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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球越來越小，你影響我，我影響你。這年頭，世界經濟體越
來越無法獨善其身，特別是面對導因於全球暖化的極端氣候天災。2021
年世界各地的極端氣候災難層出不窮，每一個事件造成的傷亡都令人
怵目驚心：
●

美國德州 2 月份低溫爆冷及停電的連鎖衝擊、12 月龍捲風
襲擊六州百人死亡

●

燒不盡的野火: 加拿大、美西、希臘、土耳其、芬蘭、西伯
利亞

●

破百年高溫: 加拿大與南歐

●

極端強降雨造成的水災: 中國河南鄭州、廣州、德國、比利
時等西歐各國、加拿大卑詩省 500 年大洪水

●

巴西 7-8 月數十座城市罕見降雪、12 月亞洲竟然還有強颱

頻率日愈增高的極端氣候也使得已開發先進西方世界的白人開始
面臨各種逃難窘境，更是帶來無數白人罹難的恐懼。加上持續變種的
新冠病毒仍衝擊著全球，無一倖免不可持續的世界，可以預見為了活
命必須加大力道管制的措施，都將成為過去不可想像的新常態。
本文嘗試從日愈惡化的氣候變遷，來檢視低碳轉型基礎建設中有
關碳稅發展。

眼見為憑何需用信度證明氣候變遷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IPCC)第一工作小組
(WG1)於 2021 年 8 月 9 日針對氣候變遷發布最新物理科學基礎報告，
這份報告是 IPCC 第六次評估報告(AR6)的第一部分，其他部分會陸
續於 2022 年發布。IPCC 是在 2013 年發布第五次評估報告(AR5)，之
後 2015 年的巴黎協定各國同意將全球平均升溫控制在 2°C 之內，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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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減碳行動是能以 1.5°C 為目標。2018 年 IPCC 發布一份特別報告
的高信度結論指出：人類活動估計造成了全球較工業化前升溫約
1.0°C，可能區間為 0.8°C 至 1.2 °C；如果持續當時的升溫速率，全
球可能會在 2030 年至 2052 年達到 1.5°C。氣候變遷的惡化已達緊急
程度，IPCC 呼籲必須以控制升溫 1.5°C 為目標，2030 年前全球碳排
放量必須減半，並在 2050 年前達到淨零碳排(Net zero)。
IPCC 第六次評估報告的關鍵內容，媒體已多有報導，網路也很容
易搜尋出相關資訊，故筆者不再贅述，而想要與讀者分享的，是諸多
有關此報告背後的實質意涵，也就是筆者向來說的不蹭熱鬧但看門道。
IPCC 其實是各種領域科學家所組成的氣候變遷研究分析小組，其
報告也載明奠基於「物理科學基礎」，科學必講求證據，在氣候變遷
是否導因於人為經濟活動的論戰上，過去一直是公婆各說各有理，不
相信氣候變遷者至今仍大有人在，不接受石油經濟是禍根更是比比皆
是。連美國這樣一個科技領先、科學知識相對普及、能納百川及欣賞
創新的國家，都能夠把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否定論推到極致的川普送
上總統大位，就知道要從以終(氣候變遷)為始(低碳轉型)來處理人禍，
基本上就有極大的罩門。
因 此 ， 講 求 科 學 證 據 的 IPCC 評 估 報 告 ， 向 來 用 「 信 度 」
(confidence)的高中低來顯示氣候變遷徵兆與各種訊號解讀之因果關
係間的強弱，以提高研究結論的可解讀性以與可接受度，在任何可供
推翻報告結論之其他具體科學證據帶來困擾時，仍能維持科學論證的
客觀性。這樣的表達法在 2018 年 IPCC 發布的特別報告中達到顛峰，
連在報告發布的新聞聲明稿中都不例外，19 個段落說明關鍵發現中，
就有 18 個強調了「高信度」。可見得否定氣候變遷的川普類之政治領
袖，逼出了科學家們憂心如焚的著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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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不光彩地下台了，來了看起來像是支持抗暖化氣候行動的拜
登，但是世界各地多得是仍掌權川普類的政治人物，對本應箭在弦上
的氣候政策與行動仍紋風不動。而 IPCC 第六次評估報告發布的新聞聲
明稿中，14 個段落說明關鍵發現中，只 1 個強調了「高信度」。是不
緊急了嗎？當然緊急！是不需要強調了嗎？當然需要再強調！還是政
治領袖都買單了嗎？恐怕沒有！那為何？筆者沒有答案，拋出來讓讀
者想想這個從沒人在媒體上提到的觀察。

