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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雜誌封面 -擔心, 非常擔心

Source: TIME (2006/04/03)

◆本期《時代雜誌》封面
標題是 BE WORRIED. 

BE VERY WORRIED.

(擔心, 非常擔心)。



時代雜誌封面 -最後機會

◆本期《時代雜誌》封面標
題是 ONE LAST CHANCE 

(最後機會) 呈現包含了有關
CO2 排放的全球數據、全球
平均溫度 (1880年至今)等
數據，這些數據的呈現雖
然令人擔心，但其實也充
滿了改變的希望。

Source: TIME (2020/07/20)

(ps) 此圖由美國緬因州藝術家吉
爾・佩爾托 (Jill Pelto) 所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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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



金管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

盤查: 2023~2027

查證: 2024~2029



批次 溫室氣體排放源 (行業別：條件說明)

第一批

發電業、鋼鐵業、石油煉製業、水泥業、半導體業、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業 (無排放量門檻要求) 

各行業：全廠 (場)化石燃料燃燒之直接排放產生溫室
氣體年排放量達2.5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環保署公告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
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2016年)

(ps)範疇一與範疇二排放源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應鑑別且量化；而
範疇三其他間接排放源僅要求鑑別出排放源，不需列入排放量
計算範圍。[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指引-環保署-201606]6



環保署研議新政策

◆碳揭露為世界趨勢，環保署2022/02表示，
正研議將用電量大的製造業納入強制盤查登
錄碳排範圍，若用電產生的「間接排放」與
製程產生的「直接排放」每年合計達2.5萬公
噸二氧化碳當量，將納入應盤查登錄對象。

◆預料電力業、資通訊 (ICT) 產業、半導體封
測業等將受影響。

(ps) 全廠電力年使用量大於50,000千度者可能受影響
(參見附件:排放量試算工具)。



組織溫室氣體盤查-1

◆組織溫室氣體盤查 (Organizational GHG 

Inventory)係指針對 “企業”所有可能產生溫
室氣體的來源，進行排放源清查與數據蒐集
，以瞭解組織溫室氣體排放源及量化所蒐集
之數據資訊。



組織溫室氣體盤查-2

◆組織邊界:以管制編號為單位，以一廠 (場)一管
制編號為管制原則 (環保署)

◆一整年

管制編號: xxxxxxxx xxxxxxxx ……          xxxxxxxx

●●●



相關標準與指引

◆ISO 14064-1:2018 (CNS 

14064-1:2021)組織層級溫
室氣體排放與移除之量化
及報告附指引之規範

◆溫室氣體盤查登錄作業指
引，環保署，2016





ISO 14064-1:2018標準_5項原則

相關性 (Relevance)

完整性 (Completeness)

一致性 (Consistency)

準確度 (Accuracy)

透明度 (Transparency)

選擇適合預期使用者需求相關的溫室
氣體源、溫室氣體匯、溫室氣體儲存
庫、數據及方法。

納入所有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

能對溫室氣體相關資訊進行有意義之
比較。

實務上儘可能減少偏差與不確定性。

揭露充分且適合的溫室氣體相關資訊，
俾使預期使用者做出合理可信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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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彙總



高階主管承諾與成立推動組織

◆企業高階主管承諾

◆企業成立「溫室氣體盤查推行委員會」

◼依「溫室氣體盤查推行委員會」組織圖成立推行委員會，
主任委員由________指派，主任委員負責召集相關委員並
組成查核小組。

◼相關職務說明如下：

1. 主任委員：監督並提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之人力資源支援。

2. 執行秘書：規劃廠內GHG工作並協調相關部門進行配合一切
GHG事務，為連絡主要窗口。

3. 查核小組：於盤查報告書完成後進行內部查證工作。

4. 推行委員：負責進行GHG 盤查、數據蒐集、排放量計算與製
作文件與報告書。建議人選為負責能源使用/製造單位、原料/
燃料採購單位、總務、會計、儀電、環保等部門推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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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推行委員會

