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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意識與研究動機 

1. 氣候變遷乃一全球性問題； 

2. 歐盟針對氣候變遷如何回應； 

3. 氣候變遷、人類未來與 

      國際合作。 
Source: 美國參考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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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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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的潛在問題 

歐盟於二○○八年三月針對氣候變遷對國際安全可能產生的 
威脅，列舉事項包括： 
(1) 極端氣候引發重大自然災害，對人類生命與財產帶來的重大損失； 
(2) 對生態多樣性與生態平衡的威脅，以及物種滅絕與不明病疫的傳

染； 
(3) 海平面水位上升引發環境難民問題及疆界爭端等問題； 
(4) 水資源短缺及爭奪問題； 
(5) 糧食短缺及飢餓問題； 
(6) 能源供應短缺； 
(7) 各國及國際組織面對重大災害的治理不足與挑戰；以及  
(8) 氣候變遷仍缺乏一個全球性組織，從事有效規範及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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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重要議題 

1. 歐盟氣候變遷的發展背景； 
2. 法律依據與政策目標； 
3. 組織架構與決策流程； 
4. 政策措施與施行成效； 
5. 國際談判的立場與倡議； 
6. 政策意涵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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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氣候變遷的概況 

一、氣候變遷的概念 

法定意義方面，依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第1(2)條規定，氣候變遷乃指由於人類直接或 
間接活動改變了地球大氣的組成而形成的氣候變化。氣 
候變遷因此排除了氣候的自然變異，乃指人類活動對氣 
候系統產生的影響，包括對大氣、水文、地理、生物圈 
的整體衝擊或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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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的科學證據 

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指出，全球地表溫度自一 
八五○年建立器測資料以來，自一九○六年至二 
○○五年的全球平均氣溫上升0.74°C，且暖化速 
度正在加快。各國如果不採取共同行 
動，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二十一 
世紀的全球平均溫度可能再增加1.8至 
4°C。  

Source: IPCC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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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的影響 

英國政府於二○○六年發表一份有關氣候變遷經濟 
學的《史登報告》(Stern Review)指出氣候變遷對人 
類的不利影響，不限於經濟，將旁及社會、環境、 
政治等全面性領域，甚至會嚴重影響 
區域安全與世界和平，例如飲水資源 
的逐漸短缺、生態環境的破壞與物種 
滅絕，皆對人類生活福祉及公共健康 
，帶來重大威脅。 

Source: 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 (2010) 



10 

二、歐盟氣候變遷的概況 

依據「歐洲環境局」(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資料，溫室效應主要因為燃燒煤、石油 
及瓦斯等增加了CO2等溫室氣體以及森林大面積 
削減所引起。於二○○八年，歐盟溫室氣體排放 
的來源分別是：電力部門28%、交通21%、產業 
20%、中小企業及一般家庭17%、農業10%、其 
他4%。歐盟28會員國的溫室氣體排放佔全球總 
額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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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氣候變遷政策的發展背景 

歐盟氣候變遷政策的發展背景方面，氣候變遷乃環境 
的一環。環境在歐盟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是一 
九七二年十月十九至二十一日舉行的歐體巴黎高 
峰會  (the Paris Summit,  1972)。一九七二年十月 
歐體巴黎高峰會第一次提出「環境政策」的重要 
性，並指示歐體機構於一九七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前建立一項環境行動計畫。高峰會聲明指出，經 
濟發展並不是目的，而應導致人類生命與生活福 
祉的提高，包括更好的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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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環境行動計畫」 

歐盟理事會於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過一項「環境行動計畫」 
(Environmental Action Programme, EAP) 決議，成為歐盟系列EAP的第 
一期，期間從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六年。第一期EAP已認定了一些原 
則，事後成為歐盟環境政策的重要依據，包括：(1) 預防勝於事後處 
理；(2) 將環境影響儘早納入政策考量；(3) 避免對生態平衡會產生嚴 
重破壞的開發；(4) 環境行動計畫須將科學技術納入考量；(5) 污染者 
付費；(6) 避免以鄰為壑；(7) 歐盟與會員國在國際環境論壇採取一致 
立場；(8) 顧及開發中國家的利益；(9) 建立歐盟、會員國及地方政府 
多層級的環保行動；(10) 會員國環境政策必須與歐盟共同合作；以及 
 (11) 環境保護，人人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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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氣候變遷計畫 

