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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淨零碳排放願景與策略



全球GHG排放與控制溫升目標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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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完全執行NDCs，至2030年仍存在相當大的排放缺口：110-135億噸(溫
升2度C)； 160-190億噸(溫升1.5度C)。依據此排放趨勢，預計2030年將用
掉80%全球碳預算(約1兆噸(2011-2100年))。意味著，預估2100年溫升將達
到3-3.2度C。

資料來源：UNEP(2017), The Emissions Gap Report 2017



氣候變遷科學報告(IPCC, 2014)
 人類必須持續減排溫室氣體，直至本世紀末，應達
到淨零碳排放水準(net zero emissions) (碳中
和)(carbon neutral)。

1. 微軟公司於2013年宣佈碳中和
2. 歐盟(2018)實施淨零能耗/排放建築(Net Zero 

Energy Building, NZEB)  
3. 紐西蘭總理Addern (2017)宣佈將推動《零碳法》

(Zero Carbon Act, ZCA)，規劃2050年達到淨零
碳排放 (net zero emissions)(全球第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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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協定五年檢視 –邁向淨零碳

6 資料來源：BSR(2016), We mean Business Annual Report.

淨零碳排放

2018年開始討論如何達到淨零碳排放

2020年提出新的國家氣候方案



GHG移除(removal)策略：推動負排
碳技術(negative emissions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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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NEP(2017), The Emissions Gap Report 2017



負排放技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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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研究顯示，負排放技術將於本世紀中期導入，主要角色是補償那些太昂
貴或太困難的傳統減排技術，以滿足2100年淨零碳排放(net zero emissions)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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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達到淨零碳排放/碳中合？



碳中和的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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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階段：

1. 排放量盤查(Emission measurement)

2. 減排 (reduction)

3. 完全抵銷 (Offsetting)，達到零碳排放。

資料來源：環保署(2017)，碳中和資訊平台。

碳平衡



北京APEC淨零排放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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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2014)淨零碳會館



碳中和趨勢 –利用碳市場

資料來源：Microsoft (2013), Carbon Fee.

 微軟於2012年7月承諾自2013年起要達到碳中和，並透過供應鏈碳管理達成。
 福容飯店是國內第一家碳中和飯店。
 歐盟2018年實施近零能耗建築(Nearly Zero Energy Building)
 紐西蘭總理Addern (2017)宣佈將推動《零碳法》(Zero Carbon Act, ZCA)，

規劃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放 (net zero emissions)(全球第一個國家)。



西南林大師生來訪與碳中和(2016)



淨零能耗建築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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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制度 - 自然科學(科技)與社會
科學(行為)調合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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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市場建設之意義
1. 環境有效性 (environmental effectiveness)：國家 (際)

有減量目標 (總量管制) (cap)：可以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
放(透過減少核配量)。

2. 成本有效性(cost effectiveness)：透過交易(trade)，降
低遵約成本

3. 經濟效率 (economic efficient)與綠色經濟機會：能夠
激勵綠能科技創新(創造碳效益) 與綠色就業機會(碳價格
訊號) (price single)

4. 競爭力 (competitiveness)：能夠提高企業碳風險
(carbon risk) 管理能力 (降低減排成本) (彈性管理碳排放，
例如自己減排、跨期儲存與預借及投資與買賣碳權)

5. 提高全民減碳誘因 (incentive)與認知 (awareness))：能
夠促進節能減排誘因 (改變個人行為) (減排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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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碳市場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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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李堅明 (2017)



全球碳市場持續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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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CAP (2017), Emission Trading Worldwide.

臺灣

全球運行中的碳市場，包括35個國家、15個區域及7個城市 (ICAP, 2017)，主要碳
市場 (包括歐盟、京都機制、北美、中國大陸、韓國及其他)



全球主要碳市場價格比較(2016)

19 資料來源：ICAP (2017), Emission Trading Worldwide.

歐盟(5.7美元)

紐西蘭(6美元)

RGGI(6.1美元)

韓國(10.8美元)

瑞士(10.9美元)

加州與魁北克(12.6美元)

 控制溫升2度C的碳價需要80-120美元/噸CO2e (World Bank, 2016)。



碳交易制度調合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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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市場與碳中和滿足多項S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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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中和搭配碳市場同時滿足：SDG8、SDG11、SDG12、
SDG13及SDG17等SDG目標。



22

商品碳中和案例 –
新北市鶯歌零碳陶藝品



全球首例負碳商品- 在臺灣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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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全球首例自願性零碳商店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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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購買意願與願付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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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新北市三峽區之民眾(約11萬人)，滿足
(1)95%的信賴水準(confidence level)；(2)抽樣成功機
率50%；(3)邊際誤差不超過5的情況下，有效樣本為
383份。本研究回收有效樣本411份。

 問卷調查題目區分認知、態度及行為，

 主要結論：

1. 54%受訪民眾願意支付較高價格，購買附有碳權標籤
商品。

2. 53%受訪民眾願意多付5%價格，購買附有碳權標籤
商品。

3. 58%受訪民眾願意購買「負碳商品」，並取得碳權。



個人碳權交易的意義
 個人碳權交易(Personal Carbon Credit Trading, PCCT)
是指個人透過附著碳資產之碳中和(carbon neutral)或
負碳排放(carbon negative)商品的交易行為，同時取
得碳權。(李堅明，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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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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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碳社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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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碳排放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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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碳聯網時代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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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聯網的應用觸角愈來愈廣，將成為節能減排等環境與
資源管理的重要技術平臺。

 個人碳權交易系統，將驅動生產碳中和，成為國家綠色
成長的新動，真正解決全球暖化與氣候變化問題。

 碳聯網系統將成為個人碳資產管理的重要平臺，掌握個
人消費行為模式的大資料(big data)，同時，建立個人
累積碳財富及終身碳平衡的新價值典範。

資通訊科技

(ICT)

物聯網

(IoT)

碳聯網

(IoC)



結語：落實個人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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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

(CSR)

大學社會責任

(USR)

個人社會責任

(PSR)

 透過個人碳交易累積平衡個人每人10噸碳排放，達到終
身碳平衡的新價值典範。

 透過碳價機制，促進負碳科技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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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cmlee@mail.ntp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