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指出 13個發展中國家的綠色金融亮點(IISD，

2016/07/18) 

http://climate-l.iisd.org/news/unep-inquiry-highlights-green-finance-in-13-developing

-countries/#more-329036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研究設計一套永續

金融系統並發表一份報告，報告指出 13 個發展中國家如何將金融導向永續發展

目標的各種經驗。該報告於 2016 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層政治論壇(HLPF)上發表，

環境署強調為實現永續發展目標(SDGs) ，每年將需要融資的金額為 5-7 兆美

元。   

    該報告主題為「發展中國家的綠色金融：需求、關注和創新」，討論與介紹

「綠色金融」的方法及案例，包括永續銀行網絡(Sustainable Banking Network, 

SBN)，SBN 是一個知識和能力建設的平台，該平台匯集了金融業監管機構和銀

行公協會，以創造有利於環境和社會永續金融的架構。SBN於 2012 年成立，至

今已協助了 12 個國家制定和實施監管政策或自願性原則。目前成員包括孟加拉

國、巴西、柬埔寨、中國、哥倫比亞、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亞、約旦、肯尼亞、

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墨西哥、蒙古、摩洛哥、尼泊爾、尼日利亞、巴基斯坦、

巴拉圭、秘魯、菲律賓、泰國、土耳其和越南。 

    其他的案例包括：肯尼亞公司(Kenyan)推出家用的太陽能系統，並可利用手

機銀行隨收隨付的機制；菲律賓引進給業主和中小型企業(SMEs)的強制災難保

險；由越南國家銀行和越南銀行協會合作開發銀行業環境和社會風險管理指引，

借鑒了世界各地最佳的實踐案例。 

    環境署在 2014 年 1 月啟動設計永續金融系統的工作，以提高資本走向綠色

和包容性的經濟流動，並將調查結果於 2015 年 10 月發表了第一份報告「The 

Financial System we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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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porting Exchange 平台幫助企業更佳了解非財務資訊揭露(WBCSD，

2016/07/20) 

http://www.wbcsd.org/new-reporting-exchange-platform-helps-companies-improve-th

e-effectiveness-of-non.aspx 

    世 界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協 會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氣候揭露標準委員會(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 Board, 

CDSB)及 Ecodesk 共同聯合創立一個完全免費、包含多種語言以及囊括全球各地

永續揭露訊息的 Reporting Exchange 平台。此平台的目的係幫助企業更佳了解各

國家、區域以及國際的非財務資訊揭露要求或指引。 

    Reporting Exchange 將會鑑別揭露的法規、規範、政策、實務守則、倡議、

標準、準則、指引等不同位階的要求。建立非財務資訊揭露的全球現況樣貌並且

即時更新資訊。平台也會提供清楚的說明以及提供一個集中全球非財務資訊揭露

要求的資料庫，供企業了解並做好準備，以滿足自願性、強制性或其他主流性揭

露的非財務資訊。  

    同時，Reporting Exchange也是管理當局、投資人、學術界、非營利組織及

社會大眾可運用的工具，協助組織發展非財務資訊揭露的倡議；此平台可幫助他

們尋找證據及資源，用以倡導企業的責任及課責性。 

    WBCSD 的全球策略聯盟夥伴將全力支援以及蒐集彙整各地的非財務資訊

揭露要求。現今，已成功完成試行階段，並且預計將於 2016年 12月開放有興趣

的用戶登錄以及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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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資人致美國證管會：我們需要更好的永續揭露(Bloomberg BNA，2016/07/26) 

http://www.bna.com/investors-secwe-better-n73014445306/ 

    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在今年 7 月對於美國

證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公開調查各界關於 Regulation 

S-K如何使永續揭露及其他揭露形式的資訊對投資人更加友善作出回應；投資人

要求美國證管會著手處理企業揭露具重大性的財務及 ESG 資訊，並且倡導新的

SEC 指引或要求，以促進企業的永續揭露。此舉顯示現行企業揭露的 ESG 資訊

尚無法滿足投資人的需求。 

    根據美國永續及責任投資論壇的調查，2014 年，每 6 美金的資產管理金額

就有超過 1美金是屬於責任投資，包括 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Allianz Global 

Investors、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以及加州、紐約、挪威的退休基金皆呼籲

