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2022年8月

瞭解最新永續性激勵政策、碳制度和環境相關稅收政策
各國政府都在積極制定永續性稅收措施來減少碳排放，以
因應氣候變遷並逐步履行碳中和承諾，為重要性政策目標
提供資金、增加收入。基於這些共同的目標，各國對此所
制定的政策卻大相徑庭。
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企業希望對氣候變遷預先採取行動，
獲取有價值的政策激勵措施，避免高昂的成本，因此，密
切注意全球永續發展稅收政策的發展趨勢則顯得尤為重要。
然而，隨著政策的迅速演變，如何保持與時俱進，對於跨
國企業而言也將是一項嚴峻的挑戰。
在本報告中我們提供包括45個國家/ 地區的永續性政策激
勵、碳制度和其他環境相關稅收政策與免稅政策的情況概
覽。如需了解任何措施更多資訊，請諮詢您的安永服務團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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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量化

抵免、激勵
和資助
ESG
+
國際貿易

逾1,800項永續性激勵政策
永續性激勵政策類型
永續性激勵政策通常可分為三類：鼓勵減
少自然資源消耗的永續性激勵政策、鼓勵
轉變為再生能源或替代能源的永續性激勵
政策以及鼓勵新低碳產品和製造程序的永
續性激勵政策。許多方案包含多個因素且
為三類激勵政策的組合。
影響永續發展行為所採取的普遍措施包括
稅收抵免、補助和貸款。

資料來源：各國家/地區的安永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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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1,000項減排
相關政策

逾600項能源
轉型相關政策

逾30項
創新相關政策

節能建築物建設
或改造

替代燃料

研究和發展（研
發）抵免

採購能源效率
設備

再生能源發電
（例如，太陽能、
風能、地熱等）

研究經費補助

運用減排技術

合格的現地發電

綠色工作培訓經
費補助

逾2,600項環境相關稅收政策、逾1,000項免稅政策
水、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環境相關稅收
在整個納稅框架內，環境相關稅收不僅
是一項收入來源，也是一項環保政策工
具。因此，政府對各項產品課稅，以鼓
勵或減少消耗。同樣，政府為特定產品、
用途或納稅人提供環境稅免稅政策。

• 消費稅
• 溫室氣體
• 排放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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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費
• 回收費

電子廢棄物
• 處理費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

• 塞車費（Congestion
Charge）
• 就特定化學品徵收稅項
• 排放費

• 就汽油、煤炭、天然氣
等徵收的稅項
• 航空稅

能源效率產業和製造程
序

塑膠與包裝稅

其他

• 就一次性塑膠徵收的稅
項

• 就其他產品徵收的稅項

• 就汽油、煤炭、天然氣
等徵收的稅項
資料來源：各國家/地區的安永專業人士。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
埋場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
消耗
• 就汽油、煤炭、天然氣
等徵收的稅項
• 電費

安永洞察
► 為什麼稅務和財務部門必須注意塑膠稅：全世界面臨嚴重的塑膠汙染問題，各國政府正在提出新措施以遏制這一問題，其中一個
關鍵方法就是塑膠稅，不同國家/地區正採取一系列措施以不同稅率課徵塑膠稅。稅務團隊正面臨跟上快速發展趨勢的挑戰，而那
些能夠做到的團隊將有機會成為企業的策略合作夥伴，幫助企業規避風險，抓住新的政策獎勵措施，並跟上消費者和投資者不斷
變化之偏好的腳步。
► 為什麼東歐正在加緊推動淨零排放：東歐的國家/地區需要增加建置各種再生能源，並確保達成歐盟 2050 的碳中和目標，因此正
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隨著配電網絡的升級、技術的發展和金融工具的設計，每個地區都在因應各自特定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挑
戰，邁向綠色未來，以支持向低碳經濟轉型。
► 如何重塑業務營運以實現彈性和永續性：建立彈性和永續營運的途徑十分複雜，而且往往會遇到企業無法控制的顛覆性事件（如：
地緣政治、動盪、科技民族主義和不斷演變的多極化經濟世界秩序）而變得更加複雜。但要克服這些挑戰，並讓企業實現更永續、
更具目的性的成長，就需要提高知名度、靈活性、技術創新、網路安全和員工技能。
► 供應鏈如何更具彈性、永續性和透明度：在疫情爆發後，供應鏈領導者需要優先考慮彈性和靈活性、永續性和可追溯性。幸運的
是，這些問題是相互依存的。領導者應該關注這些問題：你能看透整個供應鏈嗎？當不可避免的顛覆性事件動搖供應鏈時，你能
因應嗎？

► 為什麼消費者可能掌握能源轉型的關鍵：一旦替代能源在成本和供電上與化石燃料形成大規模競爭，能源轉型的時機將取決於消
費者的偏好。這是長期轉型的關鍵，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具有決定性作用，一旦消費者偏好發生顯著變化，就會發生能源轉型。
► 全球氣候資訊揭露標準需要關注的三大動態：由於全球氣候揭露標準的發展長期以來難以捉摸，現在民營企業應該建立能力，並
意識到強制性報告即將推出，這些標準將只是因應氣候變遷所需政策變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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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個國家/地區
阿根廷
澳洲
奧地利
比利時
巴西
加拿大
中國大陸
哥倫比亞
賽普勒斯
丹麥
歐盟
芬蘭
法國
德國
香港
印度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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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
義大利
日本
立陶宛
盧森堡
馬來西亞
墨西哥
荷蘭
紐西蘭
挪威
秘魯
波蘭
菲律賓
葡萄牙
羅馬尼亞
俄羅斯
新加坡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斯洛伐克
南非
韓國
西班牙
瑞士
臺灣
泰國
土耳其
英國
美國
越南
針對各國家/地區提供的資訊是該國家/地區安永專業
人士在專業上的理解，惟政策層面可能發生變動。本
報告將不斷更新，但並非所有條例在特定時間均為最
新資訊。此外，本報告未涵蓋所有國家/地區。欲獲
得更多資訊，請聯繫您的安永專案團隊。

