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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因應碳盤查之營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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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面臨的溫室氣體議題

◼ ISO14064-1 與 GHG Protocol

◼如何開始溫室氣體盤查

◼碳盤查下一步 - Action! 企業永續行動

Agend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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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面臨的溫室氣體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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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今年度「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第一工作小組第六次評估報告（WG1
／AR6）各國政府必須快速削減碳排放，才有機會達到升溫1.5°C的目標。

地表持續升溫，減碳行動刻不容緩

• 2011-2020年全球地表溫度相較工業化前水

平（1850-1900年）已增加約 1.1 °C，距離目

標的 1.5 度只剩 0.4度的空間。

• 目前的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至少是 200 萬

年來最高（410 ppm）。

• 過去五年（2016-2020 年）的平均溫度，是

從 1850 年有紀錄以來最熱的年份。

• 從物理角度來看，1.5°C 目標是可以達成的，

但前提是各國政府必須快速削減碳排放，使

碳排放量達淨零甚至更多。

Source: https://www.ipcc.ch/report/ar6/wg1/



5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企業近期面臨溫室氣體(碳管理)相關議題

上下游供應鏈要求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

國際發展趨勢及共識 台灣2050淨零排放目標
入法

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
路徑圖

1. COP26共識2050年

達成全球淨零排放

2. 逐步減少煤炭使用

及甲烷排放量，加

速轉型零碳排電動

車

1. 2023年起試行，進

口8類產品須申報

碳排放量

2. 每年5月31前，申

報前一年度CBAM

相關資訊

1. 設定2050年淨零排

放

2. 預計2024年開始徵

收碳費，首波徵收

碳費企業約287家

1. 按實收資本額及產

業別，自2023年起

分階段推動，揭露

並查證溫室氣體範

疇一、範疇二

1.台積電設備供應商

在2030年前必須節

能20%

2.蘋果供應商行為準

則，要求揭露溫室

氣體範疇一、範疇

二

Source: Deloitte Analysis
Source: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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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氣候變遷、協助企業及早訂定減碳目標，金管會規畫分階段推動上市櫃公司應進行溫室氣
體盤查之資訊揭露時程。

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訂定公司溫室氣體盤查資訊揭露時程

推動原則 核心策略

揭露對象

按實收資本額自2023年起分階段推動

鋼鐵及水泥業自2023年起揭露

(一) 落實董事會永續發展責任

• 董事會為推動企業永續發展之關鍵角色，公司宜建立推動永續發展之治理架構，設置
推動永續發展專（兼）職單位

• 應進行與公司營運相關之ESG議題之風險評估，訂定相關風險管理政策或策略，由董
事會督導永續發展推動情形

• 訂定溫室氣體盤查揭露時程，提董事會按季控管

揭露內容

溫室氣體直接排放(範疇一)

能源間接排放量(範疇二) 

揭露及查證範圍

分階段揭露至與公司合併財務報表範

圍相同

Source: Deloitte analysis, 金管會證期局

(二) 建立跨部會合作機制

• 將與環保署及經濟部等部會建立合作
機制

(五) 建置ESG資料庫，建立資訊共享
機制

• 將督導證交所建置ESG資料庫，並推動
上市櫃公司ESG評鑑制度

(三) 接軌國際，串聯全球永續生態鏈

• 將研議推動臺灣證交所加入格拉斯哥淨
零金融聯盟，以串連國際資訊網絡

(四) 人才培育及輔導機制，厚植永
續發展競爭力

• 將請周邊單位協助培育企業內部人才，
落實溫室氣體盤查及資訊揭露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95&parentpath=0,2&mcustomize=multimessage_view.jsp&dataserno=202201130001&dtabl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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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分階段推動溫室氣體盤查之資訊揭露時程，協助企業及早因應氣候變遷、訂定減碳目標。

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訂定公司溫室氣體盤查資訊揭露時程

Source: Deloitte analysis, 金管會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資本額100億元
以上上市櫃公司
及鋼鐵、水泥業
盤查個體公司

1.資本額100億元
以上上市櫃公司
及鋼鐵、水泥業
之合併報表子公
司完成盤查

2.資本額50〜100
億元上市櫃公司
盤查個體公司

1. 資本額50〜
100億元上市櫃公
司之合併報表子
公司完成盤查

2.資本額50億元
以下上市櫃公司
盤查個體公司

資本額50億元
以下上市櫃公司
之合併報表子公
司完成盤查

查

證

盤

查

資本額100億元
以上上市櫃公司
及鋼鐵、水泥業
完成查證

1.100億元以上及
鋼鐵、水泥業合併
子公司完成查證

2. 50〜100億元個
體公司完成查證

1. 50〜100億元
合併子公司完成
查證

2. 50億元以下個
體公司完成查證

50億元以下合
併子公司完成
查證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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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碳中和／淨零碳放

執行減量策略

訂定減量目標

導入碳盤查

3.

