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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全球暖化幅度必須控制在攝氏2度以內

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於2007年發表的〈第四次評估報告〉（AR4）指出：比起前工業革命時期，全球平

均氣溫增高了攝氏0.76度，且暖化速度正在加快；1993年~2003年，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幾乎是前三十年的兩倍。造成上

列現象的原因正是人為排放的溫室氣體。

該報告指出，若不採取行動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本世紀的全球平均氣溫可能再增高攝氏1.8度~4度，在最壞的情況下，

更可能增高攝氏6.4度。

我們不能坐視全球繼續暖化。京都議定書訂定的減量排放目標將於2012年到期，聯合國將於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締結

新的全球氣候變遷協議，這項新協議必須展現更大魄力，囊括更多國家，內容也必須更全面。唯有各國通力合作，才

能有效因應氣候變遷。

在這方面，歐盟為未來努力的方向，訂定了一套全面的氣候及能源目標，並提出具體措施。

歐盟的目標是控制全球暖化的幅度，不要高於工業革命前的平均溫度攝氏2度（約比目前的氣溫高攝氏1.2度）。各方普

遍認為，若平均氣溫增幅超過攝氏2度，氣候變遷會變得非常危險，在全球造成規模更大而且無法復原的災難。

為了使平均氣溫的增幅度能有效控制在攝氏2度以內，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必須在2020年前達到最高峰，之後便應開

始減量排放，2050年的排放量至少需減少1990年水平的50%；若溫室氣體的主要排放國家能立即採取行動，減量50%的

目標在技術上可行，成本上也負擔得起。其益處遠比花費的成本高出許多。

下文將說明歐盟因應全球暖化的計畫，以及歐盟目前採取的措施。

氣候變遷已經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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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召集世界各地的頂尖專家，對科學、科技、社經相關資訊進行評估，以瞭解氣候變遷帶來的風險，  
 該委員會的報告是全球科學界對氣候變遷最具權威性的共識。

坐視不理的高昂代價

越來越多的證據都指向同一結論：我們若毫無改

善氣候變遷的行動，遲早將付出高昂代價。

2006年，英國政府發表了一份有關氣候變遷經濟

學的〈史登報告〉（Stern Review），該報告和其

他研究都重申，人類若對氣候變遷坐視不理，未

來勢必付出高昂代價，這些代價不僅限於經濟，

也包括社會、環境等方面，不論是已開發或開發

中國家的貧窮人口，都將會遭受極大的衝擊。

放任氣候變遷，不設法減緩暖化速度，還會嚴重

影響區域安全和世界安全。

從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1
的〈第四次評估報

告〉可看出，氣候變遷對全球各地的生態系統、

水資源、沿海地區已造成重大衝擊，在許多方面也

影響了人類生活，包括熱浪期間的死亡率提高、水資源短缺，以及由虱子、蚊子等媒介傳播的疾病分布範圍的改變。

〈史登報告〉估計，若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控制暖化現象，長期下來，氣候變遷可能造成全球GDP每年減少5%~20%

，甚至更多！因此，即刻採取全球性的行動對抗氣候變遷，是促進長期發展的因應之道，行動得越早，所要付的代價

越小。

歐洲委員會的分析顯示，實現低碳經濟所需的投資成本只佔2013年~2030年全球GDP的0.5%，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

會則估計，讓全球暖化幅度控制在攝氏2度以內的減排，到2050年只會使每年平均GDP成長減少0.12%。

與氣候變遷造成的危害相較，這些成本可說是小數目，而且這些數字尚未將減量排放帶來的好處計算進來，例如：避

開了氣候變遷災害而減少的損失、能源更加充足、因空氣污染減少而節省的醫療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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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全球因燃燒能源而排放的二氧化碳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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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氣候變遷需全球通力合作

京都議定書是因應氣候變遷極其重要的第一步，該議定書要求已開發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訂定了一套國際性的

