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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所名稱：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論文題目：全球暖化與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法制化之研究 
畢業時間：2009 年（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碩士學位論文摘要） 
研究生姓名：陳佩祺                          指導教授：陳文政 
論文摘要： 

全球暖化已為人類及物種帶來生存環境的威脅，為因應國際溫室

氣體減量的潮流，我國也著手訂立《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但因眾

人意見紛歧，以致於草案至今尚未三讀通過。本論文主要採用歷史研

究法及文獻分析法，歸納分析以往有關全球暖化的研究文獻、整理《聯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都議定書》之規範內容與各國因應政

策，同時探討全球暖化問題及台灣的處境，並對各項版本的《溫室氣

體減量法草案》之內涵與法制化發展進行研究，進而提出建議與檢

討。其章節內容安排共分為七章，各章節說明摘要如下： 
第一章為「緒論」，說明研究動機、目的、範圍、架構、方法及

文獻探討；第二章為「全球暖化議題與相關規範」，整理歸納全球暖

化的相關概念與國際法規範之內容，說明 IPCC 的沿革與四次報告內

容以及《聯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及《京都議定書》之內涵；第三

章為「各國因應全球暖化之策略」，整理美國、歐盟、日本、澳洲等

工業先進國家因應全球暖化的相關策略與措施；第四章為「我國的暖

化危機與初步回應」，說明台灣的暖化現象及因應國際法規範之歷程

與立場；第五章為「我國因應全球暖化的法制化：《溫室氣體減量法

草案》之立法」，探討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制定之歷程與內

涵；第六章為「《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評析」，探討《溫室氣體

減量法草案》的版本比較、內容檢討及預期法案通過將可能面臨之困

境；第七章為「結論與建議」，歸納前述各章之重點做出建議與檢討。 
 

【關鍵詞】全球暖化、溫室效應、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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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beings and all the species on the earth are facing the threats 
from the global warming. In respond to the trend of greenhouse gas 
(GHG) reduc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aiwan government has 
taken steps to enact related laws. However, the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ct Draft has not been passed yet due to the different opinions 
from all sides. This research mainly used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view to collect, conclude and analyze the related documents such as the 
conten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Kyoto Protocol, and the responding policies of each 
nation. Taiwan’s position in this global warming issue was also discussed.  
The contents and legislation of different versions of Green Gas Reduction 
Act Draft were analyzed to deliver proper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s. 
 
    The thesis includes seven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contains the 
motivation, purpose, area, structure, method, and literature review. The 
second chapter arranges and concludes the related concepts and 
international laws of global warming, illustrates the history of IPCC and 
its four reports as well as the contents of UNFCCC and Kyoto Protocol. 
The third chapter arranges the strategies and actions responding global 
warming of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USA, Japan, and Australia. 
UN’s strategies and actions are also discussed here. The fourth chapter 
explains the warming situation in Taiwan and its position to the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s. The fifth chapter explores the contents of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ct Draft and its different versio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legislation. Chapter six evaluates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ct Draft and anticipates the possible 
difficulties after the law passes.  Chapter seven concludes the main 
points of the previous chapters and provides reflec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Keywords: Global Warming, Greenhouse Effect,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ct D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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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與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法制化之研究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美國前副總統高爾與由重量級科學家和政府官員所組成的「跨政府氣候變遷

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1，因其致力於傳播與

增加有關人為氣候變遷的知識予世人，以及積極推動減緩全球暖化之措施，共同

獲得 2007 年諾貝爾和平獎。由高爾所領銜製作的紀錄片「不願面對的真相」（An 

Unconvenient Truth）中出現令人震驚的數值及畫面，片中南極、北極、格陵蘭的

冰山，正以大規模的速度消融，更是令人格外怵目驚心（張沛元，2007：A1 版）。

在諾貝爾獎的加持下，使得國際間重視全球暖化之聲浪也隨之升高，「該如何減緩

暖化的速度與程度？」儼然成了全民皆應有的常識並且必須視為切身的危機來看

待。IPCC（2007）肯定近來發生的全球暖化，有 90%的機會是由人為活動造成，

並警告未來氣溫升高將會造成嚴重衝擊報告中更提到全球暖化「可能引起大規模

遷徙，導致對地球資源更激烈的爭奪，對於最脆弱的國家將造成特別沈重負擔，

國與國之間，以及國家內部爆發衝突，甚至戰爭風險可能愈來愈高」2，全球暖化

目前已成為國際社會迫切面對的環境議題。 

地球的大氣層形成之後就有了氣候，在 46 億年的歷史當中，氣候受到許多因

素的影響，即使沒有人為的影響，仍然自成一個體系，在不同氣候狀態（如濕熱、

乾冷、寧靜、風暴）間來回擺盪，不斷變遷（許晃雄，2001：867）。在未受到人

為干擾的情況下，大自然自有其一定的韻律，但如今人類對地球資源的濫用與開

採，汽機車工業及燃煤發電排放的廢氣導致二氧化碳、氧化亞氮、甲烷、氟氯碳

                                                 
1 「跨政府氣候變遷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是在 1988 年由聯

合國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WMO）及聯合國環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合作成立，專責研究由人類活動所造成的氣候變遷。IPCC 本身並

不進行研究工作，也不會對氣候或其相關現象進行監察，其主要工作是發表與執行《聯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有關的專題報

告，關於 IPCC 在第二章第二節有詳細介紹。 
2  資料來源：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2007（IPCC 第四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氣候變遷 2007》），http://www.ipcc.ch/（2008.8.22） 



全球暖化與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法制化之研究 

 2

化物等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es,GHGs）3大量排放，已超過大自然的負荷，對

大自然的影響不再只是侷限於地表，而是擴張至大氣，並藉由大氣的運動影響布

及全球，導致氣溫不斷攀升，為人類的生存環境帶來重重的危機。 

暖化的源頭要從 18 世紀的工業革命開始追溯，當時為求工業發展，人類開始

大量開採煤、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燃料，使能源快速消耗，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

度急速增加，（國家科學委員會自然處大氣科學審議小組，2007：14），加上其他

溫室氣體快速的成長，使得全球平均氣溫異常攀升，改變原有的水資源分配，某

些雨量充足的地區變得更加潮濕甚至釀成水災，而原本已經少雨的地帶，乾旱情

形卻日益加劇；也就是說，全球的氣候將因為暖化而變得更加極端。除此之外，

地球的增溫，將造成海平面的上升，淹沒沿海低窪地區，會使全球 50%-70%的人

口其生存空間將受到威脅（李河清、羅永青，2004：5），地球增溫還會增加疫病

傳染的機率以及動植物種的急劇變化。暖化已為人類帶來威脅，且是一股無法抵

擋的趨勢，若再置之不理，不僅危及人類未來的生存空間，還會打亂生物的成長，

甚至導致物種的滅絕。因此世界各國無不想盡辦法欲透過國際公約的規範以及制

定國內的政策來降低這些溫室氣體的排放量，緩和迅速上升的地球氣溫。 

地球上每一個人都應刻不容緩地加入減緩地球暖化的行列，以求能給下一代

在我們記憶中曾經美好的生活環境，然而暖化非一夕造成，自然也無法在短期內

做出改進措施就能收到立竿見影的成效。IPCC 的報告指出，如果世人要對抗全球

暖化，必須從大至航空，小至傳統燈泡的各種碳排放污染皆受到控制，而這必須

付出更高的成本，但這麼做，卻可以讓各層面都發揮有效減緩氣候衝擊的潛力。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聯合國於 1992 年通過《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對人為溫室氣體

（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es）排放做出全球性防制協議；而 1997 年通過的

《京都議訂書》（Kyoto Protocol）中則希望藉由已開發國家的率先減量，減少全

球暖化的危機，議定書已於 2005 年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當中明文規範 38 個工業

國家及歐洲聯盟，應在 2008-2012 年間將溫室氣體排放量降至 1990 年排放水準平

均再減 5.2％。目前雖然《京都議定書》中所訂之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目標僅針對有

                                                 
3 溫室氣體主要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氯氟碳化合物（CFCs）
及臭氧（O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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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並批准的工業化國家，但在 2012 年之「後京都時期」（Post-Kyoto）4，我國與

其他新興工業國家，可能將成為第二階段受規範之對象，未來可能影響國家能源

結構與產業競爭力，衝擊總體經濟發展。由於我國因政治因素，無法簽署《聯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都議定書》，但身為地球村之一員當然不能置身事外，

應當自我約束，全力按照公約與《京都議定書》的精神及目標設定我國的努力目

標，積極展開因應全球暖化之計畫與行動，參與國際減緩氣候變遷相關活動。 

外國制度實為我國可以參考學習的對象，但如何落實並以最適合台灣的方式

來進行溫室氣體減量工作亦是一項挑戰，此一背景引發研究者欲瞭解國內對於暖

化工作所做的各項因應措施，並將焦點集中在將來對執行防止全球暖化措施具有

強制力的《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上，由於該法尚未三讀通過，故本論文之內

容將以研究《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立法過程與內涵為主軸，並參考國外有關

環保、能源與產業之政策，探討我國因應全球暖化與溫室氣體減量的措施與方向，

作為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立法之參考。 

 

貳、研究目的 

人類為了求生存以及求更好的生存環境，不斷向大自然爭取生存空間，成為

影響環境變遷的因素之一，因此人口越多、居住越久的地方，受到的影響也越大。

1980 年代以來，全球平均氣溫迅速上升，不尋常的天氣與氣候現象頻頻發生頻率，

更使得氣候變遷突然成為世人矚目的議題，根據 IPCC 的評估報告來看，全球對控

制溫室氣體減量體制的產生是迫切且勢在必行的。 

溫室氣體減量是全球一致的趨勢，而且也是各國必須共同承擔的責任，針對

溫室氣體的減量，我國政府已先後舉辦「全國能源會議」、「國家永續發展會議」

以及「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等會議，邀請專家學者與各方政策利害關係人進

行討論與協商。自《京都議定書》2005 年 2 月生效以來，此股國際熱潮也促使我

國對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的立法逐漸達成共識，行政院於 2006 年 9 月 20 日審查通

過《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並送請立法院審議，立法院於 2007 年 5 月 7 日一讀

通過，法案內容詳明溫室氣體管制與減量之目標，明定 2025 到 2030 年，我國必

                                                 
4 京都議定書生效之後，進入所謂的「後京都時期」，不僅已通過附件一之國家必須對其承諾的減

量額度採取具體行動，也可能開始檢討包括中國、印度等非附件一之開阿中國家的減量責任，當然

也會觸及我國這個國際上「經濟大國、政治小國」的責任問題（張菀倫，2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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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回到 2005 年的排放量5。根據立法院屆期法案不延續原則，行政院於 2008 年 2

月 4 日重新送審行政院版《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在審議過程中可以看到眾人對

於問題認定、應採取策略以及目標時程等相關事項仍具有諸多爭執且意見不一，

導致草案至今尚未三讀通過。 

《溫室氣體減量法》的通過將促使國內推動溫室氣體減量工作不再止於道德

勸說，而是於法有據。依據此法案，不僅可明定政府各部門的權責，未來各縣市

政府也應配合溫室氣體減量之推動；產業界除了必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外，也會

有明確的排放配額限制。但民間環保團體與政府機關之間因對於長期目標之看法

產生歧異以及欲採取何種減緩暖化的應變措施與政策一直無法達成共識，導致與

國人切身相關的法律遲至時日仍擱置待審，進展緩慢。如何才能夠做到顧及溫室

氣體減量又不會危害到企業的經營，甚至於國家總體經濟的發展，其實有賴政府

部門、企業以及民間團體的共同合作。各國的做法，大多先設定目標，雖然方法

及執行成效仍待評估，但越早開始就可以儘早進行溫室氣體的減量工作，即使是

少量也都有正面貢獻。文中除了探討全球暖化問題及台灣的處境外，也對各項版

本的《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內涵與法制化之發展進行研究，及對執行困境與

因應之道提出說明與建議。 

 

 

 

 

 

 

 

 

 

 

 

 

 

                                                 
5  資料來源：台灣招商網， http://investintaiwan.nat.gov.tw/zh-tw/news/200610/2006101801.html
（200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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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壹、研究方法 

全球氣候變遷將對地表造成嚴重的影響，不只是地表的氣候型態改變，某些

動植物可能因此而滅種，甚至危及某些地區人類的生存，因此不可不加以重視。

本論文先對何謂全球暖化及其可能造成的影響加以概述，接下來將《聯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和《京都議定書》之內涵做通盤了解，同時蒐集各國因應全球暖

化之對策，再將這些資料與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內容相做比較，提出

改進與建議。本論文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主要以下列方式進行： 

一、歷史研究法（historical research） 

歷史研究法是研究過去所發生的事件或活動的一種方法，係指以系統且嚴謹

的程序蒐集與客觀的評析過去發生之相關事件事件的資料，以分析事件的因果關

係與未來發展趨勢，進而解釋現況與預測未來的一種歷程。本研究欲歸納與分析

以往有關全球暖化的研究文獻以及《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京都議定書》

與各國因應政策，作為本研究的基礎。除了官方資料之外，研究者也蒐集了相關

的國內外期刊論文、報紙與雜誌報導進行分析與探究。 

 

二、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 

文獻分析法就是透過引用原始文件、各種學術論文、官方資料及新聞資料中

來找出事情的真相，或印證對某事務的主觀看法的一種研究方法。文獻分析的目

的有以下兩點，第一是將歷年來對此問題做過探討的有關文章，作一個精要的論

述，第二是對這些文獻的缺點加以批判，以利讀者能了解研究者所作之研究（王

玉民，1994：247）。 

 

三、文件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 

文件分析法是指透過相關文件的蒐集與分析，包括組織的會議記錄、公文、

信件、照片、影片及各種紀錄等，從中獲得結論的一種研究方法。 

 

本論文藉由文獻及文件資料之翻譯整理分析，歸納整理全球暖化的成因及歷

年來國際上因應全球暖化之對策，另外亦透過國外官方政府網站資料、聯合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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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和氣候變化相關之網站資料，了解國外進行溫室氣體減量政策與各國立法比較

並查詢《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在立法院的法規修審進度，以各項蒐集資料據以

檢視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訂定內容是否完備，進而提出建議與檢討。 

 

貳、研究流程 

本文先從了解全球暖化之成因與影響進行探究，並分析《聯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與《京都議定書》之內涵及其共同著眼點，說明《京都議定書》當中的

溫室氣體減量目標與減量機制。選擇此二國際性公約是因為《聯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是第一個和氣候變遷直接相關並具國際法效力的全球性條約，而 1997 年

通過、2005 年生效，至 2008 年才開始實施的《京都議定書》則是具有法律約束力

的國際性公約。研究者欲從兩者之規範與減量目標為著眼點，向下了解各國對《京

都議定書》的因應對策，了解現今世界主要工業國家在溫室氣體減量上努力與進

程，同時也探究《京都議定書》對台灣的影響與衝擊，進而深入探討我國《溫室

氣體減量草案》的內容規範與施行的困境。 

本論文共分為七章，第一章說明研究動機、目的、範圍、架構、方法及文獻

探討，第二章整理歸納全球暖化的相關概念與國際法規範之內容，由全球暖化的

成因開始介紹，包括對溫室效應如何生成、溫室氣體的特性以及全球暖化的影響

與危機，做一完整論述，之後說明 IPCC 的沿革與四次報告內容以及《聯合國氣候

變遷綱要公約》及《京都議定書》之內涵。第三章則整理美國、歐盟、日本、澳

洲等工業先進國家因應全球暖化的相關策略與措施。第四章說明台灣的暖化現象

及因應國際法規範之歷程與立場；第五章探討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制定

之歷程與內涵；第六章則探討《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的版本比較、內容檢討及

預期法案通過可能面臨之困境；第七章則為《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做出建議與

檢討。 

綜上所述，本論文以一個完整層級之體系，整理出全球的、區域的、最後深

入到國內因應溫室氣體減量的策略，試圖以符合國際潮流的觀點對我國《溫室氣

體減量法草案》做出適合國情的建議與檢討。論文流程如下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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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研究目標

了解全球暖化的影響與危機 

分析因應全球暖化的國際法規範之內涵 

比較各國溫室氣體減量法律規範及減量政策 

歸納台灣因應國際法規範的歷程與策略 

《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立法過程與內容檢討 

預期《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可能困境 

提出建議與檢討 

圖 1-1 論文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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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分析與名詞釋義 

壹、文獻分析 

有關全球暖化議題，在《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制定後便陸陸續續有學

者進行相關的研究。而 1997 年通過的《京都議定書》與近年來國際上日異高漲的

溫室氣體減量趨勢，使得學者對此議題更加重視。台灣並非《聯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締約國，且非《京都議定書》第一階段的管制對象，目前並無立即、直

接的減量壓力，不過依照《京都議定書》之立約精神以及國際上對環境保護的趨

勢，預料下一階段將會把溫室氣體高排放量的「新興工業國家」列為管制對象，

台灣是以外貿為主的國家，屆時若無法順應國際潮流，勢必受到國際上的貿易制

裁與牽動。由此現實面考量，如今要制定並施行減量政策已是刻不容緩的工作。

隨著 2005 年《京都議定書》生效後，國內研究氣候變遷的相關論文及研究更是逐

年增多，以下將本論文進行文獻分析之研究作分類整理。 

一、與各國減量相關之研究 

其中有宋燕輝（2002），〈美國與京都議定書：小布希政府氣候變遷政策急

轉彎？〉以及羅時芳（2006），〈美國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之立場與策略〉，皆為探

討美國不批准《京都議定書》的立場與原因，並說明美國面對氣候變遷的因應策

略；王文娟（2006），〈日本產業界的溫室氣體排放減量對策〉，說明日本產業界

在面對減量工作上的對策及因應策略；王京明（2006），〈澳洲溫室氣體排放及

其減量政策措施〉，舉例說明澳洲的減量立場與態度，以及立法因應全球暖化的

法源依據；林俊旭（2006），〈歐盟國家溫室氣體減量成效－檢討與展望〉，探討

歐盟對於近年來減量工作的成效與檢討；詹岡瑋（2008），《歐洲聯盟與美國落

實防治氣候變遷政策之比較探討》，該論文以文獻分析法來了解歐盟與美國在防

治氣候變遷與降低溫室氣體排放量的政策，並比較歐盟與美國在減緩全球暖化與

防治氣候變遷的政策上有何異同。 

 

二、與溫室氣體減量模式相關之研究 

其中王仁忠（2005），《溫室氣體減量模式的國際比較與分析》，該篇論文

將全世界 44 種國際減量模式加以敘述，提供國人廣泛性了解；並透過德國 Höhne

（2003）等人對減量模式所提出的環境、政治、經濟、技術等 4 項準則，進行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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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模式的定性分析，篩選出 11 種較適合我國情發展的減量模式，其中包括「碳

交易市場」、「安全閥與買方責任」、「三層級政策」等模式，可提供作為政策

性參考。 

 

三、與溫室氣體排放量推估相關之研究 

其中有呂昌祺（2004）的《地方政府之溫室氣體排放量推估及管制策略分析

-以臺北縣市為例》，此研究旨在推估地方政府溫室效應氣體各部門的排放量，

並依照其排放特徵給予各排放部門最佳管制建議措施，執行推估法依照 IPCC 所

提供的標準方法，且以臺北市為例，推估 1990 至 2002 年四個排放部門及一個吸

收部門的排放量及吸收量，並針對臺北市各部門排放量與排放比例、臺北市與全

國排放量、臺北市與國際都市排放量做比較分析的工作。 

而陳昱安（2005），《我國溫室氣體排放趨勢與因應策略分析》，該篇研究

則針對跨國間排放量變化情形進行比較分析，探討我國溫室氣體排放問題嚴重與

否，亦從各方面探討我國溫室氣體排放之原因，以分析影響我國溫室氣體排放之

關鍵；陳君祺（2006），《台灣耗能性產業因應京都議定書之溫室氣體減量預估》，

該論文提出調整產業結構、提高能源使用效率、建立完善之溫室氣體盤查制度等

概念性目標，試就能源使用情形、二氧化碳排放量、貿易出口情形等，量化至

2020 年前之二氧化碳逐年減量參考估計值，探討逐年最佳減量值及減量與否之

影響性。 

 

四、與溫室氣體減量政策與法制相關之研究 

其中包括林榮仁（2004），《從「互賴理論的『敏感性與脆弱性』」的概念

探討我國溫室氣體的減量政策》，該論文嘗試透過解釋西方經濟現象的「互賴理

論」，來分析在《京都議定書》的體制下，如何以「互賴理論的『敏感性與脆弱

性』」的概念來探討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政策，以解釋我國在《京都議定書》生效

後，所面臨的衝擊及政策調整；陳奕廷（2005），《自能源政策中之公平與效率

論我國應有之溫室氣體管制架構》，本篇論文以溫室氣體減量管制為背景，彙整

其他國家所採行之能源政策及溫室氣體管制措施，探討我國應建議採行之溫室氣

體管制方向。 

尚有宋書帆（2006），《論我國應有之溫室氣體減量法制》，該論文針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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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管制溫室氣體國家，透過對於政策背景之研究，比較多國減量法制，呈現其

所採取之法律層面規範基礎，作為我國審議減量法案之參考依據；曾禹傑

（2007），《溫室氣體減量策略對台灣產業部門衝擊之評估－多目標決策方法之

應用》，該研究透過結合產業關聯分析與多目標規劃理論所建構出來的 3E 多目

標資源整合規劃模型，針對溫室氣體總量管制、能源稅、電價合理化及碳稅等 5

項議題設計 7 組情境分別進行模擬，評估出未來二氧化碳減量壓力之下的優化產

業結構。 

 

上述關於溫室氣體減量的碩博士論文整理，可發現關於我國溫室氣體減量的

研究多為以針對《京都議定書》生效後，溫室氣體減量對我國之衝擊；或是援引

國際上不同減量模式及策略的分析研究，探討各國法制及各自對我國的影響，以

找出最符合我國國情的減量策略；而這些研究除了大都以整體國家層次的思維為

中心，大部分的著眼點都放在我國經濟、企業或耗能性產業的因應之道，但較少

研究探究應如何結合政府與社會之關係共同擔任溫室氣體減量的任務。 

研究者認為國內推動溫室氣體減量必須具有法源依據，以法律來強制要求，

才能徹底落實溫室氣體的減量工作。為因應《京都議定書》生效，宣示我國願意

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環保署研擬《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但草案自

2006 年 9 月 26 日函送立院至今尚未三讀通過，而 2008 年由行政院再度提出的《溫

室氣體減量法草案》與一年前提進立院的內容並無太大差別，本文將試圖關注《溫

室氣體減量法草案》立法過程與內容建制，做各版本的比較分析，了解《溫室氣

體減量法草案》的發展歷程，並參造國際減量模式之經驗，以最適合國情與需要

之方式進行建議與檢討，以期在減量過程中，不致對我國總體經濟、企業的經營

以及人民的生活造成衝擊。 

 

貳、名詞釋義 

1998 年賓州州立大學，研究古氣候的學者門邁可（Michael Mann）在「自然」

（Nature）週刊上發表研究結果，宣稱 1990-2000 年是 1000 年來最熱的 11 年，而

1998 年是 1000 年來最熱的一年；2006 年 6 月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US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也發出了一份正式報告，表明近 20 年來的氣候是過去 400 年來

最熱的（魏國彥，2007：5）。國際上也開始著手訂立國際性公約及法規如《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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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和《京都議定書》來延緩全球暖化的速度，並抑制造成溫

室氣體的排放，然而到底何謂「溫室效應」？造成溫室效應的「溫室氣體」又是

哪些？以下針對國內外學者及學術機構之研究對溫室效應及溫室氣體定義做一完

整解釋說明。 

 

一、「溫室效應」一詞的歷史溯源 

歷史上關於「溫室效應」（Greenhouse Effect)或全球暖化的相關研究，最早

出現在 1827 年法國數學家傅里葉（Jean-Baptiste Fourier）所發表的一篇探討地球

溫度的文章，他認為大氣就像玻璃瓶，可以讓太陽光透入，但地面反射的光卻會

被擋住，將陽光的熱困在當中，無法散出地球，而使環境加溫產生「溫室效應」

（劉雅章，2007：15）。 

1903 年諾貝爾化學獎得主瑞典學者阿赫尼斯（Svante Arrhenius）在 1896 年

預測，人類燃燒含碳的化石燃料將提高大氣中二氧化碳濃度，繼而導致全球溫度

上升，印證了二氧化碳是造成溫室效應的主要來源（邱育慈，2006：36）。他首

先提出二氧化碳會造成溫室效應的理論，指出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濃度升高時，

整個地球的氣候也會變得暖和。到了 1958 年，英國科學家卡隆得（Callendar）

首次提出人類大量使用化石燃料造成大氣中二氧化碳濃度緩慢上升現象（宮文

祥，2004：2），同一年美國科學家基林（Charles Keeling）在夏威夷對二氧化碳

濃度進行觀測及連續紀錄，而該紀錄亦顯示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度確實有逐年增

加的現象（呂鴻光，2003：1）。直至 1961 年，Tyndall 發覺空氣並不是一個化

合物，而是氧、氮、二氧化碳等氣體所組成的混合物（侯山林，1991：28-29），

科學家將這一系列造成溫室效應的氣體稱之為「溫室氣體」。 

 

二、溫室氣體的定義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1 條中對溫室氣體指出相關的定義：「溫

室氣體」是指大氣中那些吸收和重新放出紅外輻射的自然的和人為的氣態成分；

而根據《京都議定書》附件 A 所列管的溫室氣體則包括：二氧化碳（Carbon 

Dioxide,CO2）、甲烷（Methane,CH4）、氧化亞氮（Nitrous oxide,N2O）、氫氟碳

化物（Hydrofluorocarbons,HFCs）、全氟化碳（Perfluorocarbons,PFCs）和六氟化

硫（sulphur hexafluoride,SF6）等 6 種氣體。其中以二氧化碳為「溫室效應」的



全球暖化與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法制化之研究 

 12

主要成因，其貢獻度高達 66%（賴文遠，2004：33）。魏國彥、許晃雄（1997）

提到這些溫室氣體一旦進入大氣中，以人類的能力而言，幾乎是無法回收，只有

靠大氣自然的過程才能讓它們消失，二氧化碳在大氣當中的生命週期較長，所以

地表平均溫度上升有一半是因為二氧化碳而造成的6。 

 

三、學者對「溫室效應」的看法 

各家學者對「溫室效應」的說法大同小異，以下整理出國內外學者的見解： 

（一）、IPCC 2001 年的氣候評估報告7中提到：自從工業革命之後，由於大量

的使用化石燃料，因而產生許多二氧化碳等氣體，使得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度

不斷提高，達到了數百年來的高峰，地球表面的溫度也快速的上升，也就是所

謂的「溫室效應」； 

（二）、Mark Leggett（2006）提出人類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將改變地球

的氣候，而氣候變遷將會影響人類健康； 

（三）、林廷輝（2004a：294）指出，「溫室效應」是指地球大氣層上的一種

物理特性，地球表面能量來自太陽之輻射，地面和大氣層在整體上吸收屬於短

波輻射的太陽輻射後，以長波輻射方式釋出，一部分為對流層水氣（H2O）及

二氧化碳（CO2）吸收，一部分在平流層為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氟

氯碳化物（CFCs）等所謂的溫室氣體所吸收，其餘則逸入太空； 

（四）、賴文遠（2004：33）認為溫室氣體如同栽種蔬果溫室的玻璃罩一般，

將地球維持一定的溫度，使太陽能透過，卻阻止地面熱量散失，使地球表面溫

度升高，這種作用就好像使地球如同處在一個溫室之中，因此稱做「溫室效應」； 

（五）、林朝宗（2007：24-25）提到，在地球的大氣層中，含有包括二氧化碳

（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氟氯碳化物（CFCs）及水蒸汽

等大氣氣體等，而大部分的大氣氣體並不會吸收熱輻射，只有少部分的二氧化

碳、甲烷和水蒸汽等會妨礙熱輻射回到太空，所以稱為「溫室氣體」，因為有

了這些溫室氣體，使得地球得以緩和地表的日夜溫差，並創造出一個適合生物

                                                 
6  資 料 來 源 ： 魏 國 彥 、 許 晃 雄 編 著 ，〈 全 球 環 境 變 遷 導 論 〉，

http://gis.geo.ncu.edu.tw/gis/globalc/index.htm（2008.8.15） 
7 資料來源：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Third Assessment Report:Climate Change 
2001:The Scientific Basis（IPCC 第三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氣候變遷 2001：科學基礎》）， 
http://www.ipcc.ch/（200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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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環境。 

（六）、許志義（1996：92）認為，所謂的「溫室效應」是指大氣中增加了過

量的溫室氣體，使地球覆蓋在一層玻璃罩（溫室） 之下，導致全球氣溫逐漸

升高的現象。 

 

綜上所述，本論文中的「溫室效應」所指的是地球大氣層中的一種保溫機制，

地球表面能量主要來自於太陽之輻射，在地球大氣層中產生所謂的溫室氣體，這

些氣體可讓短波輻射光源通過並吸收長波輻射，如同栽種蔬果溫室的玻璃罩一

般，將地球維持一定的溫度，使太陽能透過，卻阻止地面熱量散失，使地球表面

溫度升高，這種作用就好像使地球如同處在一個溫室之中，因此稱做「溫室效應」。

溫室氣體保存地球表面溫度，對地球整體而言必須釋放出等量的能量以維持平

衡，否則就會產生逐漸變暖或是變冷的情況產生。溫室效應原本應不可缺乏，是

地球物種生存必要的自然現象，但過量的溫室氣體使得愈來愈多的熱能無法反射

回太空，導致地球溫度節節升高，就會出現全球暖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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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論文之研究主題為全球暖化與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法制化之研究，對於時間

及空間上的範圍選擇如下所述： 

一、時間範圍 

國際上對於溫室氣體的防治皆以 IPCC 歷年的專家研究報告為指標，並以報

告的內容與建議作為國際法規的制定標準，IPCC 平均每 6 年提出一份氣候變遷

評估報告，至 2008 年底已提出 4 份評估報告，本論文在全球暖化相關資料的蒐

集從 1988 年 IPCC 成立之起始年開始至最近一次評估報告 2007 年8之公佈為止；

而在《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的修訂進度上，資料則蒐集至 2009 年 1 月底為止。 

 

二、空間範圍 

空間範圍部分本文欲從美國、歐盟、日本及澳洲等先進工業國之減量政策與

立法規範之比較分析，作為對照台灣現況與訂定《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的參考。 

 

貳、研究限制 

本論文的研究限制有二，原因如下所述： 

一、本論文欲以國際法規範及各國因應全球暖化策略之比較分析作為尚未三讀通

過的草案作為立法參考，文中企圖以 IPCC 所提出的四次評估報告，解釋全球暖

化的形成原因與現象，然而有許多學者提出全球暖化非單純只因人類行為而起，

背後仍有許多複雜的原因牽涉其中，有人提出「蓋亞假說」（Gaia hypothesis）9，

                                                 
8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於 2007 年 2 月 7 日公布第四次氣候變遷評估

報告：《氣候變遷 2007》（Fourth Assessment Report，簡稱 AR4），報告由 100 多個國家的 2500 多名

科學家依據對大氣層、海洋、冰川、冰蓋等因素累積 6 年研究，第一工作小組（WG 1）指出，氣

候變遷小組堅信，人類活動導致氣候變暖證據的正確性至少達到 90%，遠高於該小組 2001 年發表

前次評估第三次報告（Third Assessment Report，簡稱 TAR）時的信心水準 66%。資料來源：環境

資訊中心 http://e-info.org.tw/node/28469（2008.8.17） 
9 蓋亞假說主要是由英國化學家洛夫洛克（James Lovelock）與美國波士頓大學微生物學家馬古利

斯（Lynn Margulis）所合作提倡，這個假說是認為地球的生物圈能夠自我調整。過去普遍的認知是

生命是被動地適應環境，而這個假說顛覆了傳統觀點，認為生命還主動地改造環境。「蓋亞假說」

認爲地球是一個由生物負饋自動調節的控制系統，地球自身是一個活的整體，活的部分就是地球表

層。生物整體不僅適應環境，同時也改造了環境，使環境條件穩定和最優化，有利於自身生存。儘

管這一假說引起了爭議，限於時空尺度還無法證明，但它却提供了理解地球表層物質之間特別是生

物和環境之間複雜聯係的一種思維方式，對地球表層系統的研究是有啓發性的。（丁賢法、韓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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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地球有一種自我調整的行星機制，可以維持氣候的穩定，更有學者認為地球

暖化對人類是有利的（游維倫，2003：72）；由此可知，對於全球暖化的原因及

影響，各家學者可是眾說紛紜，因氣候變遷問題具有高度複雜性，科學上仍存在

著相當大的不確定性，如台大教授黃榮村（1994：3）提到： 

「若因科學上的不確定性，而不馬上著手減緩人為排放，這涉及風險管理中

的價值判斷問題。技術上的不確定性與政治決定之間的折衝，純粹是價值判

斷上的考量。縱使不會發生，人類社會也因辯論並建立能源使用的哲學。重

要的是，全球氣候變遷是一種警訊，不管有多不確定，更重要的是利用它來

讓我們思考應如何做危機管理。」 

 

以人類目前的知識並無法對此作十分完善的釐清，但相同的是學者們皆不約

而同的大聲疾呼人類必須正視全球暖化這個問題。或許 IPCC 的評估報告並不能

完全正確的解釋暖化的原因，但這已是人類最可靠的資料來源，如國內學者許晃

雄（2007：50）所提出； 

「氣候變遷推估結果用於洲到全球尺度的現象較為可靠，對大氣與海洋溫

度的增加以及海面的上升，也較為可信。但是雨量與極端天氣推估值得部

榷定性明顯大了許多，因為不同模式得到的結果經常南轅北轍，IPCC 的

氣候學家用了人類有史以來最好的氣候模式、最佳的模擬策略、最好的電

腦、以及最新的氣候變遷知識，進行最龐大的計算，得到一系列的推估結

果，預告了高風險的暖化未來。雖然不完美，但我們並沒有更好、更可靠

的結果可以參考。」 

 

而 Dale Jamieson（1993:313-329）在”Ethics,Public Policy,and Global Warming”

一文中也舉出全球暖化的問題具有不確定性、全球性及多樣性，文中提到雖然科

學家對暖化成因的看法不一致，但 Jamieson 認為這些看法並非種類不同，只是

重視層面的差別，而人們之所以會對全球暖化議題有興趣是因為減緩暖化或對其

影響做出回應，會牽涉到鉅大的經濟成本與重新分配，並使生活方式徹底修正。 

IPCC 在 AR4 中多次提到人類活動的影響「非常可能」（very likely）就是當

前全球暖化之主因，比 2001 年 TAR 的「可能」（likely）更為肯定人為因素所造

                                                                                                                                               
200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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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影響10。因此在本論文中也認同 IPCC 的評估報告所言將「人類活動」視為

是最可能引起全球暖化的原因，以此為前提進行本篇論文的探究。 

 

二、Peter Danielson（1993）把博弈論11中的「囚徒困境」理論12運用到全球暖化

的問題，他認為為了減緩暖化而提出的二氧化碳減量行為，其實是一種兩難的情

況，人們會為了避免讓自己遭遇到最壞的情形而選擇燃燒較多的二氧化碳，為了

避免這樣的迷思出現，導致雙方都得到最壞的局面，也就是說，人們必須建立如

契約般的機制才可能使大家都獲利。對於溫室氣體減量排放必須是全民皆有的共

識，如果有一方以自利的觀點出發，只顧發展經濟，最終將導致大家都不願約束

自己共謀全人類的福利。而如何達到此一共識，則須透過具有公權力的法條或公

約來強制執行才可能達成（Peter Danielson,1993:329-343）。 

無獨有偶的，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13的支持者認為要解決環境問題

                                                 
10 量化氣候的不確定性是 IPCC TAR 及 AR4 的特色，根據發生機率大小，IPCC AR4 將部確定性較

TAR 增加極端可能一級而分成八種等級：幾乎確定（發生機率> 99%）、極端可能（發生機率> 95%）、

非常可能（發生機率> 90%）、可能（發生機率> 66%）、比較可能（發生機率> 50%）、不可能（發

生機率> 33%）、非常不可能（發生機率> 10%）、極端不可能（發生機率<5%）。信心度（對於事件

評價確信結果的正確程度）分成高（十次中有八次）及非常高（十次中有九次）信心。資料來源： 
http://www.ipcc.ch/（2008.8.30） 
11 博弈論（Game Theory），有時也稱爲對策論，或者賽局理論，應用數學的一個分支，目前在生

