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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國大陸目前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相較於其他國家，

中國大陸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仍快速增加中。1998 年中國大陸成立「國家氣候

變遷對策協調小組」，在 2007 年成立「國家應對氣候變遷領導小組」，由前

總理溫家寶擔任組長，負責制定國家應對氣候變遷的重大戰略、方針和對

策。此後，2007年 6月中國大陸提出「中國大陸應對氣候變遷國家方案」以

及 2008 年 10 月、2009 年 11 月、2010 年 11 月以及 2011 年 11 月提出「中

國大陸應對氣候變遷的政策與行動」等，都一再顯示出中國大陸對氣候變遷

政策的迫切需求與重視。而氣候變遷並不只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問題，中央與

地方政府必須一起攜手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從政策分析的角度來看，中國

大陸應對氣候變遷的政策目標必須先界定，接著制定相關政策，而後落實，

當中主要的執行者則是地方政府。 

關鍵詞：中國大陸、地方政府、氣候變遷、青海經驗、山西經驗 

* * * 

                                               

* 青海省省長駱惠甯簽署第 75 號省政府令，公佈《青海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自 2010 年 10 月 1 日起

施行，是中國大陸地方政府正式的規章。《青海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極有可能成為地方政府的領頭

羊，各省相繼仿效。因此，本文稱為「青海經驗」。同理，山西省公佈《山西省應對氣候變遷辦

法》，自 2011 年 7 月 12 日起施行，本文稱為「山西經驗」。本文為國科會計畫：中華人民共和國關

於氣候變遷法制與政策之整合型研究──子計畫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應對氣候變遷之國內政策與法制

（100-2420-H-194-003-MY2）的部分研究成果，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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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1990 年起，中國大陸二氧化碳排放量確實已快速增加，至 2008 年，中國大陸成

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有鑑於此，中國大陸從 1998 年起成立「國家氣

候變遷對策協調小組」，致力於擬定國內氣候變遷政策。十年不到，再於 2007 年成立

「國家應對氣候變遷領導小組」，足見中國大陸對於全球氣候變遷議題與其國內政策連

結的強烈企圖。該工作小組由前總理溫家寶擔任組長，負責制定國家應對氣候變遷的

重大戰略、方針和對策，協調解決應對氣候變遷工作中的重大問題。隨即於 2007 年 6

月提出「中國大陸應對氣候變遷國家方案」以及 2008 年 10 月、2009 年 11 月、2010

年 11 月以及 2011 年 11 月提出「中國大陸應對氣候變遷的政策與行動」等，泝足證中

國大陸對氣候變遷政策的迫切需求與重視。中國大陸透過前述的計畫方案，提供對於

「氣候變遷」議題的總體因應對策及工作方針，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連結為一，攜

手對抗氣候變遷造成的問題。 

從政策目標之擬定到落實的過程裡，其所面臨之政策壓力主要有兩大層面：第一

層面係因國際社會期待中國大陸為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減排做出貢獻；第二層面來自

其必須持續維持國內經濟成長。除此之外，有關「氣候變遷」的政策擬定過程，因廣

泛牽涉科技知識的應用及技術的掌握等，連帶使得政策擬定過程，必須考量政治經濟

與專業科技之間的連結，對於中國大陸領導人而言，如何在與中共政治局委員的政策

論述及政策形成過程的討論中，達成能夠因應「氣候變遷」所需的對策，就是一項頗

具價值的觀察重點。另一方面，中國大陸近幾年致力於參與國際事務，也逐漸主導議

題，試圖成為區域領導強權。因此，中國大陸除需面對國際社會要求其在氣候變遷問

                                               

註 泝 領導小組組成人員如下：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組長）、李克強國務院副總理（副組長）、戴秉國國

務委員（副組長），成員則有：尤權國務院副秘書長、楊潔篪外交部部長、張平國家發展改革委主

任、萬鋼科技部部長、李毅中工業和資訊化部部長、謝旭人財政部部長、徐紹史國土資源部部長、周

生賢環境保護部部長、姜偉新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部長、李盛霖交通運輸部部長、陳雷水利部部長、

孫政才農業部部長、陳德銘商務部部長、陳竺衛生部部長、謝伏瞻國家統計局局長、賈治邦國家林業

局局長、白春禮中科院副院長、鄭國光中國氣象局局長、張國寶國家能源局局長、李家祥中國民用航

空局局長、孫志輝國家海洋局局長、解振華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上述名單，會因為中共第十八大

代表會議最高領導層權力交接而有所變動。另外，此一部分提及的資料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應對

氣候變遷領導小組網站。「中國應對氣候變遷國家方案」，中國氣候變遷信息網， http://www. 

ccchina.gov.cn/index.aspx；「中國應對氣候變遷國家方案及試點省份應對氣候變遷方案建議報告彙

編」，中國氣候變遷信息網，http://www.ccchina.gov.cn/index.aspx；「中國應對氣候變遷的政策與行

動」，中國氣候變遷信息網，http://www.ccchina.gov.cn/index.aspx；「中國應對氣候變遷的政策與行動

－2009 年度報告」，中國氣候變遷信息網，http://www.ccchina.gov.cn/index.aspx；「中國應對氣候變

遷的政策與行動－2010 年度報告」，中國氣候變遷信息網，http://www.ccchina.gov.cn/index.aspx；

「中國應對氣候變遷的政策與行動－2011 年度報告」，中國氣候變遷信息網，http://www.ccchina.gov. 

cn/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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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上做出努力外，也須思考如何維持國內經濟成長。面對前述兩個不同層次的考量，

中央政府必須擬定合適的整體目標政策，透過地方政府來落實。 

因此，本研究以地方政府為基礎，嘗試分析最高領導人到省級領導人之間的決策

模式，並以應對氣候變遷的政策與行動方案為例。過去多數研究文獻大多扣緊於氣候

變遷的政策與行動及論述權的表達等問題，而較少探討到地方政府與氣候變遷政策的

形成，因而，引發本研究就實際案例來瞭解中央與地方對於「氣候變遷」政策形成的

關連性，以 2010 年青海省提出的《青海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沴與 2011 年山西省提出

的《山西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沊兩個案例，作為觀察中國地方政府的回應策略為何。

全文的架構包括第二部分所列舉的相關研究文獻，提供思考為什麼氣候變遷議題對地

方政府是重要的？第三部分，論及中國大陸地方政府目前的作法。第四部分，則是關

注中國大陸青海省與山西省地方政府應對氣候變遷的例子。第五部分，重新反思中央

與地方關係氣候變遷政策。第六部分則是結論。 

貳、中國大陸應對氣候變遷的政策分析 

本文將對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關係，以及與氣候變遷議題之間的關連性及發展趨

勢，進行初探分析，同時借鏡國外地方政府與氣候變遷執行之經驗，論述地方政府面

臨此一貫穿國內與國際連結的複雜環境政策議題的因應之道。沝 

一、中央與地方關係與應對氣候變遷 

在政策研究方面，學者普遍關心的是中國中央政府的決策機制或是領導人決策機

制之研究，例如「黨的領導方式」、「政治改革」與「菁英模式」等。沀其中，「菁英甄

補與人事運作」已經愈來愈受重視，特別在「十七大」時，一系列的政策議題討論

裡，有關菁英甄補與地方治理之間的關係即受到重視與討論。例如與地方政府運作密

切關連的地方治理模式及決策過程，最受關注。泞相對之下，「最高領導人到省級領導

人」之間的決策文獻較少被處理，這一方面尚待深入研究，泀而中國大陸中央政府所擬

定之因應氣候變遷的相關政策，如何能獲得落實，相當關鍵程度上，取決於地方政府

                                               

註 沴 「青海省人民政府令（第 75 號）」，北大法律信息網，http://law.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 

asp?db=lar&gid=17232545。 

註 沊 「關於印發山西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的通知，晉政發【 2011】 19 號」，山西省經濟信息網，

http://www.sxei.cn/main/0info7/NewsShow.aspx?NID=7648DED2374225DA。 

註 沝 陳華昇，「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關係之觀察方向評析」，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www.npf.org.tw/ 

post/1/8619。 

註 沀 邵宗海、蘇厚宇，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共決策機制：中共中央工作領導小組（台北：韋伯文化出版社，

2007年）。 

註 泞 陳德昇主編，中共「十七大」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台北：印刻出版社，2008年）。 

註 泀 蔡文軒，中共政治改革的邏輯：四川、廣東、江蘇的個案比較（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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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策及執行問題。 

中國大陸近年來對於全球氣候變遷的關注程度，與國際上同步，從國家農業生產

到經濟、社會文化各層面，如雨後春筍般，呈現蓬勃發展之態。洰思考方向，誠如尼

克•達拉斯的說法：很多人以務農為生，而極端氣候變遷現象，例如旱災與洪水會降

低農作物對蟲害與疾病的抵抗性，並受到氣溫變化與降雨不均的影響；泍其他方面或是

討論中國大陸當前地方政府的氣候變遷政策創新議題泇與低碳能源的發展與再利用；沰

或是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與氣候變遷政策如何結合及其所面對的問題等；抑或是面對

氣候變遷時「中國大陸的政策選擇」等。泹 

宋國誠教授將中國大陸應對氣候變遷的過程，分為兩個階段：1.公約—京都時期，

此一時期主要在中國大陸政治立場的陳述，重點在於中國大陸自身的責任論述。2.京

都後—哥本哈根時期，此一時期主要在中國大陸氣候變遷應對國家方案的提出，與在

哥本哈根時期的氣候論戰等。泏其他相關研究也已指出中國大陸氣候變遷政策壓力，主

要來自於兩個因素：1.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的期望。2.維持國內經濟成長的制度因素。