規則、交易市場機制和資金架構，以因應氣候變遷。

但這個全球性的問題，唯有各國通力合作，才能遏止暖化現象持續惡化。我們須重新制定一份涵蓋所有主要排放國的

全球性協議，才能因應京都議定書為已開發國訂定的減排目標於2012年到期後，繼續規範未來的減排事宜。

新協議須具更大魄力，才能使全球平均氣溫不超過工業革命前的氣溫攝氏2度。目前有許多科技已能大幅降低溫室氣體

排放，當中也有一些已經準備啟用。

全球性的碳排放協議對企業界也很重要，因為有越來越多企業要求協調一致、穩定、有效率的政策架構，以作為長期

投資決策的依歸。改朝低碳經濟發展，對企業界是一大良機，尤其在科技創新方面，不但能刺激經濟成長，還能創造

工作機會。

歐洲各國已決定充分利用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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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應氣候變遷上，歐盟引領全球，不但設定計畫，控制全球平均氣溫升幅不高於工業革命前攝氏2度，也致力於積極

減少本身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為了讓全球在2050年的排放量能夠至少減至1990年的一半，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的〈第四次評估報告〉指出，

已開發國家需要在2020年將其總排放量減至低於1990年水平的25%~40%，並在2050年減至低於1990年水平的80%~95%

。依照目前的排放量，全球氣溫可能在2050年便比工業革命前的氣溫高出攝氏2度。

2007年3月，歐盟各國領袖承諾遵照國際協議，在2020年將排放量減至低於1990年水平的30%，前提是其他已開發國家

亦進行類似規模的減量排放；而經濟較為發達的開發中國家，也應盡其所能，對減量排放有所貢獻。

同時，歐盟各國領袖也承諾，要讓歐洲成為能源利用效率高、碳排放量低的經濟體，各國領袖並強調，他們決心要讓

歐盟取得先驅者優勢，不論其他國家採取何種行動，歐盟都會在2020年前將其排放量最少減少1990年水平的20%。

歐盟的減量排放目標是基於以下三項能源相關目標，這三項目標也會在2020年前達成：

 -  藉由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20%的能源消耗；

 - 將可再生能源市佔率從目前的9%提高到20%；

 - 提高可再生能源市佔率的方式之一為：歐盟成員國10%的運輸燃料的將使用永續生質燃料和其他可再生燃料。

歐盟倡議未來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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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歐盟會員國進行廣泛的經濟分析和諮詢後，歐洲委員會在2008年1月提出一項重要的配套法案，以執行與氣候變遷

和可再生能源相關的政策。經過密集協商後，歐盟各國領袖及歐洲議會在2008年12月通過〈氣候及能源套案〉，並在

2009年4月簽署生效。這項法案使歐盟現行的節能減碳政策更加完備。

2008年12月氣候及能源套案

〈氣候及能源套案〉通過後，歐盟成為全球第一個致力朝大規模減量排放目標努力，並訂定相關措施的地區。這項法

案獲得採納，不僅展現了歐盟在因應氣候變遷行動上居於領導地位，也證明大幅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避免氣候變遷帶

來的危害，與經濟持續繁榮成長，兩者可以並行不悖。

從中短期來看，執行〈氣候及能源套案〉所需的投資可刺激歐洲的經濟、就業市場、產業革新；長期來看，此項法案

則可為歐洲奠定永續發展和低碳經濟的基礎。

此套案可幫助歐盟達到在2020年排放量比1990年減少20%的目標，且世界各國達成的氣候變遷協議若達到理想，此項法

案還能彈性調整，將減排目標提高至30%。如此一來，歐盟各國的政府及企業將可獲准在非歐盟國家採用排放額度較高

的方案，以補償在本國所耗的排放量。

強化排放交易體系

〈氣候及能源套案〉的核心是從2013年起開始強化並擴大的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該體系是歐盟以符合成本

效益的方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關鍵，改良後的交易體系大約可幫歐盟達到2020年減量排放整體目標的三分之二。

目前，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涵蓋的產業包括發電業、能源密集的製造業，航空業也會在2012年納入，從2013年起，這些

產業的排放總額度將逐年削減，2020年的排放額度將比2005年減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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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固定中期排放額度，為歐盟的企業提供了投資誘因，這能在歐洲促進大規模的發展、減量排放科技的運用，以及低

碳解決方案的產生。一旦全球達成新的減量排放協議後，歐盟會視需要來訂立更嚴格的減量排放目標。

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涵蓋的產業也會延伸至化工、煉鋁等大型的溫室氣體排放工業，而交易體系所規範的溫室氣體除二氧