物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心理學、歷史學、國際關係、電腦學、軍事戰略和其他很多學科

都有廣泛的應用。博弈論主要研究各相關行為主體的決策行為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假定條件下，

理性的行為主體如何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等問題。John Nash 因研究非合作博弈論

（Non-competitive Game Theory）獲得 1994 年的諾貝爾經濟學獎。 
12「囚犯的兩難處境」是指博弈論裡的二人博弈。假設警察局抓住了兩個合伙犯罪的嫌疑犯，分別

被關在兩個不能互通信息的獨立牢房裡進行審訊，但獲得的証據並不十分確切，對於兩者的量刑就

可能取決於兩者對於犯罪事實的供認。警察局將這兩名嫌疑犯分別關押以防他們串供。兩名囚徒明

白，若兩人皆保持沉默不招供，則由於證據不足，兩人皆只輕判 1 年，但只要其中一人供出同黨，

他自己會獲得釋放，但另一被出賣的囚犯就被判 10 年﹔若兩人都招供的話，則會各被判 5 年。對

於兩個囚徒總體而言，他們設想的最好的策略可能是都保持沉默不招供。結果大家都只被判 1 年，

這就是雙贏的局面，但由於兩人被隔離無法串通，任何一個囚徒在選擇不招供的策略時，都要冒很

大的風險，一旦自己不招供而另一囚徒招供了，自己就將可能被判 10 年，但若因為同伴保持沉默

而自己招供的話，就可獲得釋放，這要比保持沉默要坐 1 年牢好。因此兩人會選擇坦白，而原本對

雙方都有利的策略（保持沈默）和結局（判 1 年刑期）就不會出現。囚徒的兩難困境現象在現實生

活中比比皆是，因每個人從自我利益最大化出發，最終卻損害了大家的利益，反映了個體理性行為

與集體理性行為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13 西元 1970 年，國際社會科學聯合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於東京召開會議，會中發

表「東京宣言」，指出環境的重要性，並要求全球共同解決此一世界性問題，繼而於西元 1972 年，

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第一次人類環境會議，發表「人類環境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環境權」遂自此成為當代思潮的主流（中國人權協會理事長柴松林於 1999 年對環

境主義的專題演講）。資料來源：http://www.ier.org.tw/phpBB2/viewtopic.php?p=1894&（2008.8.19）。
英國學者歐萊爾登（T O’Riordan）認為：「環境主義是國家行為方式，或一組政策，環境主義已不

再僅定義為保護生態系統或保存資源的期望，這些只是深層價值中的表象而已，環境主義的中心思

想是宣揚人類行為的哲理」（T O’Riordan,1981:9）；都柏森（Andrew Dobson）也指出：「環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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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依賴目前的國家間組成的機制架構，透過國際合作解決問題，以目前既存的

國際社會、政治、經濟架構為基礎來擬定共同策略，才能解決人類共同面臨的問

題。環境主義的支持者相信經濟增長及消費模式是可以與環境保護互相配合，現

時的問題只源於行政管理上的錯誤和科學技術上的不足，因此環境主義亦倡議政

府應制定有關的社會政策去達致環境保護的目標，例如採用稅務政策、支持有利

環境保護的工業和產品，以及懲罰破壞環境的經濟活動。然而生態主義

（Ecologism）14的支持者則批評環境主義，認為墨守既有的國際架構，以改革的

方式，並不能有效解決環境問題，因為並非每個國家均有此理想性，在各國短視

近利的功利主義思想下，解決環境問題將成為遙遠的夢想。生態主義者認為真正

能解決此問題的層次應該發生在社區（community）此一層次，而非透過國際或

是國家的層次，這些社區規模依各地不同的特色而有不同的解決方法，因地制宜

才能收到效果。 

國際關係理論哲學家約瑟夫奈依（Joseph S. Nye）認為全球環境的威脅是跨

國性的問題，並非僅能依據一個國家的力量來解決，政策制定者必須透過合作的

方式，方能獲得適度的解決（Dave Toke,2000:75-91），而環境主義者接受現存

的政治社會及國家的架構，期許能提出有效的方案來解決目前面臨到的問題，即

使環境主義遭到生態主義許多批評，其所主張的國際合作雖然成效可能有限但仍

是目前解決環境問題的主流模式（林廷輝，2004b：121）。 

本論文採取「環境主義」的論點，認為必須透過政策與法律的約束，建立新

的價值觀與信念，將我們日常生活的一言一行都與全球暖化高度相關連，把自己

融身於萬物之中，必須共同行動才能產生改變。 

 

    綜上所述，本論文的研究限制有二，分別如下所列： 

（一）本論文將「人類活動」視為全球暖化之主因來進行探究，而「非人類活動」，

如地球生物或大氣現象之影響，及其他認為全球暖化有利於人類的論點，則不在

本文的討論之內； 

                                                                                                                                               
是提出處理環境問題之途徑，確保在基本信念不會有變動下來解決問題」（Andrew Dobson,2000:2）。 
14 生態主義支持者認為發展是一切環境問題的來源，而世界並非僅是人類的世界，而是包含著人

類與其他生物的世界，由於人類破壞大自然的結果，倘若要靠人類來解決這些問題，便存在利益與

道德之間的拉扯，因此生態主義認為若以環境主義來看待世界，便會陷入無法真正解決環境遭受破

壞的問題（林廷輝，2004a：28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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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論文採取「環境主義」的想法，認為國家的概念是重要的，任何的環保

政策，均要整合在一個國家的總體架構下才能實施，以現存的政治社會及國家的

架構下，期許我國能制定有效的法律及政策來解決目前面臨到的問題，以符合國

際潮流使暖化情形趨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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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地球的輻射收支（Earth's Energy Budget） 
（資料來源：香港天文台，http://www.hko.gov.hk/wxinfo/climat/greenhs/c_grnhse.htm（2008.9.19））

第二章 全球暖化議題與相關規範 

第一節 全球暖化之相關概念 

壹、全球暖化與溫室效應 

地球表面與大氣之間進行著各種形式的運動過程，而推動這些過程的能量泉

源，便是「太陽能」。太陽能以輻射的方式向外釋放熱能，當太陽輻射抵達地球後，

令地球受熱，提供光與熱，也是所有生物生命的起源。太陽表面的溫度約 6,000°C，

但地球表面的溫度只約 15°C，雖然兩者溫差很大，但如太陽一樣，地球也會釋放

輻射，太陽輻射的主要波長範圍大約是 0.2μm15-4μm 的範圍，而地面輻射的主要

波長範圍則是在 4μm-100μm 之間。因此氣象學上習慣把太陽輻射稱為短波輻射

（shortwave radiation），而把地面及大氣的輻射稱為長波輻射（longwave radiation）。 

    到達地球表面的太陽短波輻射約有 2/3 的能量被地表吸收，並經由大氣和海洋

環流重新分佈，而剩下的 1/3 的太陽能量在到達地球後，又被反射至太空16，這出

入能量之間的平衡被稱為「地球的輻射收支」（Earth's Energy Budget）。正如圖 2-1

所示，太陽入射的短波輻射總輻射量為 240 瓦/每平方公尺，而太陽和地球輻射的釋放量

應該要均等，其中約 1/3（103 瓦/每平方公尺）的太陽輻射會被反射，餘下的則會被地球

表面所吸收。 

 
 

 

 

而大氣層的某些氣體和雲團吸收幅射後會再次釋放出來，使地面增溫，高出

                                                 
15 1μm （1 微米）= 10-6公尺。 
16 同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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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33℃，因而地球的溫度得以從酷寒的-18.5℃，升高到舒爽的+15℃。這些氣體使

得地表及對流層溫度升高、保持在一定範圍之內，使地球的氣溫能夠維持在適合

生物生存的溫度。這種對地球具有保溫效果，因類似農業上所應用的溫室暖化作

用，所以被稱之為「溫室效應」，達成溫室效應的氣體也被稱之為「溫室氣體」

（圖 2-2）。 

 

圖 2-2 溫室效應示意圖 
（資料來源：香港天文台，http://www.hko.gov.hk/contentc.htm（2008.9.7）） 

 

溫室效應是地球上的一種自然現象，對地球整體而言必須釋放出等量的能量

以維持平衡，讓地球環境處於一種適溫狀況，以維持地表上生命所需，否則就會

產生逐漸變暖或是變冷的情況產生；也就是說溫室效應原本對於地球的生態體系

不可或缺，但溫室效應若持續增強，大氣不斷的接收輻射而不發散的話，無法達

到應有的平衡，地球的溫度勢必將無止盡的增高，就會使全球溫度節節上升，造

成全球暖化的現象。 

    而溫室效應為何會持續增強，IPCC 的評估報告指出原因很可能是由於人類工

業活動造成溫室氣體排放過多而造成；科學界也認為過去 50 年可觀察的氣候改變

是由人類活動所導致17；科學家更是一致性地提出人類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將

改變地球的氣候，以及氣候變遷將會影響人類健康等論點。 

圖 2-3 顯示 90 萬年以來的大氣溫度變化並非恆常的處於一個固定的狀態，而

是呈現上下擺盪的，因此有人認為近年來的氣溫暖化其實是自然現象，不必太過

緊張，但 IPCC 做了精確的科學模擬發現在未受其他因數的幹擾下，溫度應該是下

降的，只有在加入考慮人為和自然的溫室效應條件下，溫度的推估值才會接近實

測值。因此 IPCC 從這個模擬中得知，近代的溫度變化絕非只是自然界的循環，因

為人類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才是一項最為重要的因素（蔡沛俊，2005：19-20）。 

                                                 
17 資料來源：台灣因應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資訊網，http://www.tri.org.tw/unfccc/（200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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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90 萬年前至今溫度變化 
（資料來源：蔡沛俊，2005：19） 

 

再從 IPCC 提供的數據資料來看，全球平均表面氣溫在 20 世紀上升了 0.6℃，

而過去 50 年的暖化趨勢，每 10 年上升 0.13℃，是過去 100 年的兩倍。圖 2-4 為

1850 年以來全球平均表面氣溫相對於 1961-1990 年平均值的變化，可以看出近年

來氣溫比 1961-1990 的平均值要高，且越靠近現在，氣溫增加越多。 

圖 2-4 1850 年以來全球平均表面氣溫變化圖 
＊平滑曲線代表十年際的平均值，圓點代表每年數值。陰影部份為不確定間距。 
（ 資 料 來 源 ： 香 港 天 文 台

http://www.hko.gov.hk/climate_change/global_warming_c.htm#sea_level_rise
（2008.9.2）） 
 
    再從海平面的變化圖來看（圖 2-5），IPCC 預測在 1990 至 2100 年間海平面將

升高 0.09 至 0.88 公尺，主要原因包括水的熱膨脹和來自冰川以及極地的冰層的質

量損失。即使保守估計若 2100 年海平面僅上升 48 公分，仍然會造成世界 1/3 的土

地區淹沒，而這些被淹沒的土地大部分是人口聚集、經濟設施密集的海岸地區及

富饒的三角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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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全球海平面的變化趨勢圖 

＊測潮器（藍色）及衛星（紅色）數據顯示的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變化。變化是

相對於 1961-1990 年的平均值。平滑曲線代表十年際平均數值，圓點代表每年數

值。陰影部份為不確定間距。 
（ 資 料 來 源 ： 香 港 天 文 台 ，

http://www.hko.gov.hk/climate_change/global_warming_c.htm#sea_level_rise
（2008.9.2）） 
 

經由以上數據資料，再加上 2007 年 IPCC 第四次氣候評估報告所提出的結論：

『20 世紀中期以來的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極有可能」是基於人為的溫室氣體濃度

增加所導致。』都可證實因人類活動所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增加，將使全球溫度

上升，因此減少人為的溫室氣體排放已成為刻不容緩的環保工作。 

 

貳、各項人為溫室氣體與溫度變化的關係 

    之前已談論過溫室氣體對地球有舉足輕重的保溫作用，但過多的溫室氣體卻

導致地球溫度節節上升，造成全球暖化的現象，從 IPCC 的報告中我們得知人類經

濟活動排放過多溫室氣體，是引起全球氣候變化的主因。工業革命之前人類的碳

排放量對於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度並不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所以當時全球並不

會對溫室氣體的排放展開限制；但自工業革命以來，人口增加及工業化經濟加快

速科技發展迅速，全球對於資源的需求開始明顯加大，人類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程

度也越來越高，如：大量使用石化燃料、濫伐森林、使用含氯氟碳化物及各式各

樣的農工活動等，排放了過量的溫室氣體，造成地球能量不平衡，逐步破壞了全

球氣候的平衡造成了溫室效應，使地球的氣候開始出現明顯的變化，而這種情況

將持續的惡化，因為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提升，溫室氣體的排放量將有可能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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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增加（莊貴陽，2007：31），因此抑制人為溫室氣體的排放已成為大多數國

家從事各種經濟活動都將面臨的課題。 

    1980 年代以前，大致只有歐洲、美國、日本等少數工業化先進國家在製造二

氧化碳；80 年代後期包括亞洲四小龍等新興工業國加入二氧化碳製造行列；從 90

年代以後，包括中國大陸、印度、中南半島甚至非洲國家全都積極發展工業，幾

乎全世界都加入二氧化碳生產行列18。然而溫室氣體生命週期相當長，過去生產與

累積的排放量會持續存在大氣中，因此未來 50 年地球還會持續暖化。台大全球變

遷中心主任柳中明教授曾經形容，地球溫室效應惡化的速度「好像一列失速下衝

的火車」，很難去煞住它。 

    溫室氣體佔大氣的比例不高，不足 1%，每一種溫室氣體濃度的增減來自於某

些物理或化學過程的變化，不過人類的活動可直接影響進而改變它們。如從 18 世

紀後葉至 1994 年，二氧化碳含量增加了 30%，這些增加量主要是來自燃燒化石燃

料、水泥製造及土地的開發利用19。大氣層中主要的溫室氣體，其特性及對氣候的

影響程度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幾種主要溫室氣體的特性 

溫室氣體 增加濃度的來源 減少濃度的原因 對氣候的影響 

二氧化碳 
（CO2） 

1.燃料
2.改變土地的使用 （砍
伐森林） 

1.被海洋吸收 
2.植物的光合作用 

吸收紅外線輻射，影響大氣平流
層中 O3的濃度 

甲烷 
（CH4） 

1.生物體的燃燒 
2.腸道發酵作用 
種植水稻 

1.和 OH 起化學作用 
2.被土壤內的微生物吸
取 

吸收紅外線輻射，影響對流層中
O3及 OH 的濃度，影響平流層中
O3 和 H2O 的濃度， 產生二氧化
碳

氧化亞氮 
（N2O） 

1.生物體的燃燒 
2.燃料 
3.化肥

被土壤吸取在大氣平流
層中被光線分解與及和
O 起化學作用

吸收紅外線輻射，影響大氣平流
層中 O3的濃度 

一氧化碳 
（CO） 

1.植物排放 
2.人工排放 
（交通運輸和工業） 

1.被土壤吸取 
2.和 OH 起化學作用 

影響平流層中 O3和 OH 的循環，
產生二氧化碳 

氯氟碳化物
（CFCs） 工業生產 

在對流層中不易被分
解，但在平流層中會被光
線分解和跟 O 產生化學
作用

吸收紅外線輻射，影響平流層中
O3的濃度 

二氧化硫 
（SO2） 

1.火山活動 
2.煤及生物體的燃燒 

乾和濕沉降
與 OH 產生化學作用

形成懸浮粒子而散射太陽輻射 

臭氧 
（O3） 光線令 O2產生光化作用

與 NOx，ClOx 及 HOx
等化合物的催化反應。

吸收紫外光及紅外線輻射 

（資料來源：香港天文台，http://www.weather.gov.hk/cis/climchange/grnhse_c.htm
（2008.8.31）） 

                                                 
18 資料來源：聯合新聞網，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ART_ID=45355 

（2008/9/19） 
19 同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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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指出受人類活動影響，全球大氣二氧化碳、甲烷及氧化亞氮的濃度自

1750 年起急劇上升，現在的濃度已大幅超越工業革命前數千年經冰蕊推算的濃度

水準。圖 2-6 為二氧化碳、甲烷及氧化亞氮在過去 1000 年來的大氣濃度，圖中顯

示出溫度變化和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甲烷及氧化亞氮的濃度變化有高度相關性，

更提供我們可以證實因為人為活動所排放的溫室氣體濃度上升將會導致氣溫上升

的證據。 

 

 

 

 

 

 

 

 

 

 

 

圖 2-6 最近 1000 年全球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亞氮排放量增加的趨勢 

＊右軸為對應的輻射驅動力（Radiative Forcing，RF）20 
（資料來源：許晃雄，2001：869） 

 

1997 年通過的《京都議定書》管制了 6 項溫室氣體，其中包括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六氟

化硫（SF6） 等 6 種，除了二氧化碳之外，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等溫室

氣體皆因人口的增加、經濟活動日趨活絡，而迅速增加。然而這些溫室氣體一旦

進入大氣，幾乎無法回收，只有靠自然的過程讓它們逐漸消失，它們在大氣中影

響是長久的且是全球性的。以二氧化碳來講，從地球任何一角落排放至大氣的二

氧化碳分子，可以在大氣中存在約 100 年之久，不僅如此，還能遨遊世界各地。

也就是說，即使人類立刻停止所有的人造溫室氣體的排放，從工業革命之後，累

                                                 
20 輻射驅動力是一個定量比較人類和自然作用力對氣候變遷影響的概念，經常被用作於一個氣候

變遷的指標，評估和比較人為和自然的氣候影響量，其定義為對流層頂的淨輻射通量的改變量。IPCC 

在 2007 年提出的第四次評估報告中估算出所有人為污染物所造成的總 RF 為+1.6wm-2，並指出自

1750 年起，人類活動極有可能（extremely like；信賴程度≧95%）造成氣候暖化。 

氧化亞氮 

甲烷

二氧化碳

輻
射
驅
動
力 

大
氣
濃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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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下來的溫室氣體仍將繼續發揮它們的溫室效應，影響地球的氣候，以下說明各

項管制之溫室氣體的濃度變化。 

一、二氧化碳(CO2)的濃度變化 

    1958 年，英國科學家卡隆得（Callendar）首次提出人類大量使用石化燃料造

成大氣中二氧化碳濃度緩慢上升現象；同年，美國海洋暨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為了取得更為確實的證據，開始

在夏威夷的冒納羅亞山（Mauna Loa）觀象台針對大氣層二氧化碳濃度作仔細量

度及長期性的精密觀測。圖 2-7 顯示二氧化碳在大氣層中的每年平均濃度由 1958

年的 315ppmv21升至 1997 年的 363ppmv。 

 
圖 2-7 大氣層二氧化碳的每月平均混合比 

＊（—）表示每月平均值的長期趨勢 
（資料來源：香港天文台 http://www.hko.gov.hk/contentc.htm（2008.9.7）） 
 

    2005 年的二氧化碳濃度更已達 379ppmv，遠遠超過了過去 65 萬年來自然因

素引起的變化範圍（180-300ppmv）。全球每年排放至少 224 億公噸的二氧化碳

進入大氣，而森林、海洋所能吸收的二氧化碳量約 35%，所以至少有 45%（約

100 億公噸）的二氧化碳持續累積在大氣中。國際能源總署在「2000 年世界能源

展望摘要版」（World Energy Outlook 2000-Highlights）中對未來的二氧化碳排放

趨勢預測方面估計，如果全球未對二氧化碳減量採取有效行動，預估全世界在

2020 年以前每年二氧化碳排放量成長率會達到 2.1%，而其中 70%的成長將來自

開發中國家22。 

 

                                                 
21 ppmv 是指百萬分之一體積。 
22 資料來源：國際能源總署，http://www.iea.org/textbase/nppdf/free/2000/weo2000.pdf（200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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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烷(CH4)的濃度變化 

    大氣中目前大約一半以上的甲烷排放來自於人為活動所排放（大部分為生產

人類食物），農業的發展、家畜腸內及糞便發酵以及燃燒生質能（Biomass）、

畜牧業規模增加、開發煤礦及天然氣，都會增加甲烷的產生。全球甲烷的濃度從

工業革命前的 715ppbv23增加到了 20 世紀 90 年代的 1732ppbv，2005 年更達到了

1774ppbv，增加了 150%。2005 年甲烷濃度遠遠超過了過去 65 萬年來自然因素

引起的變化範圍（320-790ppbv）。但其濃度增長率在 20 世紀 90 年代早期開始

降低（見圖 2-8）。 

 

 
圖 2-8 甲烷濃度變化 

＊藍點表示量度數據，紅線和綠線分別表示甲烷混合比短期和長期的變化。 
（資料來源：香港天文台，http://www.weather.gov.hk/cis/climchange/grnhse_c.htm
（2008.9.2）） 
 
三、氧化亞氮（N2O）的濃度變化： 

    人為產生之氧化亞氮每年約有 570 萬噸，約佔全部氧化亞氮排放的 40%。人

為排放源中有 2/3 是農業所產生，林地的開發也會造成顯著的氧化亞氮排放，其

他排放源尚包括含氮酸類的生產、含氮燃料的燃燒以及各種工業等（蔡沛俊，

2005：17）。 

    氧化亞氮自 1750 年來增加了 17%，而且持續以每年 0.25%左右成長率增加

當中，增加的主要原因一般認為是因人類使用化學肥料、化學工業中的部分工業

製程和燃燒化石燃料所造成（行政院環保署，2000a：10-14；IPCC，2001：7；

                                                 
23 1 ppm （parts per million）=10-6，是指百萬分之一的濃度；1 ppb （parts per billion）

=10-9，則是指十億分之一的濃度；1 ppt （parts per trillion）=10-12，是指兆分之一的濃度；1 

ppbv 是指十億份之一體積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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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宏政，1995：42-66）。目前大氣中氧化亞氮濃度（314ppbv）較 1750 年（270ppbv）

增加了約 16%，且目前是濃度是最高的時期（圖 2-9）。 

 
圖 2-9 氧化亞氮濃度變化 

（資料來源：香港天文台，http://www.hko.gov.hk/wxinfo/climat/greenhs/c_grnhse.htm
（2008.9.30）） 
 

四、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六氟化硫（SF6）等

的濃度變化 

    「氫氟碳化物」（包括 HFC-23、HFC-134a、HFC-152a）是蒙特婁公約24之後

「氟氯碳化物」（Chlorofluorocarbons,CFCs）的代替品，用於冷凍設備，原本大

氣中是不存在的，現在大氣中現存的氫氟碳化物均是由人類製造然後排放到大氣

中。氫氟碳化物近年來在大氣中被測量到的濃度正在上升（圖 2-10）。其中 HFC-23 

是生產 HCFC-22（冷氣冷煤）的副產品，生命週期長達 260 年，從 1978 至 1995

年，大氣中濃度已經由 3ppt 成長至 10ppt，還在持續成長當中。HFC-134a 是用

在汽車空調中的一種冷媒，生命週期約 13.8 年，從 90 年代初期大氣中幾乎不存

在，目前仍以指數成長的速度增加。HFC-152a 生命週期較短，約只有 1.4 年，

目前大氣濃度維持在 1ppt 左右（蔡沛俊，2005：17）。 

                                                 
24 蒙特婁公約又稱作蒙特婁議定書，全名為「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the Ozone Layer）」，是聯合國為了避免工業產品中的氟氯

碳化物對地球臭氧層繼續造成惡化及損害，承續 1985 年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的大原則，於 1987

年 9 月 16 日邀請所屬 26 個會員國在加拿大蒙特婁所簽署的環境保護公約。蒙特婁公約中對

CFC-11、CFC-12、CFC-113、CFC-114、CFC-115 等五項氟氯碳化物及三項海龍的生產做了嚴格的管

制規定，並規定各國有共同努力保護臭氧層的義務，凡是對臭氧層有不良影響的活動，各國均應採

取適當防治措施，影響的層面涉及電子光學清洗劑、冷氣機、發泡劑、噴霧劑、滅火器…等。議定

書中雖然規定將氟氯碳化物的生產凍結在 1986 年的規模，並要求已開發國家在 1988 年減少 50%的

製 造 ， 同 時 自 1994 年 起 禁 止 海 龍 的 生 產 。 資 料 來 源 ： 維 基 百 科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7%89%B9%E5%88%A9%E5%B0%94%E8%AE%AE%E5%AE%9A%E

4%B9%A6（200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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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氟化碳（尤其是 CF4 和 C2F6）多用於半導體製程和生鋁製造業；而六氟化

硫是大型變電設施的絕緣體，只有在電器製造商設備維修時會逸散到大氣中，兩

者皆為人為的工業產物，雖然這些化合物它們目前的排放量相對較小，但其濃度

增加速率卻相當的明顯，其中 CF4 每年以 1.3%成長，C2F6 每年以 3.2%成長，SF6

每年則是以 7%成長（上圖 2-11）。它們的大氣壽命皆非常長，高達 1000 年以上，

且對紅外輻射有很強的吸收，對未來氣候的影響可能很大（蔡沛俊，2005：

18-19）。 

 

小結 

    各項溫室氣體中，二氧化碳雖然留存期相較於其他溫室氣體為短，且其溫室

效應也非最強25（表 2-2），但與二氧化碳相比，甲烷、氧化亞氮、氟氯碳化物的溫

室效應更高。如以在大氣中 20 年的時間為例，一個甲烷分子的溫室效應是一個二

氧化碳分子的 62 倍，氧化亞氮為 275 倍，氟氯碳化物甚至可高達 9400 倍，不過

由於二氧化碳含量遠大於其他氣體含量，約佔 66%，因此二氧化碳所造成的溫室

效應仍是最大的，所以世界各國在進行溫室氣體減量工作時均將二氧化碳的減量

                                                 
25 對於各項溫室氣體對溫室效應的貢獻程度各有不同，在 IPCC 的報告中以平均輻射力（mean 

radiative forcings）來表示，其單位為 Wm-2，定義為氣候系統內部變化，如二氧化碳濃度或太

陽輻射的變化等引起的對流層頂垂直方向上的淨輻射變化數值，其值越高代表其對溫室效應貢獻越

多。二氧化碳（CO2）為 1.46Wm-2，甲烷（CH4）為 0.48Wm-2，氧化亞氮（N2O）為 0.15Wm-2，HFC-23 

為 0.002Wm-2，CF4 為 0.003Wm-2，SF6 為 0.002Wm-2。 

圖 2-10 氫氟碳化物的濃度變化

（資料來源：蔡沛俊，2005：17）
圖 2-11 六氟化硫的濃度變化 
（資料來源：蔡沛俊，2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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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成首要任務。 

表 2-2 溫室氣體留存期及相對於二氧化碳的全球變暖潛能26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GWP） 

溫室氣體 留存期 （年）
全球變暖潛能（GWP） 

20 年 100 年 500 年 
二氧化碳 
（CO2） 5-200 1 1 1 

甲烷 （CH4） 12 62 23 7 
氧化亞氮 
（N2O） 114 275 296 156 

氟氯碳化合物

（CFCs） 0.3-260 40-9400 12-12000 4-10000 

全氟化碳

（PFCs） 2600-50000 3900-8000 5700-11900 8900-18000 

六氟化硫（SF6） 3200 15100 22200 32400 
（資料來源：香港天文台，http://www.hko.gov.hk/wxinfo/climat/greenhs/c_grnhse.htm
（2008.9.30）） 
 

參、全球暖化的危機與影響 

溫室氣體的影響長遠而且是全球性的，以往遺留下來的人為溫室氣體在多年

後仍舊繼續發揮其溫室效應，暖化地球。美國國家海洋學數據中心 Sydney Levitus

肯定的認為，人為因素對現今地球氣候系統造成深遠的影響（楊靖民，2001：15）。

也許有人會覺得溫度上升幾度不算什麼，某些北方國家甚至覺得氣溫上升對他們

更有好處，因為可以省下每年冬天因為要修復冰雪所受損管路的經費，及對農業

發展有益（Quirin Schiermeier & Bryon MacWilliams,2004:12-13），但這些助益遠不

及暖化給全人類所帶來的災難。以下針對在四次評估報告及各項學術文章中提到

全球平均氣溫提高將帶來的影響作一整理與分析： 

一、海平面上升，南北極冰山融化 

    如果氣候變暖，極地的冰層將會融化，造成全球海平面水位上升。IPCC 預

測在 1990 至 2100 年間海平面將升高 0.09 至 0.88 公尺，主要原因包括水的熱膨

脹和來自冰川以及極地的冰層的質量損失。即使保守估計若 2100 年海平面僅上

升 48 公分，仍然會造成世界 1/3 的土地區淹沒，而這些被淹沒的土地大部分是

                                                 
26 全球變暖潛能（GWP）指排放 1Kg 該種溫室氣體相對於 1Kg 二氧化碳所產生的溫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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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聚集、經濟設施密集的海岸地區及富饒的三角洲地區。IPCC SAR27 為 2100

年估計目前每年將約有 4800 萬人受到風暴潮引起的洪水威脅，在未來採取相應

措施且不考慮人口增長因素的情況下，50 公分的海平面上升可使上述人數達到

9200 萬人，1 公尺的海平面上升將使這個數字達到 1 億 1800 萬人，而實際上海

平面在 2100 年以後的幾個世紀仍會繼續上升。 

 

二、生態系統失衡，沙漠化現象擴大 

全球暖化將使北半球冬季將縮短，並更冷更濕，而夏季則變長、變得更乾

更熱：不正常暴雨及乾旱現象，將衝擊水土資源環境衛生及人類社會的能源、運

輸及工業，危及人類生命健康；而生物多樣性驟減，會對全球生物的生存產生巨

大威脅，衝擊農林漁牧、社經活動及全球生存環境等。 

 

三、供水失衡 

全球暖化會造成某些地區的降水量減少，尤其是所謂的貧水國家，例如，

中亞、南部非洲、地中海近鄰國家等，使這些地區的原本就脆弱的生態整個瓦解，

而生物為了生存將會遷徙至適合生存的地方否則就是滅亡。根據 Schneider 等人

於 1990 年的研究指出，暖化將會造成全球降水量增加 7 至 15%，而區域性降水

量則可能減少也可能增加，大致在-20 至 20%之間（John T. Hayes,1991:31-38）。

而暖化導致的水溫升高影響更大，不僅會造成水質變壞，改變了水體中的生物化

學過程，更嚴重的是水的增溫會降低水中溶氧的濃度。Syukuro Manabe 和 Ronald 

J. Stouffery（1993:215-218）的研究即指出： 

「CO2 增加 2 倍後，全球地表溫度上升 3.5℃，海平面上升 1 公尺以上；增

加 4 倍時，溫度上升 7℃，海平面上升 1.8 公尺以上。當 CO2 增加 2 倍時，

海洋在熱輸送上的功能雖會減弱但仍可恢復；若增加 4 倍時，則海洋可能

永遠無法恢復，不再負擔及吸收大量熱量之功能，而無法減輕全球升溫帶

來的後果。」 

 

四、森林位置的改變 

                                                 
27 IPCC 第二次評估報告《氣候變遷 1995》（Second Assessment Report:Climate Change 1995,簡

稱 IPCC 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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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將改變許多森林的位置，在溫帶及近北極地區的森林將往高海拔或

高緯度的地方遷徙，而原來的林地則變為草生地或灌木叢。IPCC 指出：下個世

紀緯度氣候區將北移 550 公里，某些樹種將會因為遷移不及而導致滅亡，森林的

滅亡將會使儲存於植物的碳被釋放至大氣中，更加劇的溫室效應。而溫室效應導

致的氣候乾燥，也可能引起森林或草原大火，使得巨量二氧化碳釋放至大氣中。 

 

五、生物多樣性減少與糧食減產 

氣候改變造成大規模森林死亡後，大量無法遷移的植物及動物因為無法適應

或棲地消失而滅亡，將會引起許多地方生物多樣性減少。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侯山林（1991：31）曾指出氣溫上升將帶來的變化與災難： 

「若氣溫上升 3℃，氣候帶隨之移動，速度達到一年數十公里，亞寒帶林

在全球森林所佔比例可能會從 23%降至 1%，溫帶林比例會自 21%增至

25%，亞熱帶林將會從 16%減少至 14%，熱帶林會由 25%增加至 40%，原

來佔 15%的寒帶林可能會完全消失。如果溫室效應氣體變成兩倍時，3%的

凍土帶（tundra）會變為零，沙漠會從 21%擴大至 24%，草原則從 18%擴

增至 29%。」 

    IPCC 也表示氣溫上升和世界食物需求量增加的速度是食物供給能力所跟不

上的，地球暖化將導致稻米產量下滑的現象遍及各地，若任其惡化，將導致全球

食物供需失衡。作物產量減少，將造成嚴重的飢荒，並產生經濟與社會的混亂。

侯山林（1991：31-32）則提到暖化現象對農業的可能影響： 

「二氧化碳濃度的上升會引起地球的溫暖化、氣候帶的移動及氣象的變

化，進而對農作物的生長造成影響。以美國國內的預測，廣大平原地帶降

水量減少 10%而氣溫上升 2℃時，玉蜀黍會減收 24%，小麥減收 9%；若降

水量減少 20%而氣溫上升 1℃時，玉蜀黍減收 14%，小麥也會減收 6%。但

對稻作來說，降水量減少 10%和氣溫上升 1℃時，增收 2%，上升 2℃時，

則增收 5%。雖對整體的利弊尚未加以分析，但會引起收穫量的變化則很明

顯。」 

    全球主要作物產量將因氣候變暖而降低 10-70%，約 10-50%的耕地將消失，

尤其以許多貧窮國家更為嚴重。對農作物來說，氣溫與降雨量的變化會延遲部分

地區的耕作期。Sally Kane、John Reilly 和 Rhonda Bucklin （1989:3）在一份以



全球暖化與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法制化之研究 

 32

美國環境保護署（U.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EPA）及聯合國環境規劃署

等研究基礎的報告中也指出，當大氣中溫室氣體濃度達到工業前的 2 倍時，美國

和歐體的作物生產量將減少 20%，加拿大將減少 18%，但北歐及澳大利亞作物的

生產量將增加 15%，前蘇聯共和國將增加 10%，日本增加 4%。 

    國際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IRRI）在菲律賓所作的

研究顯示，地球暖化現象可能重創全球的稻米產量。研究人員將馬尼拉近郊國際

水稻研究所的試驗稻田 12年來的收成量和當地 25年來的氣溫變化數據比對之後

發現，地表每上升 1℃，稻作收成量就銳減 10％，由於稻米是地球 1/2 以上人口

的主食，這樣的趨勢尤讓人擔憂，地球暖化可能讓多年來提高稻米產量、維持供

需平衡的努力化為烏有28。 

 

六、威脅人類健康 

IPCC 報告指出，全球暖化將會帶來更多的熱浪，將造成與熱疾病相關的死

亡人數增加 2-3 倍；赤道及溫帶區，溫暖潮濕的氣候易產生瘧疾、腦炎、黃熱病

等由昆蟲散佈之疾病；大氣暖化使得冬季空氣污染期增加，夏季灰塵、花粉及煙

霧的機會增加，因而影響呼吸系統；夏季氣溫偏高的頻率與時間增加，會使中暑

的發生率及死亡率增加，高齡者及居住於都市的人，中暑的危險性也相對性的變

高。2003 年，法國受到熱浪侵襲，從 6 月底到 8 月總共造成法國一萬多人中暑

死亡，特別是以老人居多（曹國維，2003：A14 版）；冬季氣溫將上升 3-5℃，會

使這些傳染病菌的蚊子繼續活動。而因為海水暖化，具破壞性的颶風、颱風、龍

捲風、暴風雨、暴風雪等發生的機率及強度也會增加。這些自然災難能夠直接造

成人員傷亡，也可透過損毀住所、人口遷移、水源汙染、糧食減產等因素間接影

響健康，更增加傳染病的發病率。 

 

七、造成經濟損失 

數十年來的異常氣候，在 1990 年代造成世界經濟約 400 億美元以上的損失，

與 1950 年代相較之下高出 10 倍之多，而開發中國家就佔全部的 1/4，自然災害

也使得保險業的負擔增加，從 1985-1999 年間保險費用提高了 3 倍之多。暖化造

                                                 
28 資料來源：http://www.lmcf.org.tw/green/6index-33.htm（200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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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洪水和龍捲風的影響，預測移居到新土地居住的人數將會大量增加，在 2050

年時孟加拉的難民人數將會有 2500 萬人左右，埃及的河口三角洲地區約 1000 萬

人，中國約有 7000 萬至 1 億人以上，全世界總共大約有 2 億人口的環境難民。

IPCC 指出據估計，在目前的保護系統下，烏拉圭會因此損失 0.05%的土地，埃

及損失 1%，荷蘭損失 6%，孟加拉損失 17.5%，馬紹爾群島的瑪蛛羅環礁損失

80%。一些小島嶼國家和其他國家因現在的海上和沿海防禦系統不是很紮實，將

遇到更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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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IPCC 之評估報告內容 

壹、IPCC 的沿革與組成 

「跨政府氣候變遷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

是由「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與「世界氣象組織」（WMO）於 1988 年共

同成立，平均每 6 年提出一份氣候變遷評估報告（李堅明，2008a：31），為的就

是要以國際會議的形式，以共同研議方案期以解決全球暖化所帶來的災難（Susan J. 

