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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Greenhouse Reduction Act’ (GRA) will enter into force in 
near future in Taiwan, therefore, many climate policies and 
measures will be implemented on industry sectors only, which will 
bring a competitiveness loss in industry sector. Base on above 
reasons, this study surveys and compares climate polices and 
measures of some countries (including UK, Switzerland, and Japan) 
which nations have launched GRA firstly, further this research use 
‘Taiwan Sustainable Energy Decision Model’ (TaiSEND) model 
which is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CGE model) 
evaluates various impact effects, such as abatement cost, industry 
structure change, and so on. Besides, this study builds up a PSR 
(Pressure – State – Response) indicators framework to assess 
vulnerability among five dimensions, such as water resource, food 
security, biodiversity, health, and coast, in Taiwan. Analytical results 
as follows:  
(1) The Study finds that nations which have implement GRA exists 
a higher performance of GHG reduction than other countries,  
(2) Kyoto mechanism (such as 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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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and Joint Implementation, 
JI) is a key instrument to achieve commitment in annex I countries, 
however, Taiwan can not participate Kyoto mechanism will 
decrease GHG abatement ability,  
(3) Voluntary agreement is a priority climate policy in Taiwan, and 
need mix some packages, such as carbon trading or carbon neutral, 
which will increase abatement incentive of industries sector, 
(4) Set up a ‘Founding of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FESCR) which can be used to subsidy environmental friendly 
production, 
(5) Taiwan vulnerability becomes degradation since 1998, which 
means some adaptations need to be done as soon as possibility in 
Taiwan.  

 

摘要 
UNFCCC 之第二階段減量談判，刻正依據「峇里島路線圖」的

規劃，積極展開協商之中，而國內的「溫室氣體減量」法亦在新政府

上任之後，於立法院展開朝野協商，除了減量目標與排放權核配方式

兩項爭議之外，其餘條文已大部分取得共識，因此，「溫減法」的通

過已指日可待。 

由於「溫減法」的相關規範，攸關產業發展甚巨，因此，研析「溫

減法」相關政策與措施之產業競爭力之衝擊影響效果，即構成本研究

的重點。在本研究內容規劃上，包括：(1)探討當前制定類似「溫減

法」國家的推動策略，以吸取先進國家之經驗，提供未來施政之參考；

(2)蒐集與分析無實施類似「溫減法」國家之溫室氣體管理政策與措

施，並掌握其減量績效；(3)分析溫室氣體總量管制之競爭力衝擊效

果，同時以理論與實證模型分析其定性與定量效果；(4)研析「溫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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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關政策與措施內涵，以及其推動策略；(5)剖析台灣面臨氣候

變遷之「脆弱性」，並研提相關調適政策。 

透過本研究，獲得的主要結論與建議如下： 

1. 國際上制定類似「溫減法」的國家相當少，目前以日本、英國與

瑞士三國為主，大部份國家的因應策略是依據個別項目制定適當

的政策與措施，例如效率標準、排放交易與自願性減量協議等；

然而，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法的國家，如英國，雖然無法證明與溫

減法推動有關，不過減量績效卻相當高； 

2. 彈性機制(包括排放交易、清潔發展機制及共同減量等)是附件一

國家重要的成本有效工具；台灣無法參與國際彈性機制，抑或無

法建立國內彈性機制，將影響台灣溫室氣體減量潛力； 

3. 自願性減量協議仍是重要的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搭配適當的經濟

誘因工具(如碳交易市場或碳中立制度)是提高自願性減量誘因的

關鍵因子； 

4.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對產業競爭力之衝擊效果決定於三大因素：(1)

能源(或 CO2)密集度；(2)成本轉嫁能力(與商品或市場價格需求彈

性有關)；及(3)減碳機會(如參與 CDM等)；就國內七大能源密集

產業而言，鋼鐵業與電電業之競爭力衝擊效果相對較小；而水泥

業則是衝擊效果最大產業； 

5. 生質能源發展已面臨重新檢討的時機，適當的生質能源發展策略

應能夠同時兼顧：(1)糧食安全問題；(2)能源平衡問題；(3)碳平

衡問題；(4)燃料轉換效率問題；及(5)政府補貼問題。亦即應建立

生質作物「永續性」與「生命週期碳排放」驗證機制，前者與料

源作物型態及生產規模有關，後者則檢視生質作物是否具碳友善

性(carbon friendly)。因此，纖維素酒精料源應列入未來最主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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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燃料酒精料源。 

6. 排放交易與能源稅均屬同性質的經濟誘因工具，其競合問題，值

得政府施政之考量，依據歐盟最新研究報告，建議兩項政策工具

應適當配套實施，亦即實施排放交易的廠商，即不適用能源稅，

能源稅僅對未納入總量管制的廠商開徵，可以降低對廠商的衝

擊； 

7. 節能減碳已列為台灣永續能源發展政策的施政方針，制定「節能

減碳績效指標」與成立「節能減碳基金」，將成為推動節能減碳

的重要政策措施。本研究建議未來台灣成立「節能減碳基金」，

其基金規模如果設定為 500億，其來源規劃如下： 

(1) 由政府編列預算；由中央政府編列 70%，約 350億，分

三年提撥； 

(2) 整合目前國內能源相關收費制度：能源基金、燃料費、空

污費、及未來能源稅等，合計 15%，約 75億，分三年提

撥； 

(3) 環境債券制度：依據預警原則，由未來重大耗能產業投資

計畫提撥一定比例，向政府購買環境債券，合計 15%，

約 75億，分三年提撥。 

8. 台灣貿易依存度高的特殊國情，以消費基礎計算的 CO2排放量僅

是生產基礎計算 CO2排放量的一半水準，政府可考量台灣貿易因

素對 CO2排放量的影響效果，作為未來國際協商台灣減碳責任的

參考； 

9. 調適政策已列為與減量政策同等重要的溫室氣體因應策略，而脆

弱性評估即是政府制定調適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依據本研究建

立之「台灣脆弱性指標系統」的評估結果顯示，1997 年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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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整體脆弱度(總合狀態指數)開始出現惡化現象，其中，與地

層下陷(居住構面)、作物複種指數(糧食構面)、水土保持處理面積

(生態構面)、二氧化硫(生態構面)、出生率(健康構面)、PSI(健康

構面)、及有效水資源量(水資源構面)等指標項目的脆弱度惡化有

關，是未來主要的調適項目。 

10. 成立調適基金，推動台灣調適工作與活動，依據 UNFCCC 與世

界銀行推估未來國際所需調適資金規模約為 100-400 億美元/年

(約 7,500億新台幣/年)，因此，台灣「調適基金」規模如果設定

為 500億，由其來源規劃如下： 

(1) 由政府編列預算；由中央政府編列 80%，約 400億，分

五年提撥； 

(2) 整合目前國內能源相關收費制度：能源基金、燃料費、空

污費、及未來能源稅等，合計 20%，約 100億，分五年

提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