歐盟於一九九一年起，採取一系列氣候變遷的因應措 
施，以有效控制CO2的排放量以及改善能源使用效率。 
歐盟執委會於二○○○年六月推動第一期「歐洲氣候變 
遷計畫」(the 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ECCP) 其目標在於辨識所有必要條件，以發展一項履 

行「京都議定書」的歐盟戰略。二○○五年十月歐盟繼 

續推動了第二期的「歐洲氣候變遷計畫」。所以京都議 

定書可說是歐盟連同其會員國認真對待氣候變遷的一個 

重要規範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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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議定書與歐盟減排承諾 

「京都議定書」於一九九七年在日本京都召開的 
UNFCCC締約方大會第三次會議上通過，並於二○○ 
五年二月十六日生效。議定書規定已開發國家減少人為 
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於二○○八年至二○一三年期間較 
一九九○年的基準少5%。歐盟承諾原先十五國於二○ 
一二年前將減排8%。歐盟於二○○四年及二○○七年 
東擴增加的十二個新會員國的減排目標亦設定在6%或 
8%。截至二○○七年底，歐盟原先十五個會員國的排 
減目標已達5%；二十七會員國整體減排量則仍落後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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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歐盟氣候變遷的法律架構 

一、歐盟相關條約 

1. arts, 100, 235 EEC 
2. art, 25 SEA, art 130r EEC 
3. arts, 174-176 EC 
4. arts, 191-193 TFEU 

Source: The EU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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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氣候變遷相關法律 

1. 控制環境空氣品質相關法規 

2. 規範固定污染源排放量相關法規 

3. 發揮性有機物 (VOCs) 排放量法規 

4. 會員國排放量上限法規 

5. 交通運輸工具、環保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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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氣候及再生能源套案」 

歐盟執委會於二○○八年一月提出一項「氣候及 
再生能源套案」，並於二○○九年四月生效，以 
整合並執行與氣候變遷及再生能源相關政策。套 
案措施主要包括：強化歐盟排放交易體系、促進 
再生能源發展使用指令、CO2捕集及封存指令、 
支持石化燃料永續發展早期示範之溝通文件、以 
及會員國環保相關之國家補助規範等項目。 



歐盟氣候變遷政策主要目標(I) 

1. 2020年之前減少20%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已開
發國家如果相互配合，將提高為30%)； 

2. 2020年之前改善提高20%能源效率；以及 

3. 2020年之前提高再生能源佔歐盟能源20%以
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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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氣候變遷政策主要目標(II) 

歐盟氣候變遷的其他重要里程碑，例如：
(1)2005年1月開始推動歐盟溫室氣體排放交易體
系 (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UETS); (2)2007年3月歐盟高峰會通過「2012年
對抗氣候變遷全球性行動的立場」，支持歐盟將
於2012年之後，採取單邊措施，於2020年之前減
排溫室氣體30％的戰略目標，以將全球平均氣溫
的增加，控制在不超過工業革命前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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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歐盟氣候變遷組織架構 

氣候變遷原屬於執委會的環境總署。執委會鑑於 
氣候變遷的重要性，以及能源在氣候變遷及環境 
保護將扮演重要角色，乃於二○一○年二月十七 
日新設二個總署，一個是「氣候行動總署」(DG 
 Climate Action, 簡稱CLIM)，另一個是「能源總 
署」(DG Energy, 簡稱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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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氣候行動總署職權 
氣候行動總署第一任執行委員是Connie Hedegaard女士。現 
任執行委員是Miguel Arias Canete先生，其職權包括：  
1. 負責歐盟氣候變遷政策，協助歐盟達成二○二○年溫室

氣體排放減量的目標； 
2. 負責發展與執行歐盟溫室氣體排放交易，促進與其他碳

排放交易體系的聯繫，並以追求建立一個國際碳交易市
場為終極目標； 

3. 與其他執行委員協調合作，以促進低碳及能源技術的發
展；同時發展一項以效率及科學為基礎的歐盟氣候變遷
政策；以及 

4. 與其他執行委員協調合作，將氣候變遷政策整合納入其
他歐盟政策，促進歐盟政策與產業結構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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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歐盟氣候變遷政策 

