 

歐洲地區 209 162 

美國 64 57 

亞洲地區 46 44 

合計 319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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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研究結果 

3.4.1 敘述性統計 

表3-5 顯示主要變數之敘述性統計資料，顯示公司的規模、市值、直接碳排

放量、減碳金額、發行股數、股票投資報酬及美股減碳投資額分布很廣，差異很

大。 

表 3-5 主要變數之敘述性統計資料 

變數 N 平均值 標準差 第 25 個百

分位數

第 50 個百

分位數

第 75 個百

分位數

最小值 最大值

資產總額 1312        77,445.07        332,774.81         3,829.96      10,837.32       30,761.87            91       4,437,723

公司市值 1312        16,108.45          32,231.76         2,027.77        5,829.77       14,501.25            26          420,016

淨利 1312          1,341.79            4,954.08             61.51           369.73         1,506.29 80,053-               66,290

直接碳排放量 1312   2,237,318.12    10,829,179.33 0      11,987.45     263,905.00            -   172,100,000

減碳投資金額 1312        13,108.25        274,762.98 0 0 0            -       8,291,850

期末股價 1312              45.47               173.47               6.79             19.96              43.18              0             3,988

風險係數 1312                0.99                  0.64               0.64              0.99               1.31 5-                               4

每股盈餘 1312                2.17                 33.62               0.14              1.05               2.97 1,040-                     253

發行股數 1312          1,068.31            3,457.06           105.41           290.45            829.16              1            56,312

短期股票報酬 1312 0.08-                                0.29 0.25-              0.05-                           0.08 1-                               1

長期股票報酬 1312 0.04-                                1.46 0.37-              0.19-                           0.05 1-                             44

每股減碳投資額 1312                8.77               147.23 0 0 0            -             4,470

每股淨利 1312                4.06                 34.09               0.20              1.46               5.34 1,042-                     215

 

表3-6為樣本變數之Pearson and Spearman之相關係數，顯示各自變項間無高

度相關。表3-7則為自變項與依變項之膨脹係數，顯示變數間沒有超過10以上的

係數，說明本研究應無線性重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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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為樣本變數之 Pearson and Spearman 之相關係數 

變數 短期股票報

酬 

長期股票

報酬 

每股減碳投

資額 

是否有減

碳計畫 

是否有減

碳目標 

是否有減碳

獎勵計畫 

是否參加

碳權買賣 

是否有減

碳行動 

是否為環境

敏感性產業 

風險係數 每股盈餘 資產總額 

短期股票報酬 1.000  0.249  0.125  -0.043  0.051  0.132  0.010  -0.004  0.027  -0.052  -0.039  -0.136  

長期股票報酬 0.042  1.000  0.143  0.147  0.014  0.146  -0.011  0.020  0.119  -0.175  0.098  -0.164  

每股減碳投資額 -0.067  (-0.003  1.000  0.181  0.221  0.273  0.013  0.158  0.014  0.058  -0.026  0.032  

是否有減碳計畫 -0.062  0.069  0.067  1.000  0.310  0.312  0.149  0.061  0.112  -0.004  0.024  0.014  

是否有減碳目標 0.025  -0.050  0.040  0.310  1.000  0.375  0.121  0.170  0.025  0.002  -0.002  0.047  

是否有減碳獎勵計畫 0.100  0.003  0.044  0.312  0.375  1.000  0.118  0.189  0.024  0.019  0.022  0.055  

是否參加碳權買賣 0.004  -0.013  0.011  0.149  0.121  0.118  1.000  0.048  0.072  0.033  0.043  0.155  

是否有減碳行動 -0.007  -0.045  0.060  0.058  0.170  0.184  0.046  1.000  0.080  0.048  0.080  0.103  

是否為環境敏感性產

業 

0.054  0.029  0.016  0.112  0.025  0.024  0.072  -0.087  1.000  0.031  0.092  -0.016  

風險係數 -0.033  0.081  0.004  0.006  0.014  0.041  0.054  0.057  -0.047  1.000  0.196  0.132  

每股盈餘 0.081  0.010  0.008  0.011  -0.021  0.025  0.000  -0.035  0.061  0.207  1.000  0.471  

資產總額 -0.173  -0.140  0.017  0.014  0.058  0.047  0.163  0.119  -0.058  0.122  0.05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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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自變項與依變項膨脹係數 

 

3.4.2 單變項統計分析 

區域性環境治理政策比較 

表3-8為區域性環境治理政策總分比較，表中說明完全沒有實施任何環境治

理政策(總分為0)的地區有亞洲區有33.06％顯然高於歐洲和美國。歐洲區英德法

至少有實施一項合計約占84.44%比率最高。顯示歐洲企業在減碳治理方面還是領

先其他地區。 

變數
變異數

膨脹

美國區虛擬變數 2.56745

歐洲區虛擬變數 2.70795

每股減碳投資額 2.28055

每股減碳投資帄方 2.27463

環境治理總分 1.10929

減碳行動：改變營運 2.16808

減碳行動：資本支出 1.29938

減碳行動：同時改

變營運與資本支出
1.50206

環境敏感性產業 1.08621

企業規模 1.12413

每股直接排放量 1.06265

風險係數 1.09412

每股盈餘 1.05755

前期股票報酬 1.03865

年度控制變數 1.05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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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為區域性環境治理政策總分比較 

環境治理總分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0 77 15.46 84 18.75 121 33.06

1 158 31.73 118 26.34 34 9.29

2 123 24.7 122 27.23 89 24.32

3 112 22.49 107 23.88 92 25.14

4 28 5.62 17 3.79 30 8.2

小計 498 100 448 100 366 100

卡方值 Prob

88.171 <0.0001 ***

英德法 美國 亞洲地區

 

 

表3-9則是區域減碳治理政策分項比較，表中顯示三個區域在是否有減碳目

標和是否參加碳權買賣顯示有顯著差異，是否有減碳計畫及減碳獎勵計畫雖也有

差異但是未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在有減碳目標之及參加碳權買賣企業比率歐洲

地區顯著的高於其他地區。 

表 3-9 區域性環境治理政策分項比較 

區域 否/是

英德法 次數 312.00 / 186.00 134.00 / 364.00 279.00 / 201.00 397.00 / 101.00

百分比 62.65 / 37.35 26.91 / 73.09 59.64 / 40.36 79.72 / 20.08

美國 次數 266.00 / 182.00 162.00 / 268.00 233.00 / 215.00 380.00 / 68.00

百分比 59.38 / 40.63 36.16 / 63.84 52.01 / 47.09 84.82 / 15.18

亞洲 次數 227.00 / 139.00 136.00 / 230.00 190.00 / 760.00 303.00 / 63.00

百分比 62.02 / 37.98 37.16 / 62.84 20.00 / 80.00 82.79 / 17.21

合計 次數 805.00 / 507.00 432.00 / 862.00 702.00 / 1176.00 1080.00 / 232.00

百分比 61.36 / 38.64 33.38 / 66.62 37.38 / 62.62 82.32 / 17.68

卡方值 Prob 卡方值 Prob 卡方值 Prob 卡方值 Prob

統計量 1.162 0.559 13.258 0.001*** 4.295 0.117 7.3469 0.025**

是否參加碳權買賣是否有減碳計畫 是否有減碳目標 是否有減碳獎勵計畫

 

表3-10為區域性環境治理行動比較，三個區域機率分配差異的卡方值為

662.9，達到統計上之顯著差異，不過有趣的是亞洲區域國家填答沒有行動的比

率為18.58％遠低於美國的25.45％及歐洲的44.58％。在低碳行動上僅有資本支出

的比率亞洲地區66.67％的比率也遠高於美國的6.7％和歐洲的2.01％，美國和歐

洲填答營運改變和資本支出兩者都有的比則明顯高於亞洲國家，有可能是填答者

對低碳資本支出的定義或認知不一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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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區域性環境治理行動比較 

表3-11為產業別環境治理政策比較，表中顯示環境敏感性產業和非環境敏感

性產業在環境治理政策分數上的分配也達統計上差異的顯著水準，環境敏感性產

業在分數3和4分上顯著高於非環境敏感性產業。 

表 3-11 產業別環境治理政策比較 

表3-12為產業別環境治理政策進一步分項比較，在分項環境治理政策比較上

顯示有否減碳計畫和是否參加碳權買賣產業上有顯著差異。環境敏感性產業參與

減碳計畫約高於非環境敏感性企業10個百分點以上（43.23％：32.09％）。環境

敏感性產業參加碳權買賣的企業比率約高於非環境敏感性企業5個百分點以上

（14.37％：19.97％）。其他環境治理政策上產業別差異則為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表 3-12 產業別環境治理政策分項比較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0/沒有 222 44.58 114 25.45 68 18.58

1/低碳資本支出 10 2.01 30 6.7 244 66.67

2/營運改變 60 12.05 92 20.54 8 2.19

3/兩者都有 206 41.37 212 47.32 46 12.57

合計 498 100 448 100 366 100

卡方值 Prob

662.9 <0.0001***

美國 亞洲地區英德法是否有減碳行動

環境治理總分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0 111 20.71 171 22.04

1 150 27.99 160 20.62

2 155 28.92 179 23.07

3 105 19.59 206 26.55

4 15 2.80 60 7.73

小計 536 100 776 100

卡方值 Prob

31.775 <0.0001 ***

環境敏感性產業非環境敏感性產業

產業別 否/是

非環境敏感

性產業

次數 364.00 / 172.00
184.00

/
352.00 302.00

/
234.00 459.00

/
77.00

百分比 67.91 / 32.09 34.33 / 65.67 56.34 / 43.66 85.63 / 14.37

環境敏感性

產業

次數
440.00

/
335.00 248.00

/
528.00 418.00

/
358.00 621.00

/
155.00

百分比 56.77 / 43.23 31.96 / 68.04 53.87 / 46.13 80.03 / 19.97

合計 次數 804.00 / 507.00 432.00 / 880.00 720.00 / 592.00 1080.00 / 232.00

百分比 61.33 / 38.67 32.93 / 67.07 54.88 / 45.12 82.32 / 17.68

卡方值 Prob 卡方值 Prob 卡方值 Prob 卡方值 Prob

統計量 16.416 <0.0001*** 0.806 0.396 0.7857 0.375 6.8509 0.009***

是否有減碳計畫 是否有減碳目標 是否有減碳獎勵計畫 是否參加碳權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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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3 為產業別環境治理行動比較，表中顯示產業別環境治理行動達到統

計上的差異，而環境敏感性產業沒有減碳行動之企業有32.47％高於非環境敏感

性產業之28.36％，環境敏感性產業在低碳資本支出有25.26％企業高於非環境敏

感性企業的16.42％，而非環境敏感性企業在營運改變有16.79高於環境敏感性企

業的9.02％，而兩者行動都有非環境敏感性企業也高於環境敏感性企業（38.43

％：33.25％），顯示非環境敏感性企業可能因法令要求以及營運型態差異，在

減碳治理行動上方式讓產業選擇不同方式。 

表 3-13 產業別環境治理行動比較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0/沒有 152 28.36 252 32.47

1/低碳資本支出 88 16.42 196 25.26

2/營運改變 90 16.79 70 9.02

3/兩者都有 206 38.43 258 33.25

合計 536 100 776 100

卡方值 Prob

31.295 <0.0001 ***

非環境敏感性產業 環境敏感性產業是否有減碳行動

 
 

表3-14為投資別環境治理政策比較，全部樣本1312筆，其中高達76.2％（1000

筆）無減碳投資。有減碳投資企業在環境治理的分數上也明顯的遠高於無減碳投

資企業。在進一步細分可知有減碳投資企業在是否有減碳計畫、是否有減碳目標

及是否有減碳獎勵計畫部分顯著高於無減碳投資企業，直於是否有碳權買賣兩者

無顯著差異。 

表 3-14 投資別環境治理政策比較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0 259 25.90 23 7.37

1 266 26.60 44 14.10

2 235 23.50 99 31.73

3 196 19.60 115 36.86

4 44 4.40 31 9.94

小計 1000 100 312 100

卡方值 Prob

102.66 <0.0001 ***

無減碳投資 有減碳投資

 

 

表3-15為投資別環境治理政策分項比較，各分項除了是否有參加炭權買賣未

達統計上顯著差異外，其餘各項都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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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投資別環境治理政策分項比較  

 

表3-16為投資別環境治理行動比較，表中顯示有減碳投資企業在低碳資本支

出及同時實施低碳資本支出與營運改變都顯著的高於無減碳投資企業，有減碳投

資企業沒有行動部分也遠低於，無減碳投資企業（16.03％：35.10％）。 

表 3-16 投資別環境治理行動比較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0/沒有 354 35.40 50 16.03

1/低碳資本支出 199 19.90 85 27.24

2/營運改變 123 12.30 37 11.86

3/兩者都有 324 32.40 140 44.87

合計 1000 100 312 100

卡方值 Prob

45.41 <0.0001 ***

是否有減碳行動 無減碳投資 有減碳投資

 

3.4.3 多元迴歸分析 

Model 1 

Returni,t+1=β0+Σ2
k=1(β1k AreaKi ) + β2Invi,t+ β3 Inv2

i,t+ β4 Egove i,t + 

Σ3
m=1β5mActionMi,t+ β6 Industryi,+ β7 Sizei,t + β8 Scope + β9 Betai,t + β10 EPSi,t + β11 

PreReturni,t+ +β12YearDummy  +εi  

 

表3-17 Panel A 迴歸分析表顯示，每股減碳投資越多的公司，環境治理越高

的公司及短期股票投資報酬較低，而環境敏感性產業短期股票投資報酬較高。減

碳行動係數雖為正但是不顯著。 

Panel B顯示美國地區長期股票投資報酬顯著高於其他地區，另外，以資本

支出之減碳行動與長期股票投資報酬成反比，其他環境變數則未達統計上顯著水

年度 否/是

2008 次數 422.00 / 234.00 248.00 / 408.00 430.00 / 226.00 549.00 / 107.00

百分比 64.33 / 35.67 37.80 / 62.20 65.55 / 34.45 83.69 / 16.31

2009 次數 383.00 / 273.00 184.00 / 472.00 290.00 / 366.00 531.00 / 125.00

百分比 58.38 / 41.62 28.05 / 71.95 44.21 / 55.79 80.95 / 19.05

合計 次數 805.00 / 507.00 432.00 / 880.00 720.00 / 592.00 1080.00 / 232.00

百分比 61.36 / 38.64 32.93 / 67.07 54.88 / 45.12 82.32 / 17.68

卡方值 Prob 卡方值 Prob 卡方值 Prob 卡方值 Prob

統計量 4.4889 0.027** 14.136 <0.0001*** 60.33 <0.0001*** 1.697 0.193

是否有減碳計畫 是否有減碳目標 是否有減碳獎勵計畫 是否參加碳權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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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表3-18 Model 2 進一步將環境治理政策細分為四個構面，實證結果顯示除了

前述每股減碳投資與環境敏感性因素外，新增是否有減碳計畫，係數為顯著負

項，表示當企業有減碳目標時，反而短期股票報酬為負，暗示投資人認為公司未

來將增加成本負擔，因此預期股票投資報酬將會降低。減碳治理政策中是否有減

碳目標對長期股票報酬為顯著負向影響，而是否有減碳計畫對長期股票報酬為正

向影響。顯示環境治理政策對長短期股票投資報酬影響並不一致，說明投資人對

於企業不同減碳投資政策與股票報酬之關聯性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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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Model 1  

Model 1 Panel A Panel B

應變數 短期報酬 應變數 長期報酬

參數估計值

變數 DF
參數

估計值

標準

誤差
t 值

Pr >

|t|

參數

估計值

標準

誤差
t 值

Pr >

|t|

截距 1 -0.16219 0.02704 -6 <.0001 0.12618 0.17581 0.72 0.4731

美國區虛擬變數 1 0.02314 0.02028 1.14 0.2541 0.35053 0.13188 2.66 0.008

歐洲區虛擬變數 1 -0.02701 0.02035 -1.33 0.1847 -0.09591 0.13235 -0.72 0.4688

每股減碳投資額 1 -0.000122 0.00006159 -1.99 0.0471 0.00012153 0.0004 0.3 0.7616

每股減碳投資帄方 1 1.578E-11 1.6143E-11 0.98 0.3285 -4.999E-12 1.05E-10 -0.05 0.962

環境治理總分 1 -0.01424 0.00523 -2.72 0.0066 0.00058692 0.03399 0.02 0.9862

減碳行動：改變營運 1 0.00269 0.02146 0.13 0.9004 -0.26748 0.13596 -1.97 0.0494

減碳行動：資本支出 1 0.0001345 0.02091 0.01 0.9949 -0.21853 0.10005 -2.18 0.0291

減碳行動：同時改變營

運與資本支出
1 0.016 0.01539 1.04 0.2985 -0.20764 0.13954 -1.49 0.137

環境敏感性產業 1 0.02186 0.01273 1.72 0.086 0.04843 0.08275 0.59 0.5585

企業規模 1 -0.01539 0.00388 -3.97 <.0001 -0.13633 0.0252 -5.41 <.0001

每股直接排放量 1 -9.23E-09 1.1861E-07 -0.08 0.938 3.3732E-07 7.71E-07 0.44 0.6619

風險係數 1 -0.03565 0.00984 -3.62 0.0003 0.19259 0.06399 3.01 0.0027

每股盈餘 1 0.0007218 0.0001837 3.93 <.0001 -0.0002931 0.00119 -0.25 0.8062

前期股票報酬 1 0.02093 0.00442 4.74 <.0001 -0.06935 0.02872 -2.41 0.0159

年度控制變數 1 0.3573 0.01233 28.97 <.0001 0.38452 0.0802 4.79 <.0001

F 值 70.68 6.86

Pr > F <.0001 <.0001

調整 R 帄方 0.4266 0.0589

樣本數 1312 1312

參數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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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Model 2 

Model  2 Panel A Panel B

應變數 短期報酬 應變數 長期報酬

參數估計值

變數 DF
參數

估計值

標準

誤差
t 值

Pr >

|t|

參數

估計值

標準

誤差
t 值

Pr >

|t|

截距 1 -0.16068 0.02723 -5.9 <.0001 0.162 0.17738 0.91 0.3613

美國區虛擬變數 1 0.02841 0.02024 1.4 0.1606 0.3275 0.1318 2.48 0.0131

歐洲區虛擬變數 1 -0.02772 0.02038 -1.36 0.174 -0.09299 0.13276 -0.7 0.4838

每股減碳投資額 1 -0.00011 0.00006145 -1.79 0.0745 0.0000927 0.0004 0.23 0.8169

每股減碳投資帄方 1 1.354E-11 1.6099E-11 0.84 0.4006 -3.556E-12 1.05E-10 -0.03 0.973

是否有減碳獎勵計畫 1 -0.0039 0.01384 -0.28 0.7784 -0.07667 0.09014 -0.85 0.3952

是否參加碳權買賣 1 0.01413 0.01629 0.87 0.3859 0.02303 0.10612 0.22 0.8282

是否有減碳目標 1 0.00937 0.01439 0.65 0.515 -0.18967 0.09374 -2.02 0.0433

是否有減碳計畫 1 -0.06093 0.01345 -4.53 <.0001 0.24461 0.08763 2.79 0.0053

減碳行動：改變營運 1 0.000193 0.02137 0.01 0.9928 -0.19217 0.13921 -1.38 0.1677

減碳行動：資本支出 1 -0.00545 0.02097 -0.26 0.7952 -0.21918 0.13662 -1.6 0.1089

減碳行動：同時改變營運與資本

支出
1 0.01086 0.01543 0.7 0.4819 -0.18175 0.10051 -1.81 0.0708

環境敏感性產業 1 0.02367 0.01272 1.86 0.0629 0.03206 0.08282 0.39 0.6987

企業規模 1 -0.017 0.0039 -4.36 <.0001 -0.13345 0.0254 -5.25 <.0001

每股直接排放量

風險係數 1 -0.03676 0.0098 -3.75 0.0002 0.19428 0.06386 3.04 0.0024

每股盈餘 1 0.0007375 0.00018299 4.03 <.0001 -0.0003478 0.00119 -0.29 0.7705

前期股票報酬 1 0.02039 0.0044 4.63 <.0001 -0.06783 0.02866 -2.37 0.0181

年度控制變數 1 0.35422 0.01241 28.55 <.0001 0.40537 0.08081 5.02 <.0001

F 值 59.65 6.31

Pr > F <.0001 <.0001

調整 R 帄方 0.432 0.0644

樣本數 1312 1312

參數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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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3.4 為股價模式顯示美國地區和歐洲地區之虛擬變數的係數，為顯著

的負值，暗示亞洲地區股價高於其他地區。環境治理政策投入越多反而股價越

低，Panel Ｂ顯示有參加碳權買賣之企業股票價格反而較低。另外與敏感性產業

在前述模式中顯著為正，但在股價模式中為顯著的負值，暗示環境敏感性產業股

票價格較低，但是其短期股票投資報酬較高。 

Model 5為區域邊際投資效果模型，實證結果顯示，歐洲區與每股投資額之

交乘成顯著負值，及暗示說歐洲區減碳投資越多，短期股票投資報酬越低。區域

與減碳投資交乘項目大小不影響長期股票投資報酬，但是減碳投資行動中之，營

運改變與同時營運改變與資本支出反而對長期股票報酬有顯著負向影響。說明影

響長短期股票投資報酬之環境因素並不相同。 

Model 6 將Model 5之環境治理政策總分再拆成四個構面，實證結果發現主

要是環境治理政策中有減碳行動之企業短期股票報酬較低，其他影響變數與 

Model 5 相同。長期股票投資報酬模式顯示雖然還境治理政策總分不顯著，但是

細分之下則發現環境治理政策中是否有減碳目標與長期股票投資報酬呈顯著負

相關，而是否有減碳計畫政策與長期股票投資報酬呈顯著正相關。Model 6 與 

Model 8影響股價因素結果相同。Model 7至於股價模式顯示除了區域差異，環境

治理政策總分與環境敏感性產業因素為主，區域別和減碳投資交乘項無顯著影

響。 

3.4.4 敏感性分析 

1. 僅使用312家有減碳投資之企業來分析，實證結果顯示歐洲區在短期股票

報酬高於其他區域，與全部樣本實證結果相反，暗示歐洲區股票報酬雖含低，但

是有減碳投資的企業中帄均股票報酬反而較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每股帄均碳排

放量與短期股票報酬呈顯著負相關，表示帄均排放量越高之企業股票投資報酬呈

反方向變動。 

2.不過就長期股票投資來看可發現，有自行投資業中美國區與長期股票投資

報酬高於其他地區，歐洲區最低。有實施減碳目標之企業長期股票報酬較低。環

境敏感性企業短期及長期股票投資報酬較高。股價模型則顯示區域別及減碳投資

對股價無影響，有減碳獎勵計畫對股價有顯著正向影響，但是參加碳權買賣則有

顯著負向影響。環境敏感性企業股價顯著低於非環境敏感性企業。 

3.區域別敏感性分析 

各區域在影響短期股票投資報酬模式明顯差異，影響歐洲地區股價投資報酬

主要係是否有減碳計畫，顯著正相關；而減碳行動越多短期股票報酬越低。美國

地區除了受EPS影響外，所有環境變數都不顯著；亞洲地區短期股票報酬環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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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因素只有參加碳權買費呈顯著正相關外，其他都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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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 Model 3 及 Model 4 