尤其中國大陸近幾年大力參與國際事務，不免需面對國際社會在氣候變遷議題上的各

種要求及配合，但另一方面，又得面臨如何維持國內經濟成長的動能。在這兩大議題

交織之下，其所面臨的挑戰不容忽視，畢竟這不只是地方區域問題而已，終歸仍是國

際性及區域性的全球氣候變遷問題。 

目前相關議題的研究文獻指出中國大陸在面對國際社會的氣候變遷政策選擇，主

要為制度規範與利益選擇。泩對中國大陸而言，氣候變遷被當成是一種環境外交權

                                               

註 洰 Gorild Heggelund, “China’s Climate Change Polic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Asian 

Perspective, Vol. 31, No. 2（April 2007）, pp. 155~191; Jonathan B. Wiener, “Climate Change Policy and 

Policy Change in China,” UCLA Law Review, Vol. 55, No.6（August 2008）, pp.1805~1825；施奕任，「中

國大陸對全球暖化問題的因應－環境政治學的觀點」，政治學報，2008 年第 45 期，頁 139~164；宋國

誠，「科學發展觀－中國第三次社會轉型」，中國大陸研究，第 51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97~134；宋國誠，「中國大陸氣候變遷對策－中國走向『低碳經濟』時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

研究中心主編，2009 年度國際及中國大陸情勢發展評估報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

心，2009 年），頁 1~8；宋國誠，「氣候論述權—中國應對氣候變遷公約的立場與論辯」，中國大陸

研究，第 54 卷第 3 期（2011 年 9 月），頁 1~32；蔡學儀，中國與國際氣候政治（台北：五南圖書出

版社，2011 年）；李淑俊，「氣候變遷與美國貿易保護主義－以中美貿易摩擦為例」，世界經濟與政

治（江蘇），2010年第 7期，頁 83~158。 

註 泍 王瑤譯，尼克•達拉斯著，低碳經濟的 24堂課（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0年）。 

註 泇 俞可平主編，中國地方政府創新案例研究報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註 沰 陶良虎主编，中國低碳經濟：面向未來的綠色產業革命（北京：研究出版社，2010 年）；黃雄，「我

國碳減排的背景與行動」，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南京），第 9 卷第 1 期（2010 年 3

月），頁 19~24。 

註 泹 宋立剛、胡永泰主編，經濟增長、環境與氣候變遷︰中國的政策選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年）。 

註 泏 宋國誠，「中國大陸氣候變遷對策－中國走向『低碳經濟』時代」，頁 2~4。 

註 泩 于宏源，環境變化和權勢轉移：制度、博弈和應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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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diplomacy）以及國家戰略（nation’s global strategy）。泑同時，在中央

與地方關係之中，大陸學者認為中央與地方關係近年來是以漸進主義調適與改革方向

為主。炔其中，中央與地方變化時期有三：1.1978-1992 年體制轉軌過程放權階段的中

央與地方關係。2.1992-2009 年，改革近程不斷磨合階段的中央與地方關係。3.第三點

包含前述兩點的綜合，自 1978年改革開放形成變遷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炘而 2010年青

海省提出《青海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與 2011 年山西省提出《山西省應對氣候變遷辦

法》來面對氣候變遷議題，正是地方政府對於氣候變遷的具體表示。換言之，中國大

陸實際上其對內所頒訂之氣候變遷政策或是行動綱領，則是由地方政府來執行。 

同時，根據國家發改委提出的「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開展低碳省區和低碳城市試

點工作的通知」，首先在五省八市提倡低碳省區以及低碳城市試點。五省為廣東、遼

寧、湖北、陝西、雲南，八市為天津、重慶、深圳、廈門、杭州、南昌、貴陽、保

定。嚴格地來說，中國目前的低碳省區或是城市方向不明，主要原因是低碳試點工作

內容難以確定，且範圍太大所導致。此外，中國低碳試點省區城市目前像是瞎子摸象

一般，因為地方氣候生態與工業單位的差異，造成低碳政策、技術與內容並沒有一個

標準可言。最重要的是低碳省區與城市還涉及到策略、資訊以及技術等相關知識的連

結，缺一不可，這對地方政府而言亦是一種挑戰與困難。因為策略、資訊等的取得本

身並不容易，如何結合低碳應用更是一件難事。炅 

目前已開始執行低碳氣候政策的中國地方城市，最受矚目的有天津市所打造的

LED 城、日照市發展太陽能之城等，這些案例的共同點，主要涉及到三個關鍵，第一

是政策制度的創新；第二為低碳技術的創新；第三則係多方合作機制。除前述三項關

鍵外，還涉及到三可原則（MRV），即是溫室氣體排放要在可測量（Measurable）、可

報告（Reportable）以及可檢驗（Verifiable）的三大原則下進行。 

目前，地方政府對於「三可」原則的掌握，仍處於持續發展當中。例如受訪者提

到碳中和問題： 

「碳中和的盤查成本大約一萬至兩萬人民幣，但交易的成交價很低。」炓 

地方政府需要符合可測量、可報告以及可檢驗，需要建置 MRV 成本太高，即使有

碳交易市場，也不易回收成本，且還需要地方政府對 MRV進行相關立法配套措施。 

                                               

註 泑 Lichao He, “China’s Climate-Change Policy From Kyoto to Copenhagen Domestic Needs and International 

Aspirations,” Asian Perspective, Vol. 34, No. 3（July 2010）, pp. 5~33.  

註 炔 許歡科，「漸進主義－建國以來中央與地方關係沿革的主要模式」，學術探索（雲南），2006 年第 5

期，頁 13~17；曹麗媛，「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漸進式改革」，遼寧行政學院學報（遼寧），第 10 卷第

2期（2008年 2月），頁 12~13。 

註 炘 文紅玉，「改革開放 30 年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變遷與啟示」，理論月刊（湖北），2009 年第 1 期，頁

30~32。 

註 炅 「發改委啟動國家低碳省市試點工作」，中國能源網站，http://www.china5e.com/show.php?contentid= 

121795。 

註 炓 訪談代碼 G，某交易所總經理特助，2012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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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省級發展改革部門應對氣候變遷省級方案方面，中國已有包括省、自治區

與直轄市等 31 個地方政府，完成省級應對氣候變遷方案的編制工作，並進入實施階

段。在省級氣候變遷方案上，因為各省氣候變遷方案具有可比較性，亦間接形成 2010

年青海省與 2011 年山西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之參考內容，而前述兩省做為各省領頭羊

的角色，亦會引起其他省份效尤如何增進法律的約束力。 

目前，陝西省已確定為第一批省級低碳試點單位，其中，西安市市級試點內容除

了參考省級試點內容之外，還結合「國務院十二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的內

容，來調整西安市經濟結構以及推動低碳發展。最重要的是，Wang（2012）等人所主

編的 China’s Climate Change Policies 提到中國回應氣候變遷政策與行動的進展，涉及

到低碳政策與都市發展、碳稅與低碳經濟的重要性。尤其以低碳與都市發展最為重

要，也是地方政府氣候變遷治理的核心根本。炆 

而在氣候變遷的國內與國際互動關係方面，Yu（2008）提到的環境外交的利益解

釋、環境外交的知識解釋以及環境外交的國內制度解釋之互動關係，確實點出全球環

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在中國的角色，以及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代

表大會與中國政策連結的重要性。剴切地說，外交環境與氣候變遷不只是型塑政策而

已，也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協商結果。但對於負責氣候變遷的部門而言，較特別的是

Chen（2012）提到中國能源政策涉及到的部門與組織太多，以致相關部門對於氣候制

定的政策過於瑣碎與斷裂。因此，Chen 建議中國必須將負責有關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整

合的部門提高位階，並提出一套機制來激勵地方政府如何去執行氣候變遷的政策方

針。由上可知，因應氣候變遷政策之擬定，國家所扮演的角色仍是重要關鍵。炄綜上所

述，就如 Anthony Giddens所指出： 

「國家將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因為許多權利仍掌握在國家手上，無論

是國內或國際的政策。我們不可能強迫任何國家簽署國際協議；即使國家同

意簽署，落實協議事項的責任主要仍在個別國家的政府身上。排放交易

（emissions trading）市場只有在碳價格有上限時才能發揮功效，還有一點相

當重要，決策與其落實必須以政治的方式進行。科技進步對於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至關重要，但需要國家的支持才能讓它發動。」。炑 

換言之，國家在氣候變遷政策之制定上佔有關鍵角色，而政策之落實與行動上，

是有賴地方政府的執行及推動：國家氣候變遷政策需轉化成地方政府應對中央政府或

國際社會在氣候變遷政策時的執行策略，達到落實在地知識或是因時因地制宜的成

                                               

註 炆 Weiguang Wang and Guoguang Zheng eds., China’s Climate Change Policies（New York: Routleage, 2012）. 

註 炄 Hongyuan Yu, Global Warming and China’s Environmental Diplomacy（New York: Nova Science, 2008）; 

Gang Chen, China’s Climate Policy（New York: Routleage, 2012）. 

