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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韓國於 1991 年至 2017 年，在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UNFCCC）
、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等三
個 條 約之制約及履約談判 場域與 進程中，對外表現出 的氣候外交（ climate
diplomacy）國家行為（state behaviors）與行為之變化，以及造成該等變化的國
際與國內因素為何。
為此，本研究以 David Easton 所提出之「政治系統投入與產出」模型作為分
析韓國氣候外交政策的架構，從而瞭解形塑韓國氣候外交行為之國際與國內因素
為何，以及政府內部行為者（總統、行政機關、國會）受到國際與國內因素的影
響後，產出那些因應的政策或法律。
本研究首先發現，韓國在 UNFCCC 國際場域中的外交行為與韓國當時在任
之總統的決策有高度的相關性，更可以由這些外交行為的特徵，依總統任期而區
分為三個時期，本研究稱 1991 年至 1997 年為「萌發期」、1998 年至 2007 年為
「轉型期」及 2008 年至 2017 年為「積極主導期」。
本研究進一步在投入因素方面發現，國際因素的影響程度較大，其次為國內
因素，韓國在不同時期分別受到不同程度之國際與國內壓力。在 1991 年至 1997
年的「萌發期」間，韓國於 1996 年正式加入 OECD 並於 1997 年 4 月脫離開發
中國家集團的 G77 後，雖然一些 OECD 成員國對韓國採取較寬容的立場，並未
要求韓國在加入 OECD 後，立刻接受 UNFCCC 附件一已開發國家之減量義務，
但遂後仍然面臨到被美國點名要接受京都議定書中附件 B 國家之「量化排放限
制或減量承諾」（Quantified emission limitation or reduction commitment）的外交
壓力，而產業團體與環境非政府組織此一時期發揮的影響力較薄弱。在 1998 年
至 2007 年「轉型期」間，韓國面臨到美國、歐盟、日本之外交壓力，要求韓國
提早承擔減量之義務，而產業團體也開始發動遊說影響政府的決策，環境非政府
組織發揮了「監督者」與「宣傳者」的角色。在 2008 年至 2017 年「積極主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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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主要受到兩大貿易夥伴美國、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之影響，促使韓國採取
了較前兩時期更積極之對外作為，而產業團體則透過遊說政府，導致「溫室氣體
排放權交易法」及「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的執行時間被延遲，環境非政府組織
通過參與公聽會或媒體，提出自身的意見與立場，影響政府決策，雖然最後產出
的政策結果，政府主要回應產業團體的要求較多，與環境非政府組織的期望仍有
一些差距，但環境非政府組織已能成為一股監督政府的強大力量。
這些國際與國內因素形成「要求」
、
「支持」進入到韓國的政府機制，總統、
行政機關、國會等政治系統內部行為者為回應國際、國內的要求，而做出決定或
政策。因此，本研究再進一步檢視總統、行政機關、國會等政治系統內部行為者
在受到前述國際與國內因素的影響後，產出那些重大氣候外交的政策或決定。
本研究發現到，韓國總統在決策過程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不僅主導了韓國在
UNFCCC 的外交政策方向，也是促成韓國氣候外交政策轉變的發動者。行政機
關與國會基於國家涉外利益的考量，配合總統的意志，並未阻擋國際條約批准案，
但對於部分的國內立法仍不敵產業團體的反對。
關鍵詞：巴黎協定、京都議定書、氣候外交、韓國、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環境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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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South Korea’s state behaviors of climate
diplomacy and their changes during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of the three treaties, which
included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the Kyoto Protocol, and the Paris Agreement from 1991 to 2007,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factors which led to the changes of such behaviors.
For the said purpose, this study adopts the "Input-Output Model" proposed by
David Easton as an analysis framework to examine South Korea's climate diplomacy
policie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factors that shape South
Korea’s climate diplomacy behaviors, and what relevant policies or laws were made by
the actors within the Government (i.e., President,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and National
Assembly) after they were affected by thos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factor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re is high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South Korea’s
diplomatic behavior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of the UNFCCC and the decisions made
by the incumbent President at the time. Moreover,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diplomatic behaviors and according to the terms of various Presidents, the span between
1991 to 2017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embryonic period” (1991-1997), the
“transforming period” (1998-2007), and the “actively leading period” (2008-2017).
This study further finds that, with respect to the input factors, the international
factors exerted greater influence than domestic factors, and South Korea had been
undergone different degrees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ressure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embryonic period” from 1991 to 1997, South Korea joined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in 1996 and left the developing
states group, the G77, in April 1997. Although some OECD members took a more
lenient stance toward South Korea and did not require her to accept the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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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ligations as the UNFCCC Annex I countries (i.e., developed countries) immediately
after she joined the OECD, South Korea still faced diplomatic pressur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y urging her to accept quantified emission limitation or reduction
commitment as a country of the Annex B to the Kyoto Protocol, while domestic industry
groups and 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NGOs) had a weak
influence during this period. In the “transforming period” from 1998 to 2007, South
Korea faced diplomatic pressur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EU and Japan that required
South Korea to bear an early reduction obligation, while industry groups started to
lobby and influence the decision making of the Government and ENGOs played the
role of “monitor” and “advocator” during this period. In the “actively leading period”
from 2008 to 2017, South Korea was largely affected by the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s of her major trade partners, i.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 that led South
Korea to take more active external behaviors than those of the previous two periods.
During this period, industry groups lobbied the Government to postpon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 on the Allocation and Trading of Greenhouse” and the
“low-carbon vehicle incentive system” and ENGOs voiced their opinions and positions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public hearings or media to influence the decision making of
the Government. Although the end results from the Government were primarily
responsive to the demands of industry groups rather than to expectations of ENGOs,
ENGOs had already become a stronger force in monitoring the Government.
Thes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factors entered into the Government as
“demands” or “supports” in the South Korea's political system. Then, actors within the
political system generated decisions or policies in response to such international or
domestic demands. Therefore, this study further examined what relevant policies or
laws were made by actors within the political system after they were affected by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factors.
viii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Presidents of South Korea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They not only led the directions of foreign polic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of the UNFCCC, but also performed as initiators to mak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s climate change foreign policies. In considering
foreign-related national interests,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and National Assembly
followed the Presidents’ will by not opposing the approval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however, they were unable to overcome the oppositions from the industry groups in the
adoption of domestic laws.

Key words：Climate Diplomacy、Environmental Diplomacy、Kyoto Protocol、
Paris Agreement、South Korea、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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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動機
隨著 1970 年代國際環境保護意識高漲，保護環境與資源、有效的環境治，
乃成為普世價值及全球趨勢，國際環境公約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伴隨全球環
境問題的複雜度、參與國家的數目增加，「環境外交」已成為世界各國領袖所關
注的重要議題，也成為國際關係的研究範疇之一，其中氣候變遷是被最廣泛重視
的環境議題。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於 1992 年 6 月在巴西里約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又稱為
Earth Summit）中開放簽署，該公約遂後於 1994 年 3 月 21 日生效。1至今，在
UNFCCC 架構下，已制定出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和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UNFCCC 確立了氣候治理的目標、原則、行動方向與組織架構，
1997 年制定的京都議定書則是將公約氣候治理目標與行動方向具體化，特別是
為公約附件一所列國家設定了具體量化的排放量限制與減量目標，該議定書於
2005 年生效。2然而，在京都議定書的第一承諾期（2008 年至 2012 年）將屆之
際，加拿大、日本、俄羅斯、澳洲等議定書附件 B 國家退出京都議定書第二承
諾期（2013 年至 2020 年），使得第二承諾期內，京都議定書所管制的溫室氣體
僅占全球不到 15%，不足以抑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3因此，公約締約方於 2015
年制定「巴黎協定」，以接替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結束。4

1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What is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convention/what-is-the-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
on-on-climate-change (accessed 21 January 2021).
2
葉俊榮，2015，氣候變遷治理與法律，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43。
3
同上註，頁 53。
4
戴宗翰，2017，
「論『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相關法律文件的地位與效力─兼論對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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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韓民國（Republic of Korea，以下簡稱韓國），5自 1991 年參與 UNFCCC
的制約談判，由於考慮到國內經濟發展，其立場偏向開發中國家的主張，要求已
開發國家承擔主要的減量義務並提供開發中國家技術與資金援助，協助開發中國
家調適氣候變遷衝擊與能力建構。6然而，李明博政府（2008-2013）於 2009 年
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召開前，主動宣布韓國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的量化目標後，
明顯看到韓國氣候外交的態度由保守消極轉向積極。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於 2015
年 1 月 12 日開始實施全國性碳交易制度，成為繼歐盟之後，全球第二大全國碳
交易市場，也是亞洲第一個實施全國碳交易市場的國家。7由此可見，從韓國在
國際政治或國內政治上的表現，可以看出韓國於 2008 年以後在 UNFCCC 場域中
談判的積極性十分強烈，從過去不願意履行公約義務，到願意履行公約義務並在
國內建立有效履約的機制，其國家影響力也逐漸擴展。故，本研究欲深入瞭解促
成韓國在 UNFCCC 談判場域中環境外交立場或態度產生實質轉變的因素為何。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欲探究韓國在 UNFCCC 場域內，氣候外交（climate diplomacy）之國
家行為（state behaviors）之變化，造成該等變化的國際與國內因素為何，以及韓
國政治系統內諸行為者（總統、行政機關、國會等）的決策角色與產出。故，本
研究的目的有三，第一，藉由深度剖析韓國在「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UNFCCC）、「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
三個國際文件制約與履約談判協商場域中的立場，呈現韓國在 UNFCCC 場域中

氣候外交談判的啟示」
，國際法研究，第 1 期，頁 99。
5
大韓民國（Republic of Korea, R.O.K）簡稱韓國、南韓，一直以來西方國家與台灣、香港等
地的海外華人以地理位置區分朝鮮半島兩個國家，習慣稱首爾為「南韓」
（South Korea）
、平壤
為「北韓」
（North Korea）
。大韓民國聲稱其為朝鮮半島唯一合法的政權，自稱「韓國」
（남한），
而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稱作「北韓」
（북한）。
本研究採用韓國官方的國家正名簡稱，以「韓國」簡稱大韓民國。參見鐘樂偉，韓瘋：讓世人瘋
狂的韓國現象（台北：天窗出版，2014），頁 202-205。
6
Esook Yoon, “South Korean Environmental Foreign Policy,” Asia-Pacific Review, Vol.13, Issues 2
(2006), pp.74-96.
7
張素美，
「南韓碳排放交易制度分析」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知識庫，2015 年 7 月 20 日，可見於
http://km.twenergy.org.tw/DocumentFree/reference_more?id=115，上網檢視日期：2017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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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立場的全貌。第二，辨識形塑韓國氣候外交之國家行為的國際與國內因素各
為何。第三，試圖解構韓國政治系統內的行為者（總統、行政機關、國會）受到
國際與國內因素影響做出決策之角色與政策產出。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首先檢視韓國在「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
「京都議定書」
、
「巴黎
協定」等三大特定國際環境文件的制約或履約談判場域與過程中，其態度、立場
以及因應政策為何，用以觀察韓國氣候外交的外顯國家行為，並進一步分析影響
韓國氣候外交政策的「投入因素」
（input factors）
，包含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的影
響，這些影響又是如何促成韓國氣候外交政策的形成。為達此研究目的，本研究
採用 David Easton 的「投入─產出」模型（Input-Output Model）作為研究的主要
途徑或架構（參見下圖所示 David Easton 最初所提出之模型圖示）。

圖 1-1 Davis Easton 所提出之「投入─產出」模型圖
資料來源：David Easton, “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ystems,” World Politics, Vol. 9,
No. 3 (1957), p. 384.

3

此一「投入─產出」模型中，中央的一塊是所謂「政治系統」
（a political system）
或 「 轉 換 過 程 」（ conversion process ）， 亦 被 稱 之 為 「 決 策 的 黑 盒 子 」（ a
decision-making black box），除了身在此一系統中（或直接參與決策過程）之行
為者方才有機會知道某一特定決策是如何被做出的，所以對一個政策分析者而言，
就只能觀察「客觀存在」的「投入因素」（inputs）及政策決策（policy decision）
後的「產出」
（outputs）
，並由「投入」與「產出」此二面向來嘗試理解決策黑盒
子中所發生之決策為何。此一當初為 David Easton 稱為「政治系統分析途徑」之
「模型」（model），日後被廣泛應用於公共政策議題之研究分析，譬如國立中山
大學特聘教授胡念祖即曾將此一模型擴充並運用於海洋政策（學）的研究分析（參
見圖 1-2 所示）。

圖 1-2 國家海洋政策分析系統模型圖
資料來源：胡念祖，海洋政策：理論與實務研究（台北：五南出版，1997），頁 19。

鑒於 David Easton 的「投入─產出」模型較可以彈性地解釋現實情勢與決策
過程之間的變化與互動，並靈活地廣泛運用於其他的公共政策議題之研究分析，
因此，本研究乃應用胡念祖特聘教授所提出之「國家海洋政策分析系統模型圖」，
將之用於韓國氣候外交之政策分析架構。
4

（一）政策投入因素（inputs）
政治系統的投入因素包含要求（demands）與支持（supports）
。所謂「要求」
係指個人或團體要求政府做出權威性決策的種種呼籲，在各種外在政策環境（國
際政治）、內在政策環境（生態、經濟、文化、個人、社會結構與人口）下，形
塑出各種政策要求，而「支持」係指表達對於政治系統的支持。8本研究探討韓
國因應 UNFCCC 國際氣候談判的外交策略之外在與內在因素，外在因素有國際
體制的發展、來自其他締約方所施加之外交壓力、貿易夥伴的環境或貿易政策等，
內在因素則有國內產業利益、重工業導向的產業結構、環境保護意識興起等。
（二）政治系統或轉換過程（political system or conversion process）
當上述要求被政治系統認為具有重要性時，政治系統就會加以討論、處理，
並產出政策方案，然而，政治系統轉換過程常被視為「黑盒子」，若不是直接參
與決策過程之行為者，難以觀察與掌握洞悉其中的運作細節。9當韓國國內、國
外的環境因素成為政治系統投入因素，進入韓國的政治系統後，韓國的政府機制
必須加以處理。由於韓國是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故韓國的政府機制主要是由總
統與行政機關、國會等三個行為者所構成。
（三）政策產出（outputs）
各種投入因素經過轉換過程後，由決策者做出權威性的價值分配，產出實質
的政策內容。本研究所觀察到韓國氣候外交所顯現的國家行為，譬如韓國代表團
在 UNFCCC 場域中之發言、總統對外正式聲明等，以及國內所提出因應政策與
法律等，這些外交行為、政策與法律為該模型中的「產出」。
（四）政策反饋（feedback）
所謂政策反饋是指政治系統就政策執行所引起的環境反應，就政策運作的正
面、負面影響加以評估，再投入政治系統的過程。10此階段，韓國在 UNFCCC

8

David Easton, “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ystems,” World Politics, Vol. 9, No. 3
(1957), pp. 387-388。
9
汪正洋，圖解公共政策，第 4 版（台北：五南出版，2018）
，頁 34。
1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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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中三個條約（包括 UNFCCC 本身、京都議定書及巴黎協定）的制約及履約
談判進程中，表現出氣候外交行為後，其他締約國或國際組織會有反應，以及在
國內制（訂）定相關法令、政策方案或組織重組後，國內不同利益相關方亦會有
相對之反應。上述國外與國內的反應（或回應）均會回饋至政府決策機制之中，
成為政策投入的新因素，再促使決策機制作出回應。譬如，本研究後續也會探討
到韓國 1996 年加入 OECD 後，仍繼續主張維持開發中國家的地位，對此國際社
會的反應為何，以及李明博總統於 2008 年對外發表「綠色成長」國家願景，引
起國際社會對韓國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反應等均屬回饋的因素。
綜上所述，本論文之研究架構可如圖 1-3 所示。

圖 1-3 韓國環境（氣候）外交政策分析架構圖
本研究首先針對 UNFCCC 場域中三個條約（包括 UNFCCC 本身、京都議定
書及巴黎協定）的制約及履約談判進程中，韓國所表現出的氣候外交行為予以觀
察、分析。因為，在政策分析過程中，最容易看到的是韓國在國際談判場域中的
國家行為，其次，可以看到韓國國內有那些法律或政策措施之產出。故，本研究
6

首先觀察韓國氣候外交所顯現的外在國家行為，譬如韓國代表團在 UNFCCC 場
域中之發言、總統對外正式聲明等，這些行為是該模型中的「產出」。至於那些
投入因素造成這些產出，就是本研究另外一個重要的層面，亦是本研究的目的之
一。最後，試圖分析政治系統內的行為者（總統、行政機關、國會）受到國際與
國內因素影響後，如何做出決策。
二、

研究方法

基於本研究之目的，本研究採取的研究方法有文獻資料分析法、歷史研究法
與個案調查法。
（一）文獻資料分析法
文獻資料分析法係以系統而客觀的界定、評鑑、並綜括證明的方法，以確定
過去事件的確實性和結論，其主要目的在於了解過去、洞察現在、預測未來。11
為瞭解韓國氣候外交談判立場演變與其決策影響因素，本研究以韓國政府官方網
站，包含韓國外交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韓國環境部（Ministry of
Environment）網路資料與外交白皮書等官方出版文件，以及韓國在「聯合國氣
候變遷綱要公約」
、
「京都議定書」
、
「巴黎協定」等國際氣候條約的談判場域或過
程中的官方聲明與紀錄進行文獻分析，以呈現韓國外顯的環境外交國家行為。另
外，蒐集相關研究的專書、期刊文章、重要新聞報導與評論、國內外重要智庫或
研究機構之相關報告與網際網路資訊等文獻為輔。
（二）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是運用科學的方法，蒐集過去的事實，考證其正確性和價值，加
以系統的分析綜合，以嚴謹的態度尋求其變化與因果關係，並加以合理的解釋，
以重建過去，並作為當代人指導和未來的借鑑。12本研究為深度剖析韓國在「聯
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
「京都議定書」
、
「巴黎協定」三個國際文件制約與履約
談判協商上的立場變化，呈現韓國在 1991 年至 2017 年參與國際氣候變遷談判時
11

葉至誠、葉立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商鼎文化，2011）
，頁 140。
謝寶煖，「歷史研究法及其在圖書資訊學之應用」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 62 期（1999）
，
頁 3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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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立場的全貌，加以分析、比較 1991 年至 2017 年在 UNFCCC 談判場域中所
發生事件之因果，對各階段之韓國氣候外交提出描述與解釋。起初，筆者是以「聯
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
「京都議定書」
、
「巴黎協定」三個國際文件制約與履約
的時間點做切割，觀察韓國在上述三個國際文件的制約與履約過程中，其國家行
為之變化。然而，摸索了近一年的時間，發現到韓國國家行為發生轉變的時間點
其實是與總統任期產生重疊，與三大國際文件的制約時間點的相關性反而並不高。
因此，本研究以韓國總統任期的時間段落，檢視不同總統的氣候外交政策變化。
（三）個案調查法
個案調查法係指對特定個別被調查者的全面情況進行詳盡調查了解的方法。
13

本研究選擇韓國作為個案研究對象之原因，有三：
第一，臺灣與韓國的國家發展脈絡非常相似，不僅都是從開發中國家發展成

為新興工業化國家，曾經一同並列為「亞洲四小龍」，唯兩國的產業結構非常不
同，臺灣以中小企業、製造業為主，韓國則以重工業、大企業為主，因此，韓國
適合作為與臺灣比較研究的對象。
第二，蔡英文總統接受媒體訪問時，便指出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不應該超過環
境承載力，只有盡量減少環境開發的負荷，在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當中取得平衡，
才有辦法和環境共生共榮，留給下一代更好的臺灣。14而韓國自 1991 年參與
UNFCCC 場域至今，從開發中國家過渡到新興工業化國家再到已開發國家，國
家地位的轉變也促使韓國在 UNFCCC 談判過程中的國家行為產生實質的轉變。
三十年來的發展，如今可以看到韓國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平衡上，取得成績。
再者，近年來受到韓流文化的影響，在臺灣也興起一股學習韓語的熱潮，依據韓
國東亞日報的報導，臺灣報考韓文檢定的人口比例是全球第一名。15但是，韓語

13

葉至誠、葉立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商鼎文化，2011）
，頁 199。
崔慈悌，「蔡英文：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不應該超過環境承載力」
，中國時報，2020 年 11 月 19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1119003060-260407?chdtv，上網檢視日期：2021
年 1 月 29 日。
15
주성하（漢譯：朱成河），
「한류 열풍 타고… 대만도 한국어 배우기 바람（搭上韓流熱潮 臺
灣也想學習韓語）」
，동아일보（東亞日報）
，2017 年 11 月 28 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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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熱潮似乎仍未能有效地轉換到語言學以外的人文社會學科領域。在人文學
科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的核心期刊上，我國對於韓國相關研究，相較於其他區域
研究（例如日本研究或中國研究），韓國研究的發表量仍相差甚遠。16換言之，
我國對於韓國的瞭解程度，僅存在表面上的「知韓」，鮮少深度探究韓國的國家
發展過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之轉變，以及轉變原因為何或成功的原因。
故研究韓國的氣候外交政策，有助於瞭解經濟發展程度及產業結構均與我國相較
的韓國是如何因應氣候變遷議題。
第三，筆者學習韓語已邁入第十年，使得筆者有能力進行與韓國有關之學術
研究。

第三節 文獻回顧
回顧國內及國外文獻後發現，國內對於韓國氣候外交的研究甚少，以中文碩
博士論文為例，與韓國氣候政策相關的研究僅有二本碩士論文，17該二本碩士論
文僅著重在李明博政府執政時期「綠色成長政策」之政策內容與執行成果，而探
究韓國在 UNFCCC 場域中的國家行為，以及形塑韓國氣候外交政策的國際與國
內因素的研究似乎未見。另一方面，國外與韓國氣候外交相關的文獻，多以「中
等國家」的角度解釋韓國氣候外交行為特徵的轉變，18卻沒有深入探究氣候外交
政策轉變的原因，以及政府內部的行為者如何做出因應政策。因此，本研究聚焦
https://www.donga.com/news/Inter/article/all/20171128/87477707/1，上網檢視日期：2021 年 1 月 25
日。
16
董思齊，「臺灣韓國研究的現況與問題點：近五十年來臺灣韓國研究學位論文分析」
，2017 年
5 月 15 日，https://heisdsc.pixnet.net/blog/post/341987583，上網檢視日期：2021 年 1 月 25 日。
17
鄒怡如，「以發展型國家理論觀察韓國「綠色增長戰略」之推動」
（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東亞學系，2017）
。許芳瑜，「韓國新及再生能源政策與法制研究」
（碩士論文，國立臺灣科
技大學科技管理所，2014）
。
18
윤혜진（漢譯：柳海真），
「중견국으로서의 한국의 환경외교：기후변화협약참여사례들을 중
심으로（作為中等國家的韓國之環境外交：以氣候變化協約參與事例為中心）
」（석사논문 碩士
論文，경회대학교 대학원 정치학과 慶熙大學政治學研究所，2011）。
Sung-Jin Kim, “South Korea’s Climate Change Diplomacy: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iddle Power Diplomacy,” in Transforming Global Governance with Middle Power Diplomacy, ed.
Sook Jong Lee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16).
Iain Watson and Chandra Lal Pandey,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New Middle Powers: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Asia Security, Vol. 10, Issues 1 (2014), pp. 7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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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國氣候外交政策轉變的國內與國際因素，以及政府內部行為者如何在政治系
統中，將「要求」或「支持」轉換為「決定」或「政策」。
為本研究之目的，筆者首先就環境外交與氣候外交之意涵進行介紹，界定氣
候外交的研究範疇。其次，形塑韓國氣候外交政策之既有研究進行回顧與整理，
呈現既有之學術認識，並凸顯本研究在此議題上對學術的可能貢獻。
一、環境外交與氣候外交之意涵
環境外交（environmental diplomacy）與氣候外交（climate diplomacy）對國
際關係學科而言，是較新興的詞彙。氣候外交又為環境外交的一環，即各國在處
理各種環境惡化議題所展開之國際談判中，針對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等議題所採
取的外交行動。故筆者在討論氣候外交的意涵之前，先探究環境外交的意涵。
在西發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s）下，
「外交」
（Diplomacy）是民族國
家（nation-states）之間的互動，特別強調國家官員的角色。因此，環境外交也被
視為民族國家在環境政策領域中彼此間的互動。「環境外交」一詞在聯合國或各
國的外交部並無嚴格之定義，係泛指環境保護及其衍生之相關科學、能源、生態、
生物多樣性等範疇之國際間交涉或談判。19然，現任國立中山大學海洋政策中心
主任、海洋事務研究所所長的胡念祖特聘教授曾在 2006 年 4 月 21 日舉辦之「國
家永續發展會議」中表示，「環境外交」可定義為「以環境議題為標的之國際外
交決策與運作」
。20聯合國環境署律師席薇亞‧班科貝薩（Sylvia Bankobeza）與
聯合國環境署遷徙物種公約執行秘書伊莎貝拉‧馬盧馬‧姆雷馬（Elizabeth
Maruma Mrema）
，以及聯合國亞太經社會東亞和東北亞次區域代表凱拉帕提‧拉
馬克什納（Kilaparti Ramakrishna）進一步指出，環境外交與傳統外交的不同之處
在於，傳統外交的行為者往往侷限於主權國家，而環境外交的行為者多樣化，包
括企業領導者、外交官、環境行動團體、政府官員、記者、政治家、科學家等行

19

中華民國外交部，「環境外交」
，2014 年 3 月 17 日，
http://www.mofa.gov.tw/igo/cp.aspx?n=3DFC33E1B00D3FC7，上網檢視日期：2017 年 3 月 31 日。
20
胡念祖，
「建立國際環境形象，善盡地球村責任」
，國家永續發展會議預備會議手冊，台北市，
2006 年 4 月 9 日，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編，第 62-69 頁。
10

為者。21正因該等議題之範圍廣泛，故各國在進行國際間交涉時，習慣上由相關
技術單位與外交部共組團隊進行交涉。
氣候外交領域的學者在環境外交概念基礎上，進一步解釋氣候外交的意涵。
如第三代環境主義組織（Third Generation Environmentalism, E3G）的執行長尼克·
梅比（Nick Mabey）與 E3G 高級政策顧問加拉赫‧麗茲（Liz Gallagher）和卡蜜
拉‧波恩（Camilla Born）認為，氣候外交是建立國際氣候變遷制度並確保其有
效運作的過程與慣例。22曾任我國外交部部長與環保署署長的簡又新博士於 2016
年 8 月 18 日在由外交部主辦的「氣候外交暨低碳發展研習會」中表示，狹義的
氣候外交是指主權國家透過外交部及結合其他相關部會等代表國家之機構和個
人，採用交涉、協商、談判及其他和平方式以應對全球氣候變遷問題的外交活動，
廣義的氣候外交則是把政府間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企業或個人都納入這項國
際工作範圍，共同對抗氣候變遷。23依據韓國外交通商部於 2004 年發行的《環
境外交手冊》指出，環境外交是「有限的環境空間的競爭」，已開發國家與開發
中國家為保護自然環境與地球生態，在討論責任、費用分擔方式，以及環境空間
的競爭上，追求符合相應國家經濟發展和確保資源的短期利益。24
因此，筆者認為「環境外交」可定義為「國家在環境議題上以外交手段或方
式追求國家經濟發展與確保資源之利益」，而「氣候外交」係指國家在氣候變遷
議題上以外交手段或方式追求其經濟發展與確保資源之利益。所以，本研究須對
氣候變遷議題及其與韓國國內關係，以及對韓國政府的外交運作方式有所瞭解。

21

Bankobeza et a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and negotiation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making and Diplomacy, eds. Tuomas Kuokkanen et al., pp. 81-96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22
Nick Mabey, Liz Gallagher and Camilla Born, Understanding Climate Diplomacy, Third Generation
Environmentalism, October 2013,
https://9tj4025ol53byww26jdkao0x-wpengine.netdna-ssl.com/wp-content/uploads/E3G_-_Understandi
ng_Climate_Diplomacy.pdf (accessed 13 March 2017).
23
簡又新，「氣候外交的發展與趨勢 」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2016，
http://taise.org.tw/active_areashow.php?id=983，上網檢視日期：2017 年 3 月 18 日。
24
대한민국외교통상부（大韓民國外交通商部），環境外交便覽（환경외교편람）（서울 首爾：
대한민국외교통상부 大韓民國外交通商部，2004）
，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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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韓國氣候外交政策
本研究目的之一在研析影響韓國氣候外交政策的投入因素（國際與國內因
素）
，以及政府內部的行為者如何做出因應政策。因此，先就韓國氣候外交政策
之既有研究進行回顧與整理。
韓國學者 Esook Yoon 指出，韓國因為面臨到冷戰結束後新的國際局勢，使
韓國不再只重視安全與經濟議題的外交，加上國內發生民主化運動、環保意識的
興起，使得 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成為韓國開展環境議題外交的契機。25
該位學者提到，儘管當時韓國參與多個環境公約的協商，但基於經濟利益，韓國
一直不願遵守和未批准部份的環境公約，這也導致國際社會施予韓國外交壓力。
26

韓國學者金周真（김주진）以 1997 年制定京都議定書為分界，探討京都議
定書制定之前、後，韓國政府對外、對內的因應作為，以及產業界與市民社會(
環境非政府組織)的影響。27由於該研究僅探討京都議定書通過、簽署、批准過程
中，國際政治與政府外部行為者（產業界、市民社會）如何影響行政部門對於韓
國氣候外交的決策，並未探究政府內部其他行為者（總統、國會）的影響，且該
研究的時間範圍僅到 2007 年止。
韓國全南大學教授吳庚澤（오경택）進一步觀察到，2007 年以前韓國的氣
候外交為防禦性外交，但卻在 2007 年 COP13 後，轉而積極回應，該位學者指出
，韓國在 UNFCCC 場域中，國家行為發生轉變的最主要原因為國際要求承擔溫
室氣體減量義務之壓力、經濟利益考量，以及領導者的意志。28由此可知，韓國
的氣候外交政策在 2007 年發生一次轉變，但由於學者吳庚澤僅大方向地闡述國
家行為轉變的主要原因，並未詳細描述出國家行為發生轉變的過程，且該研究的
25

Esook Yoon, “South Korean Environmental Foreign Policy,”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3, Issues 2
(2006), p. 76-77.
26
Ibid., p. 91.
27
김주진（金周真）
，2007，
「한국과 일본의 기후변화정책（韓國與日本的氣候變化政策）
」，
환경사회학연구 ECO（環境社會學研究 ECO），第 11 卷，第 1 期，頁 13-27。
28
오경책（吳庚澤），「한국의 기후변화 외교（韓國的氣候變化外交）」，21 세기정
치학회보（21 世紀政治學會報），第 20 卷，第 1 期（2010），頁 19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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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時間範圍僅到 2009 年止。
韓國國內有二本碩博士論文針對韓國氣候外交進一步深入研究，29這些論文
大多描述性呈現韓國在京都議定書制約過程中，國家行為與國內因應法律或政策
作為，以及國內與國外因素的影響，並未探討到韓國氣候外交行為特徵之轉變，
以及李明博總統卸任後的韓國氣候外交之發展。
上述文獻僅呈現部份時期韓國氣候外交的形貌，未足以解釋韓國近三十年的
氣候外交的全貌。本研究將彌補上述學術研究的空缺，呈現韓國自 1991 年至 20
17 年參與 UNFCCC 場域與談判過程之立場變化，以及造成這些變化的內、外在
與因素因素，與政府內部的行為者如何將「要求」轉換為實際因應行動與作為。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架構
與方法、文獻回顧、章節安排、研究範圍與限制等。第二章至第四章依據韓國在
UNFCCC 場域中談判立場的特徵及總統任期的時間架構，劃分為「萌發期」
、
「轉
型期」及「積極主導期」，分別研析並呈現各時期的談判立場或外交行為特徵，
以及影響其立場的投入因素（外在與內在因素），再述其政策轉換過程，並於每
章末總結該時期的行為特徵。各章內容分述如下：
第二章就盧泰愚、金泳三總統執政時期進行研析。第一節將辨識出 1991 年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起草至 1997 年「京都議定書」談判過程中，韓國
的重大外交行為。第二節將檢視影響韓國氣候外交政策之投入因素。第三節將深
度討論總統、行政機關、國會等各行為者如何產出韓國氣候外交政策。第四節則
總結此時期韓國的外交行為特徵。

29

이동화（漢譯：李東樺），
「국제기후변화규범에 대한 한국외교정책의 변화에 관한 연구（針
對國際氣候變化規範韓國外交政策變化相關研究）
」（석사학위 논문 碩士論文，경희대학교 대
학원 정치학과 慶熙大學政治學系，2011）。김성진（漢譯：金聖真），
「기후변화와 국가 대응
의 정치학：영국，미국，한국의 교토의정서 대응정책 비교 （氣候變化與國家對應的政策學：
英國、美國、韓國的京都議定書對應政策之比較）
」，
（박사학위논문 博士學位論文，서울대학교
외교학과 首爾大學外交學系，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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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就金大中、盧武鉉政府時期進行研析。第一節辨識 1998 年至 2007
年韓國在後京都談判過程中重大的外交行為。第二節將檢視影響韓國氣候外交政
策之投入因素。第三節將深度討論總統、行政機關、國會等各行為者如何產出韓
國氣候外交政策。第四節則總結此時期韓國的外交行為特徵。
第四章呈現李明博、朴槿惠政府時期氣候外交的樣貌。第一節辨識 2008 年
至 2017 年韓國在 UNFCCC 場域談判過程中重大的外交行為。第二節將檢視影響
韓國氣候外交政策之投入因素。第三節將深度討論總統、行政機關、國會等各行
為者如何產出韓國氣候外交政策。第四節則總結此時期韓國的外交行為特徵。
第五章為結論。本章將總結韓國在上述三個時期（1991 年至 2017 年），其
國內政策之產出與 UNFCCC 場域內所表現出的外交行為，及其立場又由那些國
際與國內因素所形塑，以及政府內部行為者（總統、行政機關、國會）如何做出
決定與政策。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範圍可分為三大項加以說明：
（一）主體範圍
本文將「韓國」設為主要研究對象，觀察韓國政府在「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
公約」
、
「京都議定書」
、
「巴黎協定」等三個國際氣候條約制約及履約談判過程中，
談判立場的演變，以及其氣候外交政策受到那些因素的制約。
（二）議題範圍
本研究擇以韓國參與程度較高的環境議題─氣候變遷作為研究領域。在「聯
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下，後續發展出「京都議定書」
、
「巴黎協定」等國際氣
候條約，故本研究聚焦在此三項國際氣候條約的制約與履約談判場域中韓國的氣
候外交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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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時間範圍
因為韓國憲政體制之影響，韓國總統在外交政策上具有極大的決策權，故本
研究將以韓國自 1991 年至 2017 年間各總統任期為觀察的時間軸與時間段落，檢
視不同總統的環境外交政策變化，分別是盧泰愚政府（1988-1993 年）
、金泳三政
府（1993-1998 年）
、金大中政府（1998-2003 年）
、盧武鉉政府（2003-2008 年）、
李明博政府（2008-2013 年）、朴槿惠政府（2013-2017）等六位總統。然而，由
於現任總統文在寅於 2017 年上任，韓國總統的任期一任五年，故文在寅總統任
期結束為 2022 年，考慮到韓國政治環境、政策變化的速度較快，筆者難以透過
文在寅總統迄 2020 年為止執政三年間的氣候外交之政策作為，作為文在寅總統
時期的氣候外交政策之立場與態度，因此，本論文將研究的時間範圍劃定在 1991
年至 2017 年期間。
二、研究限制
本文的研究限制有二，首先台灣學者對於韓國環境外交的研究較少，較多關
注在關心韓國的政治安全、經貿發展的研究，因此尋找相關文獻資料，多以英文、
韓文資料為主，中文資料為輔。但韓文資料受限於我國對於韓國學術研究較少，
且相關韓國學者的學術研究取得不易，為了補足此限制，筆者藉由 2017 年在韓
國釜慶大學研修的期間，蒐集歷年韓國政府參加 UNFCCC 締約方大會的官方文
件、韓國氣候外交政策相關韓文資料，以及韓國學者的研究文獻，以便更深入分
析與瞭解韓國氣候外交面貌。
其次，由於時空與研究資源上的限制，筆者無法與當時韓國參與國際環境條
約談判與決策的人士互動，只能藉由第一手的官方文獻，以及相關談判人士或學
者們的發言與評論，貼近韓國政府的立場與態度，以求儘量還原談判前後的原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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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韓國氣候外交的「萌發期」：1991 年至 1997 年
由於有日趨增多的科學證據顯示，人類活動極有可能是導致過去一個世紀以
來全球暖化現象的主要原因。30因此，鑒於決策者及最新科學資訊交流之需求，
1988 年聯合國第 43 屆大會（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通過第
43/45 號決議「為人類本世代及未來世代而保護全球氣候」
（Protection of the global
climate for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of mankind）決議，並設立「政府間氣候
變遷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專門處理氣候變
遷議題。31
1989 年 12 月，聯合國第 44 屆大會再次針對氣候變遷問題，通過第 44/207
號決議，表示應盡速擬定與通過有關氣候變遷問題之綱要性公約，同時也考量到
開發中國家的特殊需求與發展的優先次序。32遂後，IPCC 於 1990 年發表其「第
一次評估報告」
（First Assessment Report, FAR）
，該報告指出，人為因素為引起
全球暖化的主因，並呼籲各國應正視該問題，並制定共同遵守的條約。33
隨後，聯合國大會於 1990 年通過的第 45/212 號決議中決定，在聯合國大會
的主持下，設立「政府間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談判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Committee for a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INC
FCCC）
，授權該委員會正式起草「氣候變遷綱要公約」條文內容，且談判工作應
當於 1992 年 6 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前完成，並於會議期間開放簽署。34自
30

NASA Global Climate Change Vital Signs of the Planet, “Scientific consensus: Earth's climate is
warming,” https://climate.nasa.gov/scientific-consensus/(accessed 3 November 2020).
31
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其主要任務是針對
氣候變遷問題的成因進行更多的研究與科學調查，提出適應措施的科學、技術、社會、經濟方面
等綜合的評估報告，加強了應對氣候變遷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的制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hereinafter UNGA], Protection of Global Climate for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of Mankind, A/RES/43/53, adopted by 6 December 1988, p. 134, para. 5,
https://undocs.org/A/RES/43/53(accessed 3 November 2020).
32
UNGA, Protection of Global Climate for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of Mankind,
A/RES/44/207, adopted by 22 December 1989, p. 172, para. 15, https://undocs.org/en/A/RES/44/207,
(accessed 3 November 2020).
33
J.T. Houghton et al., Climate Change: The IPCC Scientific Assess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xi-xii.
34
UNGA, Protection of Global Climate for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of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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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國際社會開始努力地構建氣候治理的國際建制，展開了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
談判。
然而，隨著韓國在 1980 年代中期整體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當其在籌辦 1988
年於首爾舉行之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過程中，因為重工業發展而產生大量粉塵，
造成嚴重的空氣汙染，使得當時參賽的國外選手接受報章媒體訪問時曾表示：
「我
不能在空氣汙染嚴重的首爾練習比賽，只能在比賽當天來到韓國。」35這也讓韓
國的政府與人民開始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以及逐漸關注環境議題。韓國於
1972 年加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後，曾於 1986 年至 1989 年期間擔任 UNEP 執行理事會的成員國，此外，韓國
自 1989 年 3 月開始，每年也會派遣環境廳的官員進入 UNEP，並每年向 UNEP
繳納 1 萬美元的會費，為全球環境保護工作貢獻一己之力。36
盧泰愚總統於 1992 年發表「國家環境宣言」
（국가환경선언）表示，韓國自
1960 年代工業化與城市化階段迅速地發展，已經使自然與生活環境惡化到無法
忽視的程度，若現在不採取行動，環境汙染的問題日益嚴重，這不僅難以維持健
康的生活，也使國家發展難以持續，因此，現在是時候讓我們集思廣益，採取環
境保護行動。37由此可見，韓國不僅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日益體認到國際
社會越來越關注環境保護議題的趨勢。因此也逐漸展開環境外交，氣候變遷議題
亦是韓國參與度最高的環境議題之一。

A/RES/45/212, adopted by 21 December 1990, p. 148, para. 1-7, https://undocs.org/A/RES/45/212
(accessed 3 November 2020).
35
강찬수（漢譯：姜讚秀），
「“연습 못하겠다, 日가겠다” 88 올림픽 때 서울 공기는（
「我不能
練習，我要去日本」1988 年奧運時的首爾空氣）」
，중앙일보（中央日報）
，2018 年 2 月 15 日，
https://news.joins.com/article/22373189，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1 月 3 日。
36
대한민국외무부（大韓民國外務部）
，외교백서（外交白皮書）
（1999）
，頁 139。
37
대한민국환경부（大韓民國環境部），
「국가환경선언문（國家環境宣言文）
」，1992 年 6 月 5
日，https://me.go.kr/home/file/readHtml.do?fileId=864&fileSeq=2，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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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章研析盧泰愚（1988-1993）、金泳三總統（1993-1998）執政期間
韓國在 INC1 至 INC5，以及 UNFCCC COP1 至 COP3 中，韓國表現出的談判立
場，並進而探討影響或形塑韓國環境外交行為之國際與國內因素及行為者。第一
節將回溯 1991 年至 1997 年 UNFCCC 的制約及履約談判過程，韓國在 UNFCCC
談判場域中所表現出的國家行為。第二節將進一步剖析形塑韓國此一時期談判立
場的投入因素為何，如其他締約方的外交壓力、國內產業團體及環境非政府組織
之作為等。第三節則分析總統、行政機關、國會等政治系統內部行為者，受到國
際與國內因素影響而產出哪些因應氣候變遷之政策或決定。章末將針對此時期韓
國的國家行為特徵，做一簡要總結。

第一節 韓國在 UNFCCC 談判中的立場與表現：1991 年至 1997 年
政府間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談判委員會自 1991 年至 1992 年期間，共召開五次
會議，負責起草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條款文字。該談判委員會於 1992 年
5 月 9 日在紐約通過「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並於同年 6 月，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召
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中開放簽署，爾後，UNFCCC 於 1994 年 3 月 21 日正式
生效。 38 UNFCCC 生效次（1995）年，便於德國柏林召開第一次締約方大會
（COP1），展開制定具有約束力的議定書之談判。
縱觀韓國在 1991 年至 1997 年的 UNFCCC 及議定書的談判過程中，韓國為
回應氣候變遷議題的談判動態，於 1991 年在外務部（現大韓民國外交部的前身）
39

下設立「科學環境科」，開始著手準備次年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遂

38

UNFCCC Secretariat,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Handbook
(Bonn: Climate Change Secretariat, 2006), pp. 18-19,
https://www.uncclearn.org/wp-content/uploads/library/unfccc30.pdf (accessed 3 November 2020).
39
韓國於 1998 年實行政府再造計畫，外務部改組為外交通商部，依據 1988 年 2 月 28 日頒布的
第 15710 號總統令及同年 3 月 3 日頒布的外交通商部令而增設通商交涉本部長一職，其職責為研
擬與對外關係牽涉的法律事務、對外貿易協商和對外經貿事務。直至 2013 年，將對外貿易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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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韓國總理鄭元植（정원식）率代表團參加 1992 年 6 月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
會議，並簽署了 UNFCCC。此時，韓國被列為不用承擔減量責任的「非附件一
國家」
（Non-Annex I countries）。40遂後，韓國很快地於 1993 年 11 月 30 日批准
UNFCCC，並從 1995 年開始參與京都議定書的制約過程。
為瞭解韓國在 1991 年至 1997 年間於 UNFCCC 場域中之談判立場與表現，
本節將分析韓國所關切的談判焦點—「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
架 構 下 已 開 發 國 家 具 約 束 力 的 減 量 目 標 與 時 間 表 」、「 共 同 減 量 」（ Joint
Implementation）機制三項議題之立場演變，以及加入綠色集團，而後又轉而加
入 OECD 後，並退出 G77 之外交行為。
一、1993 年 11 月批准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政府間談判委員會在 1991 年 2 月開始展開 UNFCCC 的起草協商，由於已開
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立場對立，以致談判速度緩慢，但仍如期在 1992 年 6
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召開前完成起草工作，並在 1992 年召開的「聯合
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中開放簽署。起初，韓國有意延遲簽署 UNFCCC，但發現
已簽署 UNFCCC 的國家數比當初預想還更多，故，談判代表團臨時召開緊急會
議，決定在 1992 年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簽署 UNFCCC。41時
任外務部環境大使的權仁赫（권인혁）表示，簽署只是政治性表示而已，為了讓
各國確認與同意協約的原則與內容，並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且也還須交由國會來
批准，該公約也需要超過 50 個國家遞交批准書或加入書至聯合國才會生效，目