Model 3 Model 4

應變數 股價 應變數 股價

變數 DF
參數

估計值

標準

誤差
t 值

Pr >

|t|

參數

估計值

標準

誤差
t 值

Pr >

|t|

截距 1 -8.7945 19.23133 -0.46 0.6475 -12.662 19.46297 -0.65 0.5154

美國區虛擬變數 1 -50.3643 14.42622 -3.49 0.0005 -51.4664 14.46176 -3.56 0.0004

歐洲區虛擬變數 1 -50.5824 14.47739 -3.49 0.0005 -50.4964 14.56648 -3.47 0.0005

每股減碳投資額 1 -0.02491 0.04381 -0.57 0.5696 -0.02975 0.04391 -0.68 0.4982

每股減碳投資帄方 1 6.78E-09 1.15E-08 0.59 0.5549 7.94E-09 1.15E-08 0.69 0.4901

環境治理總分 1 -6.77793 3.71806 -1.82 0.0685

是否有減碳獎勵計畫 -6.7004 9.89056 -0.68 0.4982

是否參加碳權買賣 -24.668 11.64421 -2.12 0.0343

是否有減碳目標 -4.18271 10.28595 -0.41 0.6843

是否有減碳計畫 -0.29984 9.6146 -0.03 0.9751

減碳行動：資本支出 1 8.22644 15.26436 0.54 0.59 8.37 15.27474 0.55 0.5838

減碳行動：改變營運 1 -5.79366 14.87231 -0.39 0.6969 -6.6352 14.99017 -0.44 0.6581

減碳行動：同時改變營運

與資本支出
1 0.14302 10.94418 0.01 0.9896 0.05939 11.02829 0.01 0.9957

環境敏感性產業 1 -21.7903 9.05194 -2.41 0.0162 -21.4909 9.08759 -2.36 0.0182

企業規模 1 35.80294 2.75613 12.99 <.0001 36.48056 2.78699 13.09 <.0001

每股直接排放量 1 1.65E-07 8.44E-05 0.001 0.9984 0.05363 11.03683 0 0.9961

風險係數 1 -37.3558 7.00019 -5.34 <.0001 -36.8635 7.00726 -5.26 <.0001

每股盈餘 1 1.55469 0.13065 11.9 <.0001 1.55048 0.13078 11.86 <.0001

前期股票價格 1 2.0669 3.14191 0.66 0.5108 2.25106 3.14481 0.72 0.4742

年度控制變數 1 25.99266 8.77259 2.96 0.0031 26.07316 8.8665 2.94 0.0033

F 值 24.78 20.57

Pr > F <.0001 <.0001

調整 R 帄方 0.2025 0.2024

樣本數 1312 1312

參數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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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Model 5 及 Model 7 

Model 5 Model 7

應變數

變數
參數

估計值
t 值 Pr > |t|

參數

估計值
t 值 Pr > |t|

參數

估計值
t 值 Pr > |t|

截距 -0.16202 -5.99 <.0001 0.12572 0.71 0.4748 -8.77611 -0.46 0.6484

美國區虛擬變數 0.02364 1.16 0.2452 0.35114 2.66 0.008 -50.073 -3.46 0.0006

歐洲區虛擬變數 -0.02691 -1.32 0.1866 -0.09606 -0.73 0.4681 -50.5372 -3.49 0.0005

歐洲區*每股低碳投資 -7.7E-05 -1.88 0.0605 0.00011 0.4 0.6874 -0.0063 -0.22 0.8295

美國區*每股低碳投資 -0.00111 -0.19 0.848 -0.00281 -0.07 0.9406 -0.81236 -0.2 0.844

環境治理總分 -0.01405 -2.69 0.0073 0.00061 0.02 0.9856 -6.68338 -1.8 0.0725

減碳行動：資本支出 0.00261 0.12 0.9033 -0.20777 -1.49 0.1368 8.1758 0.54 0.5924

減碳行動：改變營運 0.000214 0.01 0.9918 -0.26727 -1.97 0.0496 -5.73322 -0.39 0.7

減碳行動：同時改變營

運與資本支出
0.01594 1.04 0.3006 -0.21844 -2.18 0.0292 0.13866 0.01 0.9899

環境敏感性產業 0.02226 1.75 0.0808 0.04862 0.59 0.5572 -21.579 -2.38 0.0174

企業規模 -0.01553 -4.01 <.0001 -0.13623 -5.41 <.0001 35.74959 12.98 <.0001

每股直接排放量 -1.4E-08 -0.12 0.9051 3.38E-07 0.44 0.6612 -1.9E-06 -0.02 0.9819

風險係數 -0.03581 -3.64 0.0003 0.19251 3.01 0.0027 -37.4362 -5.35 <.0001

每股盈餘 0.000721 3.92 <.0001 -0.00029 -0.25 0.8064 1.55444 11.9 <.0001

前期股票報酬 0.02093 4.74 <.0001 -0.06937 -2.42 0.0159 2.06205 0.66 0.5118

年度控制變數 0.35693 28.94 <.0001 0.38482 4.8 <.0001 25.84572 2.95 0.0033

F 值 70.56 6.86 24.75

Pr > F <.0001 <.0001 <.0001

調整 R 帄方 0.4262 0.0589 0.2023

樣本數 1312 1312 1312

短期股票報酬 長期股票報酬 股價

 



119 
 

表 3-21 Model 6 及 Model 8 

Model 6 Model 8

應變數

變數
參數

估計值
t 值 Pr > |t|

參數

估計值
t 值 Pr > |t|

參數

估計值
t 值 Pr > |t|

截距 -0.16037 -5.89 <.0001 0.16149 0.91 0.3628 -12.4679 -0.64 0.522

美國區虛擬變數 0.02899 1.43 0.1533 0.32833 2.49 0.0131 -51.1752 -3.53 0.0004

歐洲區虛擬變數 -0.02761 -1.35 0.1759 -0.09313 -0.7 0.4831 -50.4203 -3.46 0.0006

每股減碳投資額 -7.1E-05 -1.73 0.0838 8.3E-05 0.31 0.756 -0.00779 -0.27 0.7901

每股減碳投資帄方 -0.00134 -0.23 0.8161 -0.00366 -0.1 0.9226 -0.62105 -0.15 0.8805

是否有減碳獎勵計畫 -0.00356 -0.26 0.7972 -0.07657 -0.85 0.3958 -6.49912 -0.66 0.5113

是否參加碳權買賣 0.01516 0.93 0.3519 0.02317 0.22 0.827 -24.0873 -2.07 0.0385

是否有減碳目標 0.00923 0.64 0.5214 -0.18972 -2.02 0.0432 -4.26171 -0.41 0.6788

是否有減碳計畫 -0.06107 -4.54 <.0001 0.2447 2.79 0.0053 -0.3698 -0.04 0.9693

減碳行動：改變營運 0.000109 0.01 0.9959 -0.19232 -1.38 0.1674 8.3197 0.54 0.5862

減碳行動：資本支出 -0.00529 -0.25 0.8012 -0.21889 -1.6 0.1094 -6.5522 -0.44 0.6622

減碳行動：同時改變營

運與資本支出
0.01081 0.7 0.4838 -0.18163 -1.81 0.071 0.04263 0 0.9969

環境敏感性產業 0.02404 1.89 0.0592 0.03236 0.39 0.6963 -21.2808 -2.34 0.0194

企業規模 -0.01714 -4.4 <.0001 -0.13336 -5.26 <.0001 36.39492 13.07 <.0001

每股直接排放量 -1.75E-09 -0.01 0.9882 2.39E-07 0.31 0.7564 -8.53E-07 -0.01 0.9919

風險係數 -0.03693 -3.77 0.0002 0.19415 3.04 0.0024 -36.9585 -5.27 <.0001

每股盈餘 0.000737 4.03 <.0001 -0.00035 -0.29 0.7706 1.55023 11.85 <.0001

前期股票報酬 0.02038 4.63 <.0001 -0.06786 -2.37 0.0181 2.24269 0.71 0.476

年度控制變數 0.3539 28.53 <.0001 0.40567 5.02 <.0001 25.87144 2.92 0.0036

F 值 59.58 6.31 20.53

Pr > F <.0001 <.0001 <.0001

調整 R 帄方 0.4317 0.0645 0.2021

樣本數 1312 1312 1312

短期股票報酬 長期股票報酬 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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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結論及建議 

3.5.1 結論 

單變項分析中顯示減碳投資大小、環境治理政策及環境治理行動受到區域別、產

業別及是否有做減碳投資而有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支持假說一 

企業減碳投資、環境治理政策與環境治理行動會因區域、產業、環境敏感性而有

所不同。每股減碳投資越多的公司，環境治理越高的公司及短期股票投資報酬較低，

而環境敏感性產業短期股票投資報酬較高。是否有減碳目標對短期股票投資影響為

負，但是對長期股票投資報酬為正向影響。是否有減碳目標與同時實施營運改變與資

本投資之低碳投資反而對長期股票投資報酬有負向影響。顯示影響長短期股票報酬之

環境治理因素並不相同。 

實施環境治理政策越多股價越低，參加碳權買賣之企業股價也較低。環境敏感性

產業股價顯著低於非環境敏感性產業。 

歐洲區與每股減碳投資額交乘項與短期股票報酬成負相關。敏感性分析顯示只有

「有減碳投資企業」發現歐洲區短期股票報酬高於其他地區，減碳行動中資本支出，

營運改變與資本支出兩者同時，與股票呈顯著正相關，顯示投資人對於有低碳投資企

業實施減碳投資行動有較高的短期股票報酬。歐洲地區是否參加碳權買賣對長短期股

票投資報酬都是正面影響，亞洲地區參加碳權買賣公司短期股票報酬率較高。美國地

區長短期股票投資報酬，都不受環境政策與環境投資影響。低碳時代企業股票投資報

酬及股價受企業區域別、減碳投資大小、環境治理政策多寡、環境治理行動差別及產

業環境敏感性而有所差異根據實證結果，整體而言假說二與假說三獲得支持。 

3.5.2 建議 

本研究顯示大部分減碳投資與環境治理政策與股票報酬呈現負相關，顯示企業在

環境上投資與努力及對地球的貢獻，相對的不利於與沒有在環境上投資與努力的企

業。雖然許多企業係因產業因素，本來就對環境有較大的破壞，因此受到較多的管制，

但是政府應思考要如何提供這些企業更多的誘因，使企業能在環境及經濟上雙贏，相

關政策將是未來各國政府的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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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企業碳風險管理與避險工具規劃:  

我國實施總量管制與碳交易制度之課稅議題 

4.1前言 

温室氣體排放、全球暖化乃是當前全球面臨的最大威脅。為落實溫室氣體排放管

制工作，世界各國於 1997 年 12 月通過具有約束效力的京都議定書 (Kyoto 

Protocol)，其中第 17 條條文主要內容為附件國家之間可交易碳權。減量成本較低的

企業進行超額減量，可將未使用或剩餘的排放權售予其他未達減量目標的國家。而各

國政府如何透過實施總量管制與碳交易 (cap-and-trade) 來達成排放減量目標， 為國

際間尚待討論之問題。由於我國非京都議定書附件國家，易非聯合國一員，並未強制

規範參與溫室氣體減排機制，但基於地球村之一員及國際成員的責任義務，我國政府

已經開始研擬各種方案，期能建立符合國際潮流的自願減量，逐步建構與國際接軌之

市場機制，達成温室氣體減排目標。 

在實施總量管制之下，政府可依企業過去碳排放量給予碳排放權配額，藉由核

配或拍賣等方式分配給國內企業。企業獲配政府給予之排放權，可用以提交、儲存

於以後年度使用或將超額完成減排義務的剩餘排放量，以貿易方式轉讓給國內外企

業。擁有碳交易標的「碳排放權配額」（或稱碳權）的國家或企業，可將剩餘的排放

量，釋放到市場作買賣，新興的交易市場因而產生。就整個經濟體而言，在總量管

制之下，部分企業節省了減量開支，而部分企業也由其額外的減量獲取利潤，碳交

易商機因而產生。企業因購買碳權產生支出，因持有碳權產生持有利得、因交易行

為創造利潤。因此碳權交易行為衍生有營業稅、證券交易稅或期貨交易稅課稅問

題。 

碳交易會計處理目前國際會計準則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IAS)與美

國會計準則委員會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FASB)，均尚未公布會計

處理準則，企業可自由選擇不同的會計處理及揭露型態，以致於碳排放權應視為存

貨、無形資產或金融商品亦無定論。由於碳交易標的「碳排放權配額」為存貨 

(commodity) 、無形資產 (intangible asset) 或金融商品 (financial asset) ，並無一致

定論。我國實施總量管制及碳交易制度時，其可能涉及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加值

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關稅及貨物稅、證券交易稅及期貨交易稅。故本文從「總量管

制與碳交易」之不同會計處理下，分別就碳排放權為存貨、無形資產或金融商品等，

假設不同交易案例，進行租稅歸納彙整，並就我國現有法令規範下可能產生之稅務

問題進行研析，以作為未來我國實施總量管制與碳交易制度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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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現有稅法規範及會計制度 

4.2.1 現行國外有關碳權稅務處理 

碳交易標的「碳排放權配額」，主要由政府核配（免費或拍賣）或企業由次級市

場交易取得。碳排放權視為商品、無形資產或金融商品，國際未有定論，企業持有配

額 (Allowance) 目的，為遵循歐盟排放交易體系 (EU ETS) 下提交之義務 (meet an 

obligation)、投資 (investment)、作為財務規劃組合 (financial trading portfolio) 或企業

經營策略等 ( Hansen and Tops，2010)。 

Copenhagen Economics (2010) 指出在歐洲國家如，比利時、德國、法國、希臘、

愛爾蘭、盧森堡、荷蘭、馬爾他及愛沙尼亞等國家，將碳排放權視為「存貨」，取得

排放權成本可列為費用113。而丹麥、英國、義大利、瑞典、波蘭、塞普勒斯、捷克、

斯洛法克人共合國、斯洛法尼亞、立陶宛、拉脫維亞及羅馬尼亞，將碳排放權視為「無

形資產」，不允許無形資產攤提只有在使用碳排放權時認列為費用。而奧地利、西班

牙、芬蘭、匈牙利及保加利亞等亦將碳排放權視為「無形資產」，但其允許無形資產

按有系統方式攤提認列費用。 

碳排放權除定義不同外，稅務處理亦有所不同，如取得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及

費用認列等（表4-1）。在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方面，在歐洲國家如，西班牙、英

國、希臘於取得免費排放權時即認列為收入，列為所得課稅。而奧地利、比利時、保

加利亞、捷克、塞普勒斯、德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匈牙利、愛爾蘭、

義大利、立陶宛、盧森堡、拉脫維亞、馬爾他、荷蘭、波蘭、羅馬尼亞、瑞典、斯洛

法客人共和國、斯洛法尼亞等，於取得政府免費核配之排放權不認列為收入，不列為

所得課稅。而費用認列時點方面，碳排放權視為存貨其取得成本得列為費用，於碳排

放權提交或出售時認列費用。歐洲國家如丹麥、英國、義大利、瑞典、波蘭、塞普勒

斯、捷克、斯洛法克人共合國、斯洛法尼亞、立陶宛、拉脫維亞及羅馬尼亞等將碳排

放權視為無形資產，其不允許無形資產攤提，因碳排放權不會隨時間經過逐年產生磨

損或價值減損問題，只允許於使用時認列為費用。而奧地利、西班牙、芬蘭、匈牙利

及保加利亞等亦將碳排放權視為「無形資產」，其允許無形資產攤提在課稅年度折耗

及攤折數得列為費用作為課稅所得減除。另有關碳排放權配額價值認定，有採市場價

值法及實現原則二種方法，其一為市場價值法為碳排放權配額價值變動，在課稅年度

中持有配額之價值變動（期末公帄價值減除期初公帄價值），不論價值增加或減少皆

計入課稅所得。此方法缺點為將未實現損益列入所得課稅。其二為實現原則，將配額

取得成本與出售價格間差異，列入損益計入所得課稅，只有在配額出售時始有損益產

生，此方法優點為避免對未實現損益課稅。( Hansen and  Tops，2012) 

                                                      

113
 Copenhagen Economics (2010). "Tax Treatment of ETS Allowances: Options for Improving 

Transparency and Efficiency," Taxation Studies 0035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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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歐盟排放權配額之稅務處理 (Tax treatment of allowances in EU Member States) 

Issue Treatment 

配額減除時間 

(Treatment of 

allowance Time of 

deduction ) 

存貨 (Commodity) 

立即減除
(Immediate ) 

無形資產 (Intangible asset) 

使用時  (When 

used ) 

允許折秏
(Depreciation 

allowed ) 

國家 比利時、德國、法
國希臘、愛爾蘭、

盧森堡、荷蘭、馬
爾他、愛沙尼亞。 

丹麥、英國、義大
利、瑞典、波蘭、

塞普勒斯、捷克、
斯洛法克人共和
國、斯洛法尼亞、
立陶宛、拉脫維
亞、羅馬尼亞。 

奧地利、西班
牙、芬蘭、匈牙

利、保加利亞。 

取得免費核配課稅
方式(Taxation of 

free allowances ) 

收到配額時課稅  

(Taxed when 

received ) 

不課稅(Not taxed ) 

國家 西班牙、英國、希
臘。 

奧地利、比利時、保加利亞、捷克、
塞普勒斯、德國、丹麥、愛沙尼亞、
芬蘭、法國、匈牙利、愛爾蘭、義
大利、立陶宛、盧森堡、拉脫維亞、
馬爾他、荷蘭、波蘭、羅馬尼亞、
瑞典、斯洛法客人共和國、斯洛法
尼亞。 

 Source: Copenhagen Economics based on Deloitt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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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我國現有課稅制度分析 

我國政府對於碳權交易實施及碳權課稅方式未有定論，未來我國採行碳權交

易，有關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因無取得成本，於提交或出售時無可列為收入減

除項目，應不列入所得課稅。我國稅法有關成本、費用依據所得稅法第 44、45 及 

60 條規定，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認列要件，其相關之成本、費用得於使用或出售

時，按實際取得成本，以系統方式分攤認列採實而碳權取得成本或費用。即碳排放

權於實際發生排放時或出售時其原始取得成本得列為成本或費用作為所得減除項。

另有關碳排放權價值認列，因我國稅法規定，未實現損益不認列，則有關碳排放權

價值（即碳權）按公帄價值變動評價損益屬未實現損益，不計入課稅所得，而係採實

現原則，於碳權出售時，將其碳權出售收入減取得成本後差額列入課稅所得課徵所

得稅。 

我國政府目前已對總量管制與碳交易制度研擬相關政策，並探討該制度之可行

性，但有關課稅議題探討文獻相當缺乏。因碳權認定的問題，增加了我國法律適用

上的困難性，其一因交易產生所得或損失，應依我國所得稅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

得稅及加徵10%未分配盈餘稅，但有關金融商品之交易所得依我國所得稅法第 4 條

之 1 及 4 條之 2 規定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停徵，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其

二因交易行為衍生交易稅課稅問題，即認定不同，適用條文不同： 

1. 「存貨」因購買、銷售貨物或進口貨物之行為，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

稅法規定課徵營業稅，另涉及國際貿易則依關稅法規定課徵關稅及貨物稅。 

2. 「無形資產」因購買或銷售勞務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課徵營

業稅。 

3. 「金融商品」因購買或銷售行為，依證券交易法、證券交易稅條例、期貨交

易法及期貨交易稅條例規定，對交易行為課徵證券或期貨交易稅。 

碳權交易課稅問題涉及我國現行所得稅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證券

及期貨交易法及關稅或貨物稅法。以下就我國現行各稅法規定進行概略說明，採分

項說明各法規之課徵範圍及申報方式，說明碳排放交易衍生之課稅問題，並做為第

三章案例分析時各稅法規定適用之參考。 

 

一、 營利事業所得稅相關規定 

碳權交易自取得、實際發生排放、盤查及出售，每階段交易流程收入或費用認

列，涉及課稅所得之計算及申報，其適用我國現行所得稅規定簡要說明如下。 

1. 課稅範圍 

營利事業所得稅係採「屬人主義兼屬地主義」（所得稅法第 3 條），營利事業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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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

事業所得稅。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僅就「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所得稅法第 8 

條）核課營利事業所得稅。 

2. 租稅獎勵 (tax incentive) 藉由租稅之減免以達成獎勵投資、促進產業升級、鼓

勵研究發展、節約能源或防治污染、吸引外資或其他種種政策之目的，採行方

式如下。 

(1). 租稅減免 

營利事業因引進新生產技術或產品，或因改進產品品質，降低生產成本，而

使用外國營利事業所有之專利權、商標權及各種特許權利，經政府主管機關專案

核准者，其所給付外國事業之權利金免納所得稅（所得稅法第 4 條 21 款）。另

為獎勵投資促進國內資本市場之發展為目的，營利事業投資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1 條規定發行之有價證券或期貨交易稅條例第 1 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期貨交易

所從事期貨交易，其交易依規定應課徵交易稅，交易所得依前揭規定免徵。 

(2). 租稅協定 

為避免雙重課稅、防杒逃漏稅及增進我國與他國間經貿及投資關係、文化交

流及人民往來，所簽訂之租稅協定。財政部得本互惠原則，與外國政府商訂互免

稅捐，於報經行政院核准後，以外交換文方式行之。  

(3). 投資抵減 

我國產業租稅奬勵措施，主要為鼓勵投資、提升產業轉型、帶動經濟發展所

設。現行產業租稅獎勵措施首推經濟部工業局所主管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茲

將該條例中租稅減免有關環境與資源獎勵保護方面重要措施擇要介紹如下：  

a. 投資抵減公司投資於資源回收、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利用新及潔淨能

源、節約能源及工業用水再利用設備或技術，温室氣體排放減量或提高能源使用

效率之設備或技術，得在支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每一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

之五十為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金額不在此限。 

b. 加速折舊，公司購置節約能源或利用新及淨潔能源之機器設備，得按二年

加速折舊，但在縮短後之耐用年數內如未折舊足額，得於所得稅法規定耐用年數

內一年或分年繼續折舊至提足為止。 

3. 申報完稅方式 

我國所得稅完稅方式，採申報納稅及就源扣繳兩種方式。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

內之營利事業，採結算申報方式。而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可採申報

納稅或就源扣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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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種類 

(1). 營利所得 

按所得稅法第 24 條規定，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

稅捐後之純益為所得額。自 87 年度貣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

該未分配盈餘加徵 10% 營利事業所得稅（所得稅法 66 條之 9）。所稱未分配盈

餘自 94 年度貣，係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稅後純益，減除

彌補虧損、當年度盈餘分配之股利、依公司法第 237 條規定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

或其他法律規定之特別盈餘公積等項後之餘額計算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

利事業所得稅。 

(2). 權利金所得 

按所得稅法第 8 條 6 款規定，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秘密方法及各種

特許權利，因在中華民國境內供他人使用所取得之權利金，為中華民國來源所

得。 

(3). 資本利得 

證券交易所得，按證券交易法第 6 條所稱有價證券係指政府債券、依證券交

易法公開募集、發行之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

應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1 條規定徵收證券交易稅。證券交易所得依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1 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而我國營利事業持有國外發行之有價證券於

外國證券市場出售者，非屬免徵範疇。 

(4). 財產交易所得 

期貨交易所得應視為財產交易所得，依我國期貨交易稅條例第 1 條規定，凡

在中華民國境內期貨交易所從事期貨交易，應課徵期貨交易稅。又依我國所得稅

法第 4 條之 2 規定期貨交易所得，暫行停止課徵所得稅。但依期貨交易稅條例

規定，只有與有價證券相關之期貨或選擇權商品期貨以及利率期貨才需課徵期貨

交易稅，其餘之金融期貨或商品期貨扣除相關成本或費用後餘額仍頇計入所得課

稅。 

5. 所得基本稅額絛例 

為維護租稅公帄，確保國家稅收，使適用租稅減免規定而繳納較低稅負甚至不

用繳稅的營利事業或個人都能繳納最基本稅額，目的為使有能力納稅者，對國家財

政有基本頁獻，因此我國自民國 95 年 1 月 1 日貣實施最低稅負制，制定「 所得

基本稅額條例」，課徵基本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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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1. 課稅範圍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稱營業稅法）第 1 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

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

又依營業稅法第 36 條規定，外國之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

銷售勞務者，應由勞務買受人於給付報酬之次期開始 15 日內，就給付額按 5% 營

業稅率計算營業稅額繳納之。 

2. 減免範圍 

依營業稅法第 36 條規定，外國之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

有銷售勞務者，應由勞務買受人於給付報酬之次期開始 15 日內，就給付額按5% 

營業稅率計算營業稅額繳納之；但買受人為依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

人， 其購進之勞務，專供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者，免予繳納。營業稅法第8條

規定，政府發行之債券及依法應課徵證券交易稅之證券及經營衍生性金融商品、公

司債、金融債券、新臺幣拆款及外幣拆款之銷售額，其免徵營業稅。 

3. 申報完稅方式 

營業稅稅額計算分為一般稅額（加值型之營業稅）及特種稅額（非加值型之營業

稅）二種方式。營業人不論有無銷售額，皆應依營業稅法第 35 條規定，辦理營業稅

申報。其適用營業稅率分為一般營業稅率百分之五，及與外銷貨物或與外銷有關之

勞務，或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勞務營業稅稅率為零。 

 

三、 證券交易法及證券交易稅條例 

1. 課徵範圍 

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1條規定，凡買賣有價證券除各級政府發行之債券外均應課

徵證券交易稅。即依公司法第 162 條規定簽證發行之股票、公司債及經政府核准得

公開募銷之其他有價證券，應依證券交易稅條例規定，徵收證券交易稅。依證券交

易稅條例第 2 條規定，出賣有價證券人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課徵證券交易稅，現行