註 炑 黃煜文、高忠義譯，Anthony Giddens著，氣候變遷政治學（台北：商周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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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炖在中央與地方關係，只要不抵觸黨中央與國務院的領導，中央對於地方政府的放

權與讓利都是可以協商，在氣候變遷政策上亦是如此。 

在應對氣候變遷的挑戰時，中國大陸的回應機制就如同是呈現出不規則型的變形

蟲（單細胞原蟲），內部是由二個層級構成，第一個層級是中央政府決策（黨領導人、

中央政治局、中央技術官僚）、科學資訊、外交策略，第二個層級是地方政府決策與落

實，各部分佔整體的比例不一；外部則受到來自國際社會要求減少二氧化碳的壓力，

以及來自國內維持經濟成長需要持續排放二氧化碳的壓力，此二反向壓力迫使變形蟲

在二氧化碳排放量應如何減少，呈現上下移動推擠方式。面對此兩種壓力，此中央與

地方之變形蟲關係，如圖 1所示。 

圖 1 中央與地方之變形蟲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二、國外地方政府因應氣候變遷之經驗 

近幾年世界各國關於地方政府議題之研究及討論，堪以眾星拱月形容，許多政策

執行的擬定及趨勢，均以全球氣候變遷為核心。例如澳洲地方政府針對氣候變遷，採

取風險管理的策略之外，還加入回復系統、調適管理與轉換管理以及社會性學習，還

                                               

註 炖 Maryke van Staden and Francesco Musco eds., Local Governments and Climate Change: Sustainable Energy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in Small and Medium Sized Communities（New York: Springer, 2010）；除了

文獻分析之外，並配合專家學者的訪談，來分析中國大陸氣候變遷政策的發展。由於政治因素的顧

慮，無應對官方代表進行訪談，是以必須從相關專家學者的角度來推論官方當局的態度。另外，假若

有官方代表受訪內容，乃從官方報紙或文獻中節錄出官方代表的態度作為佐證，例如官方報紙新華社

等。本文審查人建議訪談更具權威性代表，例如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本文作者也嘗試聯繫發改委

能源所，但因為該機關具有官方代表性色彩，故婉拒本文之訪談。因此，本文除了引用國家發改委能

源研究所網絡資料來源之外，更提出替代方案於 2012 年 8 月特別增列訪談某交易所之訪談代碼 G，來

輔助 MRV與地方政府之互動分析，如前述說明。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外在壓力 

國際社會 

內在壓力 

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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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脆弱性評估等，使得地方政府對於氣候變遷更具有回應性。炂另美國地方政府，對於

氣候變遷議題具有影響力與關鍵角色炚。而北歐挪威的地方政府，對於氣候變遷的議

題，更是牢牢地掌握在地方政府手裡炃。瑞典的例子，則是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政府採取

的氣候變遷政策並沒有強制性規定，地方政府的氣候政策主要依靠兩點，一是減緩，

二是調適。同時，地方政府在實踐策略上也形成一個網絡關係。牪 

至於西歐的英國，其地方政府在氣候變遷議題的執行面，則採取八個方針：1.發

展當地有關氣候變遷的應變能力；2.在既有權力結構當中，尋找創新機會；3.關心未

來，注重氣候變遷的長期後果；4.應對氣候變遷，應將重點放在優質的學習、共享的

做法以及吸收新的知識方法；5.對於氣候風險管理的全觀性；6.需要強而有力的政治領

導；7.需要發展協力途徑，結合不同利益關係人共同應對氣候變遷；8.在社區層面，應

提高加強全體公民的參與狖。另 Harriet Bulkeley and Kristine Kern則比較德國與英國地

方政府對於氣候變遷的處理，發現英國國家對地方政府有明確的權責規範，相對之

下，德國地方政府並不受限於國家政府的職責規定。狋 

而位於北美的加拿大，其地方政府自 1988 年開始減少二氧化碳排化量，即以參加

「加拿大市政聯盟」（Federation of Canadian Municipalities, FCM）的「氣候保護合作伙

伴計畫」（Partner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Program）為焦點，認為地方政府氣候保護行

動已經開始採取，儘管國家對於氣候變遷行動是無效的，聯邦並沒有協助地方政府降

低二氧化碳的政策，事實上地方政府與聯邦的伙伴並不如預期，反而是平行的地方政

府間的府際關係與合作，更加廣泛及密切，另以私部門主導的政策和民間社會的倡導

者之間也益加融合，地方政府早已成為領導人在應對氣候變遷和多層次氣候治理的重

要參與者。狘此外，美國為了因應由上而下（top-down）的國際氣候變遷與條約的影

響，聯邦與地方政府的態度則是分歧的，聯邦政府一直致力於研究自願性方案，例如

設定減排目標。相反地，地方政府則是採取實際的減排行動方案。換言之，地方政府

才是氣候變遷真正的執行者，一種由下而上（bottom-up）的參與途徑，來制定適合地

                                               

註 炂 D. Kennedy, L. Stocker and G. Burke, “Australian Local Government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to Assist Decision-Making,” Local Environment, Vol. 15, No. 9-10（December 

2010）, pp. 805~816. 

註 炚 Rachel M. Krause, “Policy Innovati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d the Municipal Adoption of Climate 

Protection Initiative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Vol. 33, No. 1（June 2010）, pp. 45~60. 

註 炃 Carlo Aall, Kyrre Groven and Gard Lindseth, “The Scope of Action for Local Climate Policy: The Case of 

Norway,”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7, No. 2（May 2007）, pp. 83~101. 

註 牪 宋紅衛、王月平，「地方治理與氣候變遷：瑞典經驗及啟示」，遼寧行政學院學報（遼寧），第 11 卷

第 11期（2009年 11月），頁 10~12。 

註 狖 Keith Shaw and Kate Theobald, “Resilient Local Gover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Interventions in the UK,” 

Local Environment, Vol. 16, No. 1（February 2011）, pp. 1~15. 

註 狋 Harriet Bulkeley and Kristine Kern,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ing of Climate Change in Germany 

and the UK,” Urban Studies, Vol. 43, No. 12（November 2006）, pp. 2237~2259. 

註 狘 Christopher D. Gore, “The Limits and Opportunities of Networks: Municipalities and Canadian Climate 

Change Policy,”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Vol. 27, No. 1（January 2010）, pp. 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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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氣候變遷政策目標和氣候變遷緩和管制。狉而中國大陸也是由地方政府省市、區、一

些城市制定了應對氣候變遷的行動計畫，迄今仍持續進行當中。狜學界如熊焰也認為地

方政府的市政管理也必須朝向低碳化，加強垃圾發電、LED 環保照明以及注重城市綠

化。狒 

從前述的討論及文獻介紹裡，足見地方政府在應對氣候變遷問題上，仍然可以發

揮一定的影響作用，推究其主要原因極可能有三部分：第一，地方政府能夠採取適合

當地特殊情況的措施；地方政府控制著許多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因素，如能源政

策、土地使用、住宅區與商業區監管、交通方式選擇、固體廢棄物處理等。第二，地

方政府能夠通過遊説中央政府和展示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最佳做法、成本與效益等方

式來鼓勵當地人民採取適當行動。第三，在能源與廢物管理、交通運輸以及規劃與發

展等領域中，各級地方政府都有應對地方環境影響的相當豐富經驗。狔 

參、中國大陸地方政府目前的作法狚 

「氣候變遷」問題，對於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結構產生何種影響？又有哪些作為

呢？首先從中國大陸目前地方政府的作法談起。 

一、地方政府的政策實施：四個試點省份應對氣候變遷

方案與制度化的建構 

中國大陸習慣性先由中央政府提出試點，在逐步擴大其應用的範圍，例如根據

2007 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組織編制之「中國大陸應對氣候變遷國家方案及試點省

份應對氣候變遷方案建議報告彙編」提到湖北省、吉林省、陝西省與雲南省應對氣候

變遷方案建議。各省首先論述：1.自然與社會經濟發展概況。2.氣候變遷對各省的影響

與挑戰。3.應對氣候變遷的指導思想、原則與目標。4.應對氣候變遷的重點領域及相關

政策措施。5.溫室氣體排放情景及政策措施效果分析。6.保障措施。此一報告正凸顯了

中央政策在具體落實到地方政府時，主要由這四個省份扮演重要的角色。影響所及，

                                               

註 狉 Nicholas Lutsey and Daniel Sperlin, “America’s Bottom-up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Policy,” Energy 

Policy, Vol. 36, No. 2（February 2008）, pp. 673~685；于宏源，「體制與能力：試析美國氣候外交的二

元影響因素」，當代亞太（北京），2012年第 4期，頁 113~129。 

註 狜 宋國誠，「中國大陸氣候變遷對策─中國走向『低碳經濟』時代」，頁 4。 

註 狒 樊剛主編，走向低碳發展：中國與世界—中國經濟學家的建議（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年）。 

註 狔 「地方政府在應對氣候變遷方面發揮領導作用」，美國參考網站，http://iipdigital.ait.org.tw/st/chinese/ 

publication/2011/09/20110928160037x0.6323773.html#axzz1mREnulzQ。 

註 狚 依據「憲法」的規定，除了中央政府之外，中國大陸地方行政建制共分為三級，即省（自治區、直轄

市）、縣（自治縣、市）、鄉（民族鄉、鎮）。目前，中國大陸共有 34 個省級行政單位，23 個省，5

個自治區，4 個直轄市和 2 個特別行政區，本文的論述多針對第一級的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分

析與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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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及其他各省地方政府也開始競相加入此一中央政策的各種論述、準備、計畫擬定及