責任投資的重要性。美國著名的永續倡議組織 Ceres 更特別強調美國證管會是有

效促進那些需符合 SEC 揭露法令的上市公司揭露其永續風險的最佳角色。同時

美國環保署也回應企業所揭露的 ESG 資訊能影響政府及其他組織的採購決策，

強調 ESG資訊對於決策制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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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Y World 2030 平台蒐集數據帶動世界對話(IISD，2016/08/02) 

http://sd.iisd.org/news/my-world-2030-collecting-data-to-mobilize-dialogue/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行動活動、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海外發展研究所

與聯合國全球脈動(UN Global Pulse)等，已共同發起了下一階段的 MY World 進

程。MY World 2030 平台將支持報導永續發展目標的發展進度，並帶動與建立決

策者之間的對話。 

    為了對目標進展的報導有所貢獻，MY World 2030 平台將就來自全球各地有

關於人們對於其生活上的改變，以及他們使用 MY World社區的感受之可比較的

數據進行蒐集。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行動活動將帶頭努力，並透過

myworld.2030.org網路平台蒐集資料，致力於產生三個可比較性的問題，同時網

路平台提供多種語言以供利用。不同的「管道」選擇提供了國家團隊透過 MY 

World Scientific及透過MY World National Editions 平台，就人們對 17 項永續發

展目標對於其生活上的改變進行國家調查，並提供給倡議組織調查設計的建議與

交流和宣傳上的支持。 

    透過使用 MY World 的大數據，聯合國全球脈動(UN Global Pulse)將支持國

家團隊使用各種數據來源以進行大數據的研究。透過這些管道所產生的數據將可

以預計為具國家代表性及延展性，並可協助監測與執行永續發展目標。 

    為建立與國會議員、地方政府、市長與公民，特別是與青年之間的對話，

MY World 2030 平台將就如何實踐永續發展目標 2030議程，以及建立當責機制

提供人民新的觀點。此一資訊將會依國家、地區與全球的層級加以彙整。 

    MY World 2030 調查首先詢問參與者是否知道 2030議程，之後要求回覆者

選出 6個與自身及其家人立即相關的 6個永續發展目標。這份調查詢問回覆者在

過去 12 個月中，其所選的永續目標發展的情況是越來越好、維持現狀或是變得

更糟。最後，要求回覆者提供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國籍、居住城市以及是

否傷殘等個人基本資料。使用者因而可以檢視所彙整的回覆資料。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的 Rosemary Kalapurakal於 2016年 7月 18日在美國紐約

舉辦的MY World 2o3o 發表會期間演講，他提出：「MY World是可以傾聽來自各

界聲音的一個機會，來自那些真正能轉移議程的人們的聲音。」其他演講者也強

調：「這項議程需要合作，以確保 MY World活動精神的延續，MY World 平台扮

演監督意識發展、追蹤活動的滿意度及進程的角色，以及扮演與所有人溝通的重

要角色，以確保沒有人的聲音會被遺漏。夥伴們分享了從早期的試點測試及其他

研究所獲得的初步成果及經驗教訓。 

    聯合國設計 MY World 2015 以蒐集人民的聲音，並依這些意見對永續發展目

標進行審議。目前已有近千萬人回覆此一調查，回覆的結果將有助於建立永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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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目標的政治程序。 

 

  



5. 世界水資源週： 水可以成為實現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統一元素 

(SUSTAINABLE BRANDS，2016/08/30) 

http://www.sustainablebrands.com/news_and_views/next_economy/sustainable_brand

s/world_water_week_water_can_be_unifying_element_achiev 

    第 26 屆的世界水資源週，於斯德哥爾摩舉行，會議主題為水的永續成長，

共有來自超過 120 個國家約 3000 多位代表與會。隨著世界經濟論壇將水危機列

為未來前五大的全球風險之一，以及世界人口急速成長對於水資源短缺造成的壓

力，就全球上複雜的水挑戰尋求解決方案變得比以往更加急迫，促使研究者、政

策制定者與民間社會代表及私營部門共同聚在斯德哥爾摩開會。 

    國際水資源研究所(SIWI)執行董事 Torgny Holmgren 表示：「若無法取得可靠

的水，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永續目標可以達成。」、「為了達成永續目標，我們必須