Buck,1998:117-118）。IPCC 對所有 WMO 及 UNEP 的會員國開放，其本身並不進

行研究工作，也不偵測有關氣候的資訊或其相關現象進行監察，主要是政府內或

外的環境研究者和研究組織，評估出版和同僚間審閱科學性、技術及社會經濟的

資訊文章，藉由與政府間的合作傳達資訊給政府，提供國際社會有關氣候變遷的

科學性資訊，發表與執行《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有關的專題報告，這些資

訊在《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簽署及談判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IPCC 秘書處設置於瑞士日內瓦，組織架構包括三個工作團隊和一個特別小

組，茲說明如下：  

一、第一工作團隊 （Working Group I,WGI） 

第一工作團隊負責從科學方面評估環境與氣候變遷。關注的焦點如下所述： 

（一）科學性的理解過去與現在的氣候、氣候的變異性及包括因氣候衝擊的回

授現象； 

（二）模式化的過程、全球與區域氣候計畫及海平面變化； 

（三）過去氣候觀察及趨勢與反常評估以及瞭解目前對氣候變化知識的落差和

不確定性。如：在 IPCC 第三次評估報告中，WGI 將所得資料彙整成《氣候變

遷 2001：科學基礎》（Climate Change 2001:The Scientific Basic）報告。 

 

二、第二工作團隊 （Working Group II,WG II） 

第二工作團隊負責評估氣候變遷對社會經濟和自然環境的影響、氣候變遷正

負面衝擊結果及調適之策略方案。WG II 從科學、技術、環境、經濟及社會層面，

評估氣候變遷對生態系統、社會經濟部門與人類健康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

包括受氣候變遷衝擊的敏感度（sensibility）及適應能力（adaptability），並將議

題分類為區域性部門與跨部門，如：在 IPCC 第三次評估報告中，WG II 將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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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彙整成《氣候變遷：衝擊、調適及脆弱性 2001》（Climate Change 

2001:Impacts,Adaptation,and Vulnerability）。 

 

三、第三工作團隊 （Working Group III,WGIII） 

第三工作團隊負責評估溫室氣體減量和減緩氣候變遷方案。WG III 從科學、

技術、環境、經濟及社會層面，評估氣候變遷的減緩，並透過一個任務編組（跨

領域小組）評估跨領域議題（如公平、貼現率與決策架構），如：在 IPCC 第三

次評估報告中，WG II 所得資料彙整成《氣候變遷 2001：減緩》（Climate Change 

2001:Mitigation）。 

 

四、國家溫室氣體清冊特別小組（Task Force on National Greenhouse 

GasInventions,TFI） 

國家溫室氣體清冊特別小組負責執行國家溫室氣體清冊計畫（IPCC National 

GreenhouseGas Inventories Programme,IPCC-NGGIP），發展為國際認同之估算國

家溫室氣體清冊的方法。IPCC-NGGIP 的技術支援單位（The Technical Support 

Unit）於 1999 年在日本成立全球環境戰略研究所（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Strategies,IGES），接管 IPCC-NGGIP 的工作。 

 

貳、IPCC 的四次評估報告 

一、第ㄧ次評估報告（IPCC First Assessment Report 1990） 

1990 年 IPCC 完成第一次評估報告，在聯合國大會的氣候變化聯合國組織會

議（UNFCCC）中建立國際間咨詢會議，促使聯合國大會作出制定《聯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的決定，公約於 1994 年 3 月生效，並在公約中提出氣候變化課

題的整個政策架構，經由對氣候變化原因的知識與狀況，實施定期評估可能的衝

擊並選擇反應策略。 

 

二、第二次評估報告（IPCC Second Assessment Report:Climate 

Change 1995） 

在 1995 年的氣候變化第二次評估報告中，提出關鍵性的諮詢，並影響了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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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京都議定書》的產生，報告中的評估內容更是作為議定書中減量的科學根據。 

 

三、第三次評估報告（IPCC Third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01） 

從 1995 年開始，IPCC 將焦點集中在新的發現並開始重視區域尺度及非英語

系國家的論文。第三次評估報告收集自 1995 年起各項氣候變遷最新科學發現，

並將研究範圍涵蓋區域性和全球性尺度，報告指出人類溫室氣體排放與全球溫度

變化具有緊密關係，為避免人類與生態系統的傷害，應於 2100 年將全球溫度上

升控制在 2℃以內，這份報告奠立全球本世紀溫室氣體減緩與調適政策規劃基

礎。評估報告的公佈，使得在公約談判中增加了「研究與系統觀測」、「氣候變化

的影響、脆弱性和適應工作所涉及的科學、技術、社會、經濟方面內容」以及「減

緩措施所涉的科學、技術、社會、經濟方面內容」等 3 個新的常設議題，其他主

要發現包括： 

（一）、過去 50 年的暖化經驗是由於人類活動所引起的； 

（二）、1990 年代是這個世紀最溫暖的 10 年； 

（三）、自 18 世紀中葉至今二氧化碳濃度已經提高 31%； 

（四）、從 1990 年至 2100 年預測地球表面溫度將增加 1.4 至 5.8 %，（比 SAR

預測還高）； 

（五）、預測水蒸汽和降雨量將提高；更劇烈的降雨事件可能涵蓋北半球中、

高緯度的許多土地上； 

（六）、預測 1990 年至 2100 年海平面上升 0.09 至 0.88 公尺； 

（七）、預期未來亞洲和非洲農業生產力將降低； 

（八）、一些區域發生水資源短缺；南歐發生嚴重的乾旱； 

（九）、美國東岸面臨更強的暴風雨和沿岸侵蝕； 

（十）、各種如瘧疾的傳染性疾病可能增加； 

（十一）、小島國受到氣候變化影響最嚴重，開發中國家將最難調適氣候變化； 

（十二）、森林和農業對碳固化的貢獻； 

（十三）、控制排放的可行技術、工業和能源部門未來推廣清潔能源的採行步

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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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達成排放減量的成本有效和無悔29政策；為減緩氣候變化應克服的

政治、文化、制度障礙方式。 

 

四、第四次評估報告（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07） 

第四次評估報告不但建立在前三版的研究基礎上，更援引了最近六年來的大

量觀測資料，進行了更複雜的分析及更精進的模擬，並廣泛地探索了尚未確知的

領域，因而提高了評估的信度。相對於前三份報告，此次報告提出比較確定的看

法，在國內外各個層面，舉凡一般大眾、媒體、社會經濟、生態、公共衛生與大

氣科學領域皆引起廣大的回響，第四次評估報告也普遍被視為 2012 年之後國際

溫室氣體減量工作及談判上的科學基礎。其中內容涵蓋了：人類活動及自然變異

對氣候變遷的影響機制；已觀察到的氣候變遷；氣候營力及歸因以及對未來氣候

的預測。 

評估報告中認為人為溫室效應已經造成 20 世紀中葉以來的顯著暖化，並預

估 21 世紀末，全球平均氣溫將上升 1.1°C-6.4°C。報告引用經過同行評估的最新

的科研資料指出，氣候變暖的趨勢正在加快，表現的形式包括極端氣溫天氣的增

多、空氣移動（風）出現新的模式、一些地區乾旱加重、冰川融化、冰蓋萎縮、

全球海平面上升等等。評估報告中的重點尚包括： 

（一）、氣候改變對動物、植物和水有直接的影響； 

（二）、數億非洲人缺水； 

（三）、南亞和中亞穀物收成下跌 30%； 

（四）、一些非洲國家的農業產量減少 50%； 

（五）、高達 30%的動植物瀕臨絕種； 

（六）、冰川覆蓋率減少，造成水源短缺， 

（七）、證實南極與格陵蘭大量融化，造成了海平面的上升； 

（八）、氣候變暖將導致數十億人面臨逐步嚴重的缺糧、缺水和洪水泛濫； 

（九）、貧窮國家的人民在氣候變化過程中將受到最嚴重的打擊，不過發達國

                                                 
29 指一個國家在因應氣候變遷時，衡諸國際互動的步調與本國特有狀況，所採取的適宜策略，該

措施除可減緩溫室效益外，亦存在相關邊際效益。例如：節約能源可為後代子孫保育有限資源；推

廣使用乾淨能源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改善區域性空氣品質；植樹造林可改善地區性微氣象形態、

防止土壤侵蝕、減少季節性水患發生機率等或是多走路、少開車、隨手關燈等節能減碳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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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人民也會受到惡劣影響。  

    IPCC 亦在此報告中提出未來各部門的重要科技發展與政策措施建議，無論

是在能源、運輸、住商或工業任一部門，提升能源效率仍是最優先與重要的因應

策略。 

 

小結 

    IPCC分別於1991年、1995年、2001年以及2007年發佈了四次氣候變遷評估報

告；第一次評估報告的公布促使聯合國大會作出制定《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的決定，公約於1994年3月生效；第二次評估報告為《京都議定書》的形成起了重

要推動作用；第三次評估報告的公佈，在公約談判中增加「研究與系統觀測」、「氣

候變化的影響、脆弱性和適應工作所涉及的科學、技術、社會、經濟方面內容」

以及「減緩措施所涉的科學、技術、社會、經濟方面內容」等三個新的常設議題；

第四次評估報告，在國際社會影起廣大迴響，被視為2012年之後國際溫室氣體減

量工作及談判上的科學基礎。 

    由IPCC四次評估報告內容重點可知，若依現有程度繼續排放溫室氣體，很快

的地球就會面臨比20世紀更嚴重的暖化現象，減量工作即使成效可能無法在短期

之內有立竿見影的效果，且隨著全球氣候繼續變遷，其需花費的調適其成本也將

越來越高，但減排工作刻不容緩一定要立即採取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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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內涵 

壹、《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產生  

    氣候變遷的議題從 19 世紀就開始出現，由於科學證據的不斷增加，各國體認

到這個問題不再是傳統的科學議題，而會影響人類的生存，因此必須由全球合作

共同來解決。聯合國為喚醒人類重視環境，於 1972 年 6 月 5 日至 16 日在瑞典斯

德哥爾摩召開第一屆「人類環境會議」，可謂是最早出現的全球環境治理活動，並

於 6 月 5 日通過了具有歷史重大意義的《人類環境宣言》及保護地球的行動計畫。

宣言中指出，人人都有在良好的環境裡享受自由、平等和適當生活條件的權利，

同時也負有為當代和後代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職責。1980 年代，科學界提出溫室氣

體可能造成全球性暖化以及氣候變化的可能性，因此「聯合國環境規劃署」與「世

界氣象組織」於 1988 年共同成立「跨政府氣候變遷委員會」（IPCC），從事各種有

關氣候變化的研究整合。  

    「聯合國大會」（UN General Assembly）為了回應 IPCC 的建議，在 1990 年決

議設立「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政府間談判委員會」（the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Committee for a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INC/FCCC），並授予它起草有關氣候變化公約條文及任何其認為有必要的

法律工具之權利。隨後，INC 於 1991 年 2 月 4 日至 14 日在華盛頓召開第一次會

議，正式將氣候變化的問題端上聯合國的舞台，到 1992 年 5 月經過 5 次的會議，

超過 150 個國家參與談判，於 1992 年 5 月 9 日在紐約的聯合國總部通過了《聯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公約明定其最終目標是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度穩定在防

止氣候系統受到人為干擾，同時使生態系統能夠自然地適應氣候變化、確保糧食

生產免受威脅30。同年 6 月於巴西里約熱內盧召開約召開「聯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

（U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UNCED），又稱為地球高峰會議

（Earth Summit），將永續發展的精神規劃為具體的行動方案。人類歷史上首次的

地球高峰會共有 155 個國家簽署，公約至 1994 年 3 月 21 日正式生效，成為正式

的國際公法（賴麗瑩，1998：3），至今共有 189 個國家加入。 

 

貳、《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目標 

                                                 
30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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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終極目標是將大氣中人為溫室氣體的濃度穩

定於一個不危及天氣系統的水準，同時讓生態體系得有足夠時間自然的調整適應

氣候變遷；確保糧食的生產不受到威脅，並且促使經濟發展轉變為持續性發展形

態31。 

 

參、《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原則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3 條闡明公約之基本原則，以「共同但差異

責任」作為公約的基本考量，成員所負責任可因能力不同而相異，相當附有彈性32，

並不得以科學證據尚不充分為由延遲因應措施，成員國須共同合作並將因應措施

整合於國家發展計畫中，以「成本有效」（cost effectiveness）、「最低成本」（the lowest 

cost）來防制氣候變遷33，同時追求持續性的經濟成長與發展34。公約中並提出已

開發國家須履行對開發中國家的義務，提供資金與技術給開發中國家，使他們能

夠處理因為氣候變動而造成的不良影響35。 

 

肆、《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規定與規範對象 

基於上述「共同但具差異性的責任」，並考量經濟發展之因素，公約將締約

國家以區分，分別規範其責任： 

一、附件一成員 

包括 OECD24 國36、歐盟（EU）和 11 個經濟轉型國（前蘇聯及東歐）37共

                                                 
31 同上註。 
32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3.1 條 
33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3.3 條 
34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3.4 及 3.5 條 
35 資料來源：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資訊網 http://sd.erl.itri.org.tw/fccc/ （2008.9.17） 
36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是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附件一的

OECD 國家有 24 國，德國、奧地利、比利時、加拿大、丹麥、西班牙美國、法國、希臘、愛爾蘭、

冰島、義大利、盧森堡、挪威、荷蘭、葡萄牙、英國、瑞典、瑞士、土耳其、日本、芬蘭、澳大利

亞及紐西蘭。OECD 之前身為「歐洲經濟合作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簡稱 OEEC），經擴充會員、增強宗旨與功能，OEEC 乃發展成為今天的 OECD。1950

年代末期，由於西歐經濟逐漸復甦，OEEC 之基本目標已告達成，西歐各國認為有必要另設一新機

構，以促進經濟之成長及協助第三世界國家之經濟發展，並擴大合作層面，提升美、加兩國準會員

之地位，使其加入為完全會員。1959 年 12 月，法國、西德、英國、美國等各國代表在巴黎集會，

會後發表公報，提出籌設新組織之議。隨即在 1960 年舉行多次諮商，並設立一籌備委員會負責草

擬設立該新機構之公約。1960 年 12 月 14 日，西歐 18 國與美、加在巴黎簽署公約，正式成立「經

濟合作發展組織」，並在 1961 年 9 月 30 日正式生效成立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原始會員國為：

德國、奧地利、比利時、加拿大、丹麥、西班牙、美國、法國、希臘、愛爾蘭、冰島、義大利、盧

森堡、挪威、荷蘭、葡萄牙、英國、瑞典、瑞士、土耳其等 20 國。隨後日本（1964）、芬蘭（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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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國，在不具強制性與任何懲罰的情況下，附件一國家於 2000 年將二氧化碳等

溫室氣體排放量回歸至各國 1990 年的排放水準，且需於 1994 年 9 月提交第一次

「國家通訊」（National Communication）詳述該國溫室氣體排放之統計、預測、

抑制措施及策略，說明達成目標所採取的行動方案和預期成果。 

 

二、附件二成員 

包括 OECD 的 24 個成員及歐洲聯盟，其責任為提供及協助開發中國家新的

和額外資金與技術以俾因應氣候變遷。 

 

三、非附件一國家成員 

非附件一國家成員對溫室氣體排放減量，並無任何承諾。但基於「共同但

具差異」（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的原則下，承諾盡力採取抑制溫室氣體排

放，並須於 1997 年 3 月提交「國家通訊」陳述本國國情以及溫室氣體統計及擬

採取的防制步驟。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僅提供初步的法律規範架構與原則性的宣示，

對於減量的承諾，並沒有強制的執行力與約束力。原則性的綱要公約經過各國多

次的協商與溝通，終於形成較具體的執行細節，通過具有法律效力與約束力的《京

都議定書》，以實際的方式來規範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明確規範工業國家未來

之溫室氣體減量責任。 

 

伍、《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歷屆締約國大會回顧 

締約國會議（Conference of Parties,COP）為《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高

決策單位，到 2008 年 11 月為止，締約國大會總共召開了 14 次38，以下整理歷次

                                                                                                                                               
澳大利亞（1971）、紐西蘭（1973）、墨西哥（1994）、捷克（1995）及匈牙利（1996）等 7 國相繼

加入，會員國增為 27 個，波蘭及南韓接著分別於 1996 年年底加入，斯洛伐克於 2000 年加入，會

員國共為 30 個。資料來源：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網，http://www.oecd.org（2008.9.20） 
37白俄羅斯、保加利亞、愛沙尼亞、匈牙利、拉脫維亞、立陶宛、波蘭、羅馬尼亞、俄羅斯聯邦、

烏克蘭，共 11 國。後於 1997 年《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當中又加入克羅埃

西亞、斯洛維尼亞、摩納哥、列支敦士登、捷克斯拉夫則分裂為捷克共和國及斯洛伐克共和國，並

將土耳其由名單中刪除。資料來源：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 1992：

Annex I. 
38 第十四次締約國會議預計在 2008 年 12 月在波蘭的波茲南（Poznan）舉行，本論文由於進行研

究時間關係因此並未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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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國會議經過與結論： 

一、《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一次締約國大會（COP1） 

1994 年《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生效之後，於 1995 年 3 月在德國柏林

舉行第一次締約國大會。會中決議在西元 2000 年以後，採取議定書或另一項法

律工具，來強化「附件一國家」的減量承諾。同時，通過「柏林授權」，並設立

「柏林授權小組」（Ad Hoc Group on the BerlinMandate,AGBM）進行規劃。在

COP1之後，同年8月召開的第一次AGBM會議，正式展開「柏林授權程式」（Berlin 

Mandate Process），並定下時間表，將在 1997 年完成議定書之草案，提交第三次

締約國大會決議（賴麗瑩，1998：4）。 

 

二、《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二次締約國大會（COP2）  

1996 年 7 月在瑞士日內瓦舉行 COP2，會中通過「日內瓦宣言」並採納了 IPCC 

第二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作為議定書協商之科學基礎。決議 AGBM 應在第三次

締約國大會中提出了一份據法律約束力檔作為談判之用，也就是後來的《京都議

定書》。 

 

三、《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COP3）  

1997 年 12 月，第三次締約國大會於日本京都舉行，此會議又稱為京都會議。

全體委員會則進行會議中最大的任務─議定書之協商（賴麗瑩，1998：6）。 COP3

最主要的課題是決定已開發國家溫室氣體減量之具體量化目標，詳細載明具體減

量細則，如基準年、減量目標與時間表等，規定工業化國家到 2008 至 2012 年之

間要使其六種溫室氣體之排放總量與 1990 年水準相比平均削減 5.2％。議定書於

2005 年生效，其締約國會議也相繼舉行。 

 

四、《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四次締約國大會（COP4）  

1998 年 11 月在阿根廷布宜諾斯艾利斯舉行 COP4，通過「布宜諾斯艾利斯

行動計畫」（Buenos Aires Plan of Action），要求各國在 COP6 前，針對《京都議

定書》各項條文訂定明確運作規則文件，以利於《京都議定書》能夠在正式生效

後順利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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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五次締約國大會（COP5）  

1999 年 10 月於德國波昂展開 COP5，持續執行「布宜諾斯艾利斯行動計畫」

之工作，預作 COP6 達成重大進展之準備，主要討論議題包括國家通訊之提交、

土地利用變更及森林、公約財物行政、京都機制、履行公約之機制、資金協助及

技術轉移等議題。為促使《京都議定書》早日生效，大會要求各國及附屬機構加

強準備，有效率地協商各議題，以便於 COP6 時能夠達成「布宜諾斯艾利斯行動

計畫」之決議，支援《京都議定書》於里約地球高峰會議十週年前生效（賴麗瑩，

2000：6）。 

 

六、《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六次締約國大會（COP6） 

2000 年 11 月在荷蘭海牙舉行了 COP6，本次會議無具體決議，敦促各國加

強政治協商，會議延至 2001 年 7 月在德國波昂召開 COP6 Part II，並通過「波昂

協議」，對於《京都議定書》中爭議多時的部分，如：氣候變化綱要基金、技術

發展與轉移、公約第 4 條第 8 款與第 9 款（氣候變遷所造成的不利影響及及執行

因應氣候變遷策略所造成之衝擊）、《京都議定書》第 3 條第 14 款相關事項（協

助開發中國家）、京都機制的運作、土地利用及變更、遵約制度等八部分做出明

確界定，為過去四年來最重要進展。 

 

七、《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七次締約國大會（COP7）  

2001 年 11 月 COP7 於摩洛哥瑪拉克什達成「瑪拉克什協定（Marrakesh 

Accords）」，為《京都議定書》最終協議，會議中通過十五項規則檔，完成布

宜諾斯艾利斯行動計畫之工作，對於排放量交易的規定、違反《京都議定書》之

處置、 森林吸收源的認定等有詳細的規定。 

 

八、《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八次締約國大會（COP8）  

COP8 於 2002 年 10 月 23 日在印度新德里（New Delhi）召開，本次大會是

基於 2001 年的 COP6 期望以三年的時間，協商《京都議定書》及瑪拉克什協定

的運行細節，並能夠於 2003 年取得《京都議定書》的生效。歐洲各國與日本期

盼《京都議定書》能夠儘早生效，認為全球性的氣候變動問題，必須全球共同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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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防制，在達成氣候變化綱要公的最終目標後，於 2013 年要開拓出新的道路。

大會並發表「德里宣言（Delhi Declaration ）」重申永續發展與防制氣候變遷之

重要，敦促各國儘速批准京都議定書，同時通過「清潔發展機制」39執行理事會

之運作議事規則。 

 

九、《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九次締約國大會（COP9）  

COP9 於 2003 年年 12 月 1 日至 12 月 12 日在義大利的米蘭舉行。IPCC 在

TAR 中提出有關球暖化的確切證據以及降低溫室氣體排放及氣候變動的影響，認

為世界必須盡快實施「清潔發展機制」並建立一套相關規則，也致使 COP9 強力

支持《京都議定書》生效。會中主要議題也是為未來議定書生效來作準備，包括：

國家通訊、清潔發展機制、政策與措施的「良好作法」、清潔發展機制的造林與

再造林之定義與模式、公約承諾之充分性、資金機制、技術開發與移轉、研究與

系統觀測等相關議題。COP9 在森林相關議題有相當的進展與成果，因此又被稱

為「森林的締約國會議」（forest COP）。而《京都議定書》經過 9 次的締約國會

議後，終於在 2004 年 10 月 21 日俄羅斯簽署議定書之後達到生效門檻，在 2005

年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 

 

十、《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十次締約國大會（COP10） 

俄羅斯簽署《京都議定書》，達到生效所需的 55%，致使 12 月在阿根廷首

都布宜諾斯艾利斯所舉辦的 COP10，開始討論後京都時期減量的相關問題。包

含延續《京都議定書》模式（ Continuing Kyoto ）、 GHG 密集度目標

（intensitytargets）、動態目標（Dynamic targets）、政策與措施減量模式（Coordinated 

policies and measures）、永續發展優先（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rst）等多種不

同減量方式。 

 

十一、《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十一次締約國大會（COP11）

暨《京都議定書》第一屆締約國會議（CMP1）40 

                                                 
39 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為《京都議定書》中的一種減量機制，

在第二章第四節有詳述。 
40 「CMP」的全名為「the first ever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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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11 於 2005 年 11 月在加拿大蒙特婁召開，自 2005 年起 COP11，與《京

都議定書》締約國的第一次會議同時舉行，進而確立雙軌談判之架構。其中 COP11

有 14 項決議，CMP1 有 26 項決議，包括啟動《京都議定書》新一階段溫室氣體

減量談判、五年調適計畫與其他重要決定。會議強調各國政府應以實際行動履行

「公約」決議相關事務，以達到《京都議定書》之承諾目標，並對當前限制排放

的努力方法應加以改善，以提高減量效果，未來應加強氣候保護的創新活動。 

 

十二、《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十二次締約國大會（COP12）

暨《京都議定書》第二次締約國會議（CMP2） 

COP/CMP2 於 2006 年 11 月 6 日在肯亞奈洛比召開，是撒哈拉以南非洲的首

次聯合國氣候高峰會議。本次會議重點為關於未來後京都時期減輕氣候變化行動

的協商，商談各國談判 2012 年之後的承諾，以及安排公約下關於氣候變化過程

之未來會談，著重如何以永續方式促進發展、如何充分實現市場機會的潛力等議

題41。 

 

十三、《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十三次締約國大會（COP13）

暨《京都議定書》第三次締約國會議（CMP3） 

   2007 年 12 月於印尼的峇里島（Bali）努沙度瓦（Nusa Dua）舉行。由於《京

都議定書》第一承諾期將於 2012 年結束，因此大會重點之一在於協商「後京都」

減量承諾事宜，大會特別成立「特設工作小組」（AdHoc Working Group,AWG）

目的在於促進後京都減量承諾的協商。最後提出峇里路線圖「Bali Road Map」，

並據此制定「峇里行動計畫」（Bali Action Plan）（李堅明，2008b：5），以引

導在 2009 年前完成 2012 年後之氣候變遷機制。歷年來各次會議時間及內容，如

下表所示：  

 

 

 

 

                                                                                                                                               
the Parties to the Protocol」。 
41 資料來源：open 政府資料回應網，http://open.nat.gov.tw（2008.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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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公約的演變歷程表 

會議 時間 地點 會議宣言 內容概要 
COP1 1995 德國 

柏林 
 成立「柏林授權特設小組」，提議 1997 年完成議定書

草案，即日後的 《京都議定書》。 

COP2 1996 瑞士 
日內瓦 

日內瓦宣言 採納 IPCC 第二次評估報告作為議定書協商之科學基

礎 

COP3 1997 日本 
京都 

京都議定書 通過《京都議定書》，規定工業化國家到 2008 至 2012
年之間要使其六種溫室氣體之排放總量與 1990 年水

準相比平均削減 5.2％。 
COP4 1998 阿根廷 

布宜諾斯艾

利斯 

布宜諾斯 
艾利斯行 
動計畫 

 

通過「布宜諾斯艾利斯行動計畫」，以利於《京都議定

書》能夠在正式生效後順利運作。對於碳的排放交易

以及二氧化碳共同減量議題上僅停在討論階段，卻未

能達成具體結論與措施。 
COP5 1999 德國 

波昂 
---- 持續執行「布宜諾斯艾利斯行動計畫」之工作，大會

要求各國加強準備，以便於 COP6 時能夠達成「布宜

諾斯艾利斯行動計畫」之決議，支援《京都議定書》

於里約地球高峰會議十週年前生效 。 
COP6 2000 荷蘭 

海牙 
---- 議《京都議定書》詳細實行規則，及各國的批准生效

等等以後的溫暖化問題解決 

COP6 
PartII 

2001 德國 
波昂 

波昂協議 
 

通過「波昂協議」，對於京都議定書中爭議多時的部分

做出明確界定，係為過去四年來最重要進展。 

COP7 2001 摩洛哥 
瑪拉克什 

瑪拉克什 
協議 

達成「瑪拉克什協議 」，對於排放量交易的規定、違

反《京都議定書》之處置、 森林吸收源的認定等有詳

細的規定。 
COP8 2002 印度 

新德里 
德里宣言 發表「德里宣言」重申永續發展與防制氣候變遷之重

要，敦促各國儘速批准京都議定書 
COP9 2003 義大利 

米蘭 
 IPCC 在第三次評估報告中提出有關地球暖化的確切

證據，也致使 COP9 強力支持《京都議定書》生效 
COP10 2004 阿根廷 

布宜諾斯艾

利斯 

 討論「後京都」時期減量的相關問題 

COP11 & 
CMP1 

2005 加拿大 
蒙特婁 

 啟動「《京都議定書》」新一階段溫室氣體減量談判、

五年調適計畫等重要決定，強調各國政府應以實際行

動履行「公約」決議相關事務，以達到《京都議定書》

之承諾目標。 
COP12 & 

CMP2 
2006 肯亞 

奈洛比 
 撒哈拉以南非洲的首次聯合國氣候高峰會議，協商未

來後京都時期減輕氣候變化之行動 
COP13 

& 
CMP3 

2007 印尼 
峇里島 

 成立「特設工作小組」協商「後京都」減量承諾事宜

並制定「峇里行動計畫（Bali Action Plan）」，以引導在

2009 年前完成 2012 年後之氣候變遷機制。 

（資料來源：整理自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資訊網 http://sd.erl.itri.org.tw/fccc/

（200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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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京都議定書》之具體規範 

壹、《京都議定書》的制訂背景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各方代表認為必須要訂定出一個詳細且具有強

制力的規範，簽定一個具法律約束力的減量議定書，來規範工業國同步減量，這

樣才能有效達成降低溫室氣體的目的，因此在進行了數次協商與妥協之後，於 1997

年日本京都召開第三次締約國大會時，基於公約採取「共同但具差異性的責任」，

通過了具有法律效力的《京都議定書》，至 2007 年 11 月為止，共有 174 個國家

加入簽署的行列。 

 

貳、《京都議定書》之內容要點 

《京都議定書》依照各溫室氣體的「全球變暖潛能」（Global Warming 

Potential,GWP），將所有溫室氣體排放量轉換成「總二氧化碳相當排放量」（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emissions of the greenhouse gases） 來計算減量內容。第一階段的

減量達成期限訂為 2008 至 2012 年，而 2012 年之後則列為第二階段管制期，並將

達成減量目標的期間由固定的某個年度，擴大為一個 5 年的期間，讓各國有充分

的彈性選擇在最具經濟效益的期間內執行。議定書的內容大致上可以分為下列幾

方面來介紹： 

一、減量時程與目標 

    議定書規範 38 個國家（附件 B 國家），必須在 2008-2012 年 5 年內將該國

溫室氣體排放量降至 1990 年的水準平均再減 5.2%。減量模式透過個別或跨國合

作方式，以差異性之原則給予不同減量目標，原非《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附件一國家，摩洛哥、列茲敦斯登、斯洛維尼亞與克羅埃西亞列入減量國，以

1990 年為基準年，而非附件一國家現階段並無新增減量義務42。各工業國減量目

標因各國情況不同而異，歐盟、瑞士、摩洛哥、列茲敦斯登以及經濟轉型國減量

8%；美國 7%；日本、加拿大、匈牙利、波蘭 6%；克羅埃西亞 5%；紐西蘭、俄

羅斯及烏克蘭 0%；挪威則增加 1%；澳洲增加 8%；冰島增加 10%，詳細數字見

表 2-4。 

                                                 
42 雖然美國堅持主要開發中國家（中國與印度）應自動削減排放，但此規定遭到刪除，開發中國

家因此並無新增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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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京都議定書》減量目標表 

減量目標 規範國家 

- 8% 歐盟 15 國43、瑞士、愛沙尼亞*、斯洛伐克*、立陶宛*、捷克*、拉

脫維亞*、羅馬尼亞*、保加利亞*、摩洛哥、斯洛維尼亞*、列茲敦

斯登  
- 7% 美國  
- 6% 日本、加拿大、匈牙利*、波蘭*  
- 5% 克羅埃西亞*  
0% 紐西蘭、俄羅斯*、烏克蘭*  
+ 1% 挪威  
+ 8% 澳洲  
+ 10% 冰島  

＊正在向市場經濟過度之國家 
（資料來源：《京都議定書》附件 B（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nex B）） 
 

二、管制氣體 

    《京都議定書》中的管制氣體為：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

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以及六氟化硫（SF6）

等 6 種溫室氣體；其中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管制基準年為 1990 年；氫氟

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及六氟化硫的基準年則為 1995 年。 

 

三、京都機制（Kyoto Mechanisms） 

    議定書中允許簽約國彼此間可以進行排放交易，並制定經濟性工具及將森林

吸收溫室氣體之功能納入減量計算，在《京都議定書》中第 6 條、第 12 條以及

第 17 條分別訂出共同執行（JointImplementation,JI）、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與排放交易（Emission Trade,ET）等三種彈性機

制，來做為跨國的減量機制，內容分述如下（楊興，2007：163-177）： 

（一）、共同執行（JI） 

議定書第 6 條規定「附件一國家」可以共同執行溫室氣體減量計畫，「附

                                                 
43 歐盟的原有排放量大約占全球排放量的 21%，條約規定要把排放量比 1990 年減少 8%，15 個會員

國承擔歐盟 8%減量指標的分配是：奧地利應減少 13%、比利時減少 7.5%、丹麥減少 21%、芬蘭與法

國不須減少、德國減少 21%、希臘可增加 25%、愛爾蘭可增加 13%、義大利減少 6.5%、盧森堡減少

28%、荷蘭減少 6%、葡萄牙可增加 27%、西班牙可增加 15%、瑞典可增加 4%、英國應減少 12.5%。

依此減量分配，直至 1999 年，歐盟已比 1990 年為標準的排放量減少達 4%（宋燕輝，2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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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國家」可以藉此降低另一個工業國內經濟的任何部門所產生的排放量，以

達成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的目標，目的是幫助「附件一國家」以較低的成本達成

其溫室氣體的減排承諾。「附件一國家」可以經由投資獲得所產生的減排單位

以增加其經濟成長，而被投資國可直接透過被投資的項目取得投資資金或先進

的減排技術，提升能源使用效率，可說是產生雙贏的局面。 

 

（二）、清潔發展機制（CDM） 

「清潔發展機制」是由巴西在 1997 年第三次締約國大會中所提出清潔發

展基金 （Clean Development Funds,CDF）之概念衍生而成，這是唯一跨越「附

件一國家」與「非附件一國家」，由工業國對開發中國家進行技術及財務協助

其溫室氣體減量計畫之機制。不僅可藉由已開發國家的技術與資金，幫助開發

中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同時也可協助附件一國家達成減量目標，共同實踐

永續發展的特色。由於開發中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正逐年的增加，尤其是亞

洲國家，如中國、印度等，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合作進行同共減量活動的

必要性已日益增加。 

  

（三）、排放交易（ET） 

「排放交易」是指以確定的減排目標為前提，多出的排放限額允許進行貿

易交易。因為各個國家之間具有不同增減量的差異，因《京都議定書》第 17

條規定議定書「附件 B 國家」可以依據其排放額度進行交易，可彌補其他國家

的超額排放，只是對象僅限於《京都議定書》「附件 B 國家」之間才可進行。

最初的排放交易制度源自美國，根據其國內成功的二氧化硫貿易辦法因而提

出，不過開發中國家明確的反對此機制，但以美國為首的已開發國家則堅持加

入該機制，最後雙方妥協只在已開發國家之間履行。這項規定主要透過市場機

制達到改善環境之目的，可以選擇對自己有力，以最經濟的方式出售或購買二

氧化碳的排放權（圖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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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二氧化碳排放交易市場示意圖 

