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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暖化問題日益嚴重，各國紛紛苦思應對政策，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成為當前國

際社會需努力的目標，而隨著《京都議定書》將於 2020 年到期，第 21 屆聯合國

氣候會議經過為期兩週的開會和檯面下無數次密室會議、領導人熱線後，眾所矚

目的《巴黎氣候協定》終於在 2015 年 12 月 12 日誕生了。在最終草案確立當天，

談判領導人法國外交部長法比歐斯(Laurent Fabius)表示他深信這是一份具有企

圖心、取得平衡的協議且是數十年氣候談判的「歷史轉捩點」，但這份重要的氣

候變遷文件真的能如大家期待地成為人類向前邁進的一大步嗎？抑或是雷聲大

雨點小，淪為第二個哥本哈根協議呢？ 
在經過和氣候變遷相關的期中分組報告以後，我想要透過期末報告更深入了

解這份可能開啟全球治理新篇章的協定，將會對世界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2. 談判歷程與結果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於 201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2 日在巴

黎舉行第 21 屆締約國大會(COP 21)及京都議定書第 11 次締約國會議(CMP11)。
此次談判被視為「拯救地球最後、最佳的機會」，這也是最多國家領導人參與的

一屆，而主要任務便是界定了各國於 2020 年後該如何執行對 UNFCCC 的承諾，

與會國希望能通過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決議來解決氣候變化問題。 
 

2.1 各國談判立場 
會議一開始先由德班平台特設小組(ADP)1針對協定條款與相關事項進行逐

條協商及討論，此談判結果將於第二個禮拜被送進部長級會議，並針對其困難與

未解項目進行更高層級的談判。最後達成之巴黎協定共計 32 頁，包括 20 頁的決

定文，與 12 頁共 29 條的協議條款，談判過程當中各國最主要之爭議即在如何區

分發達與發展中國家的責任、如何提升各國減排企圖心與氣候資金來源為何等議

題上，因此這些最具爭議的問題便為第二週的部長級會議討論之重點，以下根據

經濟部節能減碳推動辦公室 2016 年 1 月專題2

1. 決定限溫目標： 

將主要談判分歧歸納為三點： 
 

                                                       
1 德班平台特設小組(ADP)： 
UNFCCC 各締約國於 2011 年 COP 17 通過「德班路線圖」，並設立德班平台特設小組(Ad-Hoc Working Group 
for Durban Platform for Enhanced Action, ADP)，已於 2015 年完成制定適用於公約所有締約國並具法律效力

的新氣候協議，並自 2020 年開始實施，以作為各國加強公約實施、減控溫室氣體排放及氣候變遷的依據 2。 

2010 年坎昆氣候會議(COP16)時，雖然控制升溫在 2 ℃內的目標遭到各小

型島國和低度發展國家的強烈反對，但是當時仍決議先將限溫 2 ℃列為目

2 經濟部節能減碳推動辦公室，陳瑞惠《巴黎會議重要談判結果與可能影響》，2016 年 1 月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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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並要求專家小組承諾會在未來 5 年內持續研究，探討把目標「調降到

1.5 ℃的必要性」3

2. 責任分擔問題： 

，而今日的巴黎會議正是當初所承諾之五年期限。在巴

黎會議第一週中，島嶼國家和氣候脆弱國家(例如：孟加拉、馬爾地夫、菲

律賓、衣索比亞等），支持用新的 1.5 ℃標準，取代原本 2 ℃的升溫門檻，

但最終會議結果將目標限制在升溫 2 °C以內，並努力追求 1.5 °C內。 
 

從《京都議定書》以來，開發中國家始終堅持要求「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認為已開發國家應擔負起工業化過程中的歷史責任，並提供資金與

技術協助開發中國家。然而已開發國家則認為在新協定中應打破已開發與

開發中國家的分界，大家共同來承擔減排和提供資金的責任。 
 

3. 氣候資金來源： 
開發中國家過去要求已開發國家提出 2020 年前每年提供 1,000 億美元資金

的支援規劃，並在希望以 1,000 億美元為起點開始提升，但根據「2015 中

國氣候融資報告」分析目前全球每年需要 1000 億美元的綠色氣候基金，不

只資金缺口極大，政策與資本市場的系統性障礙更是很難消除。以中國為

例，預估到 2020 年的第一階段轉型期，每年需要 2.5 兆人民幣的氣候融資，

這幾乎接近年度GDP的百分之二，要一直到第三階段轉型期(2030 年至 2050
年)，資金需求才能降到每年 1.5 兆人民幣4

通過後的巴黎協定涵蓋了協議目的、減緩、森林、自願合作機制、調適、損

失與損害、資金、技術發展與轉移、能力建構、透明度、全球盤點等項目。以下

協議結果為根據《新頭殼》新聞

；然而已開發國家則希望模糊

2020 年以後的資金承諾，認為協定中應包含中國等新的出資國，並強調現

今情況已和二十年前大不相同了，新興國家也必須做出更多貢獻。 
 
2.2 協議之重點結果 

5

1. 全球平均升溫控制在 2 ℃以內： 

並加入補充內容後之要點整理： 
 

《巴黎協定》中最主要的長期目標為所有簽署之國家，必須致力於把工業

化前至 2100 年的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攝氏 2 度內，且各國應努力追求更