確保整個 2030 議程是以水的議題為核心。這將會顯示水影響的力量與連接的範

圍是很大的。」Holmgren 表示：「水關乎到的不只是部門，還關乎到了國家、社

區和不同的行動者。水可以使力量團結，同時啟動 2030 議程及巴黎氣候協定的

進展。」 

    斯德哥爾摩市長 Karin Wanngård強調城市須努力實現聯合國 2030 議程、17

個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她表示：「城市代表了未來成長的很大一部分，

我們參與永續解決方案的努力將會是全球成功的關鍵，同時也表示著對於我們下

個世紀肩負了更多的責任。」 

    瑞典外交大使 Margot Wallström 也強調了水連結範圍的廣大及其可實現

SDGs 的訊息。 

    成功實現 2030議程的目標 6將為實現其他目標奠下了基礎，特別是在營養、

兒童健康、教育、性別平等、健康城市與健康的水生態系統與海洋。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秘書長 Angel Gurría 表示水的議題在國際討論中已來

到最前鋒，他表示：「水的議題在國際上須放在優先位置。」如果是將水的議題

放在優先位置，在世界水資源週的對話將會帶領世界各地做出決定性的行動。 

    循環經濟將會是對於將水資源最大化的一種方法。水與環境衛生的拉丁美洲

開發銀行執行長 Victor Arroyo 與水與環境衛生的美洲開發銀行專家 Sturzenegger，

在近期的部落格中指出，以往的 SIWI世界水資源週的討論也提升了有關透過循

環經濟以達成永續發展的的意識。而今日在斯德哥爾摩，這些組織與世界銀行及

國家與區域的拉丁美洲組織共同討論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線性經濟到循

環經濟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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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一年：企業與政府在 2016年企業行動倡議

(BCtA )論壇調整其承諾(GRI，2016/09/06)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information/news-and-press-center/Pages/SDGs-One

-Year-On-Aligning-business-and-government-commitments-at-the-BCtA-Annual-For

um-2016.aspx 

    9月 22日，企業領袖、各國政府的高層代表、雙邊贊助者、聯合國與公民

社會將召開第7屆企業行動倡議論壇。該論壇與第 71屆的聯合國大會同時召開，

私營部門、發展機構和各國政府開始對齊彼此之間就永續發展目標的做法和對共

同願景的承諾。GRI的暫代理首席執行長Eric Hespenheide將會在此論壇上演講：

「透過多元行動方案支持包容性商業」，分享 GRI對於包容性商業加強對於環境

有利政策的觀點。這次會議還邀請那些曾支持以包容性商業作為私營部門溝通策

略核心的公部門領導人與會，一同透過包容性商業在全球發展架構的潛力來創造

機會。會議最後將就政府、發展機構和贊助者可以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包容性商業

提供具有證據的觀點和重要的發現。 

    會議期間，GRI也將發表與企業行動倡議的聯合刊物 ─ 衡量影響：企業如

何加速永續發展目標。該刊物分享了私營部門支持 SDGs 的收穫。該成果研究企

業如何透過測量和永續發展報告來衡量對 SDGs 的貢獻程度，並探討政府對於

SDGs 業務貢獻的考量。該報告涵蓋 32家企業與 19個國家政府的協商。該報告

將於 9月 22日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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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什麼是巴黎協定?(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09/07)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09/what-is-the-paris-agreement-on-climate-ch

ange?utm_content=buffer670dd&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facebook.com&

utm_campaign=buffer 

 何謂 COP21大會以及為什麼他如此重要? 

   2016 年 9月 4日-9月 5日 G20集團杭州峰會在中國杭州舉行，中美兩國共同

宣布批准關於氣候變遷的巴黎協定。該宣示是非常重要的，因中美兩國為全世界

最大的碳排放國。中國占全球排放的占比約 20.09%，而美國則是 17.89%。 

 什麼是巴黎協定? 