各種地方行政服務管道，讓民眾了解氣候變遷的重要性。狌開啟了地方政府參與氣候變

遷政策議題之契機，讓此一既是環境也是發展的雙重問題，成為中央集權體制政體嘗

試連結地方分權的可能性實驗。 

平心而言，氣候變遷本就應是一個高度地方化的議題，除了中央的規範之外，主

要還是扣緊在地方規劃（local planning）與管制架構（regulatory frameworks）部分。

吉林省重視的是建立小康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想；湖北省重視經濟結構的調

整；陝西省則重視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雲南省並沒有明顯提到科學發展議題。前述

四省的規劃內涵可歸納出其核心價值為：「以科學發展觀為基礎，以人為本，以經濟建

設為中心，以可持續性發展為軌道，重視節約資源與保護環境為主」。而此一發展主

軸，正符合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倡導的科學發展觀相呼應。進一步而言，四省應對氣候

變遷的指導原則如表 1。狑 

表 1 四省應對氣候變遷的指導原則 

 原則一 原則二 原則三 原則四 原則五 

湖北省 

在可持續發展框

架下應對氣候變

遷。 

減緩與適應並重

。 

依靠科技進步和

創新。 

突出重點，講求

實效。 

廣泛參與。 

吉林省 

在可持續發展框

架下應對氣候變

遷的原則。 

減緩與適應並重

的原則。 

依靠科技進步和

科技創新的原則

。 

將應對氣候變遷

的政策與其他相

關政策有機結合

的原則。 

突出重點、區域

推進的原則。 

陝西省 

在可持續發展框

架下應對氣候變

遷的原則。 

減緩與適應並重

的原則。 

依靠科技進步和

科技創新的原則

。 

將應對氣候變遷

的政策與其他相

關政策有機結合

的原則。 

 

雲南省 

堅持在可持續發

展的框架內應對

氣候變遷問題的

原則。 

堅持減緩與適應

並重的原則。 

堅持依靠科技進

步和科技創新的

原則。 

堅持講求成本效

益的原則。 

 

資料來源：同註狌。 

上表四省應對氣候變遷的指導原則，除了原則一、原則二、原則三是相同。原則

四則是吉林省與陝西省是一致的，湖北省與雲南省則是一致的。在原則五，湖北省與

吉林省多了此一原則。歸結而言，四省地方政府處理氣候變遷的方式，也就是一種同

時重視調適與減緩活動，也是一種在中央政府氣候變遷政策下的地方發展（ local 

                                               

註 狌 「中國應對氣候變遷國家方案及試點省份應對氣候變遷方案建議報告彙編」，前引文。 

註 狑 本文於寫作過程中，主要論述對象為國家領導人對於氣候變遷之相關作為，也就是第六屆中華人民共

和國主席胡錦濤與總理溫家寶，已於 2013 年 3 月 14 日正式交接給第七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

與總理李克強。本文認為，第七屆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總理李克強，仍然會延續前一任國家領導人之氣

候變遷議題。故本文之後的探討，仍舊論述前一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總理溫家寶等國家領導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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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問題。 

二、地方政府的做法與因應：中國大陸省市區一級相繼

成立氣候變遷領導小組及十一五計畫節能減排成效 

除了現在正推行的「應對氣候變遷方案」之外，為增強地方政府應對氣候變遷的

工作能力，中國大陸省市區一級相繼成立相關「氣候變遷領導小組」，讓方案能透過小

組提出政策，並強調「課責」的重要性，對於落實氣候變遷的因應措施及政策執行，

不再只是流於空談而已。同時，先前因應十一五計畫下，各地方正面臨節能落實與嚴

格的問責令，一位大陸官員即提到： 

「對於那些遠在基層的官員而言，國際社會政經博弈或是國際氣候談判

仍顯遙遠。但在 2010 年的最後一個季度，他們已經明顯地感受到了自上而下

的壓力。2010 年 5 月 5 日，國務院召開電視電話會議，動員和部署加強節能

減排工作。各個省的省長及大央企的負責人被要求必須出席，國務院的主要

領導都出席了這個會議，足見國務院對該項工作的重視和強調工作的力度。

一些省份對自己的評估並不準確。目標分解中，一些地方一開始是習慣性地

多承諾，回去執行後發現有難度，於是省長主動找發改委調整。上述官員表

示，承諾和責任層層連鎖：省承諾中央，市承諾省，縣再承諾市；中央問責

省長，省長問責市長，市長問責縣長。到縣一級，問責令被簡化成：停電或

撤職。」玤 

因此，對於氣候變遷目標的落實，保持著必定達到的決心，涉及到地方政府首長

的官位保衛，毫無退路可言。此外，在節能「拉鋸戰」方面，相關官員提到： 

「一方面是地方政府要依賴高耗能高污染支柱產業拉動經濟發展，另一

方面是中央節能減排約束性指標的制約。兩者之間，存在著微妙的博弈與較

量。最明顯的是，中央節能目標分解之後，很少有地方政府設定出一個長期

的全局性的節能規劃，而是長期地陷於拉動增長與節能減排的拉鋸戰中。在

金融危機以前，中央曾嚴格控制兩高一資（高污染、高能耗和資源性產業）

行業的發展。因此採取的出口政策是：調整產品出口退稅、加徵出口關稅、

增補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等。」玡 

地方政府的產業結構勢必面臨到調整，必要時候，可以關閉企業或停止企業運

轉。相關官員亦提到： 

                                               

註 玤 此處觀察來自於「節能大限逼近 30 省區市壓力大排名」，中鋁網，http://big5news.al-market.com/news-

200110.shtml。有關於地方政府節能大限論述的引用，主要來自於此一網站。 

註 玡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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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地方發改委的一名官員透露，現在各省都有最後一招，那就是關

停企業：9 月底算帳，如果這個企業完不成任務，那就關停幾個月，將大修

提前，關停幾個月就一定能完成了。被亮紅燈的 8 個省份中，廣西、青海、

寧夏和新疆等多為欠發達地區。」玭 

任意關閉企業的生產活動，有可能對經濟發展產生較為不利的影響。玦對於貧窮地

區而言，關閉企業無疑是導致經濟發展減緩的主因。但對於稍有些資源的地區，是可

以逐漸來改變企業生產活動。 

此外，一位江蘇省的地方官員與中國大陸節能協會副秘書長宋忠奎，其共同認

為： 

「以江蘇為例，2009 年單位 GDP 能耗指標值為 0.761 噸標準煤／萬元，

而寧夏 2009 年單位 GDP 能耗指標值為 3.454 噸標準煤／萬元。在 0.761 的基

礎上再降 20%的難度不會更小。問題的關鍵在於，每一個省區的指標都是經

由省區自己上報之後協商的，而非中央強制分配，既然承諾了哪有不完成的

道理？不完成，整個國家的目標怎麼辦？」玢 

因此，最後的結果會造成各省地方政府可以達到的目標，故意以多報少，中央政

府在沒有明顯數據下亦無法衡量各省地方政府上報的虛實，如此各省地方政府便可容

易達成績效，也對中央有個交待。例如，四川日報報導四川省全面完成十一五節能減

排目標任務： 

「經國家統計局核定，十一五四川省 GDP 能耗從 2005 年的 1.6 噸標準

煤／萬元降到 1.275 噸／萬元，累計下降 20.31%；萬元工業增加值能耗累計

下降 32.03%；二氧化硫排放量從 2005 年的 129.94 萬噸減少到 114.4 萬噸，

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從 2005 年 78.32 萬噸減少到 74.4 萬噸，分別比 2005 年下

降 11.9%和 5%。」玠 

這樣的地方政府競逐方式，評比的結果對於落後的地方政府確實產生一定程度的

壓力。根據受訪者指出： 

                                               

註 玭 同前註。 

註 玦 同前註。 

註 玢 同前註。另參考於「2010 中國節能減排產業發展報告」，中國工業節能與清潔生產協會網站，

http://www.cieccpa.org/。 

註 玠 「經國家統計局核定  2010 年四川 GDP 總量全國第八位」，新華網，http://www.sc.xinhuanet.com/ 

content/2011-09/16/content_237119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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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許多情況來看，政府要求的節能減排是具有拘束力的，基本上

大家都會遵守，且是嚴格執行，不論在各級政府或是各個單位。」玬 

中央政府對於節能減排是一體適用的，無關於各級政府或是各單位的層級與大

小。最重要的是，十一五計畫對於地方政府的影響：
 

「各省節能減排承諾的結果是大多數省份為 20%，山西、內蒙古從 30%

調到了 22%，最低的海南省只分配了 12%，廣西是 15%，廣東、福建是

16%，雲南、青海是 17%。在最近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中，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解振華解釋，「十一五」節能減排目標在向各地分解時也考慮了各地發展的情

況，比如海南省經濟總量低，節能的目標只分配了 12%，有些西部地區分配

了 15%，有些資源性的大省潛力比較大，確定為 20%，最大的達到 22%。「十

一五」指標分配還是有些問題。」玝 

各地方政府已提出節能的目標，而這樣的節能的目標卻也形成了排比，導致選擇

的競爭。各省政府的理性是在各項利益的比較，選擇自我的最大利益，以最小的犧牲

滿足自己對於節能的最大需要，理性便在這樣的交易中實現出來，例如減排目標的掌

控、經濟目標的維持與企業的產業結構是否能真正改變。誠如受訪者表示： 

「不僅僅只是減排的問題，還有很大很複雜的問題，我們在青海做過調

查，高山的積雪雪線一直後退與湖泊一直減少。以前在東北的地方都不產糧

食，現在東北因為氣候變遷而產糧食了。中國意識到適應問題，因中國要優

先解決的問題有很多，在政策部份，適應問題要排在人口貧窮問題的後面，

有餘力才能來研究因為氣候變遷的適應問題。氣候變化要適應的工作太多了

例如辦保險，但是人民沒有保險意識，可能可以先用示範城市，讓其他城市

去複製適應氣候變遷的調適方法。」瓝 

由上可知，先解決人口貧窮問題，再解決氣候變遷的適應問題，甚至以示範城市

的概念，來複製氣候變遷的調適方案，也顯示中國在推動政策時的務實性。而上述十

一五計畫的實施，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能效研究中心研究員郁聰表示： 

「『十一五』期間，中國節能目標是全國單位 GDP 能耗下降 20%，但在

驗收的時候只實現了下降 19.1%。這其中還包含著不少地區『拉閘限電』等

不恰當手段帶來的『水分』。」瓨 

                                               