證券交易稅徵收率，如為公司發行之股票及表明股票權利之證書或憑證為千分之

三；若為公司債及其他經政府核准之有價證券為千分之一。 

2. 申報完稅方式 

出賣有價證券人應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按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2 條規定按現行

證券交易稅率課徵證券交易稅，由代徵人，如證券承銷商、經紀商或受讓證券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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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稅條例第 4 條），於每次買賣交割之當日，依規定稅率代徵，並於代徵之次

日，填具繳款書向國庫繳納之。代徵人代徵稅款後，應掣給規定之收據，交與證券

出賣人 （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3 條）收執。 

3. 申報所得 

依我國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1 規定，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其交易產

生之利得不計入所得課稅，損失亦不自所得額中扣除。而停徵之證券交易所得以我

國證券交易稅條例所稱之有價證券為限，尚不包括外國政府或公司所發行之有價證

券及境外機構所發行之金融商品（如債券、連動債、基金、股票）等，其到期、出

售、轉換而產生之處分利得為財產交易所得，應依我國所得稅法第3條規定申報繳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      

 

四、 期貨交易法及期貨交易稅條例 

1. 課稅範圍 

期貨交易，指依國內外期貨交易所或其他期貨市場之規則或實務，從事衍生性

商品、貨幣、有價證券、利率、指數或其他利益之契約交易。 

(1). 期貨契約：指當事人約定，於未來特定期間，依特定價格及數量等交易條件買

賣約定標的物，或於到期前或到期時結算差價之契約。 

(2). 擇權契約：指當事人約定，選擇權買方支付權利金，取得購入或售出之權利，

得於特定期間內，依特定價格及數量等交易條件買賣約定標的物；選擇權賣方

於買方要求履約時，有依約履行義務；或雙方同意於到期前或到期時結算差價

之契約。 

(3). 期貨選擇權契約：指當事人約定，選擇權買方支付權利金，取得購入或售出之

權利，得於特定期間內，依特定價格數量等交易條件買賣期貨契約；選擇權賣

方，於買方要求履約時，有依選擇權約定履行義務；或雙方同意於到期前或到

期時結算差價之契約。 

(4). 槓桿保證金契約：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支付價金一定成數之款項或取得他方授

與之一定信用額度，雙方於未來特定期間內，依約定方式結算差價或交付約定

物之契約。 

2. 課稅範圍 

依期貨交易稅條例第 1 條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期貨交易所從事期貨交易，

應徵收期貨交易稅，包含股價類期貨契約、利率類期貨契約、選擇權契約或期貨選

擇權契約及其他期貨交易契約等。期貨交易稅為向買賣雙方交易人按每次交易之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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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金額依期貨交易稅條例第 2 條規定稅率課徵，股價類期貨契約：稅率百萬分之零

點一二五至千分之零點六。利率類期貨契約：稅率百萬分之零點一二五至百萬分之

二點五。選擇權契約或期貨選擇權契約：稅率千分之一至千分之六。其他期貨交易

契約：稅率百萬分之零點一二五至千分之零點六。 

3. 申報所得 

依我國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2 規定，期貨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其交易產

生之利得不計入所得課稅，損失亦不自所得額中扣除。而停徵之期貨交易所得僅限

於我國期貨交易所上市之衍生性商品為限，其他非於集中市場交易者非屬期貨交易

稅條例適用範疇，其到期、出售、轉換而產生之處分利得為財產交易所得，應依我

國所得稅法第3條規定申報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五、 關稅 

1. 課稅範圍 

依關稅法第 1、2、3、29 條規定，對國外進口貨物，按完稅價格依「海關進口

稅則」徵收進口稅 ，即對進口貨物由輸出國銷售至中華民國實付或應付之價格課

徵，依海關進口稅則課徵關稅。 

進口關稅由海關從價或從量徵收，稅率分為三欄，第一欄之稅率適用於世界貿

易組織會員，或與中華民國有互惠待遇之國家或地區之進口貨物。第二欄之稅率適

用於特定低度開發、開發中國家或地區之特定進口貨物，或與我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之國家或地區之特定進口貨物。不得適用第一欄及第二欄稅率之進口貨物，應適用

第三欄稅率。進口貨物如同時得適用第一欄及第二欄稅率時，適用較低之稅率，進

口貨物課徵進口稅由海關為之。 

另依關稅法第 5 條規定，海關進口稅則得針對特定進口貨物，就不同數量訂定

其應適用之關稅稅率，實施關稅配額，關稅配額之分配方法、參與分配資格、應收

取之權利金、保證金、費用及處理方式之實施辦法由財政部會同有關機關擬訂，報

請行政院核定。  

2. 申報完稅方式 

進口貨物之申報，由納稅義務人自裝載貨物之運輸工具進口日之翌日貣十五日

內，向海關辦理。出口貨物之申報，由貨物輸出人於載運貨物之運輸工具結關或開

駛前之規定期限內，向海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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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貨物稅 

1. 課徵範圍 

按貨物稅條例規定，輪胎、水泥、飲料品、帄版玻璃、油氣類（如汽油、柴油、

煤油、燃料油、航空燃油、溶劑油及液化石油等）、電器類及車輛等不論在國內產製

或自國外進口，應於應稅貨物出廠或進口時徵收貨物稅。其納稅義務人為國內產製

企業、受託之產製企業、國外進口之貨物為收貨人、提貨人或貨物之持有人。其中

電器類、車輛類之課稅依貨物稅條例第 11 及 12 條採從價徵收。油氣類採從量徵

收；油類以公秉為計稅單位；液化石油氣以公噸為計稅單位。 

2. 申報完稅方式 

應稅貨物之完稅價格應包括該貨物之包裝從物價格。國產貨物之完稅價格以產

製企業之銷售價格減除內含貨物稅額計算之。完稅價格為銷售價格/(1+稅率)。產製

企業當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應於次月十五日以前自行向公庫繳納，並依照財

政部規定之格式填具計算稅額申報書，檢同繳款書收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無應

納稅額者，仍應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進口應稅貨物，納稅義務人應向海關申報，

並由海關於徵收關稅時代徵之。 

 

4.2.3 會計制度 

目前國際會計準則 (IAS) 與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 (FASB) 對碳排放權交易

機制之會計處理，均未有一致性會計處理準則或解釋。本章介紹目前實務界常採用

之會計處理方法如：美國淨額法、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發布之第三號解釋令 

(Internation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 Internation Financial Reporting Interpretat 

Committee；IFRS-IFRIC 3) ，有關排放權計處理採用成本法及重估法，分別將污染

排放權視為存貨、無形資產及金融商品。企業可以自由選擇持有碳排放權的目的，

例如，可用來次年提交、儲存於未來使用，同時亦無法排除企業買賣碳排放權賺取

價差的營利行為，其會計處理概述如下（陳巧芬，2012）。 

 

一、 美國淨額法 

美國淨額法以歷史成本即取得成本作為衡量碳排放權的基礎，將碳排放權定義

為「存貨」。碳排放權取得，一由政府免費核配，該部分取有二，其一為提供企業做

為設算抵銷實際排放，其二為在結算時形成排放權分配額的交易市場（李志成，

2009）。碳排放權交易會計處理方法首由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提出，由政府參考企業

過去年度的排放量，核配一定使用年限 (vintage year) 的碳排放權。企業可自由管

理、收益，可用以提交排放權義務、儲存於未來年度使用，或將多餘之碳排放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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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出售賺取差價。企業於次年按實際排放量提交碳排放權予主管單位，若無提交

足夠的碳排放權，則以罰款、減少企業後續期間的碳排放權或限制企業的營運等方

式作為懲罰。 

企業自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因不需額外付費，財務報表無需表達；若碳排

放權是向第三方購買或由政府拍賣而取得，則以「購買或拍賣成本」認列。資產負債

表日無需依公允價值評價碳排放權，得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6 號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36，IAS36) 資產減損規定，進行資產減損測詴，於發生減損時

認列損失。若實際排放量大於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時，依權責發生制就排放量超過

政府免費核配排放量，按取得成本認列排放費用，並於次年應依實際排放量提交碳

排放權，於提交時並無分錄產生。因此在美國淨額法下不會認列負債，僅企業期末

實際排放量超過政府免費核配的碳排放權時，企業經由政府拍賣或向第三方購買超

額生產排放量之情況下，於期末依權責發生制估列碳排放權費用，貸記記碳排放權 

(allowance)，次年提交碳排放權時無分錄。 

 

二、 國際會計準則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解釋 (Internation Financial Reporting Interpretat Committee ; 

IFRIC) 將碳排放權分類為「無形資產」。將持有碳排放權資產、政府免費核配和提

交義務負債，分別按現存會計準則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38 (IAS 38) 無

形資產 (Intangible Assets)、IAS20政府補助 (Accounting for Government Grants and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Assistance) 和 IAS37負債準備認列 (Provisions,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Contingent Assets)。其中又依碳排放權是否按公允價值評價，區分為成

本法與重估法兩種會計處理方式。 

(一) 國際會計準則-IFRIC 3成本法 

1. 會計制度 

碳排放權可能是政府免費核配、拍賣或向第三方購買取得，企業在收到政府免

費核配、政府拍賣或向第三方購買取得碳排放權時，分別依免費核配或取得時之碳

排放權公允價值衡量碳排放權資產。免費核配排放權依取得配額時公允價值認列負

債（遞延收入），在營業期間內按排放量攤銷認列收入。後續期間碳排放權不隨公允

價值變動其價值。當發生排放量及期末按權責發生估計總排放量時，按發生排放時

及期末 （資產負債表日）公允價值估列排放權費用並認列提交義務負債。次年企業

頇提交等同於實際排放的碳排放權予管理當局，並於提交時按原始取得成本（即政府

免費核配時，排放權公允價值或向第三方購買之取得成本）沖轉提交義務負債（依公

允價值估列）及碳排放權資產（原始取得成本），差額認列為損益。 

2. 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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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有碳排放權，認列為無形資產，按取得成本估列入帳，後續不隨公允價值變

動而變動其價值。 

(2). 政府免費核配之碳排放權視為政府補助，適用政府捐贈 (IAS20)。按取得政府

補助時碳排放權之公允價值入帳，相對認列一項負債（遞延收入），於營運期

間定期按排放量攤銷政府補助，認列為收入。 

(3).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與排放費用：年度內企業排放二氧化碳時，需認列排放費用

及提交義務負債，提交義務負債按公允價值估列，相對費用科目列為當期損

益，表達於損益表中。企業於發生排放時按或有負債 (IAS37) 估列提交義務負

債，依排放量及排放時公允價值認列排放費用與提交義務負債；期末資產負債

表日，以期末公允價值與累積已排放量調整認列年度排放費用與提交義務負

債，但頇調整期末認列前已認列之額度。提交義務負債隨公允價值變動，期末

需按次年提交排放權予主管單位之量調整，差額列為當期損益，並適用 IAS36

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 

(二) 國際會計準則-IFRIC 3重估法 

1. 會計制度 

碳排放權可能是政府免費核配、拍賣或向第三方購買取得，企業在收到政府免

費核配、拍賣或向第三方購買取得碳排放權時，分別依免費核配或取得時之碳排放

權公允價值衡量碳排放權資產。免費核配排放權，依取得配額時公允價值認列負債

（遞延收入），按排放量攤銷認列收入。碳排放權後續期間依公允價值變動其價值，

為權益項下之重估準備，列入其他綜合損益。當發生排放量及期末依權責發生制估

計總排放量時，按發生排放時及期末（資產負債表日）公允價值估列排放權費用並認

列提交義務負債。次年企業頇提交等同於實際排放的碳排放權予管理當局，於提交

時按公允價值變動調整之金額沖轉提交義務負債（依公允價值估列）及碳排放權資產

（依公允價值估列）。 

2. 會計處理 

(1). 持有碳排放權，認列為無形資產，按取得成本估列入帳，後續隨公允價值變動

而變動其價值，碳排放權公允價值的變動列為權益項下的重估準備，提交時轉

入保留盈餘，碳排放權公允價值的變動表達於其他綜合損益。 

(2). 政府補助採用國際會計準則第20號 (IAS20)，按取得政府補助時碳排放權公允

價值入帳，認列為負債（遞延收入），並於營運期間定期按排放量攤銷政府補

助認列為收入。 

(3).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與排放費用：年度內企業排放二氧化碳時，需認列排放費用

及提交義務負債，提交義務負債以公允價值估列，相對費用科目列為當期損

益，表達於損益表中。於發生排放時按或有負債 (IAS37) 估列提交義務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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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排放量及排放時公允價值認列排放費用與提交義務負債；期末資產負債表

日，以期末公允價值與累積已排放量認列年度排放費用與提交義務負債，但頇

調整期末認列前已認列之額度。 

 

表 4-2 碳排放權視為存貨及無形資產之會計處理 

會計處理 美國淨額法 
IFRS-IFRIC3

成本法 
IFRS-IFRIC3 重估法 

排放權性質 存貨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 

取

得

排

放

權 

免

費

核

配 

核配時 不入帳 按期初公允價值認列碳排放權(資產)及政府補助(負債)。 

後續衡量 
無 無 按公允價值調整碳排放權價值，公允價值

的變動列為權益項下的重估準備。 

購

買 

購買時 取得成本，購買時公允價值。 

後續衡量 
無 無 按公允價值調整碳排放權價值，公允價值

的變動列為列為權益項下的重估準備。 

後續衡量-政府補助 無 以期初公允價值衡量，按排放量攤銷認列收入 

認

列

提

交

義

務

負

債 

政

府

免

費

核

配 

額度內 
不入帳 發生排放時，依排放量按公允價值認列提交義務負債，並

認列排放費用。 

超過 

核配額 

無認列負債，年底

依權責發生制按購

買時公允價值認列

排放費用。 

發生排放時，依實際排放量按公允價值認列提交義務負

債，並認列排放費用。 

 

後續衡量 

(期末) 

年底按實際排放

量，依購買時公允

價值認列排放費用 

依實際排放量扣除營運期間排放時已估列排放量，按公允

價值認列提交義務負債，並認列排放費用。 

資料來源：資料整理自陳巧芬 (2012) 總量管制交易之財務會計制度的建置與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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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 

1. 會計制度 

目前我國金融商品的會計處理 依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佈之財務會計

準則公報第34號「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其以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為範本所訂

定。其會計處理將金融商品之評價以公帄價值法衡量，有關未實現損益，按以成本

衡量之金融資產、公帄價值衡量且公帄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融資產、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及持有至到期日投資等不同分類，表達於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中。碳排放

權視為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應依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4號規定辦理。 

2. 會計處理 

按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4號規定，金融商品係指一方產生金融資產另一方

同時產生金融負債或權益商品之任何合約，其分為金融資產、金融負債、權益商品

以及衍生性金融商品。本章節就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4號「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

則」按金融商品分類分項簡要說明含義及認列基礎如下。 

(1).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指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之權益商品投資，其公帄價

值無法可靠衡量。 

(2). 「公帄價值衡量且公帄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融資產」即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trading)，取得或發生之主要目的為短期內出售或再買回，為短期獲利之操作

模式。金融商品之公帄價值能可靠衡量，按公帄價值評價，且公帄價值變動認

列為當期損益。 

(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available- for-sale financial assets)」，為指定為備供出售，

或非屬持有至到期日、以公帄價值衡量且公帄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融資

產。其金融商品之公帄價值能可靠衡量，按公帄價值評價，公帄價值變動認列

為股東權益。 

(4). 「持有至到期日投資 (held-to-maturity investment) 」，指具有固定或可決定之收

取金額及固定到期日，且企業有積極意圖及能持有至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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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碳排放權視為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 

金融資產的類別 原始認列 評價方式 後續評價 價值減損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

產。 

取得成本 成本無活絡市場公開

報價且無公帄價值可

靠衡量之權益商品。 

無 當期損益 

公帄價值衡量且公帄

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

之金融資產。 

取得成本 公帄價值 當期損益 無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取得成本即交易價格

(買價)+交易成本(附加

費用，如手續費) 

公帄價值 業主權益 當期損益 

持有至到期日投資 取得成本即交易價格

(買價)+交易成本(附加

費用；如手續費+應收

利息(兩付息日間購入) 

攤銷後成本 攤銷後成

本 

當期損益 

資料來源：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4號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財團法人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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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碳排放權交易案例分析 

本章節就汙染碳權交易（圖4-1）交易流程，分別就各交易時點，如取得碳權、

期中發生排放、期末盤查及次年提交時所面臨之會計事項及衍生之課稅問題進行探

討。本研究採案例分析，本研究採案例分析，當會計處理採美國淨額法、國際會計

準則-IFRIC3成本法、重估法及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4號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

則之下，假設 5 種交易情形，分別就實際排放量大於或小於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

不足額或剩餘排放量交易對象分別為國內或國外企業，以我國現有適用法令之租稅

角度出發，就不同的會計處理衍生之課稅議題及稅務影響分析探討。 

案例 1 至案例 4 其會計處理分別為美國淨額法及國際會計準則-IFRIC3 成本

法及重估法，各案分別假設不同交易對象為國內或國外企業，探討其會計處理與適

用我國稅法規定可能造成之財稅差異，並列表說明差異變動情形。 

案例 5 假設金融商品分類為以成本為衡量之金融資產、以公帄價值衡量且公

帄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融資產及備供出售之金融資產，探討其會計處理與適用

我國稅法規定可能造成之財稅差異，並列表說明差異變動情形。 

 

 

 

 

 

 

 

 

圖 4-1 碳排放權交易流程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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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建立情境（案例） 

 

表 4-4 碳排放權（碳權）為存貨及無形資產之單純交易案例 

案例 1 2 3 4 

交易 

情形 

累積已排放政府核配排放權 累積已排放<政府核配排放權 

不足額交易對象 盤查剩餘交易對象 

國內企業 國外企業 國內企業 國外企業 

第
一
年 

期

初 

A 企業是總量管制交易下的參與企業。 

期初，A 企業收到政府免費核配 9,600 噸的排放權，並自國內(或國外)取得 2,400 噸的排放

權，公允價值為每噸 10 歐元。 

期

中 
A 企業排放 5,500 噸的二氧化碳,碳排放權公允價值上升至每噸 12 歐元。 

期

末 

A 企業估計整年度累積排放量為 12,000 噸。

公允價值為每噸 11 歐元。 

A 企業估計整年度累積排放量為 6,000 噸。

期末碳排放權盤查剩餘 3,600 噸，全數出售,

公允價值為每噸 5 歐元 

第
二
年 

期

初 
提交 12,000 噸排放權。 提交 6,000 噸排放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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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碳排放權（碳權）視為金融商品之單純交易案例 

案例 5 

金融商品分類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以公帄價值衡量且公帄

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

金融資產（以交易為目

的）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交易情形 

累積已排放政府核配排放權 

不足額自國內交易所取得 

盤查剩餘交易對象 

國內 

第
一
年 

期初 

A 企業是國內總量管制交易下的參與企業。 

期初，A 企業收到政府免費核配 9,600 噸排放權，自國內交易所取得 2,400 噸

排放權，公允價值為每噸 10 歐元。 

期中 A 企業排放 5,500 噸的二氧化碳,碳排放權公允價值上升至每噸 12 歐元。 

期末 
A 企業估計整年度累積排放量為 11,000 噸。期末碳排放權盤查剩餘 1,000 噸，

全數出售，公允價值為每噸 15 歐元。 

第
二
年 

期初 提交 11,000 噸排放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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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交易分析 

《案例 1》 

A 企業累積已排放量（實際排放二氧化碳量 12,000 噸），大於期初政府免費核

配排放權（9,600 噸），不足額 2,400 噸，向國內其他參與企業購買。 

 

一、 所得稅 

(一) 美國淨額法，視碳排放權為「存貨」。 

會計制度詳4.2美國淨額法會計制度說明。排放量在政府免費核配量範圍內無認

列排放費用，僅於排放量大於政府核配量時，始有排放費用估列問題，次一年提交

污染排放權時無任何帳務處理。 

表 4-6 案例 1 美國淨額法的會計分錄 

 時點 美國淨額法會計分錄 稅務會計分錄 

第
一
年 

期初 

購買碳排放權                                    

借：排放權(國內)          24,000             

貸：應付款項                24,000 

購買碳排放權                                           

借：排放權(國內)           24,000              

借：進項稅額               1,200 
A (1)           

貸：應付款項                   25,200          

申報營業稅                                                 

借：留抵稅額              1,200 
B
             

貸：進項稅額                 1,200   

期中 無分錄 

期末 
借：攤銷排放權費用        24,000       

貸：排放權                 24,000 

借：攤銷排放權費用(銷貸成本)  24,000 
C
          

貸：排放權                     24,000                           

第
二
年 

期初 無分錄 

稅法規定 

A.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3、32 條及 14、15 條。 

B.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35。                                                                                                  

C.   所得稅第 22、24、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27、64 及 60 條。 

計算公式 (1 ) 
   

24,000*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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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案例 1 美國淨額法財稅差異 

交易型態 全年所得 課稅所得 
資產 負債 

股東權益 
排放權 其他 提交 其他 

期初 

政府免費核配配額 0 0  0  0 0 

購買碳權 0 0 +24,000   +24,000 0 

期中-碳權價值變動(後續衡量) 

A.按公允價值調整        

B.攤銷政府補助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期末 

A.按公允價值調整        

B.攤銷政府補助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24,000 -24,000 -24,000     

出售碳權        

截至年底變動 -24,000 -24,000 0   +24,000  

次年度提交碳權        

淨變動 -24,000 -24,000 0 0  +24,000  

 

A. 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 

大法官釋字第 506 號，所得稅法關於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徵客體，係採概括規

定，凡營利事業之營業收益及其他收益，除具有法定減免事由外，均應予以課稅，

此觀所得稅法第 3 條、第 8 條及第 24條之規定甚明114。惟依財政部 92/09/23台財

稅字第 0920047746 號函釋115
 ，營利事業取得政府補助，如基於契約、交易關係或

                                                      

114 所得稅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

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 

115 財政部 92/09/23 台財稅字第 0920047746 號函釋，「二、貴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依就業促

進津貼實施辦法給付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係以特定自然人為補貼對象，且非因提供對等勞務而發給

酬勞，應屬政府贈與性質，得免納所得稅，亦免辦理扣繳。三、貴會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給付指

定單位之就業推介媒合津貼，依營業稅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係屬指定單位銷售勞務之報酬，應依法

課徵營業稅。指定單位如屬營利就業服務機構者，應依所得稅法第 24 條規定，將該津貼列為其他收

入，併入取得年度收入，核計營利事業所得額；指定單位如為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所稱教育、文

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者，其取得之就業推介媒合津貼，係屬為政府提供勞務之報酬，應依所得

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3 款規定及行政院訂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

第 3 條第 1 項規定，課徵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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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相對提供勞務者係屬營利事業所得116，並無免稅規定，應於辦理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為其他收入課稅。非因提供對等勞務而發給酬勞，應屬政

府贈與性質，得免納所得稅。因企業取自政府免費核配之碳排放權，無相對提供勞

務代價，屬政府對營利事業之捐贈，依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7 款規定免稅。如政府

係基於政策目的或法令規定，而授予營利事業排放權供企業使用，不宜列為所得課

稅，否則將削弱政策之效果。 

B. 自第三方購買碳排放權 

自第三方購買碳排放權，依所得稅法第 44 條規定，存貨估價以取得代價為

準。企業購買碳排放權所支付之款項，可列為費用，待碳排放權出售或提交時，按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60 條規定，視其性質分類為營業成本或營業費用，於

年度結算時，按所得稅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

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計算所得稅。 

C. 碳排放權後續衡量 

按所得稅法第 44 條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50 條規定，商品、原料、

物料、在製品、製成品、副產品等存貨之估價，以實際成本為準，成本高於淨變現

價值者，得以淨變現價值為準，跌價損失得列銷貨成本……。」存貨估價產生之跌價

損失，依前開條文規定得列為 費用或損失。但美國淨額法雖視碳排放權為存貨，其

入帳基礎採歷史成本入帳且限以出價取得始有認列資產問題。雖然我國所得稅法規

定存貨跌價損失得認列為成本或費用自所得項下扣除，但因美國淨額法資產認列採

歷史成本，故碳排放權無後續評價損益認列之情事。 

D. 次年提交碳排放權予管理當局 

排放費用認列按所得稅法第 22 條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27 條及同準

則第 64 條規定，公司組織者應採用權責發生制，應於年度決算時就本年度之收入

或收益及費用或損失，就估列數字以應收收益或應付費用科目列帳，因特殊情形無

法確知時，得於確知之年度認列。碳排放權限以出價取得者始得為認列為資產，於

                                                      