化碳、氧化亞氮（N2O）外，未來也會納入煉鋁過程中產生的全氟化碳（PFCs）。

目前，歐盟排放交易體系針對27個會員國個別訂定產業排放總量，但從2013年起，將以適用全歐盟的單一排放總量取

代，交易體系涵蓋的產業將不再免費獲得排放額度，必須以競標拍賣方式購買更高的額度。2013年起，排放總額度的

50%將以拍賣方式出售，2027年可望達到全面拍賣排放額度的目標。但由於目前全球尚未達成令人滿意的減量排放協

議，部分能源密集產業因其競爭力有遭受威脅之虞，因此，這些產業仍將繼續免費獲得100%的排放額度，但前提是必須

使用最先進的減量排放技術。

由於拍賣排放額度將為各國政府帶來可觀的收入，歐盟各會員國已同意將至少一半的拍賣所得，用於對抗國內外的氣候

變遷。

藉由上述方式強化歐盟的排放交易體系，可使世界其他地區的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體系更願意與歐盟合作。連結各區域

的排放交易體系，發展全球性的排放交易體系網絡，可強化國際碳排放市場的，使其能以最低成本達到減排目標。

（詳情可參閱《歐盟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系列》：〈歐盟排放交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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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產業的減量排放

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未涵蓋的產業及部門，例如運輸業（航空業除外）、營建業、農業和廢棄物處理等，其溫室氣體排

放量幾乎仍佔歐盟排放總量的60%。因此，歐盟計畫在2020年將這些產業和部門的排放量比2005年減少10%。

歐盟將按照會員國的相對富裕程度（以每人國內生產毛額計）訂定各國2020年的排放標準，以確保減量排放的義務能

公平分擔。最富裕的會員國丹麥、愛爾蘭、盧森堡，將以減量排放20%為目標，最貧窮的會員國（保加利亞）則可增量

排放20%，其他會員國則按富裕程度決定其減量或增量排放的比率。

如此一來，較不富裕的會員國便可享有經濟成長的空間，但仍需將其排放量控制在標準之內，這種作法切合實際，也

符合國際公平原則，也就是各國按其開發程度分擔減量排放的義務，通力合作達成對抗氣候變遷的共同目標。



13

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率

為確保在2020年前，歐盟消耗總能源有20%是可再生能源的目標，各會員國已同意按其富裕程度及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潛

力，分擔責任。馬爾他的可再生能源市佔率目標訂為10％，瑞典則為49%，其他會員國目標則在兩者之間。如果達成目

標，歐盟不但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還能使其能源更充足。

歐盟的相關立法也規定各國運輸燃料的10%需使用可再生能源，並訂定永續性準則，要求會員國將生質燃料納入10%可

再生能源的目標內。

推動碳捕集和封存

〈氣候及能源套案〉也為碳捕集和封存（CCS）擬定了立法架構，以促進此類技術的發展和運用。碳捕集和封存指將工

業製程中產生的二氧化碳加以收集，然後儲存於地底，避免進入大氣層，使暖化現象惡化。

歐洲委員會希望碳捕集和封存技術能在2020年左右達到具商業利益的水準，目前有多達12項的碳捕集和封存實驗計

畫，以及創新的可再生能源技術會受到資助，其資金來源為自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拍賣3億噸排放量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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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排放的溫室氣體

雖然歐盟成功減少製造業、廢棄物處理、能源產業等排放的溫室氣體，但交通運輸的排放量仍不斷增加，歐盟對此提

出的因應之道如下：

•  從2012年1月起，航空業將納入歐盟排放交易體系的管制產業，也就是說，所有往來歐盟機場的班機都必須取得排 

 放配額，以抵銷排出的溫室氣體。至於海運業排放的溫室氣體，歐洲委員會也會思考對策，加以因應。

•  〈氣候及能源套案〉加入了下列兩項法令，它們與此法案同時獲得通過：

 -  2012年~2015年逐步實施新車二氧化碳平均排放量降低至每公里120公克，也就是比目前排放量減少大約25% 

  ；2020年的二氧化碳平均排放量將進一步降低至每公里95公克。僅這一項措施減少的排放量，便超過2020年非 

  排放交易體系管制產業減量目標的三分之一。

 -  在2020年達到將交通運輸排放的溫室氣體減少6%的目標，並視情況將減量目標上修至10%。

研究投入

歐盟已將2007年到2013年間的環境、能源、交通研發預算大幅增加至84億歐元，對促進環保科技的應用，以及提升大

眾對氣候變遷及其衝擊的認識，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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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有益於歐盟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除了有助於避免全球氣候變遷帶來嚴重的衝擊，還能為歐盟帶來各種好處，包括改善能源供給，