現在到底是暖化 1.1 還是 1.2°C
IPCC 第 六 次 評 估 報 告 指 出 現 今 大 氣 中 二 氧 化 碳 濃 度 已 達
410ppm，為 200 萬年來最高，2011 至 2020 年的全球地表十年均溫已
相較於 1850-1900 年工業化前的五十年均溫暖化 1.1°C。一段時間的
均溫比較當然是觀察氣候變異的客觀方法，不過面臨氣候變遷快速惡
化的緊急情勢，我們寧可觀察更短時程的氣溫變化。2013 IPCC 第五
次評估報告與巴黎協定可以說是確立了「活命線的 2°C」，而 2018 年
IPCC 發布的特別報告與 2021 第六次評估報告則確立了「逃命線的
1.5°C」。聯合國在 2021 年 7 月 6 日發佈的《2021 年永續發展目標年
度報告》中，則明確指出 2020 全球平均氣溫比工業化前已升溫 1.2°C。
筆者要表達的是，我們對於氣候變遷的警鐘，恐怕是得要比 IPCC 的報
告敲得更響、更急、更早。
IPCC 第六次評估報告指出若持續碳排放現況，2040 年全球暖化就
會達到升溫 1.5°C，但筆者要說，極端氣候的情況恐怕更為嚴重。夏威
夷莫納羅亞天文台(Mauna Loa Observatory, Hawaii)保有歷史最久
的大氣二氧化碳濃度連續監測記錄，2021 年 12 月 6 日發布的結果顯
示，2021 年 11 月大氣中二氧化碳平均濃度達 415.01ppm，距離暖化
1.5 - 2°C 的 430 - 450ppm 已經非常近了。倘按過去二年 11 月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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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月平均增幅 2.09ppm 來看，不到 17 年(也就是
2038 年前)暖化就可能增溫到 2°C 了。
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人們應該更加高度警覺。科學家原本預估
可能到了 2050 的十年均溫暖化才會觸碰到逃命線的 1.5°C，但現在已
經提前到 2040 年了，若再不積極防備因應或有錯誤的判斷，根據大氣
中動態的二氧化碳月平均濃度來算，2040 年前暖化甚至逼臨到活命線
2°C 的危急狀況恐將成真。

歐盟率先加大氣候行動與減碳力道
就在德國西部萊茵河支流死傷數百人的洪水爆發前半個月，歐盟
理事會於 2021 年 6 月底宣布通過歐洲氣候法，將歐盟 2050 年實現
氣候中和的目標寫入立法，並明訂另外兩項目標，分別為 2030 年減少
55%溫室氣體排放量及增加碳匯（carbon sink）。此項氣候法將成為
歐盟綠色政綱（European Green Deal）的核心，綠色政綱為歐盟達成
氣候目標的策略藍圖，透過規劃一系列路徑，將整個歐盟區轉變為現
代化、高資源使用效率且具競爭力的經濟體。歐盟將持續大規模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積極投資尖端技術的研究與創新，以保育歐洲地區自
然環境。萬萬沒想到，在毫無預警下，這一場德國空前的極端氣候災
難讓舉世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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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按大氣中月平均二氧化碳濃度計算 2038 年即可能暖化逼近 2°C