的職責移交給新設立的產業通商資源部，且將名稱更改為「外交部」。대한민국외교부（大韓民
國外交部），
「외교부 소개（外交部簡介）」
，http://www.mofa.go.kr/www/wpge/m_4172/contents.do，
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1 月 3 日。
40
오경책（吳庚澤），
「한국의 기후변화 외교（韓國的氣候變化外交）」，21 세기정치학회보（21
世紀政治學會報），第 20 卷，第 1 期（2010 年），頁 197-214。
41
경향신문（京鄉新聞），
「『기후변화·생물다양성』2 개 협약 정부 방침바꿔 돌연 서명（政
府改變方針 簽署氣候變化與生物多樣性 2 個協約）」
，1992 年 6 月 15 日，
https://newslibrary.naver.com/viewer/index.nhn?articleId=1992061500329101001&editNo=15&printC
ount=1&publishDate=1992-06-15&officeId=00032&pageNo=1&printNo=14436&publishType=00010 ，
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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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也尚未有國家遞交批准書。42由此可見，韓國在 1992 年 UNCED 上簽署 UNF
CCC 只是政治表態而已，韓國其實還在觀望 UNFCCC 的批准及政治生效時程的
速度。
對於簽署 UNFCCC，韓國環境廳和環境專家們表示，UNFCCC 生效後，減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問題將對國內產業界產生衝擊，特別是石化工業，其次，若
是木材主要的出口國徵收碳稅而提高價格或限制出口，也會衝擊到建築、傢俱、
造紙、造船等產業，因此，應該盡快研究出相關的解決方案。43在尚未制定任何
具體的氣候變遷因應政策情況下，韓國卻簽署 UNFCCC，產業界也開始著手分
析可能波及的影響及中短期可能產生的衝擊。44而後，韓國政府也決定盡快推動
產業結構轉型，以及致力於增加核能發電廠或再生能源開發，盡可能在談判場域
中爭取讓韓國免於立即承擔減量義務。45
隨後，韓國行政部門在 1993 年 11 月 26 日將「氣候變化相關的國際聯合基
本協約批准同意案」送交至國會。在外務統一委員會審議過程中，國會議員們相
當關切 UNFCCC 對經濟發展與產業競爭力的衝擊程度，以及韓國政府是否準備
好因應的對策。46最後，國會議員考慮到 UNFCCC 只是綱要性公約，並不會對
韓國產生實質的法律約束力，且考量到環境保護的國際趨勢及韓國的貿易利益，
以及批准時程過晚可能不利於韓國日後參與國際氣候變遷談判，故同意將該批准
案送至全體會議表決。47隨後，韓國國會在 1993 年 11 月 30 日全體會議上，全

42

동아일보（東亞日報），「氣候(기후)—生物(생물)협약서명（氣候－生物協約簽署）」，
1992 年 6 月 15 日，https://newslibrary.naver.com/viewer/index.nhn?articleId=199206150020920100
3&editNo=2&printCount=1&publishDate=1992-06-15&officeId=00020&pageNo=1&printNo=21854
&publishType=00020，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1 月 14 日。
43
매일경제（每日經濟），「정부 기후·생물協約(협약) 전격署名(서명) 産業界(산업계)파급
최소화 부심（政府正式簽署氣候、生物多樣性協約，竭盡全力將對產業界的波及最小化）」，
1992 年 6 月 15 日，https://newslibrary.naver.com/viewer/index.nhn?articleId=199206150009920100
1&editNo=1&printCount=1&publishDate=1992-06-15&officeId=00009&pageNo=1&printNo=8131&
publishType=00020，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1 月 14 日。
44
同上註。
45
同上註。
46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
「第 165 回外務統一委員會會議錄第 8 號」
，1993 年 11 月 26 日，頁 37-49。
4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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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無異議」表決通過48，正式批准 UNFCCC。49
二、1995 年加入「綠色集團」，強化已開發國家的減量承諾，排除開發中
國家承擔減量承諾
在召開 INC 進行 UNFCCC 起草談判之過程中，由於美國、石油輸出國家組
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堅決反對任何具體的減
量目標與時間表，UNFCCC 僅對溫室氣體管制與減量作出原則性的宣示，未作
詳細的規定，故具體的減量目標與時間表議題留待在 1995 年締約方大會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再進一步協商與研擬。
而後，在 1995 年召開的第一次締約方大會中，締約方認為既有之 UNFCCC
僅規定已開發國家應在 2000 年將溫室氣體排放回復到 1990 年的水準，卻沒有規
範已開發國家量化的減量目標，使現階段的減量承諾難以達成公約的「最終目標」
50

，因此期望在該次締約方大會，共同協商出附件一國家（即已開發國家）於 2000

年後之減量目標與時間表，並協助起草具有量化排放限制與承諾、時間表與法律
約束力的議定書，以強化附件一國家的減量承諾。51
對此，小島國家聯盟（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 AOSIS）先於 1994 年 9
月向 UNFCCC 臨時秘書處提交一份議定書草案，該議定書草案要求議定書附件
一國家到 2005 年將其溫室氣體排放量至少減少到 1990 年水平的 20%，並建立控

48

韓國國會本會（全體會議）的表決制度包含「電子投票」
、
「有無異議表決」
、
「起立表決」
、
「記
名投票」
（該投票方式通常用於憲法修正案）
、「無記名投票」等六種表決方式，議長視議案性質
或國會議員與會人數，決定採用何種表決方式。대한민국국회（大韓民國國會），
「본회의 소개
（本會的簡介）
」，https://www.assembly.go.kr/views/cms/assm/assembly/asswork/asswork0303.jsp，
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1 月 14 日。
49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第 165 回國會本會議會議錄第 17 號」
，1993 年 11 月 30 日，頁 567。
50
依 UNFCCC 第 2 條所述：「本公約以及締約方會議可能通過的任何相關法律文書的最終目標
是：依據本公約各項有關規定，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
擾的水準上。這一水準應當足以使生態系統能夠自然地適應氣候變遷、確保糧食生產免受威脅並
使經濟發展能夠可持續地進行的時間範圍內實現。」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dopted on 9 May 1992, entered into force on 21 March 1994,
https://unfccc.int/files/essential_background/background_publications_htmlpdf/application/pdf/conven
g.pdf (accessed 6 December 2020).
51
李陳國，
「全球碳金融交易市場下的金融創新之研究」
，臺灣銀行季刊，第 62 卷，第 2 期（2011
年）
，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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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其他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時間表。52然而，僅有少數的開發中國家支持小島國家
聯盟的提案，石油輸出國家組織與中國認為缺乏最好且可用的科學資訊，難以提
供充分的談判基礎，故主張議定書的談判時機為時過早。53此外，美國、澳洲等
部分的 OECD 的成員國側重於 CO2 排放量的減量目標和時間表，而不是關注整
個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因此無法將 AOSIS 所提出的議定書草案，作為未來談判
的基礎。54
在 1995 年 COP1 談判過程中，OPEC 成員國擔憂新的承諾會對石化產業產
生衝擊，因此強烈反對具有約束力的減量承諾，導致 G77 集團分裂。由印度為
首的其他的 72 個開發中國家組成「綠色集團」（Green Group）起草了一份承諾
適當性（adequacy of commitments）的決議草案，呼應小島國家聯盟的立場，該
草案被稱為綠皮書（Green Paper），強調有必要制定一項僅對 UNFCCC 附件一
所列已開發國家作出承諾的議定書。55
事實上，韓國自第三次 INC 會議上，明確發言表達其立場，強調處於經濟
成長中的開發中國家不可避免會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與澳洲和產油國共同主
張應特別考慮到化石燃料生產、輸出、消費依存度高的國家之需求，更應深入地
考慮能源消費國的特殊產業結構，以及需要制定出具體的制度，以促進環境技術
移轉。56爾後，韓國外務部國際經濟局長兼談判副代表崔英鎮（최영진）也在 1995
年 COP1 場域中明確地表示，除了要求已開發國家實踐公約的承諾之外，也指出
要求開發中國家參與公約的不合理性，考慮到預防氣候變遷帶來負面影響的必要
性，應強化已開發國家減量義務之約束力，並支持小島國家聯盟的議案書草案，
52

Chad Carpenter et al., “A Summary Report on the Eleventh Session of the INC for a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6-17 February 1995,” Earth Negotiations Bulletin 12 (20 February
1995), p. 10, https://enb.iisd.org/download/pdf/enb1211e.pdf (accessed 6 December 2020).
53
Ibid., p. 11.
54
Ibid.
55
Ibid., p. 10.
56
오진규（吳眞奎）
，「기후변화협약 체결 및 전망（氣候變化協約締結與展望）」，
（지구온난
화방지를 위한 에너지부문 환경문제 대응방안연구 為預防地球暖化能源部門環境問題的對應
方案之研究），울산광역시（蔚山廣域市）
：에너지경제연구원（能源經濟研究院）
，1993，頁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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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強調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進行財政援助的必要性。57
由於開發中國家在 1995 年 COP1 場域中，主張在「現行公約承諾的執行」、
「追加承諾只適用於附件一國家」
、
「除了減量承諾外，敦促財政、技術轉移承諾
的執行」
、
「監督已開發國家的減量承諾履行」等四大條件下，支持小島國家聯盟
的議定書草案（the protocol proposal of 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58 對此，
已開發國家則主張盡快開始進行議定書的談判，並堅持開發中國家參與減量承諾
的必要性。前述可見，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間立場出現分歧，為促進今後
更有效率地討論，瑞典大使兼「非正式協商小組」的會議主席 Bo Kjellén 的主持
下，成立由附件一國家（已開發國家）、綠色集團（開發中國家）、產油國等 22
個國家代表組成「核心協商小組」59。
韓國選擇加入開發中國家組成的綠色集團，參加核心協商小組之談判，因為
綠色集團所主張「將非附件一國家排除在追求承諾的討論對象之外」
、
「追求強化
附件一國家的承諾」等兩項立場與韓國的理念與立場較相近，再加上韓國的經濟
發展對化石燃料依賴度高。60核心協商小組的談判主軸包括「一般原則」
、
「是否
納入具約束力的承諾」
、
「開發中國家是否為承擔減量義務的對象」
、
「已開發國家
提供資金與技術援助開發中國家」
，以及 AOSIS 議定書草案是否作為協議的條文
基礎，然而，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談判集團對於前述的談判議題上，仍未有定論，
57

外務部國際經濟局，
「기후변화협약 제 1 차 당사국총회 참가보고서（氣候變化公約第一次
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
，1995，頁 23-24。
58
小島國家聯盟所提出的議定書草案要求不對開發中國家施加額外的義務，並強調由已開發國
家實現 UNFCCC 的目標，以及要求議定書附件一締約方在 2005 年前將其二氧化碳排放量至少比
1990 年水準減少 20％，並制訂控制其他氣體排放的時間表。Chad Carpenter et al., “Summary of the
Eleventh Session of the INC for a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6-17 February 1995,”
supra note 52, p. 8-9.
59
1995 年 4 月 3 日非正式協商小組的主席 Bo Kjellén 為了今後談判進度有效率的進展與討論，
特別設立由附件一國家、Green Group、產油國等 22 個國家代表組成核心協商團體。核心協商團
體的國家名單：①Green Group：韓國、中國、菲律賓、印度、巴西、哥倫比亞、埃及、貝南、
薩摩亞、千里達及托巴哥②產油國：沙烏地、委內瑞拉③歐盟：法國、德國、英國、荷蘭④JUS
CANZ（非歐盟國家但是 OECD 成員國）
：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⑤東歐：俄羅斯、匈牙利。
外務部國際經濟局，
「기후변화협약 제 1 차 당사국총회 참가보고서（氣候變化公約第一次當事
國總會參加報告書）」
，同註 57，頁 27-28。
60
外務部國際經濟局，
「기후변화협약 제 1 차 당사국총회 참가보고서（氣候變化公約第一次
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
，同註 57，頁 27。

24

故留待「12 國小型部長會議」繼續討論。61最後，締約方大會通過「柏林授權」
（Berlin Mandate）
，並決定在 COP3 前通過一份具體減量目標與時間表的議定書，
加強附件一國家的承諾，非附件一國家基於「共同但有區別之責任」62的原則，
先不引入任何新的承諾。63
然而，韓國在 1996 年 10 月 11 日加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隔年 4 月便退出七十七國集團
（G77）。64隨之而來，韓國面臨到其他 OECD 成員國的輿論壓力，要求韓國一
同與 OECD 成員國承擔減量義務，不僅如此，韓國在 1997 年遭逢 IMF 外匯危機，
嚴重重創韓國的經濟發展，若此階段韓國承擔減量承諾，無疑對韓國的經濟是雪
上加霜。
環境部長尹汝雋（윤여준）在 1997 年 COP3 所發表的基調演說中提到，韓
國的經濟尚處於成長階段，且韓國於 1970 年代後進入工業化階段，國內產業結
構仍是以能源消耗為主，雖然韓國現在正努力轉型成為環境友好型的產業結構
，但若要像已開發國家一樣能源消耗穩定化，仍須一段時間，因此，主張各國
應尊重他國的特殊情況和追求永續發展的權利。65此外，韓國於 1997 年正面臨
61

12 國小型部長會議的參與國有阿根廷（INC 主席國）、印度（綠皮書提案國）
、菲律賓（G77
主席國）
、沙烏地（產油國的代表）
、中國、巴西、德國（大會主席國）
、法國（歐洲的代表）
、英
國、美國、加拿大、澳洲。外務部國際經濟局，
「기후변화협약 제 1 차 당사국총회 참가보고서
（氣候變化公約第一次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
，同註 57，頁 29-35。
62
共同但有區別之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CBDR）係自「人類共同遺
產」的概念發展而來，為國際法中公平原則的體現。該原則承認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在全球
環境問題的貢獻存在歷史責任上的差異，且各自在解決環境問題方面的經濟和技術能力也存在差
異。簡言之，各國在保護環境和促進永續發展方面負有共同的責任，但由於各國存在不同的社會、
經濟和生態環境條件，因此各國必須承擔的責任亦不相同。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w,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Origins and Scope,”
http://cisdl.org/public/docs/news/brief_common.pdf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9).
63
United Nations, the 1st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held at Berlin, 28 March-7 April, 1995, Decisions Adopted by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Decision 1/CP.1: The Berlin Mandate: Review of the Adequacy of Article 4, paragraph 2 (a) and (b), of
the Convention, Including Proposals Related to a Protocol and Decisions on Follow-up, U.N. Doc.
FCCC/CP/1995/7/Add.1 (6 June 1995), p. 4, https://undocs.org/FCCC/CP/1995/7/Add.1 (accessed 19
January 2019).
64
대한민국환경부（大韓民國環境部），
「환경부 연혁（環境部沿革）
」，
http://www.me.go.kr/home/web/content/read.do?menuId=307&contentId=187，上網檢視日期：2018
年 6 月 5 日。
65
김형태（漢譯：金亨泰）
，「<京都회의> 尹 환경장관 기조연설（〔京都會議〕尹環境部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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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 外匯危機」66，應採取守勢行動，阻止議定書協商結果對韓國經濟發展產
生負面影響之事態發生，尤其是溫室氣體減量問題很有可能為韓國帶來第二次經
濟危機。67
除此之外，韓國在 COP3 會議期間，與中國進行雙邊協商會議，互相探究彼
此的立場，尋求可談合作的議題。該會議中，韓國不僅對於中國反對「已開發國
家要求開發中國家承擔減量義務」及強調「已開發國家履行對開發中國家的資金
與技術援助的承諾」的立場予以支持，此外，由於京都議定書第 10 條規定，要
求非附件一國家應在可能範圍內，訂定促進適應氣候變遷措施的國家因應方案，
對此，雙方共同表示反對。68
由此可見，韓國不僅藉由加入理念相近的談判團體「綠色集團」，以達到其
談判目標，且因韓國在 1996 年加入由已開發國家組成的 OECD，不免受到國際
的輿論壓力。不過 1997 年韓國遭遇「IMF 外匯危機」，卻也因禍得福而緩解 OE
CD 成員國的輿論壓力，並未繼續強迫韓國承擔減量承諾。
三、支持共同減量（Joint Implementation）機制
共同減量（Joint Implementation, JI）提供在成本效益下減少溫室氣體之機會，
此一機制不僅可以降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成本，也可以達到 UNFCCC 的環
境目標，甚至可以為技術移轉做出貢獻。事實上，JI 的概念最早是在 1991 年由
挪威政府提出。當時挪威觀察到，因為國情的不同，某些國家為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量，付出的成本可能會比其他國家更高，因此，挪威提出一個新的觀點，即兩

調演說）
」，연합뉴스（聯合新聞），1997 年 12 月 8 日，
https://news.naver.com/main/read.nhn?mode=LSD&mid=sec&sid1=101&oid=001&aid=0004215671，
上網檢視日期：2018 年 6 月 6 日。
66
我國通常稱之為「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風暴）
」，但韓國媒體通常稱之為「IMF 외환위기」
（漢譯：IMF 外匯危機），本研究為更貼近韓國研究，故使用韓國習慣用詞稱之。
67
이동화（漢譯：李東樺），
「국제기후변화규범에 대한 한국외교정책의 변화에 관한 연구（針
對國際氣候變化規範韓國外交政策變化相關研究）
」，
（석사학위 논문 碩士論文，경희대학교 대
학원 정치학과 慶熙大學政治學系，2011）
，頁 38。
68
環境部國際公約管理室，
「기후변화협약 제 3 차 당사국총회 참가보고서（氣候變化公約第 3
次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1997，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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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減少溫室氣體的活動中，建立夥伴關係可能更具有成本效益。69
雖然 JI 提供較低成本減少排放量的機會，但對開發中國家而言，JI 可能帶
來一些風險，故開發中國家在 1993 年 8 月的第八次 INC 開始針對 JI 的運作方式
與細節，提出一些質疑。譬如，部分開發中國家擔心共同減量將允許附件一國家
在國際上購買減量單位，同時，在國內實施消極的減量措施，以及，共同減量也
可能被附件一國家濫用來補貼的化石燃料消費，以及可能促進不成比例的溫室氣
體排放模式。70然而，對附件一國家言，此一機制仍存在公平性的問題，因為可
預測到印度和中國等非附件一國家未來溫室氣體排放量會有巨大的增長。71
另外，JI 可能會對開發中國家諸多的國家經濟發展政策，產生不利的影響。
對開發中國家而言，附件一國家所資助的 JI 計畫可能會影響國家、區域及當地
的投資決策、技術選擇與社會經濟結構，也會因共同減量活動中引進的技術，而
改變其國內產業政策。72因此，有一些締約方認為 JI 隱藏著潛在的主權風險，包
括經濟發展政策的改變、自然資源的不當所有權與不善的管理，以及無法技術移
轉或支持永續發展目標的 JI 計畫。73此外，JI 可以減少或取消非附件一國家採取
量化減量目標的激勵措施，甚至有可能不當地操縱溫室氣體排放基準，造成減量
量重複計算之問題，因此，部分締約方認為，應採取預防措施，最大程度地減少
國家之間溫室氣體排放量洩漏。74
因此，G77 集團在 1995 年 COP1 上提案要求，JI 僅能在附件一國家間實施，
非附件一國家則可以採自願方式參與 JI，以及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共
同活動（joint activities）適用於 UNFCCC 第 4 條第 5 項，與 JI 不同。此外，G77

69

R. Dixon and I. Mintzer, “Introduction to the FCCC Activities Implemented Jointly Pilot,” in The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ctivities Implemented Jointly (AIJ) Pilot: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 ed. Robert K. Dixon (Netherlands: Springer, 1999), p. 3.
70
Ibid., p. 6.
71
Ibid.
72
Ibid., p. 7.
73
Ibid.
74
Ibid.,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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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也主張試驗階段應排除「額度」（crediting）。75美國和歐盟則提案表示，所
有國家參與 JI，並在 COP1 啟動 JI 試驗階段。76
基於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在共同減量議題上存在很大分歧，韓國認為使
用共同減量的可能性很高，故強調共同減量作為技術移轉重要機制使用可能性等
益處，以緩解反對 JI 的開發中國家集團的立場，並誘導開發中國家集團改變其
立場，為最終協商做出一些貢獻。77此外，韓國也認為，為儘快掌握 JI 的效果與
問題點，主張盡快啟動試驗階段，且 JI 試驗階段也沒必要侷限在附件一國家之
間，而是對 JI 感興趣的國家之間也可以進行，透過試驗階段逐漸累積運作經驗，
設計出 JI 標準，但為防止 JI 被惡意當作迴避減量義務的工具，應排除「額度」
（crediting）。78
而後，締約方們決定在 1995 年 COP1 開始啟動共同減量活動（Activities
Implemented Jointly, AIJ）試驗階段（pilot phase）
，同時，為避免混淆與促進合作，
馬來西亞在 COP1 提出將 JI 的名稱改名為 AIJ。79各締約方也在 COP1 場域上達
成共識，同意在 AIJ 試驗階段，可以在開發中國家或是經濟轉型的國家發展 AIJ
計畫，且這些達到減量或是擴大自然匯吸收溫室氣體的 AIJ 計畫，不能獲得國際
減量額度。80總言之，韓國在較敏感的共同減量議題上，緩解了反對 JI 的開發中
國家的立場，提出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皆能接受的妥協方案。
四、1996 年 10 月加入 OECD，1997 年 4 月退出 G77 談判集團
隨著韓國經濟持續成長，韓國無法迴避美國和歐洲地區國家要求韓國政府提
前實施匯率自由化時間表之壓力，且自 1980 年代末期，美國及歐洲地區國家積
75

外務部國際經濟局，
「기후변화협약 제 1 차 당사국총회 참가보고서（氣候變化公約第一次
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
，同註 57，頁 36-37。
76
外務部國際經濟局，
「기후변화협약 제 1 차 당사국총회 참가보고서（氣候變化公約第一次
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
，同註 57，頁 37。
77
外務部國際經濟局，
「기후변화협약 제 1 차 당사국총회 참가보고서（氣候變化公約第一次
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
，同註 57，頁 67。
78
外務部國際經濟局，
「기후변화협약 제 1 차 당사국총회 참가보고서（氣候變化公約第一次
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
，同註 57，頁 40。
79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第 165 回國會本會議會議錄第 17 號」
，同註 49，頁 10。
8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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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鼓勵韓國加入 OECD。81韓國政府擔心加入 OECD 後，意味著接受 OECD 的經
濟體系與規則，需要廢除和鬆綁一些政府法規，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控制或干
涉，例如，因應資本市場自由化，政府須取消限制外國投資的行業，因此，一開
始韓國並沒有表現出積極想加入之態度。82而後，金泳三總統於 1994 年 11 月 17
日積極提倡「世界化宣言」，自此韓國政府開始積極響應全球經濟秩序變化，為
加入 OECD 做出具體準備。
在此背景下，韓國政府在 1996 年 7 月召開的 COP2 場域中，試探 OECD 會
員國們對於韓國成為 OECD 會員國後，在 UNFCCC 場域之談判地位是否仍可維
持開發中國家之態度。對此，通商產業部、外務部間之立場也出現分歧。通商產
業部認為，韓國很難以「已開發國家」的地位參與柏林授權的協商，而外務部則
希望韓國以 OECD 會員國的身分參與協商。另外，關於國家通訊中溫室氣體排
放統計資料部分，通商產業部認為，應根據 UNFCCC 第 12 條第 1 項83之規定，
開發中國家的「國家通訊」報告應訂定比公約標準更具體的溫室氣體排放統計之
內容與形式，外務部則是希望在我國能力相對應程度的基礎上，擬訂與 OECD
國家相對應水準的國家通訊報告。84
韓國談判代表團宣晙英大使也意識到，韓國未來加入 OECD 後，將面臨到
國際社會要求韓國一同承擔減量義務的壓力，便與美國、德國、英國、荷蘭等
OECD 會員國展開雙邊會議，試探性瞭解 OECD 成員國對韓國加入 OECD 後的
是否應承擔「附件一國家」減量責任之想法。OECD 會員國表示，理解韓國無法

81

참여연대（參與年代），
「한국의 OECD 가입배경（韓國加入 OECD 的背景）
」，2006 年 12 月
1 日，http://www.peoplepower21.org/Magazine/718962，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2 月 3 日。
82
同上註。
83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第 12 條第 1 項：
「按照第四條第 1 項，每一締約方應通過秘書處向
締約方會議提供含有下列內容的資訊：(a)在其能力允許的範圍內，用締約方會議所將推行和議
定的可比方法編成的關於《蒙特利爾議定書》未予管制的所有溫室氣體的各種源的人為排放和各
種匯的清除的國家清單；(b)關於該締約方為履行公約而採取或設想的步驟的一般性描述；和(c)
該締約方認為與實現本公約的目標有關並且適合列入其所提供資訊的任何其他資訊，在可行情況
下，包括與計算全球排放趨勢有關的資料。」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supra note 50, Article 12(1).
84
對外經濟局國際經濟課，「氣候變化協約第 2 次當事國總會參席結果報告」，1996，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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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適應、接受附件一國家的減量義務，所以不強迫韓國接受具體減量目標，但
希望韓國自發性表態，願意做出採取與 OECD 會員國的類似減量措施之政治承
諾。85
最終，OECD 理事會於 1996 年 10 月 11 日批准了韓國之成員國資格，韓國
也於同年 10 月 25 日簽署加入 OECD 協定，成為第 29 個 OECD 成員國，擺脫了
開發中國家的標籤。86韓國在成為 OECD 的會員國後，便於 1997 年 4 月退出七
十七國集團（G77）
。87此舉，象徵韓國在國際上之地位已逐漸朝向「已開發國家」
邁進。
綜觀 1991 年至 1997 年韓國在「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起草至談判過程
中，其首要的考量是溫室氣體排放量管制，可能造成韓國經濟損傷，進而打擊到
國內產業的經濟競爭力。在此一時期，韓國之立場可歸納有三：第一，強調已開
發國家應率先進行減量承諾，應採取「共同但有區別之責任」的原則；第二，強
調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進行財政援助、技術移轉的必要性；第三，避免韓國
承擔溫室氣體減量承諾，因為其可能對韓國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

85

對外經濟局國際經濟課，「氣候變化協約第 2 次當事國總會參席結果報告」，同註 84，頁 9。
남현호（漢譯：南賢浩）
，「OECD 가입 20 주년…대한민국은 선진국?（加入 OECD 二十周
年…大韓民國是已開發國家嗎?）
」
，연합뉴스（聯合新聞）
，2016 年 10 月 25 日，
https://www.yna.co.kr/view/MYH20161025009300038，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2 月 3 日。
87
對外經濟局國際經濟課，「氣候變化協約第 2 次當事國總會參席結果報告」，同註 8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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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形塑韓國氣候外交的「投入因素」：
美國、OECD 成員國之外交壓力
誠如本章第一節分析，韓國在此一時期的立場較偏向開發中國家，儘管韓國
在 1996 年加入由已開發國家所組成的 OECD，但在 UNFCCC 談判場域中，仍以
開發中國家身分自居。然而，隨著韓國經濟實力增強，以及加入 OECD 後，其
所處的國際地位也隨之產生轉變，招致美國、OECD 成員國進一步要求韓國採取
溫室氣體減量行動。在國內層面上，韓國受到國內經濟、社會的影響，特別是經
濟利益或減量的經濟成本間接影響履約之意願，故本節將關注產業團體、環境非
政府組織等政府外部行為者的影響，並進一步分析形塑韓國氣候外交的國際與國
內因素。
一、國際因素：美國、OECD 成員國的外交壓力
在 1991 年至 1992 年 UNFCCC 制約談判過程中，當時韓國的「人均國民所
得毛額」88（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僅介於七千多至八千多美元（見圖 2-1），
尚未達到已開發國家的水準，89因此，韓國被列為 UNFCCC「非附件一國家」
（NonAnnex I Countries）名單。

88

國民所得毛額（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是國民生產毛額（GNP）的前身，因為 1993 年
聯合國國民經濟會計制度(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 SNA)，認為 GNP 是衡量收入狀況的總量
指標，取名為「生產」並不適合，因此將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改稱為國
民所得毛額（GNI）
。行政院主計總處，
「為何要把 GNP 改為 GNI？」
，2015 年 6 月 2 日，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37718&ctNode=2370&mp=1，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2
月 30 日。
89
不同國際組織採用不同的標準進行國家發展水平的分類。例如，世界銀行使用人均國民生產
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來分類，1995 年 GNP 爲 765 美元或以下的國家列為「低收
入國家」
，「中等收入國家」則可再細分中下收入國家（GNP 為 766 至 3035 美元）
、中上收入國
家（GNP 為 3036 至 9385 美元）
，GNP 為 9386 美元（含）以上的國家列為「高收入國家」
（或稱
已開發國家）。Tatyana P. Soubbotina, Beyond Economic Growth: An Introduc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nd edition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14),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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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1991 至 1997 年韓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NI）一覽表
資料來源：The Work Bank, “GNI per capita, Atlas method (current US$) – Korea, Rep.,”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CD?end=1997&locations=KR&start=1991
(accessed 27 February 2019).

然而，在金泳三總統極力推動「世界化」政策之下，韓國於 1995 年 1 月 1
日成為「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會員國，遂後又於 1996
年 10 月 11 日正式加入 OECD，象徵韓國的經濟走向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逐
漸邁入「已開發國家」行列。
由於國際社會對代表已開發國家的 OECD 會員國有著高度的期待，期望他
們能在治理氣候變遷議題上做出更多的努力，而韓國作為 OECD 會員國之一，
不免承受來自其他已開發國家的外交的壓力。OECD 其他會員國在 1996 年 COP2
場域中表示，理解韓國無法承擔比照已開發國家相同的溫室氣體減量責任，所以
無意強迫韓國立即接受具體的減量目標，也不會將其作為韓國加入 OECD 的條
件之一，但是，希望韓國能自發性表態願意做出減量責任之政治承諾。90
1997 年召開 COP3 場域中，各締約方討論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及排放量減
少率時，韓國因為是 OECD 會員國，也被美國點名應將韓國列為「京都議定書」
90

對外經濟局國際經濟課，「氣候變化協約第 2 次當事國總會參席結果報告」，同註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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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附件 B 國家。91另外，美國參議院於 1997 年 7 月所通過的「Byrd-Hagel」決議
案（Resolution 98, 105th Congress）中提到，鑒於中國、墨西哥、印度、巴西、韓
國等這些先進開發中國家，其溫室氣體排放量預計於 2015 年超過美國、OECD
國家，建議將這些開發中國家納入管束的對象，限制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92
面對美國的指控，韓國在 1997 年 COP3 場域中表示，因為韓國經濟能源進
口依賴度高，且現階段產業結構仍以石化重工業為主，日後可能持續增加溫室氣
體的排放量，故仍維持開發中國家之立場。93由於京都議定書第 10 條規定中包
括許多非自願的強制性行動，譬如要求開發中國家在可能範圍內，制訂、實施減
緩氣候變遷措施和促進適應氣候變遷措施的國家方案，故韓國也拉攏中國一同反
對該條款。94總言之，儘管韓國在談判過程一再重申其維持開發中國家地位之立
場，但因為加入 OECD 這項外交政策，也帶給韓國不小的國際輿論壓力，促使
韓國政府開始思考並規劃因應氣候變遷之政策措施。
二、國內因素：產業團體與「市民社會」95影響程度較弱
在盧泰愚、金泳三總統時期，韓國政府一邊參與 UNFCCC 協商過程，一邊
在國內提出國家環境宣言，並設立「地球環境相關長官對策會議」因應機制。然，
從 1995 年 COP1 至 1997 年 COP3 的韓國談判代表團名單中，多數為政府官員及
少數專家學者，唯有 COP1 與 COP2 有產業團體代表，包括大韓石油公社（現

김찬우（漢譯：金燦又），21 세기 환경외교（21 世紀環境外交）
（서울 首爾：상상커뮤니케
이션 想像通訊，2006）
，頁 250-252。
92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Export and
Trade Promotion, Statement of Timothy Wirth, 105 th Cong., 1st session, 9 October 1997,
http://www.state.gov/www.global/oes (accessed 28 August 2019).
93
이동화（漢譯：李東樺），
「국제기후변화규범에 대한 한국외교정책의 변화에 관한 연구（針
對國際氣候變化規範韓國外交政策變化相關研究）
」，同註 64，頁 38。
94
이동화（漢譯：李東樺），
「국제기후변화규범에 대한 한국외교정책의 변화에 관한 연구（針
對國際氣候變化規範韓國外交政策變化相關研究）
」，同註 99。
95
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也可稱作公民社會，係指圍繞共同利益、目標和價值且非強制的行
動團體，包括慈善團體、非政府組織、社區組織、環保組織、宗教團體、專業協會及工會等團體。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2004, “What is civil society?”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1030173954/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CCS/what_is_civil_soc
iety.htm (accessed 16 March 2020). 由於韓國學者以시민사회（漢譯：市民社會）廣稱非政府組織，
本研究為更貼近韓國研究，故以市民社會稱之。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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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 集團的前身）
、浦項鋼鐵、雙龍水泥、韓國電力公司，以及環境非政府組織（環
境運動聯合、經濟正義實踐市民聯合會）代表出席，COP3 代表團名單中則是連
一位產業團體、環境非政府組織的代表都沒有。96由此可見，此時期，在 UNFCCC
協商過程中，產業界與環境非政府組織參與程度不高。
對此，韓國學者金周真（김주진）認為，韓國在簽署京都議定書以前，產業
界與環境非政府組織在韓國參與 UNFCCC 協商過程中，無法起到影響的作用，
這是因為 1997 年以前主要由政府掌握韓國的經濟發展，產業界對於政府也沒有
提出具體的要求，此外，環境非政府組織對於氣候變化問題的認識程度不高，且
當時韓國民主化歷程較短，因此，韓國產業界與環境非政府組織的聲音在政策協
商過程中，無法影響政府的決策97。
由於盧泰愚總統執政時期，韓國剛從軍人獨裁威權政體轉型成軍人民主政體，
雖然隨著民主化進程的發展，非政府組織的自治權不斷地擴大，使壓制民間非政
府組織的力量稍有緩解，但是非政府組織的話語、行動仍受到政府的限制。98
而在金泳三總統上任後，終於結束軍人統治體制，開啟文人民主治理模式。
金泳三總統執政初期開始推動各項法制改革，逐步落實民主制度化，誘導了各種
NGO 的設立，特別是監督權力、政策倡議類型的 NGO，譬如，環境運動聯合（1993
年）
、參與年代（1994 年）
、綠色聯合（1994 年）等 NGO 組織。99雖然在金泳三
政府執政末期，發生了「IMF 外匯危機」，以及政府貪污腐敗的醜聞等多重衝擊

96

筆者詳閱韓國政府代表團出席 1995 年 COP1 至 1997 年 COP3 之報告書所觀察得出。外務部
國際經濟局，
「기후변화협약 제 1 차 당사국총회 참가보고서（氣候變化公約第 1 次當事國總會
參加報告書）」
，1995，頁 2。對外經濟局國際經濟課，「氣候變化協約第 2 次當事國總會參席結
果報告」
，1996，頁 4。環境部國際公約管理室，「기후변화협약 제 3 차 당사국총회 참가보고
서（氣候變化公約第 3 次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
」，1997，頁 3。
97
김주진（漢譯：金周真）
，「한국과 일본의 기후변화정책（韓國與日本的氣候變化政策）
」，
환경사회학연구 ECO（環境社會學研究 ECO），第 11 卷，第 1 期（2007），頁 14、25。
98
박상필（漢譯：朴相弼），
「1990 년대 이후 한국 시민사회의 발전：정부와 시민사회와의 관
계를 중심으로（1990 年代以後韓國市民社會的發展：以政府與市民社會的關係為中心）」
，기억
과 전망（記憶與展望），第 27 卷（2012），頁 168-169。
99
同上註，頁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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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導致政府的正當性一落千丈，100但在基於上述的韓國民主化發展過程的時空
環境下，非政府組織仍然難以進入政府政策形成的過程中。簡言之，在此一時期
中，韓國的民主化尚在萌芽的階段，韓國產業界、非政府組織發展空間其實是有
限的，難以影響到韓國政府的決策。
綜上所述，此一時期，國際因素的影響程度較大，而產業界與市民社會因為
政府主導經濟發展，以及韓國民主化發展進程較短，使得產業界與市民社會在政
府的決策過程中影響力微小。

第三節 韓國氣候外交的「政治系統內之轉換過程」：
保守之國際作為與宣示性之國內作為
誠如第二節所歸納形塑韓國氣候外交政策之國際與國內因素，可瞭解到此一
時期韓國受到國際因素的影響程度較大，特別是在盧泰愚總統時期，韓國迫於簽
署 UNFCCC 國家數目超過韓國之預期甚多的壓力而簽署了 UNFCCC，以及在金
泳三總統執政時期，韓國在 UNFCCC 談判場域中面臨到美國、OECD 成員國的
外交壓力。這些國際因素形成「要求」進入韓國的政府決策機制，總統、行政機
關、國會等政府系統內部行為者為回應國際的要求，而做出決定或政策。因此，
本節將進一步檢視總統、行政機關、國會等政府系統內部行為者受到國際與國內
因素的影響，而產出哪些因應氣候變遷的決定或政策。表 2-1 呈現盧泰愚、金泳
三兩位總統的執政期間，因應 UNFCCC 的重大國內政策與法律之產出，以及在
UNFCCC 締約方大會場域中之產出。

100

楊以彬，
「南韓民主化過程之簡析─以 Huntington 民主化理論為分析觀點」
，人文與社會，第 1
卷，第 9 期（2006）
，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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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因應 UNFCCC 重大政策、法律及外交作為一覽表（1991-1997）
盧泰愚執政時期（1988 年 2 月 25 日至 1993 年 2 月 24 日）
國內政策與法律之產出
1. 在外務部設立「科學環境科」
（1991）
2. 提出「國家環境宣言」（1992/6）
3. 設立「地球環境相關長官對策會
議」（1992/11）

INC1 至 INC5 政府間談判委員會中之產出
1. 簽署 UNFCCC（1992/6）
2. 主張「共同但有區別之責任」的原則
（1993/11）

金泳三執政時期（1993 年 2 月 25 日至 1998 年 2 月 24 日）
國內政策與法律之產出
1. 設立環境部（1994）
2. 提出「世界化宣言」及「世界化」
政策，以環境模範國家為目標
（1995）
3. 設立「世界化促進委員會」
（1995）
4. 廢除「地球環境相關長官對策會
議」（1996）

COP1 至 COP3 締約方大會場域中之產出
1. 批准 UNFCCC（1992/6）
2. 支持小島國家聯盟的議案書草案
（1995）
3. 支持共同減量活動（Activities
Implemented Jointly, AIJ）試驗階段
（pilot phase）（1995）
4. 加入理念相近的談判團體「Green
Group」（1995）

一、總統
影響韓國在氣候變遷談判的因素之一，即是政治領導人的考量與政治意願。
事實上，起初大韓民國憲法所規定的總統權力並不強大，但在威權主義的軍事時
代，總統的權力已壯大到「帝王式」的程度。韓國總統作為最高決策者，在政策
決定的過程中，不受議會和法院的牽制，能行使絕對的影響力，特別是在民主化
以前，很難看到總統和官員在政策決策過程中產生矛盾之現象。101然而，自 1987
年 10 月 27 日，韓國國會通過第六共和國憲法，實行總統直接民選制度後，韓國
政治便正式邁入民主化進程，輔佐總統之官僚體系的重要性也相對提高，但在外
交政策的決策機制中，韓國總統仍然發揮核心作用，尤其在 UNFCCC 因應政策
之制定過程中，很明顯看到仍是以總統的意志為主。
101

Park, Chan-Wook, “Legislators, bureaucrats, and interest group in Korea: A review essay.” Journal
of Korea Politics, Vol. 15, No.1 (2006), p.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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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朝鮮戰爭結束後，韓國為了擺脫貧困的經濟環境，在朴正熙政府的主導下，
將經濟發展的中心轉移到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1962 年蔚山工業園區成立時，
朴正熙總統曾說道：
「黑煙從工廠升起是國家成長與繁榮的象徵」
。102由此可見，
汙染排放被視為工業化不可避免的副產品。然而隨著韓國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的進
展，韓國國內環境污染問題日趨嚴重，開始引起國民的關注。特別是 1983 年的
「蔚山汙染事件」103、1991 年的「洛東江苯酚洩漏事件」104的相繼發生，使得
韓國政府開始重視經濟與環境的和諧發展。
在國內背景之下，盧泰愚總統在 1992 年 6 月 5 日環境日，發表「國家環境
宣言」
。韓國透過該宣言，不僅表達實踐韓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環境權利」
之決心，也有意趕在各國於 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擬通過里約宣言
前，向國際社會展現韓國對環境保護之堅定立場。105國家環境宣言的序言揭櫫了

102

Esook Yoon, “South Korean Environmental Foreign Policy,”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3, Issues 2
(2006), p. 76.
103
蔚山汙染事件係指發生於 1983 年韓國工業化程度最高的慶尚南道蔚山市，其工業園區周邊居
民患上一種原因不明的嚴重疾病，隨後人們將其稱作「蔚山病」
。韓國日報於 1985 年 1 月 18 日
在社會版頭條，以「蔚山工業園區 500 多名住民患痛痛（日語：itai-itai）病」爲題進行了報道，
引起了全國民的關注。然而，韓國政府公開表示附近居民患病與蔚山工業園區無關。此後，韓國
的環保組織與當地居民開始向政府抗議，要求搬遷污染企業並給予賠償。最終韓國政府宣布，工
業園區不搬遷，而是將周邊住宅區搬遷至別處，但政府給予居民的經濟補償遠遠不夠。參見이상
훈（漢譯：李相勳），
「우리나라 최초의 공해병, ‘온산병’（我國最初的公害病，
「蔚山病」
）」
，
우리문화신문（我們的文化新聞），2019 年 1 月 16 日，
https://koya-culture.com/mobile/article.html?no=116543，上網檢視日期：2021 年 1 月 29 日。
104
洛東江苯酚洩漏事件是 1991 年發生於慶尚北道龜尾市的環境汙染事件。1991 年 3 月 16 日韓
國斗山集團（두산그룹）下屬位於慶尚北道龜尾的斗山電子公司發生管道洩漏，苯酚原液流入附
近的洛東江，使得洛東江流域附近的城市的居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飲用了有毒自來水，產生
嘔吐、頭痛等症狀。同年 4 月 22 日，該電子廠再次發生類似的洩漏事故，導致 1.3 萬噸有毒液
體流入洛東江，造成大邱廣域市供水中斷。韓國社會對該污染事件反應強烈，由於賠償嚴重的損
失，斗山集團下屬斗山電子公司和斗山食品廠也因此倒閉。參見이주헌（漢譯：李柱憲），낙동
강페놀유출사건（洛東江苯酚洩漏事件），대한민국 행정안전부 국가기록원（大韓民國行政安
全部國家記錄院）
，2007 年 12 月 1 日，
https://www.archives.go.kr/next/search/listSubjectDescription.do?id=006961&pageFlag=&sitePage=12-1，上網檢視日期：2018 年 6 月 5 日。
105
매일경제（每日經濟），
「정부"국가환경선언"선포（政府宣布『國家環境宣言』）」
，
1992 年 6 月 5 日，https://www.mk.co.kr/news/home/view/1992/06/21938/，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1 月 14 日。環境部長權仁赫接受 MBC 新聞台訪問之內容，可見於 MBC 뉴스（MBC 新聞），
「국
가 환경선언의 의미（國家環境宣言的意義）」
，1992 年 6 月 5 日，
https://imnews.imbc.com/replay/1992/nwdesk/article/1916330_30556.html，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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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重要性及承認人類對環境的依賴，宣言內容包含 14 項基本原則，旨在
強調政府、人民、企業對環境保護的責任與義務，以及環境保護、環境教育的必
要性。106簡言之，盧泰愚總統所發布的「國家環境宣言」乃為韓國的環境政策啟
了開端，奠定了日後韓國發展環境政策的基礎。
韓國在 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迫於會中已有 154 個國家簽署
UNFCCC 之國際壓力而簽署了 UNFCCC，遂後，盧泰愚政府於 1992 年 7 月 10
日以國務總理訓令第 261 號發布「地球環境相關長官對策會議規定」，定期召開
「地球環境相關長官對策會議」，以應對各種環境問題。107圖 2-1 呈現此一對策
會議的組織圖。地球環境相關長官對策會議下設立實務對策會議、企劃團，負責
各種環境相關的國際條約之協商工作，擬訂「里約宣言」、「21 世紀議程」相關
對策，以及負責處理與聯合國、國際組織及其他國家等環境相關的合作方案，還
有人民環境意識之宣傳工作。108雖然「地球環境相關長官對策會議」針對產業、
環境、協商方面，提出諸多的因應政策，然而，這些政策僅停留規劃的階段，人
民對氣候變遷的認識程度也是微乎其微。109

106

대한민국환경부（大韓民國環境部），
「국가환경선언문（國家環境宣言）」
，
https://me.go.kr/home/file/readHtml.do?fileId=864&fileSeq=2，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1 月 14 日
。
107
대한민국환경부（大韓民國環境部），
「기후변화대응 환경부문종합계획 수립（建立氣候變
化對應環境部門綜合計畫）」，2002，頁 18-19。
108
김성진（漢譯：金聖真），「기후변화와 국가 대응의 정치학：영국，미국，한국의 교토의
정서 대응정책 비교 （氣候變化與國家對應的政策學：英國、美國、韓國的京都議定書對應政
策之比較）」
，（박사학위논문 博士學位論文，서울대학교대학원외교학과 首爾大學外交學系，
2013）
，頁 208。
109
同上註，頁 210。

38

圖 2-2 地球環境相關長官對策會議之組織圖
資料來源：김성진（漢譯：金聖真）
，
「기후변화와 국가 대응의 정치학：영국，미국，한국의 교
토의정서 대응정책 비교 （氣候變化與國家對應的政策學：英國、美國、韓國的京都議定書對
應政策之比較）
」，
（박사학위논문 博士學位論文，서울대학교대학원외교학과 首爾大學外交學
系，2013）
，頁 209。

而後，金泳三總統於 1993 年 2 月 24 日上任後，於 1994 年 12 月 23 日將環
境處升格爲環境部。110此外，金泳三總統亦提出諸多環境保護的政策構想與目標。
金泳三總統於 1994 年 11 月參加完 APEC 高峰會後，隨即訪問澳洲雪梨，在雪梨
提出韓國「世界化」的構想，其核心概念是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及區域經濟合作
越來越密切，意識到韓國面臨世界貿易組織的經濟一體化的整合趨勢，有必要提
升國家的整體競爭力。111因此，金泳三總統返國後，便在國務會議中指示內閣，
設立推動世界化構想具體化之專責機關，最終在 1995 年 1 月 21 日成立由政府要
員、學界權威組成「世界化促進委員會」，同年 1 月 25 日提出「世界化宣言」，
作為國家總體發展方向及對外政策的基調。112
110
111
112