註：X表示具備該國家/地
區或地方級別的專案，詳見
該國家/地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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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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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

巴西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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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

歐盟

芬蘭

法國

德國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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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與包裝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傳統能源發電

再生能源

現地發電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

環境稅收

減排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電子廢棄物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塑膠與包裝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創新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

永續性激勵政策

排放和空氣汙染

電子廢棄物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塑膠與包裝

綠色工作/訓練

能源轉型

碳捕捉技術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
機器

回收材料/回收設備

再生能源發電

現地發電

減排

氫基燃料

替代燃料 – 車輛/基礎設施

減排技術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碳定價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能源效率設備

建築物能源效益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已實施碳稅制度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衡量指標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環境稅免稅

註：X表示具備該國家/地區
或地方級別的專案，詳見該
國家/地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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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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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與包裝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傳統能源發電

再生能源

現地發電

環境稅收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

減排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電子廢棄物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塑膠與包裝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創新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

永續性激勵政策

排放和空氣汙染

電子廢棄物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塑膠與包裝

綠色工作/訓練

能源轉型

碳捕捉技術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
器

回收材料/回收設備

再生能源發電

現地發電

減排

氫基燃料

替代燃料 – 車輛/基礎設施

減排技術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碳定價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能源效率設備

建築物能源效益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已實施碳稅制度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衡量指標（續）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環境稅免稅

註：X表示具備該國家/地區
或地方級別的專案，詳見該
國家/地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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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

羅馬尼亞

俄羅斯

新加坡

斯洛伐克

南非

韓國

西班牙

瑞士

臺灣

泰國

土耳其

英國

美國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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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與包裝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傳統能源發電

再生能源

現地發電

環境稅收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

減排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電子廢棄物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塑膠與包裝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創新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

永續性激勵政策

排放和空氣汙染

電子廢棄物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塑膠與包裝

綠色工作/訓練

能源轉型

碳捕捉技術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
器

回收材料/回收設備

再生能源發電

現地發電

減排

氫基燃料

替代燃料 – 車輛/基礎設施

減排技術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碳定價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能源效率設備

建築物能源效益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已實施碳稅制度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衡量指標（續）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環境稅免稅

阿根廷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阿根廷的永續發展稅收激勵政策已歷時超過15年。2018年，
阿根廷實施國家碳稅，並且仍在不斷制定全面的綠色稅收政策。

減排

據估計，國家碳稅占阿根廷溫室氣體排放量的20%，是環境稅
政策的重中之重。
阿根廷還制定若干優惠方案促進技術發展、再生能源和生質燃
料使用、風能和太陽能發電、林業專案投資。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減排技術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環境稅收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創新

電子廢棄物

回收材料/回收設備

碳定價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塑膠與包裝

已實施碳稅制度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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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3月1日的資訊

澳洲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澳洲持續制定永續發展稅收方案，包括額外的清潔能源技術優
惠措施。目前，澳洲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均針對永續發展提供補
助方案。
目前，澳洲不徵收碳稅，而是採用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大型
排放企業根據保障機制承擔責任。碳權是根據合格排放者的排
放上限發放的，以滿足其部分責任義務。澳洲還建立碳權體系
和政府基金（碳減排基金：ERF），憑此對碳權進行雙邊交易，
以履行其自願減排承諾。
澳洲就汽油、柴油和其他燃料（例如，液化石油氣或乙醇）徵
收國家消費稅。此外，澳洲就污染徵收多項州和地區稅費及罰
金。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第11頁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碳定價

環境稅收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1日的資訊

奧地利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永續性激勵政策

展望
奧地利的永續發展稅收政策非常完善，例如，燃料稅可以追溯
到20世紀前半期，而目前正考慮制定其他的二氧化碳稅收政策，
預計未來還會進一步制定永續發展稅收方案。最重要的措施在
國家級別實施，然而也有一些在地方級別的措施，能源稅（燃
料稅、電力稅）是近年來的重中之重，但碳稅也日益受到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擬議的二氧化碳稅將以「氣候紅利金」的
形式返還給居民（個人），並因居民的居住地而異。基本上，
居住在偏遠地區，公共交通不便，獲得的氣候紅利金高於城市
地區的居民。這樣，可以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代替汽車的居民，
將被鼓勵透過轉用排放較少二氧化碳的交通工具來節省開支。
然而，實施辦法仍在進行討論中。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環境稅收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碳定價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第12頁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11日的資訊

比利時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比利時的永續發展稅收方案非常完善且涵蓋範圍廣泛，例如，
實施歐盟環保法規和政策。由於比利時的聯邦性質，大部分措
施從地方層面實施。各地區（布魯塞爾地區 、法蘭德斯地區和
瓦隆地區）擁有各自的議會、地區廢棄物管理和環境機構制定
各自的環保法規和政策 。
比利時就燃料消耗徵收較高的燃料稅。由於比利時較早引入垃
圾掩埋禁令且垃圾掩埋稅費較高等原因，比利時的回收再利用
率非常高。因此，比利時針對家庭和工業包裝的生產者責任延
伸（EPR）制度比較成功。在回收再利用和生產者責任延伸方
面，比利時往往被視為歐洲領先國家 。
由於政策推動以及消費者和公民的大力支持，未來比利時將實
施進一步或更加嚴苛的環境稅、法規和政策。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第13頁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碳定價