艱難的目標，抑制升溫在攝氏 1.5 度內。 
 
2. 將減排義務擴及至開發中國家： 

                                                       
3 轉角國際，藍之青《氣候會議：巴黎場內的談判馬拉松》，2015/12/8。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1361563 
4 天下雜誌，劉光瑩《從巴黎到杭州 中國為何大力支持減碳協定？》，2016/9/7。 
https://www.gvm.com.tw/webonly_content_7282.html 
5 新頭殼 newtalk，林禾寧《巴黎氣候協定 你該知道的 6 個重點》，2015/12/13。 
http://newtalk.tw/news/view/2015-12-13/67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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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協定》將減排義務國從已開發國家的 41 國，擴及到開發中國家的

中國和印度，各國皆需在「以公平為基礎，並體現共同但以區別的責任與

自己能力的原則下，並不同國情調整」的條件下盡力減碳。 
 

3. 各國每 5 年訂定自己的減排目標： 
每個國家必須向氣候變遷公約秘書處提供「國家自主貢獻」6

4. 提供氣候變遷資金： 

，這份文件

每五年檢討一次，而且目標與作為只能更進步，不能退縮。協定中也規定

從 2023 年開始，5 年進行一次全球盤點，驗收各國是否順利達成了協議

中規定之自訂目標。 
 

為了幫助開發中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有能力面對全球氣候變遷所帶

來的後果，已開發國家承諾在 2020 年前，每年至少提供 1000 億美元的撥

款。在 2025 年之前，還會提高這筆撥款的額度。 
 
5. 納入「損失和損害」條款： 

這個條款是受海平面上升威脅小島國家所贏得的勝利，美國長期以來一直

反對巴黎協定處理此議題，擔心會導致極端氣候損害相關索賠，而《巴黎

協定》最後納入此議題，但特別註明損失與損害不涉及責任或賠償。 
 
 

3. 世界強權的心理戰 

在 COP21 會議中主辦國法國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他們傾聽與會國的意見、妥

善化解眾人疑慮，最終促成協議通過，而美國、中國大陸與印度領袖同時也扮演

要角，過去談判氣候協議時常有異議的三個國家，在此次會議卻堅定承諾減排，

也承諾會正面參與討論，令各界十分驚訝。 
北京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副教授滕飛認為，這次會議會成功主要是

因為法國總統在會前頻繁走訪，中、印、歐、美等主要締約方已達成核心協

議基本共識，談判只需解決技術細節問題，減少了許多分歧。7

3.1 中國為何支持減碳協定 

 
 

中國與美國無論從南海安全、北韓到經濟議題往往互不相讓，但中國為何願

意在杭州 20 國集團(G20)高峰會上和美國一同展現出極大的誠意呢？最主要的

                                                       
6 「國家自主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 )： 
這份文件被視為各國的減碳承諾，基本上載明各國的積極減碳作法，清楚列出減量目標，並切實估算排碳

量與預期減碳量。 
7 端傳媒 Initium Media，《巴黎氣候大會達成歷史性減排協議》，2015/12/14。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213-dailynews-paris-climate-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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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於，簽署巴黎協定，無論在經濟、政治與環境等方面，都符合中國的利益。

中國國內經濟轉型勢在必行，加上過去幾年愈來愈多人關心空污問題，因此解決

空污與減碳目標具有一致性。 
在《天下雜誌》的採訪中，台大政治系副教授林子倫表示： 
中國之所以願意配合歐巴馬達成重大歷史定位的原因，最關心的其實是能源

安全議題，因為中國能源轉型的成功與否，奠基於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

中美同時批准協定，對內宣示搞好環境的決心，對外更是外交上的勝利，同

時又能達到能源轉型的目標，是中國高度配合演出的原因。8

3.2 美國總統川普搖擺不定的立場 

 
 

2016 年底在摩洛哥舉辦的COP22 進行期間，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出爐，當選