由於歐盟已於 2017 年提前達到較 1990 年減碳 22%的成果，此次
修訂了 2030 年目標，將原訂 2030 年減碳 40%目標提升至 55%。此項立
法中明文成立歐洲氣候變遷科學顧問委員會（European 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 on Climate Change），此委員會將提供獨立且客觀
的科學建議，進一步評估歐盟各項氣候目標、策略及與減量目標對應
的預算，確保其政策與措施能與歐洲氣候法規、國際承諾與巴黎氣候
協定一致。
歐盟理事會亦強調近期通過的多年期財政架構（2021-2027 MMF）
中至少有 30%預算支出應該著眼於氣候相關的計畫。理事會同時也達
成共識，所有歐盟的相關立法和政策都需要符合，並有助於實現氣候
中和目標，同時尊重公平的競爭環境。歐盟執委會在 2021 年 7 月 14
日公布 2030 年降低 55%溫室氣體排放的「55 套案」(Fit for 55)一系
列立法提案，其中最被世界各國所關注者為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草案。歐盟 CBAM 將自 2023 年
起逐步試行，初期適用於進口的鋼鐵、鋁、水泥、肥料及電力等碳洩
漏風險高的產品，進口商僅需申報其進口產品的碳排放量（產品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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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之計算公式 ＝ 單位產品之碳含量 × 進口產品數量），無須支付
費用，但 2026 年正式實施後，進口商必須向歐盟購買「CBAM 憑證」
（CBAM certificate），以繳交進口產品碳排放量的費用，而 CBAM 憑
證的價格係依據歐盟排放交易（ETS）每週碳權拍賣的平均收盤價格計
算。此機制歐盟將管制全球約 120 億噸碳排，屆時將為歐盟帶來上看
百億歐元的碳邊境調整稅。由於美國等其他國家也相繼表示將考慮碳
邊境調整稅，產品低碳足跡的競爭大賽即將展開，儼然新氣候經濟的
前哨戰場已經響起了號角。
這份「55 套案」（Fit for 55）一共提出 12 項政策措施，涵蓋氣
候、能源、建築、碳交易、土地利用、交通運輸、稅賦等面向。除了碳
邊境稅外，其他主要內容包括：2030 年起取消航空業免費排放配額；
2035 年禁售燃油車；2025 年建築營造與公路運輸的燃料供應者納入新
的排放交易機制；2030 年再生能源占比從原目標 32%提升到 40%；實
施能源稅賦改革，家庭供暖、航運、航空、漁業、電力供應將納入課
稅範圍；利用自然碳匯在 2030 年減少 3.1 億噸二氧化碳，2030 年前
在歐洲種植 30 億棵樹木；設立社會基金補助改善家戶能源效率等。
在 55 套案中，針對租稅相關的措施主要有塑膠稅、能源稅指令、
碳邊境調整機制與歐盟排放交易體系，分別簡要說明如下：
•

塑膠稅：受 Covid 19 影響而推出的下一代歐盟復甦計畫（Next
Generation EU），目前歐盟已導入塑膠稅作為計畫資金的一部
分。塑膠稅是歐盟各成員國根據自身所產生之不可再回收利用
的塑膠包裝廢棄物，對歐盟所繳納之費用。從 2021 年 1 月 1 日
開始，費用之徵收方式將針對不可回收再利用的塑膠包裝廢棄
物，統一以每公斤 0.80 歐元計算課徵。費用徵收方式將根據歐
盟統計局（Eurostat）之數據計算，該數據由各成員國按現有
申報義務規定收集與提供，特別是歐盟包材與包材廢棄物指令
（Packaging and packaging waste Directive）及第 2019/665
7

© 2021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實施決定。有鑑於各企業是在 N+2 該年之 7 月才能將確切數據
提交至歐盟統計局，因此歐盟執委會將先以預測方式計算。一
旦取得最終數據，歐盟執委會將再調整各成員國費用之計算。
•

能源稅指令：能源稅指令關注重點並非商品生產過程或進出口
調整機制，而是能源產品。能源稅指令修正目標係透過對不同
能源產品，包含石油、天然氣、生質燃料及可再生氫氣等，制
定不同最低稅負，期能改變能源使用傾向，進而減少汙染嚴重
能源之使用量。尤其是取消航空煤油及海運重油之稅務豁免，
輔以對可持續燃料的稅務優惠，長期下來可望降低能源消耗及
環境污染，並鼓勵產業使用可持續性燃料。此外，能源稅指令
期待以一致性稅務框架避免因各國稅制差異所導致的潛在競爭
扭曲現象。

•

碳邊境調整機制：碳洩漏 (carbon leakage) 是指在高碳排放
成本地區 (如歐盟) 生產的產品，被來自低排放成本地區進口
的產品所取代，或者產品生產地從高碳排放成本地區轉移至低
碳排放成本地區的現象。針對這個問題，碳邊境調整機制針對
進口至歐盟的特定產品，在進口時應購買對應此產品碳排放量
的 CBAM 憑證。其價格與歐盟排放交易體系連動，碳邊境調整
機制能使廠商承擔碳排放成本並進一步降低碳洩漏的情形。

