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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國車輛普遍使用柴油，而柴油
的稅率一直低於其他燃料。馬克
龍宣佈對柴油和汽油分別加徵6.5
美分和2.9美分的稅，讓農村地
區、主要靠車輛出入的民眾感到
生活成本上升，對法國當局提高
柴油稅率深感不滿。政府推出新
政策前，應廣泛諮詢持份者，而
非貿然宣佈推行新政策，因為單
做正確的事並不足夠，政府亦需
向人民解釋新稅制的好處。此
外，政府應提供誘因，資助有關
車主購買更潔淨能源的車輛，幫
助他們逐步淘汰柴油車。

2.大多數「環保稅」均是針對消費
品徵稅，意味無論國民收入高
低，均要就同一項物品支付同等
稅款，故窮人繳付的稅項佔其收
入的比例，將遠高於高收入者。
以引發「黃背心」示威的燃油稅
為例，國民不論收入多寡，燃油
稅的加幅均相同，使較貧窮的鄉
郊居民首當其衝，引發強烈民
怨。因此，各國政府開徵新稅項
前，需考慮對貧窮人口的影響，
以免加劇社會不公，使環保措施
在嚴重政治阻力下半途而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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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高燃油稅對法國民眾有什麼影響？如何
減低民意反彈？

2. 有評論認為貧富不均嚴重的國家，「環保
稅」更易引起民眾反彈，因此你在多大程度
上同意此說法？

想 一 想

愈來愈多國家開徵環保稅，透過增加商家及平民的排污

成本，達至節能減碳效果。不過對於低收入人士而言，應

付日常支出已經捉襟見肘，難免對環保稅產生牴觸情緒。法國

總統馬克龍去年11月宣佈，今年1月1日起加徵燃料稅，以符

合《巴黎協定》的減排目標，引起大批國民不滿，爆發「黃背

心」示威，持續多周仍未完結，加稅計劃被迫難產。此事反映政

府在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時，將無可避免遇到「兩難局

面」，如何減少對低收入階層的影響，關鍵是不能只靠徵稅而無

補貼方案。 ■余禧 特約作者

各地持續排放溫室氣體各地持續排放溫室氣體，，對經濟及對經濟及
社會的影響日益明顯社會的影響日益明顯，，其中旱災及水其中旱災及水
災導致農產量減少災導致農產量減少，，空氣污染及生態空氣污染及生態
失衡亦衝擊公共財政失衡亦衝擊公共財政，，多地政府均有多地政府均有
意透過徵稅意透過徵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同同
時迫使市民和企業為污染負責任時迫使市民和企業為污染負責任。。法法
國總統馬克龍在國總統馬克龍在 20162016 年競選總統年競選總統
時時，，視推動環保政策為首要任務視推動環保政策為首要任務，，訂訂
下在下在20302030年前年前，，讓法國削減讓法國削減4040%%碳碳
排放的目標排放的目標，，同時提升潔淨能源的使同時提升潔淨能源的使
用率用率。。
法國車輛以往普遍使用柴油法國車輛以往普遍使用柴油，，而柴而柴

油的稅率一直低於其他燃料油的稅率一直低於其他燃料，，馬克龍馬克龍
去年去年1111月宣佈月宣佈，，對柴油和汽油分別加對柴油和汽油分別加
徵徵66..55美分和美分和22..99美分的稅美分的稅，，卻忽視法卻忽視法
國在國在20172017年底至年底至20182018年年1111月期間月期間，，
柴油價格已上漲約柴油價格已上漲約2323%%，，這讓法國國這讓法國國
民民，，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尤其是在農村地區、、依靠私家車依靠私家車
出入的民眾感到生活成本上升出入的民眾感到生活成本上升，，遂成遂成
為為「「黃背心黃背心」」示威的第一批響應者示威的第一批響應者。。

「「黃背心黃背心」」示威在去年示威在去年1111月月
1717日爆發日爆發，，約有約有2828萬人參與抗萬人參與抗
議議，，隨後每個周末都有十數萬人隨後每個周末都有十數萬人
繼續參加示威繼續參加示威，，終迫使政府讓終迫使政府讓
步步，，於於1212月月66日宣佈暫停上調燃油日宣佈暫停上調燃油
稅計劃稅計劃。。惟抗議者的訴求隨之轉移到惟抗議者的訴求隨之轉移到
其他問題上其他問題上，，包括提高工資包括提高工資、、降低稅降低稅
率率、、改善養老金和放寬大學入學要求改善養老金和放寬大學入學要求
等等，，抗議的參與者也跨越年齡抗議的參與者也跨越年齡、、職位職位
和地區和地區，，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都參與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都參與
其中其中，，示威踏入示威踏入 20192019 年後仍然持年後仍然持
續續。。

燃油稅減碳排燃油稅減碳排 窮人百上加斤窮人百上加斤

「黃背心」示威猶如流感般，蔓延至
歐洲多個國家，「傳染力」不能小視。
比利時布魯塞爾曾連續3個周末出現「黃
背心」遊行。示威者希望政府降低稅
項，增加就業機會。
意大利羅馬曾有成千上萬示威者效法
法國黃衫軍，穿上黃背心走上街頭抗議
反移民政策，呼籲獲得居留許可、社會
正義、權利和尊嚴。
匈牙利布達佩斯亦爆發十幾年來最大
規模示威遊行，反對黨誓言要效法法

國。約1.5萬名抗爭者走上街頭，並與警
察發生衝突。他們要求撤銷新的《勞動
法》中增加加班時數上限的規定，以及
尋求媒體自由和司法獨立。
德國也被示威浪潮波及，有數百名左