4.

1.

2.

設定短、中、長期目標

•確立減量標的與範疇(SBTi)

•盤點能源熱點及減量潛力
(ISO 50001)

•提升員工相關認知

落實減碳策略並追蹤進度

•企業採購綠電

•內部碳定價與管理策略

•低碳供應鏈策略

•更換節能設備

•創新優化製程

碳中和達成宣告

•購買碳權或發展碳捕捉技術

•確認減量成效

了解企業自身碳排放量

•溫室氣體盤查(ISO 14064)、
產品碳足跡盤查(ISO14067)

•取得第三方查證

企業淨零策略路徑圖

需要董事會與高階主管的大力支持及參與，及透過跨部門溝通協調合作，實現氣候變遷風險減
緩策略四大步驟，逐步邁向零碳企業體。

Source: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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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盤查標準 ISO14064-1 與 GHG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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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依據

Source: Deloitte Analysis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WBCSD)與世界資源研

究所(WRI)共同發行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 2001年正式公告，2004年發行第2版

⚫ 基於會計準則，建立一套計算與報告企業溫室氣體

排放量的方法

⚫ 目的在於進行知識交流與整合，期望作為溫室氣體

交易市場的核心工具

⚫ 內容除原則性程序指引，並提供案例及產業別/設

施別之電子化計算工具

國際標準組織(ISO)編撰與公告的「ISO 14064-1

組織型溫室氣體盤查標準」

⚫ 國際標準組織(ISO)於2006年公告ISO 14064-1:2006，

並於2018年發行14064-1:2018版本

⚫ ISO 14064-1為ISO 14064系列標準之一，提供溫室

氣體盤查或計畫的量化、監督、報告及確證或查

證之清晰度與一致性，以期有益於全球之組織、

政府、計畫提案者及利害相關者使用

⚫ 2018年版本除了ISO 14064-1本文條文以外，也提

供附錄A~H，作為規範或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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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 Protocol 簡介

 文件類型：

分為標準(Standard)與指引(Guidance)

標準 (Standard)

- 企業標準

- 企業價值鏈(範疇3)標準

- 產品生命週期標準

- 城市標準

- 減緩目標標準

- 政策與行動標準

- 計畫層級標準

指引(Guidance)

- 範疇2/範疇3指引

- 農業指引

- 化石燃料儲量指引

- 美國公共事業指引

- 避免排放指引

- 森林與樹木補充指引

- 土地部門與搬遷指引

- 碳會計金融合作夥伴關係指引

GHG Protocol除了原則性規範，也提
供量化案例說明及電子化計算工具，
例如：

- 跨產業別計算工具

- 特定行業別計算工具

- 國家與城市計算工具

- 特定發展中國家計算工具

國際間採用之溫室氣體盤查依據

Source: https://ghgprotocol.org ; Deloitte Analysis

https://ghgprotoc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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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 Protocol 與 ISO 14064-1 主要差異 (1/2)

GHG Protocol 企業標準：

內容共分為11個章節

• 第1章溫室氣體盤查與報告原則

• 第2章商業目的與盤查設計

• 第3章設定組織邊界

• 第4章設定營運邊界

• 第5章追蹤長期的排放

• 第6章確認與計算溫室氣體排放量

• 第7章盤查的品質

• 第8章溫室氣體減量盤查

• 第9章溫室氣體排放報告書

• 第10章溫室氣體排放的查驗

• 第11章設定溫室氣體減量目標

ISO 14064-1組織型溫室氣體盤查標準：

內容共分為10個章節

• 第1章範圍

• 第2章規範性參考文件

• 第3章用語和定義

• 第4章原則

• 第5章溫室氣體清冊邊界

• 第6章溫室氣體排放量和清除量的量化

• 第7章減緩活動

• 第8章溫室氣體清冊品質管理

• 第9章溫室氣體報告

• 第10章組織在查證活動中的作用

ISO 14064-1有規定「間接溫室
氣體排放重大性準則」，以鑑
別、選擇、量化並報告重大間
接排放項目，GHG Protocol則無
重大性規範

針對報告書內容應包含項目
規範不同，例如ISO 14064-1
規定報告書應包括「重大性
排放準則」、「不確定性評
估」等項目

Source: https://ghgprotocol.org ; Deloitte Analysis

https://ghgprotoc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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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 Protocol 與 ISO 14064-1 主要差異 (2/2)