•

歐盟排放交易體系：自 2005 年上路以來，一直是歐盟為降低二
氧化碳排放量的主要措施。歐盟排放交易體系包含總量管制及
交易管制，其允許歐盟每年設定該年度的碳排上限，並要求有
義務的廠商按其排放量購買歐盟排放權配額 (Emission Units
/ European Union Allowances, EUAs)，或者避免碳排放。目
前為止，排放總量上限每年皆減少 2.2%，而改革方案將每年減
少比率提高至 4.2%。因為碳排放量的配額供給量下降速度超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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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活動必定會產生的排放量，驅使企業更投入去碳化活動中。
此外本次改革亦將建築營造業及公路運輸業納入涵蓋範圍中，
進而使歐盟 ETS 涵蓋的總排放量從 2005 年的 43%，提升至 2030
年的 61%。排放上限的減少也提供一個明顯的市場信號，使去
碳化活動的投資者可以衡量未來的減碳展望，並制定長期投資
決策。
歐盟的「55 套案」值得台灣政府高度關注與學習，全面啟動低碳
轉型的努力已經刻不容緩，困難與障礙不言而喻，但是不趕快起步就
等於大幅落後。從歐盟大幅度擴大低碳管制的範疇，更應該解讀為事
態緊急，後續衝擊將涵蓋能源、運輸、製造、航空、航運、農業及家
戶等，雖然預計還要二年才能正式生效，但已經預告新氣候經濟全面
領航的雛型已經誕生。

為新氣候經濟打造低碳基礎建設及生態系
也才不過五年的時間，世界領先企業從推動百分百使用再生能源
的 RE100，百分百使用電動車 EV100，快速發展成碳中和(Carbon
Neutral)與淨零碳排放(Net-Zero Emission)的宣告。碳定價的發展不
算快，但受到關注的程度卻有明顯提升，碳費與碳稅大家還一知半解，
歐盟 2023 年試行、2026 年將正式實施的碳邊境調整稅則已廣受企業
與財經媒體關注。
筆者在任職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祕書長時(1997-2013)，大約從
2000 年開始在台灣推動企業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的倡議，回顧來時路至
今的國內外發展，說明一下新氣候經濟生態系與發展架構，以俾讓讀
者一窺主要國際倡議與低碳相關專業領域的發展，以及這些關鍵發展
在形塑低碳經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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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災難的財務損失越來越高，隨著暖化加劇，全球以價制碳的
呼聲越來越高。人們只顧堅守石油經濟高碳的商業模式，卻嚴重低估
綠色與低碳經濟的效益，從現在到 2030 年，倘一改過往高碳經濟而轉
趨抗暖化氣候友善行動，能帶來至少 25 兆美金的經濟價值，涵蓋了來
自創造新就業、成本節餘、競爭力與新商機、人類福祉的改善等。
綜觀全球低碳轉型的發展，圖 2 呈現 1992-2020 近三十年來新氣
候經濟發展所打造之基礎建設及生態系示意圖，從百分之七十為政策
架構的推拉、基礎元素(標準、價格、透明化)
及低碳能源的支援，百分之三十為產業落地的創新與實踐行動。先進
國家依據目前已到位的基礎建設，2021-2050 預計將會加速翻轉為百
分之七十積極推進產業氣候行動，並催化百分之三十精進的政策架構。
整個新氣候經濟的根本環節係奠基於聯合國氣候公約，也就是
1997 京都議定書與 2015 巴黎協定二個溫室氣體管制的體制上，官方
的政策架構雖絕對事關重大，不過企業與民間的低碳轉型力量更是不
可小覷，這個基礎建設及生態系中有五個與企業氣候行動息息相關的
重要議題，是全球企業要了解新氣候經濟且看懂門道的必要修煉，包
括: 碳帳不能當混帳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GHG Protocol (2001)、
推動碳金融衍生商品的交易體制與遊戲規則的國際碳排放交易協會
(IETA, 1999)、生出高品質可交易碳權的自願性碳標準 (VCS, 2006)、
推拉全球低碳商業模式的碳揭露 (CDP, 2000)、以及賦能轉型推手的
國際金融業低碳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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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為新氣候經濟打造低碳基礎建設及生態系