   氣候變遷是現在全球面臨的最大挑戰。他創造了極端氣候的事件以及一系列

的高溫年份的紀錄。2016 年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風險報告指出氣候變遷為我們所

面臨的最大風險之一。為此，在去年 12 月的巴黎，179 個國家和歐盟花了兩周

的時間通過了一項協定，以控制全球升溫低於 2℃，並努力控制在 1.5 攝氏度內

的目標。只有通過大幅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才能達到溫度降低的目標。 

    COP21 大會(關於氣候變遷的聯合國綱要公約締約方第二十一屆會議)是目

前聚集最多世界領導人的盛會。參與大會的代表都對減碳做出承諾，其稱為國家

自主決定預期貢獻。以美國為例，排放量於 2025年時，將比 2005年減量 26-28%。

中國則是承諾於 2030 年排放量達到最高峰，並承諾於 203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

（GDP）二氧化碳排放（又稱碳強度）比 2005 年下降 60至 65%，以及讓非化石

能源在能源需求比例中提升至 20%。而歐盟則計畫於 2030 年的排放量要達到比

1990年減少 40%。 

 協定生效的條件? 

    巴黎協定的生效至少需有 55 個締約方簽署且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球總排

放量至少約 55%。一旦協定生效，各地約方都有義務去達成他們的減排承諾。 

國家正式加入協定時會將有三個步驟如下： 

1.通過協定 

    這是在 2015年 12月會議的精神。出席的締約方須同意，及「通過」關於氣

候變遷的巴黎協定之文本。 

2.簽署協定 

    於 2016年 4月 22日開始開放 1年時間供各國簽署，通過之巴黎協定將存放

於紐約的聯合國。此步驟表明了避免該國家做出破壞協定的目的宗旨的行為。該

協定的簽署日期將開放到 2017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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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加協定 

    每一個締約方必須批准協定，即回到自己的國家獲得國家批准，或是在某些

情況下，可由國內的法律通過。以中國為例，其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上表決通過了該提案的審查及批准了巴黎協定。美國則是用了總統的行政協定，

一旦協定同意了雙方提交一個「批准」或「接受」核准文書至聯合國，即證明了

自己已經準備好要加入此協定。 

 為何與中美有關的新聞如此重要? 

    在中國與美國做出宣示前，雖有 180 個國家簽署巴黎協定，但僅有 24 個國

家(約負責全球碳排放量 1%)批准。 

    涵蓋全球碳排放目標的 55%，由於中美(共代表了 37.98%的全球排放)的加入

已有顯著的增加，使的批准巴黎協定的國家總數來到 26 個，且涵蓋了全球碳排

放量的 39.06%。 

    他們的宣示對其他的締約國造成了壓力，諸如歐盟，使其必須加速批准的流

程。其他一些排放大國諸如日本、巴西與加拿大都已公開說明將於年底批准協

定。 

 如國締約國改變心意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Donald Trump表示如果他當選將會放棄巴黎協定。

然而，一旦締約國加入了協定，他們在三年內將不能退出協定。 

    巴黎協定代表了多年在氣候變遷上的努力，在 1992 年，國家加入的國際公

約 ─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在 2005 年京都議定書成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

條約，並致力於締約國之國際約束力的減排目標，於 2020年結束，而 COP21 即

為了取代其位置。 

 

  



8. 通用汽車(GM)公司的環境和社會倡議在道瓊永續發展指數(DJSI)的表現

(GRI，2016/09/0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information/news-and-press-center/Pages/sustainable