針對範疇三的分類方式不同

GHG Protocol ISO 14064-1

範疇 1 範疇 1 類別 1：直接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

範疇 2 範疇 2 類別 2：輸入能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 3

類別 4：上游運輸和配送產生的排放
類別 6：商務旅行產生的排放
類別 7：員工通勤產生的排放
類別 9：下游運輸和配送產生的排放

類別 3：運輸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類別 1：購買商品或服務產生的排放
類別 2：上游購買的資本物品產生的排放
類別 3：與燃料和能源相關活動的排放(未涵蓋在範疇一或範疇二)
類別 5：營運產生廢棄物的處置與處理的排放
類別 8：上游租賃資產產生的排放

類別 4：由組織使用的產品所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類別 10：銷售產品的加工產生的排放
類別 11：使用銷售產品產生的排放
類別 12：銷售產品廢棄處理產生的排放
類別 13：下游租賃資產產生的排放
類別 14：特許經營
類別 15：投資產生的排放

類別 5：與組織的產品使用相關聯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一 類別 6：由其他來源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Source: https://ghgprotocol.org ; Deloitte Analysis

https://ghgprotoc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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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開始溫室氣體盤查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15

一般溫室氣體盤查標準

依不同盤查對象及其適用之盤查規範來決定盤查範疇

盤查的目的?

1.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BT)

2. 金管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
路徑圖」

3.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

4. 參與國際評比CDP

5. 供應鏈/客戶要求

選用

邊界

採用

標準 蒐集

資料

排放

係數

品質

管理

報告

文件

外部

查證

內部

稽核

?????

Source: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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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原則

相關性

（Relevance）

完整性

（Completeness）

一致性

（Consistency）

準確性

（Accuracy）

• 選擇適合需求之溫室氣體源、匯、儲存庫、數據及方法

• 考量預期使用者，滿足進行決策所需資訊

• 納入報告之邊界內所有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

• 組織需考量所有涵蓋之營運單位、製程、活動與設施之排放源，

排除部分須說明排除理由

• 使溫室氣體相關資訊具備參考價值

• 注意是否與基準年做法一致，且相同設施之前後期間均採行同一

量化方法

• 依據事實做決策，減少其偏差與不確定性

• 如活動數據與排放係數，應為最能反應實際排放狀況，且經由定

期校驗儀器量測而得，並確認校驗結果符合規範

透明度

（Transparency）

• 使溫室氣體相關資訊能充分的被得知，以利預期使用者做出合理

可信的決策，組織之應取得所有與溫室氣體主張相關之佐證資訊；

如：相關假設、計算方法、文件變更及活動數與排放係數…等

Source:ISO 14064-1

標準規範5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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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改善
排放源

鑑別

排放量

計算
資訊揭露

查證
文件化
報告

邊界設定

盤 查 流 程

•排放源鑑別，並鑑別重大間接排放源
•範疇一 (Category 1)
•範疇二 (Category 2)
•範疇三 (Category 3~6)

•活動資料搜集
•排放係數選用
•排放量計算

•製作排放清冊
•製作報告書
•數據品質管理

•內部稽核
•外部查證

•揭露於企業網站 / 企業
ESG報告書
•國際揭露平臺(如CDP等)

•排放資料管理
•推動減量措施
•檢討盤查作業和改善

(邊源算報查 )

•地理邊界；組織邊界
•報告邊界: 控制權法、股權
•設定基準年；盤查期間

成立推動組織
•高階主管承諾，揭示盤查決心
•做好內部溝通，建立權責分工規劃

開始溫室氣體盤查

溫室氣體盤查基本程序

Source: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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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溫室氣體盤查推動組織

盤查組長

業務部門A 業務部門B 業務部門C

管理代表

執行秘書

稽核小組

職務 權責分工內容

管理
代表

核准發布年度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與監督盤查小組運作

執行
秘書

監督並提供執行溫室氣體盤查的人力支援
• 協調相關部門進行配合溫室氣體資訊管理運作事項
• 內部查證小組指派及授權

稽核
小組

進行內部查證、提出報告與發出不符合報告

盤查
組長

擬定年度溫室氣體盤查計畫
各部門之主要連絡窗口，並進行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及盤查報
告書製作與外部驗證機構查證相關事項辦理，並研擬、修正
溫室氣體盤查相關程序文件與規範