環境稅收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17日的資訊

巴西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巴西持續制定永續發展稅收方案。但是，一些通常對基礎設施
和創新的激勵政策往往僅適用於永續發展專案。
目前，巴西政府正在分析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但尚未
確定新規定執行的日期。政府正在進行經濟影響分析，並與巴
西三家企業進行排放交易系統的模擬。聖保羅、里約熱內盧等
州正在評估州層面排放交易系統方案的可行性。
目前，巴西政府聚焦於生質燃料（國家生質燃料政策方案）和
車輛（國家汽車2030）。2017年，巴西政府透過國家生質燃
料政策，訂定避免使用化石燃料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強制性
目標。該制度基本上允許生質燃料認證。該項法律還提供脫碳
化信用值，將減排目標與各生質燃料生產商的生命週期評估相
結合。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創新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第14頁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碳定價

環境稅收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7日的資訊

加拿大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加拿大的永續發展稅收方案已制定多年，並且不斷演變。隨著時
間的經過，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協調應用環境法規，包括水、
空氣、陸地和環境評估。

減排

2016年，加拿大通過泛加拿大框架（PCF），該框架著重於碳
污染定價、針對全經濟活動的減排補充措施、適應和因應氣候變
遷、清潔技術、創新和就業。
目前，加拿大主要採用補助或回饋的形式，如聯邦政府實施永續
發展資助方案，針對清潔能源投資加速折舊以及若干省級政府實
施的永續發展方案。
2018年，加拿大制定碳定價框架。各省和各地區可靈活制定各
自的定價方案。如果地方方案不符合聯邦政府標準，則實施聯邦
方案。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減排技術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綠色工作/訓練
塑膠與包裝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第15頁

排放和空氣汙染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已實施碳稅制度

電子廢棄物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氫基燃料

創新

碳定價

環境稅收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1日的資訊

中國大陸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中國大陸的永續發展稅收方案由來已久，並且不斷發展。從國
家層面，中國大陸有三個環保重點領域：減少污染、溫室氣體
減排、資源保護。政府推出的多項稅收政策激勵，採用不同的
機制，以因應這三個重點領域，例如，針對特定企業或特定收
入來源提供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增加增值稅退稅或提供稅收
豁免。
就減少污染而言，2018年，中國大陸推出環保稅（EPT），就
四類污染物（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棄物和噪音）的
排放徵收環保稅，取代長期以來主要針對同類污染物徵收的排
汙費。
就溫室氣體減排而言，中國大陸近期制定了碳排放權交易系統，
並就碳稅進行討論，以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
碳中和的碳目標。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創新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第16頁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碳定價

環境稅收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2月25日的資訊

哥倫比亞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哥倫比亞正持續制定綠色稅收方案，現有的大多數措施如碳稅
和塑膠袋消費稅是從國家層面實施。

減排

除了課稅，哥倫比亞還推出針對環境友好型投資（例如能源效
率投資和非傳統能源投資）的稅收優惠。
哥倫比亞政府正在考慮推出更多綠色稅收措施，但目前尚未達
成一致。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環境稅收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碳定價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第17頁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9日的資訊

賽普勒斯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目前，賽普勒斯唯一的永續發展稅收方案是對每艘海船減免高
達30%的船舶噸位稅，以採取積極措施減少其對環境的影響。

減排

提出更多的永續發展稅收方案可能會成為賽普勒斯復甦及復原
力計畫的一部分，該計畫包括若干立法改革，預計將於2026
年6月前實施，其目的是促進更有效地利用環境資源，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增加再生能源的供應。
目前正在審議或討論的立法改革包括：對不屬於歐盟溫室氣體
排放交易體系的經濟領域使用的燃料徵收碳稅，逐步對用水徵
收費用，以及對家庭和垃圾掩埋廢棄物徵收費用。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環境稅收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碳定價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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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1月25日的資訊

丹麥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丹麥的永續發展稅收方案非常完善，已在全國實施多年。丹麥
針對促成節能、二氧化碳減排或促進永續能源發電的的技術或
專案相關投資提供若干補助等激勵政策。

減排

丹麥碳稅適用於溫室氣體排放，並就化石燃料和廢棄物徵收稅
負。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減排技術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環境稅收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創新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碳定價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塑膠與包裝

已實施碳稅制度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第19頁

電子廢棄物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11日的資訊

歐盟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永續性激勵政策

展望
歐盟的永續發展稅收方案非常完善，並且隨著歐洲綠色政綱
（歐盟實現永續發展經濟的計畫）的公布不斷增加，部分措施
從歐盟層面實施，但大多數在成員國實施，由於各成員國的能
源組合和經濟結構不同，實施情況有所不同。有些情況下，歐
盟採取由上而下實施一項措施，與成員國採納的類似措施相輔
相成。例如，歐盟就成員國徵收的塑膠稅，歐盟大多數成員國
輔以相應的稅，向其國內生產商徵收與塑膠稅等同的稅項。
最重要的關注點是歐盟排放交易機制（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方
案）和目前正在建立的相關碳邊境稅機制、循環經濟和脫碳激
勵。
歐盟正在積極致力於實施新措施，修訂諸多法案，建立和制定
新機制，以提高永續發展稅收方案的有效性，實現科技進步。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減排技術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綠色工作/訓練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第20頁

排放和空氣汙染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已實施碳稅制度

電子廢棄物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氫基燃料

創新

碳定價

環境稅收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2月26日的資訊

芬蘭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芬蘭的永續發展稅收方案非常成熟，芬蘭已經實施多項環境相
關稅費，公開討論對現有或新的特種消費稅的變革成為常態，
以此作為實現芬蘭氣候變遷政策的方法。

減排

芬蘭所有的能源和環境相關稅均在國家層面實施，部分措施在
歐盟層面（能源稅）和在國家級別實施（例如廢棄物稅、飲料
容器稅）是相一致的。芬蘭在地方級別還實行諸多環境相關稅，
例如由市政府施行的水排放費。
芬蘭是歐盟排放交易體系的成員國。最近就交通運輸用化石燃
料是否實施國家排放交易體系還在討論中，目前尚未達成共識。
儘管芬蘭財政部已就實施塑膠包裝稅進行諸多研究，但目前尚
未提出關於實施的提議或公布的計畫。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第21頁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碳定價