要能夠創造為減碳除弊、為低碳科技興利、同時兼顧世代及社會
正義的多元效益，沒有圖 2 所示的基礎建設及生態系根本不可能。碳
管制已經不再是只聞樓梯響，而是企業不得不面對的一場挑戰。企業
應及早因應，可從下列四大面向進行低碳變革：制定減碳管理策略、
推動減碳創新、擁抱綠色金融工具、採取碳抵減行動，提前在不可逆
的衝擊發生之前，先行調整經營策略、重整步伐，以「永續淨零」為
長遠目標，確保持續保持領先優勢。
台灣沒有一滴油，而未來的世界將不再靠石油；台灣發展汽車工
業數十年，最不會做的就是那一顆燃油引擎，結果未來的電動車與氫
汽車偏偏就沒有燃油引擎；台灣的房子大都是冬冷夏熱，還沒有展開
具開創性的能源效率革新。算來算去，商機還真是大到令人難以想像，
可是上樑不正下樑歪，企業界應該要積極向政府發出強烈訊號：請給
我們一個健全的新氣候經濟基礎建設！

COP26 格拉斯哥氣候協定
2021 年 10 月底 G20 首腦羅馬峰會後，全球政要轉戰蘇格蘭格拉
斯哥進行聯合國氣候公約第二十六屆大會(COP26)的協商。氣候緊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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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須堅守控溫 1.5C 逃命線及 2050 淨零排放已是必然，倘不願落地
一個 2030 的積極作為，倘各陣營不能有效合作，人類陷入集體存亡的
絕對危機肯定加速來臨。向來只是「談談」的締約國大會，在中俄及
巴西領袖缺席下果然是又把積極行動的設定延到 2022 年。
氣候公約 COP26 格拉斯哥氣候協定雖然沒有令人意外的結論，但
有幾個台灣不能忽略的訊號：(1) 暖化必須控溫在 1.5°C 以下、2050
必須淨零排放的減碳猛藥已經確立，工業界面臨巨幅減碳的嚴苛挑戰
已經兵臨城下；(2) 逐漸減少沒有效率的化石能源補貼已經浮上檯面，
油水電價格必須反映市場真實合理價格的壓力不可能躲避了；(3) 碳
帳不能當混帳，產品碳足跡將會是商業模式的必要元素，完整精準的
碳盤查與財務帳同樣重要；(4) 百分百使用綠電為邁向淨零勢在必行
的行動，但台灣的綠電已經供不應求，進入兵家必爭的市場；(5) 越
來越多國際企業宣布 2030 碳中和甚或淨零，供應商將在 8 年內捧著大
筆鈔票尋找以自然為基礎的碳權(來自如造林、農業)來抵銷不能再減
的碳排放量。
為了因應氣候行動淨零排放的國際壓力，台灣絕對必須走上化石
燃料補貼去除的政策，換言之，廉價油水電的時代必須結束，轉而啟
動確保社會與世代正義合理市場價格的時代。但這是一個高政治敏感
度的議題，唯有藍綠二黨聯合邀集所有黨派主席共同簽署石油經濟轉
型承諾書，宣誓將不以油水電價格調漲的議題作為今後所有選舉攻擊
對手的手段，這個議題在選戰砲火中才能消停。倘符合社會與世代正
義的市場價格調整不能到位，全體國民與國家經濟將會遭遇空前的打
擊，受累於無法有效積極減碳的枷鎖，危及後代子孫的生存，國家也
將持續陷入發展停滯且社會高度的動盪的境地。那個國家已處理完畢
這個根本問題，那個國家就有機會打好低碳起飛的基石。而台灣在此
困境上，落後先進國家至少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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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在 COP26 的格拉斯哥氣候協定草案中，係已採用將煤炭及對
化石能源補貼淘汰(phase out)的字眼，後來正式定案版被協商決議成
削減(phase down)，從一個積極堅定的立場妥協成消極軟化的主張，
意謂著化石能源產業超過五百人出席此氣候峰會，在會場強力遊說、
策動翻盤暨監督其支持之政治人物的龐大勢力，於護衛化石能源產業
抵制積極氣候行動的角力戰中仍有絕對影響力。但我將其視之為困獸
之鬥的白熱化，越激烈越代表著石油經濟已達日落西山的時刻。
國際研究顯示，全球化石燃料消費補貼的去除，在 2050 前可減少
全球排碳 6.4%-8.2%。國際勞工組織(ILO)的研究分析也指出，所有環
境與社會永續的公正轉型有助創造就業、工作升級、社會正義與脫貧。
而當我們的政策環境容許化石燃料用越多的人卻得到更多的補貼，誰
會去節能減碳？誰會去積極努力低碳創新？台灣沒有一滴油，我們沒
有條件可以將加油站的油賣得比便利店的水還便宜。今年台灣的經濟
成長率將超越 6%，但仍靠中油吸收 500 億成本使天然氣凍漲，難道我
們只剩下為未來子孫留債這招，來營造當代的太平？各界都要思考這
樣的做法如何驅動淨零碳排國家目標的達成！我們恐不應該一手發展
再生能源，一手卻仍死守不放對化石能源的補貼！易言之，我們恐須
思考以碳稅來進行能源轉型，但仍得處理化石燃料補貼為先！