대한민국환경부（大韓民國環境部），
「환경부 연혁（環境部沿革）
」，同註 61。
崔志鷹，「試析韓國的「世界化」發展戰略」
，國際觀察，第 6 期（1995）
，頁 16。
張錦芳，「韓國實施『世界化戰略』的措施及其發展」，當代韓國，第 1 期（1997），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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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化促進委員會針對下述十個領域，提出諸多基本政策方向：「環境模範
國家的建設」
、
「新教育體系的構築」
、
「知識資訊一流國家的建設」
、
「科學技術的
新時代發展」
、
「經濟的世界化」
、
「生活品質的世界化」
、
「文化大國的建設」
、
「全
球政治時代的國家營運」
、
「法秩序的先進化」
、
「世界化時代的行政改革」
。113（見
圖 2-3）

圖 2-3 韓國金泳三總統推動之「世界化政策」藍圖
資料來源：見註 113。

在金泳三總統所提出的「世界化政策」中，韓國政府意識到地球暖化、臭氧
層破洞等環境的威脅因素逐漸增多，且未來國際社會更重視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
化之協調發展，特別是已開發國家，因此，韓國政府規劃從水資源、空氣、廢棄
物及有害化學物質的處理與管理、自然環境的復原、強化國際環境協約、振興環

세계화추진위원회（世界化促進委員會），세계화백서（世界化白皮書）
（서울 首爾：세계화
추진위원회 世界化促進委員會，1998）
，頁 33。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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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技術及培養環境產業、改善環境相關的支援制度等方面著手進行改革，將韓國
打造成「環境模範國家」。114
然而，在金泳三總統執政時期，國內環境標準的先進化、環境管理機能的效
率化、環境外交等方面之實際成果卻顯著不彰，特別是對於 UNFCCC 沒有做出
任何的政策性思考，連前任政府爲應對 UNFCCC 所設立「地球環境相關長官對
策會議」，也在 1995 年 6 月中斷了其功能，遂後於 1996 年 6 月依據政府的委員
會縮減方針而被廢除。115
總言之，此時期，無論是盧泰愚總統或是金泳三總統，儘管可以看到兩位總
統均曾提出環境相關的倡議，但就實際的政策作為觀之，兩位總統皆採取保守防
禦之因應態度，表面上雖然有提出因應政策或設立專責機構，但國內並沒有實際
作為與成效。
二、行政機關
韓國尚未民主化之前，韓國政治領導人的意志，在韓國外交決策過程中扮演
核心領導作用。直到 1987 年韓國民主化之後，行政體制逐漸發展，官僚體系的
重要性也相對提高，且因全球化的影響，使得政策的複雜性大幅提高，因此，行
政機關的影響力遂成為不可忽視的國內因素。
影響韓國氣候外交政策的行政機關，主要為通商產業部、外務部、環境部。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通商產業部、外務部，環境部設立的時間較晚，韓國政府
是在 1994 年 12 月 13 日正式設立環境部。在此之前，韓國在 UNFCCC 締約方大
會之談判場域中，主要是外交部官員擔任談判代表團的首席代表（按：COP1 談
判首席代表為駐德大使洪淳瑛，COP2 談判首席代表為駐日內瓦大使宣俊英），
但考慮到多數國家掌管 UNFCCC 談判的主導機關是環境部，談判代表團的首席

114

세계화추진위원회（世界化促進委員會），세계화백서（世界化白皮書）
，同註 119，頁 163-171

。
115

김성진（漢譯：金聖真），「기후변화와 국가 대응의 정치학：영국，미국，한국의 교토의
정서 대응정책 비교（氣候變化與國家對應的政策學：英國、美國、韓國的京都議定書對應政策
之比較）
」，同註114，頁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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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也是由環境部長來擔任，因此，韓國到 1997 年 COP3 首次由環境部部長出
任談判代表團首席代表。116然而，雖係由環境部長官擔任談判的首席代表，但仍
受到外交部的訓令，且通商產業部主導能源相關政策，導致環境部難以掌握談判
的全貌，因此，事實上此一時期環境部影響力較薄弱。117
此一時期中，韓國在外交上有一重大的突破，即韓國行政部門於 1994 年決
定加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後，便展開加入 OECD 之準備工作。因此，外務部、通商
產業部在 1995 年 COP 2 場域中，將談判重心著重於與 OECD 國家代表們進行雙
邊協商，以瞭解各 OECD 會員國對於韓國往後以「已開發國家」還是「開發中
國家」地位參與 UNFCCC 協商之態度與立場。對此，通商產業部與外務部也出
現意見的分歧，兩機關對於柏林授權協商之參與地位、國家報告書之擬訂標準有
著不同之立場，外務部認為韓國應以 OECD 國家的地位參與協商工作，且擬定
與 OECD 國家相對應水準的國家報告書；相反地，通商產業部表示繼續維持開
發中國家地位參與，且在國家通訊報告之擬定標準上，應制定比 UNFCCC 的標
準更具體的溫室氣體排放統計的內容與形式。118（上述二部立場之差異可見表
2-2）

116

김성진（漢譯：金聖真），「기후변화와 국가 대응의 정치학：영국，미국，한국의 교토의
정서 대응정책 비교（氣候變化與國家對應的政策學：英國、美國、韓國的京都議定書對應政策
之比較）
」， 同註 114，頁 213-214。
117
同上註，頁 214。
118
오경책（漢譯：吳庚澤），
「한국의 기후변화 외교（韓國的氣候變化外交）」
，同註 46，頁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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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通商產業部與外務部對於韓國加入 OECD 相關的意見之比較表
協商議題

通商產業部

外務部

柏林授權協商 難以作為已開發國家資格參與，
過程之參與地 一邊應對相關議題，一邊積極參
位
與和 OECD 會員國的討論。

作為 OECD 的會員國，參加
柏林授權特別工作小組之協
商。

國家通訊之擬 依據 UNFCCC 第 12 條第 1 項所
訂標準
規定開發中國家的「國家通訊」
報告，應制定比 UNFCCC 的標準
更具體的溫室氣體排放統計的內
容與形式。

自願且立足在與我國能力相
對應程度之基礎，擬訂與
OECD 國家相對應水準的國
家報告書。

資料來源：對外經濟局國際經濟課，
「氣候變化協約第 2 次當事國總會參席結果報告」
，1996，頁
10。

其次，本研究檢視盧武鉉總統、金泳三總統時期韓國「政府組織法」之內容，
瞭解兩位總統任內的外務部、商工部/商工資源部/通商產業部、環境部之業務職
掌（見表 2-3），進一步分析各機關的本位利益。
表 2-3 盧泰愚、金泳三時期環境部、產業資源部、外交通商部之機關職掌一覽表
部級機關名稱
盧
泰
愚
政
府

金
泳
三
政
府

外務部

機關業務職掌
掌管外交、與外國通商、協定等其他國際協商、
保護與指導海外國民，以及國際事務調查與移民
相關事務。

商工部

掌管推動貿易，貿易和工業事務。

外務部

掌管外交、與外國通商、協定等其他國際協商、
保護與指導海外國民，以及國際事務調查與移民
相關事務。

環境部（1994 年 12 月 掌管自然環境與生活環境的保護以及防治環境污
23 日設立）
染相關事務。
商工資源部/通商產業部
（按：1994 年 12 月 23 掌管商業、貿易、工業、電力、地下資源相關業
日政府組織再造後，更 務。
名為通商產業部）

資料來源：筆者彙整自국가법령정보센터（韓國國家法令資訊中心）
，
「정부조직법（政府組織法）」
，
https://www.law.go.kr/LSW//lsInfoP.do?lsiSeq=5923&ancYd=19941223&ancNo=04831&efYd=19941
223&nwJoYnInfo=N&efGubun=Y&chrClsCd=010202&ancYnChk=0#0000 ，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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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盧泰愚總統執政時期，韓國為準備參與 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
於 1991 年在外務部下設立「科學環境科」著手準備參與 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
展會議。119由於當時韓國尚未設立環境部，故國際環境條約談判事務主要是外務
部所主導，而韓國政府在 UNFCCC 協商過程中，主要關切會議之議程或談判結
果，並分析對國內行業的影響，以及在談判過程中盡量減少或防止不利之影響。
120

此一時期，韓國政府仍在摸索新的環境條約對韓國的影響，商工部與外務部二

部較無出現立場衝突。
在金泳三總統執政時期，外務部從涉外國家利益的角度考量，認為藉由氣候
變遷議題之談判有機會可以提高韓國的國際地位，主張韓國應以 OECD 會員國
被視為「已開發國家」之地位參與協商。121然而，通商產業部卻反對進行溫室氣
體減量，認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會阻礙韓國的經濟發展，主張現階段韓國應以
「開發中國家」地位參與談判，較符合國家利益。122最終，在與美國、德國、英
國、荷蘭等主要 OECD 會員國雙邊協商後，也得到 OECD 會員國的理解，同意
韓國加入 OECD 後，仍可以保持開發中國家的地位，但希望韓國自願做出與
OECD 國家類似措施之政治承諾。123
隨後，國際社會在 1997 年 COP3 場域中，通過了京都議定書，韓國政府也
意識到，突如其來的環境政策變化會帶來經濟負擔，因此，在國際環境條約談判
過程中，利用開發中國家的地位，一邊觀察談判動態的發展方向，一邊訂定政策
基調。再者，韓國在 1997 年陷入「IMF 外匯危機」
，因此，政府也沒有過多餘力
關注國際環境條約談判。總言之，在金泳三政府時期，由於環境部微弱的地位，
加上以經濟成長爲優先的政策方向，導致環境部影響力較小，在環境外交場域中
119

오경책（漢譯：吳庚澤），
「한국의 기후변화 외교（韓國的氣候變化外交）」
，同註 46，頁 108

。
120

김영호（漢譯：金永浩）
，「한국 환경외교의 전개과정（韓國環境外交的開展過程）」
（發表
於제 12 차 코리아 포럼（第 12 次韓國論壇），한국언론진흥재단（韓國媒體振興財團），서울（首
爾）
，2010 年 4 月 12 日）
，頁 21。
121
對外經濟局國際經濟課，「氣候變化協約第 2 次當事國總會參席結果報告」，同註 84，頁 7。
122
同上註。
12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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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外務部主導談判方向，而通商產業部基於國家產業發展的利益，提出其
專業的意見，因此，在此一時期中，環境部、外務部與通商產業部三部之間的立
場衝突開始浮現。
三、國會
韓國在 1992 年 6 月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中簽署 UNFCCC，同
時，民主自由黨考慮在韓國國會內部設立「環境保全對策特別委員會」，以便國
會更有效地處理環境問題。124遂後，國會於 1992 年 10 月 2 日第 159 回國會定期
會第 2 次全體會議上，依據韓國國會法第 44 條規定，由 19 位國會議員組成「環
境保全對策委員會」
，負責審議環境有關的法案或條約。125 此一國會內部的動作
顯示國會對環境議題的重視，亦強化了國會對環境議題審議的涉入程度。
基於韓國的憲政體制，韓國國會對於涉外條約及立法事項相關條約有「同意
締結」和「批准權」，故外務部將「氣候變化相關的國際聯合基本協約批准同意
案」（按：UNFCCC 批准同意案）送至國會外務統一委員會審議。在 1993 年 11
月 26 日召開第 165 回國會第 8 次外務統一委員會上，外務部部長洪淳瑛向外務
統一委員會簡要介紹了 UNFCCC 之目的及內容。作為環境保全對策委員會委員
長的樸實（박실）提出了質疑，表示：
雖然韓國在 UNFCCC 中沒有立即承擔義務，但實際上我們應該準備好因應對策，才
是我們現在應面對的問題，特別是我國主要出口商品，如冰箱、汽車等電子產品，在
不久的將來也需要符合國際規範。另外，在 UNFCCC 條文中，韓國雖然被列為開發
中國家，但據我所知，即使是開發中國家，也需要蒐集各種溫室氣體排放的統計資料
和資訊，並提出報告。對此，韓國又採取哪些對策？以及韓國需要多少預算和具備什
麼程度的技術水準？此外，針對我國主要出口國美國、歐洲共同體所建立貿易限制之
立法事項或政策，韓國的對策是什麼？加入氣候變化協約後，溫室氣體排放限制對韓
國產業有多大程度的影響？126

124

MBC 뉴스（MBC 新聞），「민자당, 국회 내 환경보전특위 설치 검토（民主自由黨審查國
民議會內環境保護特別委員會的設立）」
，1992 年 6 月 5 日，
https://imnews.imbc.com/replay/1992/nwdesk/article/1916332_30556.html，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1 月 14 日。
125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第 159 回國會本會議會議錄 第 2 號」
，1992 年 10 月 2 日，頁 3-4。
126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
「第 165 回外務統一委員會會議錄 第 8 號」
，1993 年 11 月 6 日，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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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外務部次官洪淳瑛回應表示：
UNFCCC 是有關大氣污染的重要協約。……外務部最大的課題為最大限度地利用
UNFCCC 中開發中國家條款，努力減少對韓國產業的負擔。而商工資源部則在這個
期間引進新的技術，解決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我們也會繼續研究以哪一年作為開發
中國家減量的基準年度，並與其他締約國協商，盡可能以我國的工業發展已經達到相
當高水準作為基準年度。127

外務部國際經濟局長趙源一也回應樸實國會議員的質詢，表示：
UNFCCC 規範的對象是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因此對我國能源產業、還有使用能源
的運輸、交通產業，產生影響。128

環境保全對策委員會委員長的樸實（박실）更進一步質詢，表示：
依據這樣的國際趨勢，我國若不在此時加入的話，不利國際貿易，且作為文明國家的
體面，因為各種問題也不得不加入，對於簽署 UNFCCC 也已經有一年左右了吧？那
相關的對策和事情準備應該很充分，我們就不再進行多餘的答辯。假使我們遵守作為
開發中國家的規則，即使履行一般義務條約事項，也應該根據各種情況掌握各種訊息，
並評估其影響等作為報告事項，突然向國會提出 UNFCCC 批准同意案之同時，自我
檢視技術的檢討、預算或能力，以及相關政府部會之間的合作達到什麼程度？129

外務部國際經濟局長趙源一回應表示：
這段時間在我政府各部會中，設立任務小組，再以部、處別分派業務，分別研究對策。
舉例而言，商工資源部提出氣候變化緩和計畫，以促進能源消耗節約及開發能源節約
的產業結構。交通部有改善交通體系之長期履行計畫，建設部提出提升建築物能源效
率之方案，還有科技處推動氣候變化適應計畫。再者，我國作為開發中國家的分類依
據是在 UNFCCC 上，列為已開發國家有 24 個 OECD 國家與歐洲共同體，以及 11 個
舊東歐國家，所以，我國當然是開發中國家，我國作為開發中國家及過度能源消耗國
加入 UNFCCC 後，不僅可以拿到已開發國家的技術，作為過度能源消耗國也可以要
求財政支援。130

此時，環境保全對策委員會委員長的樸實（박실）提出質疑，表示：
韓國 1996 年加入 OECD 後，是否還列入開發中國家？到時候韓國的對策又是什麼？131

外務部國際經濟局長趙源一回應國會議員樸實的質疑，表示：
我國在國際會議上主張已開發國家承擔責任與義務的理由是因為歷史背景，在產業革
命後數百年間，人類實踐產業革命過程中排放出溫室氣體，導致現在對氣候變化產生

127
128
129
130
131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
「第 165 回外務統一委員會會議錄 第 8 號」
，1993 年 11 月 6 日，頁 42-43。
同上註，頁 46。
同上註，頁 47。
同上註。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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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我國進行產業化過程較短，因此沒有歷史責任。……加入 OECD 後，也會持續
協商，讓韓國不包含在已開發國家內。132

以上國會議員之發言顯示，國會對於 UNFCCC 批准並無太大的爭議，而是
更關注在政府部會是否已經做好相對應的因應措施與政策，以及政府對於韓國加
入 OECD 後的因應策略。最終，韓國於同年 11 月 30 日召開第 165 回國會第 17
次全體會議上，以全體無異議，通過了「UNFCCC 批准同意案」。
簡言之，此一時期可以觀察到韓國行政部門評估 UNFCCC 只是綱要性公約，
且韓國基於開發中國家地位，因此 UNFCCC 對韓國不會產生迫切之影響。甚至
有國會議員表示韓國若不批准 UNFCCC 的話，也不利韓國貿易利益，基於文明
國家的體面，也應該順應國際環境保護之趨勢。由此可見，在 UNFCCC 批准同
意案上，行政部門並未遭遇國會實質的反對，使得最後投票結果以全體無異議方
式通過。

132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
「第 165 回外務統一委員會會議錄 第 8 號」
，1993 年 11 月 6 日，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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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韓國氣候外交的「國家行為特徵」：萌發期
在盧泰愚及金泳三執政時期，韓國從人均 GNP 八千多美元的開發中國家，
躍身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更在 1996 年正式成為 OECD 的會員國，遂後便於 1997
年 4 月退出 G77。此舉意味著韓國在經濟發展上從開發中國家進入已開發國家行
列。對此，OECD 會員國雖然對韓國採取寬容的立場，並未要求韓國在加入 OECD
後，立刻接受 UNFCCC 附件一國家（已開發國家）之減量義務，但要求韓國自
發性表態願意做出減量責任之政治承諾。但是，韓國卻被美國在 1997 年 COP3
中點名將韓國列為京都議定書中附件 B 國家之「量化排放限制或減量承諾」
（Quantified emission limitation or reduction commitment），與已開發國家一樣承
擔量化排放限制與承諾，此舉讓韓國備感壓力。韓國為維持開發中國家的地位，
不斷的重申「共同但有區別之責任」的原則，支持小島國家聯盟議定書草案，也
加入由開發中國家組成的「綠色集團」，目的是為了排除公約非附件一國家承擔
減量義務。同時，韓國也公開支持「共同減量活動」試驗階段。就國內因素而論，
此時期韓國國內產業界及環境非政府組織尚未成為有力的行為者，產業界受制於
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環境非政府組織則是受制於韓國民主化發展進程較短，使得
產業界與市民社會在政府的決策過程中影響力微小。總言之，此時期韓國的環境
外交行為最主要是受到國際壓力的影響。
這些國際壓力形成「要求」進入韓國的政府機制，總統、行政機關、國會等
政府系統內部行為者為回應國際的要求，而做出決定或政策。其中，韓國總統在
決策過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主導了韓國在環境議題中的外交及內政政策方向。
盧泰愚總統在 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召開前，提出「國家環境宣言」向
國內、外闡述韓國的環境立場。並在簽署 UNFCCC 後，於國內設立總理層級第
一個因應氣候變遷問題的專責機構「地球環境長官對策會議」，為日後韓國國內
發展氣候變遷因應政策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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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金泳三總統為讓韓國與世界接軌，在國內提出「世界化政策」
，
「世界
化政策」內容中提到「環境模範國家」之國家發展目標，並設立總理層級「世界
化促進委員會」，將政策目光拉得更遠，除了訂定國內各環境問題的改善措施，
並加強國際合作，努力與全球接軌。「世界化促進委員會」替代「地球環境長官
對策會議」功能，遂後「地球環境長官對策會議」隨政府組織精簡而被廢除。
同時，亦可觀察到環境部設立之前，主要是由外務部主導 UNFCCC 談判，
在環境部設立之後，亦可觀察到外交決策圈中的商工資源部/通商產業部、外務
部基於機關本位主義，對於柏林授權協商之參與地位、國家報告書之擬訂標準有
著不同之立場，環境部由於設立之初，尚未有足夠量能在中央政府內部建立機關
權威，故此一時期環境部的影響力，遠不及於商工資源部/通商產業部及外務部。
除了行政部門的作為外，韓國國會在 UNFCCC 批准同意案上，雖然國會議
員對於行政部門是否做好因應對策，持有許多疑慮，但考慮到應與國際環境保護
之趨勢接軌，以及國家貿易利益、文明國家的形象，因此，在 UNFCCC 批准同
意案上，行政部門並未遭遇國會的反對，使得最後投票結果以全體無異議方式通
過。
綜上所述，這個時期中可以看到，韓國在面對外部壓力時，其實並無太大意
願簽署或批准 UNFCCC，但在外部的國際壓力下必須做出一些表態與回應。此
外，亦可見韓國國內慢慢對氣候變遷問題有著初步認識，然而，表面上政府開始
有一些決定或政策出現，但事實上此一時期沒有實際作為及實質成效。故，本研
究稱此一時期為韓國氣候外交的「萌發期」。
本研究雖無法以量化方式呈現各國際與國內因素之影響程度，但仍可以質化
方式呈現各投入因素之影響程度。此一時期，在國際層面上，OECD 成員國採取
較寬容態度，並未立即要求韓國承擔已開發國家之減量義務，其影響程度較弱。
但美國直接在 1997 年 COP3 場域中，點名韓國應接受京都議定書中附件 B 國家
之「量化排放限制或減量承諾」之外交壓力，此舉對韓國影響程度相對較強。在
國內層面，由於韓國民主化進程較短，尚未建立起行政部門的專業權威及立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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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自主性，經濟又受制於政府的主導，因此，在此一時期，總統的影響程度較
大，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對韓國的環境外交行為雖有影響，但其影響程度較薄弱，
產業界與環境非政府組織則因尚未成為有力的行為者，無法發揮其影響力。（見
圖 2-4）

圖 2-4 韓國氣候外交之「萌發期」的「投入-產出」模型圖
藉由檢視韓國在此一時期的氣候外交決策之過程與產出，除了證明韓國總統
在決策中起到主要影響之作用，也可以瞭解到行政機關、國會、產業團體與市民
社會這些行為者是如何影響韓國的國家利益以及 UNFCCC 之談判立場。本研究
觀察與研析韓國往後十年在氣候變遷議題領域的談判與決策時，這些行為者與立
場仍是重要的觀察標的與判斷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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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韓國氣候外交的「轉型期」
：1998 年至 2007 年
1998 年 2 月 25 日金大中總統上任後，有別於第二章所述的盧泰愚、金泳三
總統執政期間，韓國採取防禦且保守的態度，立場亦較偏向開發中國家的主張。
在金大中、盧武鉉總統執政期間，韓國政府提出諸多新的施政取向，為韓國建立
未來因應 UNFCCC 履約之基礎，其立場與外交談判策略也隨國內政策的轉型，
而產生實質性的改變。同為保守黨陣營的盧武鉉總統繼任後，延續了金大中政府
時期推動氣候變遷的諸多政策措施。因此，依其行為特徵，此一時期可以被描述
為韓國氣候外交的「轉型期」。
本章節延續第二章，研析韓國在 1998 年至 2007 年 COP 4 至 COP13 場域中，
韓國表現在外的談判立場，並進而探討影響或形塑韓國環境外交行為之國際與國
內因素。第一節將回溯 1998 年至 2007 年（COP 4 至 COP13）的談判過程，韓國
在 UNFCCC 談判場域中所表現出的國家行為。第二節將進一步剖析形塑韓國此
時期談判立場的投入因素為何，如其他締約方的外交壓力、國內產業團體及環境
非政府組織等。第三節則分析總統、行政機關、國會等政治系統內部行為者，受
到國際與國內因素影響而產出那些因應氣候變遷之決定或政策。章末將針對此時
期韓國的國家行為特徵，做一簡要總結。

第一節 韓國在 UNFCCC 談判中的立場與表現：1998 年至 2007 年
UNFCCC 締約方大會在 1997 年 12 月 11 日 COP 3 通過了「京都議定書」
（Kyoto Protocol），並於 1998 年 3 月開放簽署，最終在 2005 年 2 月 16 日正式
生效。133京都議定書第 3 條第 1 項規定，附件一國家所列締約方應個别地或共同
地確保其在附件 A 中所列溫室氣體的人為二氧化碳當量排放總量不超過按照附
件 B 中所載其量化排放限制和減量的承諾和根據本條的規定所計算的其分配數
量，以使其在 2008 年至 2012 年承諾期內這些氣體的全部排放量從 1990 年水平

133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What is Kyoto Protocol?”
https://unfccc.int/kyoto_protocol (accessed 28 Ma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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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減少百分之五。134這一具有量化排放限制和減量承諾的議定書，將國際氣候
政治帶入另一階段。
然 而，京都議定書制定初期，議定書 對於第 6 條「共同執行 」（Joint
Implementation, JI）、第 12 條「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與第 17 條「排放交易」
（Emission Trading, ET）之執行細則，描述並不明
確，造成締約方在簽署時持有存疑，或面臨執行上的困難。135因此，各國在 1998
年至 2007 年的 UNFCCC COP 上，進一步對於京都議定書之執行細則持續協商，
促使京都議定書儘早生效及順利運作。
縱觀韓國在 1998 年 COP4 至 2007 年 COP 13 的 UNFCCC 談判過程當中，
韓國為了有效參與談判之進程，在不同時期相繼展現「組建自己的談判集團」
、
「提
倡單邊清潔發展機制」
、
「批准京都議定書」
、
「積極參與技術移轉機制之制度設計」
等不同的外交策略。
由於韓國早在 1997 年退出 G77 後，便不屬於任何談判集團，使得其國家利
益在談判協商過程中難以藉一國之力而獲得聲援與保障；因此，韓國為了解決談
判的困境，在 2000 年 COP 6 中，與瑞士、墨西哥、列支敦斯敦、摩納哥等四國
組建新的談判集團「環境完整集團」（Environmental Integrity Group, EIG）。自京
都議定書通過後，各國就「清潔發展機制」之執行細則仍未產生共識，導致談判
陷入僵局，韓國為了推進談判的實質進展，在 2000 年 COP 6 第 13 次附屬機構
會議（SB 13）上，首次提出在既有清潔發展機制中納入「單邊清潔發展機制」，
爭取開發中國家的參與空間。此外，國際社會不斷地向韓國施壓，要求韓國參與
溫室氣體減量，為了減緩國際輿論壓力，韓國遂後在 2002 年 10 月批准京都議定
書，塑造其「環境友善國家」的正面形象，爭取到後京都議定書談判的優勢。爾

134

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rticle 3(1),
adopted on 11 December 1997, entered into force on 16 February 2005,
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kpeng.pdf (accessed 31 January 2021).
135
經濟部能源局，「
『京都議定書』意涵探討」
，2008 年 2 月 25 日，
https://energymagazine.itri.org.tw/Cont.aspx?CatID=26&ContID=1269，上網檢視日期：2019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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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韓國在 UNFCCC COP 9 至 COP 13 場域中的談判焦點，主要落在「技術移轉」
的議題上，爭取參與技術移轉制度設計之機會。
為瞭解韓國在 1998 年 COP4 至 2007 年 COP 13 的 UNFCCC 談判中之立場
與表現，本節將分析韓國所關切的談判焦點—「單邊清潔發展機制」
、
「京都議定
書生效」、要求「已開發國家承諾將減量技術移轉給開發中國家」等三項議題之
立場演變，以及組建新的談判集團之成因。
一、2000 年提倡單邊清潔發展機制（unilateral CDM）
京都議定書建立「排放交易」
、
「清潔發展機制」
、
「共同減量」等三種減量機
制，其中清潔發展機制是與開發中國家最相關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制度136。
CDM 通過已開發國家的政府或企業推動環境友善型投資，協助開發中國家實行
溫室氣體排放量減量計畫，而當 CDM 主辦國（開發中國家）達到溫室氣體排放
量減量的目標，CDM 投資國（已開發國家）便可以獲得「經認證的排放減量額
度」
（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s, CERs）抵減其減量承諾。137然而，開發中國
家無須遵守京都議定書所規定的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的義務，且議定書內並沒有任
何條款規範開發中國家之間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之活動。138為此，韓國自 1999
年 COP 5 起開始關切 CDM 的議題，甚至在 2000 年 COP 6 首次提出「單邊清潔
發展機制」（unilateral CDM）。

136

CDM 是三大減量機制中唯一讓「非附件一國家」參與的減量機制，主要由附件一國家（工業
化國家）作為投資國的身分，以專案投資的形式從事 CDM，亦即至非附件一國家提供資金援助
及減量技術以執行減量，此時的非附件一國家為 CDM 的主辦國，當 CDM 有助於減少非附件一
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附件一投資國可以獲得「經認證的排放減量額度」（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s, CERs）
。Paul Curnow and Glenn Hodes (eds.), Legal Issue Guidebook to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Roskilde, Denmark: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Risoe Centre,
2009), p. 19.
137
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 on Energy and Environment,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
m (Denmark: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05), p. 3, https://unfccc.int/files/cooper
ation_and_support/capacity_building/application/pdf/unepcdmintro.pdf (accessed 28 May 2019).
138
Sung-Jin Kim, “South Korea’s Climate Change Diplomacy: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iddle Power Diplomacy,” in Transforming Global Governance with Middle Power Diplomacy, ed.
Sook Jong Le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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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9 年 COP 5 的期間，韓國談判代表首次針對清潔發展機制議題發言，
表示 CDM 計畫的標準應滿足「排放額外性」139（Emissions additionality）、「投
資額外性」140（Investment additionality）
、
「財務額外性」141（Financial additionality）
及「技術額外性」142（Technology additionality）等四個「額外性」143條件。
其中「投資額外性」是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間爭議點之一，也是韓國高
度關注的談判焦點。倘若沒有區分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和 CDM 投資，FDI 可能被包裝成 CDM 投資，使得投資國（附件一國家）可藉
此可獲取更多的排放配額（emission credits）
，間接導致排放額度過於氾濫，導致
CDM 無法成為對抗氣候變遷的有效工具。對此，韓國談判代表提出可參考 OECD
發展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的「官方發展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144之定義，給予開發中國家的援助或貸

139

排放額外性（emissions additionality）係指 CDM 計畫應達到實際、可測量的及長期的溫室氣
體減量。外交通商部國際經濟局，
「氣候變化公約第 5 次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
，1999，頁 218。
140
投資額外性（Investment additionality）係指參與 CDM 計畫的投資者（附件一國家）應提供額
外於該計畫之商業性投資，且該筆投資是單純用於溫室氣體減量，以補償 CDM 計畫相對於基準
線時增加的減量成本，從而使 CDM 計畫具有足夠的財務競爭力，而此部分的回報則是附件一國
家可獲取排放減量信用額度。段茂盛、劉德順，
「清潔發展機制中的額外性問題探討」
，上海環境
科學，第 4 期（2003），頁 252-253。
141
財務額外性（Financial additionality）係指投資於 CDM 計畫並用於獲取溫室氣體減量的資金，
如果來自附件一國家（已開發國家）的公部門，則必須與附件一國家根據聯合國相關規定所需承
擔的官方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分開，換言之，政府發展援助計畫不
應該被視為 CDM 計畫。同上註，頁 252。
142
技術額外性（Technology additionality）係指參與 CDM 計畫的附件一國家（已開發國家）應
提供先進的環境技術給開發中國家，且該技術必須領先開發中國家內其他已經實現商業化環境技
術，並且有別於其他已有的技術轉讓過的技術。段茂盛、劉德順，
「清潔發展機制中的額外性問
題探討」
，同註 140。
143
「額外性」一詞也可稱作「外加性」
。其概念首先出現於「京都議定書」第 12 條清潔發展機
制條款中、其後在「馬拉喀什協議」及 CDM 執行理事會（Executive Board）第 10 次會期的會
議中做出了基本規定，其目的是為了確保開發中國家在其現有的減量趨勢上，能透過 CDM 彈性
減量機制獲得額外且「實際的、可測量的及持續性」的減量績效；並確保落後國家能藉由 CDM
機制獲得先進國家的清潔技術，縮短本身技術發展時程，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另一方面也確保
附件一國家的抵減績效，以避免減量核可額度（CERs）的核發過於氾濫，影響附件一國家總量
管制的目標與目的，滿足公約與京都議定書中對確保全球環境效益完整性之要求。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淺論外加性（Additionality）」
，2008，http://ghgregistry.epa.gov.tw/information/Information
_Infor.aspx?r_id=620，上網檢視日期：2019 年 4 月 25 日。簡言之，所謂的額外性（additionality）
係指 CDM 活動計畫如能將其排放量降到基線（自然發生常態下的排放量）以下，且證明其不屬
於基線，則該計畫即具有「額外性」
。
144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針對 ODA 的定義如下：「援助國官方之贈與或貸款，而
後者是指以貸款期限與利率之條件所估算之贈與指數（Grant Element）需達 25%以上之貸款」
。
所謂「贈與指數」
（Grant Element）是指一筆援外融資案中，具有優惠或補貼性貸款所佔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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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贈與水平需達 25%以上，作為區分 FDI 與 CDM 的標準。145最後，COP 5 通
過的第 14/CP.5 號決議，邀請各締約方在 2000 年 1 月 31 日之前，針對與機制有
關的原則、方式、規則和準則提出進一步的提案，並擬定一份合併案文，以期在
COP 6 時，進一步討論清潔發展機制之執行細節。146對於這樣的談判結果，韓國
的態度仍顯得保守、消極，如同時任首席談判代表金明子部長所言：「大韓民國
將在自願和不具約束力的基礎上參與國際上限制溫室氣體的努力，假如可對諸種
方式達成廣泛支共識，且這些方式可保證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持續成長」。147
在 2000 年 COP 6 第 13 次附屬機構會議（SB13）上，韓國企圖打破談判僵
局，首次主動提出「單邊清潔發展機制」的構想。單邊清潔發展機制係指開發中
國家可藉由境內投資或協助其他開發中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獲取減量核可
額度。148金明子部長更進一步指出既有的 CDM 機制存在三大缺陷：（一）CDM
機制之設計，讓開發中國家只能被動等待附件一國家的投資，導致開發中國家沒
有誘因參與減量計畫;（二）無法保證 CDM 計畫的「公平地理分布」（equitabl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以及附件一國家的投資並不足以涵蓋非附件一國家的
排放量減少；（三）由於 CDM 允許附件一國家的公司進行「經認證的排放減量
額度」（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CERs）投資，此舉可能會導致開發中國家

因此又稱為優惠程度（concessionality level）
。The OEC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Directorate,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2019, https://www.oecd.org/dac/stats/What-is-ODA.pdf
(accessed 22 April 2019).
145
外交通商部國際經濟局，「氣候變化公約第 5 次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
，同註 139，頁
222-223。
146
United Nations, the 5st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held at Bonn, 25 October-5 November, 1999, Decisions Adopted by the Conference of
Parties, Decision14/CP.5: Mechanisms pursuant to Articles 6, 12 and 17of the Kyoto Protocol, U.N.
Doc. FCCC/CP/1996/6/Add.1(2 February 2000), p. 38, 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cop5/06a01.pdf
(accessed 22 April 2019).
147
原文為：The Republic of Korea will participate, on a voluntary and non-binding basis, in the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limit greenhouse gases provided that a broad consensus on the modalities is
reached, which guarantees the continuous economic growth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外交通商部國際
經濟局，「氣候變化公約第 5 次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同註 139，頁 219。
148
Sung-jin Kim, “South Korea’s Climate Change Diplomacy: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iddle Power Diplomacy,” supra note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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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歧視國內企業和扭曲商業競爭的問題。149金明子部長更於 2000 年 11 月 21
日所發布之基調演講文件中表示：
對開發中國家而言，缺乏財務資源和技術的傳統觀念不是啟動 CDM 計畫的障礙。只
要有可以產生 CERs 的減量潛力，使計畫具有商業可行性，開發中國家就可以很容易
地從多邊銀行獲取財務資源，以及購買最先進的技術來啟動自己的減量計劃。……韓
國堅信，為鼓勵開發中國家利用這些新的機會, 有必要允許開發中國家單獨地或共同
地啟動自有產生（host-generated）的單邊 CDM 計畫。150

此一提案廣受以哥倫比亞為中心的 12 個中南美洲國家的支持，151然，此提
案也遭到歐盟與中國等大國的質疑。歐盟懷疑若單邊 CDM 被允許，開發中國家
將不會接受減量目標與承諾；而中國則擔心開發中國家將面臨接受減量目標的壓
力。152對此，韓國談判代表則表示，支持單邊清潔發展機制並不是為了韓國的利
益，而是為了 CDM 本身長期良性的發展。153韓國學者金周真（김주진）認為，
單邊清潔發展機制不僅提高開發中國家的能源效率，也不會直接迫使韓國需承擔
溫室氣體減量義務，還能提供韓國參與清潔發展機制的機會。154但，由於各國的
態度不同，以致 COP 6 結束後，仍對於清潔發展機制之執行細節未有定論。
2001 年 COP 7 通過第 17/CP.7 決議「《京都議定書》第六條、第十二條和第
十七條規定的機制之原則、性質和範圍」，該決議並未排除單邊 CDM 計畫所在

149

韓國於 2000 年 11 月 13 日所提出的「大韓民國的單邊 CDM 立場」文書內容。대한민국정부
대표단（大韓民國政府代表團），
「기후변화협약 제 6 차 당사국총회 참가보고서（氣候變化協
約第 6 次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
，2000，頁 121。
150
原文為：Conventional perception was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lack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is not a barrier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initiating CDM projects. As long as there is
emission reduction potential which could produce CERs necessary to make the projects commercially
viable, they could easily finance resources from multilateral banks and purchase cutting edge
technologies to initiate their own projects…….Korea strongly believes it is necessary to allow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initiate their own host-generate CDM projects individually or jointly in order to
encourage them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new opportunities. 同上註，頁 126。
151
以哥倫比亞為中心等 12 個中南美洲國家，分別是哥倫比亞、瓜地馬拉、玻利維亞、阿根廷、
宏都拉斯、哥斯大黎加、智利、巴拉圭、厄瓜多、尼加拉瓜、烏拉圭、巴拿馬等 12 國聯合聲明
文件。대한민국정부대표단（大韓民國政府代表團），
「기후변화협약 제 6 차 당사국총회 참가
보고서（氣候變化協約第 6 次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同註 149，頁 127-130。
152
대한민국정부대표단（大韓民國政府代表團），
「기후변화협약 제 6 차 당사국총회 참가보고
서（氣候變化協約第 6 次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
」，同註 149。
153
同上註。
154
김주진（漢譯：金周真）
，「한국과 일본의 기후변화정책（韓國與日本的氣候變化政策）
」，
환경사회학연구 ECO（環境社會學研究 ECO），第 11 卷，第 1 期（2007）
，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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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資國是開發中國家之可能性。155而韓國也表示其所理解第 17/CP.7 決議沒有
排除任何特別的 CDM 模式，且允許附件一締約方與非附件一締約方個別或共同
地啟動、發展與執行 CDM 計畫，此外該決議並沒有明確提到 CDM 架構，也不
排除單邊或多邊 CDM 模式。156最終，CDM 執行理事會於 2005 年 2 月 25 日第
18 次 CDM 執行理事會會議上，同意沒有附件一國家加入之 CDM 計畫也可以被
允許註冊。157
二、2000 年 9 月與理念相近的國家組建新的談判集團
繼韓國在 1996 年 12 月 12 日加入 OECD 後，便不再是開發中國家集團的成
員，已開發國家紛紛要求韓國與其他 OECD 國家一同承擔溫室氣體減量責任。
然而，韓國顧及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減少將會損害經濟發展，因此，在 1998 年 2
月 25 日簽署京都議定書後，韓國政府在 UNFCCC 協商目標是「爭取到開發中國
家參與減量義務的過渡期」
，以及「爭取韓國到第 3 承諾期（2018-2022 年）階段，
才開始承擔具約束力的減量義務」。
為貫徹協商目標與克服在談判過程中未能如願反映國家利益之侷限性，韓國
在 2000 年 9 月 11 日至 15 日的第十三次附屬履行機構會議第一部分（the first part
of the thirteenth sessions of the subsidiary bodies, SB13 Part I），與瑞士、墨西哥、

155

United Nations, the 7th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held at Marrakesh, 29 October -10 November 2001, Decision 17/CP.7: Modalities and
procedures for a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as defined in Article 12 of the Kyoto Protocol, U.N.
Doc. FCCC/CP/2001/13/Add.2, p. 32, para. 30 (21 January 2021),
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cop7/13a02.pdf (accessed on 22 April 2019).
156
외교통산부（外交通商部），
「기후변화협약 제 7 차 당사국총회 참가보고서（氣候變化協約
第 7 次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
，2001，頁 45。
157
原文為：The Board agreed that the registration of a project activity can take place without an Annex
I Party being involved at the stage of registration. Before an Annex I Party acquires CERs from such a
project activity from an account within the CDM registry, it shall submit a letter of approval to the
Board in order for the CDM Registry administrator to be able to forward CERs from the CDM registry
to the Annex I national registry. Se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the
18th Meeting of Executive Board of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held at Bonn, 23 - 25
February 2005, Report of the Eighteenth Meeting of the CDM Executive Board, CDM-EB-18, p. 8, para.
57 (25 February 2005), http://cdm.unfccc.int/EB/018/eb18rep.pdf (accessed 27 August 2019). 此外，
2005 年 4 月 23 日 CDM 執行理事會批准第一個單邊 CDM 計畫─Cuyamaca 水電計畫。UNEP,
“Green breakthroughs: solv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rough innovative policies and law,” 2008,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7804/-GREEN%20BREAKTHROUGHS_%20
Solving%20Environmental%20Problems%20Through%20Innovative%20Policies%20and%20Law-20
08874.pdf?sequence=3&isAllowed=y (accessed 28 Augus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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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支敦斯登與摩納哥等四國，共同組建一個新的談判集團 ─環境完整集團
（Environmental Integrity Group, EIG）
。起初，EIG 係由瑞士主導而建立，因為瑞
士基於中立國身分，在京都議定書的協商過程中，不屬於任何談判集團的成員國，
導致被迫排除參加小團體規模的協商。正如瑞士氣候談判代表團的團長 Franz
Perrez 表示：「當談判進展到只限於某些團體參與的小規模協商狀態時，瑞士因
沒有代表某一團體而被排除在外。」158在如此嚴峻的談判場域中，也促使瑞士轉
而宣布組建一個新的談判集團並邀請其他不屬於任何談判集團的國家加入。
韓國、墨西哥、列支敦斯登與摩納哥等國也面臨與瑞士相同的窘境。韓國、
墨西哥原先是開發中國家所組成的 G77 成員，然而，隨著其經濟發展逐漸領先
其他開發中國家，兩國相繼於退出 G77，轉而加入由已開發國家組成的 OECD。
159

再者，韓國、墨西哥並不是「京都議定書」附件一國家，但是加入 OECD 後，

兩國承受已開發國家要求其承擔減量責任的壓力。160而瑞士、列支敦斯登與摩納
哥雖是京都議定書附件 B 國家，但是並未加入任何的談判集團。在此契機之下，
韓國、瑞士、墨西哥、列支敦斯登與摩納哥等五國共同組建 EIG。
由於 EIG 是唯一同時包含附件一國家（瑞士、列支敦斯登與摩納哥）與非
附件一國家（韓國、墨西哥）的談判集團。161因此，EIG 致力於扮演已開發國家
與開發中國家談判集團之間的橋樑。韓國 UNFCCC 談判大使崔在哲（Jai-Chul
Choi）便呼應這一觀點，表示成員國多樣性有助於在不同談判集團之間找到共同
點。墨西哥 UNFCCC 談判首席代表羅伯托·鄧迪施（Roberto Dondisch）也同意
此觀點，認為 EIG 是國際氣候談判的縮影，若 EIG 內部能達成共識並產生建設

158

Megan Darby, “Meet the unlikely climate allies bridging divides in UN talks,” Climate Ho
me News, https://www.climatechangenews.com/2015/01/20/meet-the-unlikely-climate-allies-bridging
-divides-in-un-talks/ (accessed 20 January 2019).
159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by the Office of the Chairman of the Group of 77, “South Korea faces
crisis after leaving developing world,” 1997, http://www.g77.org/nc/journal/sepnov97/05.htm (accessed
20 January 2015).
160
김주진（漢譯：金周真）
，「한국과 일본의 기후변화정책（韓國與日本的氣候變化政策）」，
同註 154，頁 15。
161
Intergovernmental and Legal Affairs, Climate Change Secretariat,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Handbook, eds. Daniel Blobel and Nils Meyer (Bonn: Climate Change
Secretariat, 2006),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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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案，那該方案也幾乎可以得到多數開發中國家的接受。162然而，正因為成員
國的多樣性，也使得 EIG 集團內部協商時，談判過程十分艱難。譬如，2002 年
COP 8，瑞士在 EIG 內部協商時，便提出要求所有國家在第一承諾期（2008-2012
年）持續履行其減量義務，並提出「德里部長宣言」（The Delhi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修正草案，建議將
其內容修正為「基於所有國家應長期限制溫室氣體排放之必要性，開始考慮進一
步措施的進程」
。對此，韓國、墨西哥初期表示反對，認為應優先瞭解 G77 與中
國的談判立場，且敦促開發中國家參與減量行動尚言之過早。爾後，EIG 採納韓
國、墨西哥的意見，將開發中國家的能力建構、技術移轉等誘因納入「德里部長
宣言」。163最終，締約方在 COP 8 通過「德里部長宣言」。由此可見，韓國藉由
與理念相近的盟國組建屬於自己的談判聯盟，不僅可以在談判中發揮協調者的角
色，也加強其自身在氣候談判場域上的力度，進而提升韓國的影響力。
三、2002 年 10 月底批准京都議定書
韓國在 2002 年 10 月 31 日 COP 8 上，正式宣布批准京都議定書，並將於 2013
年履行京都議定書的目標。而為何韓國態度有如此轉變，最主要的原因是韓國是
位居世界第 11 大經濟體，164但 CO2 排放量卻排名世界第十位，1990 年至 2003
年 CO2 排放量的增加率更是超過 OECD 會員國 CO2 排放量平均增加率的 4.5 倍
（見表 3-1）
，這也招致美國、歐盟等已開發國家的批評，轉而形成一種壓力。面
對排山倒海的國際壓力，韓國無法完全忽視這股力量，使行政當局必須思考是否
應批准京都議定書。

162

Megan Darby, “Meet the unlikely climate allies bridging divides in UN talks,” supra note 158.
외교통산부（外交通商部），
「기후변화협약 제 8 차 당사국총회 참가보고서（氣候變化協約
第八次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
，2002，頁 35-36。
164
The World Bank, “World Bank national accounts data, and OECD National Accounts data f
iles,” 2002,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02&most_recent_value_
desc=true&start=1992&year_high_desc=true (accessed 7 June 2019).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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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世界前十 CO2 排放量高的國家一覽表 （單位:百萬噸 CO2 %）
國別

1990

1995

2000

2002

2003

增加率%

附件一國家

13,576

13,138

13,748

13,799

14,066

0.3

OECD

11,036

11,529

12,485

12,548

12,794

1.2

① 美國

4,842

5,112

5,707

5,665

5,729

1.3

② 中國

2,256

2,977

2,935

3,208

3,719

3.9

③ 俄羅斯

2,023

1,589

1,514

1,503

1,527

+2.2

④ 日本

1,013

1,098

1,159

1,186

1,201

1.3

⑤ 印度

598

796

979

1,020

1,050

4.4

⑥ 德國

966

874

834

841

854

+0.9

⑦ 加拿大

430

461

531

532

553

2.0

⑧ 英國

560

533

526

528

540

+0.3

⑨ 義大利

400

413

427

435

453

1.0

⑩ 韓國

226

362

428

439

448

5.4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CO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2005 (Paris: IEA
Publication, 2005).