環境稅收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17日的資訊

法國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永續性激勵政策

展望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法國已制定永續發展稅收方案，主要由
中央實施，近年來亦有所擴增。2019年，法國通過一項重要的
能源和氣候法，設定遠大的環境目標，例如：到2030年較2012
年減少40%化石燃料消耗，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
法國環境稅制度是一項以行為為基礎的稅制，旨在就被視為危害
最大的活動和產品課稅，為綠色經濟提供免稅政策，從而調整企
業和家庭的行為。法國就能源消耗徵收多個稅項，例如：電力消
費稅（TICFE）、國內能源產品消費稅（TICPE）及國內天然氣
消費稅（TICGN），並就交通運輸徵收多個稅項（例如：車輛使
用費）。能源稅還有一個重要的碳組成部分（即碳稅）。
法國制定了多項永續發展激勵方案，例如：所得稅抵免、加速折
舊和其他補貼。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第22頁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碳定價

環境稅收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9日的資訊

德國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永續性激勵政策

展望
德國擁有非常完善的永續發展稅收方案，主要由中央實施，並
且不斷制定更多方案。永續發展稅收和政策激勵是德國的一項
政策重心。由於技術進步、其他環境需求以及歐盟法規的強烈
影響，德國對這些方案進行了調整。
德國提供多項永續性激勵政策，例如：為購買符合規定的產品
提供補助或回饋，在符合條件的特定情況下降低碳稅或燃料稅。
2021年，德國開始就建築業和交通運輸業使用的燃料實施國家
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2023年，該項排放交易系統的涵
蓋範圍將擴展至所有燃料。該項措施是德國2030年氣候保護計
畫的一部分，德國徵收若干項其他燃料稅和環境稅。目前政府
的重心是碳定價、再生能源和燃料稅，未來可能聚焦包裝稅、
塑膠稅、歐盟和國家排放交易系統變革、再生能源法案的豁免
條款、取消能源和電力稅退稅和免稅。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減排技術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綠色工作/訓練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註：德國除參與歐盟 ETS 外，亦有自己的 ETS

第23頁

排放和空氣汙染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已實施碳稅制度

電子廢棄物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氫基燃料

創新

碳定價

環境稅收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1日的資訊

香港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2020年11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宣布，香港將努力在2050
年前實現碳中和，並將訂定更積極的減碳策略和措施。政府將
研究各種減少碳排放的方法，包括不同類型的零碳能源和脫碳
技術、加強提高新建和現有建築的能源效率、導入更嚴格的能
源效率標準、推廣綠色交通運輸、建設大規模垃圾焚燒發電設
施以及公開倡導低碳生活方式。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亦將發展
綠色金融，以增加有利於減少碳排放的投資，建設更能抵禦氣
候變遷的低碳經濟。
2021年2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布《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35》，主要目標有兩個，近期目標是逐步將都市固體廢棄物
的人均棄置量降低40-45%，將回收率提高至約55%，長期目標
是擺脫依賴垃圾掩埋場處理廢棄物，建立可以將廢棄物轉化為
能源的設施。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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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碳定價

環境稅收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7日的資訊

印度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印度的永續發展稅收方案比較完善，主要由中央實施。但是，
印度還就燃料徵收地方稅，並就清潔能源措施提供激勵政策。
印度無正式的碳稅，但就汽油和柴油課較高的稅費。自2014年
以來，印度就汽油和柴油的課稅額大幅上漲，可能達到全球最
高，超過了100%（結合消費稅和增值稅的影響）。此外，印度
對電動汽車徵收的稅額較低，商品和服務稅稅率僅為5%，而對
內燃引擎車輛徵收的商品和服務稅稅率為28%。
印度提出多項財政措施，將激勵國內生產先進化學電池、太陽
能板和展開其他相關業務活動。此外，政府已通過就污染環境
的舊車輛徵收「綠色稅收」的提議。政府已經提出與製造業相
關的生產連結計畫（PLI），以提高包括電動汽車和氫燃料電池
汽車在內的國內製造能力 。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綠色工作/訓練
塑膠與包裝

已實施碳稅制度

排放和空氣汙染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電子廢棄物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創新

碳定價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減排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x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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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稅收

永續性激勵政策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2月25日的資訊

印尼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環境稅收

永續性激勵政策

儘管一些投資稅收優惠政策確實適用於綠色投資，印尼正處於
制定綠色稅收政策的初始階段，目前未在國家或地方層面實施
相關措施。
印尼政府已宣布計畫引入碳稅，根據目前仍在國會審議和討論
的稅收法案，將就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的碳排放徵收碳稅，擬
最低為每公斤二氧化碳當量課徵印尼盾75元碳稅（相當於每噸
二氧化碳當量約5.2美元）。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減排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電子廢棄物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排放和空氣汙染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減排技術

x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氫基燃料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碳定價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已實施碳稅制度

x

塑膠與包裝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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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15日的資訊

x

愛爾蘭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環境稅收

永續性激勵政策

愛爾蘭的永續發展稅收措施由來已久，主要由中央實施。2002
年，愛爾蘭成為首批引入塑膠袋稅的國家之一，使塑膠袋使用
量降低了90%。2010年，愛爾蘭引入碳稅。愛爾蘭還制定若干
永續性激勵政策及方案。所採取的措施不斷變化，重要性穩定
上升。
愛爾蘭政府已聲明自2021年起每年減少7%溫室氣體排放目標，
相當於在未來10年（2021–2030）減少51%，另外還制定另一
個目標：到2030年電力需求有70%來自再生能源，到2050年
實現碳中和。在實現這些目標的過程中，2022年預算案將碳稅
價格提高至41歐元/噸，目標到2030年提高至100歐元/噸，並
納入其他環境稅措施。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減排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電子廢棄物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排放和空氣汙染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塑膠與包裝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創新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塑膠與包裝