（資料來源：張家澤（2002），〈評析日本京都議定書執行對策〉，《國政研究報告》

http://old.npf.org.tw/library-2.htm（2008.10.5）） 
 

表 2-5 京都議定書的彈性減量機制 

項目 共同執行 
（JI） 清潔發展機制 （CDM） 排放交易 

（ET） 
規範條文 第 6 條 第 12 條 第 17 條 
規範對象 附件一國家 附件一國家及非附件一國家 附件 B 國家 

目標 溫室氣體減量 溫室氣體減量與永續發展 溫室氣體減量 
減量基礎 以計畫為基礎 以計畫為基礎 以配額為基礎 
資金安排 雙邊 單邊 / 雙邊 / 多邊 雙邊 / 多邊 
排放限制 各締約方有排放減量及交易

限制 
至少一方無排放減量承諾 各締約方有排放減量及交

易限制 

（ 資 料 來 源 ： 經 濟 部 溫 室 氣 體 減 量 資 訊 網 ，

http://proj.moeaidb.gov.tw/tigo/page5-1.asp（2008.11.12）） 
 
 
四、造林等吸收二氧化碳的績效可計入減量額度 

    議定書中指出森林吸收溫室氣體之功能應予以考量，即 1990 年以後所進行

之植林、再植林及森林採伐所造成的溫室氣體吸收或排放淨值，可以計算於削減

量之內。 

 

五、議定書的簽署及生效 

1998 年 3 月 16 日起至 1999 年 3 月 15 日止，在紐約聯合國總部開放氣候公

約成員簽署。京都議定書的生效條件有二，一為經各國國內正式批准議定書國家

須達 55 國；二為批准京都議定書國家中，「附件一國家」成員之 1990 年二氧化

碳排放量須至少占全體「附件一國家」成員在 1990 年排放總量之 55%。達成上



第二章 全球暖化議題與相關規範 
 

 51

述二條件後，則議定書於其後第 90 天開始生效。 

由於美國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來源，美國布希政府認為若要達成議定

書規定目標，將使主要仰賴化石燃料為主的美國經濟付出過於高昂的代價，並指

控議定書內容不公，認為快速成長的開發中國家如印度與中國等，也應被要求必

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在這些考量下美國在 2001 年退出議定書，接著澳洲也

宣佈將追隨美國的腳步退出，但美澳兩國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就達所有工業國家的

1/3，這一度讓《京都議定書》瀕臨破裂邊緣44。而終於在 2002 年 5 月 23 日當冰

島通過後首先達到「55 個國家」的條件，「55%」的條件則在 2004 年 10 月 21

日俄羅斯簽署議定書後達成，讓懸宕多年無法生效的《京都議定書》大勢底定45。

俄羅斯的加入，終於使該約生效成為可能46，條約在 90 天後於 2005 年 2 月 16

日開始強制生效，成為目前唯一具有法律強制力、抑制氣候變化的國際公約。 

 

 

                                                 
44 澳洲一開始拒絕了簽署京都議定書，前澳洲總理約翰·霍華德聲稱該條約會減少澳洲人的工作機

會，澳洲為減排做的已經夠多的了，但聯邦中的反對黨—澳洲工黨，卻完全支持京都議定書，這成

為澳洲政治中最嚴重爭論的議題。2005 年 7 月 28 日澳洲政府和美國在一起簽署了《亞太清潔發展

和氣候夥伴關係》。之後，澳洲為了達到參加 2005 年馬來西亞東亞峰會的要求已經補簽了京都議定

書。2007 年 12 月 3 日，新上任的總理陸克文代表澳洲正式簽署了京都議定書。 
45  資 料 來 源 ： 自 由 新 聞 網 ， 2004 年 11 月 29 日 ，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nov/19/today-int1.htm（2008.9.27） 
46 根據規定，美國應在 2008 年至 2012 年的 5 年時間裡，將其溫室氣體排放量減少 7%，柯林頓政

府於 1998 年 11 月簽署了《京都議定書》，但沒有提交參議院批准。2001 年布希就任總統後不久，

就在當年 3月宣佈單方面退出《京都議定書》，由於美國作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量最大的國家卻拒

絕批准《京都議定書》，因此，1990 年溫室氣體排放量占世界總量 17%的俄羅斯的態度對議定書能

否生效起著關鍵作用。儘管《京都議定書》中對俄羅斯規定的義務會對俄羅斯經濟和社會發展造成

嚴重後果，但考慮到該議定書對發展國際合作的重要意義及該議定書只有在俄羅斯參與的情況下才

能生效，俄羅斯才做出批准《京都議定書》的決定。俄羅斯國家杜馬和聯邦委員會上月先後以壓倒

性多數通過批准《京都議定書》，並提交總統普廷簽署。資料來源：台灣因應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資

訊網 http://www.tri.org.tw/unfccc/main03.htm （200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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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因應全球暖化之策略 
京都議定書於2005年2月16日生效後，各國對於控制全球暖化及溫室氣體排放

的減量，陸續採取因應之道，本章在世界各大洲分別選擇美國、歐盟、日本、澳

洲等先進工業國家，將目前各國所從事減緩暖化之因應方式加以彙整，以作為我

國溫室氣體減量政策施行之參考。 

 

第一節 美國因應全球暖化之策略 

美國為工業溫室氣體排放大國，面對全球暖化的措施及立場為國際重視的焦

點對象，以下說明美國面對減量公約的態度以及減量工作的因應之道。 

 

壹、美國面對《京都議定書》的態度 

1992年世界各國在巴西里約簽署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要求各工業國家

進行減量工作，目標為各國於2000年將溫室氣體排放量降至1990年排放水準，美

國國會當時亦批准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但是在1996年於瑞士日內瓦舉行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第二次締約國大會時，美國強調除了已開發國家必須參與減量以外，應

該同時要求開發中國家採取行動，美國明白反對任何不要求開發中國家承擔減量

義務的國際公約，參議院的決議也表示出美國不願意犧牲經濟發展的決心。 

美國在1997年第三次締約國大會中，對於《京都議定書》的草擬、制訂與通

過，亦有積極且重要的參與，當時的柯林頓政府表示新議定書的通過必須納入3項

條件：ㄧ、具有約束性的溫室氣體減量目標必須是務實且可達成的；二、減量義

務的屢行必須具有彈性；三、開發中國家也必須參與減量措施與機制。而柯林頓

總統並在2000年荷蘭海牙第六次締約國大會中發表演說，列出美國在因應全球暖

化時所欲執行的目標（羅時芳，2006：40-45）：一、尋求一個強力、以市場為基

礎的規則去對抗氣候變遷，反對京都彈性機制中的限制；二、要求縝密的會計制

度，以約束未達成減量指標國家，自負法律後果；三、尋求適當農地與林地碳匯

之減量額度計算；四、要求清潔發展機制儘早進行運作，以協助開發中國家建設

相關基礎設施。 

之後美國布希政府在2001年拒絕批准《京都議定書》，不對二氧化碳排放進行

管制，此舉不僅違背布希當初競選承諾，更令全球譁然。因此在俄羅斯在2004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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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正式簽署和批准《京都議定書》之後，美國成為八大工業國之中，唯一拒絕

批准和執行《京都議定書》的國家。而布希政府提出不簽署的原因有（行政院環

保署，2001：14）： 

一、美國認為相關科學證據對全球升溫的證據並不充分，《京都議定書》訂定的

目標不切實際，大部分國家都很難達成，而且議定書所規範的減量目標以及減量

時間，為國際性政治協商的結果，即使IPCC公布了第四版氣候變遷評估報告，

布希總統所屬的行政部門仍然持續強調在預報溫室效應議題時「科學之不確定

性」成分過高； 

二、若為降低二氧化碳排放，美國需將老式燃煤發電廠轉換為燃氣式，此舉將造

成電價大幅攀升； 

三、美國認為《京都議定書》對於能處理全球暖化的新技術與以市場導向為基礎

的方法欠缺考慮，且國內減量成本過高，屆時必須大幅度依賴跨國合作減量； 

四、美國認為中國和印度等開發中國家之溫室氣體排放量佔全球比例甚大，卻不

必負擔減量目標之責任，此舉將不符合美國的最佳經濟利益，雖然美國政府將會

在技術上與關鍵國家例如中國、印度進行合作47，不過現階段美國政府的態度仍

相當保留； 

五、由於美國產業對於能源使用的方式以偏向耗能性質居多，若遵守履行《京都

議定書》的減量規定，將帶來負面經濟影響，例如：失業人口與物價可能會增加，

美國估計將會因此承受400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與490萬個工作機會，嚴重打擊美

國的產業與就業市場。 

 

貳、加州「全球暖化因應法」 

美國雖未簽署京都議定書，聯邦政府也不願意以立法方式，強制美國本土進

行溫室氣體排放之減量，但在各州政府之間，卻是早已進行溫室氣體減量法規的

研究，以回應美國人民和企業對於減緩暖化與降低溫室氣體排放的訴求。加州議

會於2006年9月27日通過全球暖化因應法案「Assembly Bill No. 32:The California 

Global Warming Solutions Act」 （加州第32號法案），是全美國第一個以立法作

為呼應減量行動的州法，該法具有確定的減量期程與減量目標，同時授權訂定相

關子法，其中有詳細「時間限制」、「注意事項」等規定。預計於執行全球暖化

                                                 
47 資料來源：白宮政府網，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7/04/20070406.html（2008.9.5） 



全球暖化與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法制化之研究 

 54

圖 3-1 1998 年全球主要國家二氧化碳排放比率表 
（資料來源：張家澤，http:// old.npf.org.tw/library-2.htm（2008.10.5）） 

因應法案後，將在2020年前達到降低碳排放量至西元1990年的水平，減少25%的排

放量。這項法案欲透過市場機制誘使企業降低溫室氣體排放總量，也規定了美國

官方首度進行溫室氣體排放的交易機制，往後加州電力公司、煉油廠和重工業的

二氧化碳排放量都將受管制48。 

 

參、美國的減量政策 

美國以全世界4%的人口排放將近25%的溫室氣體（圖3-1），為能源超巨量使

用國，在全球氣候政策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李河清，2003：21-24）。因此美

國雖然不批准《京都議定書》，但仍擬定一套自己的減碳策略，且自行設定彈性

的減量目標。美國利用的方法就是用改善科學技術來降低溫室氣體排放量，以國

家策略與制定政策持續推動防治氣候變遷的工作，而同時也要顧及經濟成長，每

年投資在研發再生能源技術、法規研究和行動計畫建置等人力物力的成本也非常

高，研究支出更是居於世界之冠。 

 
 

 

美國的減量政策以發展國家減量策略為長期目標，現階段則是規劃以部門別

為主之減量內容，布希政府欲透過公眾與私人的合作夥伴關係，與企業一同運作

自願且有成本效益的溫室氣體排放削減工作。美國認為加強與私部門之合作以及

加速發展清潔能源等技術，才是減量之核心事項49，更期望與中國及印度等開發中

國家共同尋找解決方案，討論後京都時期之國際減量機制。另外，更以「技術誘

                                                 
48 資料來源：加州政府網，http://www.cpuc.ca.gov/puc（2008.9.27） 
49  資 料 來 源 ： 白 宮 政 府 網 ，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7/08/20070803 -7.html
（200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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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政策」配合政府獎勵的方式來提高減量技術的市場競爭力，例如柯林頓政府平

均每年撥款約8 億美元給溫室氣體減量及石油消費的研發部門，布希政府也於

2003年會計年度撥款13億給能源科技和生質能研發部門，以及17 億美元來設計一

個氣候變遷的科學研究單位，不過這些計畫不包含「總量管制」或「排放稅」（孫

一菱，2006：2-62）。美國針對全球暖化所提出的各項因應對策，分別說明如下（邱

碧婷，2006：26-27；蔣本基 、顧洋等，2006：3）： 

一、降低碳排放係數50 

布希政府提出希望在2012年時，降低美國經濟的溫室氣體排放係數18%，並

認為這項步驟將樹立美國減緩溫室氣體排放成長的途徑，停止與逆轉溫室氣體排

放物的成長。 

 

二、成立氣候變遷科學與科技整合委員會 

布希總統組成一個互動內閣委員會，由商業與能源部長擔任主席，委員會將

形成相關的政策，推薦給總統作為監管氣候科學與能源科技的計畫。 

 

三、能源政策方面51  

能源政策方面以推動再生能源為主要措施，計畫目標至2010年達到5%再生

能源發電配比，至2020年達到15%再生能源發電目標；並與歐盟簽署再生能源及

能源效率合作協議；制定再生能源發電組合標準，預計在10年間（2003年達到

5%；2013年達到15%）提高再生能源使用。依照各部門有不同之措施，如：在住

商部門著重於用電器具與建築能源使用效率的改善，推廣採購能源之星標章之產

品與建築物方案，1999年6月8日美國總統於行政命令中頒佈訂定美國政府機關優

先採購之規定。 

 

四、環境政策方面 

布希政府於2002年針對全球氣候變遷挑戰提出「美國全球氣候變遷政策白皮

書」，內容以管理市場機制、加速技術研發並加強新的伙伴關係為主。 

                                                 
50  資 料 來 源 ： 白 宮 政 府 網 ，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5/05/20050518-4.html 
（2008.9.27 ） 
51 資料來源：白宮政府網，http://www.whitehouse.gov/energy/Overview.pdf（200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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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產業政策方面 

在產業政策方面美國政府積極推動產業自願減量以及鼓勵產業參與京都機

制，並託付12個主要工業類企業與4個內閣機構去協商運作，好在下一個10年之

中，降低他們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在2002年美國布希總統宣布了「氣候領導者」

這項計畫，它是一個與環境保護署的合作關係，它鼓勵個別企業發展長期、廣泛

的防治氣候變遷策略，並合夥建立法人的溫室氣體削減目標，而且還規劃產業溫

室氣體清冊規範以及登錄制度，要把他們的排放物登錄在測量的計畫之中，參與

的企業包括美國電子業、石油提煉與天然氣生產、汽車、鋼鐵業、化工業、鎂製

造、森林與造紙業、鐵路運輸、水泥業、礦業、鋁、半導體企業等等。 

其他措施尚有提供經費補助企業回收二氧化碳計畫；訂定燃油及燃煤電廠的

新排放標準；推動電廠間的二氧化碳排放交易制度等等。 

 

六、自願減量行動與自願報告的提議方針 

美國環保署實施了幾項促成溫室氣體排放物減量的自願行動計畫，這些近期

行動都是鼓勵大型社團法人、消費者、工業與商業建築以及許多主要工業部門進

行自願減量行動。自1988年起，美國環保署等相關單位推動之國家自願性政策措

施中，有21個自發性政策措施為因應氣候變化行動之計畫。2003年12月環境事務

部也建議了溫室氣體自願報告的提議方針，希望鼓勵所有參與計畫者能完整的報

告溫室氣體排放並因此檢討與降低排放量。 

 

七、畜牧業對策 

美國為畜牧業大國，在面對減排議題畜牧業的政策也提出一些具體措施如：

加強厭氣系統回收甲烷，並降低其排放量，尤其是乳牛及肉牛業；改善放牧處理，

提升畜禽效能，同時也能降低甲烷的排放量。 

 

八、提高國際合作52 

美國已經和其他國家建立夥伴關係，以追求處理氣候變遷問題相關科學技術

的創新與突破，因此雖沒有參與《京都議定書》，但與澳洲、中國、日本、印度

                                                 
52 資料來源：美國環保署，http://www.epa.gov/climatechange/policy/index.html （200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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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南韓等6個國家成立「亞太清潔發展與氣候夥伴計畫」53，以研發、推廣具有

成本效益的清潔能源科技技術。 

 

九、獎勵科學研究 

美國正投資許多實質經費於處理長、短期氣候變遷問題的各種科學、科技和

機構，布希總統要求在2005年會計年度要有將近20億美元預算投入氣候科學研

究，以及要有23億8千萬美元投入氣候變遷研究行動。2003年7月美國氣候變遷科

學計畫也為了發展氣候變化與變遷的知識、相關的環境與人類系統，還有鼓勵氣

候變遷相關知識的運用提出一個10年的廣泛策略計畫。華生表示美國每年斥資50

億美金在各種科學和科技計畫，包括太陽能與再生能源科技，以及核分裂和核融

合等先進科技。 

 

小結  

美國因未批准《京都議定書》，因此實施的溫室氣體減量的工作大多是以合

作或自願的方式、獎勵節能或鼓勵科技研發來進行，即使美國仍然自訂出降低溫

室氣體排放係數18%為目標，但不會因為達不成目標而遭受懲罰制裁，也就是說這

個目標是自律且不具強制性的，因此美國在2012年之前，可以達成多少實質的溫

室氣體減量仍無法確定。 

 

 

 

 

 

 

                                                 
53 有別於《京都議定書》實質減量目標與清潔發展機制，美國試圖從技術面來減緩溫室氣體排放。

即使美國不認同《京都議定書》的規範，但美國仍希望在這個領域中擁有主導權，因此 2005 年 7
月 28 日在寮國永珍舉辦的第 12 屆東協區域論壇中，美國與澳洲、中國、日本、印度以及南韓等 6
個國家成立「亞太清潔發展與氣候夥伴計畫」（Asia-Pacific Partnership on Clean Development and 
Climate）。這項氣候夥伴計畫所成立的是自願性國際組織，主要是聯合亞太地區的主要已開發及

開發中國家的力量針對國際間氣候變遷及能源問題，開啟新的合作機制，一起從技術層面著手研究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技術，在促進經濟成長與發展及減少貧窮的前提下，對氣候變遷、能源安全及

空氣污染提出解決方式。並使成員國之間的政府與企業在許多科學技術上進行合作，沒有設定具體

的減量目標，也不具任何約束力（詹岡瑋，2008：112；申永順編，〈亞太清潔發展與氣候夥伴計

畫概述〉，http://eigic.estc.tw/index.asp?titlename=epaper_note&ID_=1002（200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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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歐盟因應全球暖化之策略 

由於歐盟的經濟發展處於較成熟的階段，並不追求巨幅的成長，人民對環保

議題較為關切，早在1990年代之前即對於全球暖化的問題深表關切，因此在通過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後，歐盟不僅很快地就同意簽署公約，對於國際

公約及歐盟內部各項政策的制定更是採取相當積極的態度，以下說明歐盟面對全

球暖化危機所採取之態度與策略。 

 

壹、歐盟面對《京都議定書》的態度 

在《京都議定書》生效前，歐盟即積極遊說各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同意批准，

致使議定書終於在2005年生效。對於《京都議定書》，歐盟不但是持肯定的態度，

更以具體的節能措施、實質減量政策、科學技術和行動計畫等方式來達成議定書

中所規定的8%減量目標，甚至歐盟還希望減少比8%更多的溫室氣體排放。 

 

貳、歐盟的減量政策 

歐盟防治氣候變遷的重點在於實質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早在1991年歐盟

就發布了限制二氧化碳排放量與有效改善能源使用的第一份共同體的策略54，而在

《京都議定書》通過之後，歐盟就將減量的短程目標放在遵行《京都議定書》的

8%，長程目標則是推動全球至2100年達到穩定溫室氣體濃度於550ppm，同時將排

放交易視為未來的重要減量工具，而未來的方向與策略則以發展低碳能源的經濟

結構為主55。負責規劃歐盟與整合溫室氣體減量策略的「歐盟環保署」（European 

Environmental Agency,EEA），在2000年推動了「歐洲氣候變遷計畫」（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ECCP），在2005年的檢討後更積極實施氣候變遷計畫第

二期（ECCPⅡ），計畫中特別針對向來溫室氣體排量較大的行業與領域（如航空

業、輕型運輸工具等）進行減量管制；同時歐盟也制定許多關於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的法規與指令及因應這些對社會帶來衝擊之減量措施的新政策，以下簡述歐盟

                                                 
54 其中包括：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指令、汽車製造業自願配合的指令以降低 25%的二氧化碳排放量，

以及課徵能源稅等策略。 
55 資料來源：李堅明（2007），〈溫室氣體減量政策與碳權管理〉，台北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理

研 究 所 ， 中 技 社 96 年 度 春 季 環 境 與 能 源 研 討 會

http://www.ctci.org.tw/public/Attachment/8122114828377.pdf（20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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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應全球暖化的策略要點56： 

一、運輸業的減排 

為了阻止各類交通工具在運輸中所排放的溫室氣體，歐盟訂了一些目標，包

括： 

（一）、到2012年將每部新車的二氧化碳排放物限制在每公里120克的目標，

比現在的排放水準減少約25%； 

（二）、2006年12月20日，通過立法提案將航空運輸含括在歐盟溫室氣體排放

物的交易計畫中，從2011年開始，歐盟境內與在歐盟機場之間飛行的國際航線

的溫室氣體排放物都要被包括在內；2012年開始範圍將擴及歐盟機場的所有國

際航線，不管飛往世界上任何地點，只要是從歐盟的機場進出航機的溫室氣體

排放物都將被規範； 

（三）、在2007年提出一個全新的策略以減少歐盟汽車與貨車的二氧化碳排放

物； 

（四）、到2020年將來自生產、運輸和使用汽油和柴油的溫室氣體排放減少10%； 

（五）、來自海運的排放也被視為減量重點，並正考慮如何解決； 

（六）、透過加速穩定生質能源的發展降低運輸燃料二氧化碳排放物的壽命循

環。 

 

二、溫室氣體的排放權交易 

由於歐盟獨立承諾到2020年要比1990年削減溫室氣體排放量至少20%，因此

也透過溫室氣體的排放權交易或課稅，提供經濟刺激以抑制對石化燃料的需求。

歐盟率先引用《京都議定書》中提出的碳交易市場機制，於2005年1月開始實施

歐盟溫室氣體排放交易計畫（Emissions Trading Scheme,ETS），透過企業與政府

各部門的溫室氣體額度的交易買賣，規範企業必須實質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達成

歐盟的目標。排放交易現在主要集中在工業設施方面，這一個系統就涵蓋了歐盟

二氧化碳總排放量的45%，因此歐盟希望加強與擴展這個交易體系，預計從2013

年起，要涵蓋更大的排放比例。 

 

                                                 
56 資料來源：歐洲委員會，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climat/eccp_review.htm（200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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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變遷科技研究 

在實施各種溫室氣體減量的政策過程中，除了要適應氣候變遷帶來的災害之

外，也需要對防治氣候變遷的科技投入更多研究，以發展新的科學技術來提升溫

室氣體減量的目標。歐盟在科技市場上投入最大的一個計畫就是「歐盟第七期架

購計畫之研究、科技發展與展示活動」（7th Framework Programme）。該計畫主

要功能在於促進發展對氣候友善的科技，特別是能源部門、運輸部門、農業部門

以及工業部門。 

 

四、能源策略方面 

歐盟鼓勵新科技的發展，如提高使用生質燃料及熱電共生型系統等，同時制

定政策積極地支持降低再生能源的供電單位成本。2007年3月通過的歐盟能源行

動綱領，即規劃出具有競爭力且可持續性發展的安全能源系統，與到2020年大幅

度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相結合，其中內容包括57： 

（一）、透過大幅提高許多裝置與設備的能源效率，降低20%的能源消耗； 

（二）、把生物燃料在汽油和柴油中的比例，由2007年的1%提高到10%； 

（三）、將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費中的比例，由2007年的7%提高到20%； 

（四）、使用碳的捕捉和地下貯存技術（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58； 

（五）、預計在新的化石燃料電廠使用CCS技術。 

歐盟確認了15項最有可為的科技，包括氫能源、風力、核能、生質能與太陽

能等，若完整運用這15項科技，將可以在2050年時降低超過540億噸的二氧化碳，

研究並顯示當40%的技術可能性存在時，未來10年節約15%的能源將是可行的59。 

 

五、非二氧化碳的氣體排放 

非二氧化碳的氣體占歐盟溫室氣體排放物的17%，為阻止非二氧化碳的溫室

氣體繼續成長，歐盟提出以下措施： 

（一）、加強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與森林行動計畫的執行力，以減低歐盟農業

                                                 
57  資 料 來 源 ： 美 國 環 保 署 ， http://www.epa.gov/climatechange/policy/neartermghgreduction.html 
（2008.9.19） 
58 地下貯存技術是指在二氧化碳到達大氣之前，把從大氣來源中產生的二氧化碳捕獲，例如：發

電產生的二氧化碳，然後將其長期儲存到地下洞穴中，例如空的油、氣田或煤層中。 
59  資 料 來 源 ： 國 際 經 貿 服 務 網 ， 〈 歐 盟 執 委 會 頃 擬 定 2012 年 後 氣 候 變 遷 策 略 〉 ，

http://www.cnfi.org.tw/wto/all-news.php?id=1503&t_type=s（200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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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排放的溫室氣體； 

（二）、設定天然氣引擎、石油與天然氣產品排放甲烷的限制標準，或將其列

入歐盟溫室氣體排放交易計畫； 

（三）、長期限制或禁止使用氟氯類氣體； 

（四）、減少燃燒產生的氮氣排放物，並將其列入歐盟溫室氣體排放交易計畫

的機制當中。 

 

六、推動國際參與 

歐盟一直都認為全球暖化是跨國性、全球性的環保問題，一定要透過國際社

會共同的力量來抑制溫室氣體排放，因此歐盟積極推動《京都議定書》生效，並

且持續幫助開發中國家提升環保技術，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歐盟希望藉由與這些

在國際社會中日益重要的開發中國家，如中國與印度，在國際環保事務的合作，

尤其是清潔發展機制方面的合作，提供先進的環保技術，促進歐盟的綠色經濟與

貿易，而歐盟亦可藉著在溫室氣體減量的倡議中，取得成為此類議題的領導者，

提升它在國際事務上的地位與影響力。 

 

參、後京都時期的做法 

《京都議定書》在2012年之後即將到期，為了延續《京都議定書》到期之後

的溫室氣體減量工作，歐盟認為以高標準的行動在2012年之後做到降低全球的溫

室氣體排放物更是重要，因此在2005年開始氣候變遷計畫第二期（ECCP II）時，

歐盟提出了對抗氣候變遷的策略：《贏得對抗氣候變遷的一仗》（Winningthe Battle 

Against Global Climate Change），並以此套策略作為歐盟氣候變遷戰略與相關國際

談判的基礎；2007年在整合各成員國的意見之後，更擬定了〈2020年之後全球氣

候變遷限制在攝氏2度以內〉這項協定，作為歐盟對抗氣候變遷的新目標。這項協

定在《京都議定書》之後，成為國際社會新的防治氣候變遷建制的基礎，也被認

為是歐盟成立以來最重要環保協議。 

 

小結 

歐盟以位居領導者的角色對抗氣候變遷並以發展綠色經濟為目標，投入抑制

全球暖化的發展，積極朝向《京都議定書》規範減量 8%的目標作努力，甚至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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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減量的目標比議定書中規範的更多；就經濟方面而言，歐盟認為對抗全球暖

化的行動不僅不會造成歐洲的經濟衰退，相反地卻認為投入實質溫室氣體減量的

工作並積極發展清潔能源的技術會為歐盟的經濟帶來新的商機，但在各部門中，

運輸部門的減量工作似乎很難達成，對歐盟而言，溫室氣體的減量工作其實做的

仍不夠，還有許多的努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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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因應全球暖化之策略 

    日本為《京都議定書》簽約國之一，根據議定書中的內容，在2008-2012年間，

日本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必須比1990年的排放量少6%，日本推估若至2010年時，未

推動任何減量措施及對策，屆時日本的溫室氣體排放可能比1990年的排放量增加

20%以上。因此為順利達成減量承諾，日本政府鼓勵產業界、政府各部會，及全民

共同努力提升能源的使用效率，同時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全面性推動防止全球

暖化的對策，並設定個別排放源部門排放量控制目標，每年定期檢討各項對策作

為修訂或追加措施的依據，以實現京都議定書總削減量的目標。以下說明1997年

京都議定書簽署後日本因應全球暖化之態度與相關策略。 

 

壹、日本面對《京都議定書》的態度 

1997年《京都議定書》簽署後，日本國內對於達成《京都議定書》目標便有

了全國一致的共識，為了能夠持續落實溫室氣體減量及重新整合國內的溫室氣體

減量策略，日本於1997年12月19日內閣會議中成立「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本部」

（Global Warming Prevention Headquarter），由橋本首相擔任本部長，以負責統合

國內溫室氣體減量相關的策略（行政院環保署，2000b：2）。在1998年更訂定「防

止地球溫暖化對策推動大綱」（the Outline for Promotion of Efforts to Prevent Global 

Warming）以及「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the Global Warming Measures Promotion 

Law），規劃至2010年的各項防止全球暖化的基本方向和規定各類溫室氣體排放減

量目標、應實施的各項措施以及國內各機關團體應採取之對策。 

2002年5月21日本眾議院批准京都議定書，在2008-2012年間，日本的溫室氣體

排放量必須比1990年的排放量減少6%，因此在2002年重新修訂「防止全球暖化對

策推動大綱」以及提出「京都議定書目標達成計畫」（ Kyoto Protocol 

TargetAchievement Plan），作為現今日本落實6%減量目標承諾的方向與策略（林

居宏，2007：95-98）。 

 

貳、日本的減量法規推動歷程 

  以下介紹日本自《京都議定書》制訂以來各項法規範的制定歷程與內容要點： 

一、地球溫暖化防止行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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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為因應全球環境問題，並確保相關行政單位能彼此聯繫，於1989年5月

12日，召開了「地球環境保護之相關閣撩（內閣）會議」。1990年10月，內閣會

議決議制定「地球溫暖化防止行動計畫」，規劃在1991年至2010年，以抑制溫室

氣體排放量為目標，並在與主要先進國家共同抑制二氧化碳排放之前提下，擬訂

兩點方針： 

（一）、為抑制二氧化碳排放量，必須全民與政府共同努力，確實做到計畫所

擬的各項政策目標，務使2000年以後的每人平均二氧化碳排放量達1990年水

準； 

（二）、整合各項計畫措施，加強開發太陽能、氫能等新能源，以及二氧化碳

吸收固定之技術等（行政院環保署，2000b：1）。 

 

二、1998年「防止全球暖化對策推動大綱」 

    日本的「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是全球第一個以專法因應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的減量法規，在法規訂立之前的「防止地球溫暖化對策推動大綱」， 明確規

劃日本至2010年防止全球暖化對策的方向，內容包括：《京都議定書》減量目標

達成之規劃、制定「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能源供應需求兩方面的二氧化碳

減量對策、其他溫室氣體（HFC、PFC、SF6）的減量對策、加強植樹增加二氧化

碳吸收固定的對策、加強創新的環境與能源技術之開發、加強地球觀測體系與加

強國際合作等8個方面（行政院環保署，2000b：2）。 

  

三、「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 

日本發表「防止全球暖化對策推動大綱」大綱後並重新檢討1990年所制定的

「地球溫暖化防止行動計畫」，歸納出3項缺點（行政院環保署，2000b：2）： 

（一）、行動計畫無規定義務，亦沒有規範責任； 

（二）、該計畫僅係內閣會議通過，並未發動民眾參與，並非真正官民合作的

計畫； 

（三）、計畫並未設計回饋機制，執行檢討之結果並無法落實重新形成政策。 

檢討「地球溫暖化防止行動計畫」後，由環境廳擬訂「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

法」，於1998年10月9日正式生效，當中規定有關中央及地方政府、企業與國民

之責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事務與事業以及企業活動的行動計畫、防止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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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化推廣機制之安排與相關行政機關之合作及說明緩衝措施與罰則。 

 

四、2002年「防止全球溫暖化對策推動大綱」（新大綱） 

    儘管政府和民間企業均有努力，2002年日本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卻是不減反

增，比1990年多了7.6%（圖3-2），和《京都議定書》的減量目標差距擴大了13.6%

（洪嘉苹，2006：33）。檢討後發現問題出在民生與運輸部門的排放量激增，以

及替代能源的研發與普及進度遲緩（王文娟，2006：54），因此日本政府於2002

年3月重新修訂後提出新大綱，除了繼續執行原先擬定的對策之外，又採取一些

追加的對策，尤其將運輸與住商部門列入改善重點。 

 

圖3-2 日本在2010年以前需要消減的二氧化碳目標值 
＊Mtc指百萬公噸碳 

（資料來源：張家澤，http://old.npf.org.tw/library-2.htm（2008.10.5）） 
     

新大綱對於所追加政策措施採取階段性的時程規劃，將2002年到2012年的第一承

諾期間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02到2004年、第二階段為2005到2007年、

第三階段為2008到2012年，採取定期評估對策、政策及排放現況的循序漸進途徑

來不斷調整減量相關之措施60。 

 

五、「京都議定書目標達成計畫」（Kyoto Protocol Target Achievement 

Plan） 

                                                 
60 以 1990 年為基準年，新大綱預計由能源產生之二氧化碳排放維持不變；由非能源產生之 CO2、

CH4 及 N2O 之排放減少 0.5%；由創新技術與全國民眾落實全球暖化防止活動可減少 2%；HFCs、
PFCs 與 SF6 之排放將比 1990 年高出 2%；森林碳匯吸收部份則減少 3.9%；而使用京都機制部份則

減少 1.6%，可達總削減量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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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都議定書》生效後，日本將「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與「防止全球

溫暖化對策推動大綱」（新大綱）合併為「京都議定書目標達成計畫」，該計畫

主要試圖在減量目標追求的過程，日本不僅能平穩地達成京都議定書6％的減量

承諾，也期待帶頭落實長期且持續的溫室氣體減量並透過中長期的措施，營造出

體現溫室氣體減量的社會，繼而於全球層次進行防止全球暖化的國際合作。 

 

参、日本的減量策略 

    日本政府鼓勵產業界、政府各部會，以及全民共同推行節能與提高能源使用

效率，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然而燃燒化石燃料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約佔日本整體

溫室氣體排放的90%，為最大的排放源，在兩次石油危機發生時，對日本因高度依

賴進口的經濟結構產生很大的衝擊，因此日本各界便開始努力推動各種能源政

策、採取節能措施、使用替代能源（核能、風力等），結果使得單位二氧化碳的

排放量已低於歐美各國，其減量政策整理如下（蔣本基、顧洋等，2006：4；王文

娟，2006：55-56）： 

一、環境政策 

    環境政策方面制訂「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其中措施包括最佳運轉模式

計畫、能源使用合理化法、制訂節能計畫、改善基礎建設、改進交通調空與發展

新節能科技等，以期達到減量目標；並提出「自願環境計畫」，包含能源保存、

廢棄物減少、訂定回收目標及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等策略。 

 

二、能源政策 

日本90%之溫室氣體都是由能源使用所產生，因此日本之能源政策於住商部

門以節約能源之措施為主，如推動高效率熱水器的配給、降低備用電力消耗、高

效率照明設備的技術研發與擴散、推動HEMS（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等。能源效能建築計畫開發住屋及建築設備、技術，並規範能源絕緣標準及方針，

此外並著重於新能源技術之研究開發計畫，包括太陽能、地熱、煤之氣化∕液化

技術、以及氫能；並成立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 New Energy and 

Industr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以推進石油替代能源政策體制

的實施，且確保核能開發安全、後端處理、宣傳對策及核能發電廠址之考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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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府亦投入龐大經費於發展新能源及再生能源，如發展燃料電池、生質能及太

陽能光電版。 

 

三、產業政策 

    在產業減量工作的推行上以自願性減量方式為主，主要提倡自願減量、課徵

碳稅、鼓勵參與清潔發展機制以及規劃其國內的「自願性排放交易計畫」（Japan’s 

Voluntary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JVETS）（表3-2）作為減量對策。「自願性