-news.aspx?mid=74413 

    通用汽車公司再次被評為道瓊永續發展指數(DJSI)的汽車行業中具有企業

永續領導力的企業。這是通用汽車連續第二年被評選為指標成分股之一，該公司

亦為北美指數中唯一的汽車製造商。 

    道瓊永續發展指數是全球企業永續發展的領先基準。DJSI 主要追蹤

RobecoSAM 投資公司所分析於經濟、環境、社會和治理因子領先的永續發展企

業。 

    通用汽車公司執行副總裁公共政策和法律顧問 Craig Glidden說「DJSI排名

讓通用汽車在銷售時有更好的宗旨」。「這種作法有利於我們的客戶和員工，並幫

助我們更好地服務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工作社區」。 

    通用汽車公司今年得分增加 5分並於指數共 22個類別中有 14個類別獲得較

高的排名，在氣候策略和品牌管理上得到完美的成績。通用汽車同樣在指數的新

類別中獲得高分，其為計算永續議題和商業區動力的連結性。 

    另一項重大更新的是 DJSI 本次方法學更加注重人權。去年通用汽車公司加

入了聯合國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承諾支持和倡導盟約中有關人權、勞

工、環境和反貪腐等的 10項原則。 

    近日，通用汽車董事長兼首席執行長 Mary Barra 承諾了一項汽車業的減碳

願景。由 Barra 以及其他 13 家汽車公司執行長們在世界經濟論壇召開會議，承

諾安全又經濟實惠的汽車運輸將不再只是少數人享有的特權。 

    通用汽車還推出了一份 Do Your Part 的回收倡議，從六個通用汽車事業群和

Flint, Michigan 的居民收集礦泉水瓶。該礦水瓶塑料會透過 11家企業和慈善組織

轉變為三種新的材料並有益於產品、植物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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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0個非營利組織要求全世界從塑膠解放(SUSTAINABLE BRANDS，

2016/09/16) 

http://www.sustainablebrands.com/news_and_views/packaging/hannah_furlong/90_n

gos_asking_world_breakfreefromplastic 

    這是一個由來自全世界90個非營利組織構成的團體，成員包括Greenpeace、

Oceana、The Story of Stuff、5Gyres 和 Clean Water Action 等知名組織。這些組織

聯合發起了大規模的全球運動，期待達到「無塑膠汙染」的目標。在「從塑膠解

放」的標語旗幟之下，此團體希望能夠改變社會大眾的觀念和塑膠物品的使用，

並鑑別與追求解決方案來減緩和避免塑膠汙染。 

    「這是第一次由全球團體集結來尋找一個塑膠污染的共同解決之道。」GAIA

的 Monica Wilson 如此說。「它展現了一個促使政府、城市和大企業一起解決這

日益惡化問題的活動之演變。這不只是關於如何處理問題，而是關於如何第一時

間預防這問題。」 

    塑膠汙染所帶來的環境影響社會大眾已清楚明白。例如科學家已經預測若不

馬上採取行動，海中塑膠物的數目到了 2050 年將會比魚還多，嚴重威脅海洋的

生物多樣性和造成人體健康風險。 

    一次式拋棄的產品是最該被譴責的對象，因為將近三分之一的塑料包裝逃脫

了收集系統被遺留在海洋之中。塑膠碎片的典型處理方式是壓碎成塑膠微粒，這

些微粒聚集了有毒化學物質，而且會被海洋生物攝取 ─ 它們無孔不入的進入整

個食物鏈，然後被我們吃下肚。一個研究發現美國和印尼的市售魚類，將近四分

之一體內含有塑膠微粒和人造纖維。 

    「從塑膠解放」也認為塑膠是個「人權議題」，市面上的塑料包裝並未有完

善的廢棄處理系統，這會對社區造成許多危害，且弱勢族群常常是被影響最嚴重

的群體。這團體指出，即使在美國，還是有大量的塑膠以焚燒和掩埋的方式做最

終處理，這已大大危害了鄰近的低收入和有色人種社區。 

    「這麼多年來，塑膠工廠已經告訴我們所有塑料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但

我們在這領域的發現證明我們無法從塑料汙染問題的回收我們的使用習慣。」曾

進行美國長期街道回收計畫的生態中心執行長 Martin Bourque如此說。 

    此團體正呼籲美國企業和政府來帶頭進行這個運動，並表示大部分的總部在

美國的消費品企業正在驅使不負責任的塑膠使用而導致環境問題，政策制定者必

須要在強硬且一致性的政策上做更多努力，否則企業將會繼續恣意濫用塑膠產品，

造成更多污染。 

    為了幫助推廣活動以及尋求來自消費者的支持，此團體正在建立一份邀請信

名單並在社群媒體上使用#BreakFreeFromPlastic 此一標籤。  

http://www.sustainablebrands.com/news_and_views/packaging/hannah_furlong/90_ngos_asking_world_breakfreefrompla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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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超過全球超過 90%的污染來自於空氣汙染(CNBC，

2016/09/27) 

http://www.cnbc.com/2016/09/27/over-90-of-global-population-hit-by-air-pollution-s

ays-the-who.html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最新空氣品質模型，人們所居住的地方約有 92%

空氣汙染品質超過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每年約有 300萬人的死亡與長期暴露於室外的空氣汙染