已實施碳稅制度

x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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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排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碳定價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9日的資訊

x

義大利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永續性激勵政策

展望
義大利的永續發展稅收方案和激勵政策非常完善，主要由中央
實施。義大利計畫將所獲取「下一代歐盟」計畫基金的37%用
於協助該國實現綠色轉型。經與歐盟達成一致共識，義大利將
從國家層面確定這些資金的使用及方案的實施，並從地方層面
保留部分對各自的特定需求、稅基基礎和法遵義務的管控。
義大利為納稅人提供若干國家和地區環保激勵政策，例如：改
造建築物提高節能的「超級獎勵」激勵。需要注意的是，許多
激勵政策和環保優惠的有效期不斷改變，其中一些逐年更新，
有些為一次性方案。
目前，義大利未制定碳定價機制，但引入多項燃料稅，不過主
要為支付非經常性損益和意外成本。自2021年7月起，義大利
就一次性塑膠製成品課稅。綠色轉型期間，義大利將制定更多
環保稅和激勵政策。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創新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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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碳定價

環境稅收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16日的資訊

日本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近期，日本宣布其到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並將這一目
標作為政府的一項主要政策項目。在這一背景下，預期日本將
採取更多與碳相關的政策措施（例如：大幅增加碳稅）。

減排

日本不斷制定永續發展稅收方案，並且引入一項新的企業所得
稅激勵政策，以促進碳中和投資，作為2021年稅制改革提案的
一部分。目前，日本採用稅收抵免、加速折舊、補助或獎勵回
饋等方式提供永續性激勵政策。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減排技術

日本實施國家碳稅，適用於所有化石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自2008年以來，日本一直在考慮實施國家碳排放權交易系統
（ETS）。近期的報告顯示，不久之後可能會討論新的碳排放
權交易系統市場。有兩個區域型排放權交易系統適用於工業、
電力和建築業與能源使用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日本還徵收多
項燃料稅。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綠色工作/訓練
塑膠與包裝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第29頁

排放和空氣汙染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已實施碳稅制度

電子廢棄物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氫基燃料

創新

碳定價

環境稅收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11日的資訊

立陶宛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立陶宛實施一系列永續發展稅收政策已有一段時間，其中包括
污染稅、燃料稅、廢物稅以及某些塑膠和包裝稅。立陶宛還加
入了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

減排

預計將提出更多與歐洲綠色政綱有關的措施，將採取的措施包
括：循環經濟和氣候中和經濟、永續和無障礙城市、綠色能源、
自然資本的保護和永續利用、永續的農業、水產養殖和食品生
產系統與社會，作為歐洲綠色政綱轉型的夥伴。
值得注意的是，在立陶宛，包裝稅不僅僅適用於塑膠，紙板包
裝、木質品包裝和其他包裝都有分別課稅。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環境稅收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碳定價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第30頁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2月25日的資訊

盧森堡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永續性激勵政策

展望
盧森堡的永續性激勵措施非常完善，然而，永續性稅收和免稅
政策仍在發展中。國家碳排放交易系統（ETS）可以計算排放權，
並監測營運商環境義務的履行情況。歐盟關於減少塑膠產品的
指令尚未在其國內立法中實施，相關法律仍為草案版本。
在碳排放方面，隨著2021年碳稅制度導入，盧森堡向提高環境
稅邁出了一大步。

投資在保護環境、減少廢棄物或節約能源而購買或建造的資產
也可能有資格獲得稅收抵免，投資額小於150,000歐元的部分
可獲得8%的稅收抵免，超過的部分可獲得2%的稅收抵免。購買
純電動或氫燃料電池的零排放車輛如符合特定條件，也可獲得
稅收抵免。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第31頁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碳定價

環境稅收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11日的資訊

馬來西亞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馬來西亞仍在制定永續性稅收政策。中央提出了幾項綠色激勵
措施，包括所得稅抵免、加速折舊、補貼和退稅。

減排

馬來西亞政府已經宣布一項將在馬來西亞實施的碳稅提案，並
制定一項國內排放交易計畫。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環境稅收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碳定價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第32頁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1日的資訊

墨西哥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墨西哥的永續發展方案已制定多年，包括中央和地方層級的激
勵政策。大多數地方激勵政策在墨西哥城實施。

減排

永續性激勵政策包括對再生能源發電使用的機械設備進行全額
折舊；根據環境條件改善情況（例如：固體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水電節約、污染排放物減少等）降低個人所得稅或財產稅。
墨西哥擁有兩個國家總量控制和排放交易方案。2021年第三季，
墨西哥開始進行重要的技術研究，這些研究將為環境與自然資
源部提供相關ETS各種關鍵要素的建議，例如排放總量控制的
設定和參與企業的競爭力等。預計這些結果將在ETS實施
（2023年）前的準備工作階段中予以考慮。

此外，自2014年1月起，政府亦對化石燃料的碳含量課稅。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減排技術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綠色工作/訓練
塑膠與包裝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第33頁

排放和空氣汙染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已實施碳稅制度

電子廢棄物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氫基燃料

創新

碳定價

環境稅收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2月22日的資訊

x
x

荷蘭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永續性激勵政策

展望
荷蘭的環境稅費制度比較完善，主要由中央實施。荷蘭持續
制定新的措施（例如：機票稅和二氧化碳稅），旨在因應氣
候變遷，在新冠病毒疫情後復甦和歐洲綠色政綱中發揮關鍵
作用。
荷蘭政府致力於減少對其他國家、高價格或污染燃料的依賴。
為了實現荷蘭氣候計畫比2005年減少43%排放的目標，荷蘭
政府為投資永續技術的荷蘭企業家提供多種優惠方案。
荷蘭環境稅最初主要就能源和燃料消耗徵收。近期，荷蘭政
府專注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以及透過塑膠稅和碳稅增加收入
的新方式。自2021年起，荷蘭對已納入現行歐盟碳排放權交
易系統的設施徵收碳稅。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第34頁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碳定價