核查



教育訓練

◆假設是以盤查輔導團隊為主，企業內部推行委員為
輔之盤查方式。

◆企業推行委員會成員 (尤其是推行委員)應先接受約
6小時的教育訓練，內容包括：

◼組織碳盤查標準 (ISO 14064-1:2018)

◼組織碳盤查量化方法

◼組織碳盤查實務與案例演練

◼實地盤查前後注意事項與盤查團隊分工



組織邊界設定

◆組織邊界

◆應採用下列方法之一彙總其溫室
氣體排放量：

◆控制權：對其財務控制或營運控
制的設施，負責所有來自設施之
溫室氣體排放量。

◆股權持分：依其佔有比例負責來
自個別設施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參考環保署排放量申報
之要求，組織邊界之設
定以管制編號為單位，
以該管制編號下之範圍
設定為其邊界。且以一
廠 (廠)一管制編號為管
制原則。

參考環保署溫室氣體排
放量申報之適用對象，
採營運控制權法彙總排
放量。

參考資訊

採用此法



報告邊界設定

◆溫室氣體盤查類別 (category)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移除量

2. 來自輸入能源(外購)之間接溫室氣體
排放量

3. 來自運輸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4. 來自組織使用的產品之間接溫室氣
體排放量 (上游排放)

5. 來自使用組織的產品所衍生的間接
溫室氣體排放量 (下游排放)

6. 來自其他來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量

邊

直接 輸入能源
(外購)

運輸

使用組織
的產品
(下游排放)

其他

組織使用
的產品
(上游排放)

1 2

3

6

4

5



針對定性與定量盤查

◆實地盤查可分成三階段:

◼盤查前

◼盤查現場

◼盤查後



盤查前-1

◆“盤查前”參加人員:輔導團隊成員 [1~2次會議]

◆請被盤查企業事先提供以下資料 (盤查前2~3周)：
◼組織邊界 (即盤查所涵蓋之單位、建築、設施等) [依據環保署管制
編號] [檢視完整性用]

◼公司平面配置圖 [檢視完整性用]

◼產品製造流程 (含投入與產出) [檢視完整性用]

◼公司總人數 (全年平均)、全年上班日數、每日上班時數 (全年平均)

[計算化糞池排放量]

◼盤查年度 (1月~12月) 電費單據 (整個公司用電量 (度或千度)，含
工廠、宿舍等) [類別2]

◼盤查年度 (1月~12月)煤炭等收費單據 (整個公司煤炭等用量 (公斤
或公噸)，含鍋爐、窯爐等)

◼…………



盤查前-2

◆盤查前一周，輔導團隊應就被盤查企業所提供資料
進行檢視：

◼瞭解組織邊界、涵蓋廠房/設施、主要產品、製造流程、
生產機器/設備等

◼初步鑑別可能之溫室氣體排放源及所排放之溫室氣體種
類

◼對有疑問之設施/設備或排放源應特別註記 (並於盤查當
天加以求證)

◼規劃盤查當天應該拍照/蒐集之佐證資料 [程序文件化, 紙
本文件與檔案並存, 查證用]

◼規劃盤查當天之分工



盤查現場

◆盤查現場之分工：

◼領隊 (1人)

◼協調組 (1人)

◼盤查組三組 (各2人)



營運邊界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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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定義 排放源舉例

類別1

直接溫室氣
體排放

固定式 (化石燃料)燃燒溫室氣體排放
[皆屬自身所擁有或控制]

如鍋爐、加熱爐、燃燒爐、窯爐、
烘爐、烘乾機等固定式設備所使用
燃料

(生物、物理或化學等)製程溫室氣體
排放
[皆屬自身所擁有或控制]

如實驗室化學藥品之反應

移動式 (化石燃料)燃燒溫室氣體排放
[以燃料購買或設備所屬為主]