但，韓國國內的產業團體、環境非政府組織與國會對於「京都議定書之批准」
有很大不同的意見。在產業團體層面，根據大韓商工會議所（Korea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KCCI）針對 939 家能源供給上具敏感度的國內企業調查
顯示，66.5%的企業認爲韓國批准京都議定書將會對韓國企業產生不利影響，反
之，只有 33.5%的企業認爲這會為韓國企業帶來益處。165故，KCCI 發表正式聲
明表示，雖然我們承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必要性，但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的初
期，可能會導致企業競爭力下降，並對經濟產生不利影響。166由此可見，韓國企
業界嚴正地表明反對批准京都議定書。為與產業界反對聲浪抗衡，時任韓國環境
運動聯合（Korean Federation for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KFEM）共同代表李

165

Kyung-Taek Oh, “Conflicting Coalitions and the Role of Korea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Negotiations: The Climate Change Case,” Korea Observer, Vol. 34, No.2 (2003), p. 238.
166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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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載（Lee See-Jae）敦促韓國政府應採取積極行動，且應秉持 1992 年 UNFCCC
的精神，採取更強悍的國內政策。167
在國會層面上，根據大韓民國憲法第六十條規定，凡是涉及國家利益與人民
權義之條約，國會皆有條約締結同意權。168換言之，京都議定書必須通過國會同
意後，才能對韓國產生約束力。2002 年 7 月，韓國行政當局首次向國會提交「京
都議定書批准同意案」，經過國會「氣候變化協約對策特別委員會」
（기후변화협
약대책특별위원회）和「統一外交通商委員會」
（통일외교통상위원회）審議後，
順利在 2002 年 10 月全體會議上，得到國會全體無異議通過。169
綜言之，儘管產業界與環境組織各持不同意見，但韓國行政當局的態度仍堅
持批准京都議定書。當時，韓國行政當局啟動京都議定書批准程序之目的係為了
在 2002 年底的 COP8 上，形塑「環境友善國家」的國際形象，進而有利於韓國
參與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2013-2017 年）之協商。170
四、2000 年後積極參與技術移轉之制度設計
技術移轉也是韓國關切的談判議題之一。由韓國在歷屆締約方大會的發言可
見，韓國談判代表多次強調，在技術移轉中，公部門角色的重要性。譬如，韓國
在 2000 年 COP 6 中表示，UNFCCC 第四條第五項所指的承諾，171其對象應是政

167

Kyung-Taek Oh, “Conflicting Coalitions and the Role of Korea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Negotiations: The Climate Change Case,” supra note 165.
168
大韓民國憲法第 60 條規定：
「國會對於相互援助或安全保障相關之條約、與重要國際組織相
關之條約、友好通商航海之條約、主權之約束相關之條約、媾和之條約、增加國家或人民重大財
政負擔之條約，或是與立法事項相關之條約，擁有在締結、批准方面之同意權」
。 대한민국헌법
（大韓民國憲法），https://www.law.go.kr/lsEfInfoP.do?lsiSeq=61603，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169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第 234 回第 12 次國會定期會國會本會議會議錄」
，2002 年 10 月 30
日，頁 5。
170
기후변환협약대책위원회（氣候變化協約對策委員會），「기후변환협약 제 2 차 종합대책
세부추진계획（氣候變化協約第 2 期綜合對策細節促進計畫）」，2002，頁 4-5。
171
UNFCCC 第 4 條第 5 項：「附件二所列的已開發國家締約方和其他已開發締約方應採取一切
實際可行的步驟，酌情促進、便利和資助向其他締約方特別是開發中國家締約方轉移或使它們有
機會得到無害環境的技術和專有技術，以使它們能夠履行本公約的各項規定。在此過程中，已開
發國家締約方應支持開發和增強開發中國家締約方的自生能力和技術。有能力這樣做的其他締約
方和組織也可協助便利這類技術的轉換。」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dopted on 9 May 1992, entered into force on 21 March 1994,
https://unfccc.int/files/essential_background/background_publications_htmlpdf/application/pdf/conven
g.pdf (accessed 6 Decem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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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而不是私部門，且技術移轉應專注於促進公共部門角色的發揮。2003 年 COP 9
中，韓國再次指出，雖然私部門是排放交易制度上主要的驅動力，但政府與公部
門應扮演催化劑的角色，提供重要技術研發及財務的支援。
再者，韓國也積極爭取「技術移轉專家小組」172（Expert Group of Technology
Transfer, EGTT）的亞洲地區代表席次。在 2001 年 COP 7 中，亞洲各國同意按次
區域（sub-region）公平、均衡地決定 EGTT 的亞洲地區代表 3 名之席次，韓國
與中國達成妥協後，由韓國擔任 EGTT 的東亞地區委員。173
除此之外，韓國關注於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技術移轉的議題。譬
如，2002 年 COP 8 中，韓國在附屬科技諮詢機構（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SBSTA）高層會議上強調，優秀案例分享與交流之必要性，
積極強化與他國的技術合作，像是與美國進行技術專家交流、與墨西哥、巴西等
國進行技術合作事業。1742003 年 COP 9 中，韓國代表 EIG 發言，譴責 COP 1 所
通過的第 13/CP.1 號、COP 4 通過的第 4/CP.4 號決議尚未確實執行，並敦促 SBSTA
應給予 EGTT 實際可行的進度報告與公有技術移轉之指導原則。對此，美國、日
本等已開發國家則認為此舉侵害主權而表示反對。175韓國也多次強調已開發國家
與開發中國家雙方共同研究發展安排（Joint R&D arrangement）協議是執行技術
移轉之很好的開始。176此時期，韓國試圖掌握技術移轉議題的主導權，不僅積極
參與技術移轉的制度設計，在外交作為上也積極與他國建立雙邊技術移轉的合
作。
172

技術移轉專家小組係由 20 位專家所組成，席次的分配方式由「非洲」
、
「亞洲與太平洋」
、
「拉
丁美洲與加勒比海」等地區的「非附件一」締約方各推派出 3 位代表，開發中小島國家推派出 1
位代表；附件一締約方則推派出 7 位代表，最後 3 位則由相關國際組織出任。EGTT 的主席與副
主席將每年以選舉方式產生，一位來自附件一締約方，另一位則來自非附件一締約方。外交部，
「我外交應如何因應後京都議定書及其機制」
，2008，https://www.mofa.gov.tw/igo/NewsNoDept.a
spx?n=A9591C1D7A30D17C&sms=BDE9F2483D680794，上網檢視日期：2019 年 8 月 30 日。
173
외교통산부（外交通商部），
「기후변화협약 제 7 차 당사국총회 참가보고서（氣候變化協約
第 7 次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
，同註 156，頁 29-31。
174
외교통산부（外交通商部），
「기후변화협약 제 8 차 당사국총회 참가보고서（氣候變化協約
第八次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
，同註 163，頁 36-37。
175
대한민국환경부（大韓民國環境部）
，
「제 9 차 기후변화협약 당사국총회(UNFCCC/COP9) 참
가결과자료집（第 9 次氣候變化協約當事國總會參加結果資料集）」
，2001，頁 22。
176
同上註，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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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形塑韓國氣候外交的「投入因素」：
美國與歐盟的外交壓力、產業團體的遊說壓力、環境意識的興起
國家是 UNFCCC 談判場域中的主要行為者，而一國的氣候外交政策之決策
過程會受到國際及國內因素很大的影響，國際因素包括其他國家的外交壓力，國
內因素則包括環保意識、產業團體的遊說。因此，各國都需要不斷地審慎評估最
新的國際情勢，也須應付國內因素的壓力，確立符合國家最佳利益的對外政策。
故本節將進一步從國際與國內層面，剖析美國、歐盟對於韓國在 UNFCCC 談判
立場之態度，以及關注產業團體、環境非政府組織等政府外部行為者的影響。
一、國際因素：美國與歐盟的外交壓力
在許多韓國政府文件、媒體言論中，經常提到韓國面臨國際壓力，要求韓國
參與溫室氣體減量行動，其中又以美國、歐盟對韓國的影響最大。在 1997 年 COP3
召開前，前美國國務院全球事務國務次卿（U.S.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Global
Affairs，現今的美國國務院民主與全球事務辦公室）提摩西．沃思（Timothy Wirth）
點名墨西哥、韓國、新加坡、以色列和阿根廷等五個國家，作為富有的開發中國
家應接受更多的減量責任。177緊接著，1998 年 6 月的韓國與美國雙邊領袖會談
中，時任韓國行政當局的高層官員匿名接受媒體訪問中表示，由於美國強烈要求
韓國簽署「京都議定書」
，且 OECD 會員國中只有韓國和墨西哥兩國尚未承擔強
制性的溫室氣體減量之義務，因此韓國擔憂美國的施壓，正在考慮在美國能接受
的程度且又不損及韓國利益的方案。178該名官員也進一步表示，鑒於 4 月初在巴
黎舉行的 OECD 環境部長會議中，美國和歐盟強烈呼籲韓國和墨西哥應設定減
量目標，預期到 COP 4 上，已開發國家將再次強烈要求對開發中國家自願參與

177

United States Senat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Export and Trade
Promotion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Condition Regarding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Report 105-54, 105th Cong., 1st session, 19 June 1997, “Statement of Hon.
Timothy E. Wirth”, p. 39, https://www.congress.gov/105/crpt/srpt54/CRPT-105srpt54.pdf (accessed 28
August 2019).
178
한겨레（韓民族日報），
「교토의정서 연내 서명 배경 미 압박·환경보호 추세 수용（京都
議定書年內簽署背景 受到美國壓力與環境保護趨勢）」，1998 年 6 月 3 日，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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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義務。179隨即，於同年 11 月的 COP 4，時任環境部長兼談判代表團團長崔
在旭在大會中發言，表示儘管這段期間已開發國家強烈要求韓國參與溫室氣體減
量行動，韓國也確實一直在慎重考慮是否承擔溫室氣體減量之義務。然而，因為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僅對韓國經濟造成衝擊，且韓國在氣候變遷適應的準備尚
且不足；因此，韓國願意在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安全的階段後，自主性承擔溫室氣
體減量之義務，以及，在此所表示的自主性承擔減量之義務，有必要自信地認為
這是「正當的選擇」
，而不是「被動的行為」
，因為從長遠來看這是有助於韓國經
濟穩定與環境改善。180
韓國行政當局也認知到，無法迴避國際的壓力和無可爭辯的國際現實，因此
於 1999 年 COP 5 中，韓國的首席談判代表金明子部長首次表態，韓國願意在自
願和不具約束力的基礎上，參與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只要國際社會對於「保
證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持續成長」模式，達成廣泛共識。181然而此時，美國對韓國
的壓力並未因韓國的主動表態而減少，反而一再對韓國施加壓力。在 COP 5 的
韓、美雙邊會議中，美國亦再次明確表明期盼，韓國在第 1 承諾期（2008-2012
年）開始承擔具約束力之減量義務。對此，韓國則強調，開發中國家在不確定的
經濟條件下，應採取與已開發國家不同形式的義務負擔方案，並給予開發中國家
過渡期，且就目前韓國的現況來看，韓國很難在第 1 承諾期就開始承擔具約束力
的減量義務，但會考慮在第 3 承諾期（2018-2022 年）開始，承擔具約束力的減
量義務。182歐盟與日本也呼應美國的立場，要求韓國在第 2 承諾期（2013-2017
年）即開始承擔減量義務。183
179

한겨레（韓民族日報），
「기후협약과 우리의 자세（氣候協約與我國的態度）」
，1998 年 11
月 4 日，版 6。
180
同上註。
181
原文為：The Republic of Korea will participate, on a voluntary and non-binding basis, in the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limit greenhouse gases provided that a broad consensus on the modalities is
reached, which guarantees the continuous economic growth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可參見外交通商
部國際經濟局，「氣候變化公約第 5 次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
，同註 139，頁 219。
182
外交通商部國際經濟局，「氣候變化公約第 5 次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
，1999，同註 139，
頁 80-81。
183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
「大韓民國國會第 234 回第 7 次統一外交通商委員會會議錄」
，2002 年
10 月 23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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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韓國政府文件中經常出現「其他國家對韓國施加壓力，要求韓國參
與溫室氣體減量義務」的表述，韓國學者金周真（김주진）在其著作中摘錄外交
通商部的官員訪談之內容，該名官員認為，這並不代表著韓國在國際會議上遭受
公開地指責，而是僅點名到韓國應在下一個承諾期中承擔溫室氣體之減量義務。
184

隨著 2001 年美國拒絕批准京都議定書後，選擇在氣候外交談判中擔任「觀望

者」的角色，使得國際氣候談判陷入僵局，此一局勢也間接地減少美國對韓國所
施加壓力的力度。185
總言之，雖然美國、歐盟等大國的外交壓力成為韓國面對氣候變遷談判時不
得不加以考量的因素，但觀察韓國在 1998 年至 2007 年的氣候變遷談判立場，可
以發現，韓國是一邊回應國際輿論的外部壓力，一邊向國際社會展現韓國在因應
氣候變遷所做的努力，但整體上仍是採取被動應對的態度面對氣候變遷談判。
二、國內因素：產業團體與市民社會開始發揮影響力
（一）產業團體
氣候變遷談判中最主要的目標之一即是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此舉勢必對
經濟、能源、交通等體系做出結構性的改變，而首當其衝的必然是能源密集相關
產業，諸如石化工業、鋼鐵、水泥等。此外，其他如汽車、造船、重工業與運輸
業等產業也都有可能受到程度不一的衝擊。因此，韓國國內也有一些由產業組成
的利益團體，對決策者進行遊說，進而影響政府的決策。有關產業團體影響政府
的決策，可以從「京都議定書之國內批准」
、
「溫室氣體減量法案之立法」兩面向，
觀察產業團體的態度及立場。
1. 京都議定書之國內批准
產業團體遊說的程度也取決於公共政策中議題的類型，政策制定所涉及之成
本、利益分配，受影響之遊說團體的組織嚴密、遊說力度的程度等因素。186京都

184

김주진（漢譯：金周真）
，「한국과 일본의 기후변화정책（韓國與日本的氣候變化政策）
」，
同註 154，頁 26。
185
同上註。
186
陳銘祥，法政策學，
（台北：元照，2011）
，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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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定書批准案屬於成本與利益分散的政策，其所涉及的成本、利益變動由大眾所
共同負擔，因此，產業團體不是非常在乎成本利益之轉換、轉嫁。換言之，產業
團體對於成本與利益分散的政策議題，遊說的力度就較小。
韓國在朴正熙總統主政的威權時期，為了全力發展國家的經濟，朴總統採行
「指導式資本主義」，在維持自由的私人企業的同時，政府也會在一些基礎產業
和其他重要的領域，直接參與或間接地給予指導。187舉例而言，韓國政府會強迫
大企業主組織商會，如「全國經濟人聯合會」188（韓文：전국경제인연합회，英
文：the Federation of Korean Industries, FKI）
，透過政策指導商會，或是推動特
定產業政策間接地帶動整個產業的發展。189譬如，韓國政府在 1970 年代利用關
稅保護、財稅減免、政策金融投資等方式扶植重、化工業，進而導致政府與企業
之間的關係形成緊密合作關係。
由於京都議定書最主要的目標是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量，這牽涉到韓國必須
推動能源密集產業結構之轉型，但單靠私部門企業的力量是無法達成該目標，必
須依賴公、私部門的努力。根據大韓商工會議所（Korea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KCCI）在 2002 年進行的「產業界對於氣候變化議題的認識程度」
調查中，可以得知大企業比中小企業對於氣候變化協約認識程度較高，首當其衝
的能源密集相關產業，如石油化學工業、水泥、鋼鐵、紡織工業，對氣候變化協
約的認識比例也較高（見表 3-2）。

187

林文斌，
「超越相互依賴和對抗？韓國政府財閥政策變遷的研究」
，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第
4 期（2010）
，頁 72-74。
188
全國經濟人聯合會（韓文：전국경제인연합회，英文：the Federation of Korean Industries, FKI）
成立於 1961 年，為韓國五大經濟組織之一，主要成員為三星集團、現代集團、LG 集團、SK 集
團等大型企業集團，該協會的主要目標是協助促進韓國經濟的國際化，以進一步發展自由市場經
濟，同時，也承擔產業界與青瓦台、政府之間溝通橋樑的角色。
189
Chan-Wook Park, “Legislators, bureaucrats, and interest group in Korea: A review essay,” Journal
of Korea Politics, Vol.15, No.1(2006), pp. 18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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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產業界對於氣候變化協約的認識程度（單位：%）
完全不瞭解
非常瞭解

有點瞭解

不太瞭解

幾乎不瞭解 或無關心

大企業

39

49

8.5

3

0.5

中小企業

16.2

56.2

22.8

4.3

0.5

石化工業

48

40

10

2

0

水泥工業

50

50

0

0

0

鋼鐵工業

21.2

55.8

23.1

0

0

紡織工業

14

62

20

4

0

資料來源：대한상공회의소

산업계 기후변화대책반（大韓商工會議所產業界氣候變化對策小

組），2002，「기후변화협약에 대한 산업계 대응방안（氣候變化協約相關的產業界對應方案）
」
。

這種較高程度的認識亦驅使韓國的大企業，提出因應政府政策的溫室氣體減
量行動。以汽車產業領域為例，為因應京都議定書生效後對汽車產業帶來的衝擊，
現代汽車不僅成立「因應 UNFCCC 特別工作小組」
，也通過建立海內、外工廠的
二氧化碳減量目標，以及運用節能技術，提高生產過程中的能源效率，並持續開
發油電混合動力車、燃料電池車、新一代柴油車等環保車輛，積極參與政府的排
放交易試點項目。190以能源石化領域為例，主要營業業務在能源與石化工業領域
（現更包括電訊及半導體）的韓國第三大財閥 SK 集團不僅訂定「環境管理總體
計畫」，也積極進行垃圾掩埋場氣體商業化開發，以及研究設置氫燃料汽車的加
氫站之商業模式。191以半導體產業領域為例，三星電子也致力於在半導體晶圓的
清洗製程中，使用替代性氣體，最大程度地減少碳氟化合物的使用。192除此之外，
韓國的產業團體也會與韓國政府部門緊密合作，研討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之
策略。如全國經濟人聯合會在與環境部、韓國永續發展商業委員會（ Korea
190

울산본부 기획조사팀（蔚山總部企劃調查組），
「교토의정서가 지역산업에 미치는 영향과
대응방안 및 시사점（京都議定書對當地產業的影響和應對方案與啟示）」
，한국은행（韓國銀行）
研究計畫，2005 年 8 月，頁 20-21。
191
同上註，頁 21。
192
한겨레（韓民族日報），
「교토의정서 16 일 발효 철강·자동차·반도체 우선 불똥（京都議定
書 16 日生效對鋼鐵、汽車、半導體產業首要衝擊）」
，2005 年 2 月 14 日，
http://www.hani.co.kr/arti/PRINT/10736.html，上網檢視日期：2019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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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BCSD）共同舉辦的「因應氣候變
化協約與京都議定書」研討會上表示，為主動因應京都議定書生效後帶來的溫室
氣體排放量減少之壓力，將與各行業團體共同推動「為環境保護的產業界自律行
動計畫」
，由產業界自發性設定各行業環境廢棄物及溫室氣體等長期的減量目標，
並通過第三方評鑑，每年公開達成之結果。193
然而，韓國國內大企業和中小企業之間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差距甚大。根據
KCCI 調查結果顯示，73.5%的大企業正在實施氣候變化之因應措施；相反地，
卻只有 29.3%的中小企業規劃氣候變化之因應策略。根據韓國中央大學金正仁教
授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小企業實施因應氣候變化措施問題不力之原因，「資本、
技術不足」是最主要的原因，占有 43.4%的比重，其次「對氣候變化議題不太瞭
解」有 35.4 百分比，
「感覺不到應採取因應措施之必要性」有 17.1%，
「期待政府
的政策支援」則占 10.1%。194對此，FKI 也指出，大企業所實行溫室氣體減量對
策尚處於起步的階段，中小企業甚至是沒有能力做出因應，並憂慮因此造成國內
經濟陷入癱瘓，故認為政府應該領導大企業，並支援中小企業。195
值得注意的是，產業團體雖然意識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是不得不面對的課
題，也有部份的企業開始履行減量行動，但是對於政府是否應該批准京都議定書，
則表示觀望其他國家之態度後再採取因應策略。根據韓國中央大學金正仁教授也
針對韓國國內 523 家企業進行「產業界對於批准京都議定書之態度」的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53.4%企業認為應觀望其他國家再採取彈性的應對方式，有 13.3%的

193

전국경제인연합회（全國經濟人聯合會）
，
「온실가스 감축을 위해 『환경보호를 위한 산업
계 자율행동 계획』적극 추진키로」
（為積極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積極推動「環境保護工業自願
行動計劃」）
」，2005 年 1 月 8 日，
http://intl.fki.or.kr/FkiAct/Promotion/Report/View.aspx?content_id=4787f8a4-701d-4af5-848c-1f1332
2e9a11，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 月 13 日。
194
대한상공회의소（大韓商工會議所），
「기후변화협약 대응 능력, 기업간 차이 커（氣候變
化協約因應能力，企業間差異大）」
，2002 年 3 月 13 日，
http://www.korcham.net/nCham/Service/Economy/appl/KcciReportDetail.asp?SEQ_NO_C010=20020
313002&CHAM_CD=A001，上網檢視日期：2019 年 10 月 22 日。
195
한겨레（韓民族日報），「기후변화협약 적극대처가
약이다（氣候變化協約積極性對策薄弱）」，2005 年 2 月 14 日，http://legacy.www.hani.co.kr/se
ction-001001000/2005/02/001001000200502141839210.html，上網檢視日期：2019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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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認為應最大限度地延遲批准時間，12.8%的企業則認為應趕在 COP 8 前批准，
剩下 20.5%企業則表示不清楚。（見圖 3-1）
應趕在COP8
前批准 12.8%
最大限度地
延遲批准時
間 13.3%

觀望其他國
家再採取彈
性的應對方
式 53.4%

不太清楚
20.5%
圖 3-1 韓國企業對於「批准京都議定書」贊成與否之示意圖
資料來源：見대한상공회의소（大韓商工會議所）
，
「기후변화협약 대응 능력, 기업간 차이 커
（氣候變化協約因應能力，企業間差異大）
」，2002 年 3 月 13 日，
http://www.korcham.net/nCham/Service/Economy/appl/KcciReportDetail.asp?SEQ_NO_C010=20020
313002&CHAM_CD=A001，上網檢視日期：2019 年 10 月 22 日。

綜上所述，韓國產業團體對京都議定書之國內批准的態度及立場，大企業比
中小企業對於氣候變化協約認識程度較高，驅使大企業提出減量行動，以因應政
府的決策。然，整體上產業界的態度仍持保守立場，希望延宕批准京都議定書的
時程。儘管如此，由於韓國是由政府主導經濟發展，使得企業難以干預對外政策。
因此，隨著韓國行政當局與國會都認為批准京都議定書有助於後續談判之政治利
益，以及向其他締約方展示韓國履行減量承諾之政治意願，進而導致國內產業界
無法拒絕批准京都議定書之態勢。
2. 「地球溫暖化防治對策法」之立法
韓國除了在 2002 年通過京都議定書之批准案之外，國會議員們也曾於 2001
年和 2004 年討論是否制定有關溫室氣體減量的法案。產業團體雖然對於批准京
都議定書採取觀望的態度，但是對於國會提出的溫室氣體減量法案卻持相反的意
見。如前所述，利益團體依據政策制定所牽涉利益與成本之變動，而決定其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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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制定「地球溫暖化防治對策法」係屬於成本集中、利益分散的政策，即實
施溫室氣體減量之成本將由少數企業來承擔，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後之環境利益
卻由社會大眾所共享。故，韓國產業界相當重視該法案的通過與否。
無論是 2001 年或 2004 年國會內部在討論是否制訂「地球溫暖化防治對策
法」（지구온난화대책벙지법）時，產業界皆透過商業團體提出諸多反對意見
。2001 年國會首次討論「地球溫暖化防治對策法」時，FKI 代表石化工業、水
泥、鋼鐵、輕工業以及電子零件製造業等產業，就「自願協議制度」
、
「排放費制
度」
、
「排放權交易制」以及「溫室氣體管理基金運作」的法律內容，向國會提出
其訴求。
首先，就「自願協議制度」而言，多數企業贊成以「自願協議」作為因應
UNFCCC 的方案，但多數持贊成意見的企業認為，政府應準備好技術、投資上
的支持與稅制上的獎勵機制，以及改善或進一步發展產業資源部已然實施的自願
協議制度。196再者，就「排放費制度」而言，超過一半以上的企業認為排放費制
度的實施會增加生產的成本，故持反對的意見。197此外，就「排放權交易制」而
言，多數企業認為，現階段溫室氣體測量技術的可靠性與資料蒐集上仍不足，若
為了實施排放權交易制度而建立基礎設施，不僅需要花費相當多的費用與時間，
也會削弱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贊成的企業則認為排放權交易制度可以減少企
業在溫室氣體減量費用的負擔，如與其他企業買賣溫室氣體減量的技術，或是提
供早已與產業資源部簽訂自願協議的企業碳排放量配額之優惠，即將其在協議期
間內所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入碳排放量的配額。198最後，企業對於「溫室
氣體管理基金運作」，贊成的企業認為基於汙染者付費原則，可以接受徵收排放

196

전국경제인연합（全國經濟人聯合會），
「地球溫暖化 對策法案에 대한 産業界 意見（有關
地球溫暖化對策法案的產業界意見）
」，2002 年 9 月 18 日，
http://industry.fki.or.kr/fkiact/research/View.aspx?content_id=e2511b4e-b4f8-4306-b16a-136a0502681
4&cPage=143&search_type=0&search_keyword=，頁 5。
197
同上註，頁 6。
198
同上註，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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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來建立基金，且可運用基金來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反對的企業則認為基金
費用的來源應由政府出資，而不是對企業徵收排放費，增加企業的負擔。199
由於 2001 年「地球溫暖化防治對策法」未取得產業界和其他行政機關的共
識，國會也就沒有繼續討論立法。直到俄羅斯在 2004 年決定批准京都議定書之
際，韓國意識到京都議定書隨俄羅斯之批准後將生效，使得「地球溫暖化防治對
策法」法案再次獲得國會議員之關注，由李浩雄國會議員於 2004 年會期再次向
國會提出法律草案。
此次提案隨即引起產業界之關注。KCCI 批評指出，就法治層面上，「地球
溫暖化防治對策法」與現有的「大氣環境保全法」（대기환경보전법）、「能源
利用合理化法」（에너지이용합리화법）相衝突，且對於溫室氣體減量的方式與
履行減量承諾的參與方式尚未取得一致共識，難以準備有效的對策。此外，在財
政層面上，在國內已經有能源稅制和各種環境附加稅等稅制負擔大之情況下，若
是再額外支付準租稅與推動基金之組成，對產業界來說是雙重負擔。再者，從外
交層面觀之，目前只有日本與瑞士兩國制定法律管制溫室氣體減量，而且韓國已
於 2002 年批准京都議定書向國際社會闡明積極參與溫室氣體減量之意志，透過
制定國內法律所帶來的外交利益並不大，可能導致韓國在協商中被其他國家過高
期待，反而不利於後續的談判。另外，就政策層面而言，與其為了回應氣候變化
而設立新的「地球暖化防治對策委員會」此一行政機關，希望政府能延續既有的
「氣候變化協約綜合對策」政策和既有的部會之間的協調功能。200最終，國會綜
合考量之下，決定將該法案留待下屆國會討論。
綜上所述，產業界在「京都議定書之國內批准」和「溫室氣體減量法案之立
法」上，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對產業界而言，京都議定書的批准與否並不影

199

전국경제인연합（全國經濟人聯合會），「地球溫暖化 對策法案에 대한 産業界
意見（有關地球溫暖化對策法案的產業界意見）」，同註 196，頁 7-8。
200
대한상공회의소（大韓商工會議所），
「
『지구온난화방지대책법안』에 대한 업계 의견 건의
（有關地球溫暖化氣體防治法案的產業界意見）」
，2004 年 11 月 24 日，
http://www.korcham.net/nCham/Service/Economy/appl/KcciReportDetail.asp?SEQ_NO_C010=20041
122003&CHAM_CD=A001，頁 5-8。
71

響其經營成本與利益，故採取或維持不作為觀望者之心態。相反地，產業界不贊
成制定國內法去規範企業實施溫室氣體減量，多數企業反對的理由是因為立法的
成本將會轉嫁到企業身上，加重企業的負擔，導致產業界組成組織嚴密度高
（well-organized）的遊說團體向國會議員進行遊說，並且成功地延宕國內「溫暖
化氣體防治對策法」之立法進展。
（二）市民社會/環境非政府組織
1987 年韓國從威權政治邁入民主化進程之後，加上朴正熙執政期間過度重
視經濟發展，導致國內各地出現環境嚴重汙染的事件，在此政治、社會背景之下，
1990 年代初期環境組織大量出現，促使政府被迫回應公眾對於環境保護的需求。
201

其中，最具規模且社會影響力較高的環境組織為「綠色聯合」202（韓文녹색연

합，英文 Green Korea United, GKU）及「環境運動聯合」203（韓文환경운동연
합，英文 Korean Federation for Environmental Movement, KFEM）。
在金大中執政時期，加快了韓國落實民主化和地方化的進程，成為公民參與
環境政策制定的契機，以及促成公、私部門在環境議題上更多的合作。舉例而言，
韓國政府為提高公民的環境意識，與環境組織共同舉辦響應世界環境日之活動或
環境議題的研討會。韓國環境政策評價研究院（韓文한국환경정책평가연구원，
英文 Korea Environment Institute, KEI）前院長정회성（Jeong Hoi-Seong）認為，
這是由於金大中總統上任後面臨到少數政府、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所帶來的執
政挑戰，需要非政府組織的支持，對抗保守派的反對聲浪，以進行政治、社會、

201

Hoi-Seong Jeong, “Citizen Involvement in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Process in Korea,” The Good
Society, Vol. 11, No. 2 (2002), p. 46.
202
綠色聯合（녹색연합）成立於 1991 年，其會員數估計有兩萬名，該組織長期關注生態系統養
護、野生動物保育、氣候危機、再生能源、反核等環保議題。녹색연합（綠色聯合）
，
http://www.greenkorea.org/introduce/greenkorea/，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3 月 16 日。
203
環境運動聯合（환경운동연합）成立於 1993 年，為韓國最具專業的環境非政府組織，其下設
立 52 個地方分會，會員數高達七萬名以上，且該會員多是由專家學者、律師與社會運動人士所
組成，長期關注水資源、再生能源、氣候變遷、海洋生態保育等議題。환경운동연합（環境運動
聯合），http://kfem.or.kr/，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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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上的改革。204因此，在這樣的時空環境與背景之下，越來越多的環境非政府
組織有機會參與環境政策之制定。
環境非政府組織主要以兩種方式參與氣候變遷議題，其一是對公眾進行宣導
與教育，如倡導實施溫室氣體減量，或努力參與再生能源政策之制定；其二是參
與公約談判過程。205無論是綠色聯合或是環境運動聯合，積極投入氣候變遷議題
的宣導與教育，特別是在京都議定書生效後，為了達到更有系統地向公眾進行廣
泛地宣傳，綠色聯合於 2005 年 2 月成立「因應氣候變化對策委員會」。206再者，
曾是 COP 9 大會談判代表團成員的環境運動聯合能源對策中心事務局長李尚勳
（이상훈）便指出，雖然由環境部長擔任政府談判團的首席代表，外交通商部負
責談判事務，但這兩個政府部門和產業資源部間合作及協調並不順暢，而且負責
氣候變化協約談判的各政府機關負責人又有經常更換的問題，影響了政府機關間
協商的效率。207事實上，這些環境非政府組織無法參與實質的談判，僅扮演「監
督者」與「宣傳者」之角色，監督會議的動態，以及參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活動，
將在國際會議中的所見所聞，帶回國內社會向公眾進行宣傳，提高公眾對氣候變
遷議題之關注度。此點其實是符合學理及實務上對環保團體角色與地位的認識與
描述。學者 Pamela S. Chase 曾描述環保團體之角色、地位或功能為有能力引起
媒體關注，促使媒體對環境政策宣傳、尋求支持或反對，以及提供來自其自身的
研究的科學和以地球為中心知識，藉以提高談判過程的透明度。簡言之，環境非

204

Hoi-Seong Jeong, “Citizen Involvement in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Process in Korea,” supra note
201.
205
김주진（漢譯：金周真）
，「한국과 일본의 기후변화정책（韓國與日本的氣候變化政策）」，
同註 154，頁 20。
206
박윤수（漢譯：朴允守），
「기후변화 대응하는 환경단체들의 노력（因應氣候變化的環境團
體們的努力）」
，여성신문（女性新聞）
，2005 年 5 月 12 日，
https://www.womennews.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25095，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207
이상훈（漢譯：李尚勳），
「기후변화협약에 대한 환경단체의 입장（有關氣候變化協約環境
團體的立場）」
，2001 年 11 月 30 日，http://kfem.or.kr/?p=22398，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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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組織不僅有能力提供有助於談判的資訊，也是談判中宣傳政府立場和行動的
威脅。208
總言之，此時期，國際因素在韓國的氣候變遷政策制定過程中，起到了促進
韓國採取了較前期更積極之對外作為的作用，不僅提倡單邊清潔發展機制、批准
京都議定書，還另結新的談判聯盟，進入 EGTT 擔任東亞地區代表，以參與設立
對韓國有利之技術移轉制度。此外，在國內因素上，產業團體雖然對京都議定書
批准案持不作為觀望者之心態，但卻在「溫暖化氣體防治對策法」制定過程中，
開始向國會議員發動遊說施壓，成功地使該法案未通過。而市民社會（環境非政
府組織）雖然無法參與實質的談判，但可以發揮「監督」與「宣傳」的作用，提
高談判過程的透明度，以及提高公眾對氣候變遷議題之關注度。

第三節 韓國氣候外交的「政治系統內之轉換過程」：
國際談判地位之轉變與建立國內履約基礎
誠如本章第二節所述，韓國在 1998 年至 2007 年 UNFCCC 談判過程中，國
際因素的影響程度仍較大，特別是受到美國、歐盟與日本等已開發國家的施壓，
希望韓國提早承擔減量義務，此舉使韓國備感壓力。而在國內因素層面，產業團
體認知到氣候變遷帶來溫室氣體減量的經濟成本，特別是韓國的大型企業開始提
出相關的因應行動，此外，產業團體也透過遊說政府影響政府的決策，特別是能
源密集相關產業，諸如石化工業、鋼鐵、水泥等。市民社會（環境非政府組織）
開始關注氣候變遷議題，發揮了「監督者」與「宣傳者」的角色，監督政府政策
與執行，以及提高公眾對氣候變遷議題之關注度。
這些國際與國內因素形成「要求」
、
「支持」進入到韓國的政府機制，總統、
行政機關、國會等政府系統內部行為者為回應國際、國內的要求，而做出決定或
政策。因此，本節將進一步檢視總統、行政機關、國會等政府系統內部行為者受

208

Pamela S. Chasek, Earth Negotiations: Analyzing Thirty Years of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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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國際與國內因素不同程度的影響，而產出那些因應氣候變遷的政策或決定。表
3-3 呈現金大中、盧武鉉兩位總統執政期間，因應 UNFCCC 的重大國內政策與法
律之產出，以及在 UNFCCC 締約方大會場域中之產出。
表 3-3 因應 UNFCCC 重大政策、法律及外交作為一覽表（1998-2007）
金大中執政時期（1998 年 2 月 25 日至 2003 年 2 月 24 日）
國內政策與法律之產出

COP4 至 COP8 締約方大會場域中之產出

1. 金大中將「積極建立有效回應
1.簽署京都議定書（1998）
UNFCCC 相關政策措施」列入百大國 2.提出單邊清潔發展機制（1999）
政課題（1998/2）
3.與理念相近的國家組建「環境完整集團」
2.設立「氣候變化協約（按：即
（2000）
UNFCCC）泛政府對策機構」
（1998/4） 4.擔任技術移轉專家小組東亞地區代表
3.設立隸屬總統的「永續發展委員會」
（2000）
4.設立隸屬國務總理的「氣候變化協
約對策委員會」（2001）
5.訂定與實行「氣候變化協約對應第 1
次綜合對策」
（1999）
、
「氣候變化協約
對應第 2 次綜合對策」（2002）
6. 討論制定「溫暖化氣體防治對策

（2001）
5.批准京都議定書（2002）
6. 與墨西哥、美國、澳洲進行雙邊會談，
商議技術合作方案（2002）

法」（法案未通過）（2001、2004）
盧武鉉執政時期（2003 年 2 月 25 日至 2008 年 2 月 24 日）
國內政策與法律之產出

COP9 至 COP13 締約方大會場域中之產出

1.訂定與實行「氣候變化協約對應第 3
次綜合對策」（2005）
2.制定「能源基本法」（2006）
3.設立隸屬總統的「國家能源委員會」
（2006）

1.提出共同研究發展安排協議（Joint
R&D arrangement）的構想（2003）
2.與墨西哥、加拿大、美國、澳洲、法國、
匈牙利進行雙邊會談（2004）
3.與法國進行雙邊會談，商議技術合作方
案，並與加拿大、英國、美國、澳洲、新
加坡的環境部長舉行多邊會議；與印尼簽
訂「應對氣候變化與一般環境合作之雙邊
瞭解合作備忘錄」（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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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統
影響韓國在氣候變遷談判的因素之一，即是總統的執政理念。韓國雖然於
1993 年 12 月 14 日簽署 UNFCCC，但在金泳三總統所領導的「文明政府」執政
期間，並未具體且有系統地規劃因應 UNFCCC 的相關對策。直到 1998 年金大中
總統上任後，其所領導以同步發展民主和經濟為目標的「國民政府」209（People’s
Government），意識到韓國未來不可避免地承擔減量義務，為了能更有系統地應
對 UNFCCC 談判，將「積極建立有效回應 UNFCCC 相關政策措施」的目標列入
百大國政課題之一。210
首先，就政府機關改革方面，韓國為有系統地調整與實踐國內對策，以及因
應韓國在 COP3 場域中所面臨到開發中國家參與自發性溫室氣體減量之壓力，因
此，韓國意識到有必要設立具有「泛政府」211（범정부）層級的專責機構。212而
後，金大中政府在 1998 年 1 月 19 日召開由「對外經濟調整委員會」主辦的會議，
該會議決定設立一個由相關政府部會、學界、產業界、研究機構組成的「泛政府
對策機構」
。213經過相關部門協調後，韓國政府正式在 1998 年 4 月設立「氣候變
化協約泛政府對策機構」（기후변화협약범정부대책기구）。214（見圖 3-1）
氣候變化協約泛政府對策機構是政府內閣機關之一，1999 年至 2001 年負責
實施「氣候變化對應第 1 次泛政府綜合對策（기후변화 대응 제 1 차 범정부종
합대책）」，其組織包括三階段的協議機制，分別是由各政府部會部長所組成的「長
官會議」（장관회의）、由各政府部門次級長官所組成「次官會議」（차관회의）
209

청와대（青瓦臺）
，
「김대중 15 대 대통령 취임사（第 15 位大統領金大中就職演說）」
，1998
年 2 月 25 日，http://15cwd.pa.go.kr/korean/president/library/chap/9802-1.php，上網檢視日期：2019
年 5 月 20 日。
210
동아일보（東亞日報），
「인수위 선정 차기정부 100 대 국정과제（接任委員會選定下一屆
政府的百大國政課題）
」，1988 年 2 月 13 日，版 20。
211
泛政府（범정부）係指政府內所有的部會為了一起制定政策或是商議很重要的議題而組織跨
政府層級的機構。
212
대한민국환경부（大韓民國環境部）「기후변화대응 환경부문 종합계획 수립（制定應對氣
候變化環境部門綜合計畫）」
，2003，頁 19。
213
대한민국정부대표단（大韓民國政府代表團），
「기후변화협약 제 6 차 당사국총회 참가보고
서（氣候變化協約第 6 次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
」，同註 149，頁 134。
214
大韓民國國務調整室氣候變化協約事務對策會議，1999，
「氣候變化協約對應綜合對策」
，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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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對策會議」
（실무대책위원회），事務對策會議固定每個月召開一次，而
長官會議和次官會議則是必要時才召開。215事務對策會議下設「協商對策小組」
、
「能源‧產業對策小組」、「環境對策小組」、「農林對策小組」、「研究開發小組」
等 5 個主要領域的對策小組。除此之外，各領域專家針對「CDM/JI」、「排放權
交易制」
、
「建立溫室氣體排放統計系統」
、
「碳稅」
、
「遵約機制」等 5 個不同議題
領域組成研究團隊，提供科學資訊及政策建議。216

圖 3-2 氣候變化協約泛政府對策機構之組織圖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大韓民國國務調整室氣候變化協約事務對策會議，「氣候變化協約對應綜
合對策」
，1999，頁 127。

215

대한민국환경부（大韓民國環境部）「기후변화대응 환경부문 종합계획 수립（制定應對氣
候變化環境部門綜合計畫）」
，同註 213。
21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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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聯合國於 2000 年發表「千年發展目標」
，在當前國際推動永續發展
的潮流下，韓國為緊跟國際潮流脈動，以及強化社會、環境與經濟三方的平衡發
展 ，便設立 隸屬 於總 統的「永續發展委員 會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用以調動國家資源解決氣候變化問題。217
2001 年 9 月，為促進工作小組的職能，不僅另外設立「總對策小組」，也依
據第 422 號總理令發布「氣候變化協約對策委員會的成立和運作相關規定」（기
후변화협약 대책위원회 등의 구성 및 운영에 관한 규정），將「氣候變化協約
泛政府對策機構」改組為「氣候變化協約對策委員會」（기후변화협약대책위원
회）。（見圖 3-3）氣候變化協約對策委員會是政府內閣機關之一，負責執行「應
對氣候變化協約第 2 次綜合對策」
（기후변화대응 제 2 차 종합대책），其組成方
式係由國務總理擔任委員長，其下設立由各政府部門次官級長官所組成「事務委
員會」
（실무위원회）、局長級官員組成的「事務調整會議」
（실무조직위원회），
以及 6 個主要領域的對策小組，和各領域專家組成 5 個不同議題領域的研究團隊
。218

217

대한민국정부대표단（大韓民國政府代表團），「기후변화협약 제 6 차 당사국총회
참가보고서（氣候變化協約第 6 次當事國總會參加報告書）」，同註 149，頁 134。
218
행정안전부국가기론원（行政安全部國家紀錄院），
「기후변화협약 대응대책（氣候變化協約
因應對策）
，2007 年 12 月 1 日，
https://www.archives.go.kr/next/search/listSubjectDescription.do?id=006577&pageFlag=&sitePage=12-1，上網檢視日期：2019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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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氣候變化協約對策委員會之組織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大韓民國氣候變化協約對策委員會，「氣候變化協約對應第 3 次綜合
對策」，2005，頁 8。

此外，自 1999 年起，韓國政府以每 3 年為一個期程，開始實行因應 UNFCCC
的總體政策。氣候變化協約對策委員會在 1999 年制定並實行「氣候變化協約對
應第 1 次綜合對策」
（기후변화협약대응 제 1 차 중합대책）。緊接著，2002 年
實行「氣候變化協約對應第 2 次綜合對策」（기후변화협약대응 제 2 차 중합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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책）。該總體政策的制定方式係由產業資源部、環境部、外交通商部等三個主要
部會之間協商，各政府部門先將自己想實行的政策，提交給對策委員會內的事務
工作小組，再由國務調整室協調各部門之間的分歧。
2003 年，盧武鉉總統所領導的「參與政府」
（참여정부）主張堅定不移地落
實、發展金大中政府所制定的環境政策，並努力擴大環境改善的成果。219因此，
在因應 UNFCCC 政策上，盧武鉉政府仍是延續金大中總統的政策基調，在 2005
年推動「氣候變化協約對應第 3 次綜合對策」
（기후변화협약대응 제 3 차 중합
대책），並在 2006 年提出「氣候變化協約對應第 3 次綜合對策」修正完整版。220
為了有效減少溫室氣體，盧武鉉政府主張韓國應提高能源效率，故在 2004 年 12
月向國會首次提交「能源基本法」
（에너지기본법）草案。2006 年 3 月，韓國正
式施行「能源基本法」，並於同年 11 月設立「國家能源委員會」（국가에너지위
원회）。221
國家能源委員會之組成方式，由總統擔任委員長，副委員長由國務總理擔任，
產業資源部、財經部、科技部、外交通商部、環境部、建設交通部、企劃預算處
等 7 位行政長官為當然委員，以及 11 位能源專家、5 位能源相關的民間團體代
表。2222002 年 8 月 22 日舉行第 2 次國家能源委員會會議，會議主題圍繞在探討
219

