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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環保茶坊講座1 — COP22現場觀察報告
(圖文 / 陳秉亨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
主題：COP22現場觀察報告
時間：1月19日（四）19:00~21:00
地點：台灣教授協會
台北市中正區臨沂街25巷15號
與談人：劉俊秀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會長
徐光蓉 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理事長
楊順美 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總幹事
前言
環保聯盟與台教會這次共同舉行環保茶
坊2017年第一場次，就環境議題交換意見，
今天主題是COP22現場觀察報告。這次COP大
會在摩洛哥舉辦，是前年《巴黎協議》簽訂
後一年的會議，由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會長劉
俊秀教授、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理事長徐光
蓉教授、秘書長楊順美女士來為大家分享。

劉俊秀會長：由於台灣非聯合國會員國

，因此官方無法參加。這次本來可能因為中
國因素，參與受到干擾，但因環保聯盟是國
際氣候行動網絡（Climate Action Network
International，CAN）的成員，因此後來透
過該組織取得NGO觀察員（Observer）資格來
參加。COP22是非常大的會議，場地分成二區
，其中主場館Blue Zone，必須有邀請函才能
參加，另一區Green Zone則開放一般民眾、
任何人皆可參加，周邊會議也很多。會場主
要去看美國的展館，有很多討論，美國發射
24顆衛星在監看全球暖化的情形，日本近年
來發射兩顆、中國預計發射一顆。從衛星數
據可以發現，二氧化碳濃度跟地球的溫度都
是向上的趨勢。美國海洋研究所認為二氧化
碳增加會影響海水的酸度，現在可以發現很
多貝殼類的生物已經受到影響，但影響有多
大？還沒有定論。
會議進行的時候，川普剛好當選，因為
川普一直表示全球暖化只是陰謀，現場就有
參與者問美國代表，是否可以說服川普接受
全球暖化的問題，美國的專家便有點答不出
來，可以看得出來政治還是比科學影響力
大。
會議結束的時候，美國國務卿發表了視
訊演講，還是一直強調再生能源產業的規
模，看來已經沒有人可以阻擋再生能源的發
展。不過川普當選之後會不會一直使用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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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仍是未來大家關心的問題。後來我有
去參與CAN的會議，大家都覺得悲觀，預測
川普執政之後可能會出現大量的抗爭風潮。
環境議題是溫水煮青蛙，有沒有辦法進行大
規模抗議，值得觀察。
我也有去泰國的會場，當時台灣剛好
要修《電業法》，我問他們電力的問題，泰
國的電力公司與台灣相似，也是一家獨佔，
不能躉售再生能源，而且只能自己用。他們
也想發展再生能源，但與台灣比較，法令上
比台灣落後許多。不過，泰國有一點做得比
台灣好，他們開始重新造林，目前森林覆蓋
率佔泰國32%，希望在2030年達到40%。在中
國場的部份，參加了三場，大部分都在說明
製程的管理，減少能源的浪費，至於現在所
面臨的問題，如霧霾、沙漠化、生產過剩等
問題都沒有觸及。

徐光蓉理事長：很多人沒有注意到，
最近北極比正常溫度高出20-25度，變得非
常酷熱。而從南極的冰柱分析同位素，地球
現在的溫室氣體已經高達450PPM。且全世界
發生不均勻的增溫，2010年的時候俄羅斯竟
高達40度，2015年原本是自1880年有溫度記
錄以來最熱的一年，又被去年超越，現在
2016年是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
因為溫度不均勻的增減，導致洋流改
變、海水酸化，根據IPCC報告，1990年迄今
，海洋的酸性增加14%，海水變酸對於甲殼
類、魚卵都有很大的影響。由於海洋溫度的
改變，洋流會變慢，甚至停止，對於仰賴洋
流的國家，可能就會變得很寒冷。美國甚至
連國防部都評估氣候變遷對作戰的影響，造
成敘利亞戰爭的原因也有氣候變遷影響乾
旱、導致嚴重內戰的說法。
我們回頭過去看COP會議的結果，1995
年UNFCCC舉辦第一次締約國大會COP1，1997
年制定《京都議定書》，但美國國會通過法
案要求發展中國家也要付出減碳責任，美國
才願意加入，所以雖然高爾簽了《京都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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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但是不敢拿回去給美國國會。當年通
過清潔發展機制（CDM）提供各國相互抵減二
氧化碳，核電是被CDM所排除的減碳方法。到
了2007年第四次評估報告，科學家建議，控
制地球增溫在攝氏2度內。2013年第五次報
告認為2055-2070年必須達到碳中性（carbon
neutral），也就是說人類排放的碳，等於大
自然可以吸收的碳。《巴黎協議》的目標是
增溫不超過攝氏1.5度，協議中明訂2020年前
，已開發國家每年籌措一千億美元氣候基金
協助開發中國家減量與調適工作，2018年重
新評估NDC自願減量機制。

