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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為國內
內長期關注氣候
候變遷議題的
的非營利性企業
業組織，因應
應 2009 年哥本
本哈根所召開
開的聯合國氣候
候變遷高峰會
會，特
別製
製作與發行 CO
OP15 的焦點以
以及與該議題
題有關的全球
球特別報導，希
希望讓會員、台灣的官方和
和企業界更瞭
瞭解目前全球
球關於
氣候
候變遷的發展趨
趨勢，也期望
望能讓更多人
人認識到它的重
重要性，以便
便及早為將來的
的低碳社會做
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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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關鍵要角的歷史地位
哥本哈根會議上，在 193 個國家出席，最後二天共計有 120
位國家元首出現的情況下，12 月 17 日 26 國進入最後的協定草
案協商，再由美國、中國、印度、南非與巴西等五國討論後定
稿。儘管屬於重點記錄，不具備法律約束力的文件，但是仍冠
上了「哥本哈根協定」(Copenhagen Accord)。丹麥政府的用心良
苦，原本期待自 2007 年開始討論，能在 2009 年為丹麥劃下一
個創世紀的減碳協定，讓丹麥或哥本哈根成為名垂千史的國家
與城市。現在就算沒有達成具體協定，也務必把它變成一份歷
史性文件。
2010 年的 COP16 在墨西哥舉行，看起來重要性相對增加很多。倘若 COP16 沒有定案，2011 年
在南非舉行的 COP17 也會成為重頭戲。再者，2012 年 COP18 將由南韓舉辦，李明博總統則已經在
哥本哈根向世界宣告，COP18 將會是世界邁向 2013 新減碳紀元的里程碑。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主導完最後的協定之後，留下了怨聲載道的群眾，隨即走人，幾乎讓世界各地
的政治明星相形失色。歐洲領袖應該會對美國重回談判桌，歐巴馬成為面子與裡子的焦點，個中滋味，
五味雜陳。
中國已經晉身成為世界的超級強權，這一點充份展現在「哥本哈根協定」的產出過程當中。無論
各界喜不喜歡都是必須面對的現實。歐洲的低碳領袖，應該也會對這樣的事實，感到無能為力。
UNFCCC 秘書長 Yvo de Boer 說：「哥本哈根協定在政治層面上是重要的，至少還意謂著各國願
意繼續向前做進一步的協商。」

丹麥這兩年因為受到金融海嘯的影響，消費市場的景氣極差。一位來自台灣的移民，在哥本哈根
市政府附近經營紀念品店的陳老板告訴本會的秘書長，店家們原本寄望二週內，數萬人齊聚哥本哈根
能帶來稍許買氣，結果只有週末才見人潮。他還為此次 COP15 特別延後返台過冬的行程，結果等到
的只是小貓兩三隻。有期待卻又落空，讓人不禁感嘆 2009 的哥本哈根「真冷！」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的同仁，與各國政府代表同樣挑燈夜戰，一同等到最終協議的
結果出爐。從 2007 年的印尼巴峇島會議後二年以來的努力，最後混亂收場。世界上的政治人物如出
一轍，明明產出不如預期，卻仍得自圓說，聯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及瑞典總理均說「大會成功達成協議。」
最後產出的文件只是一項 3 頁的說明。
這說明了什麼？說明與會各界就哥本哈根協定所取得的重點（take note of）
(詳細資料可從網站中下載：http://unfccc.int/files/meetings/cop_15/application/pdf/cop15_cph_auv.pdf)
基本上就是與會各界認知到有這樣的重點，從企業界的語言來說就是等同「意向書」(letter of intent)
「哥本哈根協定」(Copenhagen Accord) 的要點如下:
z

暖化溫度：全球暖化應控制在較工業化前溫度低攝氏 2 度以內

z

減量目標：承諾要明列發達國家 2020 年的減量目標與開發中國家 2020 年的減量行動

z

資金：富裕國家承諾至 2012 年的短期目標，將會融資 300 億美元協助貧國解決氣候變遷。
長期目標則是在 2020 年每年融資 1000 億美元幫助開發中國家

z

機制：建立支援技術移轉與造林的機制

哥本哈根協定內容也包括附件一國家承諾獨自或聯合達成 2020 年的減量目標，將於 2010 年 1
月 31 日之前，提出其減量目標給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秘書處。附件一國家的減量與提供資金援助，
將會依據現有和未來通過的綱領進行量測、申報、與查驗。

非附件一國家亦將在該期限前，提出其國內所規劃採行的減緩行動。協定內容針對減緩森林退化
的議題，則提到我們意識到此行動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貢獻，也將有 REDD 的延續計畫
(REDD-plus)。為了達成進一步協定的具體內容，聯合國將會在 2010 年 6 月及 11 月墨西哥 COP16 中
舉辦兩次協商及談判。

WBCSD 給企業界的建言是：企業必須思考將氣候因應策略立基在氣候法規與碳排放將會被計價
的二項不可避免的趨勢上，但是企業也要密切關注的是，這兩項趨勢如何結構化地整合到務實具體且
有效執行的措施？以及應由誰來主導成形？
針對這個問題，本會分兩個層面來看，一是國際體制，一是國內法制。
國際體制方面，國際企業要求參與設計全球減碳機制的呼聲已經愈來愈大，對於多邊政府體制的
效能不彰感到不滿，同時也籲請儘速擬定全球明確且長期的減碳政策架構。唯有如此，國際企業才可
有助於全球佈局與投資低碳科技的研發與商業化，也可讓技術領先的企業有更客觀的條件來判斷低碳
科技智慧財產權、技術移轉或授權的決策，促進低碳技術的擴散，並且促成減緩與因應氣候變遷得以
有更好的進展。
國內法制方面，先進國家的企業已經強烈表達，企業絕對是氣候政策國內法制化過程中不可或缺
的參與成員。減碳與發展低碳科技，甚或改變生活型態，企業都是執行面的重要一環。因此，任何國
內的減碳機制設計，必須有企業的參與，否則絕對事倍功半，效能大打折扣。