116 吳金柱，所得稅法之理論與實用 P279-280，政府給個人及營利事業或非營利組織之款項，予

以區分其給付之原因，是否提供勞務，分別釋示，非因提供勞務而給付者，係屬政府之贈與，雖屬所

得，但可適用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7 款因繼承、遺贈或贈與而取得之財產免納所得稅，屬免

稅所得。其因提供勞務而給付者係屬所得應課所得稅。蓋政府給付補助款項予營利事業或非營利組

織，應檢視該補助款項發生之緣由，如係基於契約或交易關係而給付或由營利事業相對提供勞務等而

取得，以所得概念衡之，則係經濟行動之結果或附隨結果，自應論為所得，無免稅規定，自應課稅。

若非上述情形，而僅係依據法令規定之身分或資格等而給付，則通常係國家之社會福利政策支出或獎

勵經濟教育文化政策支出，不宜論為所得。蓋對於人民獲得國家社會福利給付或經教育文化獎勵給

付，不列為課稅所得，否則將削弱政策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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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使用或提交時認列為費用。企業於年底盤查時，應依實際排放量按所得稅法第 

44 條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第 51 條規定計算排放費用，並按所得稅法第 22 條

規定於年度決算時估列入帳，因此次年提交時無損益認列。 

 

(二) IFRS-IFRIC3成本法，視碳排放權為「無形資產」 

會計制度詳第二章 IFRS-IFRIC3成本法會計制度說明。取得政府免費核配碳排

放權時按取得時公允價值認列資產，後續評價不隨公允價值變動其價值。 

 

表 4-8 案例 1 IFRS-IFRIC3 成本法會計分錄 

 時點 
國際會計準則(IFRS) -IFRIC3           

成本法會計分錄 

稅務會計分錄 

 期初 

借：排放權(國內)           96,000 
(1) 

       

貸：政府補助(遞延收入)       96,000 

借：排放權(國內)           24,000 
(2)    

   

貸：應付款項             24,000         

取自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不

入帳,僅作稅務備忘記錄                                                                                                                  

借：排放權(國內)    24,000 
a
      

借：進項稅額       ,200  
A
     

貸：應付款項         

25,200        

 

期中 

攤銷政府補助 

借：政府補助              55,000
 (3) 

 

貸：政府補助收入            55,000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排放費用              66,000 
(4)   

   

貸：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攤銷政府補助 

無分錄 b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無分錄 

 

期末 

攤銷政府補助  

借：政府補助              41,000
(5) 

        

貸：政府補助收入           41,000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排放費用              66,000
(6)

           

貸：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攤銷政府補助 

無分錄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排放費用       24,000
B 

       

貸：排放權(國內)     24,000 

第
二
年 

期初 

借：提交義務負債          132,000        

貸：排放權                 120,000

貸：提交排放權利益          12,000 

無分錄 



156 

 

稅法規定 

A.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3、32 條及 14、15 條。 

B. 所得稅第 22、24、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27、64 及 60 條。 

a. 所得稅法第 60 條。 

b.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6 條及商業會計法第 50 條無形資產

之估價及攤提其經濟效益期限可合理估計者，應按照效益存續期

限攤銷。 

計算公式 

(1)  9,600*10 = 96,000 

(2)  2,400*10 = 24,000 

(3)  96,000/9,600*5,500 = 55,000 

(4)  5,500*12 = 66,000 

(5)  96,000/9,600*4,400 = 44,000 

(6)  12,000*11-5,500*12 = 66,000 

 

表 4-9 案例 1 IFRS-IFRIC3 成本法財稅差異 

交易型態 全年所得 課稅所得 
資產 負債 

股東權益 
排放權 其他 提交 其他 

期初 

政府免費核配配額  0 +96,000 0  +96,000 0 

購買碳權 0 0 +24,000   +24,000 0 

期中-碳權價值變動(後續衡量) 

A.按公允價值調整        

B.攤銷政府補助 +55,000 0    -55,000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66,000   

期末 

A.按公允價值調整        

B.攤銷政府補助 +41,000     -41,000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24,000   +66,000   

出售碳權        

截至年底變動 -36,000 -24,000 +120,000  +132,000 +24,000  

次年度提交碳權 +12,000  -120,000  -132,000   

淨變動 -24,000 -24.000 0 0 0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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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 

a. 無形資產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 

按所得稅法第 60 條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6 條規定，營業權、商標

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前項無形資產

之估價，以自其成本中按期扣除攤折額後之價額為準。而我國 102 年度所得稅法修

正草案，明確規定無形資產應符合下列條件：1. 為可明確辦認，2.為營利事業所控

制且具有未來經效益，3. 具明確財產價值及使用效益有一定年限者。 

我國所得稅法對無形資產認定採明確規定，102 年度所得稅法修正草案另增列

電路布局權、漁業權、礦業權、水權、其他法律規定之特許權、商譽及經財政部核

定之無形資產，同時亦明定新增列之無形資產如電路布局權、漁業權、礦業權、水

權、其他法律規定之特許權其攤折額可依其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折之標

準。現行我國稅法對無形資產之攤折額規定，營業權 10 年、著作權 15年、商標

權、專利權及其他各種特許權等，可依其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折之標

準。除我國所得稅法對無形資產有明確規定外，商業會計法第 50 條亦規定無形資

產應以實際成本為取得成本，其經濟效益期限可合理估計者，應按照效益存續期限

攤銷。 

綜上，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因我國所得稅法對無形資產認定採明確規定，

碳排放權除屬其他法律規定允許之特許權或經財政部核定，始得認列為無形資產，

否則不符所得稅法第 60 條規定，不得認列。若其符合前條規定，屬其他法律規定

之特許權得認列為無形資產，但無形資產認列限以出價取得為限，因碳排放權係政

府免費核配，取得成本為零，認列無形資產金額為零元。 

b. 企業取得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免稅。  

另營利事業取得政府補助，如基於契約或交易關係或營利事業相對提供勞務者

係屬營利事業所得，無免稅規定，應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為其

他收入課稅。因企業取得政府免費核配之碳排放權，無相對提供勞務代價，性質屬

政府對營利事業之捐贈，依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7 款規定免稅。又政府基於政策目

的或法令規定，而授予營利事業排放權供企業使用，將不列為所得課稅，以免削弱

政策之效果。 

B. 自第三方購買碳排放權 

按所得稅法第 45 條規定，資產認列為取得之代價加計為適於營業上使用而支

付之一切必要費用。另所得稅法第 60 條亦規定，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碳排放

權若屬其他法律規定允許之特許權（如營業權）或經財政部核定之無形資產，企業出

價取得者得認列為資產，無形資產之攤折額可依法定享有之年數計算攤折額，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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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稅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計算計算課稅所得117。 

C. 碳排放權後續衡量 

按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63 條規定，「未實現之費用及損失，除第 50 條

之存貨跌價損失，第 71 條第 8 款之職工退休金準備、職工退休基金或勞工退休準

備金，第 94 條之備抵呆帳，及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財政部專案核准者外，不予

認定。」未實現之費用及損失，除所得稅法另有規定外不得認列。碳排放權視為無形

資產，限以出價取得始有認列為資產問題，因採成本入帳，未依公帄價值調整，無

後續評價問題，無損益認列及有關稅法適用問題。 

D. 次年提交碳排放權予管理當局 

排放費用認列 IFRS-IFRIC3 成本法係按實際發生排放時之排放權公允價值計算

排放費用。按我國所得稅法第 22 條規定，公司組織會計基礎應採權責發生制，年

度中各項成本、費用應以實際發生且預計未來需給付時估列入帳。當期中發生排放

時，實際排放量小於政府免費核配排放量因無費用估列問題。期末時，依所得稅法

第22條規定，會計基礎應採用權責發生制，依無形資產攤折金額計算排放費用。次

年提交時依所得稅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

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計算應納所得稅。 

E. 出售碳排放權 

依所得稅法第 9 條規定，納稅人非為經常買進、賣出之營利活動而持有之各種

財產，其出售資產為財產交易所得或損失，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100 條規

定計算出售損益，再依所得稅法第 24 條規定計算課稅所得。 

 

(三) IFRS-IFRIC3重估法，視碳排放權為「無形資產」 

會計制度詳第二章 IFRS-IFRIC3重估法會計制度說明。取得政府免費核配碳排

放權時按取得時公允價值認列資產，後續評價隨公允價值變動其價值。 

 

 

 

 

                                                      

117財政部 100 年 8 月 12 日台財稅第 10004073270 號函釋，明定「營業權」，應以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或電業法第 33 條

授權訂定之電業登記規則等規定的營業權為範圍，亦即，將該條所定營業權認定為以法律有明定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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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案例 1 IFRS-IFRIC3 重估法會計分錄 

 IFRS-IFRIC3  重估法會計分錄 稅務會計分錄 

第
一
年 

期初 

借：排放權                  96,000   

貸：政府補助(遞延收入)         96,000 

借：排放權(國內)             24,000        

貸：應付款項                  24,000  

取自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不入帳,僅作

稅務備忘記錄 
 
 

借：排放權(國內)          24,000 
a 

  

借：進項稅額              1,200
A

貸：應付款項               25,200 

期中 

持有碳排放權依公允價值調整 (12€) 

借：排放權                  24,000
(1) 

貸：重估盈餘                  24,000       

攤銷政府補助                                                 

借：政府補助                55,000  

貸：政府補助收入              55,000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排放費用                66,000  

貸：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持有碳排放權依公允價值調整 

無分錄 b
 

攤銷政府補助 

無分錄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無分錄 

 

期末 

持有碳排放權依公允價值調整 (11€) 

借：重估盈餘                12,000
(1)   

貸：排放權                    12,000  

攤銷政府補助 

借：政府補助                41,000            

貸：政府補助收入              41,000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排放費用                66,000    

貸：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持有碳排放權依公允價值調整 (11€)  

無分錄 b 

攤銷政府補助 

無分錄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排放費用            24,000
(2) 

貸：排放權                24,000 

第
二
年 

期初 
借：提交義務負債           132,000           

貸：排放權                   132,000    

無分錄 

稅法規定 

A.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2 條、33 條及 14、15 條 

a.  所得稅法第 60 條。 

b.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63 條規定未實現之費用及損失，不予認定。 

計算公式 
(1)  ( 9,600+2,400) * (12-10)  = 24,000 

(2)  (24,000/12,000) * 12,000 =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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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案例 1 IFRS-IFRIC3 重估法財稅差異 

交易型態 全年所得 課稅所得 
資產 負債 

股東權益 
排放權 其他 提交 其他 

期初 

政府免費核配配額  0 +96,000 0  +96,000 0 

購買碳權 0 0 +24,000   +24,000 0 

期中-碳權價值變動(後續衡量) 

A.按公允價值調整   +24,000    +24,000 

B.攤銷政府補助 +55,000 0    -55,000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66,000   

期末 

A.按公允價值調整   -12,000    -12,000 

B.攤銷政府補助 +41,000     -41,000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24,000   +66,000   

出售碳權        

截至年底變動 -36,000 -24,000 +132,000  +132,000 +24,000 +12,000 

次年度提交碳權 0  -132,000  -132,000   

淨變動 -36,000 -24.000 0 0 0 +24,000 +12,000 

 

A. 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 

a. 無形資產限以出價取得為限 

按所得稅法第 60 條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6 條規定，營業權、商標

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前項無形資產

之估價，以自其成本中按期扣除攤折額後之價額為準。因我國所得稅法對無形資產

認定採明確規定，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不符所得稅法第 60 條規定無形資產認

列限以出價取得為限，取得政府免費核配，取得成本為零，認列金額為零元。 

b. 企業取得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免稅 

營利事業取得之政府補助，如基於契約、交易關係或營利事業相對提供勞務者

係屬營利事業所得，無免稅規定，應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為其

他收入課稅。而取自政府免費核配之碳排放權，無相對提供勞務代價，其性質屬政

府對營利事業之捐贈，依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7 款規定免稅。或政府基於政策目的

或法令規定，而授予營利事業排放權供企業使用，將不列為所得課稅，否則將削弱

政策之效果。 

B. 自第三方購買碳排放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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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所得稅法第 45 條及 60 條規定，無形資產限以出價取得者認列為資產。無

形資產攤折額可依法定享有之年數為計算攤折之標準。碳排放權如為其他法律規定

之特許權，依法得列為無形資產，依取得後法定享有之年數攤折，按所得稅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列為費用作為所得之減除項目計算課稅所得。 

C. 碳排放權後續衡量 

碳排放權評值，IFRS-IFRIC3 重估法按公帄價值變動其價值，列為綜合損益，

未計入財務會計所得。依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63 條規定，「未實現之費

用及損失……，不予認定。」且按我國所得稅法規定無形資產，限以出價取得始有認

列為資產問題，無形資產續後評價按公帄價值調整係屬未實現損益，除所得稅法另

有規定外不得認列。 

D. 次年提交碳排放權予管理當局 

排放費用認列 IFRS-IFRIC3重估法係按實際發生排放時之排放權公允價值計算

排放費用。按我國所得稅法第 22 條規定，公司組織會計基礎應採權責發生制，各

項成本、費用應以實際發生且預計未來需給付時估列入帳。當期中發生排放時，實

際排放量小於政府免費核配排放量因無費用估列問題。期末時，依所得稅法第 22 

條規定，採用權責發生制，依無形資產攤折金額估算排放費用。次年提交時依所得

稅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

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計算應納所得稅。 

E. 出售碳排放權 

依所得稅法第 9 條規定，納稅人非為經常買進、賣出之營利活動而持有之各種

財產，其出售資產為財產交易所得或損失，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100 條規

定計算出售損益，依所得稅法第 24 條規定計算課稅所得。 

 

二、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一) 美國淨額法，視碳排放權為「存貨」。 

A. 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 

營利事業收受政府有關單位補助款，如非因銷售貨物或提供勞務而獲得者，可

免開立統一發票及免徵營業稅，為財政部賦稅署 75/05/06 台稅二發第 7546892 號

函明示。準此，企業免費取得政府核配碳排放權，非因銷售貨物或提供勞務而取

得，可免開立統一發票及免徵營業稅。 

B. 出售/購買碳排放權 

a. 出售碳排放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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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我國營業稅第 1、2、14 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

貨物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課徵百分之五營業稅，由銷售貨物或勞務

之營業人或進口貨物收貨人或持有人，按營業稅法第 35 條規定，以每二月為一

期，於每單月（1、3、5、7、9 及 11 月）15 日前，填具申報書，申報銷售額、應

納或溢付營業稅額。有應納營業稅額者，應先向公庫繳納後，檢同繳納收據一併申

報。依前開規定，碳排放權盤查剩餘出售，應依我國營業稅法規定，在中華民國境

內銷售貨物應課徵 5% 營業稅，由銷售貨物之營業人填具申報書，申報繳納營業

稅。 

b. 購買碳排放權 

按我國營業稅法第 33、32、14、15 及 16 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購買貨物

或勞務，應向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統一發票。載有營業

稅額之統一發票，買受人為營業人者，銷售額及營業稅額應分別載明之。「銷售額」

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所收取之全部代價，包括營業人在貨物或勞務之價額外收

取之一切費用，但本次銷售之營業稅額不在其內。「進項稅額 」為在中華民國境內

購買貨物、勞務及進口貨物，所支付之營業稅額；「銷項稅額」為在中華民國境內銷

售貨物或勞務，應收取之營業稅額。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

額，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 

 

(二) IFRS-IFRIC3成本法，視碳排放權為「無形資產」 

A. 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 

公司收受政府有關單位補助款，如非因銷售貨物或提供勞務而獲得者，可免開

立統一發票及免徵營業稅，為財政部賦稅署 75/05/06 台稅二發第 7546892 號函明

示。故企業免費取得政府核配碳排放權，非因銷售貨物或提供勞務而取得，可免開

立統一發票及免徵營業稅。 

B. 出售/購買碳排放權 

a. 出售碳排放權 

依據我國營業稅第 1、2、14 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勞務應依加值型及

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課徵百分之五營業稅，由銷售勞務之營業人，按營業稅法第

35條規定申報。視碳排放權為無形資產，盤查剩餘後出售，應依我國營業稅法規

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勞務，應課徵 5% 營業稅，由銷售勞務之營業人填具申報

書，申報繳納營業稅。 

b. 購買碳排放權 

按我國營業稅法第 33、32、14、15 及 16 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購買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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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應向銷售勞務之營業人，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統一發票。載有營業稅額之統一

發票，買受人為營業人者，銷售額及營業稅額應分別載明之。「銷售額」，為營業人

銷售勞務所收取之全部代價，包括營業人在勞務之價額外收取之一切費用，但本次

銷售之營業稅額不在其內。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勞務，所收取之營業稅額為「銷項稅

額」。營業人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者，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

餘額，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 。 

 

(三) IFRS-IFRIC3重估法，視碳排放權為「無形資產」 

A. 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 

公司收受政府有關單位補助款，如非因銷售貨物或提供勞務而獲得者，可免開

立統一發票及免徵營業稅，為財政部賦稅署 75/05/06 台稅二發第 7546892 號函明

示。因此企業免費取得政府核配碳排放權，非因銷售貨物或提供勞務而取得，可免

開立統一發票及免徵營業稅。 

B. 出售/購買碳排放權 

a. 出售碳排放權 

依據我國營業稅第 1、2、14 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勞務應依加值型及

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課徵 5% 營業稅，並由銷售勞務之營業人按營業稅法第 35 

條規定申報。碳排放權為視無形資產，依我國營業稅法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

勞務應課徵 5% 營業稅，由銷售貨物之營業人填具申報書，申報繳納營業稅。 

b. 購買碳排放權 

在中華民國境內購買勞務，應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統一發票，銷售額及營業稅

額應分別載明之。在中華民國境內購買勞務所支付之營業稅額為進項稅額； 在中華

民國境內銷售勞務應所收取之營業稅額為銷項稅額，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

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  。 

三、 關稅法 

(一) 美國淨額法，視碳排放權為「存貨」 

關稅課徵係對貨物通過國境所徵收之稅款，其課徵條件為有形商品，且需有進

出口、跨越國境辦理通關作業。關稅課徵採從量稅（按貨品的數量、重量、容積等標

準課稅）與從價稅（按貨品的價值為標準課稅），由出口者或進口者辦理申報。關稅

以課徵實體貨物為原則，尚無對勞務等無形產品課徵。而碳排放權視為存貨性質其

為生產要素之一，本案例（案例 1）碳排放權取自我國企業，無跨越國境，無適用關

稅課稅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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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FRS-IFRIC3成本法，視碳排放權為「無形資產」 

關稅課徵，係對貨物通過國境所徵收之稅款，其課徵條件為有形商品，且需有

進出口、跨越國境辦理通關作業。故關稅以課徵實體貨物為原則，無形資產非有形

商品，為無實體，我國關稅尚無對無形產品課徵，無適用之問題。 

 

(三) IFRS-IFRIC3重估法，視碳排放權為「無形資產」 

關稅課徵，係對貨物通過國境所徵收之稅款，以課徵實體貨物為原則。無形資

產非有形商品，無實體，非關稅課稅範圍。 

《案例 2》 

A 企業累積已排放量（實際排放二氧化碳量 12,000 噸）大於期初政府免費核配

排放權（9,600 噸），不足額 2,400 噸向國外其他企業購買。 

 

一、 所得稅 

(一) 美國淨額法，視碳排放權為「存貨」 

表 4-12 案例 2 美國淨額法的會計分錄 

  美國淨額法會計分錄 稅務會計分錄 

第
一
年 

期初 

借：排放權(國外)           24,000    

貸：應付款項                24,000 

借：排放權(國外)        24,000           

借：進項稅額            1,200
A 

                        

貸：應付款項             25,200 

期中 無分錄 

期末 
借：攤銷排放權費用         24,000   

貸：排放權                  24,000 

借：攤銷排放權費用(銷貸成本)24,000
B (1)

貸：排放權                   24,000  

第
二
年 

期初 無分錄 

稅法規定 
A.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20及41條 。 

B. 所得稅第24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60條。 

計算公式 (1)  (24,000/12,000)*12,000=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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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案例 2 美國淨額法財稅差異 

交易型態 全年所得 課稅所得 
資產 負債 

股東權益 
排放權 其他 提交 其他 

期初 

政府免費核配配額 0 0  0  0 0 

購買碳權 0 0 +24,000   +24,000 0 

期中-碳權價值變動(後續衡量) 

A.按公允價值調整        

B.攤銷政府補助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期末 

A.按公允價值調整        

B.攤銷政府補助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24,000 -24,000 -24,000     

出售碳權        

截至年底變動 -24,000 -24,000 0   +24,000  

次年度提交碳權        

淨變動 -24,000 -24,000 0 0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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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FRS-IFRIC3成本法，視碳排放權為「無形資產」 

表 4-14 案例 2 IFRS-IFRIC3 成本法會計分錄 

第

一

年 

時點 
IFRS-IFRIC3 

成本法會計分錄 
稅務會計分錄 

期初 

借：排放權(國內)           96,000  

貸：政府補助(遞延收入)       96,000 

 

借：排放權(國外)           24,000     

貸：應付款項                24,000 

 

取自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不入帳,僅作稅務

備忘記錄 

借：排放權(國外)         24,000
b
           

借：進項稅額                0
A 

貸：預                     4,000
a 

貸：應付款項              20,000 

申報扣繳 

借：預扣稅款             4,000
(2)

     

貸：現金                   4,000 

期中 

攤銷政府補助 

借：政府補助               55,000                           

貸：政府補助收入             55,000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排放費用               66,000                                          

貸：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攤銷政府補助 

無分錄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無分錄 

期末 

攤銷政府補助 

借：政府補助               41,000                        

貸：政府補助收入             41,000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排放費用               66,000                           

貸：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攤銷政府補助 

無分錄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排放費用    24,000
 (1)

 

貸：排放權(國外)  24,000 

第
二
年 

期初 

借：提交義務負債          132,000                      

貸：排放權                  120,000                         

貸：提交排放權利益           12,000 

無分錄 

稅法規定 

A.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6 條。 

a.  所得稅法第 8 條第 6 款、第 88 及 89 條 

b.  所得稅法第 60 條及商業會計法第 50 條。 

計算公式 
(1)  

 
24,000/(9,600+2,400)*12,000  =24,000 

(2)  ( 24,000*1.2)*2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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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案例 2 IFRS-IFRIC3 成本法財稅差異 

交易型態 全年所得 課稅所得 
資產 負債 

股東權益 
排放權 其他 提交 其他 

期初 

政府免費核配配額  0 +96,000 0  +96,000 0 

購買碳權 0 0 +24,000   +24,000 0 

期中-碳權價值變動(後續衡量) 

A.按公允價值調整        

B.攤銷政府補助 +55,000 0    -55,000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66,000   

期末 

A.按公允價值調整        

B.攤銷政府補助 +41,000     -41,000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24,000   +66,000   

出售碳權        

截至年底變動 -36,000 -24,000 +120,000  +132,000 +24,000  

次年度提交碳權 +12,000  -120,000  -132,000   

淨變動 -24,000 -24.000 0 0 0 +24,000  

 

案例 2 碳排放權自「國外」取得，為購買國外勞務即購買國外特許權。依據我

國所得稅法第8條第6款規定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秘密方法及各種特許權利，

因在中華民國境內供他人使用所取得之權利金屬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 應依同法第

88條及89條規定，由取得所得者（即國外企業）依規定納稅，由使用者（即國內進口

勞務企業）代為扣繳稅款依規定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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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IFRS-IFRIC3重估法，視碳排放權為「無形資產」 

表 4-16 案例 2 IFRS-IFRIC3 重估法會計分錄 

  IFRS-IFRIC3 重估法會計分錄 稅務會計分錄 

第
一
年 

期初 

借：排放權          96,000                         

貸：政府補助(遞延收入) 96,000                      

借：排放權(國外)       24,000                             

貸：應付款項            24,000  

取自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不入帳,僅作稅務

備忘記錄                                                              

借：排放權(國外)      24,000 
c 

                              

借：進項稅額             0 
A
                         

貸：預扣稅款            4,000 
a (2)  

               

貸：應付款項           20,000        

申報扣繳         

借：預扣稅款          4,000                      

貸：現金                4,000  

期中 

持有碳排放權依公允價值調整(12€) 

借：排放權                 24,000                          

貸：重估盈餘                 24,000                              

攤銷政府補助                                                        

借：政府補助               55,000                                 

貸：政府補助收入             55,000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排放費用               66,000                             

貸：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持有碳排放權依公允價值調整(12€) 

無分錄 b
 

 

攤銷政府補助 

無分錄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無分錄 

 

期末 

持有碳排放權依公允價值調整(11€) 

借：重估盈餘              12,000                                       

貸：排放權                   12,000 

(12,000*(11-12))                                                              