環境稅收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2日的資訊

紐西蘭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紐西蘭政府表示，氣候變遷是他們的優先因應事項之一。溫
室氣體減排計畫於2022年5月發布，該計畫確定至2035年的
氣候行動方向。紐西蘭2022年的財政預算將重點關注投資在
減少排放和實現紐西蘭氣候目標的措施上。
此外，據瞭解，政府正在調查將稅收制度用於環境/永續性目
標的情況，但進一步的細節尚不清楚。
政府的碳排放交易系統（ETS）於2022年上半年進行磋商，
針對的是紐西蘭碳排放交易機制（NZ ETS）涵蓋範圍之外的
農業部門排放。其他重點領域包括燃料和廢棄物附加費。

永續性激勵政策

環境稅收

減排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碳定價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第35頁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1日的資訊

挪威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與其他國家相比，挪威政府的永續稅收制度十分先進。
挪威政府正在積極制定更多措施，如果挪威不加入歐盟，鑒
於歐盟最近採取措施並提議修訂歐盟能源稅指令，挪威可能
會透過調整國家措施，與歐盟倡議保持一致來因應這些變化。
在挪威近期的氣候報告中，政府特別關注如何減少運輸、農
業、廢棄物、建築和土木工程的碳排放，這是因為這些產業
不是歐盟配額制度規範的一部分。

減少非規範產業的碳排放主要是每個國家的責任。整體來說，
挪威在永續稅收方面傾向於遵循歐盟的趨勢。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環境稅收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碳定價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第36頁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3日的資訊

秘魯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秘魯仍在制定永續性稅收計畫，大多數現有措施都是由中央
實施。

減排

目前，政府的主要重點是促進轉向使用再生能源，以及減少
一次性塑膠袋、發泡聚苯乙烯一次性容器、一次性塑膠包裝、
塑膠吸管和容器的使用。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環境稅收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碳定價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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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2月22日的資訊

波蘭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波蘭就空氣排放、包裝、廢棄物、水和廢水制定了完善的環保
政策，並且不斷制定其他政策和稅收措施，主要目的是實施或
回應歐盟法規（例如：塑膠稅提案）。大多數環保措施主要由
中央制定。

減排

波蘭為綠色投資提供各種獎勵，例如：補助、回饋、稅前扣除
和貸款。波蘭的碳定價主要受歐盟法規關於歐盟排放貿易體系
的規定影響。中央政府課稅主要針對能源、空氣排放、包裝、
廢棄物、水和廢水。
波蘭從化石燃料轉型的工作仍處於起步階段，稅制將不斷調整，
以促進這些變革。稅收和附加費也取決於歐盟法規。波蘭正在
積極致力於塑膠稅和生產者責任延伸費等其他措施。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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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碳定價

環境稅收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11日的資訊

菲律賓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菲律賓的永續性稅收政策仍在發展中。中央層級有數項環保稅
收和免稅政策，採取稅收抵免、關稅和課稅形式。

減排

聯邦政府正在考慮新的立法，以支持其他稅收永續性機制。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環境稅收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碳定價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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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15日的資訊

葡萄牙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過去的十年裡，葡萄牙一直在增加永續發展稅收方案。近期，
相關措施的數量小幅上升。大多數措施由中央實施，與歐盟
其他成員國高度一致，致力於碳減排和低排放，例如：支持
純電動車車輛。
葡萄牙徵收兩種不同的碳稅：一種通常適用於主要來自工業、
建築業和交通運輸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一種適用於航空航
海旅行的二氧化碳排放。葡萄牙還參與歐盟碳排放權交易系
統，並課多項燃料稅和環境稅。
一旦2022年葡萄牙國家預算法獲得核准，葡萄牙政府預計將
頒布新的環境相關稅收和激勵措施。由於新政府（1月底選舉）
於4月上任，因此上述法規應於2022年6月底/7月初公布。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減排技術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綠色工作/訓練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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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和空氣汙染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已實施碳稅制度

電子廢棄物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氫基燃料

創新

碳定價

環境稅收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2月25日的資訊

羅馬尼亞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環境稅收

羅馬尼亞已經制定永續性稅收計畫，主要為國家層級的政策。
羅馬尼亞政府現有一系列綠色激勵措施，包括包裝稅、石油
稅和輪胎稅在內的綠色稅收政策，已在多年前就實施。

減排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2017年，羅馬尼亞對廢棄電器和電子設備以及可攜式電池和
蓄電池實行新的稅收制度。此外，近期還實施對一次性塑膠
的使用限制。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碳定價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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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22日的資訊

俄羅斯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在俄羅斯，永續發展稅收是一項非常新的領域，仍在制定階段。
部分措施已生效，並且成功實施，例如，稅收激勵政策。稅收
激勵政策包括為投資節能資產和最佳可行技術的企業提供加速
稅收折舊和稅收抵免（即，遞延繳稅）。
俄羅斯未建立國家碳稅或碳排放權交易系統，但有若干類似的
環境稅，例如：礦產開採稅、汽車產業使用費、大多數消費品
的進口商和生產商的環保費、任何工業生產對環境的消極影響
產生的費用。
俄羅斯政府正在進行更多與永續發展稅收措施相關的討論，但
尚未明確達成共識。需要注意的是，在薩哈林州（俄羅斯遠東
地區），當地政府機構預期該地區將進行首個俄羅斯試驗專案，
建立試驗溫室氣體排放交易機制，期望到2025年實現碳中和。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減排技術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綠色工作/訓練
塑膠與包裝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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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和空氣汙染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已實施碳稅制度