대한민국환경부（大韓民國環境部），
「신임 한명숙 환경부장관 취임사（新任韓明淑環境部
長就職典禮）」
，2003 年 2 月 27 日，
http://www.me.go.kr/home/web/board/read.do;jsessionid=53CDBcR0zl4uvB6eR7YgWj6s.mehome2?p
agerOffset=13820&maxPageItems=10&maxIndexPages=10&searchKey=&searchValue=&menuId=28
6&orgCd=&boardId=81953&boardMasterId=1&boardCategoryId=&decorator=，上網檢視日期：2019
年 8 月 12 日。
220
김주진（漢譯：金周真）
，「한국과 일본의 기후변화정책（韓國與日本的氣候變化政策）
」，
환경사회학연구 ECO（環境社會學研究 ECO），第 11 卷，第 1 期（2007），頁 16。該學者認為
「氣候變化協約對應綜合對策」比過去「地球環境相關長官對策會議」
（1992 年 8 月至 1995 年 6
月）上提出的政策數量與質量都好，因為該機構僅只制定 6 項政策，政策內容也只有宣言的意義。
反觀，「氣候變化協約對應綜合對策」所包含的政策數量多達 30 個以上，政策內容也比 1997 年
相比更為具體。
221
행정안전부국가기론원（行政安全部國家紀錄院）
，
「국가에너지위원회（國家能源委員會）
」，
2007 年 12 月 1 日，https://www.archives.go.kr/next/search/listSubjectDescription.do?id=006560&pa
geFlag=&sitePage=1-2-1，上網檢視日期：2019 年 8 月 12 日。
222
국가에너지위원회（國家能源委員會），
「전문위원회 구성 완료（專家委員會組成）」
，2007
年 2 月 9 日，
http://www.motie.go.kr/motiee/presse/press2/bbs/bbsView.do?bbs_seq_n=33838&bbs_cd_n=81，上網
檢視日期：2019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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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源、產業資源部為主軸，提出因應 UNFCCC 的新國家戰略。該次會議中，
盧武鉉總統提到，韓國境內 83%的溫室氣體排放源是能源部門所產生的，且鑒於
限制排放與節能的方式呈現的效果有限，因此，認為韓國應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並在溫室氣體的減量技術和節能技術方面進行創新開發，這才是韓國應努力的目
標。223此外，盧武鉉總統也在該次會議中，說明其氣候變遷的政策設計理念。譬
如政府應提供準確的信息，說明全球正在發展的技術市場的現狀和前景，以及建
立合理有效的激勵措施，以便讓韓國企業積極參與並專注於技術開發。224
儘管部分韓國學者批判政府企圖利用「氣候變化協約對應綜合對策」這個包
山包海的政策，來解決各式各樣的能源、環境問題，導致政策執行效果大打折扣，
但無可否認地，不管是在「氣候變化協約對應綜合對策」的政策制定上，或是設
立因應 UNFCCC 的專責機構，總統的意志發揮了領導作用。
二、行政機關
第二個影響韓國談判立場的因素是行政機關之間的權力角力。此時期，涉及
氣候變遷政策相關的政府機關包括國務調整室、外交通商部（2013 年 3 月 23 日
起更名為外交部）、產業資源部（現今產業通商資源部的前身）225、環境部、農
林部（現今農林畜産食品部的前身）
、科學技術部（現今未來創造科學部的前身）
等六個行政機關，其中環境部、產業資源部和外交通商部是主要的政策主導的機
關。226因此，本節之分析焦點將著重在環境部、產業資源部、外交通商部等三個
部會機關的互動關係。

223

대한민국정책브리핑（大韓民國政策簡介），
「노대통령”온실가스 감축, 소비절약 한계
기술혁신 필요”（盧總統「溫室氣體減少、減少能源消耗，需要技術創新」）」
，2007 年 8 月 22
日，http://www.korea.kr/news/policyNewsView.do?newsId=148632448，上網檢視日期：2019 年 11
月 4 日。
224
同上註。
225
產業資源部（산업자원부）依據總統令第 21628 號在 2009 年 7 月 16 日進行組織改造，將科
學技術部與情報通信部的部分職掌併入改組為「知識經濟部」。2013 年 3 月 28 日「政府組織法」
進行修法之後，進行第二次組織改造，將原外交通商部的對外貿易職掌併入改組為「產業通商資
源部」
。대한민국산업통상자원부（大韓民國產業通商資源部）
，
「기관소개（機關介紹）」
，http:/
/www.motie.go.kr/motie/mi/me/history/history.jsp，上網檢視日期：2019 年 11 月 4 日。
226
김성진（漢譯：金聖真），「기후변화와 국가 대응의 정치학：영국，미국，한국의 교토의
정서 대응정책 비교 （氣候變化與國家對應的政策學：英國、美國、韓國的京都議定書對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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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不同機關基於權力的本位主義，而產生不同的政策建議，因此在外交決
策過程中，官僚體系中不同機關之間的相互協商、討價還價，最後妥協成為政策。
227

而形成本位主義的原因繁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各機關基於對權力、地位等

因素的保護與考量，導致各機關可能會爭功諉過，想盡辦法擴大本身之利益。韓
國規範中央行政機關組織的法源是「政府組織法」（정부조직법）。因此，本節
檢視金大中總統至盧武鉉總統時期大韓民國「政府組織法」的內容，瞭解兩位總
統任內的環境部、產業資源部、外交通商部之業務職掌，並進一步分析各機關的
本位利益。
依據「政府組織法」第四章「行政各部」（행정각부）規定，可以得知到
金大中、盧武鉉時期的環境部、產業資源部、外交通商部之職掌（見表 3-4）。
在兩任總統執政的期間，環境部、產業資源部、外交通商部之業務職掌沒有變動，
政府部會的名稱也是維持一致。再者，基於各機關的業務職掌，其所形成的立場
也有所不同。

策之比較）」
，（박사학위논문 博士學位論文，서울대학교외교학과 首爾大學外交學系，2013），
頁 202。
227
張國城，「
《決策的本質:解釋古巴飛彈危機》經典譯注計畫」，計畫編號：MOST
103-2410-H-038-001，台北：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05，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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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金大中、盧武鉉時期環境部、產業資源部、外交通商部之機關職掌一覽表
部門機關名稱

機關業務執掌

1）負責處理外交；調解、協調與外國的通商交涉；處理條約和
其他國際協定；保護與支援旅居外國之國人；進行國際輿情
外交通商部
調查；處理移民事務。
負責處理自然、生活環境的保護；環境污染防治；水資源的
環境部
保護、利用及開發事務。
負責掌管商業、貿易與貿易振興、工業、能源及地下資源相
產業資源部
關的業務。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국가법령정보센터（韓國國家法令訊息中心）
，
「정부조직법（政府組
織法）」
，https://www.law.go.kr/%EB%B2%95%EB%A0%B9/%EC%A0%95%EB%B6%80%EC%A1
%B0%EC%A7%81%EB%B2%95，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產業資源部掌管工業、能源相關的業務，促使產業資源部格外重視溫室氣體
排放量減少對工業及能源產業帶來的衝擊，導致產業資源部形成「經濟發展優先
於環境保護」的本位利益，並主張盡可能延遲京都議定書之國內批准時程。228另
外，外交通商部負責處理國家的對外談判及涉外事務，基於國家外交利益的考量，
外交部不僅在氣候變化協約談判中，提出「單邊清潔發展機制」
、
「成立環境完整
性集團」等外交協商戰略，其立場也偏向強化韓國國內對於氣候變化協約的反應
機制，如通過批准京都議定書，塑造出韓國是「環境友善國家」的正面形象，藉
此提高韓國的國際地位。229而環境部負責國家的環境、自然資源的保護，其立場
偏向「環境保護優先」，希望韓國早日批准京都議定書，讓韓國趕上國際環境保
護的趨勢。230綜上所述，外交通商部的立場較偏向環境部，皆傾向支持批准京都
議定書，而產業資源部基於經濟發展考量，期望延遲批准京都議定書。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的行政機關組織重整大多是在總統的領導下推動。依照
韓國憲法的規定，總統掌管行政權，賦予總統任命、指揮國務總理及所有中央行
政機關首長之權。儘管韓國行政機關組成的法源係依據「政府組織法」之規定，

228

김주진（漢譯：金周真）
，「한국과 일본의 기후변화정책（韓國與日本的氣候變化政策）
」，
환경사회학연구 ECO（環境社會學研究 ECO），同註 154，頁 24。
229
同上註，頁 25。
230
同上註。
83

但總統可以依其執政需求，提交國會「政府組織法」的修正案，由國會審議通過。
換言之，每逢政權更替，新任總統為因應國內、外局勢的挑戰，藉修法進行政府
組織改造的工程。由此可知，總統在中央行政機關組織調整上，具有相當大的影
響力。
此外，學者 Charles O. Jones 進一步探討政策執行者之角色，這是因為不同
執行者有不同政策理念，對於政策也會有不同的解釋。231換言之，同樣的職位，
不同人擔任，政策執行的方向與成效也會不同。譬如，在金大中總統執政時期，
負責主導 UNFCCC 談判的環境部長金明子長期關注氣候變遷、綠色成長等環境
議題，使得韓國政府在 1999 年以後之談判立場明顯地與前環境部長崔在旭、孫
淑有所不同。
金明子部長擔任環境部長的期間，便曾於 1999 年報章投書表示，韓國無法
迴避開發中國家參與溫室氣體減量之壓力，只能跟進溫室氣體減量的國際趨勢中，
並克服自身的挑戰，與其擔心韓國在世界的環境市場中失去什麼，不如轉換思維，
思考韓國能夠從中得到什麼。232在 1999 年 COP 5 上，金明子部長以 UNFCCC
韓國談判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分，首次向國際社會宣示韓國將在自願和不具約束
力的基礎上參與限制溫室氣體的國際努力，往後的 UNFCCC 談判中也能看到韓
國積極提出諸多外交策略，如組建新的談判集團、提出單邊清潔發展機制等策略，
並在國內積極推動京都議定書之批准案。換言之，在金大中政府時期，金明子部
長個人對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進而間接影響韓國在 UNFCCC 的談判場域上，
改變以往被動應對的態度，採取積極面對的態度。
三、國會
基於「權力分立」的政治架構，韓國行政和立法部門在立法過程中相互制衡，
進而影響政策或法律之產出，也是影響環境外交中國際合作的關鍵。若是行政部
231

Charles O. Jon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3rd editions (California: Brooks/
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p.178.
232
김명자（金明子）
，
「”기후변화협약”대처밥（氣候變化協約對策法）」
，동아일보（東亞日報）
，
1999 年 11 月 8 日，http://www.donga.com/news/article/all/19991108/7483262/1，上網檢視日期：
2020 年 3 月 15 日。
84

門控制了立法權的主要機制，行政部門便掌握主導政策議程設定及法案的優勢，
相反地，若是國會的偏好主導立法過程，立法部門可以透過阻擋提案程序或議事
進度，削弱行政部門在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方面的相對優勢。233換言之，
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之間立法權力之分配，是觀察誰的偏好最有可能主導國際協
定在國內批准過程之重要指標。
有關韓國在 UNFCCC 協商過程中行政與立法之互動關係，可以從外交、內
政兩個面向來檢視，分別是對外展現出的「京都議定書之國內批准」，及國內層
面的「溫室氣體減量法案之提出」。此外，前述提及到盧武鉉總統執政時期所制
定的「能源基本法」，因該法之內容與京都議定書談判協商核心爭論焦點─溫室
氣體減量，較無直接關聯，故在國內層面的討論中，僅以「溫室氣體減量法案」
作為討論焦點。
（一）京都議定書之國內批准
根據韓國現行的第六共和國之憲政運作體制，國會雖然有政府與他國或國際
組織締結條約之批准同意權，但是總統才是韓國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主導者，
因此，國會在外交決策中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根據「大韓民國憲法」第 72 條、
73 條的規定234，可以得知總統在外交、國防政策領域中往往占有主導的地位，
而國會僅可以透過行使「條約批准之同意權」
（韓國憲法第 60 條）
、
「預算權」
（韓
國憲法第 54 條）
、
「國政監察及調查權」
（韓國憲法第 61 條）
，而有對外交政策的
監督權力。
再者，在 2000 年 COP 6 中，國會議員首次以政府代表團顧問身分加入政府
談判代表團，此舉有助於談判結果獲得國會的支持，甚至可以得到國會議員的背

233

Helen V. Milner,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00-101.
234
大韓民國憲法第七十二條：
「總統得在其認定有必要的情況下，將外交、國防、統一及其他與
國家安危相關之重要政策交付予人民投票以訴之。」大韓民國憲法第七十三條：「總統負責條約
之締約、批准、外交使者之信任、接受、以及派遣事宜，以及佈告宣戰與媾合。대한민국헌법（大
韓民國憲法），https://www.law.go.kr/lsEfInfoP.do?lsiSeq=61603，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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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因此，在京都議定書批准過程中，作為政府談判代表團成員的國會議員李富
榮、李浩雄，就成為影響國會批准與否的關鍵。
時任國會「氣候變化協約對策特別委員會」委員長的李富榮在 2002 年 10
月 8 日所召開的氣候變化協約對策特別委員會會議時表示：
除了包含美國在內的極少數國家之外，在大部分國家開始批准議定書的狀況下，作為
OECD 成員國和先進開發中國家的韓國，如果繼續延遲批准京都議定書，可能會引起
採取消極態度處理國家環境問題的誤會，倒不如透過批准京都議定書，積極應對溫室
氣體減量義務協商時，從締約方的立場，可以看到韓國積極改進立場的優點，同時氣
候變化協約對策特別委員會也須對批准之必要性採取措施。

235

時任國會氣候變化協約對策特別委員會委員，也是參與韓國出席 COP6 代表
團團員的李浩雄（新千年民主黨「交涉團體」236幹事）也在該會議中表示：
俄羅斯批准同意後，京都議定書即可以生效。我們國家無法再延遲批准，應在這次第
八次締約方大會以前一定要批准京都議定書。237

同委員會的另外一位委員李美卿（新千年民主黨）也表示：
由於已經有 94 個國家批准京都議定書且馬上召開締約方大會，若在未批准京都議定
書情況下參與協商，不利於談判，若是因為國會立場，而導致協商沒做好是不行的。
所以我認為盡快於今天在委員會會議上向相關委員會傳達這樣的立場，以便在國會在
10 月份內處理批准同意案是正確的。238

同委員會的全國姬委員（大國家黨交涉團體幹事）也在該會議中表示：
國會越早批准同意的話，就越有利於我國，那麼國會就應該要優先處理。239

以上國會議員之發言顯示，不論是執政黨或是在野黨的韓國國會議員皆一再
強調迫於國際壓力，韓國不宜再延遲批准京都議定書，應盡快在 COP8 前批准。
在朝野政黨之高度共識下，促使「京都議定書批准同意案」順利進入國會常設委

235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
「第 234 回國會氣候變化協約對策特別委員會會議錄第 1 號」
，2002 年
10 月 8 日，頁 5。
236
所謂「交涉團體」相當於我國立法院的政黨黨團。係指同屬於一個政黨的議員在國會內組成
的一個派別。為了有利於行動的統一性，一個政黨係由議員組成的交涉團體來進行國會內部的政
黨協商。根據大韓民國議會組織法規定，每個擁有 20 名或 20 名以上議員的政治團體（黨派）都
可以組成一個交涉團體（也被稱作談判小組）
。周育仁、吳秦雯、劉有恆、劉嘉薇，
「強化行政與
立法部門協調溝通機制之研究」
，計畫編號：RDEC-RES-099-024，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委託研究報告，2011，頁 122。
237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
「第 234 回國會氣候變化協約對策特別委員會會議錄第 1 號」
，同註 235，
頁 4。
238
同上註，頁 3。
239
同註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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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統一外交通商委員會」進行審議。在「統一外交通商委員會」審議過程中，
可以明顯觀察到韓國行政機關的政策偏好主導了議定書之批准過程，使得外交政
策相關法案較容易獲得國會的支持。時任外交通商部次官金恆經（等同於我國外
交部常務次長）在會議中代表政府行政部門在國會中發言表示：「爲應對第二次
公約期間的義務負擔協商，希望通過批准京都議定書，參與國際社會減少包括二
氧化碳在內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努力，進一步鞏固韓國作爲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締
約方的國際地位，並使國內產業轉型為環保產業，且具有國際競爭力。240」
時 任 韓 國 國 會 統 一 外 交 通 商 委 員 會 首 席 專 門 委 員 241 的 姜 長 錫 （ Kang
Zang-Seok）進一步呼應行政機關之立場，曾發言表示：
韓國雖是 OECD 會員國之一，但溫室氣體排放量卻是位居世界第十名，歐盟、日本等
已開發國家紛紛要求韓國於第二承諾期（2013-2017 年）承擔減量責任。2005 年開始，
國際社會將展開第二承諾期的談判，若繼續拖延批准京都議定書，韓國將來肯定面臨
國際社會巨大的壓力。242

時任大韓民國國會產業通商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相當於我國會經濟委員會召
委）的朴光泰（Park Kwang-Tae）亦曾投書表示：
氣候變化協約不僅意味著環境保護，也意味著重建國際市場上的工業競爭力及相關技
術規範。氣候變化協約和國家競爭力協調一致的唯一辦法就是低能源消費型態經濟。
這是一條儘快實現社會救助的道路。為此，需要的是進一步加強節能政策，不斷增加
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不斷地推進相關政策的實施。243
240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
「大韓民國國會第 234 回第 7 次統一外交通商委員會會議錄」
，同註 18
3。
241
首席專門委員（수석전문위원）隸屬於國會事務處（等同於我國立法院秘書處），任命至各個
常設委員會，而各常設委員會只會有一名首席專門委員，其主要工作協助國會議員立法。根據大
韓民國國國會法（국회법）第 58 條：
「委員會在審議議程時，應首先聽取專門委員對立法目的說
明之審查報告，經由大體討論和逐條討論，與正反兩方討論後，再進行表決。」在常設委員會審
議法案之前，專門委員和立法調查官們會針對法律提案、修正案，研究、分析後提交報告，通常
常設委員會處理法案非常多，除了重大的法案之外，大部分都會依照專門委員提交的報告修正，
因此，首席專門委員的意見在法案審議過程中，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김태준（漢譯：金泰俊），
「법안은 의원이 만든다？태반은 국회 전문위원이 만든다（法案是議員制定？多半由國會專
門委員制定？）
」，RayTheP 電子報，2018 年 7 月 22 日，
http://m.raythep.com/Politics/Common/View/17221，上網檢視日期：2019 年 1 月 8 日。
242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
「大韓民國國會第 234 回第 7 次統一外交通商委員會會議錄」
，同註 18
3，頁 3。
243
박광태（漢譯：朴光泰）
，「기후변화협약 : 의원 외교（氣候變化協約：議員外交〉）
，한국
경제（韓國經濟）
，2000 年 10 月 30 日，
https://news.naver.com/main/read.nhn?mode=LSD&mid=sec&sid1=102&oid=015&aid=0000294788，
上網檢視日期：2019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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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發言顯示，韓國行政當局本於行政專業判斷，除了認為韓國即將在 2005
年面臨國際社會討論有關「開發中國家承擔減量義務」的壓力之外，批准京都議
定書也有利於韓國參與第 2 承諾期的溫室氣體減量之談判，甚至能成為產業轉型
的契機點。故，據此建議國會應盡快批准京都議定書。而國會也一再認同行政機
關的立場，強調韓國應在 COP 8 前批准京都議定書，避免日後不利於參與
UNFCCC 談判，更何況此牽涉到韓國未來的國家競爭力。最終，韓國於 2002 年
10 月 30 日的國會全體會議上，通過了「京都議定書批准同意案」。
簡言之，韓國在「總統制」的憲法制度下，行政機關掌握有外交政策議程制
定的權力，亦因為行政機關具有處理對外關係及外交方面的專業知識，因此，國
會往往尊重行政機關的行政專業，導致外交政策相關法案在國會中也相對較容易
通過。
（二）「地球溫暖化防治對策法」之立法過程
另一個觀察行政─立法互動的面向，就是氣候變遷相關法案之立法過程。在
「氣候變化協約對應綜合對策」和「氣候變化協約對策委員會」已經運作的情況
下，是否制定「地球溫暖化防治對策法」成為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爭論的焦點。
2001 年 2 月 15 日第 218 回國會臨時會第 5 次全體會議上，新千年民主黨國會議
員朴仁相（Park In-Sang）
，向國務總理李漢東（Lee Han-dong）提出了以下問題：
國際社會於 1992 年通過了 UNFCCC，敦促各個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據我所知，
由於我國是 OECD 成員國，且排放量位居世界前十位，因此從今年開始，將面臨到要
求履行減量義務的國際壓力。如果消除排放減少的義務，也許就要修改經濟發展戰略。
政府的報告書中反證說明，如果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40%左右，將造成 GDP 減少 2.4%，
即損失約 40 萬億韓元。我認為政府應儘快制定因行政機關之間分歧而處於原地踏步
狀態的「氣候變化協約對策法」，並將高耗能型的產業結構轉型成環境友好的產業結
構，請總理給予答覆。244

244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
「第 218 回國會國會本會議會議錄第 5 號」
，2001 年 2 月 15 日，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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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李漢東國務總理回覆表示：
我國還處於不用承擔減量的義務的開發中國家之地位。由於目前日本是唯一制定氣候
變化協約對策單一法的國家，大部分的已開發國家也對於制定單一法，持保留的態度，
因此，對於綜合法的制定應謹慎處理，並強調會積極推動產業結構轉型。245

為了從立法層面上制定因應 UNFCCC 的法律體系，韓國國會於 2001 年 3
月設立「氣候變化協約對策特別委員會」（기후변화협약대책특별위원회）。
同年 12 月，有兩項氣候變化相關的法律草案提交到國會，其一是由新千年民主
黨李正一議員等 20 名國會議員發起的「地球溫暖化防治對策相關法律案」（지
구온난화방지대책에관한법룰안），另一則是由新千年民主黨的李浩雄議員等
23 名國會議員發起的「地球溫暖化氣體減少對策法案」（지구온난화가스저감
대책법안）。246
這兩項法律草案在整體架構上大致相同。譬如，立法目的及精神均為回應已
開發國家對於開發中國家參與溫室氣體減量義務之輿論壓力，以及落實
UNFCCC 與京都議定書相關決議之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並提供正在國內實施的
「氣候變化協約對應綜合對策」之法律依據，以利提高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的
實效性。兩個法律草案的條款內容也幾乎相似，僅只在「法律名稱」
、
「事業主管
機關」不同。以下呈現「地球溫暖化防治對策相關法律案」和「地球溫暖化氣體
減少對策法案」的法律草案內容之比較一覽表（見表 3-5）。

245

同上註，頁 46-47。
대한석유협회（大韓石油協會），
「기후변화협약 현황과 대책（氣候變化協約現況與對策）」
，2003 年 11 月 10 日，http://www.petroleum.or.kr/m/sub05/02.php?mode=read&id=26，上網檢視日
期：2019 年 11 月 4 日。
246

89

表 3-5「地球溫暖化防治對策相關法律案」和「地球暖化氣體減少對策法案」的
法律草案內容比較一覽表
地球溫暖化防治對策相關法律 地球溫暖化氣體減少對策法案
案（2001 年 12 月 21 日李正一等 （2001 年 12 月 27 日李浩雄等
20 名議員提案）
23 名議員提案）

基本計畫
制定



政府每 3 年制定與實施「基 

環境部長每 3 年制定與實施

本計畫」

「綜合對策」

政府每年向國會報告基本



計畫及實施計畫推動狀況

政府有義務向國會提交與
綜合對策及其實施相關的
報告書




隸屬總統的機關(委員 25 名 

隸屬總統的機關(委員 25 名

左右)

左右)


委員長：國務總理

委員長：由國務總理或總統

地球暖化 

副委員長：環境部長

防治對策 

成立事務企劃團(環境部長



副委員長：環境部長

委員會設

所屬)



成立事務企劃團(環境部長

立

任命



相關部門有義務提供資料

所屬)：祕書處與 20 至 25



國家報告編寫：環境部長

名常任專員



溫室氣體濃度測量(環境部



相關部門有義務提供資料



國家報告編寫：環境部長



溫室氣體濃度測量(環境部

長)


長)

溫室氣體的排放量統計(環



境部長)

實施控制
溫室氣體
排放措施

部長)

締結與實施自願性協議(政



府)



徵收溫室氣體排放費(環境



徵收溫室氣體排放費(政府)

部長)



實施共同減少溫室氣體排

實施共同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項目(政府)


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制度
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相關的
中央行政機關)

90

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制度
(環境部長)



(環境部長)


締結與實施自願性協議(政
府)

放項目(政府)


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環境

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相關的
中央行政機關)





財源

①徵收溫室氣體排放的稅金

財源

①徵收溫室氣體排放的稅金

②能源資源事業特別會計與環 ②能源資源事業特別會計與環
境改善

境改善

③特別會計捐款

③特別會計捐款

④一般會計轉入金

④一般會計轉入金





基金用途：

基金用途

①支持地球暖化防治設施設置 ①支持地球暖化防治設施設置
費

費

基金的設 ②支持地球暖化對策研究開發 ②支持地球暖化對策研究開發
立和運作

費

費

③開發和推廣溫室氣體減量技 ③開發和推廣溫室氣體減量技
術

術

④支持地球暖化影響評估和防 ④支持地球暖化影響評估和防
治對策開發費

治對策開發費

⑤支持國民教育和宣傳費;

⑤支持國民教育和宣傳費;

⑥援助可再生能源研究與開發 ⑥援助可再生能源研究與開發
費用



政上之其

基金的管理、運作：環境部 

基金的管理、運作：環境部

長

長




國家、地方政府、事業者與
國民的責任規定
地球暖化防治對策實施時
必要的法制措施(國家、地方
政府)
財政援助：提供地球暖化防
治項目經費援助(國家和地
方政府)
行政組織的整頓(政府)
地球暖化教育與宣傳(環境



部長)
增進國際合作(政府)



法律、財

費用



他措施






國家、地方政府、事業者與
國民的責任規定
地球暖化防治對策實施時
必要的法制措施(國家、地方
政府)
財政援助：提供地球暖化防
治項目經費援助(國家和地
方政府)
行政組織的整頓(政府)
地球暖化教育與宣傳(環境



部長)
增進國際合作(政府)





資料來源：김성진（漢譯：金聖真）
，
「기후변화와 국가 대응의 정치학：영국，미국，한국의 교
토의정서 대응정책 비교（氣候變化與國家對應的政策學：英國、美國、韓國的京都議定書對應
政策之比較）」，
（박사학위논문 博士學位論文，서울대학교외교학과 首爾大學外交學系，2013
），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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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兩項法律草案的內容比較可知，該兩項法律草案涵蓋韓國為因應
UNFCCC 所有的政策面及制度面的措施。然而，在法案審議過程中，行政機關
採取強烈反對態度，如同韓國環境部長韓明淑接受國會議員質詢時表示：
雖然溫室氣體排放統計和按照部門計算溫室氣體減量量是國家戰略，但是韓國的基礎
仍非常薄弱。我們承認制定基本的法律是有必要，但應該全面考慮各項條件。現在相
關部會之間的分歧嚴重，特別是產業資源部在這一部分相當反對，因為會對企業造成
負擔。我認爲往後制定該法案時，應該考慮各部門之間協商的綜合因素，再做出決定。
247

最後，韓國國會環境勞動委員會（환경노동위원회）考慮到，繼 1997 年京
都議定書通過後，國際上只有日本率先在 1998 年制定「地球暖化對策推動法」
（the Global Warming Measures Promotion Law）
，以及瑞士在 1999 年通過「聯
邦二氧化碳排放減量法」（Federal Law on the Reduction of CO2 Emissions），
其他附件一國家則是選擇先採取制定政策之方式，因應公約之要求，再者，這兩
項法案明確規定制定和推動氣候變遷政策的主體是環境部，李浩雄議員所提出法
案甚至明示，制定氣候變化綜合對策的主體是環境部部長，此舉有意增加環境部
的權力。對此，與環境部存在對立關係的產業資源部特別提出了抗議，強烈反對
建立以環境部為中心的氣候變遷因應體系。故，國會環境勞動委員會決議先觀察
國際動向後，再討論是否要制訂出法案。248
縱使 2002 年韓國國會已通過京都議定書的批准同意案，但國內尚未有氣候
變化相關的立法。然而，隨俄羅斯在 2004 年 11 月 18 日批准京都議定書後，使
得京都議定書達到得以生效的條件。作為 OECD 成員國之一的韓國，認知到其
所面臨溫室氣體減量義務的壓力將會逐漸加重，為了向國際社會廣泛宣傳韓國積
極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意志，以及確保韓國在協商過程中的有利地位。國會議
員李浩雄領銜提出法律草案，藉由制定國內法之方式，促請行政當局對氣候變化
議題採取更強硬的政策措施。2004 年 11 月 5 日，李浩雄議員等 27 名國會議員

247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第 240 回國會(臨時會)環境勞動委員會會議錄第 1 號」
，2003 年 6 月
13 日，頁 18-19。
24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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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發起「地球溫暖化防治對策法案」
（지구온난화 방지 대책법안）。實際上，
該法案與 2001 年李浩雄議員所提案的「地球暖化氣體減少對策法案」內容幾乎
相同，但制定氣候變遷政策的主體從原先的「環境部部長」
，改為「商務部部長」，
以避免政府部會之間的矛盾。
然而，除了產業團體對該法案提出諸多反對意見之外，國會產業資源委員會
（按：산업자원위원회，該委員會 2017 年 7 月 26 日已更名為「產業通商資源中
小風險企業委員會」）更提出「政府部會間職責分配」、「財政問題」，以及與既
有「能源利用合理化法」法規重疊等諸多問題。249最終，國會環境勞動委員會認
為，在各部門之間利益關係完全沒有協調，以及沒有充分反映社會各界意見的情
況下，制定氣候變遷相關立法仍為時尚早，因此，決議不提交到全體會議審議，
留待下屆國會討論。250
簡言之，在「京都議定書之批准同意案」中，由於對外談判與交涉被認為是
行政體系的權力，國會傾向於尊重行政機關的專業，因此，在外交事務層面上，
行政與立法間之關係呈現「合作」。然而，在「地球溫暖化防治對策法」立法過
程中，雖然行政機關與國會彼此立場之出發點皆是為確保韓國在氣候變遷談判進
程中取得談判先機與優勢，但部分國會議員希望採取制定國內法之方式，對氣候
變遷議題採取更強硬的政策措施，以確保韓國在談判協商中取得有利的地位；相
反地，亦有部分國會議員及行政機關卻認為目前制定國內法尚為時過早，且國內
早已通過批准京都議定書，足以成為政府參與第二承諾期協商之談判籌碼，有利
於韓國取得談判的優勢。

249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第 253 回國會(臨時會)第 3 次產業資源委員會會議錄第 3 號」
，2005
年 4 月 22 日，頁 4。
250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
「第 252 回國會(臨時會) 第 1 次環境勞動委員會會議錄第 1 號」
，2005
年 2 月 18 日，頁 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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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韓國氣候外交的「國家行為特徵」：轉型期
綜觀韓國在 1998 年至 2007 年 UNFCCC 的談判過程中，韓國受到美國、歐
盟與日本的施壓，希望韓國提早承擔減量義務，使韓國備感壓力。雖然 OECD
成員國並未要求韓國加入後馬上承擔減量責任，但韓國覺得自己應該為協商做出
一些貢獻，主動願意擔任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橋樑，在已開發國家與
開發中國家分歧較大的議題中，提出協商方案，譬如「單邊清潔發展機制」協商
方案，或是擔任技術移轉專家小組東亞地區代表，代表開發中國家發聲，並提出
共同研究發展安排協議之構想，促進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技術移轉合作。
此外，韓國也與瑞士、墨西哥、摩納哥、列支敦士登等理念相近的國家組成「環
境完整集團」
，增強韓國的國際影響力。此時期，韓國在 UNFCCC 談判場域中，
從過去維持開發中國家的立場，轉型成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溝通橋
樑」之角色。故，本研究稱此一時期為韓國氣候外交之「轉型期」。
此時，產業團體考量政策制定所涉及之成本、利益分配，決定是否發動遊說。
京都議定書批准與否對產業界而言，其政策制定的成本由於不是直接轉嫁於企業
身上，故產業界持消極旁觀的態度，然而對於直接牽涉到自身利益的國內立法，
產業團體組成組織嚴密度高（well-organized）的遊說團體，進而遊說政府影響政
府的決策，導致「溫暖化氣體防治對策法」無法在國會中通過。市民社會（環境
非政府組織）開始關注氣候變遷議題，發揮了「監督者」與「宣傳者」的角色，
監督政府政策與執行，以及提高公眾對氣候變遷議題之關注度。
這些國際與國內壓力形成「要求」或「支持」進入韓國的政府機制，總統、
行政機關、國會這些政府系統內部的行為者，為回應國際的要求與國內的壓力，
而產出新的決定與法律或政策措施，其中韓國總統在決策過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主導了韓國在該議題中的外交政策方向。金大中總統意識到韓國未來不可避免地
承擔減量義務，為能更有系統地應對 UNFCCC 談判，將「積極建立有效回應
UNFCCC 相關政策措施」的目標列入百大國政課題之一，並設立國務總理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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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氣候變化協約對策委員會」
，以及訂定「氣候變化協約對應綜合對策」
。盧武
鉉總統延續金大中總統的政策基調，並將施政重點著重在提高韓國能源效率，以
及溫室氣體的減量技術和節能技術方面的研發。
同時，亦可觀察到行政機關中的產業資源部、環境部、外交通商部基於機關
本位主義，環境部與外交通商部無論是在京都議定書批准案，或是在「溫暖化氣
體防治對策法」之立法過程中，其立場都持積極、樂觀其成的態度，而產業資源
部顧及到產業的經濟利益，使得韓國雖然對外展現批准京都議定書，但溫室氣體
減量相關的國內立法卻遲遲沒有進展。
除了行政部門外，韓國國會的態度也扮演決定性的因素，尤其是李浩雄、李
正一國會議員之背書，讓京都議定書批准案能夠順利在國會通過。甚至，國會議
員也意識到國內「氣候變化協約對應綜合對策」和「氣候變化協約對策委員會」
已經運作的情況下，考慮到制定「溫暖化氣體防治對策法」提供正在國內執行「氣
候變化協約對應綜合對策」之法律依據，有效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但在「溫
暖化氣體防治對策法」立法過程中，由於行政機關與產業團體的阻擾，最後法案
只能留待下屆國會討論。
綜上所述，本研究雖無法以量化方式呈現各國際與國內因素之影響程度，但
仍可以質化方式呈現各投入因素之影響程度。此一時期，在國際層面上，美國、
歐盟與日本等已開發國家紛紛要求韓國承擔減量義務，此舉對韓國影響程度相對
較強。在國內層面，產業團體也開始發揮其影響力，可以觀察到在「京都議定書
批准與否」及「溫暖化氣體防治對策法」之立法過程上，有著不同之立場，而市
民社會（環境非政府組織）發揮了「監督者」與「宣傳者」的角色，產業團體與
市民社會（環境非政府組織）對韓國環境外交或環境政策之影響程度相較中等。
此一時期，總統的個人意志影響程度仍然較大，行政機關與國會也開始發揮其影
響力。
（見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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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韓國氣候外交之「轉型期」的「投入─產出」模型圖
藉由檢視韓國在此時期的氣候外交決策之過程與產出中，除了證明韓國總統
在決策中起到主要影響之作用，也可以瞭解到行政機關、國會、產業團體與市民
社會這些行為者是如何影響韓國的國家利益以及 UNFCCC 之談判立場，這也是
本研究觀察韓國往後十年在氣候變遷議題領域中的談判與決策時，不可忽視的研
究標的與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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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韓國氣候外交的「積極主導期」：2008 年至 2017 年
繼 2008 年 2 月 25 日李明博總統上任後，韓國在 UNFCCC 談判中的立場及
外交行為，從過去的「消極防禦」，轉為「積極主導」的外交策略。在李明博政
府時期，韓國不僅積極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國際談判場域上，積極地向
國際社會宣傳「低碳綠色成長」的政策理念，也展現韓國在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之努力，並試圖爭取 COP18 的主辦權。
2013 年 2 月 24 日朴槿惠總統上任後，儘管朴總統的政黨傾向與李總統都是
同為保守黨陣營，但有意將綠色成長政策脫離前任政府的色彩，並將該政策納入
自己所提倡之「創造經濟」
（Creative Economy）的國家發展策略中，同時，將綠
色成長委員會的層級從原直屬總統降級至總理。但，韓國對外不僅提高國家自定
預期貢獻之減量目標，也批准巴黎協定，並在國內啟動溫室氣體排放交易機制，
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全國性碳排放交易立法的國家，亦是繼歐盟之後全球第二大
的全國性碳交易市場。
本章延續第三章，探討韓國在 2008 年至 2017 年 COP14 至 COP24 場域中韓
國的談判立場或外交行為，以及分析、解釋造成這些外交行為的外部與內部因素
為何。第一節將回溯 1998 年至 2007 年（COP 4 至 COP13）的談判過程，韓國在
UNFCCC 談判場域中所表現出的國家行為。第二節將進一步剖析形塑韓國此時
期談判立場的投入因素為何，如其他締約方的外交壓力、國內產業團體及環境非
政府組織等。第三節則分析總統、行政機關、國會等政治系統內部行為者，受到
國際與國內因素影響而產出那些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或決定。章末將針對此時期韓
國的國家行為特徵，做一簡要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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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韓國在 UNFCCC 談判中的立場與表現：2008 年至 2017 年
2007 年 COP13 通過「峇里島路徑圖」
（Bali Roadmap）並據此訂定「峇里島
行動計畫」（Bali Action Plan）後，確立了「後京都」國際氣候談判以「雙軌制」
（two-track）251進行國際談判，並要求於 2009 年 COP15 會議上完成協商，並制
定出新的國際條約，以取代即將到期的「京都議定書」
。252 根據該行動計畫，後
京都協商的具體討論議題包括適應氣候變化消極後果之行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之方法、廣泛使用無害於氣候之技術方法、以及針對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之措施
進行資助等議題。253
由於在協商過程中，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立場不同而導致協商遲遲無法順
利進展，特別是在溫室氣體減量方式、資金與技術援助等議題上難以達成共識。
歐盟和美國等已開發國家主張在京都議定書的基礎之上，建立一個新的國際氣候
協定，並要求較發達的開發中國家實行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且必須符合「可測量、
可報告及可驗證」
（measurable, reportable and verifiable）
，始願意對開發中國家提
供資金與技術援助，254中國和 G77 等開發中國家則反對再制定一個具有法律約
束力的國際文書，強調新的國際條約不可以違反 UNFCCC 所揭櫫之「共同但有
區別之責任」的原則，已開發國家應負起更大的減量責任，並批評已開發國家未
遵守 UNFCCC 和京都議定書的規定，對開發中國家提供資金與技術援助。255
在此國際談判背景下，韓國為了強化自身在國際上的領導力，及扮演已開發
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間溝通橋樑之角色，在不同時間點相繼提出「低碳綠色成長的
251

所謂「雙軌制」是指談判在兩個特設工作小組之下舉行，分別為附屬於京都議定書之下的「京
都議定書附件一締約方之進一步承諾特設工作小組」
（AWG-KP）以及附屬於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之下的「關於長期合作行動特設工作小組」
（AWG-LCA）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Bali Road Map Intro,”
https://unfccc.int/process/conferences/the-big-picture/milestones/bali-road-map (accessed 5 July 2020).
252
朱松、高翔，從哥本哈根到巴黎─國際氣候制度的變遷和發展（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
，
頁 33-34。
253
王冠雄，「峇里島行動計畫在國際環境法上的意涵：以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為例」
，台灣海
洋法學報，第 7 卷，第 1 期（2008），頁 66。
254
楊惟任，「中國大陸的氣候外交」，展望與探索，第 10 卷，第 8 期（2002）
，頁 65。
25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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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願景」
、建立「國家適當減緩行動登錄平台」及「全球綠色成長研究所」
、支
持「設立綠色氣候基金」、建立「東亞氣候夥伴關係」、爭取 COP18 主辦國、提
高「國家自定預期貢獻的減量標準」及「批准巴黎協定」等諸多外交行為。
為瞭解韓國在 2008 年 COP14 至 2017 年 COP 24 的 UNFCCC 談判中之立場
與表現，本節將分析韓國所關切的談判焦點—「國家適當的減緩行動之登錄平台、
抵換機制」、「開發中國家減緩行動的透明度」、「對開發中國家技術與資金援助」
等三項議題之立場演變。另外，分析韓國提出「綠色成長國家願景」與「國家自
定預期貢獻」，以及批准巴黎協定之原因。
一、2009 年在國際場域提出「綠色成長國家願景」與「國家自定預期貢獻」
2007 年 COP13 通過「峇里島路徑圖」，確立了「後京都」國際氣候談判的
關鍵談判議程，且各國同意在 2009 年底前完成協商，而後京都議定書協商之主
要議程內容之一是附件一國家在第 2 承諾期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以及開發中國
家溫室氣體減量的具體目標。256在此時期，韓國面臨到國內、外對韓國是否該列
為附件一國家的輿論壓力，遂開始擺脫以往消極且防禦的因應策略，並提出「低
碳綠色成長的國家願景」與「國家自定預期貢獻」等積極的外交行為。由於韓國
的產業結構以能源消耗產業為主，且能源進口依賴度高達 95%以上（圖 4-1），
故能源安全攸關韓國經濟之競爭力。且國際能源價格持續上漲，導致韓國的能源
進口成本增加。根據韓國能源經濟研究所（Korea Energy Economics Institute）的
統計，韓國在 2007 年進口能源的總值為 949.78 億美元，但 2008 年的進口能源
總值卻增加到 1414.75 億美元，257使 2008 年經常帳自 1997 年金融危機以來首次
出現赤字。258因此，減少化石燃料使用、擴大再生能源之使用儼然成為韓國經濟

256

朱松、高翔，從哥本哈根到巴黎─國際氣候制度的變遷和發展，同註 252。。
에너지경제연구원（能源經濟研究院），
「2018 에너지통계연보（2018 年能源統計情報）
」，
頁 8，http://www.keei.re.kr/keei/download/YES2018.pdf，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7 月 23 日。
258
김창배（漢譯：金昌培），
「2010 년 경상수지 전망과 시사점（2010 年經常帳展望和影響）
」，
2009 年 12 月 8 日，
http://www.keri.org/web/www/issue_04?p_p_id=EXT_BBS&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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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課題。再者，韓國政府考慮到現今韓國經濟發展面臨到製造業設備投資低
迷、中小企業與服務業的生產力具脆弱性、低生育率及高齡化導致勞動力減少等
因素，預估未來將嚴重地降低經濟競爭力。259

圖 4-1 韓國能源國內生產與進口依賴度示意圖
資料來源：한국에너지공단 （韓國能源公團），
「2019 에너지통계핸드북（2019 能源統計手冊）
」，2019，頁 16。

基此，韓國政府為兼顧經濟成長、能源安全與永續發展，2008 年 8 月 15 日
在光復 63 週年暨建國 60 週年大會講演中，李明博總統正式提出「低碳綠色成長」
（Low Carbon, Green Growth）的國家願景，期望在 2050 年成為全球前五大綠能
產業國家。260「綠色成長」（Green Growth）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及環境污染
之際，同時追求經濟成長之新的國家發展模式，藉由開發綠色技術及再生能源，
以準備新的經濟成長動力並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而綠色技術不僅是「資訊技術」、

p_mode=view&_EXT_BBS_struts_action=%2Fext%2Fbbs%2Fview_message&_EXT_BBS_messageI
d=150577，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7 月 23 日。
259
오경책（吳庚澤）
，
「한국의 기후변화 외교（韓國的氣候變化外交）」
，21 세기정치학회보（21
世紀政治學會報），第 20 卷，第 1 期（2010 年），頁 46。
260
김인염（漢譯：金寅炎）
，「발전국가에서 포스트 발전국가로:이면박 정부‘저탄소 녹색성
장’을 중심으로（從發展國家到後發展國家：以李明博政府低碳綠色成長為中心）」，세계지역연
구논총（世界區域研究論叢），第 31 卷，第 1 期（2012），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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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術」
、
「奈米技術」等三項技術結合之跨領域技術，且再生能源產業也能
比既有的產業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故李明博總統賦予「綠色成長」高度的期許，
將「綠色成長」視為繼「漢江奇蹟」之後，再次創造韓半島的奇蹟。261李明博政
府秉持其政治理念，陸續在 2009 年 2 月 16 日設立直屬於總統的「綠色成長委員
會」
（Presidential Committee on Green Growth, PCGG）
，負責政策方向與策略之設
定及評估，並發表綠色成長國家策略與 5 年計畫。同年 7 月訂定「低碳綠色成長
國家策略暨五年計畫」，12 月完成制定「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
2009 年 12 月 7 日在丹麥哥本哈根所召開的 COP15 與 MOP5，與歷年 COP
不同之處在於，不僅參與人數眾多，與會代表的層級除了部長級官員與代表團之
外，各締約國的國家元首也出席 COP15。李明博總統在 COP15 的主題演講中，
首次向國際社會宣布韓國「低碳綠色成長」的國家願景，並向國際社會展現韓國
參與溫室氣體減量行動之決心。李明博總統發表題為「一起付諸行動」（Taking
Action Together）的聲明（Statement），作出如下之國際承諾：
韓國設定「低碳綠色成長」作為國家願景。每年將 GDP 中 2%投資在綠色技術的研發
與綠色基礎設施。韓國不僅會盡最大力量減少碳排放，也會尋求新能源的成長，以確
保永續發展、更多工作機會和綠色未來。262