攤銷政府補助                                                          

借：政府補助               41,000                       

貸：政府補助收入             41,000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排放費用               66,000                                  

貸：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12,000*11-5,500*12) 

持有碳排放權依公允價值調整(11€)元) 

未實現損益不入帳 b
 

 

攤銷政府補助 

無分錄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排放費用               24,000
(1)

                                  

貸：排放權 (國外)            24,000 

 

第
二
年 

期初 
借：提交義務負債      132,000                                

貸：排放權              132,000   

無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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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法規定 

A.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6 條。 

a.  所得稅法第 8 條第 6 款、第 88 及 89 條 

b.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63 條。 

c.  所得稅法第 60 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6 條及商業會計法第 50 條。 

計算公式 
(1)  24,000/(9,600+2,400)*12,000 = 24,000 

(2)  ( 24,000*1.2)*20%=4,000 

 

表 4-17 案例 2 IFRS-IFRIC3 重估法財稅差異 

交易型態 全年所得 課稅所得 
資產 負債 

股東權益 
排放權 其他 提交 其他 

期初 

政府免費核配配額  0 +96,000 0  +96,000 0 

購買碳權 0 0 +24,000   +24,000 0 

期中-碳權價值變動(後續衡量) 

A.按公允價值調整   +24,000    +24,000 

B.攤銷政府補助 +55,000 0    -55,000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66,000   

期末 

A.按公允價值調整   -12,000    -12,000 

B.攤銷政府補助 +41,000     -41,000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24,000   +66,000   

出售碳權        

截至年底變動 -36,000 -24,000 +132,000  +132,000 +24,000 +12,000 

次年度提交碳權 0  -132,000  -132,000   

淨變動 -36,000 -24.000 0 0 0 +24,000 +12,000 

 

案例 2 碳排放權自「國外」取得，為購買國外勞務即購買國外特許權。依據我

國所得稅法第8條第6款規定屬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 應依同法第 88 及89 條規定

由取得所得者（即國外企業）依規定納稅，並由使用企業代為扣繳稅款。總機構在中

華民國境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且無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有中華

民國來源所得者，應依所得稅法第 88、89、92 條規定由給付人代為扣繳稅款，並

應於代扣稅款之日貣十日內，將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並開具扣繳憑單，向該管稽

徵機關申報核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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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一) 美國淨額法，視碳排放權為「存貨」 

本案例與案例1差異為「自第三方取得污染排放權」，案例 1 取自國內企業，案

例 2 取自國外，依營業稅法第 1、5、20 及 41  條規定，進口貨物應依營業稅法

第 1 條規定加徵 5% 營業稅，由海關代為徵收。 

 

(二) IFRS-IFRIC3成本法，視碳排放權為「無形資產」 

案例 2 碳排放權自「國外」取得，為購買國外勞務，依營業稅法第 36 條規定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勞務

者，應由勞務買受人於給付報酬之次期開始 15 日內，就給付額依 5% 稅率計算營

業稅額繳納。但買受人為依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其購進之勞務，

專供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者，免予繳納；其為兼營第 8 條第 1 項免稅貨物或

勞務者，繳納之比例，由財政部定之。故自國外購入之碳排放權如買受人為適用加

值型營業稅之營業人，其購買國外勞務應給付之營業稅額免徵，即進項稅額為零。 

 

(三) IFRS-IFRIC3 重估法，視碳排放權為「無形資產」 

案例 2 碳排放權自「國外」取得，為購買國外勞務，依營業稅法第 36 條規定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勞務

者，應由勞務買受人於給付報酬之次期開始 15 日內，就給付額 5% 稅率計算營業

稅額繳納之。但買受人為依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其購進之勞務，

專供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者，免予繳納。 

 

三、 關稅法 

(一) 美國淨額法，視碳排放權為「存貨」 

關稅課徵係對貨物通過國境所徵收之稅款，其課徵條件為有形商品，且需有進

出口、跨越國境辦理通關作業等程序。碳排放權視為存貨，其為生產要素之一，自

國外購買需跨越國境，按國際貿易處理應依我國關稅法規定課徵關稅。 

 

(二) IFRS-IFRIC3成本法，視碳排放權為「無形資產」 

因勞務非實體貨物無關稅課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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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IFRS-IFRIC3重估法，視碳排放權為「無形資產」 

關稅課徵，係對貨物通過國境所徵收之稅款，以課徵實體貨物為原則。無形資

產非有形商品為無形體，我國關稅尚無對無形產品課徵，無適用之問題。 

 

四、 綜合比較 

以下為案例1、2取得國內碳權與國外碳權，分別就我國所得稅、營業稅及關稅

課稅影響分析。 

表 4-18 取得國內碳權 

案例 1 
美國淨額法 

存貨 

國際會計準則(IFRS) 

成本法(無形資產) 

國際會計準則(IFRS) 

重估法(無形資產) 

1 

科目 第一年 第二年 淨變動 第一年 第二年 淨變動 第一年 第二年 淨變動 

全年所得 -24,000 0 -24,000 -36,000 +12,000 -24,000 -36,000  -36,000 

課稅所得 -24,000 0 -24,000 -24,000  -24,000 -24,000  -24,000 

股東權益 
      +12,00

0 

 +12,00

0 

營業稅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扣繳          

 

表 4-19 取得國外碳權 

案例 2 
美國淨額法 

存貨 

國際會計準則(IFRS) 

成本法(無形資產) 

國際會計準則(IFRS) 

重估法(無形資產) 

2 

科目 第一年 第二年 淨變動 第一年 第二年 淨變動 第一年 第二年 淨變動 

全年所得 -24,000 0 -24,000 -36,000 +12,000 -24,000 -36,000  -36,000 

課稅所得 -24,000 0 -24,000 -24,000  -24,000 -24,000  -24,000 

股東權益 
      +12,00

0 

 +12,00

0 

營業稅 -1,200  -1,200       

扣繳    4,000  4,000 4,000  4,000 

 

(一) 所得稅差異 

有關碳排放權交易之課稅所得變動明細，詳見案例1 及案例2 各會計制度之財

稅差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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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同 

(1). 企業取得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視為贈與之政府補助不計入所得課稅。 

(2). 企業購買碳排放權，稅務處理依取得成本認列為資產（存貨或無形資產）金額為

24,000元。 

(3). 實際發生排放或提交碳排放權時，無認列費用或攤折問題，依我國所得稅法規

定，公司組織其會計制度應採權責發生制，於年度決算時將應歸屬於本年度之

費用或損失、收入或收益估計列帳，因此企業於年度決算時應估列其實際發生

之排放量估列排放費用即依實際排放量估列費用24,000元。 

(4). 本研究假設企業持有碳排放權，於一會計年度全數使用或出售無剩餘排放權儲

存於未來年度使用，在該假設前題下，依所得稅法第24條所計算之課稅所得

額，三種會計制度所計算之金額相同，其應負擔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亦相同，即

計算虧損24,000元，無應納稅額。  

但美國淨額法、國際會計準則 (IFRS) 成本法及重估法其定義碳排放權性質不

同，前者為存貨，後二者為無形資產，三者資產認列皆以出價取得者為限，其

取得成本得認列為成本或費用。「存貨」於銷售時依所得稅法第44條規定計算成

本於出售時結轉營業成本。而無形資產則依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計算攤折，於

資產處份時認列財產交易損益。因此若碳排放權持有期間超過一年以上時，則

可能因成本費用計算方式不同產生暫時性差異。但碳排放權持有期間以個別年

度視之可能產生差異，但以總持有期間對課稅所得總影響相同無差異產生。 

2. 差異. 

(1). 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 

a. 所得稅規定，我國所得稅法第66條之9規定，自87年度貣營利事業當年度之

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其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而所謂的

未分配盈餘係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稅後純益。 

b. 各會計制度財務會計與稅務會計對於所得之影響說明。 

i. 美國淨額法會計處理未認列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碳排放權後續衡

量、估列排放費用及提交義務負債，其會計處理認列之全年所得額與依我

國稅法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額相同皆為虧損 24,000 元，且認列時點相同。 

ii. IFRS-IFRS3 成本法會計處理按公帄價值認列政府免費核配排放

權、排放費用及提交義務負債。企業持有碳排放權時無按公帄價值變動資

產價值，碳排放權於提交時損益實現。財務會計認列之全年所得額，第一

年虧損 36,000 元，第二年賺 12,000 元，淨變動為虧損 24,000 元，與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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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法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額虧損 24,000 元相同，但財務會計損益認列

時間點與稅務會計認列時點不同。 

iii. IFRS-IFRS3 重估法會計處理按公帄價值認列政府免費核配排放

權、排放費用及提交義務負債。企業持有碳排放權按公帄價值變動資產價

值，變動金額認列為權益科目，碳排放權提交時無損益認列。財務會計認

列之全年所得額，第一年虧損 36,000 元，股東權益增加 12,000 元，第二

年無損益認列，淨變動為虧損 36,000 元，與依我國稅法規定計算之課稅

所得額虧損 24,000 元不同。 

c. 美國淨額法、國際會計準則(IFRS) 成本法及重估法其定義碳排放權性質不

同，前者為存貨，後二者為無形資產，其認列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排放

費用、提交義務負債及碳排放權後續衡量等會計處理及入帳金額不同，其

計算之財務所得亦不相同。其中美國淨額法與國際會計準則(IFRS) 成本法

碳排放權持有期間財務所得淨變動相同，皆為虧損24,000元，但損益認列

時點不同（美國淨額法第1年虧損24,000元，第二年0元; 國際會計準則

-IFRS3 成本法第1年虧損36,000元，第二年提交產生盈餘12,000元），財務

所得產生暫時性差異，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將產生差異。

而國際會計準則-IFRS3重估法（第1年虧損36,000元，第二年提交無認列損

益），因碳排放權評價損益（12,000元）計入權益科目與國際會計準則-IFRS3

成本法第二年提交時損益實現（12,000元），兩者產生差異，前者帳列股東

權益科目後者帳列損益科目。因此國際會計準則-IFRS3重估法與美國淨額

法、國際會計準則-IFRS成本法會計處理不同，重估法與美國淨額法及成本

法下未分配盈餘加徵10%租稅負擔亦不同。 

(2). 自國外購買污染排放權 

美國淨額法，其自國外購買污染排放權，按國際貿易處理。IFRS-IFRS3成本

法及重估法碳排放權為「無形資產」，自國外購買碳排放權屬所得稅法第8條6款專

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秘密方法及各種特許權利。國外企業將其特許權利於中

華民國境內供他人使用、收益所收取之價金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應依所得稅法

第88、89條規定由扣繳義務人（即國內購買碳排放權企業）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

繳率，現行扣繳率20%，扣取稅款，並依所得稅法第92條第2項規定，由扣繳義務

人於代扣稅款之日貣10日內，將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並開具扣繳憑單，向該管

稽徵機關申報核驗後，發給納稅義務人。即企業自國外購入無形資產應於給付價

款時扣繳20%稅款4,000元[24,000/(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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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業稅差異 

1. 相同 

(1). 企業取得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免徵營業稅，不論碳排放權性質為存貨或無形資

產皆不予課徵。 

(2). 當實際發生碳排放或次年提交碳排放權時，因無涉及銷售行為無營業稅課稅問

題。 

2. 差異 

(1). 美國淨額法視碳排放權為「存貨」，不論碳排放權自中華民國境內購買或國外進

口，皆應依我國營業稅法規定課徵5%營業稅。即不論我國企業取得國內外碳權

皆應依我國營業稅法規定給付營業稅即1,200元(24,000*5%)。企業取得載有進

項稅額1,200元憑證，依營業稅法規定申報營業稅，於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項

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溢付營業稅1,200元。 

(2). 國際會計準則 IFRIC3成本法及重估法視碳排放權為「無形資產」， 於中華民國

境內購買勞務供企業使用、收益應依我國營業稅法規定課徵5%營業稅。進口勞

務依營業稅法第36條規定應課徵5%營業稅；但買受人為適用加值型營業稅規定

之營業人，其購進之勞務，專供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者，免予繳納。案例

1自國內購買碳排放權應給付營業稅1,200元；案例2自國外取得碳排放權營業稅

免徵。 

 

(三) 關稅法差異 

美國淨額法，其自國外購買污染排放權，按國際貿易處理，按關稅法第1、2、

3、29條規定，對國外進口貨物，按完稅價格依海關進口稅則課徵關稅。 

IFRS-IFRS3成本法及 IFRS-IFRS3重估法，係進口勞務，因關稅之課徵係對實體

貨物課稅，無形資產非屬關稅課稅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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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A 企業累積已排放量（實際排放二氧化碳量6,000噸）小於期初政府免費核配排

放權（9,600噸），碳排放權公帄價值下跌至5歐元，產生減損，盤查剩餘排放權（3,600

噸）以期末公帄價值  5 歐元售予國內其他參與企業。 

 

一、 所得稅 

(一) 美國淨額法，視碳排放權為「存貨」 

表 4-20 案例 3 美國淨額法的會計分錄 

 

 

時點 美國淨額法會計分錄 稅務會計分錄 

第
一
年 

期初 無分錄 

期中 無分錄 

期末 

出售剩餘排放權                                              

借：應收帳款               18,000                                  

貸：銷貸收入                 18,000 

出售剩餘排放權                                           

借：應收帳款           18,000 
(1) 

                              

貸：銷項稅額                857
 A (3) 

              

貸：銷貸收入              17,143 
B (2)

 

第
二
年 

期初 無分錄 

稅法規定 
A.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2、14、16、32 條。 

B. 所得稅第 24 條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50 條。 

計算公式 

(1)  3,600*5=18,000 

(2)  ( 3,600*5)/1.05=17,143                                                                                                 

(3)  17,143*5%=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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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案例 3 美國淨額法財稅差異 

交易型態 全年所得 課稅所得 
資產 負債 

股東權益 
排放權 其他 提交 其他 

期初 

政府免費核配配額        

購買碳權        

期中-碳權價值變動(後續衡量) 

A.按公允價值調整        

B.攤銷政府補助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期末 

A.按公允價值調整        

B.攤銷政府補助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出售碳權 +18,000 +17,143  +18,000    

截至年底變動        

次年度提交碳權        

淨變動 +18,000 +17,143 0 +18,000    

 

案例 3 與案例 1 差異係「減損損失」，碳排放權於期末發生永久性下跌產生損

失，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63 條規定，除 明定事項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或經財政部專案核准外，不予認定。本案例視碳排放權為存貨，為法律明定事項，

依同準則第 50 條規定計算存貨跌價損失，得認定為損失，作為課稅所得之減除，

但案例3無出價取得之排放權，且案例假設於同年度全數處分無剩餘，雖可認列跌價

損失，但因年底無剩餘排放權，無損失可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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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FRS-IFRIC3成本法，視碳排放權為「無形資產」 

表 4-22 案例 3IFRS-IFRIC3 成本法會計分錄 

 時點 IFRS-IFRIC3  成本法會計分錄 稅務會計分錄 

第

一

年 

期初 
借：排放權(國內)           96,000                       

貸：政府補助 (遞延收入)      96,000 

取自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不入帳,僅作稅務

備忘記錄 
(B)

 

期中 

攤銷政府補助                                                   

借：政府補助               55,000                              

貸：政府補助收入             55,000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排放費用               66,000                          

貸：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攤銷政府補助 

無分錄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無分錄 

 

期末 

公帄價值下跌至 5€ 

借：減損損失               48,000                            

貸：排放權                   48,000 

攤銷政府補助 

借：政府補助               41,000                              

貸：政府補助收入             41,000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提交義務負債           36,000 
(4)

                      

貸：排放費用                 36,000          

出售剩餘排放權                                                      

借：應收帳款               18,000                         

貸：排放權                   18,000 

公帄價值下跌至 5€ 

無分錄 D
 

 

攤銷政府補助 

無分錄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無分錄 

 

出售剩餘排放權                                                    

借：應收帳款              18,000                                          

貸：銷項稅額                  857 
A (3)

                                            

貸：其他收入-排放權         17,143
C (2)

 

第
二
年 

期初 

借：提交義務負債           30,000                                

貸：排放權                   30,000 

無分錄 

稅法規定 

A.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2、14、16、32 條。 

B. 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7 項及第 60 條規定。 

C. 所得稅第 24 條。 

D. 財政部賦稅署 94.09.02 臺稅一發字第 09404567450 號函依財務會計準則評估

之資產減損損失不得列損費。 

計算公式 

(1) 
  

9,600*(10-5) = 48,000   

(2)
 
 ( 3,600*5)/1.05 = 17,143                                                                                                   

(3) 
 
17,143*5% = 857                                                                                                                      

(4)  6,000*5-66,000 =- 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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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案例 3 IFRS-IFRIC3 成本法財稅差異 

交易型態 全年所得 課稅所得 
資產 負債 

股東權益 
排放權 其他 提交 其他 

期初 

政府免費核配配額  0 +96,000 0  +96,000 0 

購買碳權        

期中-碳權價值變動(後續衡量) 

A.按公允價值調整        

B.攤銷政府補助 +55,000 0    -55,000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66,000   

期末 

A.按公允價值調整        

B.攤銷政府補助 +41,000     -41,000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36,000 0   -36,000   

D.減損 -48,000 0 -48,000     

出售碳權  +17,143 -18,000 +18,000    

截至年底變動 +18,000 +17,143 +30,000 +18,000 +30,000   

次年度提交碳權 0  -30,000  -30,000   

淨變動 +18,000 +17,143 0 +18,000 0 0  

 

案例 3 碳排放權於期末發生永久性下跌產生損失，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

則第 63 條規定，除明定事項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財政部專案核准外，不予認

定。案例 3 碳排放權期末發生永久性價格下跌，除依前準則規定未實現損失不予認

定，另依財政部賦稅署 94.09.02. 臺稅一發字第 09404567450 號函釋明示，依財務

會計準則評估之資產減損損失不得列損費。其餘同案例1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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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IFRS-IFRIC3重估法，視碳排放權為「無形資產」 

表 4-24 案例 3 IFRS-IFRIC3 重估法會計分錄 

 

時點 IFRS-IFRIC3 重估法   會計分錄 稅務會計分錄 

期初 
借：排放權(國內)           96,000                    

貸：政府補助(遞延收入)       96,000 

取自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不入帳,僅作稅務

備忘記錄 a
 

期中 

持有碳排放權依公允價值調整(12 €)     

借：排放權                 19,200
 (1)

                             

貸：重估盈餘                 19,200                 

攤銷政府補助     

借：政府補助               55,000                                  

貸：政府補助收入             55,000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排放費用               66,000                            

貸：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持有碳排放權依公允價值調整(12 €)無分錄 

 

攤銷政府補助    

無分錄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無分錄 

期末 

持有碳排放權依公允價值調整,公帄價值下

跌至 5€ 

借：重估盈餘               19,200                            

貸：排放權                   19,200 

借：減損損失               48,000
 (2) 

                              

貸：排放權                   48,000                          

攤銷政府補助                                                  

借：政府補助               41,000                     

貸：政府補助收入             41,000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提交義務負債           36,000 
(4)

                       

貸：排放費用                 36,000                                          

出售剩餘排放權                                                      

借：應收款項               18,000                              

貸：排放權                   18,000 

持有碳排放權依公允價值調整,公帄價值下

跌至 5€ 

 

無分錄 D
 

 

 

攤銷政府補助   

無分錄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無分錄 

 

 

出售剩餘排放權                                                      

借：應收帳款               18,000               

貸：銷項稅額                   857
(3)      

                         

貸：其他收入-排放權          17,143
C
 

第
二
年 

期初 

借：提交義務負債           30,000                          

貸：排放權                   30,000 

無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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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法規定 

A.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2、14、16、32 條。 

B. 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7 項及 60 條。 

C. 所得稅第 24 條。 

D. 財政部賦稅署 94.09.02 臺稅一發字第 09404567450 號函依財務會計準則評估

之資產減損損失不得列損費。 

計算公式 

(1)  9,600 * (12-10) = 19,200   

(2)  9,600 * (10-5) = 48,000                                                                                                          

(3)  17,143 * 5% = 857                                                                                                                      

(4)  6,000*5-66,000 =- 36,000   

 

表 4-25 案例 3 IFRS-IFRIC3 重估法財稅差異 

交易型態 全年所得 課稅所得 
資產 負債 

股東權益 
排放權 其他 提交 其他 

期初 

政府免費核配配額  0 +96,000 0  +96,000 0 

購買碳權        

期中-碳權價值變動(後續衡量) 

A.按公允價值調整   +19,200    +19,200 

B.攤銷政府補助 +55,000 0    -55,000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66,000   

期末 

A.按公允價值調整   -19,200    -19,200 

B.攤銷政府補助 +41,000     -41,000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36,000 0   -36,000   

D.減損 -48,000 0 -48,000     

出售碳權  +17,143 -18,000 +18,000    

截至年底變動 +18,000 +17,143 +30,000 +18,000 +30,000 0 0 

次年度提交碳權 0  -30,000  -30,000   

淨變動 +18,000 +17,143 0 +18,000 0 0 0 

 

按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63條規定，未實現損益不予認列，另依財政部賦

稅署 94.09.02. 臺稅一發字第09404567450號函釋明示，依財務會計準則評估之資產

減損損失不得列損費。準此，期末碳排放權於發生永久性下跌，產生損失，除明定

事項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財政部專案核准外，不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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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一) 美國淨額法，視碳排放權為「存貨」 

依據我國營業稅法第1、2、14、16、32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應

由銷售貨物之營業人依「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開立發票予買受人，營業人對

於應稅貨物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銷售額與銷項稅額應分別載明，並由銷售貨物之

營業人申報繳納。 

 

三、 關稅法 

案例3為國內企業間交易，無跨越國境，非關稅課稅範圍。 

 

《案例 4》  

A 企業累積已排放量（實際排放二氧化碳量6,000噸）小於期初政府免費核配排

放權（9,600噸），碳排放權公帄價值下跌至5歐元，產生減損，盤查剩餘排放權（3,600

噸）以期末公帄價值5歐元售予國外其他參與企業。 

 

一、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一) 美國淨額法，視碳排放權為「存貨」 

 

表 4-26 案例 4 美國淨額法的會計分錄 

 
時點 美國淨額法會計分錄 

稅務會計分錄 

第
一
年 

期初 無分錄 

期中 無分錄 

期末 

出售剩餘排放權                                                        

借：應收帳款              18,000                                            

貸：銷貸收入                18,000 

出售剩餘排放權                                                          

借：應收帳款              18,000                                

貸：銷項稅額                    0 
A
                               

貸：銷貸收入                18,000
B
 

第
二
年 

期初 無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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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稅
法 

A.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2、14 條 及第 7 條

第 1 項與外銷貨物營業稅稅率為零。 

B. 所得稅第 24 條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60 條。 

 

 

 

表 4-27 案例 4 美國淨額法財稅差異 

交易型態 全年所得 課稅所得 
資產 負債 

股東權益 
排放權 其他 提交 其他 

期初 

政府免費核配配額        

購買碳權        

期中-碳權價值變動(後續衡量) 

A.按公允價值調整        

B.攤銷政府補助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期末 

A.按公允價值調整        

B.攤銷政府補助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出售碳權 +18,000 +18,000  +18,000    

截至年底變動        

次年度提交碳權        

淨變動 +18,000 +18,000 0 +18,000    

 

案例 3 與案例 4 差異係案例4將剩餘排放權出售予國外企業，依據我國營業稅

法第 1、2、14 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營業

稅規定課徵5%營業稅。但符合同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與外銷有關貨物適用營業稅

稅率為零。另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42 條規定，外銷貨物或勞務適用營業稅稅率為

零，前各交易階段所繳納的營業稅，於該階段以進項憑證申報為溢付營業稅額，按

當期零稅率銷售額依同法第 10 條所定徵收率計算之限額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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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FRS-IFRIC3成本法，視碳排放權為「無形資產」 

表 4-28 案例 4 IFRS-IFRIC3 成本法會計分錄 

第

一

年 

時點 IFRS-IFRIC3  成本法  會計分錄 稅務會計分錄 

期初 

借：排放權(國內)           96,000                              

貸：政府補助(遞延收入)       96,000 

取自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不入帳,僅作稅務

備忘記錄 B
 

 

期中 

攤銷政府補助                                                        

借：政府補助               55,000                               

貸：政府補助收入             55,000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排放費用               66,000                               

貸：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攤銷政府補助 

無分錄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無分錄 

 

期末 

公帄價值下跌至 5€ 

借：減損損失               48,000
(1) 

                                 

貸：排放權                   48,000 

攤銷政府補助                                                                        

借：政府補助               41,000                                      

貸：政府補助收入             41,000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提交義務負債           36,000                       