業務
部門

協助進行排放源鑑別、活動數據及紀錄存查、蒐集排放係數，
提供必要之數據及佐證資料

組成完整、長期性任務編組，助於每年盤查工作進行

如:總經理

如:總務長

如:管理副總

如:稽核部門

Source: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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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

設定

如何開始溫室氣體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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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邊界設定

邊界範圍設定

營運控制法

若公司有委外作業，
需排除並註明。

如員工宿舍、餐廳等

Step1
• 確認組織邊界範圍

Step2
• 選擇邊界設定方法

Step 3
• 釐清廠內排除項目

Step4
• 釐清廠內未涵蓋項目

Step5
• 展現組織邊界 地圖、地址、組織圖、

樓層圖等

建議採營運控制權
法匯總排放量

• 公司或其子公司，有完
全的權利去主導並執行
事業體之營運政策者

• 擁有該公司財務或營運
控制權者應100%認列其
排放量，反之則為0%.

另一種作法:
股權持分：依照持有的
股權比例，認列溫室氣
體排放量。

邊源算報查

組織可由一個或多個設施所組成，包括排放及移除GHG排放源及匯；主要依據盤查目的進行組
織邊界範圍設定，可為整體組織集團、單一工廠、單一部門或單一製程設備

Source: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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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業或單一工廠作為盤查邊界

①以辦公大樓、一廠或二廠單獨視為一
盤查邊界

②以 A 公司作為盤查邊界

輔以平面圖說明盤查邊界

透過平面圖檢視有無排除邊界說明

邊源算報查
組織邊界設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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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64-1:2018

A 直接排放與移除量

B 輸入能源的間接排放量

C 運輸產生的間接排放量

D 組織使用產品的排放量

E 與使用組織產品有關的排放量

F 其他來源的排放量

外購電力

外購蒸汽

公務車(汽油) 冷氣機

CO2滅火器 燃煤鍋爐

飲水機 緊急發電機

化糞池 廢氣燃燒塔

盤查邊界

訪客
商務

旅行

生產

耗材

種植

原料

電力使用

焚化爐

運輸

運 輸

範例

上游

下游

進行實質性分析，鑑別應量化之排放源

邊源算報查

ISO 14064-1:2018 將溫室氣體盤查類別分六大類型，組織應鑑別相關之直接與間接排放量。其
中，直接排放量應予以量化，間接排放量則應建立流程決定哪些應納入量化(即重大性分析)

Source:Deloitte Analysis

報告邊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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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預期用途是什麼，都不宜使用準則來排除大量間接排放或規避守規義務

組織應量化並報告這些重大排放，排除重大的間接排放應被闡明(justified)

組織應應用並文件化過程，以決定將那些間接排放納入期溫室氣體盤查清

冊

可以定期修訂評估重大性的準則，組織須保留有管修訂的文件化資訊

邊源算報查

透過重大性分析流程，鑑別對組織而言關鍵之間接排放源並進行量化

評估重大性的準則

Source:ISO 14064-1；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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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項目 描述 建議評估指標

評估重大性準則

幅度 數量上有相當大的間接排放量或移除量 排放量

組織影響程度 組織對排放及移除量產生影響的程度 影響程度

資訊的取得 針對活動數據、排放係數等數據的可取得性 活動資料可取得度

相關數據的準確性
數據是否可透過直接監測/調查取得，或需仰賴大量
假設/資料庫參數

數據準確性

風險評估或其他
程序

風險或機會
導致組織面臨風險的間接排放或移除，或其他業務
機會

風險程度

針對特定部門的指南 是否屬於政府/具公信力之組織認定之高排放 部門別排放

利害關係人關注度
針對不同利害關係人(員工、當地社區)，針對溫室
氣體排放的關注程度

利害關係人關注度

邊源算報查

企業可依據產業特性及業務情形評估判斷重大性的指標

評估重大性的準則-評估指標

Source:ISO 14064-1；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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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源

鑑別

如何開始溫室氣體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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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企業溫室氣體排放來源

一般燃燒行為產生之溫室氣體 製造業主要產生之溫室氣體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企業依不同盤查對象及其適用之盤查規範來決定盤查範疇

邊源算報查

Source: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

亦包含土地使用、土地

使用變更及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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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企業溫室氣體排放來源
邊源算報查