減少空氣汙染，降低其相關的健康成本與控制成本，並增加就業機會。

提升能源效率及能源供給充足

歐盟對進口能源的依賴與日俱增，於是能源供給成為歐盟愈益關切的議題。如果按正常發展，歐盟對進口能源的依賴

程度，現在佔歐盟總能源消耗的50%，到2030年會增至65%。對進口天然氣的依賴程度預計從57%增至84%，石油則從

82%增至93%。

因此，若能更有效地使用能源以提升歐盟的競爭力，在經濟上貢獻就很大，更遑論其減量排放的好處。2008年1月的氣

候及能源套案正式上路之後，到了2020年，石油及天然氣的進口成本每年預計可減少500億歐元左右。估計值是以每桶

61美元的油價來算，若油價攀升，成本節省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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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各國領袖及政府首長於2007年3月的歐洲理事會會議上，確立了歐盟在後2012時代全球對抗氣候變

遷行動中的立場。以下為當時高峰會聲明的重點摘錄：

「歐洲理事會強調達到以下策略性目標極為重要：限制全球平均氣溫不得比工業革命前的水平高出攝氏

2度。

歐洲理事會強調歐盟在國際氣候保護中的領導角色。理事會強調，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推動一套有

效、效率高且公正的因應方案，有賴世界各國的共同行動。

為此，必須在聯合國國際氣候會議上開啟協商，達成全球性與全面性的後2012時代協議，以京都議定

書為基礎擴大範疇，並為所有參與方提供一個公平並有彈性的架構⋯⋯於2007年底著手，2009年完

成。

歐洲理事會重申，徹底排放減量是全球碳交易市場的基礎。已開發國家應繼續拋磚引玉，投入降低溫室

氣體排放的行動，在2020年之前讓排放量比1990年少30%左右。

考慮當前國際抗暖進度，於是乎，歐洲理事會支持歐盟的目標，要在2020年之前讓排放量比1990年少

30%，為全球性與全面性的後2012時代協議做出貢獻，然先決條件是其他已開發國家也願意減少相等的

排放量，而且經濟較發達的開發中國家也願意依其責任與能力做出充足貢獻。歐洲理事會請求這些國家

在後2012時代協議中提出其貢獻提案。

歐洲理事會強調，歐盟承諾將歐洲轉變成一個高能源效率、低溫室氣體排放的經濟體，並決定在全球

性與全面性的後2012時代協議定案之前，在無損歐盟在國際談判的立場之原則上，歐盟會做出堅定承

諾，在2020年之前讓溫室氣體排放量比1990年起碼少20%。

歐洲理事會注意到開發中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比重不斷增加，這些國家有必要解決排放量增加的問

題，在符合共同但具差異的責任與個別能力的原則下，降低經濟發展造成的排放量。歐洲理事會準備繼

續並加強協助開發中國家，降低氣候變遷的風險並做出調適計畫。」

歐盟各國領袖對後2012年抗暖化行動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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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空氣汙染和健康成本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也會減少空氣污染，空氣污染每年在歐洲造成370,000個提早死亡的病例。在2020年降低10％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所附帶的空氣品質改善，每年可以因此節省高達270億歐元的醫療費用。降低控制空氣污染措施的需求，

也會在2020年之後，每年額外節省110億歐元。

增加就業機會

生態產業是歐洲經濟體最具發展力的一環，因應全球環保科技、產品及服務的需求增加，每年約有5%的成長率。這些

產業在歐洲有大約340萬名員工，而且成長潛力不小。再生能源科技已創造30萬份工作機會。20%的再生能源使用率，

估計2020年之前可創造近100萬份工作機會。若歐洲引領全球，充分開發綠能產業潛能，可望開創更多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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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哥本哈根全面性氣候變遷協議

展望新的全球氣候變遷協議

2009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192個成員，即191個國家加上歐洲共同體，要在哥本哈根達成協議，展開後

2012年代的全球對抗氣候變遷行動。

為準備新協議的制定，2007年年底已在印尼峇里島展開討論。峇里行動計畫（Bali Action Plan）構成議定的行動藍圖核

心，訂定往後協商的進程。

歐盟自2005年就在後2012年代行動上建立定位。2009年1月，歐洲委員會在〈哥本哈根溝通〉
2
（Copenhagen 

Communication）中為協議提出全面性的建議。該建議於2009年3月獲歐盟各國環境部長的支持，在同月稍晚舉行的歐

洲理事會高峰會上，也得到歐洲各國領袖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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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有列於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附件一的國家，加上所有歐盟成員國、歐盟候選國以及歐盟可能候選國。