貸： 排放費用                36,000
 (4)   

                             

出售剩餘排放權                                           

借：應收帳款               18,000
(2) 

                          

貸：排放權                  18,000 

公帄價值下跌至 5€ 

無分錄 D
 

 

攤銷政府補助  

無分錄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無分錄 

 

出售剩餘排放權                                                   

借：應收帳款              18,000                                          

貸：銷項稅額-零稅率             0 
A (3)

                                     

貸：其他收入-排放權         18,000
C
 

 稅法

規定 

1.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7 條第 2 項。                                                            

2.所得稅法第 60 條。 

第
二
年 

期初 

借：提交義務負債          30,000                                

貸：排放權                  30,000  
無分錄 

稅法規定 

A.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2、14、16、32 條。 

B. 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7 項及 60 條。 

C. 所得稅第 24 條。 

D. 財政部賦稅署 94.09.02 臺稅一發字第 09404567450 號函依財務會計準則評估之資產

減損損失不得列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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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公式 

(1)  9,600 * (5-10) = -48,000   

(2)  3,600 * 5 = 18,000                                                                                                          

(3)  18,000 * 0% = 0                                                                                                                      

(4)   6,000*5-66,000 =- 36,000   

 

表 4-29 案例 4 IFRS-IFRIC3 成本法財稅差異 

交易型態 全年所得 課稅所得 
資產 負債 

股東權益 
排放權 其他 提交 其他 

期初 

政府免費核配配額  0 +96,000 0  +96,000 0 

購買碳權        

期中-碳權價值變動(後續衡量) 

A.按公允價值調整        

B.攤銷政府補助 +55,000 0    -55,000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66,000   

期末 

A.按公允價值調整        

B.攤銷政府補助 +41,000     -41,000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36,000 0   -36,000   

D.減損 -48,000 0 -48,000     

出售碳權  +18,000 -18,000 +18,000    

截至年底變動 +18,000 +18,000 +30,000 +18,000 +30,000   

次年度提交碳權 0  -30,000  -30,000   

淨變動 +18,000 +18,000 0 +18,000 0 0  

 

我國營業稅法第 1、2、14 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勞務，應依本法規定

課徵 5% 營業稅。但符合第 7 條第 2 項規定與外銷有關之勞務，或在國內提供而

在國外使用之勞務之營業稅稅率為零並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42 條規定計算限額退

稅。案例 4 將剩餘排放權外銷至國外，屬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勞務，適用外

銷勞務零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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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3. IFRS-IFRIC3重估法，視碳排放權為「無形資產」 

表 4-30 案例 4 IFRS-IFRIC3 重估法會計分錄 

第

一

年 

時點 IFRS-IFRIC3  重估法會計分錄 稅務會計分錄 

期初 
借：排放權(國內)           96,000                               

貸：政府補助(遞延收入)      96,000 

取自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不入帳,僅作稅

務備忘記錄 
B
 

期中 

持有碳排放權依公允價值調整(12€) 

借：排放權                19,200  
E 

                             

貸：重估盈餘                 19,200                              

攤銷政府補助                                                                     

借：政府補助               55,000                               

貸：政府補助收入             55,000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排放費用               66,000                                  

貸：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5,500*12) 

持有碳排放權依公允價值調整(12€) 

無分錄 

 

攤銷政府補助 

無分錄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無分錄 

 

期末 

持有碳排放權依公允價值調整,公帄價值下

跌至 5€ 

借：重估盈餘               19,200 
(2) 

                            

貸：排放權                  19,200                                                  

借：減損損失               48,000
 (1) 

                                        

貸：排放權                  48,000                                

攤銷政府補助                                                                  

借：政府補助               41,000                           

貸：政府補助收入             41,000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提交義務負債           36,000
(4)  

             

貸：排放費用                 36,000  

出售剩餘排放權                                                  

借：應收款項               18,000                                    

貸：排放權                   18,000 

持有碳排放權依公允價值調整,公帄價值

下跌至 5€ 

無分錄 D
 

 

 

 

攤銷政府補助  

無分錄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無分錄 

 

出售剩餘排放權                                                     

借：應收帳款             18,000                             

貸：銷項稅額-零稅率            0 
A (3)   

                  

貸：其他收入-排放權        18,000
C
 

第
二
年 

期初 

借：提交義務負債           30,000                                             

貸：排放權                   30,000 

無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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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法規定 

A.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7 條第 2 項同法施行細則 42 條、1、2、14、16、

32 條。 

B. 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7 項及 60 條。 

C. 所得稅第 24 條。 

D. 財政部賦稅署 94.09.02臺稅一發字第 09404567450 號函依財務會計準則評估之資產

減損損失不得列損費。                                                                                          

E.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63 條 

計算公式 

(1)  9,600 * (5-10) = -48,000   

(2)  9,600 * (12-10) = 19,200                                                                                                          

(3)  18,000 * 0% = 0                                                                                                                      

(4)   6,000*5-66,000 =- 36,000   

 

表 4-31 案例 4  IFRS-IFRIC3 重估法財稅差異 

交易型態 全年所得 課稅所得 
資產 負債 

股東權益 
排放權 其他 提交 其他 

期初 

政府免費核配配額  0 +96,000 0  +96,000 0 

購買碳權        

期中-碳權價值變動(後續衡量) 

A.按公允價值調整   +19,200    +19,200 

B.攤銷政府補助 +55,000 0    -55,000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66,000   

期末 

A.按公允價值調整   -19,200    -19,200 

B.攤銷政府補助 +41,000     -41,000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36,000 0   -36,000   

D.減損 -48,000 0 -48,000     

出售碳權  +18,000 -18,000 +18,000    

截至年底變動 +18,000 +18,000 +30,000 +18,000 +30,000 0 0 

次年度提交碳權 0  -30,000  -30,000   

淨變動 +18,000 +18,000 0 +18,000 0 0 0 

 

依據我國營業稅法第 1、2、14 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勞務，應依本法

規定課徵營業稅。其於境內銷售勞務應按 5% 營業稅稅率課徵，並由銷售勞務之營

業人繳納。但符合第 7 條第 2 項規定與外銷有關之勞務，或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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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勞務其適用營業稅稅率為零。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42 條規定，外銷勞務適用

營業稅稅率為零，前各交易階段所繳納的營業稅，於該階段以進項憑證申報為溢付

營業稅額，按當期零稅率銷售額依同法第 10 條所定徵收率計算之限額退稅。若碳

排放權外銷至國外，屬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勞務，屬外銷勞務適用零稅率。 

 

二、 關稅法 

(一) 美國淨額法，視碳排放權為「存貨」 

關稅課徵，因外銷貨物貨物出口辦理通關作業，符合有形商品及跨越國境等要

件應課徵關稅。其餘說明詳案例1。 

 

三、 綜合比較 

以下為案例3、4盤查剩餘售予國內企業或出口至國外，分別就我國所得稅、營

業稅及關稅課稅影響之分析。 

 

表 4-32 實際排放權小於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盤查剩餘售予國內其他參與企業 

案例 3 
美國淨額法 

存貨 

  國際會計準則(IFRS) 

 成本法(無形資產) 

國際會計準則(IFRS)  

  重估法(無形資產) 

3 

科目 第一年 第二年 淨變動 第一年 第二年 淨變動 第一年 第二年 淨變動 

全年所得 +18,000 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課稅所得 +17,143 0 +17,143 +17,143  +17,143 +17,143  +17,143 

股東權益          

營業稅 +857  +857 +857  +857 +857  +857 

扣繳          

 

 

 

 

 

 



188 

 

表 4-33 實際排放權小於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盤查剩餘售予國外其他參與企業 

案例 4 存貨 
  國際會計準則(IFRS)  

成本法(無形資產) 

國際會計準則(IFRS) 

   重估法(無形資產) 

4 

科目 第一年 第二年 淨變動 第一年 第二年 淨變動 第一年 第二年 淨變動 

全年所得 +18,000 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課稅所得 +18,000 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股東權益          

營業稅          

扣繳          

 

(一) 所得稅差異 

1. 相同 

(1). 企業取得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視為贈與之政府補助不計入所得課稅，企業實

際發生排放或提交碳排放權時，無認列費用或攤折問題，應於年度決算時依權

責發生制估列費用或損失。案例 3 及案例 4 因碳排放權由政府免費贈與無給

付價金，無費用估列問題。 

(2). 碳排放權減損，依財政部賦稅署 94.09.02 臺稅一發字第 09404567450 函釋規

定 ，依財務會計準則評估之資產減損損失不得認列為損費。 

(3). 企業持有碳排放權，於一會計年度全數使用或出售無剩餘排放權儲存於未來年

度使用，在該假設前題下，三種會計制度依所得稅法第 24 條計算之課稅所得

相同，其應負擔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亦相同。 

(4). 當發生減損三種會計處理立即認列損失，其財務所得與課稅所得相同，其差異

金額係於國內銷售貨物或勞務應課徵 5% 營業稅。全年所得額與課稅所得額相

同，加徵 10% 營利事業所得稅無差異。 

2. 差異 

(1). 出售碳排放權 

案例 3 出售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予國內企業時，其取得成本為0元，出售取

得價款 (18,000元) 扣除銷項稅額 (857元) 後金額為實際收入17,143元，依所得稅

法第 24 條規定計算之所得額為17,143元。 

案例4出售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予國外企業時，其取得成本為0元，出售取得

價款 (18,000元) 扣除銷項稅額 (0元) 後金額為實際收入18,000元，依所得稅法第

24條規定計算之所得額為17,143元。案例3與案例4三種會計方法個別認列之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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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相同。 

案例3與案例4金額差異857(18,000-17,143) 主要係營業稅差異，因外銷適用零

稅率得申請零稅率退稅不需負擔營業稅。出售排放權損益認列為銷售貨物或勞務

實際收取價金減除銷項稅額再扣除相關成本後金額認列，因此銷項稅額將影響出

售排放權損益認列此為企業於國內銷售貨物或勞務應給付之代價。 

 

(二) 營業稅差異 

1. 相同 

(1). 企業取得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免徵營業稅，實際發生排放或提交碳排放權，無

銷售行為並未涉及營業稅課稅問題。 

(2). 出售碳排放權，不論依美國淨額法、國際會計準則-IFRS3成本法或重估法，應

依我國營業稅法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應課徵 5% 營業稅。另

按營業稅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及第 2 款規定，外銷貨物及與外銷有關之勞

務，或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勞務，營業稅率為零。案例3及案例4 因分

別銷售碳排放權予國內及國外企業，皆應課徵營業稅。銷售予國內課徵 5% 營

業稅即 857 元，外銷適用零稅率，則營業稅為 0 元。 

 

(三) 關稅法差異 

美國淨額法，其將污染排放權銷售至國外，按國際貿易處理，按關稅法第16條

及出口貨物報關驗放辦法課徵關稅。 

IFRS-IFRS3成本法及 IFRS-IFRS3重估法，係外銷勞務，關稅之課徵係對實體貨

物課稅，無形資產非屬關稅課稅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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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 

企業持有碳排放權為次年度提交而非套利目的所持有 。 A 企業累積已排放量

（實際排放二氧化碳量11,000噸）大於期初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9,600噸），不足額

量自國內交易所取得。期初自國內交易所購買2,400噸，因超額購買年底盤查剩餘

1,000噸，A 企業以公帄價值每噸15歐元於國內交易所出售，期末公允價值為每噸15

歐元。 

 

一、 所得稅 

(一)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排放權 

表 4-34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排放權（有價證券） 

 時點 會計分錄 稅務會計分錄 

第
一
年 

期初 

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                                 

無分錄                                                              

自國內交易所取得排放權                     

借：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國內)24,000

貸：應付款項                  24,000 

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                                   

無分錄                                                               

自國內交易所取得排放權 C 
                                

借：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24,000           

借：進項稅額 (免徵)            0
B
    

貸：應付款項                  24,000 

借：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手續費  34
A

貸：應付款項                       34  

期中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無分錄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無分錄 

期末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排放費用               22,000     

貸：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22,000
(7)

            

出售剩餘排放權                                              

借：應收款項               15,000     

貸：處分排放權利益          13,000  

貸：: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2,000
(6)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借：排放費用              22,031
B (2)

  

貸：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國內)22,031   

出售剩餘排放權 

借：應收款項              14,934
(3) 

   

貸：處分排放權利益           12,931
D(5) 

貸：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2,003
(4) 

 

第
二
年 

期初 無分錄 



191 

 

稅法規定 

A
   證券交易法第 85 條，買賣有價證券手續費現行規定 0.1425% 。 

B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 24 及 32 款免徵營業稅。 

C 
  所得稅法第 45 條規定，金融資產成本=交易價格(買價)+交易成本(附加費用) 

D
   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1 條、第 2 條，凡買賣有價證券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徵收證券  

  交易稅(千分之 3)由出賣人繳納。 

E
  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1 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但自 95 年 1 月 1 日貣營利 

 事業應依所得基本稅額例第 7 條規定計算基本所得額，並依同條例第 8 條規定計 

 算基本稅額(即依所得稅法 24 條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額加計停徵之證券及期貨交 

 易所得計算基本所得額)。 

計算公式 

(1)   
 2,400 *10 *0.001425=34 

(2)    
[(24,000+34)/12,000]*11,000=22,031 

(3)
  (售價 15,000(15*1,000)-手續費 21 (15,000*0.001425)-證交稅  

    45(15,000*0.003)=14,934 

(4)
   24,034/(9,600+2,400) =2,003 

(5)   
 14,934-2,003 =12,931 

(6)
   每噸成本:2[24,000/12,000=2]； 出售成本 2,000 = 2 * 1,000

  

(7)     
[24,000/(9,600+2,400)]*11,000 = 22,000  

表 4-35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排放權財稅差異 

交易型態 全年所得 課稅所得 基本 

所得額 

資產 負債 股東權益 

排放權 其他 提交 其他 

期初 

政府免費核配配額         

購買碳權    +24,000   +24,000  

期中-碳權價值變動(後續衡量) 

A.按公允價值調整         

B.攤銷政府補助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期末 

A.按公允價值調整         

B.攤銷政府補助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22,000 -22,031  -22,000     

出售碳權 +13,000 0 +12,931 -2,000 +15,000    

截至年底變動 -9,000 -22,031  0 +15,000  +24,000  

次年度提交碳權         

淨變動 -9,000 -22,031  0 +15,000  +24,000  

計入未分配盈餘 -9,000 依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規定以商業會計法計算之盈餘加徵 10%未分配

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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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 

釋字第 506 號所得稅法關於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徵客體，係採概括規定，凡營

利事業之營業收益及其他收益，除具有法定減免事由外，均應予以課稅，此觀所得

稅法第 3 條、第 8 條及第 24 條之規定甚明 。但按財政部 92/09/23 台財稅字第

0920047746 號函釋非因提供勞務而給付者，係屬政府之贈與，雖屬所得，但可適用

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7 款因繼承、遺贈或贈與而取得之財產免納所得稅屬

免稅所得，詳細說明詳案例 1。 

B. 自第三方購買碳排放權 

按所得稅法第 45 條規定，資產估價以取得價格認列，應按取得成本認列碳排

放權資產。 

C. 碳排放權後續衡量 

按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63 條規定未實現之費用及損失，除其他法律另

有規定或經財政部專案核准者外，不予認定。碳排放權價值依公帄價值變動調整，

其調整係屬未實現損益，不得認列 。 

D. 次年提交碳排放權予管理當局 

次年提交碳排放權未實現之費用及損失於提交時已實現，依所得稅法第 24 條

第 1 項規定計算所得。但我國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1 規定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

得稅，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因此屬我國證券交易法規定之有價證

券，且課徵證券交易稅之有價證券，其交易所得停止課徵。但自 95 年 1 月 1 日

貣營利事業應依所得基本稅額例第 7 條規定計算基本所得額並依同條例第 8 條規

定計算基本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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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公帄價值衡量且公帄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融資產 

表 4-36 以公帄價值衡量且公帄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融資產分錄 

 時點 會計分錄 稅務會計分錄 

第
一
年 

期初 

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                                             

借：交易目的排放權         96,000                                 

貸：政府補助（遞延收入）    96,000                                 

自國內交易所取得排放權                                                  

借：交易目的排放權(國內)    24,000                                   

貸：應付款項                24,000                                                                   

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                                   

無分錄                                                                    

自國內交易所取得排放權                                 

借: 交易目的排放權(國內)    24,000            

貸：應付款項                24,000  

借: 交易目的排放權(國內) -手續費 34
A(1) 

貸: 應付款項                      34 

期中 

持有交易目的排放權按公允價值評價  

(12€)  

借：交易目的排放權         19,200     

借：交易目的排放權(國內)     4,800 

貸：金融資產評價利益         24,000
(7)

 

持有交易目的排放權按公允價值評價    

(12€) 

 

無分錄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5,500)                                                

借：排放費用               66,000                                 

貸：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攤銷政府補助                                                           

借：政府補助               55,000                                         

貸：政府補助收入            55,000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5,500) 

 

無分錄    

 

攤銷政府補助      

 

無分錄    

期末 

持有交易目的排放權按公允價值評價      

(12-15€) 

借：交易目的排放權        28,800                                               

借：交易目的排放權(國內)    7,200                                                   

貸：金融資產評價利益       36,000
(8)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5,500)                                                                        

借：排放費用              99,000                                                            

貸：提交義務負債           99,000                                      

攤銷政府補助                                                                              

借：政府補助              41,000                                                                  

貸：政府補助收入           41,000  

持有交易目的排放權按公允價值評價  

(12-15€)
C
 

期末盤查剩餘 1,000 噸 

借：交易目的排放權(國內)  12,997 
(5) 

  

貸：金融資產評價利益      12,997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5,500)                    

借：排放費用             22,031 
(2) 

                     

貸：交易目的排放權(國內)   22,031                                                                                                                                                                                                 

攤銷政府補助                                           

 

無分錄 



194 

 

 出售剩餘排放權(國內)                                

借：應收款項              15,000                     

貸：交易目的排放權(國內)    15,000      

出售剩餘排放權(國內) 
B  

                                

借：應收款項            14,934
(3) 

                 

借：處分金融資產損         66 
(6) 

              

貸：交易目的排放權(國內)   2,003
(4) 

貸：交易目的排放權(國內)   12,997
(5)

 

 

第
二
年 

期初 
借：提交義務負債         165,000                                                                                                                              

貸：交易目的排放權(國內)   165,000    無分錄 

稅法規定 

A
 證券交易法第 85 條，現行費率依 85 年 07 月 17 台證交字第 14457 號函釋規定為千分

之 1 至千分之 1.425。以公帄價值衡量且公帄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融資產取得 所

給付之 手續費，依 34 號公報規定得列為當期費用，本案例將其列為取得成本。 

B  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1 條、第 2 條，凡買賣有價證券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徵收證券交

易稅(千分之 3)由出賣人繳納。 

C 依財政部 95 年 1 月 10 台財稅字第 09504500480 號令釋規定，準用所得稅法第 44 條

規定，並計入基本所得額。 

計算公式 

(1)   
 2,400 *10 *0.001425=34 

(2)    
[(24,000+34)/ (9,600+2,400)]*11,000=22,031 

(3)
  (售價 15,000(15*1,000)-手續費 21 (15,000*0.001425)-證交稅 

    45(15,000*0.003)=14,934 

(4)
   24,034/(9,600+2,400) =2,003 

(5)  
  15*10,000-2,003[(24,000+34)/ 12,000*1,000]=12,997 

(6)
   14,934-12,997-2,003=-66 

(7)    
19,200[9,600*(12-10)]+4,800[2,400*(12-10)]=24,000 

(8)
   28,800[( 9,600*(15-12))+7,200[2,400*(15-12)]=3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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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以公帄價值衡量且公帄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融資產財稅差異 

交易型態 全年 

所得 

課稅 

所得 

基本 

所得額 

資產 負債 股東權益 

排放權 其他 提交 其他 

期初 

政府免費核配配額  0  +96,000 0  +96,000 0 

購買碳權    +24,000   +24,000  

期中-碳權價值變動(後續衡量) 

A.按公允價值調整 +24,000   +24,000     

B.攤銷政府補助 +55,000      -55,000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66,000   

期末 

A.按公允價值調整 +36,000  +12,997 +36,000     

B.攤銷政府補助 +41,000      -41,000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99,000 -22,031    +99,000   

D.減損 0 0  0     

出售碳權 0 0 -66 -15,000 +15,000    

截至年底變動 -9,000 -22,031 +12,931 +165,000 +15,000 +165,000   

次年度提交碳權 0   -165,000  -165,000   

淨變動 -9,000 -22,031 +12,931 0 +15,000 0 +24,000 0 

計入未分配盈餘 -9,000 依所得稅法 66 條之 9 規定 

 

A. 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 

詳案例 1 說明，如係基於契約、交易關係而給付或由營利事業相對提供勞務等

而取得為所得，無免稅規定。若僅依據法令規定之身分或資格等而給付，則通常係

國家之社會福利政策支出或獎勵經濟教育文化政策支出，不宜論為所得否則將削弱

政策之效果。 

B. 自第三方購買碳排放權 

自第三方購買碳排放權，其付出之代價為支付之貸款，按取得成本認列碳排放

權。 

C. 碳排放權後續衡量 

按財務會計準則第 34 號公報, 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以公帄價值衡量且公

帄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融資產因其有活絡市場且公帄價值可靠衡量，依公帄價

值評價。財政部 95 年 1 月 10 日台財稅字第 09504500480號令釋規定，營利事業

之金融商品經歸類為「公帄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流動」科目之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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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所得稅法第 48 條所定「短期投資之有價證」,準用同法第44條估價規定，所產生

之評價損失、回升利益及嗣後處分之損益，係證券交易損益性質，應依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1 及所得基本稅額絛例第 7 條規定計入基本所得額計算。碳排放權價值如

歸類為流動，依公帄價值變動調整按公帄價值調整之金額，得認列計入基本所得額

計算基本稅額，若非歸類為流動項目則評價損益係屬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63 

條規定，屬未實現損益不得認列。 

D. 次年提交碳排放權予管理當局 

次年提交碳排放權，未實現之費用及損失於提交時已實現，依所得稅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計算所得。又因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1 規定 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

所得稅，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但自 95 年 1 月 1 日貣營利事業

應依所得基本稅額例第 7 條規定計算基本所得額並依同條例第 8 條規定計算基本

稅額。 

 

(三)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表 4-38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會計分錄 

 時點 會計分錄 稅務會計分錄 

第
一
年 

期初 

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                                             

借：備供出售排放權         96,000                                 

貸：政府補助（遞延收入）     96,000                                 

自國內交易所取得排放權                                                  

借：備供出售排放權(國內)    24,000                                   

貸：應付款項                 24,000                                                                   

政府免費核配排放權                                   

無分錄                                                        

自國內交易所取得排放權                                 

借： 備供出售排放權(國內)   24,000              

貸：應付款項                 24,000

借：備供出售排放權(國內) -手續費 34  

貸：應付款項                    34 

期中 

備供出售排放權排放權按公允價值評價  

借：備供出售排放權        19,200              

借：備供出售排放權(國內)    4,800                

貸：金融資產評價利益       24,000 
(4)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5,500)                                                

借：排放費用              66,000                                       

貸：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攤銷政府補助                                                           

借：政府補助              55,000                                         

貸：政府補助收入           55,000  

備供出售排放權按公允價值評價(12€) 

無分錄 B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5,500)                                                

借： 排放費用             22,031
(1)

 

貸：提交義務負債            22,031 

                                             

 攤銷政府補助                                                            

 

無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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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 

備供出售排放權按公允價值評價 

(12€-15€ ) 

 借：備供出售排放權       28,800                                               

借：備供出售排放權(國內)    7,200                                                   

貸：金融資產評價利益       36,000
(5) 

 

備供出售排放權按公允價值評價 

(12€-15€ ) 

 無分錄               

                                                                                              

 

沖銷金融商品未實現評價損益 

(15€-10€) 

借：金融資產評價利益      5,000                                                       

貸：備供出售排放權          5,000                                                          

出售剩餘排放權(國內)                              

借：應收款項             15,000 

貸：處分金融資產利益        5,000                    

貸：備供出售排放權(國內)    10,000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5,500)                                                                       

借：排放費               99,000                                                            

貸：提交義務負債           99,000                                      

攤銷政府補助                                                                            

借：政府補助             41,000                                                                  

貸：政府補助收入           41,000  

沖銷金融商品未實現評價損益 

15€-10€) 

 

無分錄 B 

出售剩餘排放權 

借：應收款項               14,934
(2) 

貸：處分排放權利             12,931

貸：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國內) 2,003  

 