除此之外，在 COP15 場域中，韓國首次主辦題為「為綠色成長而整備：韓
國的案例」
（Getting into Shape for Green Growth：Korea’s Case）之場邊活動（side
event）
，向國際社會宣傳韓國綠色成長的實踐經驗。該活動邀請環境部部長李萬
儀、國會氣候變化特別委員會委員長李仁基、前總理韓昇洙、綠色成長計畫團長
禹基鐘、氣候變化大使鄭來權先生等推動韓國綠色成長政策的核心政府官員，向
國際社會分享韓國綠色成長之實踐經驗，並邀請 UNEP 秘書長、亞洲開發銀行

261

대통령기록관（大統領紀錄館），
「제 63 주년 광복절 및 대한민국 건국 60 년 경축사（第 63
週年光復節與大韓民國建國 60 年祝賀詞）」
，2008 年 8 月 15 日，
http://17cwd.pa.go.kr/kr/president/speech/speech_view.php?uno=92&article_no=4&board_no=P04&se
arch_key=&search_value=&search_cate_code=&order_key1=1&order_key2=1&cur_page_no=1&cur
_year=2008&cur_month=08，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6 月 3 日。
262
대한미국정부대표단（大韓民國政府代表團），「제 15 차 유엔기후변화협약 당사국 총회
결과（第 15 次聯合國氣候變化協約締約國大會結果）」，2010，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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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副總裁 Schaefer-Preuss Ursula 女士、義大利及
HSBC 氣候變化中心主任等國際人士共同與會。263此會外活動也頗受國際好評，
像是義大利外交公使 Guido La Tella 表示希望與韓國合作開發智能電網，美國國
際氣候變化研究所所長 Jack Schmidt 認同推動環境保護與綠色成長將成為技術
革新與清淨技術之成長動能。264
另外，隨著國內推動綠色成長暨五年計畫，韓國在 2009 年 11 月對外也提出
「國家自定預期貢獻」的減量目標，即 2020 年全國溫室氣體排出量達到比當年
排放基線（Business As Usual, BAU）減少百分之三十。為訂定國家溫室氣體中期
減量目標，綠色成長委員會在 2008 年 9 月組成研究團隊，經過分析溫室氣體基
線排放量與減量率預測，以及考量分析結果與國際社會要求水準，而後，在 2009
年 8 月 4 日提出三個減量目標方案，即 2020 年全國溫室氣體排出量達到比當年
排放基線減少 21%、27%、30%。265（見圖 4-2）

263

同上註，頁 10-11。
同上註。
265
김영덕（漢譯：金泳德），「온실가스 배출 BAU 설정의 체계와 방식에 대한
검토（對於溫室氣體排放 BAU 設立的體系與方式的監督）」，한국경제연구원（韓國經濟研
究院），2015，頁 15。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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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綠色成長委員會提出的 3 個溫室氣體中期減量方案示意圖
資料來源：김영덕（漢譯：金泳德），「온실가스 배출 BAU 설정의 체계와 방식에 대한 검토
（對於溫室氣體排放 BAU 設立的體系與方式的監督）」
，한국경제연구원
（韓國經濟研究院），2015
，頁 17。

而後，韓國政府召開一系列的公聽會，蒐集產業界及市民團體對於訂定 2020
年國家中期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的意見。產業界認為，溫室氣體減量可能會弱化產
業競爭力，因此要求韓國在國際協商中維持開發中國家的地位，同時主張方案一
的減量目標；相反地，市民團體則強調符合國家地位的責任，主張比方案三更嚴
格的減量目標，即比 2005 年碳排放量減少 25%。266儘管國內產業界有反對聲浪，
韓國政府基於產業結構轉換為低碳綠色成長模式及國家利益的考量，仍於 2009
年 11 月 17 日的國務會議中，確定選擇溫室氣體減量幅度較大的方案三作為國家
溫室氣體中期減量目標，即「較排放基線（Business As Usual, BAU）減少 30%」。
267

但是，韓國政府也顧慮到產業界的立場，選擇「與 BAU 相比」的減量方式，

266

김영덕（漢譯：金泳德），「온실가스 배출 BAU 설정의 체계와 방식에 대한
검토（對於溫室氣體排放 BAU 設立的體系與方式的監督）」，한국경제연구원（韓國經濟研
究院），同註 265，頁 18。
26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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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該減量方式是相對減少，而不是絕對減少，故在經濟發展上的限制相對
較少。268
值得關注的是，韓國所提出的國家溫室氣體中期減量目標，相較於京都議定
書附件一國家所提出的減量目標顯得更積極。（見表 4-2）再者，AWG-LCA 在
2009 年 12 月召開的第八次 AWG-LCA 會議上，同意開發中國家應採取國家適當
減緩行動（NAMAs），並期望開發中國家 2020 年溫室氣體減量幅度應較基線排
放量減少 15%至 30%之間，韓國卻選擇高位值的減量標準，因此，其國家溫室
氣體中期減量目標備受其他國家肯定。韓國學者오경택（漢譯：吳庚澤）在其研
究中引述金融時報 2009 年 11 月 17 日刊登題為「韓國承諾減少排放量」（South
Korea Pledges Emission Cut）報導，指出聯合國、美國和非政府組織皆表示，韓
國提出的減量目標可能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產生建設性的刺激作用。269無論實際上
是否有產生影響的效應，吾人仍可以發現到，部分開發中國家的減量目標都超過
了韓國所設定的目標。(見表 4-1)
表 4-1 京都議定書附件一國家與非附件一國家的減量目標
附件一國家的減量目標
美國270
歐盟
日本

2020 年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較 2005 年排放量再減少 17%（2009 年
11 月 25 日提出）
2020 年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較 1990 年排放量再減少 20%
2020 年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較 1990 年排放量再減少 25%（2009 年
9 月 17 日提出）

澳洲

2020 年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較 2000 年排放量再減少 5~15%

紐西蘭

2020 年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較 1990 年排放量再減少 10~20%

俄羅斯

2020 年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較 1990 年排放量再減少 15~25%

268

오경책（漢譯：吳庚澤），
「한국의 기후변화 외교（韓國的氣候變化外交）」
，同註 259，頁 40

。
269

同上註，頁 41。
美國雖在京都議定書列為附件一國家，但在 2001 年 3 月新上任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
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會影響美國經濟發展」和「開發中國家也應承擔減量義務」為由，宣布單
方面退出「京都議定書」
。CNN News, “Bush firm over Kyoto stance,” 29 March 2001,
https://edition.cnn.com/2001/US/03/29/schroeder.bush/index.html (accessed 23 July 202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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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附件一國家的減量目標
韓國

2020 年將全國的溫室氣體排放較 2005 年 BAU 減少 30% （2009
年 11 月 17 日）

中國

2020 年每單位 GDP 的 CO2 排放較 2005 年減少 40% 至 45%
（2009 年 11 月 26 日）

印度

2020 年每單位 GDP 的 CO2 排放較 2005 年減少 20% 至 25%

巴西

2020 年將全國的溫室氣體排放較當年 BAU 減少 36.1%~38.9%

南非

2020 年全國的溫室氣體排放較當年 BAU 減少 34%；
2025 年全國的溫室氣體排放較當年 BAU 減少 42%

墨西哥

2020 年將全國的溫室氣體排放較當年 BAU 減少 30%

新加坡

2020 年將全國的排放較當年的 BAU 減少 16%

印尼

2020 年將全國的排放較當年的 BAU 減少 26%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외교통상부（外交通商部）
，「코펜하겐 합의와 우리의 과제（哥本哈根
協議與我國的課題）」
，2010。

繼 2009 年韓國首次提出國家自訂預期貢獻後，2014 年的 UNFCCC COP20
上，各國又決議於 COP21 起草一個新的國際協議，用以取代京都議定書，並要
求各締約方在會議召開前，提交新的國家自主預期貢獻。基此，韓國根據溫室氣
體排放預測的結果，並考慮自身減量能力、GDP 等經濟影響因素及 IPCC 所要求
開發中國家之減量水準，最終在 2015 年 6 月 10 日提出四個減量方案，其減量目
標範圍較 BAU 減少 14.7%至 31.3%。271表 4-2 呈現四個減量方案之內容。

271

외교부（外交部），「정부, 2030 년 온실가스 감축목표案
제시（政府提出 2030 年溫室氣體減少目標案）」，2015 年 6 月 10 日，http://www.mofa.go.kr/w
ww/brd/m_4080/view.do?seq=355261&srchFr=&amp;srchTo=&amp;srchWord=&amp;srchTp=&amp;
multi_itm_seq=0&amp;itm_seq_1=0&amp;itm_seq_2=0&amp;company_cd=&amp;company_nm=&p
age=313，頁 3，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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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韓國於 2015 年 6 月 10 日所提出的 4 個減量方案內容一覽表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與 BAU 相比

與 2012 年碳排放量相比

減少 14.7％
（減量後的排放量為 7.26 億噸）

增加 5.5％

減少 19.2%
（減量後的排放量為 6.88 億噸）
減少 25.7%
（減量後的排放量為 6.32 億噸）
減少 31.3％
（減量後的排放量 5.85 億噸）

一樣
減少 8.1％
減少 15％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산업자원부（產業資源部）
，「정부, 2030 년 온실가스 감축목표案 제시
（政府提出 2030 年溫室氣體減少目標案）」，2015，頁 3。

在遂後之公聽會上，產業界批評政府忽略產業現狀的現實，而僅考慮國際輿
論，就確立了過度的減量目標，這將削弱企業的競爭力及阻礙韓國經濟發展。272
然而，韓國政府考慮到各國對於溫室氣體減量已有高度共識之國際氣氛，仍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國務會議上，決定採用方案三的減量目標（較 BAU 減少 25.7%）
，
並再追加 11.3%的減排量，不過韓國政府的想法是額外追加的 11.3%的減排量是
透過在國際碳市場獲得排放額度來抵消國內排放量，以達到 2030 年溫室氣體排
放量較 BAU 減少 37％的目標。273隨即，朴槿惠總統也在 2015 年 11 月 30 日在
COP21 上，向國際社會宣布韓國新的減量目標，即 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BAU 減少 37％，展現韓國更具企圖心之減量行動。274
由此可見，無論是李明博總統在 2008 年提出「綠色成長國家願景」
，以及在
2009 年向 UNFCCC 秘書處提交「國家自定預期貢獻」，又或是朴槿惠總統任期
內，2015 年所提交的「國家自定預期貢獻」
，兩位總統仍是考慮到未來低碳經濟

272

고재경（漢譯：高在經），「환경 이슈 : 국가 온실가스 감축 목표를 둘러싼 쟁점과
시사점（環境議題：圍繞國家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問題和影響）」，경기연구원（京畿研究所
），日期不詳，http://www.gri.re.kr/gri-issue-brief/?pageid=12&uid=21512&mod=document，上網
檢視日期：2020 年 8 月 10 日。
273
同上註。
274
대한미국정부대표단（大韓民國政府代表團）
，2016，
「유엔기후변화협약 제 21 차 당사국 총
회 참가결과 자료집（聯合國氣候變化協約第 21 次締約國大會參加結果資料集）」，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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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國際趨勢，以及各國對於開發中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有高度共識之國際氣氛，
而提出韓國的因應策略。
二、2009 年提出建立國家適當減緩行動之「登錄平台」
2007 年 COP13 所通過的「峇里島路徑圖」與「峇里島行動計畫」要求，為
強化氣候變化減緩國家/國際行動，特別強調已開發國家需提出「可測量、可報
告與可驗證」
（measurable, reportable and verifiable, MRV）之減量承諾或行動，包
含量化排放限制及減量目標，並要求開發中國家在永續發展、技術、資金及能力
建構的支持下，進行 MRV 之「國家適當減緩行動」（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 NAMA）。275換言之，國家適當減緩行動係指開發中國家為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而自願採取溫室氣體減量行動，其目標是協助開發中國家將溫室
氣體排放量減少到低於 BAU 的水準，該減量行動不具有法律約束力。
然而，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對於 NAMA 的法律約束力、透明度、財務
與技術支援等議題存在分歧。276韓國為縮小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立場差距，
在 2009 年 3 月底 4 月初召開的第五次「公約下長期合作行動特設工作小組」
（The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Long-term Cooperative Action under the Convention,
AWG-LCA）會議上，首次提出「設立 NAMA 登錄平台」277。韓國表示，建立
「NAMA 登錄平台」之目的係藉由邀請開發中國家在登錄平台上登記其減緩行
動，使其減緩行動得到國際上之認可，以及在「可測量、可報告與可驗證」方式
下，得到技術、財政及能力建構之支援；也邀請開發中國家在登錄平台上登記其
275

United Nations, 13th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held in Bali, 3-15 December 2007, Decision 1/CP. 13: Bali Action Plan, U.N. Doc.
FCCC/CP/2007/6/Add. 1, p. 3, para. 1(b)(i) and (ii),
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2007/cop13/eng/06a01.pdf (accessed 10 August 2020).
276
H. van Asselt, J. Berseus, J. Gupta and C. Haug, 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NAMAs)
developing countri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Netherlan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PBL, WAB Secretariat, April 2010, pp. 28-29,
https://www.pbl.nl/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500102035.pdf (accessed 10 August 2020).
277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Long-term
Cooperative Action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its sixth session, held in Bonn, 1-12 June 2009,
Establishment of a Registry for 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Proposal of Draft Text by
the Republic of Korea, 24 April 2009, p.78,
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2009/awglca6/eng/misc04p02.pdf (accessed 3 July 2020).

107

「自願執行」且「不需要技術、財政及能力建構支援」的單一 NAMA，以及進
行「可測量、可報告與可驗證」之審查。278換言之，
「NAMA 登錄平台」是一個
開發中國家減緩行動所需的財政或技術之媒合平台。279 但該次會議未能就「設
立 NAMA 登錄平台」及「NAMA 抵換額度機制（NAMA crediting）」進行更深
入討論，此議題直到 COP15 才再次受到締約方關注。
2009 年 6 月舉行的第六次 AWG-LCA 會議上，開發中國家的談判主軸著重
於「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減緩行動的財政或技術支援」，已開發國家則是著
重在「開發中國家減緩行動的透明度」，雙方因各自所重視的談判議題不同，導
致遲遲無法形成共識。280同年 8 月舉行的 AWG-LCA 非公開會議，
「自主性 NAMA」
（autonomous mitigation action）281是否該納入 NAMA 機制，成為已開發國家與
開發中國家的爭論焦點。同年 11 月的第七次 AWG-LCA 會議，開發中國家之間
也對於是否該納入「自主性 NAMA」
，出現意見分歧。譬如，中國、巴西、印度
等開發中國家反對將「自主性 NAMA」納入 NAMA 機制；相反地，已開發國家
與韓國、新加坡、智利等先進的開發中國家表示支持，希望「自主性 NAMA」
能獲得國際的承認。282

278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Long-term
Cooperative Action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its sixth session, held in Bonn, 1-12 June 2009,
Establishment of a Registry for 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Proposal of Draft Text by
the Republic of Korea, 24 April 2009, p.78,
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2009/awglca6/eng/misc04p02.pdf (accessed 3 July 2020).
279
외교부（外交部）
，「2009.4.24 UNFCCC 사무국에 제출한 우리 제안서（我國在 2009 年 4
月 24 日對 UNFCCC 締約方所提出的提案書）」
，2009 年 5 月 8 日，
http://www.mofa.go.kr/www/brd/m_20152/view.do?seq=339651，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7 月 31 日
。
280
한국기후변화대응전략연구소（韓國氣候變化對應策略研究所），
「『KVER 의 MRV 체계를 활
용한 NAMA 연계방안 연구』
최종보고서
（『活用 KVER 的 MRV 制度的 NAMA 相關方案研究』
期末報告）」
，2012，頁 5。
281
所謂的「自主性 NAMAs」（英文：autonomous mitigation action，韓文：자발적 감축행동）
，
又可稱之為「單一 NAMA」（unilateral NAMAs）係指開發中國家為國家能源安全的考量及提升
能源使用效率，自己發起的減緩行動，且該行動沒有已開發國家財政或技術支援。同上註，頁 4
。
282
同上註，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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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COP15 與 MOP5」會議中，韓國積極努力讓「自主性 NAMA」納
入 NAMA 機制，不僅拉攏理念相近的先進開發中國家（智利、新加坡、以色列
等）支持韓國「自主性 NAMA」的提案，也拉攏歐盟、澳洲、日本、美國等已
開發國家，企圖主導 NAMA 議題的討論方向，反對將「自主性 NAMA」
、
「接受
國際援助的 NAMA」分開討論，朝向對韓國有利的方向發展。韓國談判代表團
多次提出輔助議事決策文書的修改文書，氣候大使鄭來權更是發言表示：
目前許多國家支持自主性 NAMAs，且事實上已經有很多國家正在準備採取自主性
NAMAs，故韓國主張協議的方向不應該從原則上排除自發性 NAMA，而是應讓開發
中國家自己選擇做的自主性 NAMA，成為是 NAMA 機制的選項。283

最終，COP15 會議所通過的哥本哈根協議納入韓國所提出的「自主性
NAMA」、「NAMA 登錄平台」等提案。依據哥本哈根協議第五段，非附件一締
約方必須將其所採取的減緩行動提交給公約秘書處予以彙編，並每兩年透過國家
通訊（national communications）通報其減緩行動的執行情況及國家排放清冊；其
中，尋求國際援助的 NAMA 應登錄其減緩行動以及相關的技術，財務和能力建
設支持，並進行國際的 MRV 審查，另外，非附件一締約方自己所採取的減緩行
動則應受到其國內 MRV 審查及國際的磋商和分析（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s and
analysis）
。284 由此可見，韓國在 COP15 的外交成果可謂豐碩，讓國際社會接受
「自主性 NAMA」、「NAMA 登錄平台」等提案，並納入哥本哈根協議內容，成
功爭取對開發中國家有利的協商方案。

283

대한미국정부대표단（大韓民國政府代表團），「제 15 차 유엔기후변화협약 당사국 총회
결과（第 15 次聯合國氣候變化協約締約國大會結果）」，同註 262，頁 21。
284
United Nations, the 15th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held in Copenhagen, 7-19 December 2009, Decision 2/CP.15: Copenhagen Accord, U.N.
Doc. FCCC/CP/2009/11/Add.1 (30 March 2020), p. 6,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docs/2009/cop15/eng/11a01.pdf (accessed 3 Jul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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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9 年提出以市場為基礎之「NAMA 抵換額度」（NAMA Crediting）
基於各國在執行清潔發展機制所得之經驗與教訓中，韓國認為「以計畫為基
礎」
（project-based）的減量機制難以達到大規模全球溫室氣體減量效益及全球氣
候穩定所需的資金規模。285故，早在 2007 年 COP13 會議中，各國為克服 CDM
機制的侷限，以及提高開發中國家的參與度，首次提出「新市場機制」
（New Market
Mechanism, NMM）概念，該次會議所通過的「峇里島行動計畫」主決議文第 1
段第（b）項第（r）款明述「強化之國家或國際氣候變化減緩行動，包括，除其
他外，考慮：
（v）提到，慮及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不同情況，採取包含利用
市場的機會在內的各種途徑，以提高減緩行動成本效益，及促進減緩行動」
。286由
此可見，峇里島行動計畫提供更寬廣的減量途徑及引入新市場機制之可能性。
韓國在 2009 年 6 月第六次「公約下長期合作行動之特設工作組」
（AWG-LCA）
會議，首次提出「NAMA 抵換額度」（NAMA Crediting）。韓國在 AWG-LCA 6
提案書草案中提到，為鼓勵開發中國家採取國家適當減緩行動，以及考慮到峇里
島行動計畫第 1(b)(v)段，表示站在在公共資金有限的觀點，有必要引入私部門參
與及碳市場機制，以確保啟動與支持開發中國家的國家適當減緩行動之永續的資
金流動和技術移轉來源，故建議建立 NAMA 抵換機制。287隨即，2010 年 COP16
通過的 Decision 1/CP.16 第 80 段，決定在 COP17 上考慮設立一種或多種以市場
為基礎的機制，以提高減緩行動的成本效益並促進減緩行動，該市場機制考慮到
以下因素：（一）在確保所有締約方公平且公正得到支持下，確保締約方自願參

285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Market-based Post-2012 Climate
Regime: Carbon Credit for NAMAs by Republic of Korea,
https://unfccc.int/files/meetings/ad_hoc_working_groups/lca/application/pdf/market_based_climate_re
gime-korea.pdf (accessed 3 July 2020).
286
原文：Various approaches, including opportunities for using markets, to enhance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and to promote, mitigation actions, bearing in mind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United Nations, 13th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Decision 1/CP. 13: Bali Action Plan, supra note 270.
287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rediting Mechanism for 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 by the Parties Not Included in Annex I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Proposal of Draft Text by the Republic of Korea, 24 April
2009, p. 79, 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2009/awglca6/eng/misc04p02.pdf (accessed 3 Jul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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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二）完善支持開發中國家採取國家適當減緩行動之其他方法；
（三）在廣泛
的經濟部門促進減緩行動；
（四）維護環境完整；
（五）確保淨減少或避免溫室氣
體排放；（六）協助已開發國家實現其減緩目標，同時確保市場機制的使用是與
國內減緩努力互補；（七）確保良好治理與健全市場運作與監督。288
而後，韓國又在 2011 年 AWG-LCA14 會議上表示，新市場機制具有「提供
開發中國家更廣泛範圍的減緩行動」289、
「減緩行動不僅由 NAMA 東道國推動且
適合其實際情況」290、「減少減緩行動排放額度之交易成本」291等三項特徵，以
及 NAMA 抵換機制可以在不損害開發中國家永續發展的前提下，讓可獲得減量
額度的 NAMA 進行 MRV 審查，以及，應採用減少/避免排放的有效指標來衡量
NAMA 可產生多少減量額度。292韓國努力推動，似乎導致同年 COP17 通過的
Decision 2/CP.17 中，確定了 NMM 在締約方大會的指導和授權下運作，提高減
緩行動成本效益及促進減緩行動，同時考慮到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不同情
況，且依據 Decision 1/CP.16 第 80 段規定，並在符合闡述的條件下，可協助已開

288

United Nations, the 16th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f
Parties, held in Cancun, 29 November -10 December 2010, Decision 1/CP. 16: The Cancun Agreements:
Outcome of the work of the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Long-term Cooperative Action under the
Convention, p. 14, para. 80 and 81,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docs/2010/cop16/eng/07a01.pdf (accessed 21 October
2020).
289
韓國表示一個新的市場機制應提供開發中國家更廣泛範圍的減緩行動，並刺激對該減緩行動
之投資，特別是以市場為基礎的機制有必要支持大規模的減緩行動，像是永續發展的政策與措施，
以及整個經濟範圍的減緩行動。在此情況下，開發中國家的政府也可以在產生減量額度的減緩行
動發揮更積極的作用。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Long-term Cooperative Action under the Convention Fourteenth session, Views on the
elaboration of market-based mechanisms, U.N. Doc. FCCC/AWGLCA/2011/MISC. 2, “Submission by
the Republic of Korea on Market-based Mechanisms,” 21 February 2011, pp. 76-77,
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2011/awglca14/eng/misc02.pdf (accessed 21 October 2020).
290
Ibid. 韓國表示國家主導的減緩行動是促使市場機制運作成功的關鍵。如果東道國（開發中國
家）的需求或實際情況未得到充分的解決，那可能大幅降低減緩行動的成本效益，且將經歷許多
不必要的試驗與錯誤。，應該讓開發中國家自願參加市場機制，決定那些減緩行動適合產生減量
額度。此外，協商過程中也應反映出東道國對於減緩行動的看法。
291
Ibid. 韓國表示產生減量額度的減緩行動通常須經過嚴格地可衡量、可報告及可核實之審查，
才可依據目標減少/避免溫室氣體排放的確切量來發放減量額度。然而，就大規模減緩行動而言，
這種嚴格的 MRV 審查可能會導致減緩行動成本過高且耗時或根本不可行，也會阻礙對減緩行動
之投資，且可能會重複計算到減緩行動淨減少/避免溫室氣體排放量，故應制定發放減量額度之
新標準。
292
Ibid., pp.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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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國家實現其依據 UNFCCC 所實現的部分減緩目標或承諾。293之後，公約下長
期合作行動之特設工作小組針對 NMM 議題召開一系列工作坊，並邀集締約方、
專家及其他利益方進一步討論 NMM 運作細節。294隨著 2012 年 COP 18 結束了
AWG-LCA，NMM 談判議題乃轉由科學技術諮詢機構（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SBSTA）接手訂定 NMM 的模式和程序，包括
相關的研討會報告和技術文件及現有機制的經驗，最後並提出一份決議草案，以
供 2013 年的 COP 19 審議。295
韓國在 2013 年 6 月 SBSTA 18 會議上，再次提出 NAMA 抵換機制作為新的
市場機制的構想。韓國認為，為加強減緩氣候變化的國際行動，開發中國家扮演
重要的角色，且已經有許多開發中國家依據其各自國情實施各種氣候變化的政策
和行動，若能將這些適合各國國情的政策和行動與新的市場機制結合起來，可以
促進全球大規模減少溫室氣體排放。296然而，由於各國對於 NMM 運作方式提出
不同的提案，到 2017 年 COP24 爲止，UNFCCC 締約方大會對於 NAMA 抵換機
制的運作方式仍未有明確的共識及決議。但是，國際上已經有許多 NMM 與
NAMA 兩種機制結合的多邊倡議，譬如，世界銀行的「市場預備夥伴」
（Partnership
for Market Readiness, PMR）
，該倡議透過資金及技術援助，市場預備夥伴（已開
發國家）幫助開發中國家設計及實施溫室氣體減量的能力建構，包含排放交易機

293

United Nations, 17th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held in Durban, 28 November-12 December 2011,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on
its seventeenth session, U.N. Doc. FCCC/CP/2011/9/Add.1, Decision 2/CP. 17: Outcome of the work of
the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Long-term Cooperative Action under the Convention, p.17, para. 83,
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2011/cop17/eng/09a01.pdf (accessed 21 October 2020).
294
Ibid., p.18, para. 86.
295
United Nations, 18th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held in Doha, 26 November- 8 December 2012, Decision 1/CP. 18: Agreed outcome pursuant
to the Bali Action Plan, U.N. Doc. FCCC/CP/2012/8/Add.1, p. 9, para. 47,
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2012/cop18/eng/08a01.pdf (accessed 21 October 2020).
296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thirty-eight session, held in Bonn, 3-14 June 2013, Views on modalities and
procedures for the new market-based mechanism, Submissions from Parties, U.N. Doc.
FCCC/SBSTA/2013/MISC.9/Add.2, “Credited NAMA Mechanism as a New Market-based Mechanism:
New Wine in New Wineskins,” p. 2, 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2013/sbsta/eng/misc09a02.pdf
(accessed 21 Octo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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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碳稅及減量額度機制等，故未來韓國政府可能會考慮啟動這類 NAMA 抵換
額度機制之示範計畫。297
總言之，韓國提出 NAMA 抵換機制的構想，一方面滿足已開發國家對於開
發中國家採取溫室氣體減量行動之要求，一方面也可以為已經在國內實行氣候變
化政策或行動的開發中國家爭取更多利益。由此可見，韓國在此一時期努力發揮
協調者的角色，平衡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不同的立場。
四、2010 年設立全球綠色成長研究所、2012 年成功爭取「綠色氣候基金」
秘書處所在地
再者，在此一時期，韓國在開發中國家的技術移轉及資金援助等兩項議題，
皆有實質性進展。首先，在技術移轉議題上，韓國為致力於綠色成長及期望對國
際社會的綠色經濟有所貢獻，而主導設立新的國際機構─全球綠色成長研究所
（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 GGGI）
。其次，在資金援助議題上，韓國積極爭
取「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 GCF）秘書處所在地設立於韓國。
（一）設立全球綠色成長研究所
繼 2008 年李明博總統在建國 60 周年國慶日時宣布「低碳綠色成長」國家願
景 後 ， 韓 國 企 圖 建 立 以 韓 國 為 中 心 的 「 全 球 綠 色 成 長 研 究 所 」（ 韓 文 ：
글로벌녹색성장연구소，英文：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
，對外進行「低碳
綠色成長」之智識輸出。在 2009 年 COP15 中，李明博總統發表題為「一起付諸
行動」
（Taking Action Together）的聲明（Statement）時，首次向國際社會闡述建
立 GGGI 的理念。

297

In-Chul Hwang, “C-NAMA: A New Perspective on Market Mechanism,” in NAMA crediting: From
its concept to MRV options (Yong-in: Korea Energy Management Cooperation, GHG Certification
Office, November 2013),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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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韓國為何建立全球綠色成長研究所的理由。全球綠色成長研究所將幫助我們分享
我們的經驗與彼此的知識。我們將邀集來自世界各地學者、科學家、公民團體領導人
針對我們的問題提出可運作的解決方式。基於全球夥伴的精神，全球綠色成長研究所
可以扮演全球智庫，以及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橋樑。298

除此之外，在 2009 年 COP15，李總統代表環境完整集團發表演說時亦再次
強調，GGGI 將協助開發中國家制定其綠色成長計畫，並基於全球夥伴精神，
GGGI 作為全球智庫引領開發中國家朝向低碳社會。299此舉在 COP15 會議上獲
得國際的高度關注。
而後，韓國於 2010 年 6 月 16 日在「2010 東亞氣候論壇」（East Asia Climate
Forum）宣布正式啟動「全球綠色成長研究所」，並承諾頭三年韓國將每年提供
約 1000 萬美元的資金，其秘書處所在地設於韓國首爾市，由前國務總理韓昇洙
擔任第一任秘書長。300李明博總統也在論壇上表示，GGGI 是將「綠色成長願景」
轉化為「實踐行動」之策略，旨在基於全球夥伴關係之基礎上，研究綠色成長的
實踐方法，及提出政策和技術解決方案，為此，韓國進一步推動 GGGI 成為國際
社會「永久、共同的資產」，將 GGGI 從依據國家間條約運作之「國際機構」轉
型為「國際組織」
。301
緊接著，韓國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辦的「聯合國永續發
展會議」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r Rio+20），
包含韓國在內，還有澳大利亞、丹麥、卡達、哥斯大黎加、柬埔寨、衣索比亞、
英國、巴布亞紐幾內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挪威、巴拉圭、菲律賓、蓋亞那、

298

대한미국정부대표단（大韓民國政府代表團），「제 15 차 유엔기후변화협약 당사국 총회
결과（第 15 次聯合國氣候變化協約締約國大會結果）」，同註 262，頁 63。
299
同上註，頁 68。
300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Korea, “ East Asia Climate Forum 2010 and the launching
Ceremony of the 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 (GGGI),” 16 June 2010,
http://www.mofa.go.kr/eng/brd/m_5658/view.do?seq=308677&srchFr=&amp;srchTo=&amp;srchWord
=&amp;srchTp=&amp;multi_itm_seq=0&amp;itm_seq_1=0&amp;itm_seq_2=0&amp;company_cd=
&amp;company_nm= (accessed 3 July 2020).
301
대통령기록관（大統領紀錄館），「李대통령,‘동아시아 기후포럼 2010’
참석（李總統參加 2010 年東亞氣候論壇）」，2010 年 6 月 16 日，http://17cwd.pa.go.kr/kr/presi
dent/news/news_view.php?uno=1077&board_no=P01，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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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里巴西、越南等共 16 國簽署了「GGGI 國際組織設立協議」
，確立 GGGI 升格
為政府間國際組織，也是第一個由韓國完全領導下所建立的國際政府間組織。302
此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展援助委員會（DAC）於 2013 年 6 月
批准 GGGI 成為合格的官方發展援助（ODA）組織。303 2013 年 12 月，GGGI
獲得聯合國大會觀察員的地位，穩固了其國際組織的地位。304另外，韓國學者鄭
振英亦曾於 2012 年 10 月 12 日在報章投書表示，GGGI 升格成為政府間國際組
織後，不僅提高綠色氣候基金秘書處設立於韓國的意願，也代表韓國成為開發中
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在綠色成長相關合作的媒介，更能為韓國綠色產業帶來更多發
展的機會。305
（二）成功爭取到「綠色氣候基金」秘書處所在地
綠色氣候基金是專門致力於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全球基金，旨在幫助開發中
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增強其因應氣候變化的能力。事實上，在建立綠色氣
候基金之前，已有許多全球性基金，包括最低度開發國家基金（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Fund, LDCF）
、特別氣候變化基金（Special Climate Change Fund, SCCF）、
京都議定書下所設立之調適基金（Adaptation Fund, AF）
。然而，調適基金所提供

302

대한민국외교부（大韓民國外交部），
「글로벌녹색성장연구소(GGGI) 설립협정 서명식 개
최 결과（建立全球綠色增長研究所（GGGI）協議的簽字儀式結果）
」，2012 年 7 月 2 日，
http://www.mofa.go.kr/www/brd/m_20152/view.do?seq=343162&srchFr=&amp;srchTo=&amp;srchW
ord=&amp;srchTp=&amp;multi_itm_seq=0&amp;itm_seq_1=0&amp;itm_seq_2=0&amp;company_c
d=&amp;company_nm=，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8 月 3 日。
303
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 3rd session of the Council, held in Songdo, 8-9 June 2013, Update
on the application to include the GGGI on the DAC list of ODA eligibl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3/4,
http://gggi.org/wp-content/uploads/2013/07/C.3.4.-Update-on-the-application-to-include-the-GGGI-onthe-DAC-list-of-ODA-eligible-IO.pdf (accessed 3 August 2020).
304
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 “GGGI Receives UN General Assembly Observer Status,” 17
December 2013, https://gggi.org/press-release/gggi-receives-un-general-assembly-observer-status/
(accessed 3 August 2020).
305
정진영（漢譯：鄭振英）
，
「한국이 주도한 첫 국제기구 GGGI（韓國主導的第一個國際機構
GGGI）」
，2012 年 10 月 12 日，매일경제（每日經濟），
https://www.mk.co.kr/opinion/contributors/view/2012/10/661983/，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8 月 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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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00 億美元，並不足以支付開發中國家為因應氣候變化實施的調適行動。306因
此，在 2009 年 COP 15 中，各國提議建立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 GCF）。
已開發國家締約方也在 2010 年 COP16 上，承諾要在 2010 年至 2012 年期間提
供新的且額外的 300 億美元，作為開發中國家快速啟動氣候融資的資金。307綠
色氣候基金在 2011 年 COP17 上，正式成為目前 UNFCCC 最主要的資金機制，
並設立 2020 年起每年提供 1,000 億美元之長期資金目標。308
在 2011 年 COP17 上，韓國表達有意成為 GCF 東道主國之意願，也是國際
上第一個表達 GCF 秘書處設立地點競標的國家。此外，韓國在非正式談話中，
也提出主辦第二次綠色氣候基金理事會會議、提供秘書處的運作所需的財政支出，
及主辦 GCF 相關的國際論壇。韓國在 GCF 議題上之積極作為深受部分已開發國
家（美國、加拿大、日本、澳洲、德國、瑞典）與開發中國家（墨西哥、沙烏地
阿拉伯、菲律賓、埃及、印尼）的支持。
韓國積極遊說各國支持 GCF 秘書處設立於韓國，並提出六大主要的理由，
敘明其是 GCF 秘書處最合適的設立地。首先，韓國透過快速經濟成長的經驗，
非常理解開發中國家的難處及已開發國家的憂慮，因此，在氣候變化的討論中，
可以充分發揮促進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合作的溝通橋樑；第二，韓國早
在 2008 年開始推動綠色成長政策，並提高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故韓國可稱
為綠色成長與因應氣候變化之模範國家；第三，多數主要國際環境組織的總部皆
位於歐洲和北美地區，甚至連非洲地區也有聯合國環境署（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但至今為止仍無任何環境組織設立於亞洲；第
四，雖然韓國在 UNFCCC 仍被列於開發中國家，但韓國願意提供四千億美元，
306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hereinafter UNDRR], “Durban decision
imminent on Green Climate Fund,” 9 December 2011, http://www.unisdr.org/archive/24086 (accessed
3 August 2020).
307
United Nations, the 16th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Decision 1/CP. 16: The Cancun Agreements: Outcome of the work of the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Long-term Cooperative Action under the Convention, supra note 283, p. 16, para. 95.
308
United Nations, 17th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Decision 2/CP. 17: Outcome of the work of the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Long-term
Cooperative Action under the Convention, supra note 288, p. 23, para.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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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援助開發中國家的能力建構；第五，強調松島的交通方便性及生態友善城市
的美名；第六，韓國願意無償提供松島 I-Tower 建築物作為 GCF 秘書處辦公室，
且 2013 年即可進駐。309
次年，在 2012 年 8 月 23 日至 25 日於瑞士日內瓦舉行第一次 GCF 理事會會
議上，GCF 理事會審議了德國、墨西哥、納米比亞、波蘭、韓國和瑞士等國所
提出綠色氣候基金秘書處地主國（host country）之提議。310最終，在 2012 年 10
月於韓國松島舉行的第二次 GCF 理事會會議，選定韓國仁川市的松島作為 GCF
秘書處所在地。311
總言之，在此一時期中，韓國成功主導設立全球綠色成長研究所，又順利將
其改制為一政府間國際組織，以及成功爭取到綠色基金秘書處所在地，不僅對外
進行綠色成長政策之智識輸出，協助開發中國家將其經濟轉型為綠色成長的經濟
模式，也提供有助於凝聚對抗氣候變化的國際意見平台，此舉成功獲得國際社會
肯認韓國作為綠色成長的領導國家，並鞏固了韓國作為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
之間橋樑的地位。
五、2016 年批准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
由於京都議定書只要求附件 B 所列的已開發國家履行溫室氣體減量的義務，
使得美國之外的中國、印度、巴西等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大的開發中國家無法被規
範到，為了克服此侷限性，在 2015 年 12 月 11 日 COP21 會議上，通過了後京都
時代重要的新國際文件「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隨即，韓國在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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기획재정부（企劃財政部），녹색기후기금 유치 백서（申辦綠色氣候基金白皮書）
（세종특
별자치시世宗特別自治市：기획재정부 企劃財政部，2013 年 2 月 25 日）
，頁 40-41。
310
Green Climate Fund, the second meeting of board, held in South Korea, from 18-20 October 2012,
Report of the Host Country Evaluation Committee, GCF/B.02-12.04 (5 October 2012), pp. 4-23,
https://www.greenclimate.fund/document/gcf-b02-12-04 (accessed 3 August 2020).
311
Green Climate Fund, the second meeting of board, held in South Korea, from 18-20 October 2012,
Decisions of the Board-Second Meeting of the Board, GCF/B.02-12/04 (9 November 2012), p. 4.
https://www.greenclimate.fund/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gcf-b02-12-12.pdf (accessed 3 Augu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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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OP22 上宣布韓國於 2016 年 11 月 3 日批准巴黎協定，成為巴黎協定第 97 個
批准國。
韓國批准巴黎協定的主要原因是新的國際氣候協議產出和化石燃料退場之
趨勢顯而易見。韓國環境政策評估研究院於 2011 年出版的「大韓民國氣候變化
經濟分析」報告書中指出，若韓國不努力減少化石燃料，估計到 2100 年溫度上
升 4 度時，保守評估韓國經濟累計損失成本將達到 2800 萬億韓元，大約占國內
生產總值（GDP）的 3％，但是如果積極做出努力，則損失成本可能會大幅降低
至 580 萬億韓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0.6％，由此可見，行動越晚將會給後代帶
來更多的負擔。312再者，過去韓國在京都議定書中被列為非附件一國家，但在巴
黎協議中，各國必須定期每五年更新並提交減量目標給聯合國，考慮「棘輪機制」
（Ratch Mechanism）
，313未來韓國可能面臨到更大幅度的減量目標設定和實施之
壓力。314以及，考慮到巴黎協定的 197 個締約方中，包括中國、印度、歐洲聯盟
（EU）
、加拿大、紐西蘭在內的 55 個締約方（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55％以
上）已在 2016 年 10 月完成國內批准，確定了巴黎協定已達到條約生效的條件。
315

前述兩項主因導致韓國不得不盡快批准巴黎協定，以便趕在 2016 年 11 月

COP22 召開前，增加韓國的談判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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이지언（漢譯：李智彥）
，「파리협정 발효, 한국은 여전히 『석탄 중독』（巴黎協定生效，
韓國仍然媒中毒）」
，2016 年 11 月 4 日，환경운동연합（環境運動聯合會）
，
http://kfem.or.kr/?p=169350，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3 日。
313
棘輪機制（Ratchet Mechanism）是貿易或投資協定下的一種機制，在該機制下，會員國所採
取的自由化措施不能被限制更嚴的新措施所取代。簡言之，亦即未來新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所承諾
之市場開放，只能單向進一步開放，不可倒退禁止開放或新增限制。見於中華民國外交部官方網
站，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簡介」
，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5F02B11AD7FC4A1B&sms=37D27039021F6DF7&
s=E1D4B867A637D3B3，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3 日。
314
안병옥（漢譯：安炳玉）
，「갈색 경제의 몰락, 기로에 선 한국（棕色經濟的衰落，正處於
十字路口的韓國）」
，2016 年 3 月 30 日，프레시안，
https://www.pressian.com/pages/articles/134612#0DKU，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3 日。
315
이지언（漢譯：李智彥），
「11 월 4 일 파리기후협정 발효, 산업계에 포섭된 기후변화 대책,
대기업만 웃는다（11 月 4 日巴黎協定生效後，產業界採取的氣候變化對策，
只有大企業在笑）」
，
2016 年 11 月 18 日，탈핵신문（脫核新聞）
，https://nonukesnews.kr/885，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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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產業團體與環境非政府組織兩者之間卻有著不同之意見。全國經濟聯合
會和大韓商會等 33 個經濟團體與 38 家主要能源產業的企業在 2015 年 6 月發表
聯合聲明表示，目前韓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位居世界第 7 位，但排放量僅占全球
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1.4%，遠低於中國（28%）
、美國（15%）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故，若只顧慮到國際輿論反而會使韓國陷入經濟低成長的泥潭。316 另一方面，
韓國環境運動聯合會能源氣候團隊負責人李智彥（Ji-Ean Lee）接受韓國聯合電
視新聞台（Yonhap Television News, YTN）採訪表示，非常樂見韓國國會批准了
巴黎協定，雖然相較於其他締約方的批准時程較晚，但為了得到社會充分的討論
和徵求各方的意見而拖延了一些批准的時間，這種說法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也擔
憂韓國 2015 年向聯合國所提交的 2030 年全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是否能幫助韓國
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317
在國會層面上，韓國行政當局依據韓國憲法第六十條規定，於 2016 年 9 月
1 日向國會提交「巴黎協定批准同意案」，經過「外交統一委員會」審議後，順
利在 2016 年 11 月 3 日國會的全體會議上，以 254 票贊成、7 票棄權通過「巴黎
協定批准同意案」。318總言之，儘管產業界仍有反對聲浪，但韓國政府為顧全其
談判協商中的總體國家利益，亦為了符合綠色成長模範國家之形象，仍然啟動巴
黎協定批准程序，且順利獲得通過。

316

이정은（漢譯：李智恩），
「파리기후협정 체결이후 과제, 환경–산업–기재부 정책마찰부터
풀어야（巴黎氣候協定簽署後的課題，解決環境─產業─知經部政策摩擦）」
，2015 年 12 月 15 日，
동아일보（東亞日報）
，https://www.donga.com/news/Politics/article/all/20151215/75364043/1，上
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3 日。
317
YTN 電台（韓國聯合電視新聞台）
，
「파리기후변화협정 발효, 우리는 석탄발전소 19 개 추
가？（巴黎氣候協定生效，我們增加了 19 個燃煤電廠？）」
，2016 年 11 月 3 日，
https://radio.ytn.co.kr/program/index.php?f=2&id=46021&page=208&s_mcd=0263&s_hcd=01，上網
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3 日。
318
송원영（漢譯：宋元英），「국회 본회의, 파리협정 비준동의안 통과（國會全體會議通過
巴黎協定批准案）」
，2016 年 11 月 3 日，뉴스 1，https://www.news1.kr/photos/details/?2215892，
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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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形塑韓國氣候外交的「投入因素」：
貿易夥伴的碳邊境調整機制與國內利益團體的遊說壓力
誠如本章第一節所分析，韓國於此一時期在 UNFCCC 場域中的環境外交行
為明顯不同於以往，韓國不僅主動提出國家溫室氣體之減量目標，以及積極參與
開發中國家技術與資金援助之機制設計，更可看出韓國欲積極地想擺脫過去的保
守立場。特別是在 2009 年 COP15，李明博總統對外發表「綠色成長國家願景」，
宣示韓國參與溫室氣體減量之決心，獲得國際組織及歐盟、美國等已開發國家的
讚賞，成功打造出對抗氣候變化模範國之國家形象。然而，無論是綠色成長國家
願景，或是訂定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其政策背後的考量皆圍繞在經濟發展上，
特別是歐盟、美國有意引入碳邊境調整機制，更可能直接衝擊韓國的出口競爭
力。
從韓國在 UNFCCC 場域中的對外行為，進一步探討影響韓國氣候外交政策
之決策過程受到外部環境之國際與國內因素影響的很大影響，國際因素包括貿易
夥伴的環境與貿易政策，國內因素則包括環境意識、產業團體的遊說。本節將進
一步從國際與國內層面，剖析美國、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對韓國的影響，以及
關注產業團體、環境非政府組織等政府外部行為者的影響。
一、國際因素：歐盟與美國的碳邊境調整機制
（一）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對韓國的影響
歐盟於 2002 年 5 月 31 日批准京都議定書，並與 15 個列於京都議定書附件
一之「歐盟會員國」319承諾在 2008 年至 2012 年間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應比 1990
年減少百分之八。320為達成此一目標，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於 2003 年 10 月
13 日通過第 2003/87/EC 指令「建立共同體內進行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的計畫，
與修正理事會第 96/61/EC 指令」
（Directive 2003/8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319

該 15 個列於京都議定書附件一之歐盟會員國，分別是比利時、丹麥、德國、希臘、西班牙、
法國、冰島、義大利、盧森堡、荷蘭、波蘭、奧地利、葡萄牙、芬蘭、瑞典、英國等國家。
320
European Commission, “Kyoto Protocol,” 2004,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MEMO_04_43 (accessed 31 Augu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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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f the Council of 13 October 2003 establishing a scheme fo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llowance trading within the Community and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
96/61/EC）
，321並於 2005 年開始試行歐盟排放交易機制（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TS）。然而，由於歐盟以外的國家尚未採行高強度的溫室氣體排放管制措施，
使得歐盟地區的能源密集產業的競爭力處於劣勢，產生「碳洩漏」
（carbon leakage）
322

的問題。因此，歐盟執委會在 2008 年 1 月 23 日提案，為加強排放交易機制之

有效性，修正排放交易指令，以及納入若干新條款─提高能源密集產業免費排放
配額的分配額、制定碳均衡系統（carbon equalization system）等，以利於歐盟面
臨碳洩漏重大風險的產業，能與其他國家的產業處於相近的立足點。323
不僅如此，法國、德國等主要歐盟會員國也表示支持碳邊境調整機制。時任
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是首位提倡碳邊境調整機制的歐盟會
員國之國家領導人，呼籲歐盟消除歐盟會員國因為排放交易機制（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TS）而導致之不公平競爭問題，並首次在 2007 年 10 月 25 日
法國環境論壇（French Environment Forum）表示：
我們必須探討對於來自不遵守京都議定書之國家進口產品徵稅的可能性。我
們已對生產者設定環境標準，因此完全豁免競爭者是不公平的。我建議在接
下來六個月，歐盟應討論不公平競爭的影響。環境傾銷（Environmental dumping）
324

是不公平的競爭。

321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Directive 2003/8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3 October 2003 establishing a scheme fo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llowance trading within the Community and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 96/61/EC, L
275/32 (25 October 200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3L0087&from=EN
(accessed 31 August 2020).
322
碳洩漏（carbon leakage）係指訂定嚴格的排放目標或是溫室氣體管制等政策會導致企業的生
產成本增加，企業為了躲避這樣的管制，將生產線轉移至排放限制寬鬆的國家，再將產品運至歐
盟，此舉可能導致這些企業的總排量增加，特別能源密集產業的碳洩漏風險可能更高。European
Commission, “Carbon leakage”, 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ets/allowances/leakage_en
(accessed 31 August 2020).
323
李貴英，
「歐洲聯盟碳均衡系統與世界貿易組織多邊貿易規則相容性之研究：以邊境稅調整措
施為例」
，歐美研究，第 43 卷，第 2 期（2013）
，頁 307。
324
原文：We must examine the possibility of taxing products imported from countries that do not
comply with the Kyoto Protocol. We have impose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on our producers. It is not
normal that their competitors should be completely exempted. And I propose that within the next six
months the European Union should debate the meaning of fair competition. Environmental dumping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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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時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瑞典認為，法國提案破壞歐洲在哥本哈根的談
判立場，而拒絕此一提議，故歐盟也暫停討論碳邊境調整機制的議題。325直到
2015 年 12 月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通過後，法國總統埃曼紐爾·馬克宏
（Emmanuel Macron）於 2017 年 9 月 26 日發表題為「歐洲新倡議」演講時，代
表法國再次呼籲歐洲需要建立公平的碳價，以促進其能源轉型的投資，並需要執
行歐洲碳邊境調整機制，以確保能與其他國家的產業公平競爭。326
由此可見，碳邊境調整機制已成為不可逆的全球貿易趨勢，未來歐盟實施碳
邊境調整機制，勢必衝擊到韓國產業在歐盟的出口競爭力。歐盟是韓國第三大出
口市場（按：僅次於中國、美國）
，截至 2018 年止，韓國對歐盟的出口貿易額達
到 577 億美元，占總出口貿易額 9.5%，依貿易額比重排序，其出口至歐盟的主
要產品為汽車、船、汽車零件、合成樹脂、電容器、積體電路半導體、建築重型
設備、平板顯示器、醫藥品、鍍鋅鋼板等產品。327根據經合組織統計資料庫顯示，
韓國是歐盟二氧化碳淨出口國，特別是包含汽車及汽車零件、電腦和電氣/電子
設備等碳排放量偏高的工業產品。328（見表 4-3）

not fair. See the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French Environment Forum,” 25 October
2007, https://ca.ambafrance.org/French-Environment-Forum (accessed 31 August 2020).
325
EURACTIV, “French to revive Sarkozy’s EU carbon tariff idea,” 18 May 2012,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climate-environment/news/french-to-revive-sarkozy-s-eu-carbon-tari
ff-idea/ (accessed 31 August 2020).
326
The Elysee Palace, “President Macron gives speech on new initiative for Europe,” 26 September
2017,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17/09/26/president-macron-gives-speech-on-new-initiativefor-europe.en (accessed 31 August 2020).
327
주벨기에유럽연합대한민국대사관（韓國駐比利時歐盟大使館），
「한-EU 교역 현황（韓國─
歐盟經貿關係）
」，2020 年 2 月 28 日， http://overseas.mofa.go.kr/be-ko/wpge/m_7588/contents.do，
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8 月 31 日。
328
OECD Stat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IO_GHG_2019 (accessed 31 Augu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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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歐盟和韓國各行業二氧化碳淨出口排放量（單位：CO2 百萬噸）
項目

歐盟對韓國

韓國對歐盟

農、林、漁業

0.1

-0.1

礦業

0.7

-0.7

0.2

-0.2

服務業

1.9

-1.9

製造業

-12.7

12.7

化學與非金屬

-0.8

0.8

金屬

-0.7

0.7

電腦與電器、電子設備

-2.5

2.5

運輸設備（汽車/船）

-9.7

9.7

電力，煤氣和水的供應/
處理

資料來源：OECD Stat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IO_GHG_2019 (accessed 31 August 2020).