註 玬 訪談代碼 F，武漢大學教授，2011年 8月 24日。 

註 玝 同註玤。 

註 瓝 訪談代碼 A5，北京人民大學教授，2011 年 7 月 4 日。此外，訪談代碼 A1、A2、A3、A4、A6 等教授

皆論及到減排與調適問題，又以受訪者 A5意見具代表性。 

註 瓨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專家：『十二五』節能減排專項規劃已開始第二輪徵求意見」，中國石油新

聞中心網，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1/12/06/0013583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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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中央政府盯緊地方政府的 GDP 能耗作為，就能有將近 0.9%的落差，由

此可見，中央對於地方政府施加的壓力極其明顯。除了 GDP 問題之外，另還有經濟的

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兩難問題，根據清華大學低碳經濟研究院院長何建坤表示： 

「國內可持續發展與全球應對氣候變遷密切結合起來，談到綠色經濟的

時候，比較多地在考慮工業化過程當中，經濟的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協調問

題，還有水資源問題、飲水的安全、大氣的品質、垃圾的處理、常規污染物

的排放，這樣一些常規環境的問題沒有完全解決，…當前在國內經濟可持續

發展，環境保護的同時，要考慮到未來的全球環境和全球氣候的變化的保

護。…要不斷地突出和強化低碳的特徵，統籌國際和國內、近期和長遠，爭

取能夠做到國內可持續發展與全球應對氣候變遷的雙贏。」甿 

綜上所述，氣候變遷的議題絕對不只是中央政府要面對，地方政府更是氣候變遷

政策的執行者，而中國的十一五計畫亦清楚規範地方政府應就如何因應氣候變遷，落

實在實質的節能減排作為。 

肆、中國大陸地方政府應對氣候變遷： 

青海與山西經驗 

四個試點省份應對氣候變遷方案與中國大陸省市區一級相繼成立氣候變遷領導小

組，確實在地方政府對氣候變遷有其試驗的成分。此試驗的成分也間接影響到青海省

與山西省正式提出《青海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與《山西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此兩

辦法的提出可作為討論「氣候變遷」議題的實踐，並可進一步觀察中央與地方關係的

新發展及產生之問題，另也嘗試將焦點集中於地方政府的碳強度與能源使用效率。 

一、地方政府領導者的問題 

就整體層面看，地方政府領導者的政策選擇及實踐策略，主要仍是來自於前國家

主席胡錦濤的政策方向為方針。換言之，中央政府仍是政策及相關制度設計的決定

者，中央仍須協助地方政府建立氣候變遷的機制。此一結構性問題，就不難理解，「氣

候變遷」的議題對於地方政府領導人而言，重點在於配合政策所推動之節能減碳措

施，只是為了能與地方政府領導人的政績掛在一起，因這將關係到其在政治結構中的

進退憑據或被評鑑的部分。 

由此可知，地方政府領導者的問題，初期本身只是被動去配合及因應氣候變遷的

理念與目標，地方領導人並沒有融入氣候變遷的管理體系，更無庸談到是否能建構自

                                               

註 甿 「何建坤：綠色發展與低碳技術的創新」，新浪網，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00627/102481 

873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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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管理機制，來處理及整合所屬的地區實施氣候變遷的相關政策擬定及執行；除此

之外，在氣候變遷規劃的制定及管理工作，也沒有辦法與轄區內的企業、團體、居民

形成互動關係。這些現象益加凸顯，面對氣候變遷以致地方領導人初期仍遵循以往中

央之政策法律，地方被動配合的模式，並未深刻認識建構地方氣候變遷管理體系的重

要性。 

但隨著地方政府對氣候變遷議題瞭解而深化，對中央政策的內化，再加上地方政

府是直接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基層單位，中央政府的氣候變遷因應策略與二氧化碳減

量政策，必需依靠地方政府執行才能達到目標，兩者相輔相成才能達成政策執行的目

標及獲得成果。中國大陸地方政府雖不若歐美地方政府，形成由下而上的政策參與，

或是水平氣候變遷議題結盟方式，但少數地方政府也已嘗試將來自中央政府的政策，

轉換為更具執行力的法令，且這些法令似乎是走在中央政府之前。如何激勵地方政府

的領導人，改變地方領導力結構和決策方式，將是地方發展氣候變遷政策執行良好與

否的關鍵，例如，低碳農業、科技創新等課題。因此，針對中央應對氣候變遷法的制

度，受訪者表示： 

「我覺得從政策宣示，從政策法方面來看，是不需要的。但如果從階段

性的走向來講，我覺得好比現在氣候變遷有國家性的指導宣言等，目前有好

幾個國家方案了。所以就當前來看，應該已經夠了，就算之後國家承擔更多

的義務等，在來立法，都還不晚。但目前我認為我們大陸在此方面算有一點

超前了。目前只要把節能減排，能源法這塊領域控制好。因為能源法這塊領

域目前還較不具有體系化，還不是那麼完備的。…目前應先把在氣候變遷下

的相關法規給整理好，使之完善，如果目前即隨性草率的立氣候變遷法，其

也只能是原則性的，無法有太多的突破，即便在國家方案等地方，也無法有

所突破。所以目前還是以國家的立法方針走，再觀察國際上的情況，再來做

立法。」畀 

從上述訪談內容裡，明顯看出是中國大陸中央政府採取以靜制動的方式，被動等

待國際社會的回應後，再決定國內的因應作法。當然，這也應是在某種程度，強調以

和諧社會為基礎，希望國內氣候變遷政策變遷不要太過激烈，比較能符合中國大陸的

科學發展觀點，注重漸進緩和的政策步伐。 

在減緩氣候變遷三類地區，最為突出的則是青海省與山西省的應對氣候變遷辦

法；第一，兩省皆採立法執行模式；第二關注點，乃是兩省之間的模仿性。換言之，

本文關注從地方政府第一部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以及第二部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做

為比較分析。相對地，在十二五規劃裡，大陸所公佈的一類地區進行研究，主要是為

經濟高度發展的地方政府。而氣候變遷三類地區，皆有因地制宜之關係，而採取不同

的氣候變遷方案與政策。唯獨上述兩省是正式以「法律」制定，超過其他以試點、方

                                               

註 畀 同註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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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等，更具有政策上的約束力。 

二、《青海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之分析甾 

近幾十年來，由於經濟發展及開發的結果，青海原始土地的生態系統嚴重退化程

度，已經成為中國最嚴重的省區之一，所以青海省提出應對氣候變遷辦法頗值得深入

瞭解。《青海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共 5 章，全文 28 條，包含第 1 章總則、第 2 章適

應氣候變遷、第 3 章減緩氣候變遷、第 4 章保障措施以及第 5 章附則。綜觀全文 28 條

辦法，其中，第 12 條、第 14 條、第 26 條，可以說強制將省與縣的責任明確列入條文

中。另外，第 27 條則是專業用語的解釋。以條文細節來看，除了上述第 12 條、第 14

條、第 26條、第 27條。其他條文之彈性較大，可操作空間較多。 

制定《青海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重要意義在於： 

「一是貫徹落實應對氣候變遷國家政策的需要。二是統籌協調地方各級

政府和部門應對氣候變遷行動的需要。三是防災減災工作的需要。四是提高

全社會應對氣候變遷的參與意識和能力的需要。」 

青海省是氣象災害多發的省份之一，制定「辦法」對於主動適應氣候變遷，最大

限度地減少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提高防災減災能力。疌 

第 4 章為保障措施，就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工作中特別重要部分，更進一步提供

「保障性」措施，用以達成減緩與調適目標；第 26 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每年

向上一級人民政府報告，明確點出責任。關於此一部分，受訪者表示： 

「青海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實施後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執行時的問題，確

實因為沒有法律責任，雖然有第 4 章保障措施，但實行時很難實現法條上的

理想，這辦法類似軟法。重點應該在「減緩」而要達到減緩的效果的話我認

為應該賦予人民責任。…青海省條列中為何要寫「保障措施」，這主要是基於

                                               

註 甾 青海省與青康藏高原之間的關係，青海省位於青康藏高原，青康藏高原影響氣候的原因在於腹地隆起

導致全球的氣候發生的變化。青康藏高原形成一個阻風屏，有效地將北方大陸的寒冷空氣阻擋住，無

法進入南亞，同時喜馬拉雅山脈阻擋了南方溫暖潮濕的空氣北進。青海省屬於高原大陸性氣候，其特

點：（1）中國日照時數多、總輻射量大的省份。（2）平均氣溫低，年平均氣溫在零下 5.7℃～8.5℃

之間，全省各地最熱月份平均氣溫在 5.3℃～20℃之間；最冷月份平均氣溫在零下 17℃～5℃之間。

（3）降水量少，地域差異大。（4）雨熱同期，青海屬季風氣候區，大部分地區 5 月中旬以後進入雨

季，至 9 月中旬前後雨季結束，這期間正是月平均氣溫≥5℃的持續時期。（5）氣象災害多，危害較

大。主要氣象災害有乾旱、冰雹、霜凍、雪災和大風。資料參考自「青海應對氣候變遷地方立法『破

冰』」，黑龍江省清潔發展機制網， http://www.hljcdm.gov.cn/gnwdt/gndt/201010/t20101019_174519. 