一、歐盟氣候變遷計畫 

歐盟執委會於二○○○年六月啟動「歐盟氣候變 
遷計畫」(the 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ECCP)。ECCP目標在於辨識與發展一項履行京 

都議定書的歐盟策略所需具備的相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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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氣候變遷計畫 

歐盟於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進行第二期ECCP，當 
日於布魯塞爾召開一場由450位代表出席的利害關係人 
會議，討論了目前與未來歐盟氣候變遷的主要議題，包 
括：第一期ECCP評估、碳捕集及封存、調適、航空、 
車輛及交通工具、能源效率、再生能源、能源與技術政 
策等。第一及第二期ECCP會議的代表皆來自廣泛不同 
背景的利害關係人，產生的共識或報告，較能兼顧到各 
方觀點或利益，有利於歐盟政策或措施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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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氣候變遷策略 

歐盟執委會於二○○五年二月九日提出一份「打贏對抗 
全球氣候變遷之戰」文件，規劃了歐盟氣候變遷策略。 
執委會乃依據一份對氣候變遷產生影響，以及此領域的 
行動帶來的成本效益的分析，建立歐盟未來氣候變遷策 
略的基礎。所以，歐盟策略是有科學證據與經濟分析的 
依據。另外，該策略乃奠基於現行政策的強化與執行， 
並且協調整合歐盟其他政策工具，投注更多的研究與技 
術開發，提高公眾對抗氣候變遷的意識與政策參與，並 
促進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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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氣候變遷政策的要素 

(1) 以對氣候變遷影響最大的經濟部門，以及受氣候變遷影
響受深的區域為基礎，利用預防與調整行動來適應氣候
變遷； 

(2) 發展與使用市場為基礎的工具，例如碳稅或歐盟排放交
易體系； 

(3) 加重創新的角色，包括現有科技的效率改善與新科技的
開發應用； 

(4) 採取整合策略，將對抗氣候變遷整合於能源、運輸、農
業、環境、森林砍伐、土地使用等相關部門； 

(5) 國際合作策略，促進所有國家共同參與對抗氣候變遷行
動，分擔責任，但考慮各國經濟及科技水準，得採取差
別責任。  



歐盟2050低碳經濟路徑圖(I) 

1. Roadmap for a low-carbon economy in 2050； 
2. 歐盟氣候變遷長期目標； 
3. 主要目標： 
(1) 全球溫度與工業革命前比較，上升幅度不超

過2℃； 
(2) 溫室氣體與1990年比較，減排目標：2020年

減排20%、2030(30%)、2040(60%)、
2050(80%)； 

(3) 創造一個低碳經濟、社會及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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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2050低碳經濟路徑圖(II) 

1. 低碳經濟的策略： 
(1)發展清潔技術；(2)節能技術；(3)碳捕獲及封存技術；(4)
提高能源效率。 
2. 主要目標產業： 
(1)電力、製造業、交通、建築、農業及能源等產業； 
(2)節約使用傳統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氣、水、土地及原 
    物料； 
(3)開發清潔能源及再生能源，例如風力、太陽能、水力、生 
    質能源； 
(4)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例如電網、輸水系統抓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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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2050低碳經濟路徑圖(III) 

低碳經濟的成本及效益 
1. 2015至2055年歐盟平均每年需投資2700億歐元，相

當於2015年GDP的1.5%； 
2. 2015年至2055年歐盟得平均每年節省1750至3200億

歐元； 
3. 歐盟以2005年做為比較基準，於2050年得減少30%

能源消耗量； 
4. 歐盟得創造一個低碳經濟、社會及生活方式； 
5. 歐盟能源產業得透過創新及研發，取得產業規模，

擴大商機及競爭優勢，同時創造更多高科技就業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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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歐盟在氣候變遷國際談判的立場
與影響 
一、歐盟在氣候變遷國際談判的立場 

歐盟於UNFCCC (COP-15)哥本哈根會議之前，於二 
○○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擬定了一份「哥本哈根氣候 
變化綜合協議」做為歐盟在哥本哈根會議談判的一 
份完整性政策說明的背景文件。  