排放交易計畫」是指在國內市場進行排放權交易，此計畫先前於2003和2004年兩

個會計年度進行試行，先行計畫的目的在於提供日本國內企業累積排放交易經

驗，並且增進企業瞭解排放流程、試驗在日本建立跨部門排放交易體系的可行

性，並用以建構國內排放權交易的基礎設施。由於先行計畫的成功，使得日本政

府對於推動國內排放權交易制度有信心，而進一步成為國內跨部門的自願性排放

交易體系（洪嘉苹，2006：34）。 

產業自願減量方面，提出「能源使用合理化法」，係針對生產事業單位之能

源管理與查核，義務進行規範以及工業能源使用效能之調整。在成本效益方面提

供經濟誘因：如燃料供應設備的補貼、租稅減免及低率貸款等。 

表3-1 日本自願性排放交易計畫內容一覽表 

溫室氣體 
種類 

僅包括 CO2 登錄與驗證 參與者必須申報經驗證的排放

量，驗證費用由政府承擔。 
參與對象 工廠 補貼 政府補貼 1/3 溫室氣體減量成本

（新設備費用），2005 年約補貼

30 億日圓，2006 年約補貼 27.6
億日圓，平均每噸 CO2約補助 10
美元。 

基準年 依據過去三年平均排放量

（直接排放），核配排放

權，約為 2.5 百萬噸 CO2

當量。 

排放源 提出自願性減量計畫約 0.5 百萬

噸 CO2當量，如果沒有達到目

標，政府將部分收回補貼。 

時程 第一年（2005/04~2006/03） 第二年（2006/04~2007/03） 第三年（2007/04~2007/08） 
期間 設備引進期 減量期 驗證期 
內容 合計 31 家工廠參與，補貼

1/3 設備費用，計算與驗證

基準年（2002-2004 年三年

平均值）排放量。 

新增加 58 家參與，可以

CDM/JI 的減量信用抵減。

考量允許既存設備改善計畫。 

（資料來源：李堅明（ 2007 ），〈溫室氣體減量政策與碳權管理〉， 
http://www.ctci.org.tw/public/Attachment/8122114828377.pdf（200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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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牧業政策 

農牧業方面則推行下列若干政策：發展農業技術，研發新品種，並改變耕作

次數；運用作物生長模式，幫助農民避免農耕地力的耗損；引進新稻米品種，施

種在南部水稻區；北部小麥及玉米區引進新的灌溉系統及改變作物耕作次數；管

制農地使用時間61等措施。 

 

五、運輸業政策 

日本在 2004 年 11 月提出了每升汽油徵稅 1.5 日元的環境稅方案，並積極推

動公務車汰舊換新的計畫；推動低污染車輛淘汰計畫（包括 CNG62、電動車、混

合能源及燃料電池車輛）。計劃於 2010 年普及低公害車從 1000 萬輛達至 1340

萬輛，其中包括低公害汽油車 1018 萬輛，複動力車 206 萬輛，CNG 車 100 萬輛，

電動車 11 萬輛，及燃料電地車 5 萬輛等63。 

 

小結 

日本與歐盟相同，需於減少相較於1990年排放量6%排放量，日本以自願性減

量方式為主，不作強制硬性的規範，並將這樣的理念深植於國民教育中，從基本

教育開始改變國民對於環境之認識；而在推動產業節能對策方面採取兩種手段：

一、要求排放者進行自我約束與調整，為自願性減量排放對策；二、以節約能源

消費著手，提供許多誘因措施積極改善能源使用效率，開發節能技術，包括利用

補助、租稅減免、融資、以及由公部門帶動示範等措施。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

「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是世界第一個以專法對應溫室氣體減量行動的國家立

法，法案內容多為基本方向之規範，沒有具體的實施方式與內容，具有「彈性」

及「原則性」的立法模式，且日本相當注重各層級行政單位之合作精神，減量措

                                                 
61  資 料 來 源 ： 楊 盛 行 、 劉 清 標 等 ， 〈 溫 室 氣 體 通 量 測 定 及 減 量 對 策 〉

http://www.gcc.ntu.edu.tw/File/Publication/CenterPub/40-9.pdf（2009.1.21） 
62 CNG（Compressed Natural Gas）指壓縮天然氣，是一種代替汽油、柴油或丙烷的燃料，主要的

成份為甲烷（占 75%），CNG 比其他汽車燃料更安全，在發生燃料洩漏時，因天然氣比空氣輕，所

以它排出時，會很快地洩漏或溢出，在某些國家也稱為 NGV（natural gas for vehicle）。近年來人們

逐漸了解使用汽、柴油作車輛燃料會造成非常大的空氣污染，而根據東京瓦斯公司研究資料，使用

CNG 為汽車燃料可減少氮氧化物及一氧化碳排放量達 60%，因此，目前世界上已有一百萬輛汽車

使用 CNG，是先進國家落實環保能源政策的重要措施，台灣目前也正在開始研究其可行性。CNG 的

基本上仍是氣態的，加入汽車時儲存於車體中的氣桶裡；使用時高壓氣經壓力調節器降壓後導入引

擎產生動力。為安全考慮，天然氣管路都設有過流防止閥、緊急隔離閥等。 
63 資料來源：台灣省土木技師工會網，http://www.twce.org.tw/01191/new_page_e.htm（200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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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則以「森林碳匯」最為特別，新的版本中更加入了「排放權交易」之設計，與

美國加州和歐盟的立法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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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澳洲因應全球暖化之策略 

美國在2001年因為經濟因素退出議定書，澳洲也接著宣布將追隨美國的腳步

退出，前澳洲總理聲稱該條約會減少澳洲人的工作機會，但聯邦中的反對黨—澳

洲工黨，卻完全支持《京都議定書》，這成為澳洲政治中最嚴重爭論的議題，美澳

兩國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就達所有工業國家的1/3，這一度讓《京都議定書》瀕臨破

裂邊緣。澳洲與美國便協商在2005年共同簽署《亞太清潔發展和氣候夥伴關係》，

在《京都議定書》之外另外建構一個縮減溫室氣體的新多國協定。後來澳洲為了

達到參加2005年馬來西亞東亞峰會的要求已經補簽了《京都議定書》，2007年12月

澳洲總理陸克文於印尼巴里島氣候變遷會議遞出簽署《京都議定書》的文件，2008

年3月11日起，澳洲將成為《京都議定書》的完全成員，使美國成為目前唯一一個

尚未簽署《京都議定書》的先進工業國家。由於美國總統布希於2002年2月份宣布

主動限制溫室氣體排放以遏止全球暖化，此項提議引發其他國家跟進，澳洲政府

在3月和美國簽署一份協議，將在《京都議定書》之外，另行建立正式的氣候變遷

合作關係。在這合作中，兩國將引進新科技和維持、調和既有的經濟成長，將不

會對國家經濟產生破壞。 

 

壹、澳洲面對《京都議定書》的態度 

    澳洲一開始拒絕簽署《京都議定書》，理由之一是議定書將中國和印度列為開

發中國家，在2012年之前中國和印度的排放量暫時不受溫室氣體排放量管制，加

上澳洲的排放量占全球總量1.4％，但因煤的出口攸關澳洲的經濟利益，擔心危害

國家總體經濟，所以澳洲也不願簽署京都議定。事實上，澳洲是少數幾個爭取到

不減反增的締約國，批准議定書，對澳洲而言，在2008-2012年間，澳洲的排放量

可增加8%，因為澳洲發電一向以燒煤為主，原本就是一個重要的能源輸出國家。

不但煤礦，天然氣蘊藏豐富，近年來，新發現的石油及天然氣幾乎加倍，同時也

是亞太地區第三大液化天然氣供應國。 

    相較於1990年的排放標準而言，澳洲可以在2008年時增加排放8%的溫室氣

體，澳洲擁有大型的耗能工業，因此每人平均CO2排放量很高，1998年的人均CO2

排放約16.6噸，若採激烈的減量措施，對國家經濟將造成重大影響。不過在澳洲換

黨執政之後，工黨政府立即簽署，這使得美國成了世界上唯一沒有簽署《京都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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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書》的已開發國家，也呼籲美國，「跟隨澳洲的步伐」，儘快簽署《京都議定書》。 

 

貳、澳洲溫室氣體減量的法源依據 

    澳洲早在1997年即著手草擬「保護未來配套措施」（Safeguarding the Future 

Package）作為保護環境的施政方向；1998年推動了「國家溫室氣體策略」（National 

Greenhouse Stategy）以回應溫室氣體減量的國際趨勢；2000年又根據澳洲實況制

訂了「較佳環境配套措施」（Measure for a Better Environment Package），以期施政

能更符合國際環保潮流；2004年則延伸結合1998年的推動措施，重新制定「氣候

變遷策略」（Climate Change Strategy）；2005年則著重在能源的利用，訂定了「澳

洲未來能源安全」（Securing Australia’s Energy Future）法規，以上皆可視為訂立溫

室氣體減量法規的法源依據，即使當時澳洲並未批准《京都議定書》，但對於溫室

氣體的減量工作並無擱置。 

表3-2 澳洲溫室氣體減量的法源依據 

時間 法規範項目 
1997 「保護未來配套措施」 
1998 「國家溫室氣體策略」 
2000 「較佳環境配套措施」 
2004 「氣候變遷策略」 
2005 「澳洲未來能源安全」 

（資料來源：王京明，2006：59-60） 

 

參、溫室氣體減量對策 

    1990-2010年澳洲的溫室氣體排放來源主要為能源使用，原因在於高度的經濟

成長、人口成長以及國際原料需求等因素，個別部門的變化如表3-4所示： 

表3-3 澳洲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變化 

項目 預測成長（%） 來源 
固定排放部門 +46% 70%來自電力部門 
運輸部門 +53% 50%以上來自汽車 
揮發性排放 +7% 來自煤、油、氣的製造 
工業製造 +53% --- 
農業部門 +5% --- 
廢棄物 -7% --- 
土地使用改變 -66% 減少砍伐森林 
透過大規模植林降低溫室氣體排放 

（資料來源：王京明，2006：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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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要達到2010年的減量目標（1990年排放水平的108%），主要是靠土地使

用與造林植林的方式，因各部門排放皆隨著經濟而大幅成長，無法有效降低，且

為了維持經濟的發展，澳洲並不針對各部門進行溫室氣體排放的總量管制。其減

量策略整理如下所述（王京明，2006：60-63）： 

一、能源政策方面 

    澳洲政府一方面贊助再生能源技術的使用與商業化，以及相關產業的發展，

例如提出再生能源商業化計畫、再生能源基金、再生能源偏遠發電計畫及太陽能

補貼計畫等；另一方面積極提高能源使用效率，澳洲政府向工業、商業、住家與

所有政府單位宣導提高能源效率，並降低能源需求以提升競爭力，包括執行能源

效率標章；使用家電、設備與建築的最低能源績效標準（Minimum Energy 

Performance Standards），以及提高政府單位運作的能源效益。 

 

二、產業政策方面 

    NSW64州政府提出「NSW溫室氣體減量制度」（The NSW Greenhouse Gas 

Abatement Scheme）要求電力零售商在2007年與1969-1990年排放水準相比較，人

均排放量要降低5%，並維持至2012年。並推動溫室氣體挑戰與產業夥伴關係

（Challenge Plus-Industry Partnerships），主要推動產業「無悔」措施，包括電力

供應及發電標準的訂定、終端使用效率的提升等。同時注重低排放科技技術推

廣，於2004年開始推動低排放科技計劃，包括「低化石燃料科技補助」、「策略

性減量的推廣及示範補助」、「零排放技術如再生資源」等計畫，期望於2010

年將上述科技達到商業化。另外提出「溫室氣體減量計畫」（Greenhouse Gas 

Abatement Program），此計畫主要用於融資溫室氣體減量的投資計畫，包括汽電

共生、旅遊需求管理、替代燃料及燃料轉換技術等。 

 

三、農牧業政策方面 

    澳洲為農牧業大國，在減量工作上主要利用休耕或輪作不同作物，控制田內

雜草量，避免不需要耕作；不過度耗損地力，控制土壤侵蝕技術；發展低脂肪牛

奶和肉品等措施來控制溫室氣體排放量。 

                                                 
64 NSW（New South Wales）新南威爾斯州，澳洲 6 州中的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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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合作與清潔發展機制 

    透過雙邊與區域合作投入重要氣候與能源技術發展，包括碳捕捉領導會議

（Carbon Sequestration Leadership）、甲烷回收夥伴關係（Methane-to-Markets 

Partnership）、氫經濟國際夥伴會議（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Hydrogen 

Economy）等。澳洲並於2005年與美國、中國、日本、印度以及南韓等6個國家

成立「亞太清潔發展與氣候夥伴計畫」，一起從技術層面著手研究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的技術，對氣候變遷、能源安全及空氣污染提出解決方式。 

 

五、地方溫室氣體行動計畫 

    澳洲協助各州政府推動相關程式氣體保護計畫，合計由聯邦政府補助超過

170個城市進行溫室氣體防治相關計劃。 

 

六、積極造林及減少森林砍伐 

    除各部門的減排措施之外，澳洲主要靠積極造林及減少森林砍伐以增加探固

化的數量來抵制能源產業必要排放之增長。如此便能避免產業與經濟發展的限

制。 

 

小結 

    澳洲在議定書的談判過程中，持有的立場一直和美國相同，無意自行批准議

定書，強調全球參與及主要開發中國家也應參與共同負擔減量責任，並且以經濟

的永續發展為前提，所採取的減量措施都以不傷害經濟發展及生活品質為先決條

件。雖然澳洲與美國皆不簽署《京都議定書》，但美國總統布希於2002年2月份宣

布主動限制溫室氣體排放以遏止全球暖化，此項提議引發其他國家跟進，澳洲政

府在2005年與美國協商共同簽署《亞太清潔發展和氣候夥伴關係》，將在《京都議

定書》之外，另行建立正式的氣候變遷合作關係。在這個合作關係中，兩國將引

進新科技和維持既有的經濟成長，將不會對國家經濟產生破壞。終於在2007年新

總理上任後遞出簽署文件，2008年3月起，澳洲成為《京都議定書》的完全成員，

而美國也成為目前唯一尚未簽署《京都議定書》的先進工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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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的暖化危機與初步回應 
    過去百年來，台灣氣候在全球暖化的趨勢下也產生了溫度上升的問題，從氣

象觀測的數據資料可以得知暖化問題在台灣十分明顯。早在西元1897年台北、台

中、台南、恆春及澎湖地區，就已開始進行氣象儀器觀測，而東半部的台東、花

蓮地區也隨後在西元1901年加入觀測行列，透過歷年來氣象人員不間斷的觀測記

錄，可以得知台灣氣候的百年來的長期變化（陳雲蘭，2008：6），且利用氣象觀

測的資料更可以直接得到台灣的暖化證據，以下將以數據及圖表的資料來瞭解台

灣的暖化現象及其危機。 

 

第一節  台灣的暖化現象與危機 

壹、台灣的暖化現象 

    台灣的暖化現象有多嚴重？由台北、台中、台南、花蓮及台東5個百年氣象站

記錄的平均溫度資料可清楚觀察到台灣變暖的現象，觀測資料顯示20世紀以來台

灣的平均溫度在百年內大約上升了1.4°C（圖4-1），遠大於全球平均值0.6℃，是同

期全球平均增溫速率的2倍以上（圖4-2），且以最近的30年的速度尤快。 

 
圖 4-1 百年來台灣平均溫度變化圖 
（資料來源：陳雲蘭，2008：9） 

 
圖 4-2 百年來全球平均溫度變化圖 
（資料來源：陳雲蘭，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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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可知，台灣氣溫升高的現象不僅與全球一致，甚至暖化的速率比全球更

為明顯，且台灣氣溫變暖不只表現在平均值的升高而已，而是一年四季都變暖，

而雖然同樣是增溫，夏季暖化的趨勢來得比冬季明顯（圖4-3；4-4），而春天及秋

天的溫度也都呈現溫度上升的趨勢。 

 

 
圖 4-3 台灣冬季溫度（一月）變化趨勢圖 

（資料來源：許晃雄（2008），〈台灣的天氣（候）變了嗎？ 瞭解過去 把握現在 展
望未來〉，http://icool.saveoursky.org.tw/earthday/earthday08422a.pdf（2008.11.10）） 
 

 
圖 4-4 台灣夏季溫度（七月）變化趨勢圖 

（資料來源：許晃雄（2008），〈台灣的天氣（候）變了嗎？ 瞭解過去 把握現在 展
望未來〉http://icool.saveoursky.org.tw/earthday/earthday08422a.pdf（2008.11.10）） 
    屬於冬天的期間有縮短的現象，若以台灣平均溫度低於18°C的日子做為每年

實際冬期的參考，過去百年的前30年的平均冬期大約是在12月下旬至2月中旬。到

了最近30年，大約就要等到進入1月以後平均溫度才會明顯下降至18°C以下，且在

2月上旬時，平均溫度就開始出現迅速回升的趨勢。冬季最寒冷的日子在季節前後

各縮短了約10天，若再從1997-2006年的資料來看，低於18°C以下的時段只剩下1

月下旬及2月上旬，可見冬期的確比以前短（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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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台灣百年冬季氣溫溫度變化圖 

（資料來源：許晃雄（2008），〈台灣的天氣（候）變了嗎？ 瞭解過去 把握現在 展
望未來〉， http://icool.saveoursky.org.tw/earthday/earthday08422a.pdf（2008.11.10）） 
 

    不只是一年中各月分增暖的情形不同，在一天中白天與夜間的增溫也有差

異，夜間升溫尤其高（圖4-6；4-7），但夜間增暖現象較為顯著是一個全球普遍的

現象，並不是台灣局地的特色，因為都市發展造成的環境改變會增加夜間的保溫

效果，以及天空中的雲量變多抑制了熱量的逸散；而空氣變得較髒，導致懸浮在

空中的微粒增多也可能會使雲量增加造成暖化。一天之中最明顯的升溫，大約發

生在早上8點以前及晚上7點之後，也就是太陽升起之前與下山之後的時段（陳雲

蘭，2008：9）。 

 

                       
圖 4-6 夜間溫度上升圖                       圖 4-7 日間溫度上升圖 

（資料來源：許晃雄（2008），〈台灣的天氣（候）變了嗎？ 瞭解過去 把握現在 展
望未來〉，http://icool.saveoursky.org.tw/earthday/earthday08422a.pdf（2008.11.10）） 

夜
間
溫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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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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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降雨部分，雖然台灣各地降雨總量沒有一致性的長期趨勢，但是降雨的日數

卻是一致地減少。不論是以日雨量大於0.1mm（大約是毛毛雨以上的程度）做為雨

日的標準，或是用稍微大一點的雨量（如0.5 mm、1 mm或5 mm）做為標準，都同

樣顯示下雨天數減少的趨勢（圖4-8）。 

 

 
圖 4-8 台灣年平均雨日百年變化趨勢圖 

（資料來源：許晃雄（2008），〈台灣的天氣（候）變了嗎？ 瞭解過去 把握現在 展
望未來〉http://icool.saveoursky.org.tw/earthday/earthday08422a.pdf（2008.11.10）） 
 

此外，台灣在近50年來，大範圍的旱澇現象交替出現，並且周期有逐漸縮短

的情形，顯示暖化可能會導致降雨型態受到相當程度的影響（陳雲蘭，2008：10）。 

小結  

    過去百年台灣的溫度上升的曲線與全球趨勢一致，且速率更快，近30年來增

加尤甚。增溫方面，則以夜間增暖最為明顯，其他天氣變化，如：冷的天氣減少、

高溫天氣增多、空氣變乾燥、起霧日變少、晴天變多等天氣現象皆與全球大部分

暖化地區一致。 

 

貳、暖化帶給台灣的危機 

台灣的溫度上升的曲線與全球趨勢一致，暖化的現象給台灣生物及人類生存

環境帶來前所未有的威脅，以下分別說明之。 

一、暖化帶給台灣植物的危機 

    溫室效應使得氣候產生變化，冷熱已非循序漸進，導致有的植物提早開花、

有的提早落葉，打亂原有秩序。2006年受颱風、焚風頻傳影響，美人樹、台灣欒

樹、山扁豆均提早一個多月開花，而中部山區如玉山等地無明顯開發地區也有顯

著的暖化現象，這些原本生活在高山地區的物種，則必須進一步向海拔更高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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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遷徙，以尋得適合其生存的環境，否則就會面臨物種消失的慘況，或是必須以

基因突變來適應新環境才能求得生存，如宜蘭中高海拔的山櫻花，原本應該在

農曆年前後才開花，2007年的花期卻提早報到。而暖化也對農作物產生影響，

例如雲林沿海地區種植白蘿蔔一般可年作兩季，但該季種植的白蘿蔔，正當「結

頭」發育期間卻受到天候異常、氣溫酷熱影響，加上田菁、太陽麻等綠肥作物發

生夜盜蟲波及，使得多數的白蘿蔔葉片遭蟲啃食而生長停滯，蘿蔔也出現龜裂或

長不大的情形，以致產量減約50%。（蘇建霖，2007：9） 

1999年版的國家通訊中亦提到：「在農產品方面，根據我國1995年研究報告，

若大氣中二氧化碳濃度增加1倍，對黃瓜、稻米等作物將造成影響。此外，伴隨

氣溫上升、降雨量減少與分佈不同等氣候條件之變化，玉米將減產10-20﹪、小

麥減產7-8﹪，雖然全球增溫會促使生長季增長，可能會使作物產量增加，但若

考慮國際管制能源措施，勢必因能源價格上升，直接衝擊台灣各地區農作物生產

面積，研究發現甘蔗、玉米、稻米和高粱等作物面積會大幅減少，反之茶卻會增

加。然而總體而言，台灣地區農作物面積仍將呈現下降趨勢。」（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2000a：3-3） 

 

二、暖化帶給台灣動物的危機 

暖化帶來的不僅是天災、植物時序錯亂問題，連動物生長季也都隨之縮短。

國際上像是日本的動物園在春天未到時，就提早出現「動物嬰兒潮」，無尾熊、

猴子、猩猩、長頸鹿、老虎等，都提前生產，顯現動物的生理時鐘已開始出現紊

亂，甚至候鳥也搞錯該來的時間。2006年屏東林邊鄉一帶的魚塭2月才出現大批

準備過境台灣北返的候鳥「黑腹燕鷗」，北返的日期比2005年慢了一個月，研判

也是與氣候異常有關（蘇建霖，2007：8-9）。 

 

三、暖化帶來疾病的增加 

若台灣每月的最高溫度繼續保持上升趨勢，物種的繁衍與棲息地之改變，使

得以往只有出現在南部的特定病媒蚊，得以在幾年間迅速向北遷移拓展生活空

間，而在北部地區製造出新的疾病，例如以往埃及斑蚊和小黑蚊（台灣鋏蠓）僅

在嘉義布袋以南出現，但是2007年在台北、桃園、新竹等地也常常見到，嚴重影

響台灣北部城市的公共衛生和病媒蚊疫情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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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年因為熱浪席捲歐洲，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至少導致超過2萬5千人

死亡的悲劇，近年來在台灣也發生數件因為天氣過熱導致老農死亡的事件，都會

區影響更甚，在盛夏時節就已相當炎熱，若溫度再向上攀升，都會區將變得不適

於人居，嚴重影響我國大都會區的經濟活動，以及觀光事業之發展（宋書帆，

2006：121-122）。 

 

四、暖化威脅生存環境 

    環保署曾委託中興工程顧問公司，針對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對我國的衝擊做

出評估與適應策略，結果發現當海平面上升0.5公尺，台灣將損失105平方公里的

土地面積，有1237.6平方公里的面積陷於風險中。如果海平面上升1公尺，損失

面積更將達272平方公里，1246.2平方公里陷於風險之中。對於海岸侵蝕、淹沒

及海岸線變化而言，報告中指出，將是以淡水河口至枋寮間約400多公里的海岸

為主，因為該區以砂質為主，又有地層下陷問題，將是海平面上升影響的主要區

域。如果海平面上升50公分，海岸線將向後退數十至數百公尺，如果海平面上升

1公尺，海岸線將向後退數百公尺。主要的淹沒區為台南縣市、嘉義縣及高雄縣

等沿海鄉鎮；主要風險地區為台南縣、雲林縣、嘉義縣等，都是西南沿海低漥地

區。而以風險評估的角度來看，不論海平面上升50公分或1公尺，位於風險中的

人口皆將大於50萬人（曹以會，2002：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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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因應公約之急迫性 

我國目前雖非聯合國會員國，也不受限於《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公約》之約束，

故因應公約之立場較難定位，然而身為地球村的一分子，有必要遵循國際公約之

義務，且可預期的是在2012年之後，開發中國家為主的非附件一國家被要求承諾

減量的壓力大增，若不遵守國際公約恐將受國際的貿易制裁。台灣自然資源匱乏，

加上國內市場狹小，使得台灣在進出口貿易活動的發展上格外重要，2005年台灣

的對外貿易依存度65高達127.5%，出口金額更在短短50年間成長1,500倍66，2007年

進出口金額更達4,267億美元，為全球第16大貿易國，可見台灣是高度依賴國際貿

易為主之國家，若受貿易制裁對台灣經濟的衝擊將極為嚴重，因此不管是從環境

保護或是經濟發展的立場來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應視為刻不容緩的工作，二氧

化碳的減量在近十幾年來也漸漸成為國家政策上的共識。 

 

壹、台灣溫室氣體排放現狀 

2012 年之後，國際若要求台灣達到溫室氣體減量的要求，台灣將面臨在短期

內大幅降低溫室氣體排放的壓力，但這幾年下來，二氧化碳的排放量依舊有增無

減，由 1996 至 1999 年的 5.04％增加到 1999 至 2003 年的 5.24％，其結果是 GDP

每增 1％所需排放二氧化碳增加率由原先的低於 1 倍（0.88 倍）躍升為 2 倍。國

際比較亦顯示，1990 至 2002 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累計成長 16.4％，其中，以工

業化國家為主的京都議定書「附件一國家」僅成長 1.6％，附件一的經濟轉型國

家減少 31％，而「非附件一國家」則累計成長 46.3％，台灣排放則累積成長 111

％67（圖 4-9）。 

根據國際能源署重要能源統計，台灣 2000 年化石能源燃燒所排放之二氧化碳

排放量約佔全球總量之 0.92%，位居全球第 22 位（圖 4-10）；2003 年美國國二

氧化碳排放約佔世界總量的 22.9%，仍為世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中國大陸

排名第 2 名，日本排名第 4 名，英國排名第 8 名，韓國排名第 10 名，澳洲排名

第 14 名，而我國則排名第 23 名。 

                                                 
65 即進出口總額占 GDP 比率。 
66 資料來源：董珮真，「2007 台北國際經貿論壇」專題演講 1—台灣貿易的發展歷程與未來展望

http://www.ieatpe.org.tw/ieat60/content06-01.htm（2008.11.24） 
67 資料來源：梁啟源，〈京都議定書及油價飆漲對台灣之影響與能源政策之重新檢討〉，財團法人

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網，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SD/095/SD-R-095-005.htm（200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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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每人平均排放量仍為其中最高者，每人年平均產生 19.68 公噸二氧化碳，

而中國大陸與印度人均排放量遠低於美國、蘇聯等國家，另外英國為 9.1 噸/人，

澳洲為 17.35 噸/人，日本為 9.41 噸/人，韓國為 9.36 噸/人，我國為 10.85 噸/人，

高居世界第 19 名，高於日本與韓國；而 2004 年我國溫室氣體總排放量約為 256

百萬公噸，全球排名第 22 名，人均排放量更增加至 12.2 噸/人，高達全球第 17

位（Eric A.Posner & Cass R.Sunstein，2008：1604）；而就每單位 GDP 排放而言，

美國為 0.55 公斤 CO2/美元，英國為 0.34 公斤，澳洲為 0.61 公斤，日本為 0.35 公

斤，韓國為 0.51 公斤，我國為 0.53 公斤，同樣比日本與韓國為高，未來面對被

要求減量機會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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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之成長（1990-2002） 

（資料來源：呂鴻光（ 2004 ），〈溫室氣體增加之影響及對策探討〉

www.bcsd.org.tw/images/doc/701/20040331/04.ppt（2008.11.25）） 
 
 
 

 

 

 

 

 

 

 

 

 

圖4-10 2000年化石能源燃燒所排放之二氧化碳排放量 

＊美國23.92％、俄羅斯6.38％、日本4.96％、英國2.31％ 、韓國1.86％ 
（資料來源：呂鴻光（ 2004 ），〈溫室氣體增加之影響及對策探討〉

www.bcsd.org.tw/images/doc/701/20040331/04.ppt（200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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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通訊的資料顯示，我國溫室氣體排放量自1990年起的160444.52千公

噸二氧化碳當量，增加至2002年的352808.32千公噸二氧化碳當量，總排放量維持

持續上升的趨勢（表4-1）。從溫室氣體種類來看，2002年以二氧化碳占絕大部分，

約占總量的74.18％；其次是甲烷16.61％；氫氟碳化物則為 5.16％（圖4-11）；到

了2006年二氧化碳排放量總計為277,780.9千公噸，約佔溫室氣體總排放量90.9％。 

表4-1 台灣1990-2002年溫室氣體排放量 

單位：千公噸CO2當量（不含土地利用及森林吸收）  
（ 資 料 來 源 ： 氣 候 變 化 綱 要 公 約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sd.erl.itri.org.tw/fccc/ch/ghg/ghg.htm（2008.11.14）） 
 

我國二氧化碳排放量遠高於其他溫室氣體，為主要需採取管制的溫室氣體，

其他除PFCs（可能將成為世界第一大排放國）與SF6有上升趨勢外，其餘溫室氣體

（CH4、N2O、HFCs）均已逐年減少。 

就部門來看，在「能源部門」、「工業製程部門」、「農業部門」、「土地

利用變化與林業部門」、「廢棄物部門」等5個部門中，其中能源部門是造成我國

溫室氣體排放量增加最多的部門，2000年時佔高達92.75%，2002年佔了總排放量

76.7%（表4-2），2006年則佔總排放量 88％ 68。由此可知，如何能降低「能源部

門產生之二氧化碳」排放量以達到整體減緩溫室效應的發生，是我國的減量政策

的重點工作。 

 

 
                                                 
68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 http://epr.epa.gov.tw/query/KO1040000.aspx?DocNo=99977450
（200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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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我國2002年溫室氣體排放比例 
（資料來源：呂鴻光（ 2004 ），〈溫室氣體增加之影響及對策探討〉

www.bcsd.org.tw/images/doc/701/20040331/04.ppt（2008.11.25）） 
 

表4-2 台灣1990-2002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量 

 
單位：千公噸CO2當量 
（ 資 料 來 源 ： 氣 候 變 化 綱 要 公 約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sd.erl.itri.org.tw/fccc/ch/ghg/ghg.htm（2008.11.14）） 
 

小結 

    台灣溫室氣體總排放量約佔全球 1%，全球排名第 22 名，人均排放量則高占

第 17 位（2004 年）。而直接排放量以能源產業最高，製造及建築業次之，若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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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發電所排放的溫室氣體來看，工業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最高，在推行減量工

作時，應考慮如何節省成本及促進效益最大化，特別以國家利益為考量，避免台

灣因無法參加國際規範而蒙受經濟上極大的損害；同時以盡地球村一份子的義

務，共同維護地球環境為出發點，來規劃相關減量措施及推行減量法規。 

 

貳、台灣的定位與減量態度 

    以台灣特殊的國際處境及二氧化碳排放居高不下的情況來看，將來勢必承受

可觀的國際壓力。雖然我國並不是聯合國之會員無法簽署京都議定書，目前並無

減量責任，但聯合國研擬公約條文時，已將 OECD 國家和轉型國家（前蘇聯與東

歐諸國）列為「附件一成員」，而將小島國家、新興工業國家、開發中國家但具

相當工業規模者、產油國及低度開發國家列為「非附件一成員」，依公約原則各

國應承擔共同但程度不同的責任之精神，我國可自我定位為「非附件一成員」中

「新興工業國」（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NICs）69 ，依照國際環保公約之

經驗，如蒙特婁議定書、華盛頓公約等，我國即使不簽署公約及享受權利，相關

義務卻仍需履行，若不遵守，仍會遭到貿易制裁，故現階段應積極以「無悔策略」

推動相關措施並研擬「新興工業國」所應承擔之合理責任，且身為地球村一員，

本應善盡保護地球之責任。以下列出台灣應立即採取溫室氣體減量措施之原因： 

一、基於環境保護的原因 

我國身為地球村的成員，應積極因應盡台灣身為地球一分子之義務，作地球

村公民所當為之責任。 

 

二、避免國際制裁 

若不遵行國際公約，恐遭國際未來可能採取之制裁，如罰款或貿易制裁等方

式，造成產業之損失。歐盟已將氣候變遷在市場納入規範，台灣以對外貿易為導

向，要和這些國家做生意，就要符合歐盟國際的標準，出口若受歐盟等工業化國

家的貿易制裁，台灣經濟勢必遭受重大打擊，因此就經濟貿易的角度來看，也需

                                                 
69 根據加拿大 McGill 大學 Malcolm Cook 之研究，台灣、南韓、新加坡與香港（俗稱亞洲四小龍）

均係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方式（Export 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EOI）造成高度經濟成長，可稱

為新興工業國，資料來源：曾子芬，〈我國參與清潔發展機制所需之基線資料庫〉

http://sd.erl.itri.org.tw/fccc/ch/dec_mk/cdm/cdm_bsline.pdf（2008.11.24）；另根據李國鼎（Ｋ.T Li）
（1995）在〈The Evolution of Policy Behind Taiwan’s Development Success〉中所述，台灣已被 OECD
視為十個新興工業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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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關心氣候議題。 

 

三、減少公約衝擊、符合國際上之要求 

由於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的外交孤立處境，除了無法參與國際性的減量決策形

成之過程，更難以直接參與京都機制之減量方式，但各國為因應本議定書預期將

會積極發展高效率之技術，台灣若不及早因應參與國際互動，引進技術，將喪失

國際競爭力。由於「新興工業國」的經濟發展與國民所得遠遠超過開發中國家，

預期《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下一階段將以「新興工業國」為管制對象，加上歐盟

曾提案將南韓納為附件一成員，台灣應以更積極態度面對公約發展。 

 

四、降低經濟衝擊 

工業先進國家已經為溫室氣體減量作了十餘年準備，依各國經驗，能源結構

與產業政策之調整約需 10-15 年時間，我國產業正處於由傳統工業過渡成為現代

工業的轉型階段，能源有 98%以上必須仰賴進口70，產業又以耗能的傳統製造業

為主，加上人民的節約能源概念也不夠充足，因此必須加強再生能源或能源效益

改善，提升低碳企業等措施，及早因應並審慎的規劃，除了可以降低成本，也能

為企業創造新的商機。 

 

 

 

 

 

 

 

 

 

 

 

 

                                                 
70 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局， 
http://www.tier.org.tw/energymonthly/outdatecontent.asp?ReportIssue=9607&Page=14（2008.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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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全球暖化的初步回應 

    為了因應國際溫室氣體管制的趨勢，行政院於1992年5月成立跨部會「全球環

境變遷工作小組」，於1994年8月將之提升為「全球環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下

設「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工作分組」，指導小組於1997年8月擴充成為「國家永續發

展委員會」，委員會協調各部會擬定明確具體的因應策略並加強並執行。於1998

年首次召開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招集全國各界討論我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

的參考目標，並擬從能源結構、產業結構調整、以及推動節約能源與等方面著手。

2004年成立「氣候變遷暨京都議定書因應小組」，2005年京都議定書生效後，國

內召開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依據公約及京都議定書規範精神及現有管制原

則下參酌國際趨勢的變化適時修正分期策略減量值。到了2006年，行政院長再度

指示召開「台灣經濟永續成長會議」，會議中針對溫室效應與能源政策著墨不少。

從圖4-12中可以看出我國規劃因應政策期程是隨著國際溫室氣體減量政策發展的

腳步來進行，政府期許以各項會議及法規之訂立來創造國內經濟發展與達到環境

汙染減量的雙贏局面。 

國  際 

 

 

 

 

1992              1997                       2005                2008 

1992     1994     1997     1998     2004     2005     2006    2007 

 

 

 

 

 

我  國 

圖4-12 我國規劃因應全球暖化政策期程與方向 

 

    鑑於現行國際間多數工業化國家均已成立溫室氣體專責機構，我國亦成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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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部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推動小組」，並籌組成立「經濟部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推動