翼政黨和組織舉行黃背心示威，主要抗
議當地過高的房租及過低的退休金。愛
爾蘭都柏林則有百多名示威者於市中心
聚集，聲援法國「黃背心運動」。
除歐洲多國陷入示威浪潮，以黃背心

為標誌和象徵的抗爭活動甚至蔓延至以

色列。特拉維夫曾有約600名示威者抗議
石油、天然氣、食物及飲用水等價格上
漲，封鎖市中心道路，指責總理內塔尼
亞胡「搶劫」民眾。

法國調高燃油稅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環
境、對抗地球暖化，然而失控的暴力騷
亂，也凸顯對抗氣候變遷的艱巨。經濟
專家反思透過徵稅推動環保的方針，警
告各國政府開徵新稅項前，需考慮對貧
窮人口的影響，以免加劇社會不公，使
環保措施在民眾壓力下半途而廢。
不過即使稅項照顧窮人，亦可能面對
來自商界的龐大壓力。澳洲2012年一度
開徵碳排放稅，當時政府每年把50億澳

元稅收，用作調低薪俸稅和改善福利，
對貧窮人士影響相對較低。然而在煤炭
業大力反對下，執政工黨選票大量流
失，2014年自由黨的阿博特上台後，稅
項便遭廢除。澳洲國立大學教授若佐形
容，單做正確的事並不足夠，政府亦需
向人民解釋新稅制的好處。
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研究員

布倫斯廷指，人們往往只空談氣候變化
目標，卻沒關注措施當下帶來的影響，

無論政策多進取，首要條件是在政治上
可行，才能長期實施。
法國32歲糕點師傅皮卡爾早前加入

「黃背心」示威行列，他表明支持停用
化石燃料，亦同意增加燃油稅有助保護
環境，但坦言稅項將嚴重影響其生計。
皮卡爾指出，若政府按計劃加稅，每

公升燃油價格將上升6%至7%，對月薪
僅1,280歐元（約1.1萬港元）的他負擔
不輕。

全歐洲染黃 訴求多樣化
1. 社會長期存在貧富不均
這次抗議雖然由油價上漲引發，實際上

卻是近30年來法國社會長期發展不平衡
的後果，一些中下層國民收入低下，購買
力停滯，公共服務缺失。有批評指馬克龍
政策向富人及商界傾斜，社會不公義及分
化，才讓一場「黃背心」示威打開「潘多
拉的盒子」，一發不可收拾。
2. 藉環保設稅
馬克龍開設該燃料稅，原用於投資再生
能源，補助民眾購買清潔能源汽車等，降
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以達到減少碳排放的
目的。然而，法國政府在2018年把5.77
億歐元的環保預算刪除，將資源轉移到一
般預算上，卻以環保之名開設該燃料稅。
3. 由示威變反政府
「黃背心」示威演變成反政府運動，學
生也加入示威行列，令人聯想起法國於
1968年5月爆發的學運，當年的學運領袖
科恩．本迪特目前擔任總統馬克龍的顧
問。他接受《觀察家報》訪問時，直言是
次示威及騷亂，與當年學運不能混為一
談，認為五月學運是一場革命，現時的示
威只是恫嚇政府的行動。

社會不平衡
加稅變惹火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現
時全球已有多個國家和地區實
施碳排放稅，涵蓋全球每年溫
室氣體排放量的13%。世界銀
行指出，「綠色稅」在減排措
施中成本最低，可容許企業自
行決定發展潔淨能源的時間及
方式，同時有助刺激科技創
新。
1. 日本
2012年對石油、天然氣等

化石燃料徵收「地球溫暖化對
策稅」，所徵環境稅主要用於
節能環保產品補貼，促進可再
生能源普及等。環境稅由使用
化石燃料的日本各電力公司和
燃氣公司支付，但最終將轉嫁
至消費者。當時預計開徵環境
稅後，到2016年，每個家庭
每年的能源開支將因此增加
1,228日圓。此外，日本計劃
在2020年以後引進用於保護
森林的「森林環境稅」，人均
每年徵收1,000日圓，徵稅對
象是支付居民稅的 6,200 萬
人，預計政府每年能獲得620
億日圓的資金。

2. 澳洲
在環境稅的徵收方面比較

廣，像水污染稅、噪音稅、固
體廢物稅和垃圾稅等。除了交
稅之外，澳洲還通過減稅的方
式來保護環境，例如為了保護
澳洲的生態環境，政府對於遠
洋捕魚的收益推出稅收優惠，
實際上這也從側面保護了近海
的生物多樣性。
3. 中國內地
2016年底，全國人大常委

會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環境保護稅法》，並宣佈該
法從2018年1月1日起實施。
內容包括：空污染稅額每當量
1.2元；水污染物為1.4元；固
體廢物依種類每當量課稅5元
至1,000元不等；噪音按超標
分貝數，稅額每月 350元至
11,200元不等，直接向環保排
放應稅污染物的企業和其他生
產經營者徵收，全國每年約可
多收500億元稅款。淨化內地
環境，將減少由北方飄至香港
的污染物，大大有利於改善香
港的空氣質素。

綠稅成本最低
兼助科技創新

想保護環境 先保護窮人多 角 度 觀 點

黃背心
法國要求每位車主都

要帶備的衣着，遇上壞
車需站出車外時穿上。

■■法國總統馬克龍法國總統馬克龍
宣佈加徵燃料稅宣佈加徵燃料稅
後後，，引發黃背心示引發黃背心示
威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黃背心示威連續多個周末在巴黎街黃背心示威連續多個周末在巴黎街
頭爆發頭爆發。。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黃背心黃背心」」示威蔓延至多國示威蔓延至多國，，圖為以色圖為以色
列的示威者列的示威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