電子廢棄物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氫基燃料

創新

碳定價

環境稅收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1年9月17日的資訊

新加坡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新加坡歷來提供永續發展稅收激勵政策，鼓勵企業參與永續發
展。新加坡主要針對節能、採用碳減排技術或解決方案、使用
再生能源或替代能源提供永續發展稅收激勵政策，並且定期補
充或更新這些激勵政策，以確保新加坡在氣候變遷加快的情況
下，盡一切努力實現其環境永續發展目標。
2019年，新加坡成為首個針對全經濟活動範圍徵收碳稅的亞
洲國家之一。在2022 年預算案中，新加坡承諾在2024年將碳
稅從每噸5美元提高到每噸25美元，以期到2030年達到每噸
80 美元。擬議的碳稅增加將於2023 年生效。
2021年發布的「新加坡2030綠色計畫」包括減少公共部門排
放的整體政府措施以及新激勵政策，以鼓勵提升新加坡在食品
安全、能源管理和綠色金融方面的能力。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減排技術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綠色工作/訓練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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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和空氣汙染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已實施碳稅制度

電子廢棄物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氫基燃料

創新

碳定價

環境稅收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15日的資訊

斯洛伐克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環境稅收

斯洛伐克的永續性稅收計畫已經成熟且定義明確。為了保持其
在全球永續性舞臺上的地位，斯洛伐克政府正在設計針對該國
永續性議程的新稅收計畫。

減排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斯洛伐克採用的機制包括能源稅、運輸稅和污染稅，這些機制
均由中央實施。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斯洛伐克目前沒有碳稅制度，但正在考慮實施碳稅。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減排技術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碳定價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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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2月10日的資訊

南非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南非不斷制定永續發展稅收方案，通常由中央實施，例如
2019年實施的碳稅。

減排

目前，南非採用稅收抵免、稅前扣除、補助或回饋等形式，減
少能源利用或使用再生能源相關的永續發展激勵措施。這些激
勵措施適用於特定科技、資產或基礎設施的費用。南非還為清
潔/環保能源發電提供獎勵措施。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南非於2019年頒布的碳制度主要應用於工業溫室氣體排放，
現行的碳稅機制將於2022年審查，預期將取消當前大多數甚
至全部豁免的免稅額度，這將大幅增加碳稅（目前最多可減免
95%）。

減排技術

2020年，政府宣布計畫提出就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塑膠進行課
稅的法規。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綠色工作/訓練
塑膠與包裝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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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和空氣汙染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已實施碳稅制度

電子廢棄物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氫基燃料

創新

碳定價

環境稅收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7日的資訊

韓國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韓國不斷發展永續發展稅收方案，近期取消部分稅收方案（例
如，綠色節能），並逐年修訂投資相關稅收方案。中央政府管
理大多數現行環保政策，例如：2015年推出的碳排放交易計
畫（K-ETS）。

隨著韓國逐步將重心放到碳減排，承諾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
韓國持續展開碳稅設計和實施相關討論。部分機構認為，現行
的法規對水污染和空氣污染課稅過於複雜，難以計算，這可能
為針對全經濟活動範圍徵收的碳稅機制帶來機會。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減排技術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環境稅收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創新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碳定價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塑膠與包裝

已實施碳稅制度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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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2月28日的資訊

西班牙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西班牙的永續發展稅收制度比較完善，涵蓋國家碳稅和許多環
保稅、費用、免稅和激勵政策，且仍在不斷發展中。碳稅和一
些環境稅、免稅和激勵政策將在國家層面實施，但大多數永續
發展稅收和免稅政策在地方層面實施。因此，西班牙全國各地
的稅收處理方式並不一致。
西班牙為投資再生能源、地上交通工具或避免污染等特定領域
提供國家稅收抵免。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減排技術

隨著西班牙提出實施全面的稅收改革，例如：一次性塑膠包裝
稅、垃圾掩埋稅，將環境因素納入現有的直接稅和間接稅，未
來西班牙可能實施更多環保稅。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環境稅收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創新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碳定價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塑膠與包裝

已實施碳稅制度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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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2月24日的資訊

瑞士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瑞士就環境議題的立法仍在穩步推動中。2021年12月，瑞士
議會將二氧化碳排放法的兩項工具延長至2024年，即在2021
年6月13日全民公投中拒絕修改的二氧化碳排放稅豁免和抵消
二氧化碳排放的義務。儘管這對瑞士來說似乎是一個退步，尤
其是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特別是歐盟）在永續發展政策方面的
進步相比，但瑞士在聯邦、州和市級的環境稅方面仍然處於領
先地位。將於2025年開始實施的二氧化碳法修訂版在4月4日
之前公開徵求意見，該草案對環境保護法、礦物油稅收法、重
型車輛交通費法、能源法和聯邦航空法進行了修訂。
重大立法改革即將到來，尤其是修訂後的《二氧化碳法案》。
瑞士政府似乎有可能在某個時機效仿歐盟，提出瑞士碳邊界調
整機制（CBAM）。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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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碳定價

環境稅收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2月25日的資訊

臺灣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臺灣的綠色稅收方案仍處於初期階段，大多數新措施為國家
級層面。2015年，臺灣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確立
2050年臺灣溫室氣體減排50%的長期目標。
根據此法案內容，沒有關於稅收、費用或收費的規定，近期
政府針對此法案提出的修正草案，將包括碳費徵收制度，預
計該修正案將在不久將來完成。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環境稅收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碳定價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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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1年2月25日的資訊

泰國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泰國的永續性稅收措施正在發展中，預計即將建立的機制將由
國家實施。
目前只有一項初步立法草案，該草案概述了為處理廢棄電器和
電子設備提供資金的可能性。
現在評估支持泰國永續性稅收措施的任何獨特因素還為時過早，
因為該國仍處於政策制定的早期階段。

雖然討論正在進行中，但泰國還未就其他永續性措施達成共識。
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推動的投資清單會定期更新，以反映泰國
的各種重點產業，其中之一就是永續發展。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環境稅收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碳定價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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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2月25日的資訊