Source: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

Category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排放類型 可能排放源 活動數據來源

固定燃料燃燒
源

 發電設備（燃料為煤、油、天然氣等）

 蒸汽或熱產生設備（燃料為煤、油、天然氣等）

 加熱設施（燃料為煤、油、天然氣、生質燃料等）

 量測原（燃）物料或產品使用量

 原（燃）物料或產品之採購單、進
貨單、費用收據或庫存統計

移動燃燒源  交通運輸設備使用燃料（如：汽油或柴油）
 車輛總行駛里程數、燃料消耗量、

採購紀錄（加油單據）等

製程排放源

 具物理或化學反應之製程設施，如：水泥製程（石灰
石）、鋼鐵製程（冶金煤）

 切割或維修（乙炔）

 非因燃燒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如：輕油裂解、芳
香烴工廠、加氫脫硫工場。

 原物料或產品之採購單、進貨單、
費用收據、庫存統計以及廢棄或廢
棄物之分析量測數據等

逸散排放源

 空調或冷凍設備的冷媒逸散（R410A等）

 滅火器（二氧化碳、碳酸氫鈉）或噴霧器的使用

 厭氧廢水處理之排放（甲烷）

 燃料油、天然氣之貯槽、管線、泵浦或氣閥的逸散

 清洗溶劑逸散、歲修設備逸散、異常排放逸散

 採購紀錄、填充量、更換紀錄、廢
棄物總量及生質燃料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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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企業溫室氣體排放來源
邊源算報查

Source: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Category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排放類型 可能排放源 活動數據來源

土地使用、土
地使用變更及

林業

 牲畜糞便、農作物殘留物製土壤

 土壤耕作及排水

 土地使用變化，如森林、濕地變成農田

 稻作種植

 稻作殘餘物、林木之燃燒

 添加肥料或土壤改良劑

 農、林業碳庫變化

 統計報表

 其他量測、估算統計數據

註：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未規範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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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企業溫室氣體排放來源
邊源算報查

Source: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

Category 2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排放類型 可能排放源 活動數據來源

外購電力
 使用電力的機械設備，包含：一般外購電力及外購

再生能源。若使用邊界內自行生產的電力，則計入
直接排放

 電費單、電錶紀錄、再生能源憑證

外購蒸氣
 使用蒸汽或熱的機械設備，若使用邊界內自行生產的

蒸汽或熱，則計入直接排放
 繳費單、流量計紀錄

外購熱能、冷
能、高壓空氣

 直接購買熱能、冷卻或其他非屬組織所擁有設備提供
之能源

 採購合約、繳費單、流量計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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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

計算

如何開始溫室氣體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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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盤查量化方法選擇

以活動數據與排放係數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化計算

◼ 直接監測法

直接監測排氣濃度和流率來量測溫室氣體排放量

◼ 質量平衡法

某些製程排放可用質量平衡法

利用製程或化學反應式中物種質量與能量之進出、產生、消耗及轉換所進行之平衡計算

◼ 排放係數法

利用原料、物料、燃料之使用量或產品產量等數值乘上特定之排放係數所得排放量

排放量 = 活動數據 × 排放係數 多數採用方法

邊源算報查

Source: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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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數據蒐集說明

排放係數法：
排放量 = 活動數據 × 排放係數

相關紀錄一般來源可能包含：

◼ 使用紀錄

◼ 電費單

◼ 採購單據

◼ 水錶、電錶

◼ 財務紀錄…

→應以最接近實際使用量的數據為主

(連續監測數據>定期量測數據>自行估算數據)

報告邊界(排放源) 活動強度數據來源

直接排放與移除量

(以化石燃料直接燃燒為例)

•燃料種類及其耗用量

•燃料購入量－庫存量或實際量測之耗用量

輸入能源的間接排放量

(以外購電力為例)

•企業總耗電量

•各獨立區域耗電量之加總

運輸產生的間接排放量

(以員工通勤為例)

•油料使用量

•行車里程

組織使用的產品的間接排放量

(以原物料為例)

•供應商生產製造過程中的初級數據

•原物料占該供應商所有生產製程中的占比

與使用組織產品有關的間接排放量

(以手錶產品為例)

•產品耗電量

•客戶使用習慣

其他來源的間接排放量

(以廢棄物處置為例)

•廢棄物種類(有害、非有害)

•清運量及處置方式(焚燒、掩埋、再利用)

邊源算報查

Source: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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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係數選用說明

