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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举行的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展现了全球对于气候稳定的雄心，从 2

°C 的原先目标延升至“远低于 2 °C（……）并力求将气温升幅限制在 1.5°C”。i 

为了方便全球减排工作的执行，该目标必须被转换成温室气体排放配额，而其主要成分为二

氧化碳，即全球碳预算。最新的 IPCC 报告涵盖了针对 2°C 及 1.5°C 目标之不同可能性的碳

预算数字，提供了减排工作的基础。 ii 低于 1.5°C 的 33%几率值适用于计算“后巴黎碳预

算”的上限——自 2011 年起 8,500 亿吨的二氧化碳。而另一个更大的数值——低于 2°C 的

66%几率值——并不实用，因为继巴黎峰会后，被公认过高的 2 °C 目标落空的三分之一几

率，已是不容发生的。 iii 以 2011 年为参考，IPCC 为 2015 年提出的数字显示，化石燃料使

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 1,670 亿吨。iv 安德森（2015）表示，在零排放实现前，我们必须

假定从 2011 年至 21 世纪末，森林砍伐及土地使用转换将造成至少 600 亿吨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于此同时，水泥生产将排放 1,500 亿吨的二氧化碳。v

巴黎峰会后，化石燃料的碳预算为 4,730亿吨二氧化碳 vi

1.5°C 及 2°C 只是各国协定的象征性数字。针对气候冲击更为重要的是气候系统里的临界

点vii ，尤其是会引发不可逆变化的动力学。例如：将焦点集中在防止格陵兰冰盖融化（由 1

至 4°C 的暖化所引发）之碳预算更为重要。viii 2016 年，除了面对热膨胀以及来自南极原冰

层的 3 公尺升幅，我们已处在可能牵动不可逆之 7 公尺海平面上升的阶段。ix 10 公尺以上的

海平面升幅可能在这几年内引发。我们尚不能肯定这将于何时发生，因为我们尚未能准确地

掌握这些临界点。倘若《巴黎协议》能够带领我们在“制动距离”内迈向零开采及零排放，

避开这些临界点，这将是历史性的盛举。碳预算可被理解为转换至可再生能源经济的过程中，

停止化石燃料使用的制动距离的一个近似值测定数。

针对化石燃料开采，后巴黎碳预算占了全球化石燃料存量的 16%。x 这些存量的 84%或

24,270亿吨的二氧化碳必须保留在地层中。其他存量的勘探工作亦须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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