有關。但若計入焚燒開放式燃料，如木炭、煤來提高室內溫度的家庭，此數字將

會更高。在 2012 年，有人 650 萬人的死亡與室內和室外的空氣汙染高度相關。

此現象近 90%發生於中低收入的國家，顯示開發中國家正面臨空氣汙染所帶來的

死亡衝擊。 

    「空氣汙染持續對婦女、孩童和老人這些最脆弱的族群造成健康傷害。」世

界衛生組織的專門委員 Flavia Bustreo 說。「人若想保持健康，就必須呼吸乾淨的

空氣。」 

    但是空氣汙染的影響範圍可不只是開發中國家。舉例來說，今年剛發布的一

份報告便提到英國每年約有 4萬人口的死亡與戶外空氣污染有關。 

    此份報告由國皇家兒科醫學院和兒童健康與皇家內科醫學院共同發表，裡面

亦提到從癌症到哮喘，從心臟疾病到糖尿病等諸多疾病與空氣汙染的關聯性。 

    除了空氣汙染與死亡和疾病的關聯分析，這份報告也提到空氣汙染讓英國每

年增加 200億英鎊的經濟成本。 

    這個新模型由世界衛生組織與英國巴斯大學根據地面觀測站、衛星觀測和航

空運輸模型的資料架構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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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社會投資的事業投資報酬率(CSRwire，2016/09/28) 

http://www.csrwire.com/press_releases/39321-The-Business-ROI-of-Social-Investing 

    美國臨床藥學會與 IO永續組織正在發表一個具標竿意義的倡議，來幫助企

業理解企業社會責任可以達成財務績效與社會面的雙贏。這項倡議名為社會投資

的事業投資報酬率，希望透過與企業溝通，來建立可讓經理人將社會投資計劃架

構成為可量化的商業和社會利益的工具。這些工具可以決定哪些投資可實現戰略

價值並評估結果。參加的公司將可根據當前的績效表現來建立適合他們 CSR 計

畫之業務。 

計畫 ROI─這項定義公司責任和永續的財務和競爭價值的計劃發現社會投

資可對一家企業的財務和競爭優勢有巨大貢獻。然而在大部分執行長的認知當中，

公司的社會投資對商業目標並無幫助。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發表將會要求企業

對社會做出更多貢獻；相反地，全球競爭壓力的增加將對企業社會責任掣肘。 

美國臨床藥學會的執行長 Mark Shamley表示：「在今日，為了確保永續和社

會投資，CSR 領導者必須採取除了支持和驅動商業績效外，也同時具社會公益

性質的作為。」 

美國臨床藥學會和 IO 永續組織將會透過建立一套方法學來鑑別計畫會員個

別計畫的優勢、缺點和機會以領導他們。這個試驗計劃的架構會讓參與者根據業

界同儕背景建立它們的規範。美國臨床藥學會和 IO永續組織會提供相關指南和

必要的措施來協助有意透過這個計劃學習的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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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氣候變遷協定接近生效門檻(WNN，2016/10/03) 

http://www.world-nuclear-news.org/EE-Climate-change-agreement-moves-closer-031

0167.html 

    印度昨日正式批准並提交聯合國巴黎氣候變遷協定。上週歐盟部長也同意他

們應該會做同樣的決定。歐盟若批准將會使簽署國的數目超過最後的門檻並讓巴

黎協定生效。 

    印度讓批准巴黎協定的國家總數來到 62 國，並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51.89%。巴黎協定要生效必須通過兩個門檻：從 197 個締約國中至少要有 55 國

簽署同意，9月份則已達到了此門檻；另一個門檻為批准簽署的國家其溫室氣體

排放量至少至全球排放量的 55%。歐盟批准可能會在本周由歐洲議會批准，協定

看起來將有機會達到第二個門檻。 

    巴黎協定主要目的是維持本世紀全球氣溫升高要遠低於 2度 C，並朝向限制

溫度上升低於 1.5 度 C 努力。這對 UNFCCC 來說是因應氣候變遷最壞衝擊的最

後防線。該協定達到足夠的簽署批准國數量，以滿足其門檻條件要求後，將在三

十天內提交其辦法進行批准、承諾、核准或加入書並正式生效。當巴黎協定生效

後，各國將需要改善他們的氣候行動計畫(NDCs)並提交到巴黎會議，他們將被

要求每五年要檢視該氣候行動計畫。政府也將有義務採取各種行動，以實現協定

中所規定限制溫度上升 2度 C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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