排放係數法：
排放量 = 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

排放係數選用 排放係數來源

量測/質能/質量平衡所得係數 •已知之經驗證據

同製程/設備經驗係數
•相似或可比較的設施或製程種類之經驗證
據

製造廠提供係數
•在已知之輸入與負荷情況下，個別或相似
設施之製造商輸出規格

區域排放係數
•特定於特殊技術、地區、區域、省或州之
外部供需的排放係數

國家排放係數
•特定於一個國家或國家區域之外部供需的
排放係數，如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
理表6.0.4版

國際排放係數 • 國際間使用之外部供需的平均排放係數

準確度高

準確度低

• 各原燃物料皆有對應溫室氣體
類型的排放係數

• 例如汽油即有CO2、CH4及
N2O三種溫室氣體的排放係數

邊源算報查

Source: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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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潛勢(GWP)說明

◼ 組織應使用公噸作為量測單位，並應將每種溫室氣體的量使用適切的全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轉換成二氧化碳當量公噸(CO2e)

◼ 二氧化碳排放當量=活動數據 X 排放係數 X GWP

溫室氣體種類
全球暖化潛勢(GWP)

IPCC第二次評估報告
(1995)

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
(2001)

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
(2007)

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
(2013)

二氧化碳 (CO2) 1 1 1 1

甲烷 (CH4) 21 23 25 28

氧化亞氮 (N2O) 310 296 298 265

氟氫碳化物 (HFCs) 140~11,700 120 ~ 12,000 140 ~ 14,800 4~12,400

全氟碳化物 (PFCs) 7,000~9,200 5,700 ~ 11,900 7,390 ~ 17,200 2~23,500

六氟化硫 (SF6) 23,900 22,200 22,800 23,500

三氟化氮(NF3) － 10,800 17,200 16,100

Source:行政院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6.0.4版

邊源算報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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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化

報告

如何開始溫室氣體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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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與建議

盤查報告書編製重點說明

第一章 公司簡介與政策聲明

第二章 邊界設定

第三章 報告溫室氣體排放量

第四章 基準年設定與排放量

第五章 數據品質管理

第六章 報告書查證

第七章 報告書管理

詳述每筆資料來源與計算公式

多以表格、圖像呈現

建議加入流程圖

納入溫室氣體推動組織架構

報告書大綱

文字應通暢易閱讀

呈現建議

Source:Deloitte Analysis

邊源算報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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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章節撰寫重點說明

盤查報告書編製重點說明

• 文字敘述：敘述地址，及組織邊界涵蓋大樓名稱 (如A棟、B棟)，若有宿舍、餐廳等建議另
外加強敘述。

• 建議加上地理位置圖及廠區平面圖，廠區名面圖應就上述文字所敘述到的資訊，一一清楚
展現出來。

• 應於文中註明組織邊界設定方法，及於組織內排放源是否全數為組織所控制或所有，若非
100%所有，則須列明其%。

• 若有建立排除門檻，則需於此展現。

組織邊界

Source:Deloitte Analysis

邊源算報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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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章節撰寫重點說明

盤查報告書編製重點說明

報告邊界及排放源鑑別

• 排放源鑑別：可以排放源鑑別表呈現

• 重大性分析：建議說明重大性分析項目與結果、以及排除項目與原因
• 另針對須釐清事項進行說明

• 如公司有立式空調使用R22之冷媒，由於屬於蒙特羅協定特別管制之物質，故未列入溫室氣體管控。
• 柴油貯槽之VOCs逸散內含CH4，因其數量無法估計且微量，故不予量化。

範疇 類別 設備名稱 原燃物料 溫室氣體種類

直接溫室
氣體排放

固定燃燒源 緊急發電機 柴油 CO2/CH4/N2O

製程排放源 無相關排放源

運輸燃燒源
廠內公務車、調研車 汽油 CO2/CH4/N2O

貨車 柴油 CO2/CH4/N2O

逸散排放源
冰水機 冷媒 HFCs

滅火器 CO2 CO2

輸入能源的間
接排放量

來自於外購電力溫室氣體排放
台電電網 電力 CO2/CH4/N2O

(汽電共生)供電 電力 CO2/CH4/N2O

運輸產生的間
接排放量

下游產品運輸(廠區間材料運送) 貨車 柴油 CO2/CH4/N2O

Source:Deloitte Analysis

邊源算報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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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章節撰寫重點說明