htm；「全球氣候專家學者聚集西寧  探討青藏高原氣候變遷」，中國氣候變遷資訊網，http://www. 

ccchina.gov.cn/cn/NewsInfo.asp?NewsId=28831。 

註 疌 「省政府法制辦負責人就《青海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答記者問」，青海省政府法制信息網，

http://www.qhfzb.gov.cn/html/372/207016.html。 



氣候變遷與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層級之策略分析：以青海經驗與山西經驗為例   81 

 

大陸特殊的國情而作的特殊規定。調適和變遷措施主要從微觀的角度來考慮

工業、農業、林業等諸多部門應該採取的措施，保障措施則是宏觀方面來考

慮產業政策、財稅政策、信貸政策和投資政策等，其主要目的是保障應對氣

候變遷的各項政策、制度得以順利實施。」疘 

而第 27 條規定顯示出專業條文的解釋，已逐漸跳脫中國共產黨傳統的人治色彩朝

向法治專業。 

綜觀《青海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根據青海省政府法制辦副主任賈小煜論述： 

「《青海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分 5 章 28 條，首次明確了各級人民政府

是應對氣候變遷的責任主體，確立了『政府引導、部門合作、推進企業行

動、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應對氣候變遷機制；並對適應氣候變化的主要措

施、減緩氣候變遷的主要工作內容、應對氣候變遷的保障措施進行了闡述和

界定。」皯 

此一論述強調公私合作與民眾參與，體認氣候變遷的重要性，更是一種科學發展

觀的發展。有鑑於此，中國氣象局政策法規司司長王志強亦表示： 

「作為青藏高原兩個主要省級行政區之一，青海省是長江、黃河、瀾滄

江的發源地，分佈有眾多生態功能區，被稱為『亞洲水塔』、『地球之腎』，也

是中國乃至全球氣候變遷的『敏感區』和『啟動區』。從這個意義上講，青藏

高原在全球應對氣候變遷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辦法」的出臺和實

施，必將從法制層面進一步提升青藏高原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和水準。」盳 

青海省的「應對氣候變遷方案」，就是一種行為選擇的方式。對於地方政府的選

擇，就是如何快速而有效地回應中央政府的氣候變遷政策。盱 

                                               

註 疘 訪談代碼 B，北京師範大學教授，2011年 7月 4日。 

註 皯「我國第一部應對氣候變遷地方性法規將在青海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www. 

gov.cn/jrzg/2010-09/29/content_1713149.htm。 

註 盳 「青海應對氣候變遷地方立法『破冰』」，前引文。 

註 盱 「中國正式啟動省級應對氣候變遷方案項目」，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 

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6/30/content_8466654.htm。另外，除了青海省提出《青海省應對氣候

變遷辦法》之外，各省的地方政府將會競相提出各省「應對氣候變遷方案」。目前，已經有寧夏、湖

南等多個省份正在研擬該地區的應對氣候變遷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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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西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之分析盰 

《山西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共 5 章，計 57 條，包含第 1 章總則、第 2 章減緩

氣候變遷、第 3章適應氣候變遷、第 4章溫室氣體排放管理以及第 5章保障措施。 

《山西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第 5 條、第 7 條、第 25 條、第 26 條、第 47 條、第

55 條、第 56 條以及第 57 條，將「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職責明確列入，與青海省一樣

確定縣為最基本的「執行單位」。 

《山西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可以總歸為： 

「各級人民政府應當組織、協調解決本行政區域內應對氣候變遷工作中

的重大問題，督促轄區內各單位和社會組織落實應對氣候變遷工作目標和措

施。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支援氣候變遷應對工程建設及相關科技研發工作，

並確保資金落實到位、使用高效。明確氣象主管機構應當會同有關部門建立

溫室氣體監測統計系統和氣候變遷監測評估系統，加強對氣候變遷和極端氣

候事件的監測等多項職責任務。」盵 

由上可知，山西省已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個應對氣候變遷技術引進需求評估案例省

份。毫無疑問，地方政府開始肩負氣候監測的科技應用與評估，以及科技研發的任務

後，可以理解到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在此政策議題的發展上，已然朝向將氣候變遷的責

任與地方政府領導人的政績結合為一，明文規定地方政府領導人在執行氣候變遷與節

能議題時應肩負起相關之問責（第 57條）。 

                                               

註 盰 氣候變遷對山西的農業、林業、水資源、生態環境等產生明顯的影響。如農業方面，氣候變暖一方面

使無霜期延長，農業有效積溫增加；作物生育期也發生變化，冬小麥生育期縮短，越冬凍害減少，夏

玉米生育期延長。另一方面有明顯的不利影響，一是病蟲害危害時間延長、範圍擴大、程度加重；二

是化肥、農藥的效率降低，使用量將增加；三是農業水分供需矛盾加劇；四是高溫乾旱、低溫凍害、

冰雹、暴雨等對農業造成的損失日趨嚴重。參考自「山西省首部應對氣候變遷政府規章誕生」，中國

氣象局網，http://2011.cma.gov.cn/qhbh/gediydbh/201108/t20110823_102158.html。再者，「山西低碳經

濟戰略發展規劃」是受山西省經濟和資訊化委員會委託，由山西省國新能源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和才博

管理諮詢（上海）有限公司共同完成的。從山西實施低碳經濟的角度出發，著重對山西民用、交通和

非能源、非重化工高碳工業領域的低碳、集群化發展進行了規劃。旨在為山西低碳經濟的構成、發展

途徑、關鍵要素和發展目標提出總體設想。該規劃提出了山西低碳經濟實施途徑：即加強能源應用技

術的研發和實施，加速天然氣、煤層氣的推廣應用，加大關鍵行業的增效減排、回收利用力度，用先

進技術為電力發展保駕護航，積極推進其他地區高碳行業的低碳化、集群化發展，建立完善對排放和

溫度變化的檢測、研究和記錄，政府引導、推動和保障。參考自「探低碳化路徑  專家學者『把脈問

診』」，深圳市氣象局網，http://www.szmb.gov.cn/article/GongZhongCanYu/ZhuanJiaJieDuTianQi/2010/ 

01/30/4b640ad66e098.html。 

註 盵 「山西省首部應對氣候變遷政府規章誕生」，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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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青海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與《山西省應對氣候變

遷辦法》之比較 

綜合青海及山西兩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可分為「重點比較」、「應對氣候變遷之

辦法係採取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模式及「應對氣候變遷辦法之碳強度、能源使用效

率與十二五計畫中的節能減排論述」如下： 

（一）重點比較 

前述兩省之《青海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與《山西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整理如

表 2： 

表 2 《青海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與《山西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之比較 

 青海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 山西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 

時間點 
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一部應對氣候變遷

方面的地方政府規章。 

2011年7月12日起施行，第二部地方政府規章

。 

重要意義 

一是貫徹落實應對氣候變遷國家政策的需要

。二是統籌協調地方各級政府和部門應對氣

候變遷行動的需要。三是防災減災工作的需

要。四是提高全社會應對氣候變遷的參與意

識和能力的需要。五是增強氣候變遷外交談

判主動權的需要。 

強調減緩和適應氣候變遷重點領域的主要建

設項目，在監測環境溫室氣體濃度、編制溫

室氣體清單、計算單位GDP溫室氣體排放強

度、提高全社會氣候變遷意識、降低氣候變

遷對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影響等方面提出了具

體措施。 

條文 

共5章，全文28條，包含第1章總則、第2章適

應氣候變遷、第3章減緩氣候變遷、第4章保

障措施以及第5章附則。 

共5章，計57條，包含第1章總則、第2章減緩

氣候變遷、第3章適應氣候變遷、第4章溫室

氣體排放管理以及第5章保障措施。 

效應 
為中國第一部正式規章。 為中國第一個，地方政府應對氣候變遷技術

引進需求評估案例省份。 

資料來源：「山西成為我國應對氣候變遷技術引進需求評估案例省份」，中國氣象報社網，http://www.zgqxb. 

com.cn/xwbb/gdxx/news/201112/t20111219_22392.htm。 

從表 2 之內容比較可知，青海省重視的落實國家政策，氣候變遷內容較為彈性；

山西省重視的具體監測數據，氣候變遷內容較為務實。另外，與青海省不同的是，《山

西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基本上是以青海省之規範為基礎，按照山西省產業及地理自

然環境差異，做更細緻、明確規定，讓這部辦法更具可操作性。前述地方政府對於氣

候變遷執行與落實認不認真，根據受訪者表示： 

「現在有自己制定辦法的只有青海（註：訪談時，山西省應對氣候變化

辦法仍未施行），其他的省份則是有依照發改委設置在各省的氣候變化應對

組。另外順便一提，國際氣候變遷談判的時候，有很多部門參加，但沒有法

律專家參與。八個院士、四個官員都沒有法律專家參與。決定參與的人士是

國務院決定的。事實上只有青海、山東、河北有做（比較認真做），其他很多

省份都是很應付的，國家怎麼規定他們就隨便怎麼做。在氣候變遷應對法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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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要做一個機制，要對各地自然資源做生態補償的機制，這是我去考察後感