如公務車、運輸車隊/飛機/船舶、
堆高機、鋤草機所使用燃料

逸散性溫室氣體排放
如空調設備之冷媒逸散、滅火器之
二氧化碳逸散、化糞池之甲烷逸散

類別2

能源間接溫
室氣體排放

來自於外購的電力、熱、蒸汽等化石
燃料衍生能源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如各種設備所使用之電力、熱、蒸
汽

類別3~6

其他間接溫
室氣體排放

來自於其他組織所擁有或控制的溫室
氣體排放
{只須定性陳列}

如員工通勤、商務旅遊、委外作業
(廢棄物處理等)所衍生之排放



太陽能電池晶片廠_活動數據管理表
-1
編
號 活動/設施 排放源

活動數據

年用量 單位(/年) 數據來源 來源說明 資料存放
單位

1 緊急發電機 柴油 1,666 公秉 油耗紀錄表 台灣中油 廠務

2 緊急發電機 生質柴油 34 公秉 油耗紀錄表 台灣中油 廠務

3 鍋爐 天然氣 100 千立方公
尺

收據發票 台灣中油 廠務

4 公務車 車用汽油 21.1 公秉 收據發票 台灣中油 總務

5 工廠化糞池 排泄物 236 人 總員工數 (260工作日/年、

10小時/工作日) 

人資

6 中央滅火設備 CO2 5.5 公噸 請購單據 填充廠商 廠務

7 移動式滅火設備 CO2 1.5 公噸 請購單據 填充廠商 環安

8 配電室(一) CO2 1.0 公噸 請購單據 填充廠商 廠務

9 配電室(二) 冷媒- R23 0.0036 公噸 冷煤逸散量推估 採用排放因子 廠務

10 UPS 冷媒- R23 0.0036 公噸 冷煤逸散量推估 採用排放因子 廠務

11 公務車 冷媒-R134a 0.0018 公噸 冷煤逸散量推估 採用排放因子 總務

12 飲水機 冷媒-R134a 0.00001932 公噸 冷煤逸散量推估 採用排放因子 總務



編
號 活動/設施 排放源

活動數據

年用量 單位(/年) 數據來源 來源說明 資料存放單
位

13 冷氣機 冷媒-R134a 0.000255 公噸 冷煤逸散量推估 採用排放因子 總務

14 冰水主機 冷媒-R134a 0.1242 公噸 冷煤逸散量推估 採用排放因子 廠務

15 切片冰水機 冷媒-R404a 0.000945 公噸 冷煤逸散量推估 採用排放因子 切片設備

16 切片冰水機 冷媒-R407c 0.00567 公噸 冷煤逸散量推估 採用排放因子 切片設備

17 外購電力 電力 50,421.9 千度 電費單 台電公司 廠務

太陽能電池晶片廠_活動數據管理表
-2

太陽能電池晶片



盤查後

◆盤查後結案：

◼備妥溫室氣體盤查登錄作業表單 (含排放量彙總與數據
品質管理)

◼備妥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

◼盤查程序文件化 (含所有佐證資料) [紙本文件與檔案並
存, 查證用]

◼被盤查企業如需申報，準備外部查證、登錄等作業



太陽能電池晶片廠_溫室氣體排放量
彙總



不確定性量化評估 [定量]



數據等級評分 [定性]



長期推動策略

碳盤查 碳減量 碳中和
時間

碳
管
理
能
力

• 企業減碳基礎

• 具行業推廣性

• 可接軌CBAM

組織型盤查 • 消費端產品為主

• 足跡計算擴及供應
鏈

• 投入人力/經費高

產品碳足跡
減量目標與方案

抵換與交易

• 完備相關制度與
市場機制• 提升減碳積極度

• 導入人力/技術/經
費等資源

經濟部工業局



附件:排放量試算工具



1. 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 (epa.gov.tw)



排放量試算工具



排放量試算

◆假設全廠區年使用量:
◼範疇1: (固定) 4~6號重油, 8200公秉

◼範疇2: 外購電力, 50000千度

◆排放量試算結果:



2. 碳排金好算 (fti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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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試算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