辦公室」，以整合經濟部各局處溫室氣體減量績效及管理運作方式71，其他的因應

措施尚包括「提出自願減量協議」72、「編撰我國國家通訊」73、「訂定《溫室氣

體減量法草案》」等，其中《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將於下一章有完整敘述。以

下說明兩次全國能源會議及經濟永續發展會議之簡要內容：  

一、1998年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 

    為因應1997年12月《京都議定書》的簽署，我國於1998年5月舉行第一次全

國能源會議，會議中有五大重點議題分別是「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發展趨勢及因應

策略」、「能源政策與能源結構調整」、「產業政策與產業結構調整」、「能源

效率提升與能源科技發展」，以及「能源政策工具」等議題探討。並做出以下結

論--對於重大開發案，應將二氧化碳排放增量納入環境影響評估。會議重點如下

所示74： 

（一）、聯合國已簽訂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並制定京都議定書，我國雖非聯合國

會員國，但身為地球村成員，應積極回應並推動各項無悔措施，進一步提升國

家競爭力； 

（二）、我國應爭取定位為新興工業國，依據公約4項原則75承擔合理且與各國

溫室氣體減量成本相當之責任； 

（三）、溫室氣體排放基線資料及推估情景，應完整考量經濟、環境及能源之

關係，並建立經濟成長與減量成本分析模型； 

（四）、我國應以精確可靠的估算建立未來對外談判之底線目標。在此之前，

                                                 
71 資料來源：經濟部溫室氣體減量資訊網，http://proj.moeaidb.gov.tw/tigo/page1-1.asp（2008.11.22） 
72 目前將透過與「電力、石化、鋼鐵、造紙、水泥、光電半導體」等六個行業進行溫室氣體盤查

試行輔導計畫，以建立我國產業盤查制度。「國家溫室氣體登錄平台」於 2007 年 7 月建構完成，

但因缺乏「查證」與「驗證」等機制，喪失資料正確性與客觀性（李堅明，2006：5-44），因此自

願減量協議仍然有待相關配套措施建立以後，才能夠落實於我國政策當中。資料來源：我國國家溫

室氣體登錄平台，http://map.cy1000.com.tw/GHG/（2008.11.12） 
73 提交國家通訊是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目的與成員之基本責任，雖然我國並非成員國之一，

不過為表示我國減量的共同決心，我國也於 2002 年 7 月公布了《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國家

通訊，中華民國（台灣）》（UNFCCC National Communicationof the Republic of China），內容包含

「我國基本資料」、「溫室氣體排放統計」、「衝擊」、「調適」、「政策與措施」、「研究發展、

國際合作與交流與教育宣導」總共 6 章。資料來源：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資訊網，

http://sd.erl.itri.org.tw/fccc/ch/nc/nc.htm（2008.11.23） 
74  資 料 來 源 ：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

http://web2.moeaboe.gov.tw/ECW/Policy/EnergyMeeting/INTEGRATED%20&%20REVIEW%20MEE
TIN/970513/96%B0%F5%A6%E6%B1%A1%A7%CE0625.pdf（2008.11.24） 
75 4 項原則為：1.成員承擔共同但程度不同的責任；2.應考慮特別需求或面臨特殊狀況成員之負擔

與能力；3.以「經濟有效」、「最低成本」防制氣候變遷；4.成員有權促進永續性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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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以西元2020年二氧化碳排放量降到2000年水準（或人均排放量10公噸）為參

考值，保留排放值增減10%及減量時程前後5年之彈性，作為政策設計之參考，

並視國際發展趨勢及各項減量策略成效，每4年（必要時每2年）檢討。 

（五）、依全國能源會議所設定之排放量參考值，應就排放特性及減量成本等

原則，分配於各部門；而各部門主管機關應依其配額，擬定明確具體之減量時

程及立即可行措施，據以推動； 

（六）、對於重大開發案，應將二氧化碳排放增量納入環境影響評估，但應配

合建立溫室氣體排放權交易制度。 

 

二、2005年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 

    為因應京都議定書於2005年2月的生效，我國舉辦了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

研擬符合國內現況及京都議定書最新趨勢之能源政策主要針對「京都議定書生效

後整體策略方向」、「能源政策與能源結構發展方向」、「綠色能源發展與提高

能源使用效率」以及「產業、運輸及住商部門因應策略」等六大議題進行廣泛討

論。相對於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具體的訂出減量目標和時程，第二次全國能源會

議對於訂定二氧化碳減量的目標反而較為保留，並指出留待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

議再討論。會議做出以下結論--制定新設重大投資案之二氧化碳排放源管理機

制，考量CO2排放納入環評項目，其他重點如下所示： 

（一）、現階段我國仍將循序漸進積極推動各部門減量能力建構與自願性減量

等減緩措施，依據各部門減量能力，推動具有實質減量效果的措施；並因應未

來國際溫室氣體減量模式於適當時機推動溫室氣體限量管制與交易、碳稅等措

施； 

（二）、我國二氧化碳減量目標規劃：由於1998年全國能源會議訂定參考目標

「2020年能源燃燒CO2排放量降至2000年排放水準」，依目前推估若欲達成確

有困難，我國應重新檢討減量目標（未獲共識，待國家永續發展會議處理）。

減緩溫室氣體排放成長率至OECD 國家水準可作為我國努力之目標，進一步努

力使我國溫室氣體人均排放量能達OECD 國家相同水準； 

（三）、依據各部門規劃之政策措施初步估計，在2010年二氧化碳可較基準情

景減少2300萬公噸，2015年可減少7100萬公噸，在2020年可減少12100萬公噸，

在2025年則可減少17000萬公噸，而近兩年的減量成效如表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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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2006、2007年二氧化碳減量成效比較

 
單位：萬公噸（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局，http://web2.moeaboe.gov.tw/ECW 
/Policy/EnergyMeeting/INTEGRATED%20&%20REVIEW%20MEETIN/970513/96%
B0%F5%A6%E6%B1%A1%A7%CE0625.pdf（2008.11.24）） 
 

（四）、能源部門加強推廣再生能源發電、擴大天然氣發電及電價合理化等措

施，估計二氧化碳排放量較基準情景累積減量，在2015年可減少3800萬公噸，

在2020年可減少5868萬公噸，在2025年可減少7841萬公噸； 

（五）、規劃我國能源結構配比在2020年估計約為：煤40-42%、油32-32%、天

然氣14-18%、核能7%、再生能源4-6%。在2025年：煤41-45%、油約30-31%、

天然氣16-19%、核能4%、再生能源5-7%； 

（六）、規劃我國發電裝置容量結構配比在2020年估計約為：燃煤46-47%、燃

油 3%、燃氣26%、核能9%、抽蓄水力5%、再生能源10-11%。在2025年：燃

煤48-50%、燃油2-3%、燃氣27-28%、核能5%、抽蓄水力5%、再生能源10-12%； 

（七）、規劃國家型能源科技發展計畫，增加研發經費，整合各部會署科技研

發資源，推動整體性能源科技發展、發展綠色能源、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

效率、輔導再生能源及綠色能源產業發展； 

（八）、為落實工業部門因應策略之執行，並達到節能目標，估計節能成效與

二氧化碳排放量較基準情景累積減量，在2015年能源密集度較2000年下降

10%，二氧化碳排放量降低2933萬公噸；2025年能源密集度則較2000年下降

16%，二氧化碳排放量降低6240萬公噸； 

（九）、運輸部門能源需求量和二氧化碳排放量短期內易升難降，中長期將有

機會予以減緩。估計節能成效與二氧化碳排放量較基準情景累積減量，在2020

年可達累計節約369萬公秉油當量，降低二氧化碳排放量1046萬噸，到2025年



全球暖化與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法制化之研究 
 

 90

累計年節約622萬公秉油當量，降低二氧化碳排放量1430 萬噸； 

（十）、為促進「發展永續運輸、追求健康台灣」願景之實現，除依永續發展

的理念，研擬整體的交通運輸政策外，運輸部門節省能源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量的政策，將依照下列三大方向進行：1.發展綠色運輸系統；2.紓緩汽（機）

車使用與成長；3.提升運輸系統能源使用效率。基於替代能源技術瓶頸仍有待

突破、社會民意尚待凝聚共識等主客觀條件尚未能完全及時支援「節能減量」

政策與策略所需，考量推動各項政策與策略時之「急迫性」與「執行可行性」，

衡酌我國運輸部門能源消費量與二氧化碳排放量成長趨勢，未來的實施策略宜

以「循序漸進」及「因地制宜」原則予以推動，分成「紓緩減量」（短中期）

及「強化減量」（長期）兩階段分期實施； 

（十一）、預估推動以下各項策略與配合措施，估計節能成效與二氧化碳 排

放量較基準情景累積減量，在2020年可達累計節約435萬公秉油當量，降低二

氧化碳排放量1188萬噸，到2025年累計年節約546萬公秉油當量，降低二氧化

碳排放量1490萬噸。 

 

三、2006年經濟永續發展會議 

為解決台灣經濟所面臨的各項長期性結構問題，規劃未來台灣經濟發展願

景，行政院於2006年7月召開「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會中主要針對5大議題

做探討，分別是「完善社會安全體系」、「提升產業競爭力」、「財政金融改革」、

「全球佈局與兩岸經貿」與「提升政府效能」。會議中仍然沒有明確訂定減量目

標，但提出「訂定溫室氣體減量法」的理念，並有中央主管機關實質負責。 

 

小結 

    面對溫室氣體減量的壓力，兩次的全國能源會議中，雖然有提議出不同的未

來減量目標與時程，但若要實際執行，仍需要進一步評估其對整體經濟的衝擊。

對於是否應立即明確訂定減量目標缺乏共識主要的原因在於：台灣不是聯合國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都議定書的締約國，立場的難以定位，從而形成台灣減量責

任與能力的不確定性，此外對於訂定減量目標所可能帶來的衝擊亦有認知上差

距。在缺乏共識的情況下，政府對於減量目標沒有具體的承諾，因此在 2006 年台

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中仍然沒有明確訂定減量目標，但提出「訂定溫室氣體減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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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理念。到了 2006 年 9 月行政院院會於通過「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送交

立法院審議，2007 年 5 月立法院一讀通過，2008 年 2 月 4 日再送立法院審查，但

在各界缺乏共識的前提之下，至今仍在立法院尚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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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因應全球暖化的法制化： 

《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立法 
    為減緩人類活動所排放之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氣候變遷，聯合國於 1992 年通過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對「人為溫室氣體」排放做出全球性防制協議，並

於 1997 年第三次締約國會議中通過具有管制效力之《京都議定書》，明確規範 38

個工業國家及歐洲聯盟，應在 2008 年至 2012 年間將其溫室氣體排放量降至 1990

年排放水準平均再減 5.2%，該議定書已於 2005 年 2 月 16 日生效。2012 年之後的

後京都時期，我國與其他新興工業國家可能成為下一波受規範對象，其規範之減

量模式、目標與期程尚在討論階段，具有高度的不確定性。基於我國特殊之國際

地位，無法簽署《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都議定書》，但身為地球村之

一員，仍應依據公約精神，承擔共同但差異的責任，來防制氣候變遷，並追求永

續發展。由於溫室氣體為特殊議題，法源未明則難以管理，因此京都議定書生效

一年後，環保署即著手研擬《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並提報行政院審查，整合各

部會意見後對立法之必要性及立法內容已達成共識。 

 

第一節《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原則特點 

《溫室氣體減量法》的推動不僅對外可主動宣示我國善盡地球村成員責任，

彰顯我國願意參與國際減緩氣候變遷相關活動，對內也可讓減量工作具有法源依

據，讓政府單位能夠落實依法行政，以下分別說明《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的立

法原則與特點。 

 

壹、立法原則 

《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的立法原則有 4 項，分別如下所述： 

一、承擔共同但差異的責任 

本法涉及國家能源結構、產業競爭，衝擊國家總體經濟發展，對人民權益影

響深遠。我國將依據公約精神，承擔共同但差異的責任，以「成本有效」（cost 

effectiveness)及「最低成本」（the lowest cost）的原則來防制氣候變遷，並追求永

續發展，為表達我國因應京都議定書之立場及作為，善盡地球村一員之責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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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第 1 條中提到「為減緩全球氣候變遷，降低溫室氣體排放，善盡共同保護地球

環境之責任，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明確指出立法之目的。 

 

二、政府部門整合推動減量 

溫室氣體減量工作涉及中央行政機關之政策措施，為強化政府部門間推動溫

室氣體減量之合作機制，由行政院整合各部會推動，並得成立「溫室氣體減量推

動小組」，以本法中央主管機關為幕僚單位，會商各機關研訂方案，據以推動國

家溫室氣體減量政策，草案第5條「行政院應邀集中央有關機關及專家學者，研

訂及檢討溫室氣體減量之分工、整合、推動及成果相關事宜。」即明確指出政府

應整合各部門共同推動減量工作、第10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行政

院核定之推動國家溫室氣體減量政策方案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行動

計畫，訂修溫室氣體減量執行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也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配合行政院核定之方案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行動計

畫，訂修溫室氣體減量執行計畫，並推動之。 

 

三、原則性立法 

溫室氣體減量具各領域專業性，涉及能源、工業、交通、農林、住商、財稅、

科技、國際合作及教育宣導等領域，涵括各相關部會之權責，各相關部會運用其

專業訂定計畫據以推動，如草案第8條「國家能源、產業、運輸及住商政策之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檢討及調整其溫室氣體減量政策，訂定具經濟誘因

之政策、措施與預定達成目標及期程，並定期檢討其執行成果。」概括指出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檢討及調整其溫室氣體減量政策。 

    而第14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分階段將其獲配之排放量，核配其公告

排放源之所屬事業，並得保留部分排放量核配依第15條第三項所公告一定規模新

設或變更排放源之事業，且命其採用最佳可行技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

其獲配排放量之核配結果，送中央主管機關。第一項所定事業排放源排放量之核

配方式、核配條件、核配程序、核配量之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可看出草案中規定授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就事業排放源排放量之核配方式、核配條件、核配程序、核配量之撤銷、廢止及

其他應遵行事項訂定法規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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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漸進推動減量  

因減量工作非一蹴可及，須漸進調整減量能力，如提升能源效率及發展再生

能源等措施，進行產業之溫室氣體盤查登錄及查證、溫室氣體排放效能標準管

理，再逐步進入總量管制與排放交易制度，草案第11條中提到「事業具有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者，應每年進行排放量盤查，並定期向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資訊平台登錄其排放量；其登錄資料，應經查驗機構完成查證。…」以及第12

條「事業具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者，其排放之溫室氣體年平均排放量，

應符合溫室氣體效能標準。」 

而後京都時期可能規範之減量對象、模式、目標與期程皆尚在討論階段，該

公約所要規範處理的問題具有高度的不確定性，需持續關注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議定書及相關會議決議事項，如草案第13條「中央主管機關得依聯合國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議定書及相關會議之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量規定之

情形，實施溫室氣體總量管制。前項所定溫室氣體總量管制，應於實施溫室氣體

排放盤查、登錄、查證制度與建立排放量核配及交易制度之後，由中央主管機關

報行政院核定，分期公告實施之。」並以目前國際上規範溫室氣體減量之38個工

業國家，其第一階段減量係將總排放量回歸至1990年排放量基準之一定百分比作

為規範，至於未被規範減量責任之國家，因減量基準年及目標尚未確定，故尚未

推動溫室氣體總量管制作為未推動總量管制之立法原因。 

 

貳、立法特點 

   《京都議定書》所定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目標雖然只針對簽署並批准的工業化國

家產生效力，但後京都時期（即2012年之後），我國與其他新興工業國家可能成

為下一波受規範對象，其規範之減量模式、目標與期程尚在討論階段，具有高度

的不確定性。基於我國特殊之國際地位，無法簽署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

都議定書，惟身為地球村之一員，仍願依據公約精神防制氣候變遷，並追求永續

發展，因此《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在訂立上具有以下3項特點： 

一、《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為預警法 

全球氣候變遷將危害國家永續發展，我國應及早面對並採取調適及分階段減

量行動；如草案第1條「為減緩全球氣候變遷，降低溫室氣體排放，善盡共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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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基於國際上對下一階段之減量模式仍在討論中，尚未確定，中央主管機關應

持續關注國際公約變化之趨勢，得於減量模式與責任確認後之適當時機，據以實

施溫室氣體總量管制制度，如草案第13條所述「中央主管機關得依聯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議定書及相關會議之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量規定之情

形，實施溫室氣體總量管制。前項所定溫室氣體總量管制，應於實施溫室氣體排

放盤查、登錄、查證制度與建立排放量核配及交易制度之後，由中央主管機關報

行政院核定，分期公告實施之。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實施溫室氣體總量管

制，應分階段訂定減量目標，並將應削減溫室氣體排放量分配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報請行政院核定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削減計畫執行削減，並

定期檢討其執行成果。」 

 

二、《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為跨部會法案 

減量工作由行政院整合推動，如第5條「行政院應邀集中央有關機關及專家

學者，研訂及檢討溫室氣體減量之分工、整合、推動及成果相關事宜。」同時也

應訂定方案推動國家溫室氣體減量政策，以作為全國溫室氣體減量及施政之總方

針，並依據方案訂定減量目標及行動計畫，據以落實執行溫室氣體減量工作。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減量行動計畫、改善計畫及每年執行減量成果之報告，應

提報行政院核定。 

    也如草案第6條「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國家溫室氣體減量政策，應依我國經

濟、能源、環境狀況及參酌國際現況擬訂方案，報請行政院核定後實施。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方案訂定減量目標及行動計畫，並定期檢討修正；未能

達成減量目標者，應提出改善計畫。前項減量行動計畫之訂修、改善計畫及每年

執行減量成果報告，應提報行政院核定。」 

 

三、啟動全民參與機制 

基於國人仍普遍欠缺氣候變遷對環境危害之意識，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加強

學校、產業及國民之教育宣導，如草案第18條「各級政府機關應加強對學校、產

業及國民於減緩全球氣候變遷之認知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宣導工作，並應積極

協助民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公部門在減量工作的推動上也應以身作則、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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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起，從事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綠色產品或服務。 

    在草案第19條中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推

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率產品或服務，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同

時草案更參考日本「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規定提供各式能源者應宣導及協

助能源使用者節約能源，在第20條中也規定「提供各式能源者應致力宣導並鼓勵

使用者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率，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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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立法過程 

    由於溫室氣體減量為特殊議題，法源未明則難以管理，因此我國自2005年京

都議定書生效後即積極推動《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法制作業，以下說明制訂草

案的準備工作與審議之歷程。 

 

壹、準備作業 

行政院《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在制定之前廣納各方意見，並召開多次座談

會之後才開始進行推動草案的研擬工作進而完成草案初稿，制訂草案的準備工作

如下所述： 

一、各方意見及座談會議 

行政院於2005年2月23日召開第1次部會座談會，4月1日召開案草案公聽會，

並分別於4月15日、4月20日與4月22日召開部會及專家學者3次研商會。在4月26

日提環保署法規委員會報告，5月9日再次針對《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召開部會

研商會議。5月13日、5月18日、5月24日、6月29日分別針對《溫室氣體減量法草

案》召開4次研商會議，並召開環保署「溫室氣體減量策略研議小組」進行推動

草案的研擬工作。 

 

二、行院法規研商會議 

2005年7~9月，環保署署內舉行法規研商會議，並參採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

結論，採取自願性減量等減量策略，在因應未來國際溫室氣體減量模式於適當時

機再推動溫室氣體限量管制與交易、碳稅等措施，以及在新設重大投資案中量將

CO2排放納入環評項目等意見納入草案的初步規劃當中。 

10~11月，環保共識會議於會議中討論「您是否贊成立法管制溫室氣體排

放？」等相關議題，以彙整意見、凝聚共識；11月25日，於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

委員會氣候變遷暨京都議定書因應小組第2次工作會議中再度針對《溫室氣體減

量法草案》進行討論；2006年1月11日，環保署於第711次主管會報中，提出《溫

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內容說明；環保署於2月16日函報行政院審議，完成環保

署版《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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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行政院版《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送審 

至2006年8月止行政院召開5次條文內容審查會議為了凝聚各部會共識、確立

立法之必要性及法令名稱，2006年4月25日召開第1次審查會，而在5月11日的第2

次審查會，初步完成草案前11條之審查；第3次審查會議於6月22日召開，重新檢

視草案前11條之修正內容，同時初步完成前14條之審查；7月31日，召開第4次審

查會議，初步完成前22條之審查；第5次審查會議於8月21日召開，也於會中完成

所有法條之審查工作。2006年9月20日《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經行政院院會審查

通過，於9月26日發文「院臺環字第0950091895號」函送立法院。 

 

參、王塗發委員版本及王榮璋委員版本之提出 

2007年1月5日，在立法院第6屆第4會期第15次會議中，王塗發委員等73人提

出新版本《溫氣體體減量法草案》（以下簡稱王塗發委員版本），1月17日在立法院

第6屆第4會期第17次會議中，因討論草案並無產生共識，在會議中決議必要時應

召開公聽會議解決僵局，後於4月10日，立法院第6屆第5會期第7次會議中，王榮

璋委員等55人提出新版本《溫氣體體減量法草案》（以下簡稱王榮璋委員版本），

為解決意見之歧異，行政院於4月30日舉行《溫氣體體減量法草案》公聽會，但會

議結果仍然沒有產生無具體結論。 

 

肆、立法院一讀通過《溫氣體體減量法草案》 

立法院於2007年5月7日「第6屆第5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福利委員會第17次全

體委員會議」中，併案審查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但是對於「行政院提案版本」

作出部分修改，而且一併參考了行政院版本以外之「王塗發委員版本」（具有時

程）與「王榮璋委員版本」（配額有償概念）一共三個版本，業經審查完竣後，

提報院會討論，會議共計通過22條，保留10條條文，而院會討論本草案前，「保

留條文」之部分必須先經過黨團協商後再作出決定。 

 

伍、行政院再次提出行政院版《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送審 

    依據立法院屆期法案不延續原則，環保署重新 2008 年 2 月 4 日送審行政院版

《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4 月 15 日立法院第 7 屆第 1 會期衛生環境及勞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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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次全體委員會議第 1 條、第 2 條、第 7 條及第 10 條條文，均照案通過。第 6

條、第 8 條、第 12 條修正後通過。第 3 條至第 5 條、第 9 條、第 11 條及第 13 條

至第 16 條共計 9 條文均保留，其餘條文未審。 

 

陸、顏清標委員版本、黃淑英委員版本及徐少萍委員版本之提出 

2008 年 6 月 6 日顏清標委員等 22 人於第 7 屆第 1 會期第 14 次會議，對草案

之「行政院版本」提出 6 項建議及新版本《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以下簡稱顏清

標委員版本）；9 月 26 日第 7 屆第 2 會期第 2 次會議中，黃淑英委員等 35 人提出

應積極採行具體措施因應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再度提案擬具《溫室氣體減量法

草案》（以下簡稱黃淑英委員版本）； 12 月 5 日第 7 屆第 2 會期第 12 次會議中，

徐少萍委員等 23 人提出應積極採行具體措施及遵循國際公約及會議之決議，再度

提案公決（以下簡稱徐少萍委員版本）。依據法制作業之程序辦理期程如下表所列： 

表 5-1《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審議歷程彙整表 

時  間 會  議 內  容 
2005.02.23 召開第 1 次部會座談會 
2005.04.01 召開草案公聽會 

2005.04.15、
04.20、04.22 

召開部會及專家學者 3 次研商會 

2005.04.26 提環保署法規委員會報告 
2005.05.09 再次召開部會研商會議 

2005.05.13、
05.18、05.24、

06.29 

針對《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召開

4 次研商會議 
召開環保署溫室氣體

減量策略研議小組 

2005.7~9 月 環保署署內法規研商會議，參採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結論；

2005.10~11 月 環保共識會議討論「您是否贊成立法管制溫室氣體排放」；

2005.11.25 於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氣候

變遷暨京都議定書因應小組第 2 次

工作會議 

針對《溫室氣體減量法

草案》進行討論； 

2006.01.11 環保署第 711 次主管會報 報告《溫室氣體減量法草

案》 
2006.02.16 函報行政院審議，完成環保署版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初稿，

之後行政院召開 5 次條文內容審查會議 
2006.04.25 第 1 次院審查會議 為了凝聚各部會共識，確

定立法必要性及法令名

稱 
2006.07.05 第 1 次跨部會協商會議 針對專有名詞界定討論 
2006.07.31 第 4 次院審查會議 完成 1-22 條法規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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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08 第 2 次跨部會協商會議 討論 15-17 條法規內涵 
2006.08.15 第 3 次跨部會協商會議 修正 15-17 條法規內容 
2006.08.21 第 5 次院審查會議 完成全部條文審查 
2006.09.20 行政院第 3007 次院會審 行政院版審查通過 

行政院發文以「院臺環字

第 0950091895 號」函送

立法院，經提立法院「第

6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

報告後決定交衛生環境

及社會福利委員會審查。 
2006.09.29 行政院版送立法院審議 

2006.12.27 
立法院第 6 屆第 4會期第 12次會議 初步討論草案架構內容

適切性 

2007.01.05 

立法院第 6 屆第 4會期第 15次會議 王塗發委員等 73 人提出

新版本《溫氣體體減量法

草案》（以下簡稱王塗發

委員版本） 

2007.01.17 
立法院第 6 屆第 4會期第 17次會議 無共識，決議必要時應召

開公聽會議 

2007.04.10 立法院第 6 屆第 5 會期第 7 次會議

王榮璋委員等 55 人提出

新版本《溫氣體體減量法

草案》（以下簡稱王榮璋

委員版本） 
2007.04.30 溫減法草案公聽會 無具體結論 

2007.05.07 立法院第 6 屆第 5會期第 17次會議

《溫氣體體減量法草案》

一讀通過 
第 6 屆第 5 會期衛生環

境及社會福利委員會全

體委員會議中，立法院併

案審查溫室氣體減量法

草案，但是對於「行政院

提案版本」作出部分修

改，而且一併參考了行政

院版本以外之「王塗發委

員版本」及「王榮璋委員

版本」，一共三個版本，

於 2007 年 5 月 7 日一讀

通過，法案內容詳明溫室

氣體管制與減量之目

標，明定 2025 到 2030
年，我國必須回到 2005
年的排放量，會議通過

22 條，保留 10 條，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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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條文保留部分提立

法院黨團協商後，提送立

法院全院聯席會二、三讀

審查。 

2008.02.04 環保署函報行政院審議 

依據立法院屆期法案不

延續原則，環保署重新送

審行政院版《溫室氣體減

量法草案》。 
2008.02.29 立法院第 7 屆第 1 會期第 2 次會議 行政院版送立法院審議 

2008.04.15 
立法院第 7 屆第 1 會期衛生環境及

勞工委員會第 16 次全體委員會議 

第 1 條、第 2 條、第 7 條

及第 10 條條文，均照案

通過。 
第 6 條、第 8 條、第 12
條修正後通過。 
第 3 條至第 5 條、第 9
條、第 11 條及第 13 條至

第 16 條條文，均保留。

其餘條文未審。 

2008.06.06 第 7 屆第 1 會期第 14 次會議 

顏清標委員等 22 人對行

政院版提出六項建議及

新版本《溫室氣體減量法

草案》（以下簡稱顏清標

委員版本） 

2008.09.26 第 7 屆第 2 會期第 2 次會議 

黃淑英委員等 35 人提出

應積極採行具體措施因

應氣候變遷及全球暖

化，再度提案擬具《溫室

氣體減量法草案》（以下

簡稱黃淑英委員版本） 

2008.12.05 第 7 屆第 2 會期第 12 次會議 

徐少萍委員等 23 人提出

應積極採行具體措施及

遵循國際公約及會議之

決議，再度提案公決。（以

下簡稱徐少萍委員版本）

（ 資 料 來 源 ： 參 考 經 濟 部 溫 室 氣 體 減 量 資 訊 網 ，

http://proj.moeaidb.gov.tw/tigo/page4-1.asp（200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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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立法重點  

    本節以行政院於立法院第 7 屆會期送審之版本說明草案內容：草案之中央

主管機關為環保署，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行本法之相關權責。以下說明《溫

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立法重點及重點說明。 

 

壹、《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立法重點 

《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重點在於政府機關權責、減量對策及教育宣導等

3 個面向，其立法重點有下列 4 項： 

一、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溫室氣體減量方案，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則配合訂定行動計畫推動之； 

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檢討及調整其溫室氣體減量政策，並輔導

事業進行溫室氣體減量相關工作； 

三、機關得依國際管制溫室氣體排放的進度，於實施溫室氣體排放盤查、登

錄、查證制度與建立排放量核配及交易制度後，分期公告實施溫室氣體總量

管制； 

四、各級政府機關應加強對學校、產業及國民有關溫室氣體減量之教育宣

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獲高效率產品或服務。 

 

貳、《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重點說明 

《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內容一共有 6 章，共計 28 條條文，分別為：第

一章總則（草案第 1 條至第 4 條）；第二章政府機關權責（草案第 5 條至第 10

條） ；第三章減量對策（草案第 11 條至第 17 條）；第四章教育宣導（草案第

18 條至第 20 條） ；第五章罰則 （草案第 21 條至第 26 條）；第六章附則（草

案第 27 條至第 28 條），整體架構見圖 5-1。總說明之要點節錄如下： 

一、溫室氣體減量涉及政府行政部門相關權責業務，行政院應邀集中央有關

機關研擬及檢討有關溫室氣體減量之分工、整合、推動等事項。中央主管機

關應擬訂溫室氣體減量方案，報請行政院核定後實施；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依溫室氣體減量方案訂定減量目標及行動計畫，並推動之。（草案第五

條及第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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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行排放量之調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略之研

議；中央主管機關應進行氣候變遷衝擊評估、定期統計全國排放量，建立國

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草案第七條） 

 

三、國家能源、產業、運輸及住商政策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檢討

及調整其溫室氣體減量政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進行排放源排放

量之盤查、登錄、查證、自願減量及參與國際合作減量，並得獎勵或補助之。

（草案第八條及第九條）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配合推動溫室氣體減量政策方案及行動計

畫，訂修溫室氣體減量執行計畫，並推動之。（草案第十條) 

 

五、事業具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者，應每年進行排放量盤查及定期

登錄經查驗機構完成查證之排放量；其溫室氣體年平均排放量，應符合溫室

氣體效能標準。（草案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 

 

六、中央主管機關得依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議定書及相關會議之決議

事項，於實施溫室氣體排放盤查、登錄、查證制度與建立排放量核配及交易

制度後，分期公告實施溫室氣體總量管制，其實施方式為分階段訂定減量目

標，並將應削減溫室氣體排放量分配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由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訂定削減計畫執行削減。（草案第十三條) 

 

七、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分階段將其獲配之排放量，核配其公告排放源

之所屬事業，並得保留部分排放量核配一定規模新設或變更排放源之事業，

並要求一定規模新設或變更之事業應採用最佳可行技術。（草案第十四條) 

 

八、經核配排放量之事業應採行減量措施或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交易平台

進行交易；其實際排放量不得超過核配量或排放額度；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一

定規模新設或變更之排放源，於溫室氣體總量管制實施後，其排放量超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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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配量部分，應取得足供抵換之排放量。（草案第十五

條) 

 

九、為鼓勵事業主動執行溫室氣體減量，規定得於核配排放量前主動提出溫

室氣體減量計畫、減量目標及期程，經查驗機構查證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認可其減量額度；經認可之減量額度，得作為溫室氣體總量管制排放量之

抵換或交易。（草案第十六條) 

 

十、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對排放源所屬事業之場所實施檢查

或命其提供有關資料。（草案第十七條) 

 

十一、各級政府機關應加強對學校、產業及國民有關溫室氣體減量之教育宣

導；各級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應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

能或高能源效率產品或服務。（草案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 

 

十二、事業或查驗機構因違反本法所定義務應為之處罰。（草第二十一條至

第二十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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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溫室氣體減量法架構 

 

 

 

 

 

 

 

 

 

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架構 

總則 政府機關權責 減量對策 教育宣導 罰則及附則 

第 1~4 條 

◎立法目的 

◎主管機關 

◎法案用詞 

第 5~10 條 

◎行政院的權責 

◎國家溫室氣體減  

  量政策 

◎每 3 年撰寫溫室 

  氣體國家報告 

◎輔導事業進行減 

  量工作 

◎國家政策檢討 

◎地方主管機關權 

  責 

第 11~17 條 

◎排放源盤查登錄 

  及申報 

◎溫室氣體效能標 

  準 

◎總量管制與交易 

  制度時機及條件 

◎新設排放源之規 

  範 

◎鼓勵主動提出減  

  量計畫 

第 18~20 條 

◎教育宣導 

◎民間參與 

◎綠色採購 

◎能源供應者之責 

任 

第 21~28 條 

◎排放量超額之處 

  罰 

◎規避、妨礙檢查 

  之處罰 

◎未依規定盤查及 

  登錄之處罰 

◎登錄不實之處罰 

◎違反效能標準、 

  限量管制之處罰 

◎違反減量措施或 

  交易方式、查 

  證、排放額度及 

  交易平台規定之 

  處罰 

◎公佈後 1 年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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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規範內容 

《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規範內容除總則之外，尚有政府機關權責、減量

對策、教育宣導以及罰則等四個部分，本文針對行政院版本之草案分別進行說明。 

 

壹、政府機關權責：規範政府機關應有作為（草案第 5 條至第 10 條) 

    因溫室氣體減量工作涉及中央行政機關之政策措施，為強化政府部門間推動

溫室氣體減量之合作機制，由行政院整合各部會推動，並得成立溫室氣體減量推

動小組。有關「政府機關應有作為」部分，草案第5條規定「行政院應邀集有關機

關及專家學者研擬及檢討有關溫室氣體減量之分工、整合、推動及成果相關事

宜」。而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室氣體減量事宜如下：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能源使用效率提昇及能源節約；運輸管理、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

室氣體減量；低碳能源運具使用；建築管理溫室氣體減量；廢棄物回收處理及再

利用；厚植森林資源及健全森林管理；農業溫室氣體排放減量；溫室氣體減量財

稅誘因機制；溫室氣體減量對整體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溫室氣體減量科技

之研發；溫室氣體減量之國際合作；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律之研析及國際會

議之參與；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量之教育宣導等事項。 

    第6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研訂方案推動「國家溫室氣體減量政策」，作為全

國溫室氣體減量及施政之總方針，且應依據方案訂定減量目標及行動計畫，據以

落實執行溫室氣體減量工作。 

    第7條規定「編撰國家報告與建立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應進行排放量之調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略之研議，並將調查及調適成果每年定期

提送中央主管機關、中央主管機關應進行氣候變遷衝擊評估、定期統計全國排放

量，建立國家溫室氣體清冊；並每3年編撰溫室氣體國家報告，報請行政院核定後

對外公開」。而立法理由中認為國際間已有IPCC公布之「溫室氣體統計準則」，

目前多數國家皆採取此準則，可作為我國訂定排放量統計準則之參考。 

    因國家能源、產業、運輸及住商政策影響溫室氣體排放甚鉅，所以第8條規定

「定期檢討、調整政策」，「國家能源、產業、運輸及住商政策之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應定期檢討及調整其溫室氣體減量政策，訂定具經濟誘因之政策、措施

與預定達成目標及期程，並定期檢討其執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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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條為有關「鼓勵自願減量」相關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

進行排放源排放量之盤查、登錄、查證、自願減量及參與國際合作減量，並得獎

勵或補助之。該條第2項規定獎勵或補助之對象、申請資格、申請期限、申請文件、

審查程序、撤銷、廢止、追償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 

    第10條規定「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應配合行政院核定之方案及行動計畫，訂

修執行計劃，「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行政院核定之推動國家溫室氣體

減量政策方案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行動計畫，訂修溫室氣體減量執行

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貳、減量對策：規範溫室氣體排放源責任（草案第 11 條至第 17 條)     

    草案的減量對策是以減緩溫室氣體的排放量為重點，其中第11 條規定「排放

源應每年進行盤查並定期登錄」，草案第12 條「排放源排放之溫室氣體年平均排

放量應符合溫室氣體效能標準」；草案第13 條「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國際減量規定