受很深的，必須要考慮進去。限制各地排放量的時候也應該要給當地適當的

補償。」矸 

因此，青海省作為第一個地方政府提出正式應對辦法，顯示出青海執行能力是比

較強的。此外，從受訪者之訪談內容應可得知，中國大陸內省與省間對於應對氣候變

遷一事，似乎存在相當大的認知差異及應對態度。 

（二）兩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 

（Top-Down or Bottom-Up?） 

在中國大陸黨國體制之下，過去經驗皆是由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控制，傳統上

就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指導方式。但氣候變遷議題，較特別的是除了中央對地方政府的

由上而下之外，還逐漸發展出特有的「因地制宜」由下而上的反應方式，例如《青海

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與《山西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即是顯例，亦是突破性的改

革，尤其是植基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上，強調專業理性為基礎的政策執行模式。另方

面，兩者在應對氣候變遷辦法之執行裡，也逐次引進公私協力與民眾參與機制，尋求

因應氣候變遷的和諧發展，同時，也希望藉此兼顧解決人類的居住與貧窮問題，其中

又以山西省氣候變遷辦法最為明顯。 

歸結來說，《青海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與《山西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兩套規範

的核心內容，所強調的重點以加強地方政府責任為主軸，並藉以經濟手段進行合宜之

資源分配，進而建立一個較為完善的法律體系。矼 

（三）兩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之碳強度、能源使用效率與十二五計畫節能減排 

客觀來說，青海省仍停留在較低能源效率的使用，與其腹地較大，多具有天然資

源以及工業化程度不高有關。因此，《青海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一方面青海省能源將

朝向多元發展，優先發展水電，開發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朝向互補配套措施，並持

續積極開發油氣與煤炭資源等，構建安全、穩定、經濟、清潔的現代能源體系。同

時，根據『十二五』節能減排工作目標的挑戰，青海節能預期目標是單位 GDP 能耗強

度下降 10%，規模以上工業單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16%。同時，中央政府對於青海省能

源約束日趨強化，青海省正面臨節能減排如何增長與降低能耗的雙重挑戰和巨大壓

力。 

但對於山西省而言，山西省人均碳排放和工業單位 GDP 排放量皆是中國大陸最

高，與煤炭在工業消費中佔有較高的比重有關，加上能源效率的使用不高導致了人均

碳排放總量和工業單位 GDP 排放量居於首位。因此，《山西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一

                                               

註 矸 同註疘。 

註 矼 同註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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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應大力轉變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試圖通過其他低碳能源代替方案；另一方面

山西省也正嘗試降低能源強度，提高能源消費效率以及改變產業結構。 

上述兩省應對氣候變遷顯示出在碳強度與能源使用效率，皆以「低耗能」及「兼

顧經濟成長」為政策指導方針。但極思兩全其美之餘，往往也令地方政府在對應氣候

變遷的對策選擇，經常是擺盪在既要保持經濟，又要面臨節能減排的兩難情境裡。 

伍、中央與地方關係氣候變遷政策之再省思： 

討價還價模式 

青海省與山西省地方政府所引領出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兩者之間的變化必然會涉

及到人本思想與經濟議題、中國大陸中央領導人的態度：科學發展觀與弱永續發展矹的

影響，以及應對氣候變遷時的黨高層強人政治：政治局與胡錦濤的權力關係對於地方

政府推動氣候變遷的影響，顯示出一種討價還價的模式。 

一、人本思想與經濟議題：何者優先與對地方政府的影響 

經由上述兩省的辦法，地方政府的氣候變遷策略很明顯地是受到中央政府的影

響。矻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地方政府被迫放棄相關產業，在仍未仔細評估利害得失之

下，相關產業被迫關閉或轉型。換言之，對於地方產業而言，其氣候變遷政策規劃是

一整體的，並不是由中央政策完全來決定，各地方產業狀況也不一樣，地方經濟發展

與產業選擇最終仍須要由地方政府來決定那一種產業是最適合來與氣候變遷政策做一

連結。各省政府對於高碳產業的標準又是否一致，標準會攸關產業的發展。上述的問

題，有如受訪者所說的： 

「環境問題，如排汙權交易，許多人主張應由市場機制著手；但在中國

大陸，環境問題最大的責任主體應為地方政府，無論是在以往或是將來；中

國地方政府直接投資，地方政府即為投資主體，考核地方政府官員最重要的

即為 GDP，而地方政府不需對民意負責，地方政府透過發展搞政績。發展經

濟雖無可厚非，但對於環境問題，地方政府無疑要負全責。故不能完全靠市

場，否則將來地方政府會推卸責任。」矺 

                                               

註 矹  「弱永續」就是一種：「主張自然資本可以用相當的人造資本替代，亦即損耗了不可回復的自然資本

後，可以發展人造資本，以確保後代可以永續發展總資本。」 

註 矻  楊芳，「中國低碳經濟發展：技術進步與政策選擇」，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福建），2010 年第

2期，頁 73~77。 

註 矺  訪談代碼 D，上海復旦大學教授，2011年 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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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氣候變遷政策之下，行為選擇則是落入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決策機制當

中，尤其地方政府的選擇則是來自於中央政府的壓力。換言之，路徑選擇也是來自於

中央的壓力。決策機制主要來自於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政府的執行力與強迫力的問題。 

缺乏地方社區與草根力量的幫忙，成果仍然有限。中國大陸也逐漸意識到要地方

政府面對氣候變遷的議題，沒有地方組織的幫忙，單純從地方政府的公部門力量來

做，恐力有未逮。受訪者表示： 

「氣候變遷涉及多個部門，如國務院發改委、環保局、水利部、財政部

等，在執行法律上恐會相互掣軸，能不能通力合作是問題，落實在地方政府

上，中央部門在地方的應對部門亦會發生相同問題。」矷 

由此可知，面對氣候變遷議題，通力合作仍是中國目前各級政府的首要任務，才

能排除中央及地方政府結構相互掣軸的缺點。 

二、中央政府領導人的態度：科學發展觀與弱永續發展

對地方政府的影響 

氣候變遷同樣地受到中國大陸共產黨的「科學發展觀」的影響，前國家主席胡錦

濤更認為科學發展觀是中國大陸共產黨的新重大戰略思想。而後根據此一科學發展

觀，作為政策的指導原則。對於科學發展觀的看法，依據本文受訪者表示： 

「科學發展是發展方式的轉變。發展應該是為了人，在改革開放之初，

發展是為了錢，以增加 GDP 為目標；現在則是為了使百姓有更高品質的生

活。過去發展過度消耗環境與資源，故現在發展必須符合自然客觀規律，重

視人與自然之和諧。改革開放使得人與環境的關係益加緊張，故需科學發

展。…科學發展是讓各方面都能和諧發展。」祂 

上述科學發展觀顯示出，中國大陸領導人希望國家基於和諧的立場來作為政策的

指導原則。總體而言，為使廣大人民脫貧，仍需持續發展，但以不損害環境及資源持

續力為前提，須改變生產方式。同時，這樣的表現也是一種「弱永續」的發展方式。

同時也點出中國領導人的決策行為，仍將是因應「氣候變遷」議題時的主要政策制定

與採行的指導原則。 

雖然中國大陸一貫主張，必須積極應對及重視氣候變遷與環保問題，但不應以犧

牲經濟為代價。較矛盾的是： 

                                               

註 矷  同前註。 

註 祂  訪談代碼 E，上海交通大學教授，2011年 7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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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很多年了，但『唯 GDP 論』的政績考核指揮

棒仍然在作怪，在很多地方政府還是非常有市場，地方某些官員仍然片面追

求經濟發展。」礿
 

但綜觀在中國大陸內部緊張關係，表現出的卻不是依照科學發展觀的方向進行。

而是在經濟成長與氣候變遷兩者擺盪之間，或者可以說，大多數省份所重視的仍是經

濟成長，而不是氣後變化議題。再者，城鄉懸殊、貧富差距、爆炸性的經濟增長被環

境汙染成本所抵消，都說明了中國大陸領導人在面對環境領域時，國家內部資源和分

配的問題，氣候變遷更增加了潛在嚴重的分配緊張和動盪關係。 

三、政治局與胡錦濤的權力關係與專業主義：對地方政

府氣候變遷的影響 

中國大陸決策模式的核心爲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集體領導，其他相關細節規範的

發展圍繞著這個原則繁衍。期間，政治局與其常委會期受到革命元老的干預，到 90 年

代以後，革命元老凋零，最重要的實質決策核心才又回到政治局與其常委會。秅
 

至於胡錦濤與溫家寶對氣候變遷的影響，主要在於兩人雙重角色問題：一方面胡

錦濤角色是前國家主席，溫家寶角色是前國務院總理，且溫家寶擔任中央氣候變遷領

導小組組長，主持多次應對氣候變遷及節能減排領導小組會議。而胡錦濤則是代表中

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談論到集體學習，強調統一思想、明確任務、堅定信念、紮實工作

的路線，來做好應對氣候變遷各項工作。同時，胡錦濤亦在 2009 年 9 月份聯合國氣候

變遷峰會開幕式代表中國大陸對氣候變遷立場的談話，形成對內具有主導性，對外具

有代表性的實質影響力者。為什麼胡錦濤和溫家寶對於應對氣候變遷如何重視？因為

任何有關氣候變遷的決定或措施，必定會對中國大陸經濟產生巨大影響，當然胡錦濤

和溫家寶必然會關注此一議題。因此，正是凸顯出本文討論的核心，應對氣候變遷與

經濟成長兼顧的矛盾問題。
 

而地方政府的氣候變遷最弔詭的問題是，為了溫室減排的目標，勢必調整地方政

府的產業結構，而調整結構又勢必會對經濟成長產生影響。因此，氣候變遷問題涉及

到技術的應用，有別於過去重大發展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必須集體認知到氣候

變遷的實質問題，胡錦濤與中央政治局也必須聽取相關部門的建議，因為涉及到科技

與技術的取得問題，必須聽取專業意見，而後有決策。同時，制度偏差也在這樣的情

                                               