已開發國家應繼續帶領抗暖化

已開發國家要為現今大氣中75%的溫室氣體負責，這還不包括熱帶雨林濫伐造成的溫室氣體。這些國家擁有最充足的金

融資源和最先進的科技能力，來降低排放量。

因此歐盟和其他已開發國家
3
必須指引前進之路，示範低碳經濟既可行又符合成本。按照後2012年行動協議，它們應作

出具約束力並可量化的承諾，降低整體經濟的碳排放量，以符合控制全球暖化目標，即平均氣溫不得比工業革命前高

出攝氏2度。

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的〈第四次評估報告〉顯示，要達此目標，已開發國家的總排放量降幅，與1990年相

比，2020年之前要達25%至40%，2050年之前要達80%至90%。

若其他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於哥本哈根同意齊力合作，歐盟承諾將2020年的排放減量目標從20%上修至30%。

歐盟同時呼籲開發程度或國民平均財富達已開發國家水準的其他國家，考慮做出類似承諾。尤其是針對京都議定書下

不具排放減量目標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成員國或候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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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分攤責任

已開發國家的總排放減量須公平劃分，確保每一個國家做出相當程度的努力。總目標的分配應依照各國的

排放責任和減量能力而定。應以一套均衡的複合標準來衡量，包括：

• 支付國內排放減量並向開發中國家購買減量額度的能力：國民平均所得高的國家應為國內及他國排放減量做出

更多貢獻。

•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潛力：經濟效率較低的國家通常有更多的空間以較低成本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因此應為

總排放減量盡更多心力。

• 過去國內溫室氣體排放減量行動：以目前排放量評估減量時，過去減量的努力應獲獎勵。

• 人口成長趨勢與溫室氣體總排放量：人口膨脹的國家應比人口穩定或減少的國家承擔較低的減量。

航運、海運及含氟氣體

國際航運及海運業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大元兇，而且成長迅速，卻未列入京都議定書的範疇內。後2012年代

協議須包含針對這些產業所訂的排放減量目標。另外，各國需透過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國際海事組織

（IMO）共同努力，於2010年之前將全球因應措施拍板定案，而且應於2011年之前通過。以市場為基礎的機

制，包括排放交易在內，能確保這些產業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達成排放減量。

另一個潛在的問題，即氫氟碳化合物（HFCs）在工業使用上逐漸取代破壞臭氧層的氟氯碳化合物（HCFCs），後

者在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規定下逐漸停用，以保護臭氧層。問題在於，許多氫氟碳化合物為高威

脅性的溫室氣體，因此歐盟希望哥本哈根協議能納入該氣體的國際排放減量規範。這將鼓勵產業致力研究與開

發不易造成全球暖化的氫氟碳化合物，及不含氫氟碳化合物的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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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開發中國家的參與也很重要

開發中國家發展經濟的同時，排放量隨之增加。至2020年，開發中國家的排放量預計將超過已開發世界排放總額。

事實上，若將濫伐與森林劣化造成的排放量納入計算，早就已經超過了。因此開發中國家，尤其是較發達的新興經濟

體，務必要開始限制排放量成長。

另一方面，工業化國家必須積極與開發中國家合作，提供必要的資金與科技，並協助建構排放減量能力。

近來的科學證據指出，要達到攝氏2度的目標，開發中國家必須限制排放量的成長，低於正常發展下2020年預估量的

15%至30%。

減低濫伐及森林劣化所造成的排放量也須納入這次的行動。開發中國家的熱帶雨林濫伐產生約20%的全球溫室氣體排

放，超過所有運輸排放量的總合。歐盟提議，哥本哈根協議應訂立目標，期在2020年之前，濫伐量比現在至少減半，

而且最晚2030年之前要停止全球森林覆蓋面積的流失。這也會為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發展帶來莫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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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溫室氣體排放量

（僅工業及能源排放，按正常發展估算）Gt CO2

開發中國家

已開發國家

雖然短期內對抗氣候變遷大多得靠已開發國家的努力，但要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單靠它們的行動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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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中國家的這些行動是可行的，也不會干擾經濟成長與降低貧窮的進度。對抗氣候變遷的措施對歐洲不但有利，長