此次會議的產出，超出 WBCSD 的預期，只
可惜是負面的方向。在當今金融海嘯之後，景氣
尚屬低迷，失業率居高不下，以及提供新工作的
成長速度緩慢之際，要由一群各國環保部長為首
的代表團，齊聚哥本哈根尋求解方，恐怕期待會
有所落空。解套的方案絕對需要國家元首、財政
部長與經建部會的首長，在更具有建設性的方式
下一起共同努力才有機會，而不是僅在 COP 會
議的最後一天才來個大拜拜。以這次 120 位國家
元首出席的峰會為例，有人戲稱，若每位元首都
上台致詞 3 分鐘，在不休息的情況下，就得耗上
六個小時，怎麼可能還有時間坐下來談呢？

COP15 之後，世界該何去何從？
在我們對全球氣候變遷的瞭解仍然極為有限的情況下，氣候科學與預測必須有更大幅度的改善。
並且，企業界必須瞭解，氣候議題攸關未來的風險與不確定性的管理，其範疇之大遠超過經營目前既
有的任何一家企業。在這樣的前題下，全球需要形成怎樣的政治協商體制？人類需要發展怎樣的地球
工程技術，才能降低氣候變遷所帶來的風險，又可避免潛在的災難與衝擊？
此外，解決氣候變遷攸關各國經濟的利益均霑與成本分攤。所以誰有權擁有哪些資源？誰對哪些
汙染又應負起道義上的責任？誰又該為此付出代價？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因此，本會將在完結篇的報導中，再就此議題做進一步的說明。

II.哥本哈根會議後，企業界該何去何從?
企業與企業組織在 COP15 之後，可以在各自的軌道上繼續做什麼樣的努力？
首先，是必須尋求企業與政府在氣候議題上的合作模式。這一點放諸四海皆然，否則企業界不可
能進到各國所主張的核心之中。
其二，企業是實踐節能減碳的關鍵，但我們必須加強企業行動、貢獻與邁向低碳經濟之成功案例
的對外溝通，如此企業才會被政府氣候政策制定與執行者重視。
其三，企業必須尋求各種可能的方式，不拘型式地與政府建立更多對話的管道。
其四，以台灣企業行遍天下與海外投資這麼普及的狀況下，企業可以引進與投資當地政府合作的
案例，帶給台灣政府更多元的訊息，得以掌握台灣企業國際參與的彈性做法。
其五，以台灣企業的能力，其實已經有實力參與政府間組織之技術與財務支援開發中國家的減碳
方案，因此可以考慮發展此領域的投入。
其六，產業減量與行動方案，將可能在未來的新協議中持續扮演重要的角色，甚或成為國家減碳
行動由下而上的重要軸線之一，所以台灣主要的產業公會都應該做好國際標竿比較，以便即早因應。
過去兩年由於新談判一直呈現膠著狀態，全球主要耗能產業的減碳方案，也直接受到影響，因為
政策不明確，自然無法驅動各個高碳排放產業的集體行動，尤其在全球減碳機制的設計上，但是未來
1～2 年，情況可能會有很大的變化。

國際商業總會(ICC)深表失望
ICC 在 12 月 21 日表示，對於 COP15 未能產出明確且更有企圖的協議表示失望。ICC 指出，企業
要的是減碳政策架構的可預期性，因為這樣的結果才有助於企業在未來的全球投資。

ICC 也認為未來亟須企業與政府間有更密切的合作，讓企業協助政府能更快、有效地解決各項機
制與運作設計的問題，讓企業想要的可預期性趕快到位。因此，ICC 希望未來能夠開發出更創新的國
際談判方法，讓 UNFCCC 可受惠於企業的專業與減碳行動。

About BCSD-Taiwan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係由國內超過十種產業的大型企業所組成的非營利性企業組織，成立於 1997 年 5 月。現
任理事長為南聯國貿董事長 李棟樑先生。
會員企業認知到追求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兼顧的重要性與國際趨勢，不僅自身積極落實持續改善環境績效的目標，
並支持本會達成結合企業力量，提倡及推動環境保護及資源管理之理念與方法，以邁向企業永續發展並提高國人生活品
質之宗旨。協會成立的目標，希望能成為我國在企業永續發展的領域扮領先的角色與有力的企業喉舌，不僅督促政府制
度健全的政策，協助會員引進及建立更先進的環境管理工具及最佳實務措施，及早因應國際趨以提高綠色競爭力，並能
對整體社會孕育出有利於企業永續發展的環境，產生實質的影響力。。
目前本會為我國積極參與國際社會永續發展活動之民間企業組織之一，成立後加入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簡稱 WBCSD)的全球聯盟組織，成為會員與國際社會相關企業組織間之橋樑。
本會所推動的工作，主要包括：企業永續發展策略之探討與相關管理工具之引進；生態效益的推廣與生態效益指標
之發展與應用；經營管理與科技創新、商機與競爭力提昇、和企業成功推動永續發展之實務案例蒐集與推廣；溫室效應
氣體排放減量之彈性機制的追蹤與參與；金融業與永續發展之關聯性的全球發展追蹤；全球貿易與環境的發展趨勢；掌
握企業社會責任議題之國際發展動態等。
協會地址: 台北市１０６復興南路一段３９０號１０Ｆ－６（捷運大安站斜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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