Source : COP-1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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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在UNFCCC(COP-15)的談判立場 

歐盟執委會在文件的結論，建議歐盟於哥本哈根會議採取以下措施： 
1. 哥本哈根會議必須致力於締結一個全面性，充滿企圖心的國際協議，

歐盟必須展現這樣的決心。 
2. 明確規定整體實現於二○二○年比一九九○年排放量基礎上減排

30%目標；已開發國家共同商定一套實現溫室減排目標的方案，公
平分配相應的減排承諾。 

3. 開發中國家亦應承擔適當責任，將其整體排放量的增長，於二○二
○年之前，實現降低15%至30%的目標。 

4. 對抗氣候變遷，尤其開發中國家的調適行動，須有大量資金的投入，
已開發國家須共同籌措資金以支持開發中國家採取行動；另亦可成
立全球氣候融資機制以及排放交易市場的收入基金做為資金來源。 

5. 歐盟強調與美國及其他已開發國家的合作，以分享國內排放交易體
系的經驗，並推動於二○一五年前在OECD架構下建立一個大規模
的碳市場與排放交易體系，於二○二○年將此一排放交易體系延伸
至經濟較發達的開發中國家。 



歐盟在COP(21)巴黎會議的立場(I) 

1. 共同目標是全球氣溫與工業革命前比較，上
升幅度不應超過2℃； 

2. 簽署一項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國際協定，針對
2020之後各國減讓承諾加以規範； 

3. 協定得以「議定書」(protocol)或其他名稱訂
定，內容應對所有國家具有法律效力，惟應
考量公平、透明及課責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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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在COP(21)巴黎會議的立場(II) 

4. 巴黎會議應以2015年2月日內瓦通過的協議草
案做為談判範本；並於2015年6月、9月及10
月於波昂舉行UNFCCC的會前會，從事密集
討論； 

5. 各國應提出「擬議國家承諾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INDC)，做
為各國減排承諾談判基準； 

6. 歐盟已於2015年3月率先提出以1990年為基準，
於2030年之前減排40%之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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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氣候變遷政策的意涵與影響 

1. 歐盟氣候變遷的領導先驅 
歐盟氣候變遷政策的推動，象徵該等政策已發展至歐盟 
層級，並且逐漸歐盟化，此乃一漸進發展過程，反映了 
歐盟政策與憲政的變遷。歐盟向來重視氣候變遷議題， 
於一九九四年即已簽署UNFCCC，於一九九八年簽署京 

都議定書。歐盟理事會與歐洲議會亦透過許多聲明或決 

議表示對抗氣候變遷將是歐盟未來的首要政治目標。歐 

盟已經投注許多政治與經濟力量用以對抗氣候變遷，並 

被認為是氣候變遷議題之領導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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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氣候變遷政策的意涵 

歐盟氣候變遷政策的推動與實踐，同時顯示下列意涵： 
1. 里斯本條約架構下的TFEU第191條已明文規定對抗氣候變遷乃歐

盟環境政策的一項目標。氣候變遷在歐盟因此取得憲法性地位，
有利於相關政策的推動與落實。 

2. 歐盟已於二○一○年二月十七日正式成立歐盟層級的「氣候行動
總署」， Connie Hedegaard女士被指派為首任負責督導氣候行動
總署的執行委員，見證歐盟對氣候變遷議題的重視，已將其列為
政策的優先目標。 

3. 氣候變遷政策與行動，必須奠基於科學知識與事實，並隨著科技
創新與環境變化而做政策適應。歐盟據此也鼓勵相關科學研究與
評估，以便清楚了解氣候變遷相關的問題性質、成因與影響層面。 

4. 明確界定氣候變遷的問題與影響層面，並依據成本效益擬定相關
行動與措施，以提高氣候變遷政策的可行性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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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氣候變遷涉及環境、能源、運輸、農業、對外關係等不同產業與
部門，因此必須採取整合策略，尤其在歐盟層級，從事有效協調
整合為單一氣候變遷政策，而非僅是不同政策的拼湊合成。 