遠來看，對較不富裕的國家也是有益無弊。由於弱勢人口是洪水、暴風雨、旱災及其他氣候變遷效應首當其衝的受害

者，開發中國家理所當然要加入全球的行列，達成攝氏2度的目標。

行動的成本不高。至2020年，中國及印度的國內生產毛額可望成長2倍，巴西會成長50%。歐洲委員會預估，採取減量

排放行動只會讓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略減1%。事實上，成本可能還更低，甚至成為盈餘，因為目前的預估並未考慮防

範氣候變遷造成的損失所帶來的效益。

要讓利益大於成本，開發中國家有很多政策可選擇，包括：

 •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藉此一併改善能源供給

 • 推動政策以提倡再生能源。這些政策通常符合成本效益，對鄉村地區亦然

 • 改善空氣品質，進而改善公共衛生

 • 從工業與農業擷取甲烷，提供廉價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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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發展策略

歐盟目前正提議在哥本哈根協議之下，所有開發中國家，除低度開發國家之外，應承諾採用低碳發展策略。這些策略

應闡明可行的計劃，以適合本國的減碳行動限制排放量，對象涵蓋所有重點產業，特別是電力及運輸、能源密集產

業，其中最重要的是林業及農業。

低碳發展策略應區分為國家資助的行動，以及需要國際資金及技術支援的行動。

為確保各國的雄心不減，歐盟提議建立一套國際協調機制，提供技術性評估，為提出減碳行動的開發中國家配對，找

到合適的國際支援。目標是藉國際支援達成最大的排放減量成果。開發中國家的行動應登記在國際資料中心，說明排

放減量的好處。

各國的科學、科技及社經情勢不時有新發展，意味著策略及實施方法需要做定期檢討。最晚應於2012年之前更新策

略，以確保能促成攝氏2度的目標實現。

中長期來看，當開發中國家的發展程度近乎工業化國家水準，較發達的開發中國家應做出具約束力的承諾，實行排放

減量。減量多寡應視其排放量、排放限制與其技術與財力而定。 



24

如何適應無法避免的氣候變遷

提出全面性的氣候變遷調適措施乃後2012年協定的要務。氣候變遷已不可逆，就算全球氣溫升幅控制於攝氏2度之內，

也無法防止負面衝擊的發生。

調適氣候變遷是全球性的課題，但許多開發中國家則更無力因應。京都議定書設立的調適基金雖可幫助支付能力建構

及優先行動的花費，然而依據哥本哈根協定，開發中國家在調適氣候上的經費尚須進一步籌措。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

公約（UNFCCC）祕書處指出，到了西元2030年，全球開發中國家的年度開銷總計可達230至540億歐元之間。

歐盟已提議由哥本哈根協定擬定調適措施綱領，以加強會員國之間的團結合作、改善氣候監控與預報等工具、並推動

有效落實。在氣候造成的天災方面，也需要開展出適用於各種災害損失的多方位保險項目，以彌補現存資金機制的不

足。歐洲委員會亦引導非洲、加勒比海與太平洋島國組織（ACP）循此模式進行。

低度開發國家、開發中的小島國和非洲國家特別易受旱災、荒漠化和水災所苦，因此更需要調適氣候變遷上的支援。

歐盟也正透過以下管道提供相關支援：UNFCCC奈洛比氣候變遷之衝擊、脆弱性與調適工作計畫，還有聯合國氣候變遷

基金、雙邊發展合作、及全球氣候變遷聯盟等。

全球氣候變遷聯盟

歐盟執委會（歐洲委員會）已倡議歐盟與對氣候變遷承受力最低的開發中國家，尤其是低度開發國（LDCs）與

開發中的小島國（SIDS），共同成立全球氣候變遷聯盟（GCCA）。

此聯盟旨在提供實質資源予目標國家以因應氣候變遷。這些資源著重在調適及降低災害風險，但也能幫助開發

中國家停止砍伐森林，並參與全球碳市場。歐盟將與這些國家並肩作戰，整合氣候變遷與降低貧窮策略。

目前已有相關活動計畫在萬那杜、馬爾地夫、坦尚尼亞以及柬埔寨實行。全球氣候變遷聯盟也打算在非亞地

區，以及太平洋、印度洋和加勒比海島國增添十個投資對象國。

全球氣候變遷聯盟也是歐盟、低度開發國與開發中的小島國等各國之間，氣候變遷議題的對話平台。在2008

年，此平台已促成歐盟分別與非洲、加勒比海及太平洋島國達成共同對抗氣候變遷宣言。

委員已編列九千萬歐元預算，要在2008年到2010年間讓全球氣候變遷聯盟上路。瑞典及捷克共和國業已貢獻部

分資金，其他歐盟成員國也可望加入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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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支持後2012年協定，必須建立全球的碳排放交易市場。可比照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藉由連接各盟國內的