土耳其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永續性激勵政策

展望
土耳其的綠色稅收方案仍處於初期階段，大多數新措施為國
家級層面。土耳其政府正在積極努力提出更多措施來保護環
境，提高資源生產力。為了配合這些措施，2020年末，土耳
其成立土耳其環境署。
目前，土耳其採用補助、回饋或貸款的形式提供國家永續性
激勵政策。
土耳其最顯著的綠色稅收措施是環境貢獻費和回收貢獻費，
不徵收碳稅。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環境稅收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創新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碳定價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塑膠與包裝

已實施碳稅制度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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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廢棄物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11日的資訊

英國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英國的永續發展稅收方案非常完善。2005年，英國是歐盟碳排
放權交易系統（ETS）的創始成員國。英國徵收氣候變遷稅，
燃煤發電因而減少，歐盟碳排放權交易系統下的碳價是依碳價
下限而定。該等措施主要在國家層面實施，但英格蘭、威爾斯
與蘇格蘭之間的部分環境目標不同。例如，蘇格蘭的減排目標
比英國的國家目標更高。
隨著英國脫歐，英國推出自身的排放交易系統，碳價目前略高
於歐盟碳價。其他重點領域包括氣候變遷稅、各種燃料稅、其
他環境稅以及新實施的塑膠包裝稅（自2022年起生效）。
英國財政部在10月底發布關於淨零排放的報告可能為進一步的
稅收措施奠定基礎 。 該報告探討英國脫碳過程中的關鍵問題、
企業和家庭在轉型過程中的潛在風險以及設計脫碳政策時需要
考慮的因素 。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減排技術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x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綠色工作/訓練
塑膠與包裝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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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和空氣汙染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已實施碳稅制度

電子廢棄物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減排

創新

碳定價

環境稅收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4日的資訊

美國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美國從國家和地方層面為再生能源、車隊脫碳化和節能提供完
善的環保（稅收和非稅收）激勵措施。大部分監管措施從地方
層面制定，而激勵政策則涵蓋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美國若干
地區已實施或正在考慮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或碳稅，但是，
聯邦政府和政黨對碳定價行動的前景仍然有限。

美國永續發展措施的重中之重在於燃料稅、回饋和補助方案、
依據績效的激勵措施和環保建築物激勵政策、車隊脫碳化/電氣
化、再生能源和替代燃料生產的企業所得稅抵免、能源投資和
儲存。
美國各地區正在積極致力於增加綠色稅收相關的激勵政策和碳
定價機制。在聯邦政府層面，美國就環保政策和相關稅收措施
展開諸多討論，但兩黨很難就目前的政策形勢達成一致。

減排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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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碳定價

環境稅收

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3月24日的資訊

越南
請至ey.com下載最新版追蹤報告

返回至國家/地區清單
J =國家/地區級別；L = 地方級別

展望

永續性激勵政策

越南的永續性稅收計畫已經建立相當長一段時間，主要是國家
層面政策，自2000年開始徵收自然資源稅，自2010年開始徵
收環境保護稅。

減排

但是，越南仍在制定新的措施。《環境保護法》於2022年1月1
日生效，此外，越南政府正在積極實施新措施，並將在不久將
來發布關於排放交易系統的詳細指南。
越南政府還為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商業活動制定了激勵和援助措
施，以鼓勵企業抓住永續發展、清潔能源轉型和減少廢棄物的
機會。

具能源效率建築物建造／改造
能源效率設備（變頻器、製冷、熔爐等）

環境稅收
水消耗、污染和排放費徵收
回收、廢棄物和垃圾掩埋場
電子廢棄物
排放和空氣汙染

減少用水量的技術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技術

能源/電力生產、分配和消耗

減排技術

工業和製造程序

能源轉型
替代燃料（電動汽車／液化天然氣／壓縮天然氣）車輛/基礎設施

塑膠與包裝

環境稅免稅

氫基燃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創新

碳定價

使用回收材料/投資回收設備
研發用於製造「綠色」產品的機器

已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碳捕捉技術（封存/利用）

正在建構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

綠色工作/訓練

已實施碳稅制度

塑膠與包裝

正在考慮實施碳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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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用水量，生產熱能
廢棄物減少/回收再利用
電子廢棄物
減排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車輛和設備）
現地發電（汽電共生/廢熱燃料電池/微型氣渦輪機）
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
傳統能源發電
能源效率、工業和製造程序
塑膠與包裝

安永綠色稅收追蹤報告

截至2022年2月28日的資訊

聯繫安永

安永 | 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 營運長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886 2 2757 8888 ext. 88858
Heidi.Liu@tw.ey.com

安永的宗旨是致力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我們以
創造客戶、利害關係人及社會各界的永續性成長為
目標，並協助全球各地資本市場和經濟體建立信任
和信心。
以數據及科技為核心技術，安永全球的優質團隊涵
蓋150多個國家的業務，透過審計服務建立客戶的
信任，支持企業成長、轉型並達到營運目標。
透過專業領域的服務－審計、諮詢、法律、稅務和
策略與交易諮詢，安永的專業團隊提出更具啟發性
的問題，為當前最迫切的挑戰，提出質疑，並推出
嶄新的解決方案。
加入安永LINE@好友
掃描二維碼，獲取最新資訊。

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組織，加盟該全球組織的各
成員機構都是獨立的法律實體，各成員機構可單獨簡稱為「安永」。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註冊於英國的一家保證（責任）有限公司，不對
外提供任何服務，不擁有其成員機構的任何股權或控制權，亦不作為任何
成員機構的總部。請登錄ey.com/privacy，了解安永如何收集及使用個人
資料，以及個人資料法律保護下個人所擁有權利的描述。安永成員機構不
從事當地法律禁止的法律業務。如欲進一步了解安永，請瀏覽 ey.com。
安永台灣是指按中華民國法律登記成立的機構，包括：安永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安永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企
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
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及財團法人台北市安永文教基金會。如要進一步了
解，請參考安永台灣網站 ey.com/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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