盤查報告書編製重點說明

基準年與活動數據

• 基準年範例

• 基準年訂定年份及選用原因(如以第一年進行盤查為基準年)。

• 列出基準年清冊變更內容。

• 活動數據蒐集範例

• 建議可逐項說明活動數據蒐集來源

• 電力：引用電費單據

• 冷媒：由XX部門所提供設備維修紀錄表，假設補充量即為逸散量

• 汽油：引用加油發票記錄

Source:Deloitte Analysis

邊源算報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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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章節撰寫重點說明

盤查報告書編製重點說明

量化與數據品質

• 區分直接及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列表呈現)

• 量化方式說明：依各排放源說明量化方式、係數來源、假設等
• 數據品質與不確定性分析：列表呈現分析結果

Source: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盤查登錄表單3.0.0

邊源算報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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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章節撰寫重點說明

盤查報告書編製重點說明

報告書資訊

• 涵蓋期間為202X年1月~12月。

• 製作頻率：1年1次為原則，得視情況予以調整

• 報告書發行與保管：本報告書為本公司內部參考文件，僅供內部溫室氣體管理及第三者查
證應用。

• 報告書發行後生效，有效期限至報告書修改或廢止為止。

• 報告書撰寫者資訊

• 撰寫者：

• 部門：

• 地址：

• 聯絡電話：

• 電子信箱：

Source:Deloitte Analysis

邊源算報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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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者

查證

如何開始溫室氣體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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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64-2018對於文件化要求相關條文說明

◆ 組織邊界

✓ 組織應文件化並報告其適用的匯總方法(營運控制法/股權法)

◆ 報告邊界

✓ 組織應建立並文件化其報告邊界，包括鑑別與組織營運相關的直接和間接溫室氣體之排放量與移除量

◆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 組織應應用並文件化過程，以決定將哪些間接排放納入其溫室氣體盤查清冊(重大性鑑別)

✓ 組織應量化並報告這些重大排放，排除重大的間接排放應被闡明

✓ 可以定期修訂評估重大性的準則，組織需保留有關修訂的文件化資訊

◆ 溫室氣體盤查類別

✓ 除區分 CAT1~ CAT6外，應區分非生物排放、人為生物排放與非人為生物排放(若被量化與報告)，並須
將上述類別設施層級文件化(相對於組織層級)

邊源算報查

Source:ISO14064-1；Deloitte Analysis

溫室氣體盤查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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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64-2018對於文件化要求相關條文說明

◆界定溫室氣體源和匯

✓ 組織應鑑別並文件化其報告範圍內包含的所有相關溫室氣體源和匯，組織應包括所有相關的溫室氣體

✓ 若組織量化溫室氣體移除量，組織應界定並文件化有助於其溫室氣體移除的溫室氣體匯

✓ 應解釋為什麼溫室氣體源或匯被排除

◆選擇量化方法

✓ 組織應解釋並文件化其量化方法和量化方法的任何改變

✓ 組織應鑑別並文件化直接或間接排放量與移除量的每個源或匯之數據，應決定並文件化用於量化的每
個相關數據

✓ 若適用)組織應解釋並文件化選擇或開發模型的理由

◆排放量與移除量之計算

✓ 應報告計算溫室氣體排放量和移除量的期間

◆基準年

✓ 組織應制定、文件化和應用基準年審查和重新計算程序，以說明基準年排放量之實質性改變(如邊界
改變、計算方法或係數改變、發現錯誤等)

✓ 應解釋選擇基準年之理由、基準年改變之理由

✓ 應在後續的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中文件化基準年的重新計算

邊源算報查

Source:ISO14064-1；Deloitte Analysis

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移除量之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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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64-2018對於文件化要求相關條文說明

◆組織應解釋並文件化下列選項

✓ 報告之目的與目標內容，包含組織的溫室氣體政策、策略或方案、及適用之溫室氣體方案

✓ 報告之預期用途與預期使用者

✓ 準備與製作報告之整體與特定責任

✓ 報告之頻率

✓ 報告架構和格式

✓ 報告涵蓋之數據與資訊

✓ 報告取得與傳播方法之政策

邊源算報查

Source:ISO14064-1；Deloitte Analysis

溫室氣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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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64-2018對於文件化要求相關條文說明

◆ 應描述組織的溫室氣體盤查清冊，報告應包含以下內容

✓ 提出報告組織之敘述

✓ 報告負責人或實體

✓ 報告之涵蓋期間

✓ 組織邊界之文件化

✓ 組織決定用於定義重大排放的準則

✓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並對個別溫室氣體
種類(如CO2、CH4、NO2等)分別予以量化，
以CO2e表示

✓ 如何處理生物CO2排放和移除

✓ 溫室氣體移除量(若適用)