碳排放交易體系來達成。越來越多已開發國家在發展此種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體系，這也將是幫助已開發國家在未來

能更符合成本效益，達到控管碳排放量的關鍵工具。

碳排放量有價化是減碳最經濟且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預估碳排放交易體系可省去75%的減緩氣候變遷的費用。

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的拍賣收入，也能增加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減緩暖化暨調適氣候之資金。歐盟會員國已合意

自2013年起，將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排放權拍賣所得的一半，應用在歐洲內外減緩碳排放暨調適氣候的工作上。

歐盟的願景，是盡快連接已開發國家的碳排放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以期在2015年前，建立起全經濟合作開發組

織（OECD）的碳市場。並且約在2020年，更進一步讓經濟較先進之開發中國家的主要碳排放部門加入。美國的碳排放

交易體系可能將於2012年前後上路，可望能建立起橫跨大西洋的碳排放交易市場，成為推動建立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場

的主力。

歐盟各國內部碳排放交易體系的發展與串連，應當保持由各國政府控管，而不該歸為聯合國協商範圍。

建立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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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聯合國碳補償機制

在邁向全球碳市場之路上，京都議定書制定的碳補償機制將持續扮演重要角色，然而這些機制仍有待改革。

已開發國家透過共同執行（JI）機制，得以投資其他工業化國家的節能減碳計畫，從而獲取碳排放權，來達成本身的碳

排放目標。不過共同執行機制的效能和效率尚待加強。它的改革應包括確保環境整體健全性，以及讓新成員有加入的

機會。

清潔發展機制（CDM）除了設定節能減碳計畫在開發中國家執行外，其他運作方式和共同執行機制相同。開發中國家

透過此機制，可以參與國際碳排放市場，此機制也促使資金與技術大幅流動，這點有利於在開發中國家間推動低碳計

畫。不過，清潔發展機制在此時也亟需改革。

清潔發展機制需要加強整體環境健全性，特別是要確保唯有成本最低、且能在不影響商業運作的情況下減碳，才能獲

取碳排放權。此外，應擴大開放幅度，讓開發中國家－尤其是低度開發國家加入清潔發展機制，並且強化其管理。

歐盟碳交易量計畫將共同執行、清潔發展兩個機制大多數的計畫，比照為歐洲碳排放權的規格，藉以促進對此類計畫

的投資，並會持續到2012年之後。



27

開發中國家的部門別碳排放交易機制

為落實全球減碳，開發中國家將需貢獻更多心力。因此歐盟提議增設特定部門導向的碳排放交易體系，協助開發中國

家投注更多心力，減少全球碳排放量。已開發國家對後2012年碳排放權的需求量大增，開發中國家亦可藉此供應這些

需求，提升它們在全球碳市場的地位。

第一步是從較先進開發中國家內，極具競爭性的部門著手。將清潔發展機制分階段撤出，改由聯合國所贊助的部門別

碳排放交易體系接管，它們必須要能涵蓋全國各部門，有別於清潔發展機制針對單一計畫的管理。若該部門的實際碳

排放量低於預設標準，就能獲得碳排放權。而碳排放之標準可依各國國情來訂定。

這種碳排放權獲取機制，可有效促使開發中國家發展低碳科技，並將這類科技納入該國的低碳發展策略。而部門別碳

排放交易體系產生的獲利，與減緩碳排放的額外投資費用相比，預估前者可達後者的三分之一以上，正符合發展中國

家之所需。

部門別碳排放交易體系，可擴大各主要新興經濟體對碳排放市場的參與，同時也可促進開發中國家發展部門別碳排放

交易體系。

在先進的工業部門中，以企業為基準，實施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這點對於能監控碳排放量，並嚴守碳排放基準

的開發中國家而言，是最符合經濟效益的方式。此一構想是將上述的制度，結合已開發國家的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

度（如歐盟碳交易量計畫），然後逐步縮減各部門的碳排放量，如此一來，開發中國家的目標會逐漸與已開發國家相

等。

歐盟也不斷提供支援，幫助開發中國家的能力建構，以建立碳排放交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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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金、科技及能力建構促進全球碳排放交易