從碳稅與碳總量管制交易體系為碳定價
氣候變遷的威脅越來越危急，低碳轉型的需求漸趨迫切，有效的
碳價及碳市場機制可驅使國家和企業將經濟活動和供應鏈低碳化，減
緩甚至避免氣候變遷的衝擊。因此《巴黎協定》第六條即為建立新的
全球碳市場體系，此為全球達成巴黎協定目標的必要手段之一，COP26
格拉斯哥氣候協定就確立了《巴黎協定》第六條懸而未決的國際碳交
易市場規則，包含避免重複計算碳信用額度、雙邊碳交易稅的計算等。
為了幫助各國透過較低的成本達成經濟脫碳，世界銀行（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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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每年都會出版碳價現況與趨勢報告，除了更新世界各國或各地
區碳價的發展、檢視國際碳價倡議活動的進度、及呈現內部碳定價趨
勢，亦研析了各國碳權制度與其使用方式。
根據世界銀行《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1》的
報告顯示，有幾個關鍵數字值得關注:
• 2021 年全球碳價機制成長至 64 個，包含 3 個具體規劃中的碳價，
其中 61 個已施行生效的碳價機制，主要分為顯性碳價、隱形碳
價、內部碳價等類型，共管制全球約 21.4%的溫室氣體。其中 35
個碳價機制採用碳稅，26 個為碳總量管制驅動的碳排放交易體系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簡稱 ETS） 。
• 目前全球每公噸碳排放價格為 1~137 美元之間，要達成巴黎協定
控制升溫 2°C 的目標，碳價格需達每噸 40-80 美元，而目前僅有
全球 3.76%的排放量係在符合巴黎協定的碳價水準下管控。
另根據聯合國的資料顯示，自政策制定的角度，不同的碳訂價措施
各有其優劣，彙整如下表所示：

碳稅

行 政 管 理 制 度
(Command-and-

優勢

劣勢

•

產生財源

碳排放減量的不確性，

•

經濟主體的成本 惟可透過稅率調整降低
該不確定性
有確定性

•

具成本效益

•

較低的行政投入

•

較易實施

control
instruments)

•

相關法令規範不易
達成減排目標

•

無法產生財源

•

不具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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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的行政體系
為環境品質訂定一標
準，以及達到此標準
所必須遵守的法規，
同時設計一套完整的
執行計畫，以促使社
會大眾均能遵守法
規。
碳排放交易體系

碳抵換 (Offsets)
透過支持或資助減少

•

產生財源

•

減排目標具確定
性

•

具成本效益

•

更具成本效益

•

於稅基之外提供
減排激勵
•

溫室氣體排放的計
畫，以彌補日常活動

•

碳排成本的不確定
性不必然能激勵低
碳科技的投資

•

較其他措施更具行
政複雜度，因需設立
碳交易市場、競價等
制度

•

市場發展不易且受
制於操縱
低
外
加
性
（additionality）
風險

產生的碳排放對氣候
變遷的影響。
從課徵碳稅日愈多於 ETS 及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廣受全球矚目來
看，各國財政部積極研議碳稅的必要性恐已是大勢所趨，能早就不能
慢。雖然課徵碳稅的優劣早已被討論了至少十五年以上，但在我國仍
是相對落後。專款專用的碳稅是投入低碳發展的重要基金，也應該思
考是否在不造成企業與人民加稅的狀況下，調整稅基並加重碳稅的課
徵，使企業能在積極減碳後享有總體減稅的結果，其邊際效應除了能
確實減稅提高盈餘外，積極減碳的真正效應將反映於效能管理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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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及低碳產品的經濟價值與競爭優勢，進而導致企業有良性循環的
營運績效提升，更加提升政府稅收的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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