註 礿 宋趙來，中國為什麼：中國當前的六大困惑（台北：靈活文化出版社，2011年），頁 140。 

註 秅 寇健文，「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的演變：軌跡、動力與影響」，徐斯儉、吳玉山主編，黨國蛻變：中

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7 年），頁 108~109。此外，胡錦濤為第十六屆、

第十七屆中共中央總書記，政治局常委為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李克

強、賀國強、周永康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集體領導模式。再者，目前習近平為第十八屆中共

中央總書記，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為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同樣地，亦形成一個集體領導的模式，重大議題則是在這樣的領導之下協商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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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中產生。穸 

平心而論，中國領導人還有相互競爭的情況存在，是否把氣候變遷置於優先考慮

的問題方面並不一致。在中國，主要的舉措一直是來自國家一級的黨政機構，同時也

受制於地方官員與企業的利益衝突，導致成效大打折扣。其次，中國的政治體制在各

政治層面（從國家到省、市、縣、鄉）均與其經濟體系互動深入。雖然中國領導人也

開始正視此一問題，嘗試去努力改變對官員的激勵因素，讓相關之績效獎勵制度受到

重視，但離理想仍有段距離。剴切地說，北京對於清潔能源問題的決定能否在各地方

政府產生作用，仍面臨著嚴重的困難與挑戰。因此，領導階層不僅應把清潔能源問題

擺在優先位置，而且還要大量使用國內的政治資本力量來改變最近幾十年來指導官員

行為的激勵因素。穻 

誠如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 CDM（清潔發展機制）管理中心副主任劉強表

示： 

「國內碳強度目標的提出儘管給碳交易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政策信號和平

臺，但距離真正實現碳交易還有很多需要探討的問題，涉及機制、機構、參

與模式、分配、基準線等各個方面，需要通過試點來解決。同時，中國碳強

度目標是一種自願性目標，和國際承諾沒有相關關係，不需要國際的 MRV

（可測量、可報告和可核證）。在這種情況下，更需要考慮未來國內碳市場與

國際碳市場的關係，以及不同機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需要通過試點來

解決。竻 

由上可知，試點就成為中國最常用的一種政策工具，但試點亦會涉及到低碳與碳

市場的規範以及技術創新的提出，例如低碳認證及標準化對低碳經濟的發展產生很重

要的影響，對於此一問題，中國認證認可協會副秘書長李強認為： 

「低碳認證是發展低碳經濟的基礎手段，尤其節能減排技術與績效的核

查，是低碳經濟運行的兩個基礎要素，同時，低碳認證制度的選擇和建立也

需適應低碳經濟的發展需求。籵 

坦白說，低碳認證制度的選擇和建立，因為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政策選擇性，所以

                                               

註 穸 潘兆民，「中國鄉鎮人大制度重構的路徑分析—利益表達機制的困境」，中國大陸研究，第 53 卷第 4

期（2010年 12月），頁 35~67。 

註 穻 Kenneth Lieberthal and David Sandalow, Overcoming Obstacles to U.S.-China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9）.  

註 竻 「發改委能源所官員：中國碳交易處於試點階段」，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

08/23/c_12476292.htm。另外，本文受訪者訪談代碼 C，亦論及到此一議題的重要性。 

註 籵 「首屆中國低碳經濟與認證峰會在京舉行」，中國質量管理在線網，http://www.qmonline.cn/news/ 

News__883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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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是一種配套措施。 

最後，針對控制能源總量方面，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能效研究中心研

究員郁聰表示： 

「2010 年中國能源消耗總量為 32.5 億噸標準煤，到 2015 年控制在 41 億

噸。『十二五』期間，各地能源消費總量將受到嚴格控制和考核，考核內容主

要包括社會用電量、非化石能源比例等。但在水電、風電、太陽能及能源綜

合利用方面的新增消費量在考核中將被扣除。這樣可以鼓勵地方發展清潔能

源，優化能源消費結構。糽 

從郁聰的說明裡，可以明瞭中國大陸的低碳經濟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但能否在

十二五計畫中落實，則是有待於各地方政府的努力。而本文所提到的兩省氣候變遷應

對辦法就是青海省與山西省的實質展現，當然還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檢驗，特別是三可

原則對於地方政府試點以及兩省的影響。比較有進展的成果，應是中央與地方已進入

一種應對氣候變遷與經濟成長的討價還價模式。 

陸、結 論 

中國大陸政府是氣候變遷政策的重要供給者，無論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皆是扮

演此一角色，此為目前中國大陸對於氣候變遷政策的發展模式，而氣候變遷政策的永

續發展必須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相互配合。除了前述中央與地方可能存在的博弈之

外，中國大陸還須面對國際社會的博弈。中國大陸中央領導為了回應國際社會對於氣

候變遷的期望，因此給予地方政府領導人很大的壓力，地方政府剛開始只是消極被動

的回應中央，但當各地方政府都在回應時，此時便產升了比較性與競爭性，導致於任

何一個地方政府誰都不願意成為倒數幾名，而成為中央指責的對象。因此，各地方政

府針對地方氣候特性提出政策，進而使得各地方政府氣候變遷政策轉變成一種積極正

面的作法。而此一作法也呼應了前述中國大陸採取對外積極參與氣候變遷政策協調，

對內則又是規範各級地方政府實施氣候變遷方案，最後演化成為一種強制性的法規命

令。假若地方政府的氣候變遷減排數據無法完全落實，恐導致省級領導人因氣候變遷

政策指標沒有達成而下臺的政治結果。 

換言之，在策略分析與互動之下，中央若不嚴厲執行氣候變遷政策，地方政府則

會虛與委蛇，在此一情況之下，國際社群便會指責中央推行氣候變遷政策力道的不

足。對此，中央政府便認真推行氣候變遷，在經濟思維的考量之下，祭出地方政府領

導人氣候變遷執行不力便解職，地方政府則從消極被動改為積極主動。而青海省領導

提出之《青海省應對氣候變遷辦法》就是一種主動積極的表現，再者，當一個地方政

                                               

註 糽 同註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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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開始認真執行氣候變遷政策，則又會激起其他地方政府的仿效，例如《山西省應對

氣候變遷辦法》的提出。當青海省政府與山西省政府嚴厲落實執行氣候變遷辦法，中

央政府則是對國際社群有個交代。同時，中央政府亦可公開回應，甚至抨擊歐美先進

國家所設定的氣候變遷的遊戲規則，就是對中國大陸發展的束縛。對此，則是形成中

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策略互動關係，而這樣的關係亦受到國際社群的影響。 

平心而言，氣候變遷政策之間的競爭性，例如提升各地方政府的創新低碳試點、

綠色城市、產業競爭力和低碳結合等政策，對於氣候變遷的參與而言，或多或少具有

直接或間接的政府參與，而民眾實質參與氣候變遷政策還不多。另一方面，雖然中國

大陸鼓勵非營利組織參與氣候變遷與環境保護，但民眾參與則是侷限於部分地區、部

分節日，大規模民眾參與仍是少見，這些現象，涉及到中國官方一是希望民眾參與，

但又不希望民眾過度參與氣候變遷政策，以避免擦槍走火妨礙國內經濟成長。剴切地

說，氣候變遷是目前中國大陸最嚴重的威脅，氣候變遷議題並不只是中央政府的政策

問題，中央與地方政府必須一起攜手對抗氣候變遷，但鑒於地方人力及資源有限，中

央政府必須站在協助地方的立場，才能獲得較具成效。另在政策互動網絡上，氣候變

遷政策不僅要考慮地方環境、中央情境，更要考慮國際情境，當三方情境融合為一，

勢必會因複雜的綜合效應，對於地方政府的能力而言亦是一大挑戰。 

總而言之，中國大陸政府高度重視應對氣候變遷問題，不僅關乎其本身經濟的永

續發展，更牽動未來在全球政經發展的重要角色地位。為了取信於國際社會、參與國

際事務，中央具體落實氣候變遷政策到地方政府的承諾，無疑才是成敗之所在。以中

國大陸政經體制特質，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一條鞭的壓力管理模式，本屬基本的核心

架構，然而在因應氣候變遷議題上，可發現其採取之策略也逐步融入專業理性的質素

及地方因地制宜的措施，醞釀形成一股新的中央與地方政經互動關係，此一發展趨勢

是否牽動中國大陸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新競合關係，也是觀察未來中國大陸在氣候變遷

政治學發展方面的重點。 

 

 

 

* * * 

 

 

 

（收件：101年 6月 7日，接受：103年 8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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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inland China is currently leading the world’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nd the emission amount is rapidly increasing. As the world faces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s, China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1998, China set up a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Coordination 

Committee for developing domestic climate change policies. Ten years later, 

China again demonstrated its attempt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and set up a 

National Leading Group on Climate Change in 2007. This group, headed by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is responsible for laying out guidelines and 

strategies for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coordinating climate change 

issues between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In recent years, Mainland China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order to become a leade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refore, on one hand, China must put its ef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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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meet the expec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eanwhile, China has to sustain domestic economic growth. 

Achieving both goals requires definitive objectives of China’s climate change 

polici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must show 

strong professional leadership, while local governments must assume active 

roles in execution of climate change policies. 

 

Keywords: Climate Change, Local Government, Mainland China, Shanxi Province, 

Qingha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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