韓國綠色成長委員會曾於 2009 年 11 月 5 日發表的「國家溫室氣體中期
（2020 年）減量目標的實施方案」
（국가 온실가스 중기（2020 년）감축목표의
설정방안）中提及，歐盟等已開發國家的溫室氣體相關法規成為貿易壁壘，直
接對韓國出口造成衝擊之隱憂，特別是歐盟在 2009 年 4 月 23 日公布之「第
443/2009 號法規」
（Regulation（EC）No. 443/2009）。該法規為減少輕型交通工
具 CO2 排放，設定新小客車排放標準為，2012 年至 2015 年之間，逐步實施在歐
盟生產及銷售之新車二氧化碳平均排放量要符合 130g/km 之標準，並訂定 2020
年二氧化碳平均排放量標準為 95g/km，並對不符合該標準的製造商處以罰款。329
這對當時位居世界第五大汽車生產國的韓國（按：2019 年全球汽車生產國的排
名變動為第七名）而言，勢必衝擊到韓國對歐盟出口市場。因此，韓國不得不提
出更積極因應氣候變化的政策或法律，避免喪失國內產業的國際出口競爭力。

329

녹색성장위원회（綠色成長委員會），「국가 온실가스 중기(2020 년)감축목표의
설정방안（國家溫室氣體中期 2020 年減少目標實施方案）」，2009，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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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碳邊境相關管制法案
然而，不僅歐洲國家有引入碳邊境調整機制的想法，美國也有通過推動相關
立法草案之想法。最早是由美國參議員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和華納（John
Warner）於 2007 年 10 月 18 日共同起草「2007 年美國氣候安全法草案」
（S.2191Lieberman-Warner Climate Security Act of 2007，或稱 Lieberman-Warner Bill）
，該
法案訂定「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水準比 2005 年減少 70%」總量管制的目標，並
要求進口至美國的產品必須符合美國所設標準。 330 而後，美國參議員巴瑟
（Barbara Boxer）針對前述 S.2191 法案予以修正後，於 2008 年 6 月 4 日提出「2008
年美國氣候安全法草案」
（S.3036: Lieberman-Warner Climate Security Act of 2008），
該法案要求其他國家採取「相類似的行動」
（comparable action）來進行溫室氣體
減量。331換言之，進口產品或進口商必須與美國業者遵循相同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的配額規定，否則即對產生大量二氧化碳的進口產品予以貿易制裁。此案在同年
6 月 6 日在參議院進行表決，結果為 48 票贊成，36 票反對，雖贊成者居多，但
因贊成票數未達 60 票的門檻，故無法進入下階段的議事討論。332
隨後，美國眾議院能源與商業委員會主席 Henry A. Waxman 與能源與環境小
組委員會主席 Edward J. Markey 於 2009 年 3 月共同起草「2009 年美國乾淨能源
與安全法草案」（The 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 of 2009，或稱
Waxman-Markey Bill）
，該法案納入碳關稅相關規定，即自 2020 年起針對未採取
措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國家/地區進口的產品徵收邊境調整稅，以解決因實施

330

United States Senate, S.2191-Lieberman-Warner Climate Security Act of 2007, 110th Congress,
introduced 18 October 2007,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0th-congress/senate-bill/2191/text
(accessed 31 August 2020).
331
United States Senate, S.3036 - Lieberman-Warner Climate Security Act of 2008, 110th Congress,
introduced 20 May 2008,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0th-congress/senate-bill/3036 (accessed 31
August 2020).
332
United States Senate, S.Amdt.4825 to S.3036- Lieberman-Warner Climate Security Act of 2008,
110th Congress, proposed by 4 June 2008,
https://www.congress.gov/amendment/110th-congress/senate-amendment/4825/actions (accessed 31
Augu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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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CCC 減量目標而引起的不公平競爭和碳洩漏問題。333最終，美國眾議院在
2009 年 6 月 26 日些微票數差（按：219 票贊成票數，212 票反對票數）表決通
過「2009 年美國乾淨能源與安全法」
，並送交參議院表決。334然而，該法案引起
美國國內產業利益團體的大力反彈，故，未能在參議院獲得批准通過所需的 60
張票數，且參議院也未能成功推出替代法案，加上 2010 年美國國會改選後，共
和黨重新掌握眾議院多數，使得立法進程完全停滯。
雖然美國未能成功完成相關立法，但可以得知美國國會傾向於採用「總量管
制與交易」
（cap and trade）市場導向政策工具之態度逐漸明朗。再者，美國是韓
國第二大出口市場（按：僅次於中國）
，截至 2019 年止，韓國對美國的出口貿易
額達到 733 億美元，佔總出口貿易額 9.5%，依貿易額比重來排序，其出口至美
國的主要產品為汽車（157 億美元）、汽車零件（62 億美元）、半導體（60 億美
元）、石油產品（44 億美元）、無線通信設備（42 億美元）等溫室氣體排放量偏
高的產品335，導致韓國不得不預先考慮到出口產業可能面臨碳貿易限制之風險。
總言之，此時期，韓國更關切國內產業因為「貿易保護主義」
（protectionism）
興起，將面臨到貿易夥伴的貿易制裁，以及喪失國際出口競爭力等風險，特別是
歐盟、美國等主要貿易夥伴對於課徵碳邊境調整機制之態度，可能是未來韓國經
濟發展須面臨的嚴峻挑戰。國際因素或許是迫使韓國採取更主動積極作為的一大
主因，因為吾人可見韓國在第二承諾期內自願訂定「2020 年較 2005 年排放基線
減少 30%」之減量目標，並於 2015 年 6 月 30 日向 UNFCCC 秘書處提交國家自
訂預期貢獻，以及訂定更嚴格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按：較 2020 年排放基線減
少 37%）。

333

United States Senate, H.R.2544- 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 of 2009), 111th Congress,
introduced 15 May 2009,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1th-congress/house-bill/2454/text (accessed
31 August 2020).
334
Ibid.
335
주미국대한민국 대사관（駐美大韓民國大使館），「한미 경제통상
관계（韓美經濟通商關係）」，http://overseas.mofa.go.kr/us-ko/wpge/m_4506/contents.do，上網
檢視日期：2020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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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因素：產業團體與市民社會（環境非政府組織）的遊說壓力
在李明博、朴槿惠政府時期，韓國大幅度地調整對外、對內的因應氣候變化
的政策規劃，不僅訂定 2020 年及 2030 年的「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並推動
前述一系列的氣候變遷相關法案，提供氣候變遷立法因應之法制基礎與架構。對
此，產業界以代表團身分參與締約方大會，一邊掌握 UNFCCC 談判動向，一邊
努力尋求其對策。此時期，產業界主要關注於「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
、
「溫室氣
體排放權分配與交易法」之立法，以及 2020 年、2030 年「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
標」之制定和引入「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
（一）產業團體
李明博政府於 2010 年開始積極推動「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之立法。
全國經濟人聯合會的常務理事黃仁赫（황인학）表示，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只
有「綠色」而沒有「成長」，且法案才於 2009 年 12 月 29 日通過，通過不到四
個月，就決定在 2010 年 4 月 14 日發布「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執行令，法令
生效時間太過急促，應該給予法令執行的緩行期。 336 大韓商工會議所副會長李
東根也表示，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在制定過程中引起不少的爭議，政府應該認真
聽取產業界的意見，沒有必要太急著執行「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337
在「溫室氣體排放權分配與交易法」制定過程中，大韓商工會議所全職副
會長李東根（이동근）於 2010 年在中央日報投書表示：「排放權交易制屬於有
償分配溫室氣體排放權，因此擔心對企業產生過重的負擔，導致國內工廠轉移
到海外，造成韓國的國際競爭力下降；再者，目前與我國產業競爭力相關的國
家，如美國、中國、日本、澳洲等國，均延遲或拒絕引入排放交易制，故不贊

336

권지혜（漢譯：權智惠），「녹색성장기본법 시행령(안) “녹색만 있고 성장 없다”
（綠色成長基本法執行法令（草案）只有綠色，沒有成長）」，2010 年 3 月 12 日，가스신문
，http://www.gasnew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46899，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30
日。
33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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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韓國提倡引入排放交易制。」338全國經濟人聯合會等 28 個經濟團體與 38 家發
電與能源公司於 2014 年 12 月 12 日共同發表其立場，認為政府爲了在 2015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行排放權交易制度，公布了第一次計畫期間（2015 至 2017 年）各
企業的分配總量為 15 億 9 千 8 百萬噸，與參加第一次計畫的 17 個行業339的企業
對象所申請的配額量共 20 億 2 千 1 百萬噸相比，仍少了 4 億 2 千 3 百萬噸（20.9%）
，
因此，在排放權不足的情況下，企業將無法從市場上購買排放權，最終只能負擔
罰款，此舉不僅使企業經營環境進一步惡化，還會加速國內生產基地轉移至海外
製造，進而導致生產空洞化，故，政府應重新考慮是否該引進排放交易制。340最
終，韓國政府認為排放交易制是能夠有效減少溫室氣體且成本低的政策工具，故
韓國國會仍於 2012 年 5 月 2 日通過「溫室氣體排放權分配與交易法」
，並於同年
5 月 14 日公布，但考慮到國內產業需要準備過渡期，故延遲至 2015 年 1 月 1 日
再開始實行排放交易系統。341
在朴槿惠政府時期，產業團體分別針對「2030 年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議題上，提出其意見。首先，在朴槿惠政府於 2015 年
推動訂定「2030 年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時，全國經濟人聯合會等 33 個經濟
團體與 38 家能源產業公司342共同發表「後 2020 年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之經濟界意
338

이동근（漢譯：李東根）
，「온실가스 배출권거래제 도입 신중해야（引進溫室氣體排放權
交易制應慎重）
」，2010 年 12 月 4 日，중앙일보（中央日報）
， https://news.joins.com/article/4747345
，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30 日。
339
發電與能源、礦業、纖維、紡織、造紙、煉油、石化、玻璃與陶瓷、水泥、鋼鐵、非金屬、
機械、半導體、顯示器、電子電氣、汽車、造船和電信行業。

전국경제인연합회（全國經濟人聯合會），「배출권거래제 기업별 할당에 대한
경제계공동논평（經濟界對排放權交易制企業分配的共同評論）」，2014 年 12 月 2 日，ht
340

tp://www.fki.or.kr/FkiAct/Promotion/Comment/View.aspx?content_id=47ed296e-0278-4cb3-8e21-cd5
7571c92e3，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30 日。
341
법제처（法制處），
「한국, 2015 년부터 배출권거래제 시행（韓國 2015 年開始施行排放權交
易制）」
，2012 年 5 月 14 日，
https://www.moleg.go.kr/board.es?mid=a10501000000&bid=0048&act=view&list_no=58660&tag=&
nPage=82&keyField=&keyWord=&cg_code=，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30 日。
342
全國經濟人聯合會，大韓商工會議所，韓國國際貿易協會，中小企業中央會，經營者總會，
韓國中型企業協會，韓國機械工業促進會，韓國顯示器產業協會，韓國半導體產業協會，韓國非
金屬協會，韓國產業廢舊資源共濟組合，韓國產業廢氣物掩埋協會，韓國石化協會，韓國紡織產
業聯合會，韓國石灰石加工業協同組合，韓國水泥協會，韓國熱併發電協會，韓國玻璃工業協同
組合，韓國汽車產業協會，韓國電子情報通信產業促進會，韓國造紙聯合會，韓國造船與海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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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Post-2020 온실가스 감축목표에 대한 경제계의견）報告書中指出，鑒於
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事後，公眾對核電產生負面印象，且當前二氧化碳捕集
與封存技術（CCS）成本太高，故政府提出「擴大核電比重」及「運用二氧化碳
捕獲技術」等減量措施的執行可能性不高；以及，擔憂設定過高的溫室氣體減量
目標，不僅導致產業空洞化，甚至很可能使韓國陷入棘輪效應，無法向下調整減
量目標，因此，有必要更加審慎地設定減量目標。343然而，朴槿惠政府受到外部
壓力的影響，在沒有預告國內產業團體的情況下，便於 2015 年 6 月 30 日國務會
議上通過「2030 年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與 BAU 相比減少 37％）
，且已提交至 U
NFCCC 秘書處，而這個外部壓力主要來自美國政府，因為朴槿惠總統於 2015
年 6 月 12 日爲延期訪美日程與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通話時，美國總統歐巴馬在
電話中要求韓國帶頭減少溫室氣體排放。344朴槿惠此舉引起產業界的不滿，並表
示，政府竟然單方面大幅提高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且該目標高於政府最初提出的
四個減量目標方案，質疑政府當初為何還要大費周章舉行多場聽證會蒐集國內輿
論。345
其次，在引入「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的討論過程中，韓國汽車產業協會、
全國經濟人聯合會、大韓商會等 10 個產業團體於 2014 年 6 月 15 日向企劃財政
部、產業通商資源部、環境部等行政機關，正式提交「關於取消低碳汽車合作金

套設備協會，韓國集體能源協會，韓國鋼鐵協會，韓國通信事業商聯合會，韓國平板玻璃產業協
會，韓國時尚色彩產業協會，韓國膠合板協會，韓國航空促進協會，韓國化學纖維協會，大韓紡
織協會，大韓石油協會，民間發電協會等 33 個經濟團體，以及電力和能源產業中 38 家公司。

전국경제인연합회（全國經濟人聯合會），「경제계, 온실가스 감축목표 하향조정
요구- Post-2020 온실가스 감축목표에 대한 경제계 의견
발표-（經濟界，要求下調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經濟界對 Post-2020 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發表意
見-）」，2015 年 5 月 16 日，http://www.fki.or.kr/FkiAct/Promotion/Report/View.aspx?content_id
=0553ef3e-1e15-4b49-85de-0eb4a035525b，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30 日。
343
同上註。
344
김재후（漢譯：金載厚），「1~4 안으로 공청회 하고 5 안 택한
정부（政府用方案 1 至 4 舉行公聽會，卻選擇第 5 個方案）」，2015 年 6 月 30 日，한국경제
（韓國經濟），https://www.hankyung.com/news/article/2015063034781，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30 日。
34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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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產業界共同意見書」，並表示如果引入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可能對整個
產業界產生負面影響，特別是汽車產業最近面臨着韓元走強、標準工資、勞資問
題等困難的經營環境，在這個情況下，若引入該制度，使削弱汽車產業的相關製
造業基礎，更會導致汽車產業的競爭力下降。346韓國汽車產業協會會長金容根（김
용근）表示，該政策不僅限制消費者的選擇權，也額外增加消費者的負擔，更會
助長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且還會給以中小企業爲主的零件業者帶來嚴重的經營
危機。最終，朴槿惠政府考慮到，若「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與「溫室氣體排放
權交易制」同時實行，對企業界造成過重的負擔，反而引起產業界更大的反彈，
故將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延至 2020 年底再實行。347
綜上所述，產業界在「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
、
「訂定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
「溫室氣體排放權分配與交易法之立法」
、
「建立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等四項政
策和法案的制定上，因牽涉到立法成本直接轉嫁於企業，加重企業的經營負擔，
導致企業界藉良善組織形成有效的遊說團體，向政府行政部門及國會施壓，雖然
無法阻擋立法之進程，但卻成功地延宕「溫室氣體排放權分配與交易法」與「低
碳汽車合作金制度」的履行。
（二）市民社會/環境非政府組織
無論是在李明博政府或是朴槿惠政府，皆可以看到環境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
氣候變化政策的制定過程。譬如，在李明博政府訂定「2020 年國家溫室氣體排
放目標」過程中，綠色聯合等多個環境非政府組織在 2008 年 8 月 13 日所召開的
「制定國家中期溫室氣體減量」公聽會上，共同提出六點意見。首先，鑒於各國
在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一同參與溫室氣體減量行動上達成共識，若韓國不採

346

이진혁（漢譯：李振赫），「산업계 "저탄소차 협력금제 철회해야"…정부부처에
공동건의서제출（產業界"應該取消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向政府部門提交共同建議書）」
，2014 年 6 月 12 日，조선비즈，https://biz.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4/06/12/20
14061202348.html，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30 日。
347
김현예（漢譯：金賢藝），「업계가 반대한 저탄소차협력금, 박근혜정부선 안
한다（業界反對的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朴槿惠政府不執行）」，2014 年 9 月 3 日，중앙일보
（中央日報），https://news.joins.com/article/15718366，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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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未來在綠色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情況下，韓國將喪失出口
競爭力，以及錯失創造新的經濟成長動力的機會。第二，韓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從 1990 年的約 3 億噸，到 2006 年增加到 6 億噸，為 OECD 國家中溫室氣體排
放「增加率」最高的國家，因此，韓國很難逃避溫室氣體排放量高國家的減量責
任，可預見到韓國將比其他的開發中國家承受更多的國際壓力；第三，依據政府
的統計，能源部門與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國排放量一半以上，因此，制定
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的原則應由產業界帶頭，家庭與商業部門共同參與；第四，批
評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減量目標方案過度消極；第五，單靠擴大核能或再生能源使
用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是不切實際的政策手段，而是應該制定合理的能源價
格政策，甚至引入碳稅或排放交易制等政策；第六，政府所制定的溫室氣體減量
政策方案只反映出產業界的意見，亦應納入農民、勞工、非政府組織等多方的利
害關係者，公開討論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及方式，在汙染者付費的原則下，達成生
產者與消費者共同負擔的協議。348
此外，在「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制定過程中，綠色聯合與環境運動聯合皆
表示，
「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是比其他法律（能源基本法、可持續發展基本法）
優先適用的上位法，但是「永續發展」是比「綠色成長」的層次還要更高的概念，
永續發展不僅是經濟與環境之間的平衡，還包括社會穩定、融合的概念，但在「低
碳綠色成長基本法」中所定義的「綠色成長」概念僅包含經濟與環境和諧發展，
因此，「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出現與現有的相關法律適用之衝突。349

348

환경정의（環境正義），「국가 중기(2020) 온실가스 감축목표 설정을 위한 공청회
NGO의견서（設定國家中期（2020）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公聽會之NGO的意見書）」，2009
年 8 月 14 日，http://eco.or.kr/2009/08/14/%EA%B5%AD%EA%B0%80-%EC%A4%91%EA%B8%
B02020-%EC%98%A8%EC%8B%A4%EA%B0%80%EC%8A%A4-%EA%B0%90%EC%B6%95%
EB%AA%A9%ED%91%9C-%EC%84%A4%EC%A0%95%EC%9D%84-%EC%9C%84%ED%95%
9C-%EA%B3%B5%EC%B2%AD%ED%9A%8C-ngo/，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30 日。
349
환경운동연합（環境運動聯合會）
，「환경운동연합, 녹색성장기본법 의견서 제출（環境運
動聯合提出綠色成長基本法意見書）
」，2009 年 1 月 30 日，http://kfem.or.kr/?p=14508，上網檢視
日期：2020 年 10 月 30 日。以及녹색연합（綠色聯合），「‘저탄소 녹색성장기본법’에 대한 의
견서（關於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的意見書）
」，2009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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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溫室氣體排放權分配與交易法」與「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推動
過程中，綠色聯合曾於 2014 年 9 月 2 日發表對於排放交易制與低碳汽車合作金
制度的立場，譴責朴槿惠政府大幅放寬排放總量，以及將排放權交易標準價格設
在 1 萬韓元（約新台幣 300 元），導致排放權交易制失靈，無法有助於韓國的溫
室氣體排放量減少。此外，綠色聯合也抨擊朴槿惠政府受制於眼前利益矇蔽的產
業界，而將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之履行延遲到 2020 年後實施，將政策責任移交
給下一屆政府，是不負責任的政策決定。350綜上所述，在此一時期中，韓國的環
境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立法制定過程，並針對特定的法案提出他們的意見，他們
的意見當然站在環境保護的立場出發而形成。
總言之，此時期國際因素影響程度仍較大，韓國擔憂兩大出口貿易夥伴歐盟、
美國若引入碳邊境調整政策，將直接衝擊韓國的出口競爭力。在國內因素層面上，
產業團體在「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
、
「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
「溫室氣體排放
權分配與交易法」
、
「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等四項政策或法案上，因牽涉到立法
成本直接轉嫁於企業，加重企業的經營負擔，導致企業界藉良善組織形成有效的
遊說團體，向政府行政機關及國會施壓，雖然無法阻擋立法之進程，但卻成功地
延宕「溫室氣體排放權分配與交易法」與「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的履行。此外，
市民社會(環境非政府組織)藉由參與政府舉辦的公聽會影響政府的決策，從而對
政府決策的制定產生影響，或透過網路媒體監督、發現、指正政府的施政表現不
足之處。

http://www.greenkorea.org/activity/ecosystem-conservation/river/12590/，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30 日。
350
녹색연합（綠色聯合），
「배출권거래제, 저탄소차 협력금제 경제관계장관회의 결과에 대
한 입장（排放權交易制、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經濟關係長官會議結果的立場）」
，2014 年 9 月 2
日，http://www.greenkorea.org/activity/weather-change/climatechangeacction-climate-change/41730/，
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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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韓國氣候外交的「政治系統內之轉換過程」：
積極主導的國際與國內作為
誠如本章第二節所述，韓國在 2008 年至 2017 年 UNFCCC 場域談判過程中，
國際因素的影響程度仍較大，特別是歐盟、美國有意引入碳邊境調整機制，使韓
國擔憂衝擊出口產業的競爭力。而在國內因素層面，產業團體意識到政府訂（制）
定國內政策或法律，加重企業的經營負擔，透過遊說政府影響政府的決策。市民
社會（環境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立法制定，並提出自身的立場，從而影響政府
的決策，或是通過網路或媒體監督政府，提高公眾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度。
這些國際與國內因素形成「要求」
、
「支持」進入到韓國的政府機制，總統、
行政機關、國會等政府系統內部行為者為回應國際、國內的要求，而做出決定或
政策。因此，本節將進一步檢視總統、行政機關、國會等政府系統內部行為者受
到國際與國內因素不同程度的影響，而產出那些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或決定。表
4-4 呈現李明博、朴槿惠政府時期，因應 UNFCCC 的重大國內政策與法律之產出，
以及在 UNFCCC 締約方大會場域中之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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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因應 UNFCCC 重大政策、法律及外交作為一覽表（2008-2017）
李明博執政時期（2008 年 2 月 25 日至 2013 年 2 月 24 日）
國內政策與法律之產出
1.訂定「氣候變化對應綜合基本計畫」
（2008 至 2012 年）（2008）
2. 提出「低碳綠色成長的國家願景」
（2008）
3.設立直屬總統的「綠色成長委員會」
（2009/2）
4.發布「綠色成長國家策略」暨第一個「五

COP14 至 COP19 之產出
1.發表「低碳綠色成長」的國家願景
（2009）
2.提出建立國家適當行動之登錄平台
（2009）
3.設立「全球綠色成長研究所」
（2010）
4.爭取「綠色氣候基金」秘書處所在
地（2012）

年計畫」（2009 至 2013 年）（2009/7）
5.建立「東亞氣候夥伴關係」（2008）
5.訂定 2020 年國家中期溫室氣體減量目 6.爭取 COP18 之主辦權（按：最後是
標（2009/11）
卡達得到 COP18 的主辦權。）
6.制定「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
（2009/12）
7.制訂與通過「溫室氣體排放權的分配與
交易法」延至 2015 年執行（2012）
朴槿惠執政時期（2013 年 2 月 24 日至 2017 年 3 月 10 日）
國內政策與法律之產出

COP 20 至 COP 24 之產出

1.朴槿惠提出「創造經濟」，降低綠色成
長委員會的層級，涉及「綠色」二字的

1.提出國家自定預期貢獻，承諾韓國
2030 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為基線情境

各部會名稱皆更名。（2013/3）
(BAU)水準減少 37%（2015）
2.「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延遲至 2020 2.2016 年 11 月 3 日批准「巴黎協定」
年開始執行（2013/4）
（2016）
3.訂定「綠色成長國家策略」暨第二個「五
年計畫」（2014 至 2018 年）（2013/9）
4. 2015 年 1 月 1 日啟動「溫室氣體排放
權的分配與交易法」（2015/1）
5.訂定「2030 國家溫室氣體減少路徑圖」
（2030 온실가스 감축 로드맵）及「第
一次氣候變化對應基本計畫」
（제 1 차 기
후변화대응 기본계획）（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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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統
曾被美國時代周刊提名為「環保英雄」的李明博總統，351於 2008 年 2 月 25
日上任後，便曾於就職演說上提到，「環境保護改善生活的品質，環境產業創造
了新的成長動力…..。我們也必須積極一齊參與減少碳排放」
。352隨即，李明博總
統在 2008 年 8 月 15 日慶祝建國 60 周年時，提出「低碳綠色成長」新的國家願
景，透過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將綠色成長作為一項綜合發展戰略，以創造就
業機會並擴大未來的成長動力。353因此，在李明博總統執政時期，無論是在政府
機關的組織調整或是政策方向的制定，都做了相當大幅度的調整。
首先，在決策機制層面，李明博總統於 2007 年 12 月在氣候變化對策委員會
下設立「氣候變化對策企劃團」
（기후변화대책기획단），該企劃團是由原先隸屬
於李明博總統接任委員會下的氣候變化對應專案小組擴編組成。「氣候變化對策
企劃團」扮演向各部會機關傳達青瓦台對於氣候變化政策的指示、協調各部會機
關立場，以及制定具體的應對方案之角色。此外，氣候變化對策企劃團負責起草
「氣候變化對策基本法」（기후변화대책기본법）、「氣候變化對應綜合基本計
畫」（기후변화대응종합기본계획）等，故氣候變化對策企劃團可謂是李明博政
府初期的氣候變化政策指揮中心。

351

清溪川位於首爾市中心，自朝鮮王朝起，清溪川一直是河岸周邊居民的汙水排放渠道，1958
年韓國政府為解決環境衛生及交通問題，因而在清溪川上方加蓋，1967 年在清溪川上興建高架
道路。直到李明博擔任首爾市長期間（2002 年至 2006 年）
，2003 年開始大力推動清溪川復原工
程，不僅讓清溪川重見天日，也為清溪川進行景觀綠化，使如今清溪川成為首爾市的新地標。見
李永展，「清溪川的死亡與再生：我們學到了什麼？」，環境資訊中心，2008 年 1 月 12 日，
https://e-info.org.tw/node/29770，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9 月 30 日。
因此，清溪川復原工程是李明博擔任首爾市市長最具代表性的環境治理政績，因而獲得美國的時
代雜誌在 2007 年 10 月提名李明博為「環保英雄」
。
見 Bryan Walsh, “Heroes of the Environment,” TIME magazine, 17 October 2007,
http://content.time.com/time/specials/2007/article/0,28804,1663317_1663319_1669884,00.html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20).
352
프레시안，
「이명박 대통령 취임사 전문（李明博總統就職演說全文）
」
，2008 年 2 月 25 日，
https://www.pressian.com/pages/articles/13064?no=13064，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9 月 30 日。
353
김인염（漢譯：金寅炎）
，「발전국가에서 포스트 발전국가로:이면박 정부‘저탄소 녹색성
장’을 중심으로（從發展國家到後發展國家：以李明博政府低碳綠色成長為中心）」，同註 260，
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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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李明博政府為倡導「低碳綠色成長」的國家願景，整併氣候變化對
策委員會、國家能源委員會與永續發展委員會等政府機關，於 2009 年 2 月 16
日設立直屬總統的「綠色成長委員會」（녹색성장위원회）以及綠色成長企劃
團（녹색성장기획단），推動「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之制定。綠色成長委員
會由國務總理鄭雲燦（정운찬）和前首爾大學環境研究所教授金炯國（김형국
）共同擔任委員長，委員會的成員包括 18 名來自各政府機關首長的當然委員354
，以及來自民間的 29 位委員。此外，綠色成長委員會下設「綠色成長與產業分
科委員會」（10 名）、「氣候變化與能源分科委員會」（10 名）和「綠色生活與永
續發展委員會」（9 名）等 3 個小組委員會。

圖 4-3 李明博政府時期的綠色成長委員會組織圖
資料來源：이동화（漢譯：李東樺）
，
「국제기후변화규범에 대한 한국외교정책의 변화에 관한
연구（針對國際氣候變化規範韓國外交政策變化相關研究）」
（석사학위 논문 碩士論文，경희대
학교 대학원 정치학과 慶熙大學政治學系，2011）
，頁 56。

354

這 18 名當然委員分別為企劃財政部部長、教育科學技術部部長、外交通商部部長、農林水產
食品部部長、知識經濟部部長、環境部部長、國土海洋部部長、國務總理室室長、廣播通信委員
會委員長、總統室國政企劃首席秘書長、韓國開發研究院院長、產業研究院長、能源經濟研究院
長、韓國交通研究院長、韓國環境評價研究院長、國土研究院長，以及能源管理公團理事長、國
政企劃首席。이동화（漢譯：李東樺），
「국제기후변화규범에 대한 한국외교정책의 변화에 관
한 연구（針對國際氣候變化規範韓國外交政策變化相關研究）
」（석사학위 논문 碩士論文，경
희대학교 대학원 정치학과 慶熙大學政治學系，2011）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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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政策與法律層面上，李明博政府在提出綠色成長國家戰略前，持續
執行前任政府於 2007 年 12 月 17 日所制定的「氣候變化協約對應第 4 次綜合對
策」
（기후변화협약대응 제 4 차 종합대책），但由於該政策欠缺中長期的策略與
目標，且考慮到能源密集的產業結構與產業界的負擔而消極回應氣候變化協約之
國際協商，以及欠缺縝密的各部門成果管理與評價，故該政策未能取得實效。355
而後，韓國政府為實踐低碳綠色成長的國家願景，綠色成長委員會在 2009 年 7
月 14 日於國務會議上發布具有宏觀、前瞻性政策之「綠色成長國家戰略與五年
計畫」
（녹색성장 국가전략 및 5 개년 계획），以「至 2020 年進入世界 7 大綠色
強國，至 2050 年進入世界第 5 大綠色強國」為政策目標，其政策內容包括「適
應氣候變化與能源獨立」、「創造新成長動力」，以及「改善生活品質與強化國
家地位」等三大策略，以及「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去石油化與強化能
源獨立」、「加強氣候變化適應能力」、「綠色技術開發與成長動力化」、「產
業綠化與扶植綠色產業」、「產業結構升級」、「建設綠色經濟基礎」、「創造
綠色國土與交通」、「綠色生活革命」與「成為綠色成長模範國家」等十大政策
方向（見表 4-5）。356為此，韓國在往後的五年，每年投入 GDP 的 2%（約
107 兆韓元）投入於綠色基礎設施及科技研發，預計可達到 182 兆至 206 兆韓元
的生產誘發效果（effect on production inducement）及創造 156 萬至 181 萬個就
業機會。357

355

김광구（漢譯：金光九）、윤인주（漢譯：尹仁洙）
，
「기후변화에 대응하기 위한 정책역량
제고방안에 관한 연구（提高氣候變化對應政策能力相關研究）
」，한국정책학회 춘계학술발표
논문집（韓國政策學會春季學術發表論文集），한국정책학회（韓國政策學會）編（서울 首爾：：
한국정책학회 韓國政策學會，2009），頁 666。
356
녹색성장위원회（綠色成長委員會），「녹색성장 국가전략 및
5 개년계획（綠色成長國家戰略與 5 年計畫）」，2009 年 7 月，頁 21，http://www.neins.go.kr/d
oc/%EB%85%B9%EC%83%89%EC%84%B1%EC%9E%A5%EA%B5%AD%EA%B0%80%EC%A
0%84%EB%9E%B5%EB%B0%8F5%EA%B0%9C%EB%85%84%EA%B3%84%ED%9A%8D.pdf
，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9 月 30 日。
35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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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綠色成長國家戰略的三大策略與十大政策方向一覽表
適應氣候變化與能源
獨立

1.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2.去石油化與強化能源獨立
3.強化氣候變化適應能力
4.綠色技術開發與成長動力化
5.產業綠化與扶植綠色產業

創造新成長動力

6.產業結構升級
7.建設綠色經濟基礎

改善生活品質與強化
國家地位

8.創造綠色國土與交通
9.綠色生活革命
10.成為綠色成長模範國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녹색성장위원회（綠色成長委員會）
，「녹색성장 국가전략 및 5 개
년계획（綠色成長國家戰略與 5 年計畫）」
，2009 年 7 月，頁 21，
http://www.neins.go.kr/doc/%EB%85%B9%EC%83%89%EC%84%B1%EC%9E%A5%EA%B5%AD
%EA%B0%80%EC%A0%84%EB%9E%B5%EB%B0%8F5%EA%B0%9C%EB%85%84%EA%B3%
84%ED%9A%8D.pdf，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9 月 30 日。

除此之外，綠色成長委員會於 2009 年 2 月開始推動制定「低碳綠色成長基
本法」，最終於 2009 年 12 月 29 日在國會全體會議上獲得通過，並於 2010 年 4
月 14 日生效。有別於英國、法國、日本等附件一國家僅制定溫室氣體減量或能
源相關的個別法，
「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不僅限於應對氣候變化與能源的問題，
還包含綠色技術與研發、綠色產業結構的轉換和支援、綠色國土/城市/建築/交通，
以及綠色生活等方面的一部綜合性法律。故，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可稱是領先國
際的一部國內法，也將鞏固韓國在全球綠色成長上的領導力，並成為促使美國、
澳洲、日本、中國與印度等尚未制定相關法律的國家儘快推動相關立法之強烈信
號。358

358

대한민국정책브리핑（大韓民國政策簡報），
「‘저탄소 녹색성장 기본법’ 국회 통과（國會
通過『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
）」
，2009 年 12 月 30 日，
http://www.korea.kr/news/policyNewsView.do?newsId=148685546，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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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李明博總統推動「溫室氣體排放權分配與交易法」（온실가스배출권
의 할당 및 거래에 관한 법률）之立法，該項法案最終於 2012 年 5 月 2 日在國
會全體會議上通過，但因該法引起石化、發電、天然氣等產業強烈反對，而延遲
至 2015 年 1 月 1 日才正式施行。由此可見，李明博政府積極制定國內氣候變化
相關法律，為韓國建立未來的履約基礎。
然而，李明博總統任內的政策努力方向至 2013 年 2 月 24 日朴槿惠總統上任
後，發生了一些變化。朴槿惠總統將執政方向偏重於經濟發展，在其就職演說上
提出「創造經濟」的構想，作為韓國新的國家發展策略。359儘管朴總統與李明博
總統都同為保守黨陣營，但起初朴總統猶豫是否要延續李明博政府所提倡的「綠
色成長」核心國政課題，而後，朴總統將綠色成長作為「創造經濟」
（韓文：창조경제，
英文：Creative Economy）的發展軸心。360
但實際上，朴槿惠政府上台後，綠色成長委員會與企劃團的運作均暫時停擺，
綠色成長相關業務則暫由國務調整室下設的氣候變化政策科負責，直到 2013 年
3 月提出修正「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正式將綠色成長委員會的層級從原直屬
總統降級至國務總理，並廢除綠色成長企劃團。361此外，各機關單位名稱掛有「綠
色」兩字皆刪除並更名，譬如，環境部綠色環境政策官更名為「環境政策官」，
甚至環境部下設的綠色技術經濟科也更名爲「環境技術經濟科」，綠色合作科更
名爲「環境合作科」
；知識經濟部下設的「綠色成長氣候變化政策科」
，也進行機
關重組，其業務移交給「溫室氣體減量小組」與「產業環境科」。362由此可知，

359

매일경제（每日經濟），「박근혜 제 18 대 대통령 취임사 전문（朴槿惠總統就職演說全文）
」，
2013 年 2 月 25 日，https://www.mk.co.kr/news/politics/view/2013/02/142986/，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360
서울신문（首爾新聞），
「대통령 직속 → 총리 산하로 이동…녹색성장위·기획단 새달초 새
출발（從總統直屬移至總理下…綠色成長委員會及企劃團的新起點）」
，2013 年 9 月 24 日，
http://go.seoul.co.kr/news/newsView.php?id=20130925012005，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
361
同上註。
362
김기범（漢譯：金基範），
「박근혜 정부 ‘MB 흔적’ 지우기… 부처 직제 명칭 ‘녹색’ 사라
져（朴槿惠政府抹去李明博痕跡…部會編制名稱的「綠色」消失）」，2013 年 3 月 26 日，경향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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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政府大動作進行政府組織調整，使朴政府的綠色成長政策逐漸脫離李明博
政府的色彩。
朴槿惠政府在政策及法律層面上，於 2013 年 9 月訂定第二個「綠色成長國
家戰略與 5 年計畫」，同年 4 月推動「大氣環境保護法」
（대기환경보전법）修法，
預計於 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通過向購買溫室氣體排放
量大的汽車之消費者徵收負擔金，以及對溫室氣體排放量小的汽車購買者支付補
助金，從而引導交通運輸部門進行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但，朴槿惠政府考慮到
同時於 2015 年實施「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制」與「低碳車合作金制度」會對產業
造成太大的負擔，故延期至 2020 年底實施。363此外，朴槿惠政府也在 2015 年 1
月 1 日啟動前任政府所制定「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制」，使韓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履
行全國性碳排放交易立法的國家，亦是繼歐盟之後全球第二大全國性碳交易市場。
364

此外，朴槿惠政府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國務會議上，確定了 2030 年國家溫室

氣體減量目標定為「與 BAU 相較減少 37％」365，並於 2016 年 12 月發布「第一
次氣候變化對應基本計畫」
（제 1 차 기후변화대응 기본계획）和「2030 年國家
溫室氣體減量基本路徑圖」
（2030 국가 온실가스감축 기본로드맵）。366然而，