6. 明確界定氣候變遷的目標、策略與行動步驟，以及歐盟與會員國
的義務的公平分配與實際執行情況。 

7. 將氣候變遷政策整合到歐盟永續發展政策，並將氣候變遷發展如
同人權一樣受到重視，甚至成為一種基本權利。 

8. 除了傳統規範管制策略之外，歐盟兼採補貼及財政支援等手段，
推動更具節約的效率能源、綠能產業、科技研發，做為對抗氣候
變遷的重要策略。 

9. 領導氣候變遷議題在歐盟與全球的討論，提高議題重要性，深化
公共輿論以及草根性基礎。 

10. 重視國際合作，尤其所有主要排放國共同承擔責任、公平分配義
務，並簽署具有明確目標、義務與法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協定。歐
盟並承諾提供開發中國家適當財政援助，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共
同解決氣候變遷此一世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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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I) 

氣候變遷在21世紀已成為普遍受到重視的世界問 
題，對生物多樣性與人類未來產生嚴峻挑戰。氣 
候變遷在歐盟早期發展階段是併在環境議題加以 
處理。歐盟於1973年即已開始推動第一期環境 
行動計畫。《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於 
1992年5月9日通過後，氣候變遷議題在歐盟逐 
漸受到重視。 



陸、結論 (II) 

歐盟於1994年簽署該項公約，1997年簽署京都議
定書，並於2000年6月開始推動第一期歐盟氣候
變遷計畫，據此陸續通過多項氣候變遷相關的法
規、政策與措施，具體採取對抗氣候變遷的調適
行動，以實現歐盟在京都議定書承諾降低排放量
8%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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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III) 

2009年12月生效的里斯本條約已明文規定歐盟在
氣候變遷、能源與環境領域，擁有分享職權，得
推動相關政策，包括整合能源、運輸、環境、農
業、研發、內部市場與對外關係的相關政策。氣
候變遷並應納入歐盟其他政策的考量，以發揮整
合、深化、廣化歐盟氣候變遷政策的效果與影響
力。氣候變遷在歐盟因此已取得憲法性條約基礎
的保障，具有重大政治意涵與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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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IV) 

歐盟於2010年2月新設「氣候行動總署」統籌歐
盟氣候變遷相關事務，宣示歐盟對抗氣候變遷的
強烈決心，以將歐盟建設為環境最友善區域，並
強化歐洲能源安全，刺激綠色經濟成長並創造更
多工作機會。歐盟並積極推動COP(21)巴黎會議
談判，以期通過一項包括明確目標與減排義務規
定，並由所有國家參與調適行動並具有法律拘束
力的全球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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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V) 

歐盟提出全球溫度不應超過工業革命前2℃的明
確目標，獲得認同並納入哥本哈根協定。大體而
言，歐盟氣候變遷政策理想崇高，行動務實，已
為區域性與國際性氣候變遷合作指出一條可行方
向，並為歐盟博得信譽，有助其建立柔性領導地
位，並對全球暖化問題解決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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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共享處 
處長 

第1科 
人力資源及行政 

科長/科員 

第2科 
財政及會計 
科長/科員 

第3科 
融資及援助 
科長/科員 

第4科 
資訊科技 
科長/科員 

C處 
適應及低碳技術 

處長 

C 1科 
低碳技術 
科長/科員 

C 2科 
交通及臭氧層 
科長/科員 

C 3科 
適應 

科長/科員 

B處 
歐洲及國際碳市場

處長 

B 1科 
排放交易系統 (ETS)執行 

科長/科員 

B 2科 
標準 (Benchmarking) 

科長/科員 

B 3科 
國際碳市場、航空及海運 

科長/科員 

A處 
國際及氣候策略

處長/顧問 

A 1科 
國際及機構間關係

科長/科員 

A 2科 
氣候融資及森林劣化 

科長/科員 

A 3科 
監視、報告及核
證科長/科員 

A 4科 
策略及經濟評估

科長/科員 

Source：DG Climate Action (2015) 

表1：氣候行動總署 (DG Climate Action) 
歐盟執委會執行委員 

Miguel Arias Canete先生 

署  長 (Director-General) 
Jos Delbeke 

助理 (署長) 

政策協調及對環境總
署合作聯絡室 

首席顧問 
(Principal Advisor) 

顧問團 

內部稽核 
組織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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