人川普從前對人類造成氣候變遷的立場持否定態度，更表示氣候行動是中國想打

擊美國工業的陰謀，甚至揚言退出才剛正式生效《巴黎協定》，導致會議始終瀰

漫著一股揮之不去的不確定感。巴黎協定雖不會因美國立場改變而停擺，但缺乏

美國投入的資金，發展中國家的能力建置、調適能力強化及整體氣候友善技術的

研發等進度將受衝擊9

然而，令眾人訝異的是川普 2016 年 11 月 22 日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卻改口，

聲稱對於是否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持開放態度。聯合國環境計畫主任索漢姆表示，

川普立場會急轉彎可能是因為他的務實主義及企業意識超越意識形態，英國前能

源與氣候部長達維也表示「川普必須承認氣候變遷的現實」，如果美國成為世界

僅有的氣候流氓，將失去一些重要的盟友

，所以各國至今仍持續密切關注美國的動向。 

10

3.3 印度換取加入 NSG？ 

。 
 

在 2016 年 6 月首爾的核子供應國組織(NSG)會議閉幕後，印度外交部長斯瓦

拉吉在一則聲明中表示「各成員國就印度加入NSG早日做出正面決定將推動印度

早日通過《巴黎協定》」11，此舉動使外界開始猜測印度打算將通過《巴黎協定》

當成加入NSG的籌碼。不過，印度在過去幾年間仍持續保留批准巴黎氣候變遷協

定的權利，有一說是因為印度目前以燃煤作為主要能源來源，如果要達到減排目

標將要耗費更多金錢，這將排擠到莫迪政府想吸收選票的扶貧計畫12

                                                       
8 天下雜誌，劉光瑩《從巴黎到杭州 中國為何大力支持減碳協定？》，2016/9/7。 

。然而，最

後在美國和中國大陸的雙重施壓下，印度於 2016 年 10 月還是批准了巴黎協定，

而且仍舊受到中國的打壓，無法成功換取加入NSG的機會。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8236 
9 KPMG 安侯建業，《COP22：第 22 屆聯合國國際氣候大會重點整理》，2016/11/17。 
https://home.kpmg.com/tw/zh/home/insights/2016/11/cop22-weekly-summary.html 
10 經濟日報，《美若撤出「巴黎協定」 中國將當「老大」》，2016/11/14。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2104143 
11 每日頭條，《印度為何挑甘地冥誕通過巴黎協定？》，2016/9/28。 
https://kknews.cc/zh-tw/world/pbzyk8.html 
12 中央社，《印度保留批准巴黎協定換陸讓印入 NSG》，2016/9/10。https://udn.com/news/story/5/195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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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歐盟 
一直意見分歧的歐盟在歐洲議會上竟然壓倒性的批准了《巴黎協定》，這除

了讓協定向生效門檻邁進一大步之外，也讓各界十分訝異。不過雖然歐盟 28 成

員國都同意至 2030 年減排 40％，可如何達到目標，協議卻並沒有規定。而在這

一點上，各國的位置又相距遙遠，國內政經狀況差異也大，例如波蘭 85％的能

源仍來自煤炭，將來歐盟必須做出更大努力。 
 
 

4. 面對「後巴黎時代」來臨 

「在我們共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挑戰、努力轉型為更加可持續的生活方式之

時，這一協議的意義不遜於一次人類復興。」 
---聯合國大會主席 Mogens Lykketoft 

 
巴黎氣候會議後，各方將針對執行細節進行協商，如何“落實”協定內容是日

後最重要的議題。中國氣候談判首席代表蘇偉認為，隨著談判深入到更多細節問

題，各方分歧會逐漸顯現，交鋒將趨於激烈，今後談判進程依舊「非常艱難」13

氣候變遷不只是環境問題，更牽扯到人類發展和全球政治經濟的變革，

。

《巴黎協定》是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成果，更具有歷史意義，但落實《巴黎協定》

可能涉及到許多技術性工作，這些都需要透過後續談判來進行。 
未來

大家討論氣候議題可能不會在圍繞著科學事實或者是責任歸屬，而是直接深入探

討執行面的各項細節，包括政策誘因、價格與交易機制或商業模式的創新14

                                                       
13 每日頭條，《專訪：巴黎大會後氣候談判交鋒依舊激烈——訪中國氣候談判首席代表蘇偉》，2016/5/26。 

，全

球將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而台灣有許多成熟的減碳技術和綠能產品，我們也應

該抓轉時機啟動相關因應對策，在國內經濟與政治許可的範圍內積極作為。 
 
 

https://kknews.cc/zh-tw/news/rbnkx4.html 
14 遠見，《怎麼看「後巴黎時代」來臨？學者專家：台灣必須急起直追！》，2015/12/11。 
https://www.gvm.com.tw/webonly_content_73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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