為什麼有這麼多國家簽署《巴黎協議》
，絕對不會只是因為環保，而是因應氣候變
遷工作，對自己國家來說是有好處的。國際
上在討論條文，都看得很仔細，COP22主要是
接著《巴黎協議》制定細節，也特別強調擴
大非官方組織的參與。協議制定到生效中間
只間隔一年太快了，但重點也是因為氣候危
機已經不能再等了、人類快要來不及了，穩
定增溫在攝氏1.5度（或2度）以下的機會即
將過去。
而各國在《巴黎協議》之後，送上自願
減量方案，UNEP的報告可以看到各國做的減
量目標，如果以不增加2度為目標，2030年仍
多了120-140億噸二氧化碳。另外國際上在講
投資轉向（Divestment），如果要增溫不超
過攝氏2度，人類只能用未來發現的化石能源
的1/3的量。如今連產油的沙烏地阿拉伯都宣
告2030年不靠化石能源。
反觀台灣，台灣的氣候變遷表現指標跟
其他58國高排放國比，名列52，與去年一樣
，是倒數第十名。政府對溫室氣體的減量目
標，2008年宣示2020年回到2005年、2025年
回到2000年排放一半，但是目前看不出來有
改變的政策。我們做的自願減量的評估，用
高排放量來預測，台灣其實減量一點點而
已。最近通過的《電業法》，其實還是廠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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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對綠能沒有甚麼幫助。很有可能反而 好行動方案（ASEAN-China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Action Plan 2016-2020），
讓綠電不可行，讓非核家園政策跳票。
台灣在談南向政策時候，也沒有想到這個部
分。
台灣人對於電力的認知非常失敗，去年
11月做的民意調查，竟然有44%的人認為台灣
的主要電力來自核電，62%的民眾認為家庭有
節電可能，其中52.5%的民眾願意自己花錢落
實節能減碳。去年在推節電計畫的時候，有
個縣市發了很多補助去購買節電家具，反而
沒有節電成效，因為民眾拿著補助多買家電
，沒有汰換舊的家電，家裡面多了一台，當
然更耗電。可見政府的作為的確有影響，所
以必須制訂對的政策，先找到癥結點，再想
解決辦法。
楊順美秘書長：COP22其實沒有甚麼實質
的推進或具體的成果，但是通過了《馬拉喀
什行動宣言》。雖然中國的碳排放最高，但
是中國近年來大量發展再生能源，而且溫室
氣體有減量。十三五計畫，也是大力在推減
碳。因為川普當選的關係，國際減碳工作現
是歐盟和中國在競爭龍頭地位，中國未來若
佔更重要的角色，台灣恐怕會更被邊緣化。
COP22談到國際上認為最有效的減碳方法
，就是碳定價，把二氧化碳的成本算在產品
裡面，企業怎麼做？有兩個代表性組織提出
建議，一個是ISO 14080認證，它就是要達到
碳中和。ISO 14080訂出一套可以量化檢視
的步驟，提供氣候行動的定義和規範。所以
越來越多企業為了爭取國際訂單，就會去符
合這個規範。另外，還有全球碳揭露組織（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CDP），每年
邀請全球數千家企業揭露其碳管理相關的數
據、風險及機會，CDP在大會上宣布，目前世
界上已有上千家企業回應CDP查核要求，其中
85%已設定減量目標，約半數將在2017年實行
「內部碳定價」（internal carbon pricing
）。國內腳踏車大廠捷安特也面臨這個問題
，得去回應國際的減碳壓力。像為什麼鴻海
要去興建太陽能電廠？因為蘋果要求自己的
供應鏈使用再生能源。
而台灣的危機是甚麼？台灣看不到低碳
政治的領導路徑，也沒有低碳的基礎建設，
沒有低碳融資，沒有低碳電力供應商，這方
面中國做了很多，台灣卻討論很少。台灣說
2025非核家園，從現在1%的再生能源發電量
要到達20%，目前看不到發展的途徑。政府
不力推，廠商不積極，如果在國際上被要求
，廠商束手無策。中國也跟東協訂定環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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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徐光蓉教授：大家對電價有個迷思，好
像電價漲就很要命，但是沒有想說如果節能
一半，就算電價漲一倍，人民的電費總支出
並不會有改變。台灣沒有節能的政策，台灣
的法律沒有具體的策略與方案，缺乏有效投
資的財務規劃，什麼都沒有。2025年再生能
源達到20%的目標，我認為還可以接受，但是
以現階段《電業法》的狀況則很不樂觀。現
在政府的趨勢有一種傾向，就是我任內不出
事，台電講甚麼就聽甚麼，這兩三年不缺電
就好，沒有長期能源的路徑。
劉俊秀教授：環境問題是溫水煮青蛙，
給政府的壓力大部分的時候只有環保團體，
但是環保團體給的意見，看起來政府可聽可
不聽，就像這次《電業法》一樣。家庭用電
20%，商業用電20%，工業用電60%，隨手關燈
拔插頭其實影響很少。現在《電業法》無法
改革這個問題，把改革的時程推到6-9年，卸
任之後才要做，幾乎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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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 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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