문（京鄉新聞）
，http://news.khan.co.kr/kh_news/khan_art_view.html?art_id=201303262215085，上
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363
기획재정부（企劃財政部），
「배출권거래제는 '15 년부터 시행.저탄소차협력금제는 부담금
부과를 '20 년 말까지 연기하되, 내년부터 친환경차 보조금 확대（排放權交易制度將從 2015
年開始實行。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將徵收負擔金延期至 2020 年年底，從明年開始擴大環保汽車
補貼。）
」，2014 年 9 月 2 日，http://www.moef.go.kr/nw/nes/detailNesDtaView.do;jsessionid=lMBs
EoQM6bQ6+b57-gzxUMK7.node20?searchBbsId1=MOSFBBS_000000000028&searchNttId1=OLD_
4091639&menuNo=4010100，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364
환경부（環境部），
「온실가스 배출권거래제（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制）」
，2014 年 9 月 2 日，
http://www.me.go.kr/home/web/board/read.do?pagerOffset=60&maxPageItems=10&maxIndexPages=
10&searchKey=&searchValue=&menuId=10360&orgCd=&boardMasterId=649&boardCategoryId=&
boardId=370520&decorator=，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365
이진우（漢譯：李智宇），
「정부"2030 년 온실가스 37% 감축"-산업계 "과도한 목표"반대（政
府的『2030 年溫室氣體減少 37%』─產業界反對過度的目標）
」
，이코노믹리뷰，2015 年 6 月 30
日，http://www.econovill.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251650，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366
기획재정부（企劃財政部）
，
「신기후체제 출범에 따라 효율적 기후변화대응을 위한 국가
차원의 중장기 전략과 정책방향 제시（隨着新氣候體制的成立，提出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中
長期戰略和政策方向）
」，2016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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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政府的氣候變化政策因溫室氣體減量意志薄弱，以及抹去前任政府綠色成
長的政策痕跡，故受到許多韓國環境組織的批評，認為朴槿惠政府的環境政策走
向倒退。367
二、行政機關
第二個影響韓國環境外交決策的因素來自行政機關之間的角力。依據韓國
「政府組織法」的規定，韓國總統具有中央行政機關組織調整之權，新任總統可
以依其執政方向，調整中央行政機關的組織結構。故，韓國中央行政機關在李明
博、朴槿惠兩位總統的執政時期，經歷過兩次的機關重組。在李明博政府時期，
氣候變化政策的主導機關包括綠色成長委員會、外交通商部、環境部、知識經濟
部（由原先產業資源部、情報通信部與科學技術部整併）。在朴槿惠政府時期，
則包括國務調整室、外交部（原外交通商部）、環境部、產業通商資源部（原知
識經濟部）
、企劃財政部。本節則將分析對象著重在環境部、知識經濟部/產業通
商部、外交通商部/外交部等三個部級機關之間的互動關係。表 4-6 呈現李明博、
朴槿惠政府相關部級機關之職掌，可以得知在兩位總統執政時期，環境部的職掌
沒有太大變動，但是外交通商部、知識經濟部的機關名稱與職掌卻經歷大幅度的
變動。

http://www.moef.go.kr/nw/nes/detailNesDtaView.do?searchBbsId=MOSFBBS_000000000028&menu
No=4010100&searchNttId=MOSF_000000000006696，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367
녹색연합（綠色聯合），「박근혜 정부 환경정책은 규제완화, 지속가능성은
없다（朴槿惠政府的環境政策放寬限制，沒有可持續性）」，http://www.greenkorea.org/activity/
ecosystem-conservation/nationalpark-preservation/51349/，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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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李明博、朴槿惠政府與氣候外交相關部級機關組織變革一覽表
部級機關名稱

機關業務職掌
掌管外交、與外國通商交涉及通商協定相關的總體管理

李

外交通商部

政

定之制定、制定保護與支援在旅外國人及海外僑胞政
策，以及國際形勢的調查與分析。

明
博

與協調、國際關係事務相關的協調、條約或其他國際協

環境部

府

掌管自然環境、生活環境的保護與環境污染防治等事
務，以及氣象事務。
掌管商業、貿易、工業、外國人投資、情報通信產業、

知識經濟部

產業技術研究開發政策、能源及地下資源、郵政匯款等
業務。
掌管外交、經濟外交與國際經濟合作外交、國際關係事

朴

外交部

政

支援及海外僑胞政策之制定，以及國際形勢的調查與分
析等業務。

槿
惠

務相關的協調、條約或其他國際協定、旅外國人保護與

環境部

府

掌管自然環境、生活環境的保護與環境污染防治等事
務。
掌管商業、貿易、工業、通商、通商交涉相關業務的總

產業通商資源部

體管理與協調、外國人投資、產業技術研究開發政策、
能源及地下資源等業務。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국가법령정보센터（韓國國家法令訊息中心）
，
「정부조직법（政府組
織法）」
，https://www.law.go.kr/%EB%B2%95%EB%A0%B9/%EC%A0%95%EB%B6%80%EC%A1
%B0%EC%A7%81%EB%B2%95，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由於韓國中央政府機關在李明博、朴槿惠政府時期，共經歷兩次政府組織改
組，欲分析的對象機關也會因此有異，故本節分開討論李明博、朴槿惠政府時期
行政機關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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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明博政府時期
在李明博政府時期，環境部、知識經濟部在訂定「2020 年國家溫室氣體減
量目標」及「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
、
「溫室氣體排放權分配與交易法」立法過程
中，出現相互競合的現象。首先，在「2020 年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制定過
程中，環境部認為，當前政府所提出的減量目標方案（較 2005 年 BAU 相比減
少 30%）
，與 2005 年溫室氣體的總排放量相比才相對減少 4%，等於韓國在後京
都體制中仍維持「開發中國家」的減量標準，韓國應該跟隨世界因應 UNFCCC
的腳步，提出更積極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知識經濟部則表示，韓國應在不犧牲
經濟成長的前提下，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故知識經濟部按產業別分配排放量，
以不降低產業競爭力的方式，實現政府所設定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368
其次，在「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立法過程中，由於在「綠色成長基本法」
臨時草案中，明定知識經濟部和環境部共同擔任主管機關，但由於兩機關之間存
在利益衝突，造成該二部因分工不明確而產生衝突。知識經濟部氣候變化科的科
長呂漢九（여한구）表示，韓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有 95%來自於燃燒化石燃料、
工業部門，故若能源政策與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相背離的話，難以實現溫室氣體減
量目標，因此，應由知識經濟部擔任主管機關。369環境部氣候大氣政策科的科長
李民浩（이민호）進一步表示，能源政策已交由知識經濟部來負責掌管，若溫室
氣體減量政策再交由知識經濟部來負責，恐有球員兼裁判之虞，難保政策中立。
370

環境部主張，各國不論是在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上，又或是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

制上，其主管機關皆是環境部，藉此再次強調環境部的主導作用。371知識經濟部
進一步反駁表示，雖然歐洲部分國家是由環境部來主導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但考

368

韓國廣播電視新聞台（KBS News）
， 「지경부 “온실가스 감축, 산업경쟁력 고려해 배분”
（知經部『溫室氣體減量，考慮產業經濟力來分配』）
」，2009 年 11 月 17 日，
http://mn.kbs.co.kr/news/view.do?ncd=1887343，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369
장병호（漢譯：張炳鎬），
「온실가스 감축 주무부처 경쟁치열（溫室氣體減量的主導部門競
爭激烈）
」，2010 年 1 月 8 日，http://www.naeil.com/，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370
同上註。
37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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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到歐洲國家的產業結構並不是以製造業為主，且歐洲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從
1990 年起即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372
在「溫室氣體排放權分配與交易法」制定過程中，環境部、產業通商資源部
在「是否引入排放權交易制」及「業務管轄權重疊」上，出現立場衝突。爲實現
國家中期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環境部決定於 2013 年引進排放權交易制度，但產
業通商資源部反映產業團體的意見，認為引進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制度將對產業
競爭力和國民經濟產生相當大的負面影響，故持反對的立場，使溫室氣體排放權
交易制延遲到 2015 年才開始實施。再者，
「溫室氣體排放權分配與交易法」執行
過程涉及環境部、產業通商資源部與企劃財政部等多個機關，像是環境部負責排
放權分配計畫、交易制運作之操作與規範訂定，但排放量認證委員會則由產業通
商資源部、國土交通部、農林水產食品部、環境部、國務總理室、山林廳等相關
機關共同組成，而排出權交易制的基本計畫則由企劃財政部負責籌劃，導致在排
放權交易制的執行過程，各機關之間的矛盾並無消停的跡象。373
（二）朴槿惠政府時期
在朴槿惠政府時期，環境部、產業通商部主要在訂定「2030 年國家溫室氣
體減量目標」及是否引入「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討論過程中，出現意見分歧。
首先，在訂定「2030 年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過程中，環境部與產業資源部
之立場矛盾更加嚴重。韓國政府向聯合國提交了比當初預想還要高的減量目標，
即 2030 年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較 BAU 減少 37%，導致環境部、產業通商部雙方
矛盾達到高峰。企劃財政部和產業通商資源部反映出產業界的意見，故支持方案
一（較 BAU 減少 14.7%）與方案二（較 BAU 減少 19.2%），並批評環境部不瞭
解經濟發展狀況，而強行推進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372

장병호（漢譯：張炳鎬），
「온실가스 감축 주무부처 경쟁치열（溫室氣體減量的主導部門競
爭激烈）
」，2010 年 1 月 8 日，http://www.naeil.com/，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373
최윤경（漢譯：崔允京），「행정학 특강 (2) : 정책사례 활용 온실가스 배출권거래제도
（公共行政專題演講（2）
：運用政策案例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制度）」
，2016 年 1 月 21 日，
http://www.lec.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39363，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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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朴槿惠政府於 2013 年 4 月推動「大氣環境保護法」 （대기환경보전
법）修法，預計於 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在「低碳汽
車合作金制度」的制定過程中，環境部、產業資源部與企劃財政部出現立場衝突。
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係指對購買低碳或燃油效率高的汽車之消費者給予補助金，
同時也會對購買排放量高或中大型汽車之消費者額外徵收碳稅，以達到減少交通
運輸部門的溫室體排放量之政策目標。374租稅財政研究院和產業研究院呼應產業
資源部與企劃財政部的主張，表示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對二氧化碳減量效用不大，
反而降低國產車的銷售業績。375
環境部則有不同的思考，該部表示，每年滾動式修改負擔/補助金上限及低
碳車的環保標準範圍，同時擴大環保車的普及率，這既不會給消費者帶來太大的
負擔，也能實現溫室氣體減量目標。376然而，環境部仍然不敵來自產業資源部、
企劃財政部及國內汽車產業的強烈反對聲浪，該法案最終被延遲至 2020 年底實
施。377然，朴槿惠政府推動的「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到文在寅總統執政時期，
出現了大轉變。文在寅政府在 2019 年 4 月廢除「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而改推
動「環保汽車義務銷售制度」
（친환경차 의무판매 제도），規範汽車製造商在銷
售汽車中必須銷售一定比例的環保汽車，但該法案仍備受爭議，尚未實行。378

374

한국경제（韓國經濟），
「저탄소차협력금제 도입 놓고 정부부처 기싸움（政府部會在引入
低碳汽車合作金制的鬥爭）」，2014 年 6 月 9 日，
https://www.hankyung.com/economy/article/2014060971068，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375
김지환（漢譯：金智煥），
「저탄소차 협력금제 끝내 시동도 못 거나（低碳汽車合作金制中
就不能啟動）」
，2014 年 6 月 24 日，주간경향（每週趨勢），
http://weekly.khan.co.kr/khnm.html?mode=view&code=114&artid=201406171115431&pt=nv，上網檢
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376
녹색연합（綠色聯合），
「박근혜 정부 환경정책은 규제완화, 지속가능성은 없다（朴槿惠
政府的環境政策放寬限制，沒有可持續性）
」，
http://www.greenkorea.org/activity/ecosystem-conservation/nationalpark-preservation/51349/，上網檢
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377
김현예（漢譯：金賢藝）
，「업계가 반대한 저탄소차협력금, 박근혜정부선 안 한다（業界
反對的低碳汽車合作金，朴槿惠政府不做）
」，2014 年 9 月 3 日，중앙일보（中央日報）
，
https://news.joins.com/article/15718366，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378
함봉균（漢譯：咸鳳均），
「환경부, 저탄소차 협력금제 결국 폐기...친환경차 의무판매제로
병합·대체（環境部最終廢除低碳汽車合作禁制……併入替代為環保汽車義務銷售制）」
，전자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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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巴黎協定批准同意案」中，基於開發中國家參與溫室氣體減量行
動已成為不可逆之國際情勢，以及自李明博政府時期，韓國便長期對外展現「綠
色成長模範國家」的國際形象，在此政治氣氛下，行政部門對於巴黎協定之批准，
很快形成共識，故外交部在 2016 年 4 月 22 日完成簽署巴黎協定後，同年 9 月便
提交「巴黎協定批准同意案」至國會審查，該項法案也順利於同年 11 月 3 日國
會全體會議上通過。379
綜上所述，從韓國國內氣候變化政策制定過程中可以得知，由於環境部、知
識經濟部/產業通商部基於機關職掌不同，故兩機關在政策目標及處理環境問題
的認知與立場也會存在差異。但在巴黎協定批准同意案中，環境部、知識經濟部
/產業通商部皆以國家利益為優先考量，使外交部能順利推動巴黎協定批准同意
案。
三、國會
有關韓國在 UNFCCC 協商中行政與立法之互動關係，可以從外交、內政兩
個層面檢視，分別是朴槿惠政府對外展現出的「巴黎協定之批准」，以及國內層
面有李明博政府制定的「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溫室氣體排放權分配與交易
法」
。
（一）巴黎協定之批准
在 2015 年 COP21 上，通過了新的氣候變化協議─「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並在 2016 年 4 月 22 日開放簽署。依據巴黎協定第 21 條第 1 項之
規定，協定生效條件需滿足雙門檻，即至少 55 個 UNFCCC 締約方存放其批准、
接受、同意、通過的文件至聯合國秘書處，且簽署的締約方之溫室氣體排放量須

문（電子新聞）
，2019 年 4 月 15 日，https://www.etnews.com/20190415000211#，上網檢視日期：
2020 年 12 月 23 日。
379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
「第 346 回國會（定期會）國會本會議會議錄第 11 號」
，2016 年 11 月
3 日，頁 5。

145

占全球排放量的 55%以上，待生效條件達到後第 30 天起生效。380遂後，巴黎協
定於 2016 年 10 月 5 日達到協定生效的雙門檻，共有 73 個締約方已經完成巴黎
協定之批准，且這些國家合計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約占全世界溫室氣體排放量
56.8%，巴黎協定也確定達到生效的條件，將於同年 11 月 4 日生效。381巴黎協定
自通過至生效，正好是在朴槿惠總統執政時期。
韓國在 2016 年 4 月 22 日簽署巴黎協定後，因巴黎協定內容涉及到國際 MRV
驗證機制和提交「國家自主貢獻」之義務，比現行國內法律更嚴厲，故屬於「立
法事項相關的條約」
。382因此，行政機關於 2016 年 9 月 1 日向國會的外交統一委
員會提交「巴黎協定批准同意案」。
在外交統一委員會審議「巴黎協定批准同意案」前，韓國國會立法調查室初
步研析巴黎協定內容，於 2016 年 10 月 26 日向委員會提交研究報告並表示，國
會通過「巴黎協定批准同意案」，不僅對韓國在氣候變化方面發揮引導作用，也
代表著韓國願意遵守巴黎協定之堅定意志與指標，故建議國會盡快批准巴黎協
定。

380

Paris Agreement, adopted on 12 December 2015, entered into force on 4 November 2016,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english_paris_agreement.pdf (accessed 17 December 2020).
381
정민정（漢譯：鄭敏靜）
，
「파리기후변화협정의 국회 비준 동의 I : 법적 함의와 대응방향
（巴黎氣候變化協定的國會批准動向 I：法律意涵與對應方向）
」
，2016 年 10 月 26 日，국회입법
조사처（國會立法調查處），頁 1。
382
立法事項相關的條約係指條約內容與國內法律內容不一致，導致國內法律須變更，或因國內
沒有相關的法律，導致無法履行國際條約，需要另外制定新法。同上註，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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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韓國國會外交統一委員會首席專門委員李鍾厚（이종후）於 2016 年 10
月 26 日召開的「外交統一委員會」會議中表示：
巴黎協定已在美國、中國、歐盟等 80 多個國家完成批准，預計將於 2016 年 11 月 4
日正式生效，韓國作爲溫室氣體排放量高的國家，將承擔國際責任，爲引導往後國際
社會對於應對氣候變化的討論，批准巴黎協定是必要的。但是，由於我國產業結構是
以製造業爲中心，高度依賴煤炭、火力及核能等能源，因此，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勢必
會對產業帶來負擔，因此，政府在制定實行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的詳細計畫之時，應訂
定對產業界的援助對策，同時，爲應對建立國際碳市場等巴黎協定細節內容的後續協
商，應制定先發制人的戰略，並積極在外交上進行努力。383

然而，在 2016 年 10 月 28 日召開的外交統一委員會下的法案審查小組委員
會定期會中，國會議員李泰圭（이태규）對外交部提出質疑，認為韓國既然已
在 2016 年 4 月 22 日批准巴黎協定，為何等到 9 月才提交「巴黎協定批准同意
案」到國會。384時任外交部氣候變化環境外交局長李線鍾（이형종）則進一步
回應，條約簽署後就進入政府內部相關機關的審查與同意後，特別是法制處需
要比較久的時間來審查條約內容。385最終，韓國於 2016 年 11 月 3 日的國會全體
會議上，以 254 票贊成、7 票棄權，通過「巴黎協定批准同意案」。386
由此得知，韓國行政部門本於行政專業判斷，除了認為韓國無法逃避溫室氣
體排放量高的國際責任之外，批准巴黎協定也有利於韓國參與後續的氣候變化談
判，故，建議國會應盡快批准京都議定書。而國會內部的研究單位也認同行政機
關的立場，甚至有議員嫌行政部門動作太慢，可見在批准巴黎協定條約案上，行
政部門並未遭遇國會/立法部門的反對，甚至可以說是「一路開綠燈」
，最後投票
結果，除了 7 票棄權外，連 1 張反對票都沒有。

383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
「第 346 回國會（定期會）外交統一委員會會議錄第 4 號」
，2016 年 10
月 26 日，頁 9-10。
384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
「第 346 回國會（定期會）外交統一委員會會議錄法案審查小組委員會
第 2 號」
，2016 年 10 月 28 日，頁 19。
385
同上註，頁 19-20。
386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
「第 346 回國會（定期會）國會本會議會議錄第 11 號」
，2016 年 11 月
3 日，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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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之立法過程
自李明博總統於 2008 年 8 月 15 日提出「綠色成長」國家願景後，無論是行
政部門或是立法部門意識到，應盡快建立氣候變化對策相關的法律，作為因應氣
候變化的基礎，故，國會議員提出一系列氣候變化對策相關的法案。譬如，統合
民主黨的國會議員金成根（김성곤）於 2008 年 11 月 7 日提出「氣候變化對策基
本法案」（기후변화대책기본법안）、大國家黨的國會議員裵恩姬（배은희）於
2018 年 11 月 25 日提出「應對氣候變化和支持溫室氣體減量的基本法案」
（기후
변화 대응 및 온실가스 감축지원에 대한 기본법안），以及時任國會氣候變化
對策特別委員會委員長李仁基（이인기）國會議員（大國家黨）也於 2009 年
1 月 14 日提出「氣候變化對策基本法案」（기후변화대책기본법안），而韓國行
政當局則廢除了環境部主導發起的「氣候變化對策基本法案」（기후변화대책기
본법안），於 2009 年 2 月 27 日提交由國務總理室主導制定的「低碳綠色成長基
本法案」
（저탄소 녹색성장 기본법안），前述四項法案引起社會各界廣泛地討論，
不過國會將法案審查的重心著重在行政機關所提出的「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
該項立法引起一些國會議員的質疑，主要的爭論點在於立法目的、法律體系
位階、主管機關、是否該引入排放交易制及培植核能產業。首先，就立法目的而
言，國會議員李鍾赫表示，「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的立法目的究竟是「追求經
濟成長」還是「環境保護」
。對此，綠色成長委員會企劃團負責人吳基鐘則回應，
能源與氣候變化是一體兩面的問題，因此，韓國應制定出「綜合法」一起處理能
源與氣候變化問題，此不僅能在政策執行上更有效率，也可以清楚傳達出國家發
展的未來走向。其次，就法律體系位階而論，「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與既有的
「永續發展基本法」是否相互衝突。吳基鍾回應，「低碳綠色成長法」的內容涵
蓋「永續發展基本法」，換言之，可以理解成為實踐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而提出
「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就主管機關而言，李鍾赫國會議員表示，為兼顧到產
業的立場，應由知識經濟部擔任主管機關；趙元鎮及金在允國會議員則主張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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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不能擔任選手兼裁判的角色，能源及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應由環境部擔任
主管機關。387
此外，在引入排放交易制的議題上，國會議員柳元一與金在允表示，考量到
國際碳市場成長趨勢，認同韓國有必要引進排放交易制；金樂成、柳基俊與李鍾
赫等三位國會議員則表示，排放交易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以及降低產業競爭力，
故有必要聽取產業界的意見。在發展核能議題上，國會議員柳元一與金在允表示，
核能也會產生氟利昂的溫室氣體，不宜將發展核能，作為替代的政策方案；李鍾
赫國會議員則表示，核能是低碳能源，為實現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發展核能是
恰當的選擇。388由此可見，國會議員們之間對各機關議題亦有不同觀點。
「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在國會中歷經了十個月的激烈辯論，最終在 2009
年 12 月 29 日國會全體會議上，以贊成 140 票、反對 40 票、棄權 10 票，通過該
項法案，並於隔年 4 月 14 日生效。389該項立法的意義與影響極為深遠，不僅為
韓國奠定了能源轉型與再生能源發展的基礎，也向國際社會表達其參與溫室氣體
減量行動之堅定意志。
（三）「溫室氣體排放權分配與交易法」之立法
為了更有效地實現依據「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設定的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
標，韓國政府依據「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第 46 條390，擬建立國內溫室氣體排
放交易系統，於是在 2010 年 4 月向國會提交溫室氣體排放權分配與交易法律案。
該項法案引起一些國會議員激烈地討論，主要爭論焦點落在韓國是否有必要
現在就引入排放交易制。國會議員柳一鎬表示，鑒於引入溫室氣體交易制，可能
會導致產業外移至海外，進而影響到經濟發展，這樣看起來排放交易制度反而弊
387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第 346 回國會（定期會）外交統一委員會法案審查小組委員會第 2
號」
，2016 年 10 月 28 日，頁 18-20。
388
同上註。
389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第 346 回國會（定期會）國會本會議會議錄第 11 號」，同註 379。
390
온실가스 배출권의 할당 및 거래에 관한 법률（溫室氣體排放權分配與交易法），
https://www.law.go.kr/LSW/lsInfoP.do?lsiSeq=125344&ancYd=20120514&ancNo=11419&efYd=201
21115&nwJoYnInfo=N&efGubun=Y&chrClsCd=010202&ancYnChk=0#0000，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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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於利，不如完善目前的碳稅制度的不足之處，且突然引入排放交易制，也對國
內企業帶來負擔。391國會議員權善宅（권선택）也質疑，若韓國引入排放交易制，
是否會導致生產基地外移，進而影響國外迴避投資。國會議員柳元一亦表示，歐
盟引入溫室氣體交易制後，出現碳洩漏的問題，韓國是否應該針對因碳洩漏而受
到利益損害的企業有因應方案或措施。392
歷經與產業界協商及與政府機關多次協商與討論後，最終在 2011 年 12 月
28 日及 30 日召開的「法案審查小組委員會」中，達成協議方案。第一，為了審
議及調整有關排放權分配與交易的主要事項，設立由公務員與民間專家組成的排
放權分配委員會；第二，考慮到對國內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之不利影響及國際協商
等國際動態，依據總統令可以無償分配排放權；第三，若因新設及增設生產設施、
變更生產項目而需要調整排放權分配，主管機關可以視前述情況而做調整；第四，
針對欲進行排放權交易的外國法人或個人，可依據總統令規定限制交易帳戶的登
記；第五，對於超額排放溫室氣體的企業，可在超額排放的二氧化碳每噸 10 萬
韓元的範圍內，處以低於排放權平均市場價格 3 倍以下的罰款；最後，考慮到引
入排放權交易制對產業界造成的影響，將第一次計畫執行期限延至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第二次計畫執行期限則是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393對此，金在允國會議員認為，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法案是相當
有意義的法案，這是韓國邁向已開發國家的第一步，儘管這部法案通過後，可能
會引起產業各界的擔憂，但我認為政府應該用智慧來解決各種難題。394

391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
「第 303 回國會（定期會）第四次氣候變化．綠色成長特別委員會會議
錄」
，2011 年 11 月 3 日，頁 17-18。
392
同上註，頁 30。
393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
「第 305 回國會（定期會）第五次氣候變化．綠色成長特別委員會會議
錄」
，2012 年 2 月 8 日，頁 2。
394
同上註，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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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溫室氣體排放權分配與交易法於 2012 年 5 月 2 日，以贊成 148 票、
反對 0 票、棄權 3 票的壓倒性數字，通過該項法案。395該項立法的通過，使韓國
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全國性排放交易立法的國家，也是繼歐盟之後全球第二大全
國性碳交易市場。396該項立法之意義，不單只是為了控制全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也是向國際社會宣示韓國實現低碳經濟轉型之決心，提高韓國在綠色成長的全球
領導力。397

第四節 韓國氣候外交的「國家行為特徵」：積極主導期
綜觀韓國在 2008 年至 2017 年 UNFCCC 的談判過程中，韓國的兩大出口貿
易夥伴有意引入「碳邊境調整機制」，解決貿易不公平競爭的問題，特別是歐盟
在 2009 年 4 月 23 日公布之「第 443/2009 號法規」
（Regulation（EC）No. 443/2009），
該法規為減少輕型交通工具 CO2 排放，於 2012 年至 2015 年逐步降低歐盟境內
生產及銷售之新車二氧化碳平均排放量標準，並對不符合該標準的製造商處以罰
款。這對當時位居世界第五大汽車生產國的韓國（按：2019 年全球汽車生產國
的排名變動為第七名）而言，勢必衝擊到韓國對歐盟出口市場。因此，可以明顯
觀察到韓國開始體認到遵約責任及履約義務，李明博與朴槿惠總統分別用不同方
式，樹立起國際榜樣，從而增加韓國的國際影響力，進而主導 UNFCCC 體制運
作之發展，並持續扮演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溝通橋樑」的角色。為此，
韓國不僅主動提出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以及積極參與開發中國家技術與資金
援助之機制設計，特別是在 2009 年 COP15，李明博總統對外發表「綠色成長國
家願景」，宣示韓國參與溫室氣體減量之決心，獲得國際組織及歐盟、美國等已
開發國家的讚賞，成功打造出綠色成長模範國之國家形象，更是具時代意義的作
395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
「第 307 回國會（臨時會）國會本會議會議錄」
，2012 年 5 月 2 日，頁
35。
396
張素美，「南韓碳排放交易制度分析」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知識庫，2015 年 7 月 20 日，
http://km.twenergy.org.tw/DocumentFree/reference_more?id=115，上網檢視日期：2021 年 1 月 31
日。
397
張中利，「韓國碳排放交易制度的評價及其啟示」
，2019 年 7 月 7 日，
http://www.tanjiaoyi.com/article-27679-1.html，上網檢視日期：2020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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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再者，韓國努力在國際談判場域中扮演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間之協調者
的角色，提出「NAMA 登錄平台」、「NAMA 抵換機制」等協商方案，順利地推
進談判進程的實質進展，NAMA 登錄平台的構想也被納入哥本哈根協議中。此
外，韓國成功地爭取到綠色氣候基金、全球綠色成長研究所等國際機構設立於韓
國當地，奠定了韓國在氣候外交的領導基礎與重要角色。
此時，產業團體考量政策制定所涉及之成本、利益分配，決定是否發動遊說。
巴黎協定批准與否對產業而言，其政策制定成本因不是直接轉嫁於企業身上，故
產業界持較觀望的態度。然而，在「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
、
「溫室氣體排放權交
易法」等國內立法及引入「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討論中，卻透過商業團體向政
府施壓，導致「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法」及「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的執行時間
被延遲。市民社會（環境非政府組織）在「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
、
「溫室氣體排
放權交易法」等國內立法及引入「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討論中，提出自身的意
見與立場，雖然最後產出的政策結果，政府主要回應產業團體的意見較多，與環
境非政府組織的期望仍有一些差距，但環境非政府組織已能成為一股監督政府施
政的強大力量。
韓國政府系統內部的行為者（總統、行政機關、國會）面對國際與國內的「要
求」，訂（制）定一些新的政策或法律產出，其中韓國總統在決策過程中起到重
要的作用，主導了韓國在該議題中的外交政策方向。李明博總統將相關決策機制
從總理層級拉高至總統層級，訂（制）定更全面且有助於履約義務之政策或法律
措施。而在朴槿惠總統執政時期，韓國對外不僅提高國家自定預期貢獻之減量目
標，也批准巴黎協定，並在國內啟動溫室氣體排放交易機制，成為亞洲第一個通
過全國性碳排放交易立法的國家，但在國內卻因她刻意將綠色成長政策脫離前任
政府的色彩，並將該政策納入自己所提倡之「創造經濟」
（Creative Economy）的
國家發展策略中，同時，將綠色成長委員會的層級從原直屬總統降級至總理，涉
有「綠色」二字的機關單位名稱皆更名，而被韓國國內之環境非政府組織批評為
「倒退」
。甚至，朴槿惠總統任內所推動的「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也不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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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強烈反對，只好將執行期間延到任期結束後。故，本研究稱此一時期為韓
國氣候外交之「積極主導期」。
同時，吾人亦可觀察到，在相關行政機關中的知識經濟部/產業資源部、環
境部、外交通商部/外交部基於機關本位主義，在「低碳綠色成長法」、「溫室氣
體排放權交易法」之立法過程及是否引入「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之討論過程中，
產生立場衝突，而外交通商部/外交部基於國家涉外利益整體考量，對於韓國積
極制定因應 UNFCCC 的法律，保持著樂觀其成的態度。
除了行政部門外，韓國國會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巴黎協定批准同意案在國
會議員們高度擁護下，順利拿下過半票數通過。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草案雖然在
國會的法案審查過程中，引起諸多爭議，但在執政黨國會議員們的擁護下，也順
利於 2010 年 12 月通過。唯有「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制」及「低碳汽車合作金制
度」，雖然順利通過，但因為產業界強烈的反對，最後將法案的執行期間予以延
遲。
綜上所述，本研究雖無法以量化方式呈現各國際與國內因素之影響程度，但
仍可以質化方式呈現各投入因素之影響程度。此一時期，在國際層面上，韓國主
要受到歐盟、美國等主要貿易夥伴對於碳邊境調整政策的貿易制裁之影響，此舉
直接衝擊到韓國出口競爭力，損害韓國的國家利益，故影響程度相對較強。在國
內層面，總統的影響程度仍然較大，行政機關在「低碳綠色成長法」
、
「溫室氣體
排放權交易法」之立法過程及是否引入「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之討論過程中，
產生立場衝突。而國會雖然順利通過「巴黎協定批准同意案」
、
「低碳綠色成長基
本法草案」，唯「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制」及「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雖然順利
通過，但因為產業界強烈的反對，最後將法案的開始執行期予以延遲。在此一時
期，產業界透過商業團體向政府發動遊說施壓，其影響程度較前期更強，而環境
非政府組織已能成為一股監督政府施政的強大力量。（見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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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韓國氣候外交之「積極主導期」的「投入─產出」模型圖
藉由檢視韓國在李明博、朴槿惠政府時期參與 UNFCCC 場域談判過程中，
對外決策之過程與產出，再次證明韓國總統在氣候外交決策中是最主要的影響因
素，也可以瞭解到行政機關、國會、產業團體與市民社會等行為者之間的互動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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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究韓國於 1991 年至 2017 年，在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京
都議定書、巴黎協定等三個條約的制約及履約談判進程中，對外表現出氣候外交
（climate diplomacy）之國家行為（state behaviors）的變化，造成該等變化的國
際與國內因素為何，以及韓國政治系統中總統、行政機關與國會如何在受到內、
外在投入因素影響下產出其決策與其在決策中的影響力。為此，本研究以 David
Easton 所提出之「政治系統投入與產出」
模型作為分析韓國氣候外交政策的架構，
從而瞭解形塑韓國氣候外交之國際與國內因素為何，以及政府內部行為者（總統、
行政機關、國會）受到國際與國內因素的影響後，訂定（制）出那些因應的政策
或法律作為。
本研究首先發現，韓國在 UNFCCC 國際場域中的外交行為與當時在任之韓
國總統的決策有高度的相關性，更可以由這些外交行為的特徵，依總統任期而劃
分為「萌發期」（1991 年至 1997 年）、「轉型期」（1998 年至 2007 年）及「積極
主導期」（2008 年至 2017 年）。
為解釋韓國氣候外交政策轉變的原因，本研究進一步分析形塑韓國氣候外交
之投入因素（國際與國內因素），發現到國際因素的影響程度較大，其次為國內
因素。韓國在不同時期分別受到不同程度之國際與國內壓力。在 1991 年至 1997
年的「萌發期」間，韓國於 1996 年正式加入 OECD 並脫離開發中國家集團 G77
後，雖然一些 OECD 成員國對韓國採取較寬容的立場，並未要求韓國在加入
OECD 後，立刻接受 UNFCCC 附件一已開發國家之減量義務，但仍然面臨到美
國要求韓國接受京都議定書中附件 B 國家之「量化排放限制或減量承諾」
（Quantified emission limitation or reduction commitment）的外交壓力，同時，產
業團體與環境非政府組織在此一時期中，發揮的影響力較薄弱。在 1998 年至 2007
年「轉型期」間，韓國面臨到美國、歐盟、日本之外交壓力，要求韓國提早承擔
減量義務，而產業團體也開始發動遊說影響政府的決策，環境非政府組織發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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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者」與「宣傳者」的角色。在 2008 年至 2017 年「積極主導期」，韓國受
到兩大貿易夥伴美國、歐盟有意引入「碳邊境調整機制」之影響，可以明顯觀察
到韓國開始體認到遵約責任及履約義務，李明博與朴槿惠總統分別用不同方式，
樹立國際榜樣，從而增加韓國的國際影響力，進而主導 UNFCCC 體制運作之發
展，並持續扮演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溝通橋樑」的角色。同時，產業
團體對政府機關進行遊說，導致「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法」及「低碳汽車合作金
制度」的執行時間被延遲，環境非政府組織通過參與公聽會或媒體，提出自身的
意見與立場，影響政府決策，雖然最後產出的政策結果，政府主要回應產業團體
的意見較多，與環境非政府組織的期望仍有一些差距，但環境非政府組織已能成
為一股監督政府施政的強大力量。
這些國際與國內因素形成「要求」
、
「支持」進入到韓國的政治系統，總統、
行政機關、國會等政治系統內部行為者必須回應國際、國內的要求，而做出「決
定」或「政策」。因此，本研究更進一步檢視總統、行政機關、國會等政治系統
內部行為者受到國際與國內因素不同程度的影響，而產出那些因應氣候外交或氣
候變遷議題之政策或決定。
在 1991 年至 1997 年期間，韓國在面對外部壓力時，韓國並無太不意願簽署
或批准 UNFCCC，但必須做出一些表態與回應。盧泰愚總統在 1992 年聯合國環
境與發展會議召開前，提出「國家環境宣言」向國內、外闡述韓國的環境立場，
但仍迫於 UNFCCC 簽署國家數日超出預期的壓力而簽署 UNFCCC，遂後於國內
設立總理層級第一個因應氣候變遷問題的專責機構「地球環境長官對策會議」，
為日後韓國國內發展氣候變遷因應政策打下基礎。再者，金泳三總統為讓韓國與
世界接軌，在國內提出「世界化政策」，內容中提到「環境模範國家」之國家發
展目標，並設立總理層級「世界化促進委員會」，將政策目光拉得更遠，除了訂
定國內各環境問題的改善措施，並加強國際合作，努力與全球接軌。「世界化促
進委員會」替代「地球環境長官對策會議」功能，遂後「地球環境長官對策會議」
隨政府組織精簡而被廢除。換言之，也可以觀察到韓國國內慢慢對氣候變遷問題
156

有著初步認識，雖然表面上政府開始有一些決定或政策出現，但事實上此一時期
並沒有實際作為及實質成效出現。故，本研究稱此一時期為韓國氣候外交的「萌
發期」。
在 1998 年至 2007 年期間，韓國受到美國、歐盟與日本的施壓，希望韓國提
早承擔減量義務，使韓國備感壓力。雖然 OECD 成員國並未要求韓國加入後馬
上承擔減量責任，但韓國覺得自己應該為協商做出一些貢獻，主動願意擔任已開
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橋樑，在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分歧較大的議題中，
提出協商方案，譬如「單邊清潔發展機制」協商方案，或是擔任技術移轉專家小
組東亞地區代表，代表開發中國家發聲，並提出共同研究發展安排協議之構想，
促進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技術移轉合作。此外，韓國也與瑞士、墨西哥、
摩納哥、列支敦士登等理念相近的國家組成「環境完整集團」，增強韓國的國際
影響力。同時，亦可觀察到韓國在國內開始有系統地建立 UNFCCC 履約基礎，
韓國在 UNFCCC 談判場域中，從過去維持開發中國家的立場，轉型成已開發國
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溝通橋樑」之角色。故，本研究稱此一時期為韓國氣候
外交之「轉型期」。
在 2008 年至 2017 年期間，韓國的兩大出口貿易夥伴有意引入「碳邊境調整
機制」
，解決貿易不公平競爭的問題，特別是歐盟在 2009 年 4 月 23 日公布之「第
443/2009 號法規」（Regulation（EC）No. 443/2009），該法規為減少輕型交通工
具 CO2 排放，於 2012 年至 2015 年逐步降低歐盟境內生產及銷售之新車二氧化
碳平均排放量標準，並對不符合該標準的製造商處以罰款。這對當時位居世界第
五大汽車生產國的韓國而言，勢必衝擊到韓國對歐盟出口市場。因此，可以明顯
觀察到韓國開始體認到遵約責任及履約義務，李明博與朴槿惠總統分別用不同方
式，樹立起國際榜樣，從而增加韓國的國際影響力，進而主導 UNFCCC 體制運
作之發展，並持續扮演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溝通橋樑」的角色。為此，
韓國不僅主動提出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以及積極參與開發中國家技術與資金
援助之機制設計，特別是在 2009 年 COP15，李明博總統對外發表「綠色成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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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願景」，宣示韓國參與溫室氣體減量之決心，獲得國際組織及歐盟、美國等已
開發國家的讚賞，成功打造出綠色成長模範國之國家形象，更是具時代意義的作
為。再者，韓國努力在國際談判場域中扮演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間之協調者
的角色，提出「NAMA 登錄平台」、「NAMA 抵換機制」等協商方案，順利地推
進談判進程的實質進展，NAMA 登錄平台的構想也被納入哥本哈根協議中。此
外，韓國成功地爭取到綠色氣候基金、全球綠色成長研究所等國際機構設立於韓
國當地，奠定了韓國在氣候外交的領導基礎與重要角色。在朴槿惠總統執政時期，
韓國對外不僅提高國家自定預期貢獻之減量目標，也批准巴黎協定，並在國內啟
動溫室氣體排放交易機制，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全國性碳排放交易立法的國家。
故，本研究稱此一時期為韓國氣候外交之「積極主導期」。
最後，本研究進一步發現到，韓國總統在決策過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不僅
主導了韓國在 UNFCCC 的外交政策方向，也是促成韓國氣候外交政策轉變的發
動者。行政機關與國會基於國家涉外利益的整體考量，配合總統的意志，並未阻
擋國際條約批准案，但對於部分的國內立法仍不敵產業團體的反對。
綜上所述，韓國在 UNFCCC 國際場域中的外交行為與當時在任之韓國總統
的決策有高度的相關性，更可以由這些外交行為的特徵，依總統任期而劃分為「萌
發期」（1991 年至 1997 年）、「轉型期」（1998 年至 2007 年）及「積極主導期」
（2008 年至 2017 年）。在前述的時期中，韓國在不同時期分別受到不同程度之
國際與國內壓力，這些國際與國內因素形成「要求」
、
「支持」進入到韓國的政治
系統，總統、行政機關、國會等政治系統內部行為者必須回應國際、國內的要求，
進而產出那些因應氣候外交或氣候變遷議題之政策或決定。圖 5-1 為韓國 1991
至 2017 年氣候外交之「投入─產出」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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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inputs）

政治系統內之轉換過程

1991
國際層面

盧
泰
萌 愚
、
發 金
泳
期 三

1997
1998

1. OECD 成員國希望韓國能自發性表態願意
做出減量責任之政治承諾
2.美國在 1997 年 COP3 場域中，點名韓國應
列為「京都議定書」中附件 B 國家
國內層面
1.產業團體：政府主導經濟發展，使產業界尚
未成為有力的行為者
2.市民社會/環境非政府組織：韓國民主化進
程過短，民主尚未深化，使得環境非政府組
織尚未成為有力的行為者
國際層面
1. 美國要求韓國在京都議定書第 1 承諾期
(2008-2012 年)開始承擔減量義務

金
轉 大
中
型 、
盧
期 武
鉉

2. 歐盟、日本要求韓國在第 2 承諾期
(2013-2017 年)承擔減量義務
國內層面
1.產業團體：對於京都議定書批准與否，產業
界持消極旁觀的態度，但在「溫暖化氣體防治
對策法」上，透過商業團體向國會議員發動遊
說施壓，導致該法無法在國會中通過
2.市民社會/環境非政府組織：雖然無法參與實
質的談判，但可以扮演「監督者」與「宣傳者」
之角色，提高公眾對氣候變化議題之關注度。

2007

1.總統：盧泰愚總統發表「國家環境
宣言」，金泳三提出「世界化政策」，
建設環境模範國家為目標
2.行政機關：環境部設立之前，主要
是由外務部主導 UNFCCC 談判，而在
環境部設立之後，通商產業部、外務
部出現立場衝突
3.國會：考慮到國家貿易利益、文明
國家的形象，也應該順應國際環境保
護之趨勢，因此，國會未反對
UNFCCC 批准同意案

1.總統：
金大中總統將「積極建立有效回應
UNFCCC 相關政策措施」列入百大國
政課題。盧武鉉總統延續金大中政府
時期的政策基調，並努力擴大環境改
善的成果
2.行政機關：
外交通商部與環境部贊成批准京都議
定書，產業資源部反對
3.國會：
國會未反對京都議定書批准同意案，
但反對通過「溫暖化氣體防治對策法」

2008

積 李
明

極 博
、

主 朴
槿

導 惠
期
2017

國際層面
歐盟、美國等主要貿易夥伴的碳邊境調整機
制之貿易制裁
國內層面
1.產業團體：對於巴黎協定批准與否，產業
團體未反對，但在「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法」
及「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等國內立法中，
卻透過商業團體向政府施壓，導致「溫室氣
體排放權交易法」 、
「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
開始執行時間被延遲
2.市民社會/環境非政府組織：意見進入政府
決策過程，已能成為一股監督政府施政的強
大力量

1.總統：李明博總統提出「綠色成
長」，朴槿惠總統有意淡化前任政府
的政績，甚至降低綠色成長委員會的
層級。
2.行政機關：在「低碳綠色成長法」、
「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法」之立法過
程及是否引入「低碳汽車合作金制
度」之討論過程中，產生立場衝突
3.國會：國會未反對巴黎協定批准同
意案，雖然順利通過「溫室氣體排放
權交易制」及「低碳汽車合作金制
度」，但因產業界強烈的反對，最後
將法案開始執行時間予以延遲

產出（outputs）
國際層面
1.主張「共同但有區別之責任」原則
2.簽署 UNFCCC（1992/6）
3.批准 UNFCCC（1993/11）
4.支持小島國家聯盟的京都議定書草案（1995）
5.加入理念相近的綠色集團（1995）
6.支持共同減量活動試驗階段（1995）
國內層面
1.在外務部設立「科學環境科」（1991)
2.盧泰愚提出「國家環境宣言」（1992/6）
3.設立地球環境長官對策會議（1992/11）(並未有實際作為)
4.設立環境部（1994）
5.金泳三提出「世界化宣言」及「世界化政策」，設立「世界化促進委員會」(1995)
6.廢除「地球環境長官對策會議」(1996)
國際層面
1.簽署京都議定書（1998）
2.提出單邊清潔發展機制（1999）
3.與理念相近的國家組建「環境完整集團」（2000）
4.擔任技術移轉專家小組東亞地區代表（2001）
5.批准京都議定書(2002)
6.與多國進行雙邊會談，洽談技術合作方案（2002~）
7.提出共同研究發展安排協議（2003）
國內層面
1.金大中將「積極建立有效回應 UNFCCC 相關政策措施」列入百大國政課題（1998/2）
2.設立「氣候變化協約泛政府對策機構」（1998/4）
3.設立隸屬總統的「永續發展委員會」（2000）
4.設立隸屬國務總理的「氣候變化協約對策委員會」（2001）
5.訂定與實行「氣候變化協約對應第 1 次綜合對策」（1999）
、「氣候變化協約對應第 2 次綜合對策」（2002）
6. 討論制定「溫暖化氣體防治對策法」（法案未通過）（2001、2004）
7.訂定與實行「氣候變化協約對應第 3 次綜合對策」（2005）
8.制定「能源基本法」（2006）、設立隸屬總統的「國家能源委員會」（2006）
國際層面
1.建立「東亞氣候夥伴關係」（2008）
2.李明博總統在 COP15 提出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2009）、提出建立國家適當行動登錄機制、
抵換機制（2009）
3.設立「全球綠色成長研究所」（2010）
4.爭取全球氣候基金秘書處設在韓國當地以及 COP18 之主辦權（按：最後是卡達得到 COP18 主
辦權）（2012）
5.提出國家自定預期貢獻，承諾韓國 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排放基線(BAU)水準減少 37%
（2015）
6.批准「巴黎協定」（2016）
國內層面
1.實行「氣候變化對應第 4 次綜合對策」、提出「低碳綠色成長的國家願景」（2008）
2.設立直屬總統的「綠色成長委員會」（2009/2）
3.訂定「綠色成長國家策略」暨第一個「五年計畫」（2009/7）、訂定「2020 年國家中期溫室氣
體減量目標」（2009/11）
4.制訂與通過「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2009/12）、「溫室氣體排放權的分配與交易法」延至 2015
年執行（2012）
5.朴槿惠提出「創造經濟」，降低綠色成長委員會的層級，涉及「綠色」二字的各部會名稱皆更
名。（2013/3）、「低碳汽車合作金制度」延遲至 2020 年開始執行（2013/4）
6.訂定綠色成長國家策略第二個「五年計畫」（2014 至 2018 年）（2013/9）
7. 啟動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制（2015/1）
8.「2030 年國家溫室氣體減少路徑圖」（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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