歐盟和其他工業化國家，皆有責任協助開發中國家克服及適應氣候變遷。歐盟不斷提供多種支援，主要透過以下四種

方式：由歐盟成員國及歐洲委員會跨海協助發展、歐盟企業與政府出面收購清潔發展機制的碳排放權、歐盟傾囊捐助

多邊氣候基金，以及成立創新的基金機制，如歐盟的全球能源效率與可再生能源基金（GEEREF，參見第30頁）。

全面性的後2012年協定，需要足夠的財源支持，方能徹底落實協定的內容。已開發國家在資金、科技與能力建構上，

顯然需要給予開發中國家更多的協助。

一項為歐洲委員會所做的分析顯示，若要減少全球碳排放量，並達到全球平均氣溫增幅低於攝氏2度的目標，那麼到了

2020年，每年的額外全球投資總額將增加至1,750億歐元，而其中泰半將用於開發中國家。

歐盟領袖已許諾，歐盟會提供必要的額外支援。潛在的國家及私有基金來源，包括透過國際、雙邊或多邊管道，提供

補助金與貸款；引進全新的國際公共財源；以及國際碳排放交易市場。

歐盟建議，開發中國家應具體列出發展低碳策略時，該國所需之外來資金與科技支援。經過專業評估後，這些國家就

能透過國際層級的協調機構，取得各國提供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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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少砍伐森林及林地流失所產生的碳排放量，各國將需要具體的資金支援。歐洲委員會提議成立國際性金融機制，

如果開發中國家致力減少因林地縮減造成的碳排放量，且有顯著成效時，就能透過該機制，依據其減碳成果獲得獎勵。

後2012年的全球資金結構，必須有效率、透明化、可靠且公平。各國所貢獻的資金必須對等，並且以各國碳排放標準

與相對貧富程度為基準。歐盟應與各國協調，將這類貢獻之相關規範納入哥本哈根協定。

減碳及適應氣候變遷的資金來源將越來越多元，國際間也勢必要強化彼此的協調與合作。國際氣候變遷資金日後將如

何管理及安排，亦需重新檢討。歐洲委員會建議，聯合各公私立部門及國際性金融機構的重要決策者，共同籌組國際

氣候資金高層論壇，往後由此論壇定期審查資金來源與支出，並在必要時提出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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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推動氣候變遷相關科技的研發

為了減少碳排放量，並且讓人類適應氣候變遷，我們亟需推動研究、發展暨展示全球低碳與氣候調適科技（RD&D）。

哥本哈根協定中的主要議題，便是贊助研發及推廣上述科技，希望到了2012年，全球能源相關的研發暨展示經費會比

目前多一倍，到了2020年，更增長到目前的四倍。工業化國家除了過去的跨海發展資助經費，如今亦需大規模投資全

球低碳與氣候調適科技。

開發中國家往往在政策、資訊及能力有所不足，因此發展、轉移與利用適應氣候及減碳科技時，易遭受許多阻礙。有

效的解決之道，是建立全國及區域性的卓越科技中心，如此方能創造滿足人類需求的有利環境，促進各類科技的發展

與轉移，協助該國能力建構，並加速資訊交流。

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通力合作，推動研究、發展及展示全球低碳與氣候調適科技，才能達成共同的科技目標。歐

盟也按照哥本哈根協定的內容，致力於與開發中國家合作，希望雙方的共同研究能早日開花結果。

全球能源效率與可再生能源基金

〈全球能源效率與可再生能源基金〉（GEEREF）是由歐洲委員會設立的新型全球性風險資本基金，旨在動員民

間力量，投資能源效率及可再生能源計畫，對象則為開發中國家與經濟轉型國家。

現在全球有16億人無電可用，此基金可為其中部分民眾帶來乾淨、安全、價格合理的能源補給。為達此目標，

必須加速環保能源科技的轉變、發展與利用。如此不但能克服氣候變遷與空氣污染的問題，同時也能讓清潔發

展機制計畫協助開發中國家時，能給予更公平的支援。

歐洲委員會已編列八千萬歐元的預算，在2007年至2010年間，投入全球能源效率與可再生能源基金。加上歐洲

數國政府的贊助，基金總額更增加至超過1.1億歐元。此基金中可望產生超過三億歐元的額外風險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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