之情形，實施溫室氣體總量管制」、草案第14-15條規定「核配排放量」、草案第9

及16 條「鼓勵自願減量，並經認可之減量額度，得作為溫室氣體總量管制之排放

抵換或交易」與草案第17 條「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要求對於排放源檢

查或請求提供資料」等規定。 

   為與國際接軌，並達到分層管理之目的，第11條規定排放源的溫室氣體排放「盤

查、登錄」事項，「事業具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者，應每年進行排放量盤

查，並定期向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平台登錄其排放量；其登錄資料，應經查

驗機構完成查證」，草案認為京都議定書之清潔發展機制、國際排放交易

(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ing)以及ISO 14064/65 認驗證機制設計，為符合

我國需要之制度，因此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認可認證機構(與國際間認證系統連

結)，再由認證機構許可之查驗機構來執行查證作業。也就是說我國認證機構層級

的高低次序分別為「國際認證系統」、接下來為「我國中央主管機關」、再為「由

中央主管機關所認定之查驗機構」。 

    第12條規定「溫室氣體效能標準」，「事業具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者，

其排放之溫室氣體年平均排放量，應符合溫室氣體效能標準。」因溫室氣體效能

標準是法規命令，由中央主管機關參考國際管制趨勢之變化及國內管制階段性之

需要，依新設或既設排放源別、業別(例如電力業將依其供電特性考量其電力調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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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彈性)、單位原(物)料、燃料、熱值、面積、電力、產品或其他單位產出或單位

消耗之溫室氣體年平均排放量強度分批訂定，且溫室氣體效能標準將以新設排放

源優先適用為原則。 

    第13條則規定「總量管制」應遵循國際規範的腳步實施溫室氣體總量管制並

分段訂定減量目標，「中央主管機關得依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議定書及相

關會議之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量規定之情形，實施溫室氣體總量管制。

前項所定溫室氣體總量管制，應於實施溫室氣體排放盤查、登錄、查證制度與建

立排放量核配及交易制度之後，由中央主管機關報行政院核定，分期公告實施之。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實施總量管制，應分階段訂定減量目標，並將應削減溫室氣體

排放量分配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行政院核定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其訂定之削減計畫執行削減，並定期檢討其執行成果。」 

    草案規定「分段實施總量管制」是考量到目前國際上規範溫室氣體減量的38

個工業國家，其第一階段減量為將總排放量回歸至西元1990年排放量基準，至於

未被規範減量責任之國家，因減量基準年及目標尚未確定，故尚未推動溫室氣體

總量管制；而基於國際上對下一階段之減量模式仍在討論中，也尚未確定；且為

避免實施溫室氣體總量管制對國內事業產生重大衝擊之故，因此中央主管機關應

持續關注國際公約變化之趨勢，得於減量模式與責任確認後之適當時機實施總量

管制制度。 

    第14條規定「核配量」的相關規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分階段將其獲

配之排放量，核配其公告排放源之所屬事業，並得保留部分排放量核配依第15條

第3項所公告一定規模新設或變更排放源之事業，且命其採用最佳可行技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其獲配排放量之核配結果，送中央主管機關。」 

    有關「登錄平台」部分，第15條規定「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核配排放量之事業，

應採行減量措施或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交易平台進行交易；其實際排放量，不

得超過核配量或排放額度。」目前我國已經建置「國家溫室氣體登錄平台」，除

了產業可以上傳溫室氣體盤查清冊資料，同時也能登錄自願減量計畫。 

    第16條規定「鼓勵自動減量」相關事項，除了鼓勵事業主動提出溫室氣體減

量計畫，且減量額度可作為排放量之抵換或交易，「事業得於第14條第一項規定核

配排放量前，主動提出溫室氣體減量計畫、減量目標及期程，經查驗機構查證後，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其減量額度；經認可之減量額度，得作為溫室氣體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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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之排放量抵換或交易。」第9條也有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

進行排放源排放量之盤查、登錄、查證、自願減量及參與國際合作減量，並得獎

勵或補助之。」 

    第17條規定事業不得規避或妨礙、拒絕檢查，「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得派員並提示有關執行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對排放源所屬事

業之場所實施檢查或命其提供有關資料，事業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參、教育宣導：（草案第 18 條至第 20 條) 

    草案基於國人仍普遍欠缺氣候變遷對環境危害之意識，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

加強學校、產業及國民之教育宣導。第18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加強對學校、

產業及國民於減緩全球氣候變遷之認知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宣導工作，並應積

極協助民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 

    而公部門也應「以身作則」從事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綠色產品或服務，

第19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

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率產品或服務，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草案並參考日本「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規定提供各式能源者應宣導及

協助能源使用者節約能源。第20條規定「提供各式能源者應致力宣導並鼓勵使用

者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率，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肆、罰則：（草案第 21 條至第 26 條) 

    草案對於違反溫室氣體減量措施之行為，設計「罰鍰」、「限期補正」、「限

期改善」、「扣減重新分配之排放額」以及「限制或停止交易」五種方式，針對

不同的違法行為，會有不同程度之罰鍰金額，亦或 5 種處罰方式搭配使用。在草

案第 21 條中，有關「事業實際排放量超過核配量或排放額度者對之處以罰鍰，並

且於重新核配排放量時扣減前次超過之排放量」，為罰鍰加上扣減重新分配之排

放額之處罰方式。 

    而草案第 22 條則對於「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

令規定所為之檢查或要求提供資料之命令，得處事業新台幣 20 萬元以上、200 萬

元以下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與第 23 條「事業依法令有盤查、登錄義務，明知

不實之事項而盤查、登錄，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以新台幣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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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以上、200 萬元以下之罰鍰」為單處罰鍰之規定；草案第 24 條中規定，「事

業按照法令有盤查與登錄義務，未依規定進行盤查登錄，或違反相關辦法中有關

盤查、登錄之範疇、內容、頻率或查證方法之管理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

補正者，處以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下之罰鍰，並再通知限期補正而仍

未補正者，得按次處罰」，該條第二項「查驗機構違反所訂辦法中有關資格條、

許可事項及執行查證之管理規定者，處以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下之罰

鍰，並得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則為罰鍰、限期補正、限

期改善三種處罰方式並用之規定。 

    在草案第 25 條草案內容中對於「事業違反法令規定之溫室氣體效能標準者，

處以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下之罰鍰，並得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改善期間不得超過三年」為罰鍰加上限期改善之運用；草案第 26

條對於「事業違反相關法令中有關減量措施或交易之方式、查證、排放額度及交

易平台之管理規定者，處以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下之罰鍰，並通知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限制或停止交易。而其改善期間不得超過 90 日」此項

則為罰鍰、限期改善以及限制或停止交易之運用，相較他國，我國草案對於處罰

方式及違法行為之規定較為繁瑣複雜。 

 

小結  

行政院提出《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主要是因為京都議定書生效，國際溫

室氣體管制已是趨勢，台灣雖非京都議定書締約國家，也必須事先因應及確立我

國溫室氣體減量相關規範，2006年9月20日《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經行政院院會

審查通過，於9月26日發文函送立法院，立法院於2007年5月7日併案審查溫室氣體

減量法草案，且一併參考了行政院版本以外之「王塗發委員版本」及「王榮璋委

員版本」，一共3個版本，終於一讀通過，法案內容詳明溫室氣體管制與減量之目

標，明定2025到2030年，我國必須回到2005年的排放量，會議通過22條，保留10

條。但依據立法院屆期法案不延續原則，行政院重新送審行政院版《溫室氣體減

量法草案》，至2008年12月底為止，又陸續出現「顏清標委員版本」、「黃淑英委員

版本」以及「徐少萍委員版本」，因各方意見分歧，以致於《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

至今仍遲未三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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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評析 

第一節《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版本比較 

    第 6 屆第 5 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福利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中，立法院併案審

查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但是對於「行政院提案版本」作出部分修改，而且一併

參考了「王塗發委員版本」及「王榮璋委員版本」，將草案於 2007 年 5 月 7 日一

讀通過，但依據立法院屆期法案不延續原則，環保署將草案重新送立法院審議，

之後又出現「顏清標委員版本」、「黃淑芬委員版本」以及「徐少萍委員版本」，合

計至 2009 年 1 月份止，共出現 6 種版本。本節以第 6 屆及第 7 屆會期作分野，將

5 種《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的委員提案版本與「行政院提案版本」做一比較分析。 

 

壹、第6屆會期所提之版本 

    第6屆會期中一共有「行政院版本」、「王塗發委員版本」與「王榮璋委員版

本」3項版本提出，經比較之後可知彼此間存有若干規定之差異，立法院對於這些

不同見解，大多仍處於「保留」狀態，以下針對3種版本與立法院ㄧ讀通過決議的

草案之異同做一分析整理。 

ㄧ、立法目的的延伸 

    「王塗發委員版本」及「王榮璋委員版本」中將「提升能源使用效率，促進

潔淨能源使用」放入第一條總則中，行政院版本之提案則未提到，且「王塗發委

員版本」及「王榮璋委員版本」也將「降低溫室氣體排放」，修正為「降低人為

溫室氣體排放」。立法院的審查結果為：第1條條文照王塗發等委員及王榮璋等

委員之提案通過。 

 

二、草案用詞 

    對於「行政院版本」第3條中所提到之溫室氣體「核配量」屬「無償」性質，

並提出就行政機關及國際社會的狀況來講，溫室氣體額度的配售一開始都是無償

的，若採用「配售」，在行政作業上和國際接軌將產生困難；而「王榮璋委員版

本」則認為為符合公平正義，溫室氣體排放量應為「有償」性質，故應修改為溫

室氣體「配售量」。「王塗發委員版本」則增加「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吸

收源（匯）」等用語，因無法達成共識，故立法院審查結果為：保留，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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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減量基準年與目標年 

    「行政院版本」之提案對此議題沒有相關規定，在「王塗發委員版本」第4

條以及「王榮璋委員版本」第4條當中，分別明確指出「我國溫室氣體排放減量

應以2025年（民國114年）至2030年（民國119年）間達成2005年（民國94年）基

準年排放量為努力目標」，為回應多次會議及各界之期待，以試行盤查年（2005

年）作為基準年。立法院之審查結果為：第4條條文照行政院提案，除增列第2

項文字：「我國溫室氣體排放減量應以中華民國114年至119年間達成94年基準年

排放量為努力目標。」外，餘照案通過。 

 

四、各部門減量方案之實施期程 

中央主管機關應根據減量政策，訂定各部門減量方案，「行政院版本」與「王

塗發委員版本」對於減量方案之實施期程，均未規範明確時間表；「王榮璋委員

版本」所提草案第6條，則區分不同部門而有不同期程之規劃，分別為「電力與

工業部門減量方案最遲應於民國98年前實施」、「運輸與農業部門減量方案最遲

應於民國100年前實施」、「商業住宅與其他部門減量方案最遲應於民國102年前

實施」，原因則是認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據方案訂定減量目標及行動計

畫，據以落實執行溫室氣體減量工作，為落實2030年達成減量至2005年的法定基

準，應明訂各部門減量方案實施的最後期程。並以電力以及工業部門為優先，依

序則是運輸及農業部門，留待最後減量的則是住宅商業與其他部門。立法院審查

結果為：除「電力與工業部門減量方案最遲應於本法公布施行後2年內實施」、

「運輸與農業部門減量方案最遲應於本法公布施行後4年內實施」、「商業住宅

與其他部門減量方案最遲應於本法公布施行後6年內實施」外，於均照王榮璋等

委員提案通過。 

 

五、總量管制之起始年 

「行政院版本」之提案對總量管制的起始年沒有相關規定；「王塗發委員版

本」則認為基於《京都議定書》於2012年後之減量模式尚不明確，而目前我國處

於溫室氣體能力建構期，參考國際間進行溫室氣體總量管制與交易需要多年準備

期，因此於所提草案第13條規定於「西元2015年」為起始年，開始進行總量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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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榮璋委員版本」於其所提草案第14條規定，「暫以中華民國104年為第一

階段起始年，並得依國際情勢適時檢討調整。」立法院之審查結果為：保留，未

通過。 

 

六、核配量的分配 

    溫室氣體排放權屬公共財，對於是否應部份或全部免費給既有的排放源有許

多爭議，根據目前「行政院版本」所提草案第14條與「王塗發委員版本」所提草

案第14條，均規定為「無償核配」之方式，也就是免費核配給現存的排放源；而

「王榮璋委員版本」所提草案第15條規定為「有償配售」，綜合國內現實與歐盟

先進做法，排放總額85%採「無償配額」，15%採「有償配售」，讓新興產業有

進場之機會，並認為「Grandfathering 核配制度」之正面價值為確保既有工廠能

夠順利繼續運作，負面價值為既有排放源無償取得大多數排放權，不符合公平原

則，故將排放量分配制度訂為「配售」，認為污染源若無償核配排放權，還可進

ㄧ步憑此排放權參與碳排放交易，變成獲利工具，將有損公平正義。立法院審查

結果為：保留，未通過。 

 

七、排放量是否可拍賣 

「行政院版本」沒有排放量拍賣的相關提案，而「王塗發委員版本」所提草

案第13條則是參考英國部分核配量進行拍賣之方式與保留部分比例，提出中央主

管機關應保留各階段預定核配量之15%額度公開拍賣釋出；「王榮璋委員版本」

所提草案第14條則是參考歐盟排放交易指令中對於核配量保留拍賣之方式，中央

主管機關應該保留一定比例分配量拍賣釋出，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保留15%分配

量拍賣釋出。立法院審查結果為：保留，未通過。 

 

八、是否採用森林碳吸存方式 

「行政院版本」提案中並無提及森林碳存計畫，「王塗發委員版本」提案第

21條條文提到參照日本《地球溫暖化對策之推動法》的作法以及台灣本身森林資

源佔58.5%的特色，無論就生態保育、水土保持或因應氣候變化公約等，均應特

別重視加強；「王榮璋委員版本」提案第9條條文也提到「森林碳吸存」方式可

作為減量措施之一，中央主管機關應該訂定二氧化碳吸收量目標並制訂國家森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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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吸存推動計畫。計畫內容中應考量聯合國糧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FAO）報告中所提及之森林和其他林地範圍、森林和其他林地特徵、

林木蓄積量、生物量、碳貯存量、干擾對健康和生命力的影響、生長蓄積組成、

木材收穫等指標，參酌國際最新資訊，制訂國家森林保育推動計畫。立法院審查

結果為：保留，未通過。 

 

九、生質能的能源利用 

「行政院版本」與「王塗發委員版本」所提草案均無規定生物質（biomass）

的使用，「王榮璋委員版本」所提草案第22條條文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與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加強生物質的能源利用，逐年提高家戶廚餘、事業有機廢棄物與農

業廢棄物之蒐集率與能源再利用率，用以替代化石燃料，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立法理由為生質能是非石化類唯一含碳能源之來源，利用生物質替代化石燃料被

公認為最有效率之溫室氣體減量策略，亦為許多國家發展替代能源的重要技術發

展之一。立法院審查結果為：採用王榮璋委員之版本。 

 

十、再生能源之利用 

    「行政院版本」與「王塗發委員版本」所提草案並無提及替代化石燃料之各

種再生能源，如：生物能、地熱、地熱、氫能、太陽能、潮汐能、風能、海潮能

等之利用，但因京都機制中清潔發展機制委員會認同再生能源可以進入市場交

易，故「王榮璋委員版本」所提草案第23條對此表示贊成意見：「中央主管機關

應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參照京都議定書中清潔發展機制制度設計，認定替代

化石燃料之再生能源利用方案、設施或活動之二氧化碳排放減量貢獻額度。前項

減量貢獻額度，得直接納入第16條第1項之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交易平台進行交

易、抵換，或循國際CDM機制與世界各碳排放交易市場之規定，予以售出。」

立法院審查結果為：保留，未通過。 

 

十一、公部門綠色採購 

    公部門應以身作則做全民減量運動的表率，同時也須反應在購買需要物品

上，「行政院版本」所提草案中並未提及政府單位採購所需物品時，應該選擇符

合環保標章之產品；「王塗發委員版本」所提草案第19條條文，認為應該依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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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採購法第96條」所訂之「綠色採購條款」進行採購，該條第1項規定「機關得

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優先採購取得政府認可之環境保護標章使用許可，而其效能

相同或相似之產品，並得允許10%以下之價差。產品或其原料之製造、使用過程

及廢棄物處理，符合再生材質、可回收、低污染或省能源者，亦同。」可見我國

政府採購法條文，亦認同節省能源對於環境的貢獻。「王榮璋委員版本」所提草

案中也表示贊成，且認為依據政府採購法對綠色採購之規定，採購及使用綠色產

品或服務，並定期檢討執行成果，因此在提案第20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公立

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節約能源，採購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率產品或服

務，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立法院的審查結果為：採用王榮璋委員之提案。 

 

十二、罰則 

    在「事業超額排放」部分，三種版本在處罰方面有金額上及其他措施的不同

考量，「行政院版本」提案第21條「事業實際排放量超過核配量或排放額度者，

處新臺幣2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鍰，並於重新核配排放量時，扣減其前次超

過核配量或排放額度之排放量。」；而「王塗發委員版本」提案22條及「王榮璋

委員版本」提案25條對於事業處罰較重，不但提高處罰金額且要暫時停止事業於

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所取得之租稅減免3年，「事業實際排放量超過核配量或排放

額度者，處新臺幣5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並於重新核配排放量時，扣減

其前次超過核配量或排放額度之排放量，且得暫時停止事業於促進產業升級條例

所取得之租稅減免3年。」立法院審查結果為：保留，未通過。 

    關於「事業違反減量措施或交易之相關規定」方面，「行政院版本」提案第

26條規定「事業違反依第15條第4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減量措施或交易之方式、查

證、排放額度及交易平台之管理規定者，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限制或停止交易。前項限期改善期間，不得

超過90日」；「王塗發委員版本」及「王榮璋委員版本」也同時提及，但立法院

礙於提案內容中牽涉之前保留的條文，故立法院審查結果為：保留，未通過。 

 

小結 

第6屆會期一讀通過的草案內容中所有重要的條文都處於未決定之狀態，包括

「總量管制」、「核配量的分配方式」、「排放量的交易」、「核配量拍賣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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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減量措施」、「森林碳吸存的使用」、「替代石化能源之再生能源利用方

案」、「設施或活動之二氧化碳排放減量貢獻與交易」、「事業排放量超過核配

量或排放額度之處罰」及「事業違反減量措施或交易規定之處罰」等重要減量政

策內容，立法院的審查結果皆為「保留」未通過，有待立法院二讀時再提付討論。

因此在第6屆立法院會期結束時，本草案仍為尚未具有實質內容之法案。 

 

貳、第7屆會期所提之版本 

第 7 屆院期審議的行政院版本，與第 6 屆送審的版本相似，除行政院版本外，

至 2009 年一月止尚有「顏清標委員版本」、「黃淑英委員版本」及「徐少萍委員

版本」之提案，以下分析說明各版本之異同。 

ㄧ、減量目標 

    在「行政院版本」中草案減量目標仍處於保持彈性、鼓勵企業自動自發減量，

依然沒有訂定具體的減量目標與具體時程；「黃淑英委員版本」第 4 條明訂「減

量目標分三階段為之。第一階段：本法施行日起至民國 104 年，其溫室氣體排放

之年平均成長率，不得超過民國 96 年之溫室氣體排放之年平均成長率；第二階

段：民國 114 年達成民國 94 年溫室氣體排放量；第三階段：民國 139 年達成民

國 89 年之溫室氣體排放量。」以回應歷次全國能源會議、國家永續發展會議、

經濟永續法展會議，並參酌國際現況為由增訂減量目標。第一階段不得超過 2007

年排放量；第二階段應回歸 2005 年排放量，達成零成長；第三階段應再降低排

放量，2050 年回到 2000 年排放水準。 

 

二、政府機關權責 

（一）、「顏清標委員版本」在草案第5條中「行政院應邀集有關機關及專

家學者研擬及檢討有關溫室氣體減量之分工、整合、推動及成果相關事宜」增

訂「行政院應邀集有關機關及專家學者及各產業工會代表…」，原因是以俾提

出務實合理可行之執行方案，第6條亦增訂環保署應會商相關部會及各產業工

會代表，原因為俾周全考量國家發展整體面向之故； 

（二）、「黃淑英委員版本」則在第5條中修改為「行政院應定期邀集有關

機關及專家學者研擬及檢討有關溫室氣體減量之分工…」，並說明誘因機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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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農業獎勵、財稅減免等機制，並增加溫室氣體減量之抵換、購回及合作減量

機制；  

（三）、「徐少萍委員提案」則增訂「行政院應邀集有關機關及專家學者研

擬及檢討有關溫室氣體減量、氣候變遷調適之分工、整合、推動及成果彙整相

關事宜」，並以「峇里島路線」亦提及氣候變遷衝擊惡化風險為由，新增「氣

候變遷調適」等字樣，在推動事項上亦增加「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量」、「溫

室氣體總量管制與排放額度交易制度之建立」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

擬及推動」等三項減量事宜；第6條則增訂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商及農

業等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推動方案，訂立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排

放管制行動方案，內容包括該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期程及據經濟誘因

之措施；第7條則提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產業調整及能源供需，定期檢

討修正前條行動方案，且應每年編寫執行排放管制成果報告。 

 

三、抵換專案 

溫室氣體排放抵換專案是指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排放額度，其計畫書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及查驗機構確認，且所有設備、材料、項目及行動均直接與減少排放

量或增加碳匯量有關之專案。「徐少萍委員提案」在第9條增訂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參與國內或國際合作執行抵換專案；在第12條中也規定，溫室氣體排放量為

符合溫室氣體效能標準者，超過之排放量以執行先期專案、抵換專案、交易或其

他方式取得足供扣減之排放額度；第15條中提到排放源若排放量超過帳戶額度

時，以先期專案、抵換專案、交易或其他方式取得足供扣減之排放量；第16條規

定，為鼓勵事業主動執行減量工作，可於核配排放量錢主動提出減量專案或主動

執行排放額度抵換專案，經查證機關認可得作為總量管制排放量之抵換或交易。 

 

四、排放許可 

    「徐少萍委員提案」在草案第 11 條中明訂具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原

者，應每年進行排放量盤查及定期登錄經查驗機構完成查證之排放量並於總量管

制前一年取得排放許可，「行政院版本」則無取得排放許可之規定。 

 

五、企業溫室氣體減量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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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行政院版本」第11條第一項中規定「企業應每年進行排放量盤查，

並經環保署指定之查證機構完成查證後，始得向環保署指定之網站申報」，「顏

清標委員版本」則建議在國際賦予我國減量責任及實施排放量交易前，毋須由

再企業額外付費予查證機構查證； 

  （二）、第11條第二項規定的盤查資格、管理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行

政院版本」明定由環保署定之，「顏清標委員版本」則建議由環保署會同經濟

部、交通部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研議後，送行政院核定後才頒佈實

施，俾能充分溝通及周全考量，提出合理可行之施行辦法； 

  （三）、「行政院版本」草案第12條有關公告排放源應符合溫室氣體效能標

準方面，「顏清標委員版本」建議僅限於管制新設之溫室氣體排放源即可，既

設排放源則以輔導代替強制規範，以符合法律「不溯及既往」及「信賴保護」

等原則； 

  （四）、「行政院版本」草案第13條規定由環保署分批分期公告實施溫室氣

體總量管制之溫室氣體排放源，「顏清標委員版本」同樣建議環保署會同經濟

部、交通部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同時公告實施，係考量我國經濟發展、

能源安全、環境狀況及符合「公平原則」； 

  （五）、「行政院版本」草案第15條規定溫室氣體減量措施、交易、排放量

抵換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環保署定之，「顏清標委員版本」則建議環

保署應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提出管制標準； 

  （六）、「行政院版本」草案第16條第一項規定排放源得於總量管制實施前

提出減量計畫，經環保署或其認可驗證機構驗證後，得向環保署申請認可減量

額度，作為減量制度實施後之排放量配額抵換或交易，「顏清標委員版本」建

議經能源局依能源管理法認可之溫室氣體減量額度，亦應予承認作為實施後之

排放量配額抵換或交易，作為以執行減量企業應得之權益； 

  （七）、「行政院版本」草案第16條第二項規定溫室氣體減量計畫之內容、

申請條件及額度之計算、認可審查作業方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環保

署定之，「顏清標委員版本」建議應會同能源局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

調整合一致性做法； 

  （八）、「行政院版本」草案第17條規定由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

溫室氣體排放源派員現場查核，「顏清標委員版本」建議統一由目的事業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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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派員查核即可，因盤查已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輔導，基於事權統一及

查核標準一致，以符合行政程序法第7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有多種同樣能

達成目的之達成時，應選擇對人民權益損害最少者。」 

 

六、排放量配額方式 

「行政院版本」所提草案第14條規定為「無償核配」之方式，「黃淑芬委員

版本」則在第15條中認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分期將獲配之排放量保留5%

核配予一定規模或變更排放源之事業，另保留5%排放量有償配售與未取得足夠

排放量之事業；事業關廠、歇業或解散時，期所獲配排放量不得轉讓，應由政府

收回。但事業以有償方式取得之溫室氣體排放量，政府得有償贖回。 

 

七、排放量拍賣設計 

「徐少萍委員提案」在草案第13條以參酌歐盟會員國擬定國家分配計畫

（National Allocation Plan,NAP）及其他國家法案研擬方向為由增加中央主管機

關得視需要保留一定比例之排放額度以拍賣釋出之規定。 

 

八、溫室氣體減量基金 

「徐少萍委員提案」在草案第13條中明訂中央主管機關應成立減量基金推動

溫室氣體減量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基金來源包括拍賣或交易手續費所得、能源

相關稅賦捐贈、公務預算編列及其他相關收入。 

 

九、教育宣導 

「行政院版本」草案第20條規定提供各式熱能之企業，應致力向用戶宣導節

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率，「顏清標委員版本」建議應由環保署統籌辦理，以

節省教育宣導資源。 

 

十、罰則 

  （一）、「行政院版本」草案第21條規定實際排放量超過核配者處以新台幣20

萬以上，200萬以下罰鍰，「顏清標委員版本」建議應調降處以新台幣10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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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萬以下罰鍰，與現行空污法對違反排放量管制時之處罰同等。「黃淑芬委員

版本」則提高處以新台幣30萬以上，300萬以下罰鍰； 

  （二）、「行政院版本」草案第22條規定企業規避、妨礙或拒絕政府檢查者，

處以新台幣20萬以上，200萬以下罰鍰，「顏清標委員版本」認為空污法第69條

對該種行為處以新台幣20萬以上，100萬以下罰鍰，因此建議應調降課以同程度

之處罰，以符合「公平原則」； 

  （三）、「行政院版本」草案第23條規定有盤查、登錄義務，明知不實而做虛

僞記載者處以新台幣20萬以上，200萬以下罰鍰，「黃淑芬委員版本」於第22條

則提高處以新台幣30萬以上，300萬以下罰鍰； 

  （四）、「行政院版本」草案第24條規定事業違反規定未進行盤查、登錄，經

通知屆期未補正者，處以新台幣10萬以上，100萬以下罰鍰，並再通知限期補正，

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黃淑芬委員版本」於第23條則認為再通知限期補正，

屆期未改善者按次加重科處罰鍰至一倍，第24條違反效能標準者亦同。 

 

小結 

《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被行政院列為優先送審法案，但在第 6 屆立法院會

期，因為爭議條文多，無法通過立法，第 7 屆院期至 2009 年一月份止，各種版本

在減量目標、期程、企業應有償配售及無償核配多少排放量之比例，各有不同主

張，因二氧化碳排放從免費到付費，將牽動企業減量成本不同，導致各方意見紛

歧，無法統一。立法院衛環委員會於 2008 年 4 月 15、16 日審查草案，但因母法

內未明定減量總目標和期程、政府部門減量政策無具體行動時程、碳排放權的分

配爭議大等諸多缺失，最後決定散會、擇期再審，許多法條都仍處於保留狀態。 

之前一審通過的《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中，立法院納入「溫室氣體排放總

量要在 2025 年到 2030 年回歸到 2005 年排放水準」的目標，但行政院認為在未考

量到產業承受力、減量能力等情況下，就在母法中納入溫室氣體減量目標，並不

妥當，擔心此法可能影響台灣經濟與產業發展過大，並解釋先進國家中只有英國

將溫室氣體減量標準訂在母法中，其餘國家皆未明定於法律中，因此在重新送審

的版本中，將已初審通過的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目標條文撤除，依然只保有溫室氣

體減量的原則性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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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內容檢討 

《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於第 6 屆立委任期中送交衛環委員會審議，但因產

業公會、開發派立委以及民間環保團體在減量目標、時程與既有排放權的爭議未

獲得共識，故未能於院會通過。依據立法院屆期法案不延續原則，環保署重新送

審行政院版《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本節對於行政院在第 7 屆立法院期再度提出

的《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條文，提出以下內容檢討： 

 

壹、總責單位不明 

溫室氣體減量涉及全國經濟產業架構的發展，而各部門間的減量配額與減量

措施協調也需要各部會間充分合作協調，因此必須由一個事權統一、位階較高的

組織來擔任主要領導機關，進行執行與監督的工作，如：歐盟溫室氣體減量機制

決策過程主要由環境總司負責與歐洲工業界和農民、成員國環境部和環保組織進

行深入磋商，起草提案，該提案若經委員會通過，該文件將提交歐盟部長理事會

和歐洲議會審議；韓國則是成立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跨部會委員會，這是一個由總

理領導的溫室氣體減量組織架構；日本的溫室氣體減量策略由內閣總理大臣首相

所主導，總理本身即擔任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本部之部長一職；澳洲成立全國的

溫室氣體辦公室，負責協調各級政府與中央政策的制定，並由總理不定期召開國

內溫室氣體相關會議；而美國則由總統主導，早在柯林頓總統任內即在總統辦公

室設有「氣候變化特別小組」76，加州減量工作則由加州空氣資源局負責，幾乎負

責所有的減量事宜。 

大多數國家的溫室氣體減量機制決策均由總統或總理層級所決定；相較我

國，並無統一事權及協調各部會的高層級機構負責，草案規定溫室氣體減量活動

之主管機關為環保署，事實上減量活動由環保署與行政院經濟部共同負責，加上

行政院永續會與經濟部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推動辦公室一共4個單位，容易產生主管

機關不明確之疑義，可能因此減緩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活動之進度。 

 

貳、保留減量目標與起始年與否之爭議不休 

                                                 
76  資 料 來 源 ： 王 京 明 ，〈 溫 室 氣 體 減 量 之 國 際 經 驗 與 台 灣 所 面 臨 的 困 境 〉，

http://www.cier.edu.tw/ct.asp?xItem=122&ctNode=61&mp=1（20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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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國之減量基準年，若依照 1998 年全國能源會議的目標為：於 2020 年

將二氧化碳排放量降至 2000 年水準，相當於人均排放量為 10 公噸，而「行政院

版本」所提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原本並未設定減量基準年，第 6 屆立法院決議時

採取「王榮璋委員版本」所提草案第 4 條，為回應歷次全國能源會議、國家永續

發展會議、經濟永續發展會議及各界之期待，並因我國「開始試行盤查年」為民

國 94 年（西元 2005 年），因此以該年作為基準年，可掌握具公信力及可信度之

資料，因而增訂「以中華民國 114 年至 119 年間達成 94 年基準年排放量」為減量

目標。「黃淑英委員」版本則提出「減量目標分民國 104 年、民國 114 年、民國

139 年三階段為之，最終目標達成民國 89 年之溫室氣體排放量」。比較 1998 年全

國能源會議與第 6 屆立法院一讀之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發現我國減量基準年處

於向後修正的狀態。對於以「1990 年」作為減量基準年的規定，不同的背景考量

下，有各種不同之見解，以下為各方看法之概述： 

一、支持者看法 

支持者認為國際上針對溫室氣體減量的規定，除了《京都議定書》以外，如

英國已通過立法的《氣候變遷法》 （Climate Change Bill）明定 2020 年將相較

1990 年時減量 26％-32％，而 2050 年更要達到 60％；新加坡則提出 2012 年較

1990 年的排放密集度減少 25%，韓國也明確要求產業部門應以 2012 年時，排放

量較 2005 年減少 3.2%為目標，甚至連不願批准《京都議定書》的美國政府，也

提出希望在 2012 年時，降低美國經濟的溫室氣體排放係數 18%，眾議院目前審

議中多項氣候變遷法案，也以 2005 年的溫室氣體排放量為基準，要求 2020 年

前須達到減少 19%，2050 年前須達到減少 70%。其他國家預定的減量目標如表

5-1 所示。反觀行政院版的《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中並無設定減量目標與期程、

比較減量的基準年，並欲以在施行細則處理減量目標與內容，若稱為減量法即應

訂定明確減量時程的責任，遵照行政院之版本，充其量只能稱為是《溫室氣體盤

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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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各國減量目標一覽表 

國家 法令或計畫名稱 減量目標 

世界 
2007 年峇里島召開的第十三

次氣候變遷公約締約國會議

（COP13） 

歐盟提出已開發國家在 2020 年前減

少到 1990 年 25%-40% 

美國 眾議院審議中多項氣候變遷

法案（草案） 

以 2005 年的溫室氣體排放量為基準

（1） 2020 年前須達到減少 19% 
（2） 2050 年前須達到減少 70% 

英國 氣候變遷法 
（Climate Change Bill） 

基準年 1990 年 
（1） 2020 時減量 26％～32％ 
（2） 2050 年更要達到 60％ 

愛爾蘭 氣候變遷策略（國家級計畫） 2020 年回歸 1990 年 

新加坡 國家級氣候變遷策略 
（國家級計畫） 

2012 年較 1990 年的排放密集度減少

25% 

韓國 氣候變遷法（草案） 2012 年時，產業部門排放量較 2005
年減少 3.2%為目標 

中國 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 2010 年時，能源密集度減少 20% 

（ 資 料 來 源 ： 台 灣 環 境 資 訊 協 會 http://www.earthday.org.tw/?q=node/237
（2008.12.29）） 
 

二、反對者看法 

    反對「以中華民國114年至119年間達成94年基準年排放量」為減量目標者認

為，減量目標不應該抱持「無法於預定時間內達成就向後修正」之心態，非但無

法達到減量功用，和《京都議定書》的「1990年」基準年相去甚遠，當初制訂本

草案本為因應京都議定書，若將基準年設定於2005年可能會被認為是預留空間作

為未來排放之用，不但無法對外宣示我國減量「決心」，與訂定本草案的宗旨更

相違背（宋書帆，2006：170）；且我國無法參與京都機制的減量活動，導致減

量能力大幅下降，因此不應該承諾超出能力範圍之目標，即使將基準年訂於2005

年，以我國目前之能力與能源結構，恐怕仍然無法達成；我國於2005年才開始試

行排放量盤查，2007年始規劃國家溫室氣體盤查平台，在欠缺盤查資料的情況

下，如何能夠訂定出確切的減量基準年？現階段而言，應該以「執行」既有之規

劃制度為主，除非能夠做到承諾之減量標準，否則為宣示目標而訂立基準年之

後，如果做不到又將減損政府的公信力，欠缺實質意義。 

對於減量目標之起始年也有不同看法，支持者認為若要實施溫室氣體總量管

制，應分階段明訂減量目標，讓我國實施減量活動具有「期程表」，若無則本草



全球暖化與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法制化之研究 

 124

案通過以後亦不確定何時才會依照法案規範內容進行減量，對此行政院提案版本

對此並無規定，「王榮璋委員」版本提出由「民國104年」為減量起始年與「王

塗發委員」版本提出「西元2015年」之構想相同，第6屆立法院一讀狀況為「保

留」中。 

 

參、部門別減量政策無具體實施時程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量以工業部門與運輸部門燃料燃燒為大宗，但目前條文

中，只有第8條概述「國家能源、產業、運輸及住商政策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定期檢討及調整其溫室氣體減量政策，訂定具經濟誘因之政策、措施與預定達

成目標及期程….」並無明確規範各部門應提出減量政策的優先順序與期程，此舉

將導致此法案的實體功效相當有限。 

 