認列提交義務負債(5,500)      

無分錄 

 

攤銷政府補助    

 

無分錄 

 

第
二
年 

期初 

沖銷金融商品未實現評價損益  

借：金融資產評價利益     55,000                                                       

貸：備供出售排放權         55,000 

提交排放權                                             

借：提交義務負債        165,000 

貸：提交排放權利益         55,000                                                        

貸：備供出售排放權(國內)   110,000    

沖銷金融商品未實現評價損益  

無分錄 B
 

提交排放權                                                

無分錄 

  

稅法規定 

A
   證券交易法第 85 條，買賣有價證券徵收手續費 。出售有價證券時，依 證券交易稅

條例第 1 條、第 2 條，徵收證券交易稅(千分之 3)由出賣人繳納。 

B
   營利事業所 得稅查核準則第 63 條規定。 

計算公式 

(1)   
 [(24,000+34)/ (9,600+2,400)]*11,000=22,031 
(2)    

(售價 15,000(15*1,000)-手續費 21 (15,000*0.001425)-證交稅 

    45(15,000*0.003)=14,934 

(3)
   24,034/(9,600+2,400) =2,003 

(4)
   19,200[9,600*(12-10)]+4,800[2,400*(12-10)]=24,000 

(5)  
  28,800[( 9,600*(15-12))+7,200[2,400*(15-12)]=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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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財稅差異 

交易型態 全年 

所得 

課稅 

所得 

基本 

所得額 

資產 負債 股東權益 

排放權 其他 提交 其他 

期初 

政府免費核配配額  0  +96,000 0  +96,000 0 

購買碳權    +24,000   +24,000  

期中-碳權價值變動(後續衡量) 

A.按公允價值調整    +19,200 

+4,800 

   +19,200 

+4,800 

B.攤銷政府補助 +55,000      -55,000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66,000 -22,031    +66,000   

 

A.按公允價值調整    +28,800 

+7,200 

   +28,800 

+7,200 

B.攤銷政府補助 +41,000      -41,000  

C.認列提交義務負債 -99,000     +99,000   

D.減損 0 0  0     

出售碳權 

a.沖轉未實現評價利

得 

b.出售碳權 

0 

 

+5,000 

 

 

-22,031 

 

 

+12,931 

 

-5,000 

-10,000 

  

 

+15,000 

   

-5,000 

截至年底變動 -64,000 -22,031 +12,931 +165,000 +15,000 +165,000   

次年度提交碳權 

a.沖轉未實現評價利

得 

b.提交碳權 

0 

 

+55,000 

  

 

 

 

-55,000 

-110,000 

  

 

-165,000 

 -55,000 

淨變動 -9,000 -22,031 +12,931 0 +15,000 0 +24,000 0 

計入未分配盈餘 -9,000 依所得稅法 66 條之 9 規定 

 

A. 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 

詳案例1說明，如係基於契約、交易關係而給付或由營利事業相對提供勞務等而

取得為所得，無免稅規定。若僅依據法令規定之身分或資格等而給付，則通常係國

家之社會福利政策支出或獎勵經濟教育文化政策支出，不宜論為所得否則將削弱政

策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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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自第三方購買碳排放權 

自第三方購買碳排放權，其付出之代價為支付之貸款，按取得成本認列碳排放

權。 

C. 碳排放權後續衡量 

按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63 條規定未實現之費用及損失，除其他法律另

有規定或經財政部專案核准者外，不予認定。碳排放權價值依公帄價值變動調整，

其調整係屬未實現損益，不得認列 。 

D. 次年提交碳排放權予管理當局 

次年提交碳排放權，未實現之費用及損失於提交時已實現，依所得稅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計算所得。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1 規定, 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

稅，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但自 95 年 1 月 1 日貣營利事業應依

所得基本稅額例第7條規定,計算基本所得額並依同條例第 8 條規定計算基本稅額。

即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額，加計所得稅法第第 4 條之 1 及第 4 條之 2 

規定停止課徵所得稅之所得額計算基本所得額。 

 

二、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一)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排放權 

營業稅法第 8 條 24、32款對依法應課徵證券交易稅之證券及經營衍生性金融

商品、公司債、金融債券、新臺幣拆款及外幣拆款之銷售額免徵營業稅。但佣金及

手續費不包括在內。因此碳排放權如符合前條文規定，免徵營業稅。 

 

(二) 以公帄價值衡量且公帄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融資產 

營業稅法第 8 條 24、32 款對依法應課徵證券交易稅之證券及經營衍生性金融

商品、公司債、金融債券、新臺幣拆款及外幣拆款之銷售額免徵營業稅。 

 

(三)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營業稅法第8條24、32款對依法應課徵證券交易稅之證券及經營衍生性金融商

品、公司債、金融債券、新臺幣拆炊及外幣拆款之銷售額免徵營業稅。但佣金及手

續費不包括在內。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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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證券交易法及期貨交易法 

(一)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排放權 

1. 課徵證券交易稅 

證券交易法及證券交易稅條例規定，買賣公司發行之股票、公司債及經政府核

准得公開募銷之其他有價證券，悉依證券交易稅條例之規定，徵收證券交易稅。出

賣有價證券人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按規定徵收率課徵118。並由代徵人於每次買賣交

割之當日，按規定稅率代徵，並於代徵之次日，填具繳款書向國庫繳納之119。 

2. 給付手續費 

買賣各級政府發行之債券，公司發行之股票、公司債及經政府核准得公開募銷

之其他有價證券，除依證券交易條例規定於出賣有價證券按交易成交價格課徵3%證

券交易稅外，並應於出賣及購買有價證券時給付手續費予經紀商，依證券交易法第

85條規定證券經紀商受託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經紀商非於證券集中交易市

場，受託買賣有價證券者向委託人收取手續費之費率，依85 年 07 月 17台證交字

第14457號函釋規定現行費率為千分之1至千分之1.425。 

 

(二) 以公帄價值衡量且公帄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融資產 

買賣各級政府發行之債券，公司發行之股票、公司債及經政府核准得公開募銷

之其他有價證券，應依證券交易法及證券交易條例規定，於出賣有價證券按交易成

交價格課徵 3% 證券交易稅，且於出賣及購買有價證券時給付手續費予經紀商（目

前定為0.1425%；證券交易法第85條）。 

 

(三)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買賣各級政府發行之債券，公司發行之股票、公司債及經政府核准得公開募銷

之其他有價證券，應依證券交易法及證券交易條例規定，於出賣有價證券按交易成

                                                      
118

 公司發行之股票及表明股票權利之證書或憑證徵千分之三。公司債及其他經政府核准之有價

證券徵千分之一。 

119
代徵人一、有價證券如係經由證券承銷商出賣其所承銷之有價證券者，其代徵人為證券承銷商。

二、有價證券如係經由證券經紀商受客戶委託出賣者，其代徵人為證券經紀商。三、有價證券如係由

持有人直接出讓與受讓人者，其代徵人為受讓證券人；經法院拍賣者，以拍定人為受讓證券人。前項

第三款之受讓證券人依法代徵並繳納稅款後，不得申請變更代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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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價格課徵3%證券交易稅，且於出賣及購買有價證券時給付手續費予經紀商（目前

定為0.1425%；證券交易法第85條）。 

 

四、 綜合比較 

表 4-40 不足額取自國內交易所，盤查剩餘於國內交易所出售（排放權期末公帄價值

上升） 

案例 9、

10、11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以公帄價值衡量且公帄價值

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融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科目 第一年 第二年 淨變動 第一年 第二年 淨變動 第一年 第二年 淨變動 

全年所

得 

-9,000 0 -9,000 -9,000  -9,000 -64,000 +55,000 -9,000 

課稅所

得 

-22,032 0 -22,032 -22,032  -22,032 -22,032  -22,032 

基本所

得額 

+12,931  +12,931 +12,931  +12,931 +12,931  +12,931 

股東權

益 

      +55,000 -55,000 0 

證券交

易稅 

34
a
 

45
b
 

21
c
 

 34 

45 

21 

34 

45 

21 

 34 

45 

21 

34 

45 

21 

 34 

45 

21 

計算公式 
a
 購買有價證券給付之手續費:24,000*0.001425=34 

b 出售有價證券應收證券交易稅:15,000*0,003=45 

c 出售有價證券給付之手續費:15,000*0.0014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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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結語 

本章節逐項說明在我國現有稅法規範下，使用存貨 (美國淨額法) 、無形資產 

（IFRS-IFRIC3成本法、重估法）及金融資產（分類為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以公

帄價值衡量且公帄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融資產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衍生之稅務

問題，並將前章各案例適用我國現有法規規範彙總整理並將其稅務影響彙整如表

4-41。 

本文採案例研究方法，係以不同的案例類型探討我國實施總量管制與碳交易制

度之相關課稅議題，並假設企業當年度取得政府核配之碳排放權於同一課稅年度即

全額申報提交，年底若有剩餘未提交之碳排放權即於同一課稅年度全額出售，無排

放權結存至次一課稅年度。 

 

4.4.1 我國現行所得稅法下各會計處理衍生之稅務問題 

(一) 美國淨額法： 

對於碳排放權之會計處理，碳排放權認列僅於出價取得時認列為資產，於使用

或提交時認列為費用，在我國現行所得稅法規定下，資產以實際成本認列，企業取

得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因無給付價金係企業免費取得，為企業因贈與而取得之財

產。因此排放權使用或提交時無費用可認列。故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不列為收入

課稅，實際提交時碳排放權亦不轉列為費用。反之若企業自第三方購買碳排放權，

取得成本可於使用或提交時列為費用，依所得稅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以其本年

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課徵營利事業所

得稅額。 

碳排放權估價採歷史成本，無評價損益認列問題。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

則第 63 條有關未實現費用及損失，除存貨跌價損失及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財政

部專案核准者其未實現損益可予認定，其餘不予認定。美國淨額法碳排放權採歷史

成本入帳，無後續評價問題，我國所得稅法雖然規定存貨跌價損益可予認列，但依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2 條第 2項規定，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

計處理準則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規定記載。準此我國所得稅法存貨跌價損失准予

認列仍無適用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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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權交易 

 

所得稅 營業稅 關稅 證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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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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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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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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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免

費

核

配 

第 4 條第 1 項第 17 款，免所得稅，視為贈

與之政府補助無認列收入問題。 

財政部賦稅署 75/05/06 台稅二發第 7546892

號函釋，免營業稅。 
第 2 條非關稅課徵標的 

 

購

買

配

額 

第 45

條取           

得價

格 

4

5 

8

、

8

8

、

8

9 

4

5 

8

、

8

8

、

8

9 

第 45 條,取得價格加

必要費用支出 

1

0

、

3

2

、 

3

3

  

5

、

2

0

、 

4

1  

1

0

、 

3

2

、 

3

3  

5

、

2

0

、 

4

1 

1

0

、 

3

2

、 

3

3  

5

、

2

0

、 

4

1  

無適用 
第 2

條 
無適用 無適用 

證交法 2、3、85 及

證券交易稅條例 1、

2、3、4 

估

列

負

債

及

排

放

費

用 

45、24 無第 1 條適用 

非

2

條

課

稅

範

圍 

2 無適用 無適用 非第 1 條課稅範圍 

表 4-41 各案例適用我國現有法規規範彙總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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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權交易 

 

所得稅 營業稅 關稅 證交法 

淨 

額 

法 

成 

本 

法 

重 

估 

法 

以
成
本
衡
量
之
金
融
資
產 

變
動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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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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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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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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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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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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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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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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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量
且
公
平
價
值 

備
供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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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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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法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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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量
之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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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產 

變
動
認
列
為
損
益
之
金
融
資
產

公
平
價
值
衡
量
且
公
平
價
值 

備
供
出
售
金
融
資
產 

交

易

對

象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國

內 

國

外 

碳

權

後

續

評

價 

無適用 

查核

準則

63 

無適

用 

0970

0498

450 

0950

4500

480

號函

釋

令） 

無適

用 
無適用 無適用 無適用 

出

售

碳

權 

3、24 

4

之

1

基

本

稅

額

7

、

8 

3

、 

2

4 

4

之

1

基

本

稅

額

7

、

8 

3

、 

2

4 

4

之

1

基

本

稅

額

7

、

8 

3

、

 

2

4 

1

、 

2

、

1

4

、  

3

5 

1

、

2

、

1

4

、 

7 

1

、

2

、

1

4

、

3

5 

1

、

2

、

1

4

、 

7 

1

、

2

、

1

4

、

3

5 

1

、

2

、

1

4

、 

7 

8 條第 24 款及 32 款 
無適

用 
1 無適用 無適用 

2、3、85 及證券交易

稅條例 1、2、3、4 

次

年

提

交 

24 24 無 無適用 無適用 

表 4-41 各案例適用我國現有法規規範彙總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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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FRS-IFRIC3成本法： 

碳排放權免費核配及出價取得時按公允價值認列為資產，後續評價不隨公

允價值變動。碳排放權於排放時依公允價值估列排放費用並認列提交義務負

債，提交時認列損益。按所得稅法第 60 條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6 

條規定之無形資產，明確規定無形資產認定標準，且限以出價取得者為限。前

項無形資產之估價，以自其成本中按期扣除攤折額後之價額為準。準此，政府

免費核配碳排放權不符所得稅法第 60 條規定，因政府免費贈與，企業無出價

取得。另我國所得稅法對無形資產採明確定義，且限出價取得認列為資產，碳

排放權若為其他法律規定之特許權，則準予按出價取得金額認列為無形資產並

按合理可估計經濟年限攤折。碳排放權依實際使用量估列費用，出售時依所得

稅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

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計算營利事業應納稅額繳納所得稅。另有關碳排放權

後續衡量，以出價取得始有認列為資產問題，其後續碳排放權不隨公允價值變

動，採成本入帳，無損益認列。 

 

(三) IFRS-IFRIC3重估法： 

以公允價值衡量汙染排放權，碳排放權免費核配及出價取得時按取得時公

允價值認列為資產，碳排放權隨公允價值變動，變動金額非損益項目係屬權益

項目。碳排放權於使用或提交時依公允價值估列排放費用並認列提交義務負

債。按所得稅法第 60 條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6 條規定之無形資

產，均限以出價取得者為資產，前項無形資產之估價，以自其成本中按期扣除

攤折額後之價額為準。因此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無頇出價取得，由政府免費

贈與不符所得稅法第 60 條規定，不得認列為資產及攤折。出價取得之碳排放

權依實際使用量估列費用，出售時依所得稅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以其本年

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計算營利事

業應納稅額繳納所得稅。碳排放權後續衡量，採國際會計準則 IFRS-IFRIC3 重

估法其後續衡量採公允價值變動其價值認列為權益科目，不計入損益，與我國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63 條規定，未實現損期益不予認列，兩者皆不影

響課稅所得。 

在我國所得稅制度下，使用存貨（美國淨額法）及無形資產（IFRS-IFRIC3

成本法、重估法）不同會計處理方式產生的差異統整如下： 

1.  課稅所得-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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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會計處理，對企業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依所得稅法第 24 

條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相同，不因不同的會計處理產生不同的課稅所得。 

2.  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暫時性差異 

碳排放權持有期間會計處理對於碳排放權資產、排放權費用、負債、企業

免費取得排放權之部分等金額認列及後續評價問題，將因不同之會計處理方

法，從而所計算之財務所得亦有不同。在會計處理方法採美國淨額法、國際會

計準則 IFRIC3成本法及依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34 號規定以成本衡量之金

融資產、以公帄價值衡量且公帄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融資產與備供出售金

融資產，其持有碳排放權期間之財務所得增減變動金額相同，但分年認列所得

金額不同，因之產生暫時性差異。而我國所得稅法規定，自民國 87 年度貣，

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計算之稅後純益未作分配者，應就未分配盈

餘加徵 10% 營利事業所得稅。故因前揭之暫時性差異影響所計算之各年度未

分配盈餘不同，從而各年度之稅負亦不相同。 

3.  營利事業基本稅額-永久性差異 

我國所得稅法規定符合我國證券交易法規定之有價證券，其證券交易所得

停止課徵，因此碳排放權若屬金融商品且符合我國所得稅法定義之有價證券，

其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由於我國證券交易所得及期貨交易所得停徵，故當

碳排放權視為金融商品且會計處理採我國 34 號公報規定時，其碳排放權交易

之所得，不計入年度所得額課稅，惟應按我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課徵所得

基本稅額。故若碳排放權之會計處理採視為存貨之美國淨額法與採視為無形資

產之國際會計準則 IFRIC3 成本法及重估法所計算之所得基本稅額不同，此部

分將產生永久性差異。 

 

(四)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4號-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 

有價證券為表彰財產權的有價憑證，可分為商品證券、貨幣證券及資本證

券。碳排放權可視為商品證券，作為某種商品物權的憑證，證明持有人擁有商

品所有權或使用權。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以公帄價值衡量且公帄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

融資產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資產認列按所得稅法第45條規定，資產之出價取

得包括取得之代價及因取得並為適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需費用。因此

碳排放權認列，依取得資產所支付代價認列。 

我國稅法規定得認列公帄價值評價損益者，僅限於少數有明文規定者，如

所得稅法第44條及48條規定存貨的估價，以成本為準成本高於時價時得以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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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準。短期投資之有價證券，其估價得準用存貨之規定。至於衍生性商品方

面，由於所得稅法本身並無明文規定得否按時價估價。財稅機關在解釋上均採

嚴不予認定未實現之漲跌損益，如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29條及98條規

定，因滙率調整而發生帳面差額之未實現兌換損益，不予認定。因此不同類別

金融商品其按公帄價值評價損益，稅法規定認列標準如下。 

1.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因未有公開市場報價，其

公帄價值無法可靠衡量，則以成本衡量，無評價損益認列問題。 

2. 以公帄價值衡量且公帄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融資產，依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第34號「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規定，按公帄價值評價產生之未實

現評價損益，屬所得稅法第48條所定「短期投資之有價證券」，準用同法第

44條估價規定產生之跌價損失，得列為當期損失120。 

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估價產生之未實現評價損益不予認列。因我國稅法有

關按公帄價值評價產生之損益屬未實現損益除有特別規定外，不予認列。 

出售/提交碳排放權時，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以公帄價值衡量且公帄價

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融資產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其出售或提交產生之損益

為證券交易所得，我國證券交易所得自79年1月1日貣停徵，其停徵所得以依證

券交易條例第1條規定發行之有價證券為限，如各級政府發行之債券、公司發行

之股票、公司債及經政府核准得公開募銷之其他有價證券始有其適用，外國政

府或外國公司發行之有價證券無適用問題為財政部83年1月12日台財稅第

821506281號函明示。 

 

4.4.2 我國現行營業稅法下各會計處理衍生之稅務問題 

(一) 美國淨額法： 

依我國現行營業稅法規定，非因銷售貨物或提供勞務而獲得者免徵營業

稅，因此企業取得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免徵營業稅。企業取得碳排放權可為

使用或收益，因未涉及銷售貨物行為無涉及營業稅課徵問題。而碳排放權出售

時依我國營業稅法規定應課徵 5% 營業稅，並應按營業稅法第 35 條規定申報

銷售額。倘出售碳排放權予國外企業依我國營業稅法第 7 條適用零稅率。 

 

                                                      
120

 「短期投資之有價證券」，指營利事業之有價證券，依第 34 號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及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7 條等規定作會計科目重分類後，經歸類為流動資產項下「公平價值

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流動」科目之有價證券為財政部 95/01/10 台財稅字第 09504500480 號

令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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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FRS-IFRIC3成本法： 

我國現行營業稅法規定當企業取得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非因銷售貨或

提供勞務而獲得者，免徵營業稅。免費核配碳排放權可為使用或收益，使用時

依實際排放量攤折無形資產認列攤折費用列為所得減除；出售時依我國營業稅

第 1、2、14 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應課徵 5% 營業稅，並按營業

稅法第 35 條規定期申報。若為外銷勞務或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勞務依

據我國營業稅法第 7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2 條規定適用零稅率得以 5% 徵

收率計算限額退稅。 

碳排放權自第三方購買，如取自國內，依營業稅法規定，應取具載有營業

稅額之進項憑證。若取自國外企業依據我國所得稅法第 8 條第 6 款規定專利

權、商標權、著作權、秘密方法及各種特許權利，因在中華民國境內供他人使

用所取得之權利金屬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 應依同法第 88 及 89 條規定由取

得所得者(即國外企業)依規定納稅，並由使用企業代為扣繳稅款。 

(三) IFRS-IFRIC3 重估法： 

依照我國現行營業稅法，當企業取得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非因銷售貨物

或提供勞務而獲得者免徵營業稅。政府免費核配碳排放權可為企業使用或收

益，使用時依實際排放量攤折無形資產認列攤折費用列為所得減除；出售予國

內企業時依我國營業稅第 1、2、14 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勞務應課徵 

5% 營業稅，按營業稅法第 35 條規定申報。反之若出售予國外企業依我國營

業稅法第7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2 條規定，外銷勞務或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

用之勞務適用零稅率得按 5% 徵收率計算之限額退稅。 

碳排放權自第三方購買，如取自國內依營業稅法規定，應取具載有營業稅

額之進項憑證。若取自國外依據我國所得稅法第 8 條第 6 款規定專利權、商

標權、著作權、秘密方法及各種特許權利，因在中華民國境內供他人使用所取

得之權利金屬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 應依同法第 88 及 89 條規定由取得所得

者（即國外企業）依規定納稅,並由使用企業代為扣繳稅款。 

依我國營業稅法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皆應依

營業稅法規定課徵營業稅。但銷售已課徵證券交易稅之金融商品或衍生性金融

商品免稅，因此若將碳排放權視為存貨及無形資產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皆需課

徵營業稅。 

(四)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4號-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以公帄價值衡量且公帄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

融資產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按營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24、32款，對各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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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之債券依、應課徵證券交易稅之證券及經營衍生性金融商品、公司債、金

融債券、新臺幣拆款及外幣拆款之銷售額免徵營業稅。但佣金及手續費不包括

在內。 

 

4.4.3 我國現行關稅法下各會計處理衍生之稅務問題 

(一) 美國淨額法： 

關稅課徵係對貨物通過國境所徵收之稅款，其課徵條件一為有形商品。二

需有進出口跨越國境辦理通關作業。關稅以課徵實體貨物為原則，碳排放權視

為生產要素，其自國外企業購買或盤查剩餘售予國外企業，因有跨越國境應依

關稅法規定課徵關稅。 

 

(二) IFRS-IFRIC3成本法： 

關稅課徵係對貨物通過國境所徵收之稅款，其課徵條件一為有形商品。二

需有進出口跨越國境辦理通關作業。而關稅課徵方法採從量稅（按貨品的數量、

重量、容積等標準課稅）與從價稅（按貨品的價值為標準課稅），由出口者或進

口者申報。關稅以課徵實體貨物為原則，尚無對勞務等無形產品課徵關稅。無

形資產非有形商品，非課稅範圍。 

 

(三) IFRS-IFRIC3 重估法： 

關稅課徵係對貨物通過國境所徵收之稅款，其課徵條件一為有形商品。二

需有進出口跨越國境辦理通關作業。關稅以課徵實體貨物為原則，尚無對勞務

等無形產品課徵關稅。 

 

(四)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4號-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 

關稅課徵係對貨物通過國境所徵收之稅款，對實體貨物課徵，金融商品無

適用問題。 

 

4.4.4 我國現行證券交易法下各會計處理衍生之稅務問題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以公帄價值衡量且公帄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

融資產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買賣有價證券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1條及證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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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85條規定規定，應徵收證券交易稅及手續費。即依證券交易法第6及證券交

易稅條例第1條規定，凡買賣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主管機關核定

之其他有價證券應徵收證券交易稅，另加計手續費即證券經紀商受託於證券集

中交易市場，買賣有價證券，其向委託人收取手續費之費率，現行費率依  85 

年 07 月 17 台證交字第 14457 號函釋規定為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一 .四二五
121。而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除政府債券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

外，應向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生效始得為之。而金融商品交易需藉

由交易所或金融中介完成交易，本文未探討金融中介所面臨之租稅問題，而就

企業交易行為產生之租稅問題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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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證券交易稅向出賣有價證券人，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課徵，如公司發行之股票及表明股

票權利之證書或憑證稅率千分之三或公司債及其他經政府核准之有價證券稅率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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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低碳與綠色成長之排放交易制度建置研究 

一零二年度赴英國移地研究報告 

 
 

 

 

 

 

 

 

 

 

                      
服務機關：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國立台北大學會計學系 

姓名職稱：何怡澄、陳香梅、羅光達、郭振雄 

派赴國家：英國 

出國期間：2013/07/03-2013/07/09 

報告日期：2013/08/13 



2 

摘要 

 

本次英國移地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英國政府與民間在於推動低碳生活的具體作法。

此次拜訪駐英代表處、Mott MacDonald Group 與 Thameswey 公司，的心得有：首先，

評估碳交易制度應全面性考量可行性，包括經濟、法律與外交層面分析。其次，政府推

動綠色生活，應將規劃的週期拉長，從構想、建設、教育以及回饋等。應避免政府管制，

而由增加民眾的節能誘因著手；第三，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低碳社區作為減碳節能模範，

可以由點而面的推廣到全國。透過技術開發與移轉，不僅增加可行性，也可滿足財務自

給自足。  



3 

目次 

一、移地研究目的…….………………………….......……………………….....…4 

二、行程..................…………….........…………………..…………………………5 

三、心得及建議……………………… ..........…………………………………….28 

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28 

  

 



4 

 

102 年度「赴英國移地研究：因應低碳與綠色成長之排放交易制度建置研究」 

出國名冊 

 

序號 姓名 學校系 職稱 擔任本計畫工作 

1 何怡澄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教授 第四組共同主持人 

2 郭振雄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教授 第二、四組研究員 

3 陳香梅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副教授 第二組共同主持人 

4 羅光達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副教授 第二組研究員 

 

一、移地研究目的 

 

    台灣於 2010 年正式回應「哥本哈根協議」，承諾 2020 年將較基線排放量至少減排

30%，其中碳權經營管理已成為「國家適當減緩行動」的重要配套措施。如何及早建立

國內碳交易市場，並尋求與國際市場連結的管道，將成為政府當前重要的溫室氣體減排

策略之一。 

    為了評估我國設立減碳機制的選擇與可行性，本研究團隊參訪英國倫敦，透過與不

同單位的對談、溝通與交換意見，來充實建設低碳環境的觀點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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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摩考察過程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三日至七月九日 

日期 星期 地點 內容 

七月三日 三 臺北→倫敦 搭機前往倫敦 

七月四日 四 倫敦 拜訪中華民國駐英國經濟文化辦事處 

七月五日 五 倫敦 拜訪 Mott MacDonald Group in London Office 

七月六日 六 劍橋 劍橋郡市政及環保施政見學 

七月七日 日 倫敦 倫敦郡市政及環保施政見學 

七月八日 一 沃京鎮 考察沃京小鎮之低探設施及施政成效 

七月九日 二 倫敦→臺北 搭機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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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出國之行程與參訪之過程 

 

時間：2013 年 7 月 4 日星期四上午 11：00-下午 1：00 

地點：中華民國駐英國經濟文化辦事處 

參與團員：何怡澄、陳香梅、郭振雄、羅光達 

訪問對象：沈代表呂巡、郭秘書妙英 

 

會談重點之一：大英國協的現況、與台灣的比較分析 

沈大使在接見團員對於大英國協的地位作了比較性的說明：首先大使指出大英國協是一

個國際組織，由 54 個主權國家所組成，成員大多為前英國殖民地或者保護國。大英國

協尊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為元首，其中包括英國在內的 16 個大英國協王國的尊伊麗莎白

二世女王為國家元首，此 16 國構成了一個現代版的共主邦聯。目前我們所稱的英國，

除了英國本土之外，還包括十四個海外領地。而聯合王國由四個國家聯合而成，分別是

英格蘭、蘇格蘭、北愛爾蘭和威爾斯。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 

 

英王國在最強盛時期曾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大英帝國解體後，英國繼續在語言，

文化，政治上對其前殖民地保留了巨大的影響力。 

 

英國是一個已開發國家、世界上第一個民主國家和第一個工業化國家，但是經過兩次世

界大戰和 20 世紀下半葉大英帝國的崩潰，英國已經失去了曾經在國際事務上絕對的領

導力。不過，英國仍然是一個在世界範圍內擁有巨大影響力、舉足輕重的政治、經濟、

文化、體育和軍事強國。 

 

英國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戰勝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英國亦為歐盟

成員國、北約會員國、八大工業國組織成員國、全球前七大經濟體、世界八大強國之一、

也是世界貿易組織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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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貿易比較表 

單位：十億美元 

年度 
世界貿易排

名順位 
貿易總值 

出 口 值 進 口 值 

  

國 家 金 額 金 額 金 額 

2009 

7 英國 831 351 480 

18 中華民國 378 204 174 

2010 

7 英國 963 405 558 

18 中華民國 526 275 251 

2011 

7 英國 1,109 473 636 

18 中華民國 590 308 281 

資料來源：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資訊網 

 

英國的經濟發展在近年有受到全球經濟環境的影響、2008 金融海嘯，歐債危機等影響

面臨一連串重大打擊，造成經濟及財政前景嚴重惡化。其中包括：通貨膨脹因全球商品

價格高漲而高於原先預期、歐元區債務危機造成經濟不穩定及高度不確定性，影響家庭

及企業開支並使得全球信貸緊縮。英國就開始實施多元化經濟結構調整策略，包括將經

濟重心從金融產業轉到製造業。2009 年，英國政府相繼提出「英國低碳過渡計劃」、「英

國低碳工業戰略」、「可再生能源戰略」和「低碳交通計劃」等配套政策，希望推動英國

企業搶佔低碳經濟的最高點。2012 年的倫敦奧運也成為倫敦重生重建的契機。倫敦奧

林匹克公園位於倫敦東區，奧林匹克公園，倫敦將其規劃為，娛樂、運動、文化等於一

身的歐洲頂級城市花園。購物中心包括室外和室內的商業零售和娛樂休閒區，是奧林匹

克公園的主要通道。除了對東區經濟的拉動，提高當地人口就業率也將成為該中心的一

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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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談重點之二：參與國際組織的重要性 

沈大使表示：參與碳交易，應先取得國際組織的參與資格。而且應思考，參與碳交易，

應思考對我國的國際地位提升以及經濟發展貢獻的程度是否有幫助。我國要先取得參與

國際組織的機會之後，再談我國對這些國際組織及國際環境議題的參與及義務。我國如

果沒有國際組織參與的機會，變無法參與該組織的運作，如何參與其中進行交易將是一

大挑戰。 

 

例如應爭取國際社會支持我國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例如「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例如本年3月歐洲議會及6月澳大利亞聯邦參議院均通過決議支持台灣參與上述組織及

公約之訴求，7 月美國聯邦眾議院亦無異議通過決議支持台灣成為 ICAO 觀察員，顯示

國際社會開始接納台灣參與國際飛航和適應氣候變化議題的國際機制，然而要達成正式

參與上述組織，仍有相當的時程。 

 

會談重點三：中華民國的外交處境 

沈大使對中國近代史、外交使相當熟捻。為團員上了一堂近代國際關係的演變歷程，瞭

解清末及中華民國外交局勢的發展歷程，也說明當前中華民國外交處境的理解，期許團

員對外工作之宏觀視野的瞭解，增進研析政策之能力。 

沈大使並分享 

清末外交史部分： 

1.兩次鴉片戰爭期間之中外交涉 

2.總理衙門的設立與自強運動期間之中外交涉 

3.甲午戰爭、乙未割台與東亞國際局勢的變化 

4.瓜分危機、門戶開放與清末新政時期之中外交涉 

5.列強割據、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過程及廢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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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沈大使博學多聞，對於中國近代史的學養極為豐富，團員在與大使會談過程中，

受到大使相當親切的歡迎。大使對於碳交易制度的可行性提出其看法，並由外交的角度

分析，我國參與碳交易的政策，首要應考慮的事參與此項工作是否需先取得國際組織對

於我國的認可。並思考此項制度對我國的經濟外交、國民生計是否有正面的影響及幫助。 

 

沈代表接見團員（一） 

 

沈代表講述代表處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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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代表講述 1996 年台海飛彈危機美國獨立號航母打擊群參與協防任務紀念 

 

 

沈代表講述「百年傳承、走出活路」中國近代外交條約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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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沈代表與團員合影

 

沈代表與團員 



12 

時間：2013 年 7 月 5 日（星期五）10：00－13：00 

地點：Mott MacDonald Group in London Office 

參與團員：何怡澄、陳香梅、郭振雄、羅光達 

訪問對象：Davide Stronati (Group Sustainability Manager) 

    Jo Baker (Divisional Development Director) 

    Sian Nash (Project Director) 

    Jamie Radford (Staff) 

    Mark Enzer (Officer from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 Skill) 

一、 Mott MacDonald Group 簡介 

Mott MacDonald Group（以下簡稱 MM 公司）是在工程管理與永續發展方面著名的

英籍顧問公司。MM 公司擁有超過 14,000 名員工，在近 50 個國家均設有辦公室，而業

務遍佈 140 多個國家，每年的營業額可達到 10 億英鎊之規模。MM 公司主要是提供在永

續發展各階段所需要的專業諮詢服務，從最初的個案策劃到工作方案的施行，MM 公司

都可全程地提供支援，而諮詢服務的內容涵蓋了從交通、能源、建築、水和環境，以及

衛生、教育、工業和通信等眾多領域。由於 MM 公司的技術實力、跨領域的專業優勢、

廣闊的服務領域以及遍佈全球的資源，使其成為頂尖的永續工程的諮詢服務公司，提供

了眾多公共部門與私人客戶在管理、工程和發展方面的解決方案。例如，MM 公司是中

國大陸天津生態城市的主開發商的策略顧問公司，協助天津生態城市的開發計畫執行綠

建築、綠色運輸和永續用水等規劃，此外還負責了內蒙古的風力電場 CDM 專案。 

MM 公司也曾在臺灣提供多項的工程與環保的顧問服務。例如，它曾為高雄捷運提

供相關的技術服務，也為高雄市輕軌（LRT）系統進行可行性的技術研究報告。此外，

MM 公司目前也為新北市淡水區的地下污水系統做 BOT 的監督與管理技術諮詢服務。 

二、 參訪摘要 

基於 MM 公司的專業與對臺灣市場的認識，此次參訪，我們特別拜會了 MM 公司位



13 

於英國倫敦的總公司，希望從產業界的觀點提供我們不同的看法與意見。MM 公司的永

續發展部門經理 Stronati 先生率領了其他三位的主管，包括了 Baker 先生、Nash 女士與

Radford 先生與我們一起與會討論；此外，英國政府商業、創新暨技能部的 Enzer 先生也

特別前來參加，提供相關的資訊與意見。 

首先，Stronati 先生簡介了 MM 公司目前的業務概況與其專業的技術服務。他特別

強調英國是首先以立法方式來設定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的國家之一。2008 年英國所制定的

「氣候變化法案」，就是為了幫助英國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而建立具有約束力的法律。而

2009 年起所推行的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就是希望結合低碳能源、低碳產業經濟，

以及建構低碳社會，並透過全民減碳的行動達成既訂的減碳目標。而 MM 公司也基於低

碳環保與永續發展的理念，提供並協助公私部門進行相關環保工程時的顧問服務。 

 

 

MM 公司的永續發展部門經理 Stronati 先生 

 

Baker 先生接著表示，英國將發展低碳經濟置於國家安全的層級，除了推動環保與

強化面對氣候變化的能力，更希望透過發展、應用和創新低碳技術來提供新的商機和就

業機會，以期在未來的低碳產業中佔據先機。不過，他指出目前有關工程的相關環保指

標，多以建築工程為主，但對於複雜且多元的公共工程而言，尚難有一個整體適用的指

標系統，亦無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共通計算原則。因此，在不同工程的規劃、設計、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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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等階段，都必須仔細釐清每個不同工程的屬性與必要性才能精確地預估未來效益，

同時也要以因地制宜及就地取材的方式來合理分配有限資源，如此才能避免不當資源的

投入。 

環保工程的永續經營，財務的規劃十分重要。Nash 女士則介紹了 MM 公司在提供相

關財務規劃的考量重點。他們將整個流程分為三個階段，亦即初期階段（inception）、發

展與交付階段（development and delivery），以及最後的營運階段（operation）。 

在初期階段，可行性評估、需求與收益的預測模型設計，以及法令限制與潛在風險

的界定和避免，都是必須先仔細進行評估分析的項目。在發展交付階段，技術品質的監

督、償付計畫的準備，以及公平透明的採購流程則是重點所在。而在最後的營運階段，

技術維護與財務審計的建立、法令規定的依從成本、績效表現的查核與未來殘值的預測，

Nash 女士認為都是影響財務穩定的關鍵因素。 

 

 

Nash 女士（左）與 Baker 先生（右） 

此次參訪，來自英國「商業、創新暨技能部」的 Enzer 先生也特別前來共同討論。

他特別說明目前英國政府負責管理貿易與投資之部門即為商業、創新暨技能部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英文簡稱 BIS），其前身為「貿易暨工業

部」（DTI）與「商業、企業暨法規改革部」（BERR），其與英國外交部共轄「英國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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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投資總署」（UK Trade ＆ Investment，英文簡稱 UKTI），職司推廣貿易及吸引外資等

業務。英國政府經過近年來大力推動吸引外人投資之努力，成效斐然，已成為歐盟各國

中吸引國際投資最成功的地區之一。同時，英國也在過去 10 年內吸引了外國公司在歐洲

設立總部中的 50%投資案。不過，在吸引投資之際，他們更希望能對英國的生產技術有

所提升，特別是在環保技術上的創新與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 

 

 

商業、創新暨技能部的 Enzer 先生 

 

Enzer 先生表示，政府在永續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政府可運用的工

具很多，例如租稅即是一例。但他卻認為利用租稅的方式來改變一般民眾的生活方式

並不是最佳的策略，相反地，如果公部門能夠主動改善或提供更人性化的環保生活環

境，相信更能讓民眾在潛移默化中不知不覺地朝向綠色生活邁進。他指出，倫敦市政

府正積極地改善公共交通的聯結性與多元化，希望讓市民儘量減少私人交通工具的使

用。而他們的重點就在於透過公共交通建設的便民程度，例如不同交通工具的多元搭

配與安全舒適的保障，讓大家感覺使用公共交通運具所花的時間與成本反而比利用私

人交通工具還划算。如此一來，全民的環保生活就可永續維持下去。因此，他建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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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政府應重新思考如何創造一個讓民眾願意主動從事減碳生活的環境條件才是關鍵所

在。 

Baker 先生也分享了他過去到臺北的經驗。他認為臺北的機車過多，除了造成其他

用路人的路安問題之外，機車所排放的廢氣更是對空氣品質造成很大的傷害。或許透

過打造一個更公共便民的交通網來改變臺北市民的交通習慣，才是根本減少機車使用

量的可能方向。本團團員也藉機向與會人士說明，其實臺北市已有相當地進步，捷運

網絡的逐步完成，以及日前所推行的 Ubike 服務，目前已是許多民眾上班、旅遊代步

的交通工具，不僅可以運動還能降低空氣污染，而這樣的城市規劃正好是符合上述的

理念。 

三、 參訪心得 

節能減碳是政府目前全力推動的重要政策之一。為了能夠了解先進國家在此方面

的成就與借鏡其過去的經驗，本研究團隊特別至英國倫敦實地參訪。本計畫在過去的

參訪行程是以政府部門、學術單位以及低碳社區為主要的交流互訪對象，但為了也能

夠了解私人部門對此一問題的看法，此次我們特別拜會了在工程管理與永續發展方面

著名的 MacDonald Group 公司，希望能夠有業界方面的意見與想法。 

經過此次的交流，我們認為英國在節能減碳的努力是值得臺灣加以學習。不只是

在公部門，就連在私部門方面也提供了不少新的方向。以 MM 公司為例，它提供了客

戶在不同的階段，包括技術與財務上的諮詢與規畫服務，讓環保工程具有真正永續發

展的能力，前端的風險評估與日後的長期財務能力都是需要整體且全面地加以仔細規

畫，不再只是傳統「完工即結束」的想法而已。 

此外，與會的人士都一致表示，政府在永續發展所扮演的地位相當重要，它應要

帶領民眾主動且積極地朝向綠色生活的方向來努力，但管制與課稅的方式只有部分的

效果，提供「便民且便宜」的綠色環境才是根本之道。因此，在規劃未來城市發展時，

政府如何協助改變能源的使用結構、如何利用公共運具的相互支援以減少私車用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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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如何加強資源有效回收並回饋於本地系統，以如何有效降低能源使用、同時推廣

環保教育等方面均是未來可以努力的重點方向。 

 

 

 

與會人士熱烈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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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士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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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3 年 7 月 8 日星期一上午 11：00-下午 1：00 

地點： Woking, England (距離倫敦西南郊約一小時車程的沃京鎮) 

參訪團員：何怡澄、陳香梅、郭振雄、羅光達 

訪問對象：Sean Rendall (Operations Manager, Thameswey Ltd) 等三人 

參訪重點 1：了解沃京政府如何投入減碳計畫 

沃京市之低碳城市概念係由市議會啟動，透過議會投資成立 100%完全擁有的能源

及環境服務公司 Thameswey Ltd。當時設立 Thameswey Ltd 的資金完全來自於向英國國

庫署 (National government treasury) 借款 60 年取得。其運作方式為英國國庫署以 3%利

率借給沃京市的市庫(Borough Treasury) ，然後沃京市的市庫再以 6%的利率借給

Thameswey Ltd。其 2012-2013 的所得來源為電力收購的收入 (Feed-in Tariff, FIT)包括服

務費，金額達 147,825 英鎊；電力銷售 (electricity sales)，金額達 28,996 英鎊；計畫的

收費有 3,375 英鎊。 

Thameswey Ltd 最主要的成立宗旨在於幫助公部門及私部門有效的解決方法以達到

沃政府氣候變遷計畫中，所設定的長期減量目標，即在 2050 年時，較 1990 年排放降低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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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達成此目標， Thameswey公司分別投資設立了 Woking Borough Homes Limited 

(100%) 、ECSC (100%)、2010 Thameswey Energy Ltd (90%) 及 Xergy Limited (10%) 。

Woking Borough Homes Limited 主要承接官方規畫與建案、ECSC 負責規劃與管理能源

及各項低碳設施。Thameswey Energy Ltd，主要負責能源設施工程及運轉； Xergy Limited 

(由丹麥母公司擁有)負責汽電共生系統技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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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重點 2：了解沃京市的減碳設施及成效 

 

a. 目前 Thameswey 公司在 Woking 市擁有發電量超過 10 兆瓦 (MWe) ，資產總價

值超過 £30 million 的低碳能源生產設施。其中包括了在 45 個地方裝設了太陽

能伏板 (solar photovoltaic installations) ，其總發電量為 809,832,398 kWh，所節

省下來的 CO2 排放量為 424,836,076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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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最引人注目的裝置地就是在沃京火車站與周邊商場的巨型開放型屋頂(34 公

尺長，22.5 公尺寬)。此扇葉形屋頂係由 3 支 25 米高的圓形鋼柱及 11 支 6 米高的副

支柱所建構，並由 272 片嵌入型太陽能玻璃片，其最大發電量約為 55,000 kWh/年，預

估每年可節省 41 噸的二氧化碳排放量。發電除提供車站用電外，也提供附近商家使

用，且為增加其價格競爭力，Thameswey 目前以低於沃京市電價 5%的價格提供給住宅

用戶，另外以相同市電的電價提供給商業用戶。 

 

但雖是如此， 目前 Thameswey Energy 公司只有約 1,250 位客戶購買他們的電力及暖

氣。 

 

 除此之外，小型汽電共生系統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system, CHP)則提供沃京

市活動中心之耗電及冷熱水，其餘發電量仍可併入電網系統。 

位於市議會旁邊的汽電共生系統 (Town Centre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Station) 

是英國第一座提供公共發電的汽電共生廠。該系統包括天然氣驅動 CHP（1,300 kW 發

電、1,600 kW 加熱、1,200 kW 吸附式冷卻器），提供市議會、停車塔、周邊商業（劇

院及旅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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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ameswey Housing 目前在沃京市內擁有及管理 239 間他們所推出的可負擔

永續住宅 (Affordable Housing and Sustainable Hous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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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ction Surrey 

Action Surrey 屬於宣導及教育居民、學校及企業如何降低能源及水消費的一個行動計

畫。為了達成此目標，Thameswey 設立了能源節約及效率用水的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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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中心) 

參訪重點 3: 分享英國與台灣在推動低碳社區的經驗並得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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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碳社區的理想地點必須是具有代表性。 

2. 要與其他社區有關聯性，才能得到共鳴而效法之。 

3. 雖然在 UNFCCC (COP11)會議期間 ，沃京市獲選為 2005 年全世界對抗氣候變遷的

最佳領導城市，是揚名國際的低碳小鎮。但現實上，Thameswey 所推動的低碳社

區計畫並未獲得大部分居民的支持。  

4. 政府不能只想說服居民配合低碳生活，可以減多少碳或省多少電費之話術抵不過居

民的一句「那我要先付多少錢?」。 

5. Thameswey 目前的營運仍是虧損中，但這是由市議會投資，有貫徹推動低碳的使

命。正值英國政府發布推動綠色交易 (Green Deal) 計畫，提供 2 億英鎊資金協助

家庭與企業改善建築能源效率，並給予補助或貸款，以降低其推動提升能源效率相

關工作之財務負擔，所以需求者須於 2013 年 1 月申請綠色新政相關借貸補助。所以

給了給了 Thameswey 公司一個說服居民加入 Thameswey 網絡的機會。 

6. 沃京市的低碳計畫相較英國其他社區成功的原因可能是居民同質性很高，都是高所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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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Thameswey 公司接待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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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心得一：應全面性的評估碳交易制度的可行性，包括經濟、法律，甚至由外交的角度

分析，我國參與碳交易的可行性與利弊得失。尤其在我國尚未取得國際組織會員資格，

急於推動交易制度，可能未蒙其利，反受其害。  

 

心得二：英國政府積極推動綠色生活，不僅從建構的技術與財務資源著手，更將規劃

推展到設備完成後的使用，減少管制，加強民願意眾節能的誘因。例如，在規劃未來城

市發展時，政府如何協助改變能源的使用結構、如何利用公共運具的相互支援以減少私

車用量、以及如何加強資源有效回收並回饋於本地系統，以如何有效降低能源使用、同

時推廣環保教育等方面均是未來可以努力的重點方向。 

 

心得三：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低碳社區作為減碳節能模範，需要居民與政府的支持。透

過技術開發降低成本，提高可行性。透過教育宣導與溝通，並提供優惠措施，鼓勵民眾

採用節能設備，並影響居民的生活形態，達成節能目的。此外，透過橫向的推展到其他

社區，可逐步達成全面目標。Thameswey 執行長認為成功的關鍵在於居民的素質與教

育，高度管制措施無法維持長期效果。 

 

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本次移地研究，Mott MacDonald Group 的資料手冊數份，及外交資料「百年傳承走出

活路」一本。參考價值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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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論文 6 4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1 1 100%  

研討會論文 16 2 100% 

篇 

 
論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內 

參與計畫人力 

（本國籍） 

專任助理 0 0 100% 

人次 

 

期刊論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論文 0 0 100% 

篇 

 
論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1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參與計畫人力 

（外國籍） 

專任助理 0 0 100% 

人次 

 



其他成果 

(無法以量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理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力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益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列。) 

無 

 成果項目 量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量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路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參與（閱聽）人數 0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說明，以 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說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利：□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已發表數篇期刊及一本專書請參考歷年期末報告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本研究課題兼具前瞻與實用，在前瞻上，本研究探討如何建立國家減量目標量化追蹤機

制，並連結至國家碳預算規劃及碳交易制度的部門排放總量核配。在實用上，本研究以國

家減量目標及部門減量投資計畫，實證部門減量潛力，作為部門排放總量規劃之依據，並

據此規劃國家成本有效的排放路徑。本研究也與相關計畫建構完成國內碳交易平台，即提

出相關會計及稅務配套措施建議。彙整本研究價值如下： 

(1)本研究首開連結最適控制模型與 QELROs，探討國家最適排放路徑問題，在研究方法具

有原創性，具有高度學術價值。 

(2)本研究利用台灣部門 124 個節能減量技術，獲得部門減量潛力推估方程式，可作為界

定部門減量潛力及部門排放總量上限規劃之參考。從而，提出政府過去規劃之部門排放上

限之修正參考。 

(3)本研究獲得國家育部門至 2025年的最佳排放時徑，可以做為規劃國家碳預算及部門排

放權核配之參考，具有高度政策意函是本研究的另一項重要價值。 

(4)具體建置完成國內碳交易平台，及相關會計及稅務配套措施建議。 

(5)本研究對兩岸碳交易市場之可行性提出相關建議可作為政府未來政策實施之參考。 

(6)本研究成果已陸續於國內與國際研討會發表，促進研究成果的擴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