肆、政策執行先後順序不明確 

    日本在減量工作上先行進行排放源盤查、查證之後，以自願減量作為先期管

制工具，直到2006年《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修法後，才加入了部分對於排放

交易的細部規定；而根據《京都議定書》規定，附件一國家於2008年開始進行排

放權交易，且大多數的國家已經完成「盤查」與「自願減量」等流程，我國於2005

年始試行排放量盤查，2007年始規劃國家溫室氣體盤查平台，縱使推行自願減量

協定也因為缺乏溫室氣體盤查與登錄制度的建立，導致節能量與溫室氣體減量不

易認定77。而草案缺乏溫室氣體盤查與登錄制度的建立，事業排放源對於減量方向

無脈絡可尋，也不能事先進行碳權之管理與投資，不易實施總量管制與排放交易。 

 

伍、缺乏經濟誘因且偏重管制方式 

    我國環保法律採用之政策工具，一直以「命令控制」處於主流地位（葉俊榮，

2002：115）。政府以「命令管制」的方式進行減量工作，容易被認為所扮演之權

威角色過重，導致民間參與不足而且執行成本過高，目前國際上普遍使用一些新

興管制工具如「自願減量協議」、「排放權交易」以及課徵各式「環境稅」等，

                                                 
77  資 料 來 源 ： 李 堅 明 ， 〈 近 10 年 來 溫 室 氣 體 減 量 經 驗 及 相 關 政 策 成 效 之 檢 討 〉 ，

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08417&key=&ex=+&ic=&cd=（20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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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管制溫室氣體之排放，反觀《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當中大都採用行政制裁之

方式作為處罰，草案規範有關經濟誘因設計相對不足，主要仍以命令控制為主要

管制方式。 

 

陸、配償採取無償分配是否合理 

    「行政院版本」第 14 條與 15 條都強調將既有溫室氣體排放量「無償核配」

給各公告排放源之所屬事業，而該污染源還可進一步憑此排放權參與碳排放交

易，變成獲利工具。行政院以目前歐盟的規劃乃是在碳交易制度的第一階段

（2005-2012）間，大部分的排放（90%-95%）採用無償分配作為草案的參考依據；

但依據丹麥學者的分析，歐盟會從有償配售與拍賣制，轉移至無償分配的溯往原

則，並非理性的根據，乃是工業界的遊說所帶來的政治壓力；而世界自然基金會

（World Wildlife Fund,WWF）亦批評雖然歐盟的碳交易機制顯示了其對抗全球暖

化的決心，但排放權不應採用溯往原則，而應公開讓整個歐洲地區進行拍賣，且

將一部分的交易所得，回饋到對抗全球暖化的行動之中78。溫室氣體排放權屬於國

民全體之權利，於排放權分配上，應參考國際既有制度之缺失，絕非全然的無償

核配，在分配方式上應須更審慎的研究，訂定具有環境效益與社會正義之分配方

式，不能以他國現階段的情況全盤適用於我國，將之明定在條文中。 

 

柒、缺乏調適策略與縣市合作協同 

    目前行政院送審的版本中，僅於第7條中提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行

排放量之調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略之研議，並將調查及調適成果每年定期提送中

央主管機關。」而在制定政策時如要追求提升環境品質，也應具備縣市協同合作

之觀念，因為彼此為利益共同體，不可能各自為政（葉俊榮，2002：96）。地方

政府減量政策，應由中央制定標準作業方法和工作程序後，再與地方共同執行，

才能收到整體ㄧ致的成效，例如基隆市在制定環境政策時，應該參考台北市與台

北縣之作法，並且考量到3個縣市之環境現況，才能有效地共同防制環境品質之惡

化。同時也應顧慮每ㄧ地區產業結構不同，因此制訂對策時，應採取因地制宜的

措施，例如台北市以住商部門排放比例較大；高雄則可能以工業部門排放為大宗。 

                                                 
78 資料來源：http://e-info.org.tw/node/31900（20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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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行政院版本」提案第10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行政院

核定之推動國家溫室氣體減量政策方案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行動計

畫，訂修溫室氣體減量執行計畫」，該條草案條文內容，只有規定地方政府必須

配合中央政府的行動，對於中央如何與地方政府協同參與、中央政府各部門間之

行政單位應如何合作或是國家如何與個人或是與民間業者合作都沒有規定在內，

當然無法達到協同合作之功能。 

 

捌、執行不力且民眾參與不足 

    環境議題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社區、民間團體及基金會除應響應政府的

減量政策之外，亦應同時扮演監督政府減量效率的角色，所以各國的法規均有「民

眾參與」之設計。也由於環境管制問題涉及利益之衝突，因此必須用民主的方式

加以解決，所謂的「民主」並非投票解決而已，而是由受影響之民眾藉由「適當

管道」參與決策過程，藉以調和利益衝突、促進民主政治之發展，以及改善政府

的決策品質（葉俊榮，2002：97）。如民間團體、社區居民與行政單位之間，應

以召開說明會、研討會等方式，共同制訂凝聚各區域共識的永續環境政策。 

檢視我國草案規定，唯一看見民眾參與規定者為「行政院版本」草案第18 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加強對學校、產業及國民於減緩全球氣候變遷之認知及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之宣導工作，並應積極協助民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政府機關對民

眾的協助，僅在於必須加強民眾認知及對其宣導，但卻不見如何協助民間團體推

行減量或促使民間參與程度與績效等其相關規定，基層的落實工作不看重，也難

以有具體的成效。  

 

玖、資訊應每年透明公開 

    資訊公開有助於我國進行減量措施時能以用最有效率的速度和最正確之資

訊，設計出良好的制度並順利運作。無論是政府或者是民眾，皆應該互相交流所

擁有之資訊，因為政府如果無法取得資訊，不可能進行任何的環境保護工作，民

眾也必須獲得足夠資訊，否則對參與的品質也毫無幫助。 

    政府依照行政院版本草案第11條，建立「國家溫室氣體登錄平台」，以獲取

政府排放源的實際排放資料，草案第4條也有希望獲取專家意見的制度設計，但民

眾要獲取資訊的部份，則只有在草案第7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進行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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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評估、定期統計全國排放量，建立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每3年編撰溫室氣

體國家報告，報請行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公布需要等3

年的時間，實屬過長，若要監督政府則顯得不夠具有立即性與時效性，應該每年

編撰公開，才能使民眾即時獲取完整資料，排放源也較能產生減排的壓力。 

 

拾、授權過於籠統 

    草案第9條第二項關於「自願減量及參與國際合作減量者之獎勵或補助對象、

申請資格、申請期限、申請文件、審查程序、撤銷、廢止、追償及其他應遵行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14條第三項關

於「事業排放源排放量之核配方式、核配條件、核配程序、核配量之撤銷、廢止

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第11條第三項關於

「事業排放源之盤查、登錄之範疇、內容、頻率、查證方式、認證、查驗機構之

資格條件、許可程序、管理、撤銷或廢止許可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第15條第四項「獲得核配排放量之事業排放源以及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一定規模新設或變更之排放源，其減量措施、交易之方式、對象、查證、

排放額度、交易平台管理、排放量抵換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第16條第二項關於「自願進行溫室氣體減量計畫之內容、申請條件、

減量額度之計算、認可審查作業方式、抵換或交易、減量額度之撤銷、廢止要件

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皆沒有訂定期限及詳細程序

或是實質內含之要求，各項辦法皆籠統的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來簡單交代，給予

主管機關彈性過多，欠缺法律責任的制衡，容易致使相關辦法的訂定ㄧ再拖延，

造成整體減量進度延宕（葉俊榮，2002：117-118），導致草案變成徒具形式意義

而無法真正執行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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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可能困境 

《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於第 6 屆立法院一讀通過時領先全球在法中明訂減

量目標與時程，造成產業界大震盪；行政院遂於新屆期開始又提出草案重審，欲

將初審草案推翻，可想而知《溫室氣體減量法》要通過勢必要經過重重的難關，

以下預期《溫室氣體減量法》可能會遭遇到的困境： 

 

壹、沒有明確的政策架構及配套 

提升能源效率及溫室氣體減量之相關立法的產生是必然的趨勢，但是一個不

明確的政策架構，無配套的立法，反而有礙一個良性的減量環境的形成。產業界

認為研訂溫減法時要有明確的政策架構及配套、精準的盤查機制、足夠的量化研

究數據、提供充分獎勵誘因來鼓勵企業減量，同時積極開發綠色電力，才能力求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雙贏境界。沒有充足的基礎研究、開放的溝通，以及組織性

的政策制訂作業，對於一個需要長程規劃、辯論、研討及談判的氣候政策，絕對

會是造成先天不良又後天失調的惡因，容易導致企業界反彈79。 

 

貳、缺乏精準的盤查機制與量化研究數據 

政府在溫室氣體減量工作上非先經由一個科學性的調查來衡量減量數字，而

是先訂減量目標再來找答案，如此的話政府在施政上必然會面臨極大的困境，企

業界認為現階段的盤查數據，距離國家層級用於政策制定，其差距仍相當遠，也

尚未擴及所有部門的盤查，先訂減量目標不符合實際情況，因此政府應先落實更

全面性的溫室氣體盤查，同時應提供資源投入「減量目標與時程對台灣環境與經

濟衝擊」之相關研究，有充分的情境研究，才能有足夠的量化研究數據來進行討

論決策的依據。 

 

參、民眾認知不足配合度低、政府獎勵誘因不足 

由於政府政策宣導不足，且缺乏明確、清晰的減量目標與願景，因此全民對

溫室氣體減量認知不足，配合度也不高，對於減量工作的推行也將是一大難題。

                                                 
79  資 料 來 源 ： 黃 正 忠 ， 〈 溫 室 氣 體 減 量 非 零 和 遊 戲 〉 ，

http : / /www.cnf i .org . tw/kmportal /f ront /b in/ptdetai l .phtml?Par t=magazine9607-448-2.
1（ 2009.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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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即使是受到《京都議定書》所管制的國家，明確的獎勵誘因仍是國家政策的重

要一環，政府應先訂定統合配套的獎勵誘因，以鼓勵企業更踴躍投入減量的行動，

企業早期減量行動的成果，也應有明確認可的政策。 

 

肆、綠色電力的開發不夠積極 

我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長期趨勢持續攀升，若未能及時採取有效地減量措施，

未來恐將付出極大之代價。政府應提出一全盤性的綠色電力開發方案，作為企業

根留台灣的吸力，因工業化國家無一不積極開發綠色電力，為低碳及受碳限制的

經濟做好業界需求的準備。若再不積極發展綠色電力，想要吸引外資投資台灣的

機會將更渺茫80。既有的產業發展政策對能源的依存性過高，缺乏低碳能源供給結

構，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仍為主要供給來源，而核能又未能使用，再生

能源的推廣相當有限，同時在低耗能與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之研發部分，如節能產

業、文化創意產業及精緻藝術文化產業之商品也相當不足。 

而各產業多未能採用最新設備技術，在使用端方面亦未能有效的推廣節能器

具之使用；交通運輸系統方面，尚未能有效利用大眾運輸網絡，以防治污染排放，

且我國運輸燃油價格與外國相比實屬太低，亦無法有效抑制燃料之使用81。這些對

溫室氣體減量工作的推行都有極大的阻撓，會導致即使最終法案通過，要達到減

量目標也必將窒礙難行。 

 

伍、經濟衰退與環境保護的兩難 

在面對近年來全球氣候異常變遷加劇的無法逃避的事實下，致力推動溫室氣

體減量的確各國已有相當共識。在減量績效上可以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所提供各國每百萬美元等值 GDP 購買力的二氧化碳排放密度

的資料（Metric Tons Carbon Equivalent per Thousand 2000 U.S. Dollars）來做比較（見

表 6-2）。由表可知，整體而言，英國、歐盟、美國與澳洲的二氧化碳排放密度逐

年降低，反映這些國家的減量績效良好，2004 年韓國的減量績效比 2000 年進步，

日本的減量績效則有待改進，而台灣在過去近 15 年的減量績效則表現最差。 

 

                                                 
80 同上註。 
81 同註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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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各國溫室氣體減量績效表 

  年 份 
  
國 家 

1990 年 2000 年 
2000 年與

1990 相比之

減量績效 
2004 年 

2004 年與

1990 相比之

減量績效 
歐盟 0.64 0.47 26.56% 0.46 28.13% 
美國 0.70 0.59 15.96% 0.55 22.02% 
澳洲 0.71 0.68 4.35% 0.65 7.89% 
英國 0.52 0.38 27.84% 0.36 31.16% 
日本 0.35 0.36 -1.96% 0.36 -4.05% 
南韓 0.72 0.74 -2.78% 0.69 3.69% 
台灣 0.49 0.55 -12.84% 0.61 -25.27% 

＊各國二氧化碳排放密度（CO2 / PPP）Units：Metric Tons Carbon Equivalent per 
Thousand 2000 U.S. Dollars 
（資料來源：王京明，〈溫室氣體減量之國際經驗與台灣所面臨的困境〉，

http://www.cier.edu.tw/ct.asp?xItem=122&ctNode=61&mp=1（2009.02.15）） 
 

但全球在 2008 年受到這一波金融海嘯的波及，各國的經濟情勢也陸續出現衰

退的現象，為了挽救經濟，不少國家動搖了原先所承諾的減量標準與期程，以免

損及經濟動能。如德國和義大利，因擔心減量的協議會加重國內一些碳排放量偏

高產業的生產成本，而在歐盟峰會上要求針對鋼廠、水泥業等免付排碳權利金。

另外，由於全球性景氣下挫，導致對石油、煤炭等的需求下降，而油價的下滑自

然也會鬆懈世人的戒心，對於耗用汽油不再斤斤計較，致使節能減碳績效不進反

退。 

而我國政府以往對高耗能產業補貼或租稅優惠，刻意壓低能源價格，以致無

法反映社會成本，造成資源的浪費更不用說可以達到溫室氣體減量的目標。 

 

陸、政府態度保守 

1998 年全國能源會議訂出國家整體二氧化碳減量目標「於 2020 年回歸至 2000

年的排放水準」，而第 6 屆立法院院會一讀通過的《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則明

定我國溫室氣體排放減量「應以 2025 年至 2030 年間達成 2005 年基準年排放量為

努力目標」，但是面對減量目標，工業局與環保署立場無法一致，導致國內溫室

氣體減量工作難以有效推行。政府考量到若欲達成目標，預計將對經濟造成重大

影響，對未來是否仍須明訂減量目標，態度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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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國際氣候大會尚未召開，無法確定法案何時能通過 

    即使行政院院會已通過《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送請立法院審查，內容就我

國溫室氣體之管制採取盤查、登錄、配額交易等措施，但因「聯合國哥本哈根氣

候大會」新一回合將在 2009 年底召開，此次會議的重點在於將對各國於 2012 年

後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及長期應對氣候變化的所有細節達成一致，並預計在已開

發國家的減排指標、開發中大國限制排放增長所採取的措施、幫助貧窮國家適應

氣候變化和提供控制排放的資金支持及未來協議的基本構架等 4 個方向的議題中

做出協議。 

    「聯合國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將努力達成全球氣候變化新協議，因此王金平

院長認為希望等待大會定出新的溫室氣體減量標準之後，再對《溫室氣體減量法

草案》作討論，為了跟隨國際潮流，因此草案也無法確定進行的期程及何時能通

過。 

 

捌、核配制度限額難以拿捏 

    2008 年起，《京都議定書》締約國的企業，二氧化碳排放量如果達不到限額的

標準，每多排放一噸將被裁罰 100 歐元，經過努力若還無法降低二氧化碳排放量，

也可以到碳交易中心購買因為發展再生能源82或提高能源使用效率而減少的二氧

化碳排放量；目前歐盟每噸二氧化碳交易價在 20 歐元左右83。未來許多銷往歐盟

的產品，都將被要求符合能源消耗標準，因此台灣和全世界進行貿易活動，勢必

要遵守環保公約。 

《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進入立院一讀，與碳交易機制的相關條文全被保留，

等待朝野協商。該法未來可能將因企業壓力在立院被改得體無完膚，核配給企業

的二氧化碳排放限額太嚴，企業勢必反彈，太鬆則又失去減量管制意義，分寸不

易拿捏。 

 

 

 
                                                 
82 如水力、風力、太陽能、沼氣發電等。 
83  資 料 來 源 ： 鄭 朝 陽 ， 〈 碳 交 易 國 際 熱  台 灣 沾 不 上 邊 〉 ，

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ART_ID=87339（20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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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我國雖非京都議定書締約國，但因高度依賴國際貿易，且減碳管制和實施碳

交易都是國際趨勢，因此不能不預做和國際接軌的萬全準備。但環保團體、產業

部門長久以來為《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爭執不休，為了呼應京都議定書規範先

進國家在 2008 至 2012 年將溫室氣體降至 1990 年排放水準以下的精神，環保團體

期待《溫室氣體減量法》能發揮企業減碳效果，法律應明定國家減量目標及啟動

管制之時間，但因我國仍然過於著重鋼鐵、石化等高污染、高耗能產業，草案在

立院因產業界的壓力被多次修改，使台灣的產業升級和碳交易制度陷入困境。除

了減量目標與時間表，草案中也缺乏循序漸進的減量推動工作，對於溫室氣體總

量管制然之規定也是用語模糊不清；立委們的爭議多著重在 CO2 的核配量上，部

分立委認為因 CO2 是公共財，企業應有償配售或無償核配多少排放量，在相關配

套機制未明訂之前，不應草率通過審查。 

    在行政院的角度上，行政院反對《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明定二氧化碳的減

量目標，原因在於尚未明確掌握減量管制對產業調整衝擊及經濟負荷程度，就倉

促決定以京都議定書開始實施年度為基準，要求在 2025 至 2030 年回歸基準排放

水準，對經濟將造成嚴重傷害，同時若未設法提升技術而需透過交易取得更高額

二氧化碳排放量，勢必增加成本，而貿然訂定強制溫室氣體減量目標，也將會影

響投資意願與就業機會，衍生經濟成長衰退及失業率提升。 

    但政府不能夠因為進行溫室氣體減量可能影響台灣經濟，就因此放棄環保工

作，應加緊腳步進行全國性的溫室氣體排放源之盤查與登錄，同時評估減量可能

帶來的衝擊，並據以訂定明確減量目標，提出總體管制策略，建立相關配套措施，

盼早日與國際潮流接軌，善盡地球村一份子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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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全球暖化將造成海平面的上升，淹沒沿海低窪地區，不僅會使全球 50%-70%

的人口其生存空間將受到威脅，還會增加疫病傳染的機率以及動植物種的急劇變

化。2007 年跨政府氣候變遷委員會 （IPCC）在第四次的氣候評估報告中提出：

20 世紀中期以來的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極有可能」是基於人為的溫室氣體濃度增

加所導致。IPCC 認為若依現有程度繼續排放溫室氣體，很快的地球就會面臨比 20

世紀更嚴重的暖化現象，溫室氣體減量工作刻不容緩一定要立即採取行動。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聯合國於 1992 年通過《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對

人為溫室氣體排放做出全球性防制協議；而 1997 年通過的《京都議訂書》中則希

望藉由已開發國家的率先減量，減少全球暖化的危機，議定書已於 2005 年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當中明文規範 38 個工業國家及歐洲聯盟，應在 2008-2012 年間將溫

室氣體排放量降至 1990 年排放水準平均再減 5.2％。由於政治因素我國無法簽署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都議定書》，但卻可能將成為第二階段受規範

之對象。 

    台灣的暖化現象與全球一致，甚至暖化的速率比全球更為明顯，20世紀以來

台灣的平均溫度在百年內大約上升了1.4°C，遠大於全球平均值0.6℃，是同期全球

平均增溫速率的2倍以上，且以最近的30年的速度尤快。我國為溫室氣體排放大

國，2004年溫室氣體總排放量約為256百萬公噸，全球排名第22名，人均排放量更

增加至12.2噸/人，高達全球第17位，而能源部門是造成我國溫室氣體排放量增加

最多的部門，2006年則佔總排放量 88％。由此可知，如何能降低「能源部門產

生之二氧化碳」排放量以達到整體減緩溫室效應的發生，是我國的減量政策的重

點工作。 

不論是基於環境保護、避免國際制裁、減少公約衝擊、符合國際上之要求還

是降低經濟衝擊的原因，我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應視為刻不容緩的工作。本論文

參考了四個世界先進工業國家在因應溫室氣體減量之策略，美國以全世界4%的人

口排放將近25%的溫室氣體，為能源超巨量使用國，雖然不批准《京都議定書》，

但仍擬定一套自己的減碳策略，自行設定降低溫室氣體排放18%彈性減量目標。美

國利用的方法就是用改善科學技術來降低溫室氣體排放量，以國家策略與制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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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持續推動防治氣候變遷的工作，而同時也要顧及經濟成長。所以即使不參加《京

都議定書》的減量機制，每年投資在研發再生能源技術、法規研究和行動計畫建

置等人力物力的成本也非常高，研究支出更是居於世界之冠。 

歐盟部份在《京都議定書》生效前，即積極遊說各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同意批

准，致使議定書終於在2005年生效。歐盟減量策略以實質減量政策為主，科技研

發為輔，對於《京都議定書》，歐盟不但是持肯定的態度，更以具體的節能措施、

實質減量政策、科學技術和行動計畫等方式來達成議定書中所規定的8%減量目

標，甚至歐盟還希望減少比8%更多的溫室氣體排放。因為歐盟認為他們要在這波

對抗全球暖化的行動中取得先機，並認為他們不但不會因從事溫室氣體減量的工

作而造成歐洲經濟衰退，相反地歐盟認為積極投入實質減量的工作並積極發展清

潔能源的技術會為歐盟的經濟帶來新的商機 

亞洲經濟大國-日本，在因應減量策略上也相當積極，1997年《京都議定書》

簽署後，日本便成立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本部，在1998年更訂定防止地球溫暖化

對策推動大綱以及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規劃至2010年的各項防止全球暖化的

基本方向和規定各類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目標、應實施的各項措施以及國內各機關

團體應採取之對策。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是世界第一個以專法對應溫室氣體減

量行動的國家立法，法案內容多為基本方向之規範，沒有具體的實施方式與內容，

具有「彈性」及「原則性」的立法模式，且日本相當注重各層級行政單位之合作

精神，減量措施則以「森林碳匯」最為特別，新的版本中更加入了「排放權交易」

之設計，與美國加州和歐盟的立法方向一致。 

澳洲在議定書的談判過程中，持有的立場一直和美國相同，無意自行批准議

定書，採取的減量措施都以不傷害經濟發展及生活品質為先決條件，但澳洲政府

在 2005 年與美國協商共同簽署《亞太清潔發展和氣候夥伴關係》，在《京都議定

書》之外另行建立正式的氣候變遷合作關係。之後澳洲在 2007 年新總理上任後遞

出簽署文件，2008 年 3 月起，澳洲成為京都議定書的完全成員，而美國也成為目

前唯一尚未簽署京都議定書的先進工業國家。 

鑑於現行國際間多數工業化國家均已成立溫室氣體專責機構，我國亦成立經

濟部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推動小組，並籌組成立經濟部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推動辦公

室，以整合經濟部各局處溫室氣體減量績效及管理運作方式，其他尚包括「提出

自願減量協議」、「編撰我國國家通訊」、「訂定《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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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措施。 

外國制度實為我國可以參考學習的對象，但如何落實並以最適合台灣的方式

來進行溫室氣體減量工作亦是一項挑戰，行政院於2006年9月20日審查通過對將來

對執行防止全球暖化措施具有強制力的《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送請立法院審

議。第6屆第5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福利委員會第17次全體委員會議中，立法院併

案審查《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對於「行政院提案版本」作出部分修改，並且一

併參考了「王塗發委員版本」及「王榮璋委員版本」。 

3種版本間包括「總量管制」、「核配量的分配方式」、「排放量的交易」、

「核配量拍賣制度」、「自願減量措施」、「森林碳吸存的使用」、「替代石化

能源之再生能源利用方案」、「設施或活動之二氧化碳排放減量貢獻與交易」、

「事業排放量超過核配量或排放額度之處罰」及「事業違反減量措施或交易規定

之處罰」等重要減量政策內容，存有若干規定之差異，草案於2007年5月7日一讀

通過，其中有9條仍處於保留狀態，最令人重視的是草案中明訂減量時程與目標：

「2025到2030年，我國必須回到2005年的排放量」，其他保留條文有待立法院二

讀時提付討論。因此在第6屆會期結束時，本草案實際上仍處於尚未具有「實質內

容」之立法型態。 

行政院根據立法院屆期法案不延續原則，且認為在未考量到產業承受力、減

量能力等情況下，在母法中納入溫室氣體減量目標可能影響台灣經濟與產業發展

過大，並解釋先進國家中只有英國將溫室氣體減量標準訂在母法中，其餘國家皆

未明定於法律中，因此於 2008 年 2 月 4 日重新送審行政院版《溫室氣體減量法草

案》的版本中，將已初審通過的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目標條文撤除，依然只保有溫

室氣體減量的原則性規範。之後又出現「顏清標委員版本」、「黃淑芬委員版本」

以及「徐少萍委員版本」，合計至 2009 年 1 月份止，《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共

出現 6 種版本。 

6 種版本在「減量目標」、「期程」、「企業應有償配售及無償核配多少排放

量之比例」各有不同主張。立法院衛環委員會於 2008 年 4 月 15、16 日審查草案，

但因母法內未明定減量總目標和期程、政府部門減量政策無具體行動時程、碳排

放權的分配爭議大等諸多缺失，最後決定擇期再審，許多法條都仍處於保留狀態。 

    檢討《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內容可歸納出尚具有「總責單位不明」、「保

留減量目標與起始年與否之爭議不休」、「部門別減量政策無具體行動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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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執行先後順序不明確」、「缺乏經濟誘因」、「偏重管制方式」、「配償

採取無償分配之爭議」、「缺乏調適策略與縣市合作協同」、「執行不力且民眾

參與不足」、「資訊公開不夠即時」及「授權過於籠統」等缺失需要再研商討論。 

    未來預期《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可能遭遇到的困境則為「沒有明確的政策

架構及配套」，容易導致企業界反彈；「缺乏精準的盤查機制與量化研究數據」，

先訂減量目標不符合實際情況；「民眾認知不足配合度低」、「政府獎勵誘因不足」，

對於減量工作的推行也將是一大難題；「綠色電力的開發不夠積極」，無法為低

碳及受碳限制的經濟做好業界準備；「節能器具之使用不夠普遍」；「我國運輸

燃油價格太低」，無法有效抑制燃料之使用；「政府在面對經濟衰退與環境保護

的兩難」，不少國家動搖了原先所承諾的減量標準與期程；「政府態度保守」、

「國際氣候大會尚未召開，無法確定法案何時能通過」為了跟隨國際潮流，因此

草案也無法確定進行的期程及何時能通過；以及「核配制度限額難以拿捏」，限

額太嚴，企業勢必反彈，太鬆則又失去減量管制意義等方面，皆可能使《溫室氣

體減量法草案》遭受反彈及阻礙，以致法案窒礙難行。 

我國雖非京都議定書締約國，但因高度依賴國際貿易，且溫室氣體減量管制

和實施碳交易都是國際趨勢，因此不能不預做和國際接軌的萬全準備。而環保團

體、產業部門長久以來為《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爭執不休的原因在於，我國經

濟上過於著重鋼鐵、石化等高污染、高耗能產業，因此即使有國際溫室氣體減量

的潮流為驅動力，草案在立法院卻也因產業界的壓力而被多次修改，使台灣的產

業升級和碳交易制度陷入困境。環保團認為草案中缺乏循序漸進的減量推動工

作，也沒有減量目標與時間表，對於溫室氣體總量管制然之規定也是用語模糊不

清，因此無法發揮實質的減量目的；而立委們在應有償配售或無償核配多少排放

量上有諸多意見的分歧；行政院則是擔心若《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明定二氧化

碳的減量目標，將會影響投資意願與就業機會，導致經濟成長衰退及失業率提升。

在審議過程中可以看到眾人對於問題認定、應採取策略以及目標時程等相關事項

仍具有諸多爭執且意見不一，導致草案至今尚未三讀通過。 

 

 

 

 



 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137

第二節  建議 

    隨著國際的潮流，我國已日益重視暖化的問題，並著手推動溫室氣體減量政

策，這些政策與IPCC的建議措施大致相同，但台灣溫室氣體減量成效卻沒有如社

會大眾預期，除了溫室氣體盤查制度尚未普及盤且盤查資料缺乏驗證、產業部門

因自願性減量協議誘因不足缺乏減量動力之外，還有我國並非聯合國成員，無法

簽署公約及參與彈性減量機制，以及綠色電力的開發不夠積極，都是導致溫室氣

體排放無法有效減量的因素。 

    在未來的減量措施上，應依據聯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基本精神，秉持「負

擔共同而差別的責任」以及「成本最小」、「效率考量」等原則，考慮我國產業

結構與能源結構潛力、技術創新速度與國民教育程度（黃宗煌，2006：49），各

部門應有不同的措施以因應減量工作的執行，研究者建議如下所述： 

 

壹、對行政院的建議 

一、及早落實盤查制度、管制工具多元化 

    為了解決草案是否應明訂減量目標、起始年的分歧意見，我國應及早落實盤

查制度，推行事業排放源之盤查工作、並且加以查證、驗證後登錄管理平台，讓

產業溫室氣體排放資訊透明化。再者參考現今許多國家依序實施不同的減量工

具，如自願減量協議、建立排放權交易與課徵碳稅等，讓減量機制更有彈性，能

夠更有利於我國推行減量活動。 

 

二、積極尋求國際合作 

    由於我國因為政治因素無法參與簽署公約，無法參與國際活動導致減量能力

有限，唯有透過大規模的國際減量機制才能夠降低我國之執行成本，我國進行國

際合作應以「最大化國家整體利益」為原則（黃宗煌，2006：51），朝最有利於

我國之減量目標前進。 

 

三、建立上位性之政策綱領與總責單位 

    為展現減量工作的決心，應從長計議減量策略，訂立具有上位性的政策綱領

及明確的總責單位，負責減量工作的執行。以日本為例，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大



全球暖化與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法制化之研究 

 138

綱中訂有減量目標及方向，即可明確的作為國家全體執行減量工作時的參考依

據，而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本部則為擁有實際的權力進行減量策略的總責單位。 

    目前我國有行政院永續會、經濟部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推動辦公室、環保署與

經濟部共4個單位負責溫室氣體減量事宜，但皆無法單獨負責推行減量政策或監

督處罰其他機關的權力。因此建議應有專門單位作為最高之減量策略機關，全權

處理我國減量事宜，才能有效率的執行減量工作。 

 

四、推行教育、加強宣導以凝聚民眾共識 

    培養國民對於環境保護的意識，才能使民眾體認到全民合作減量的必要性，

例如日本在加強教育宣導方面，也都是由公家機關以身作則，並推行到學校，從

教育著手、凝聚全民共識，如此政策才能被普遍接受，成為一種生活的態度與習

慣，自然而然隨手就能配合政府的減量措施。 

 

貳、對於立法院的建議 

    我國並沒有專門設置環境委員會來審查環保法案，可能歸因於以前環境問題

不如現今被重視的程度（宋書帆，2006：180）。除了缺乏專門的審議委員會以及

專家學者之參與以外，立法委員對於「專業知識」之代表性一直被受懷疑（葉俊

榮，2002：120），立委們關注的議題焦點不同，導致法案經常在立法院裡停滯過

久，進度受阻礙。《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出現 6 個版本，除了不同版本間的歧

異諸多，欠缺公共政策上之辯論、利害關係人也沒有發表意見的機會，都可能使

草案無法順利完成立法流程。 

    建議立法院於 2009 年底「聯合國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會後，能盡速根據新協

議的溫室氣體減量標準，訂立符合國際潮流的《溫室氣體減量法》，期望委員們

能夠專注於草案的審查過程，盡速將爭議性條文提付討論，並與產業界充分溝通

，必要時辦理公聽會、座談會及專家論壇以釐清重點，匯集共識；同時適時檢討

現有法案，修訂草案的架構及內容，使之能顧及減碳、經濟發展與氣候調適等各

方面，讓各界能認同接受，在順應國際潮流的大方向上，早日完成《溫室氣體減

量法草案》的三讀通過。 

 

參、對於《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的內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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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草案具有「總責單位不明」、「保留減量目標與起始年與否之爭議不休」、

「部門別減量政策無具體行動時程」、「政策執行先後順序不明確」、「缺乏經

濟誘因」、「偏重管制方式」、「配償採取無償分配之爭議」、「缺乏調適策略

與縣市合作協同」、「執行不力且民眾參與不足」、「資訊公開不夠即時」及「授

權過於籠統」等缺失，對於各項內容檢討提出以下建議： 

一、由一個事權統一、位階較高的組織來擔任主要領導機關，進行執行與監督的

工作； 

二、明確規範各部門應提出減量政策的優先順序與期程，例如住商部門、工業部

門或能源部門應規劃出優先的減量順序； 

三、盡速建立溫室氣體盤查與登錄制度，以利實施總量管制與排放交易； 

四、普遍使用新興管制工具如「自願減量協議」、「排放權交易」以及課徵各式

「環境稅」等方式，增加企業減量之經濟誘因； 

五、排放權的分配應參考國際既有制度之缺失，絕非全然的無償核配，在分配方

式上應須更審慎的研究，訂定具有環境效益與社會正義之分配方式； 

六、法規中應加強民眾參與及教育宣導的部份，讓全民皆能有所共識； 

七、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公布應該每年編撰公開，若要監督政府才具有立即性

與時效性。 

    建議立法者可重新思考斟酌，以免影響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通過後卻無法順

利運作。 

 

肆、對民間環保團體的建議 

    環保署屢次表示溫室效應係屬全球性環境問題，宜以全球觀點來思考經濟成

本有效的減碳策略，但沒有通過立法強制規定，欲達成國際標準的減量目標也是

遙遙無期，將來還可能面臨貿易抵制。目前督促減量工作的多為民間環保團體，

各環保團體在總統大選前曾要求候選人簽署環境承諾書，目前總統當選人馬英九

也提出減量期程，希望在 2016-2020 年間，台灣的溫室氣體排放減少到 2008 年的

水準，2025 年減少到 2000 年水準，2050 年減少到 2000 年的一半，但這是屬於卸

任後的減碳期程，是否能達成仍有許多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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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最大爭議就是「是否明定減量基準年及減量期程」，

行政院版的草案中未將減量目標的基準年與目標年列入，而是讓減量目標保持彈

性、鼓勵企業自動自發減量，環保團體則有以下訴求84： 

一、「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應比照附件一國家，以 2020 年回歸至 1990 年

排放量為減量目標； 

二、應明示各部門減量之推動期程，其中能源與工業部門減量方案最遲應於 2009

年前實施、運輸與農業部門減量方案最遲應於 2010 年前實施、商業住宅與其他

部門減量方案應於 2011 年前實施（即 2007 年 5 月 7 日衛環委員會通過草案）； 

 三、定期邀集民間團體以及相關學者舉辦全國層級的氣候變遷會議並檢討成果； 

四、溫室氣體排放權不應無償撥給既定排放源使用，應參考國際既有制度之缺

失，訂定具有環境效益與社會正義之分配方式； 

 五、中央政府應擬定獎勵地方政府落實溫室氣體減量經費計算公式，並據以逐

年編列預算納入統籌分配款撥交之。且排放權配售或交易之所得，應作為排放較

低且透過綠地等吸碳政策方式縣市之鼓勵。 

    建議民間環保團體應持續推動《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之加速立法，及早產

生一個能具有實際減量功效的《溫室氣體減量法》，因為若草案不通過，企業或

政府部門減量沒有依據，減量工作也難有具體成效。民間環保團體也應多方向民

眾宣導全球暖化之現象與危機，讓媒體和社會多關注這個切身的環境問題；或是

邀請學者和相關環保人士演講，藉此讓社會大眾重視暖化議題。 

                                                 
84 發起連署團體 ：綠色公民行動聯盟、台灣環境行動網協會、環境資訊協會、蔬食抗暖化聯盟、

全國青年抗暖化行動聯盟、台灣綠黨、看守台灣協會、綠色陣線協會、淨竹文教基金會、台灣 21

世紀議程協會、蠻野心足生態協會、水患治理監督聯盟等環保團體。資料來源：

http://www.earthday.org.tw/?q=node/243（200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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