✓ 解釋排除重大溫室氣體源及匯之原因

✓ 按類別分別量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 選擇之基準年與基準年的盤查清冊

✓ (若適用)基準年的改變、重新計算、及可
比較限制

✓ 量化方法及選用原因

✓ (若適用)先前選用方法之改變理由

✓ 使用的溫室氣體排放或移除係數參考文件

✓ GWP值來源

✓ 數據準確性與不確定性之衝擊

✓ 不確定性評估結果

✓ 依循ISO 14064進行報告之聲明

✓ 說明是否經過外部查證(包含查證類型與
保證等級)

邊源算報查

Source:ISO14064-1；Deloitte Analysis

溫室氣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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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64-2018對於文件化要求相關條文說明

◆ 減量倡議

✓ 組織可以計畫和實施溫室氣體減量倡議，若報告量化，應分別文件化溫室氣體減量倡議和相關的溫室
氣體排放或移除差異，並應描述

1. 溫室氣體減量倡議

2. 溫室氣體減量倡議的時間與空間邊界

3. 用於量化溫室氣體排放或移除差異的方法(適當的指標)

4. 溫室氣體排放和移除的決定和分類(如直接或間接排放)

◆ 減量計畫

✓ 若組織報告採購或開發的抵換量(offset)，組織應分別列明此類抵換量與溫室氣體減量計畫

◆ 減量目標

✓ 若組織報告目標，應指定並報告

1. 目標涵蓋期間(包含參考年及完成年)

2. 目標類型(絕對或強度)

3. 目標包含的排放別

4. 減量數值與單位

邊源算報查

Source:ISO14064-1；Deloitte Analysis

減緩活動(可選擇是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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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盤查下一步 - Action! 企業永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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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指出，增加產品循環度，使用再生能源與綠電，將有效幫助排放減量。

啟動淨零-如何有效減少溫室氣體

循環經濟:若推動水泥、鋁業、
鋼鐵業、塑膠業、食品業循環
經濟， 2050 年可創造顯著的
減排效益。

45%

循環經濟

55%

新興科技
新興科技:節能、綠能、氫能、
生質能、碳捕獲、再利用與
封存(CCUS)。

產品
45%

能源
55%

產品

能源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來源分布
Emission Reduction in 2050

Source: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2021), Completing the Picture How the Circular Economy Tackle Climate Change.  ; Deloitte Analysis

https://emf.thirdlight.com/link/w750u7vysuy1-5a5i6n/@/preview/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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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解方

Four based Solution

市場為本解方 (Mbs):
Market

常見為碳定價制度。
包括:碳稅、碳費與碳交易制度。

碳價能反應減碳成本，激勵低碳科技
創新與發展。
全球超過50各國家(含歐盟28個會員國)
實施碳交易制度。

科技為本解方 (Tbs):
Technology

淨零/負碳排放科技攸關電力係數去碳，
是實踐淨零排放的關鍵。例如:碳捕捉
與封存、合成甲烷、氫能。

減碳成本高昂(超過100美元/噸 CO2e)，
不易商業化。需仰賴碳定價機制給予
低碳紅利，促進科技研發與產業投資。

行為為本解方 (Bbs):

Behavior Science

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推估，
如果全球有10~30%的人承諾低碳生活，將會
形成新的規範，有助於減碳。

節能行為已獲得科學驗證。例如: Allcott 公司
在美國針對60萬民眾推出節電實驗，提供民
眾節能效果的資訊，約可達1.4~3.3%的節能
效果 (相當於電價調高11%~20%的效果)。

自然為本解方 (Nbs):
Nature

地球實際上為巨大碳庫，可用各種自然方式
將碳存於地球。海洋、土壤、大氣、植被，
分別能存38兆、2.5兆、7500億、6500億噸
的二氧化碳當量 (CO2e)。

人類的經濟活動已經破壞地球碳循環平衡，
如何恢復極其重要。法國在COP21曾提出可
透過土壤固碳，提高土壤碳含量，抵銷人類
活動排放的CO2。

資料來源：

全球淨零排放治理的解方

Source: 2022年2月會計研究月刊 李堅明教授文章;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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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凝聚全體員工減碳共識

提升設備能源效率

發展再生能源

企業溫室氣體
減量策略

• 採用建築能源管理系統(BEMS)，優化能
源使用率效

• 設備啟用時程管控，減少無用浪費

• 定期檢討能源使用分配差異，調整工作
規畫

• 監控用電情形，即時排除用電異常

• 設置太陽光電/風電，降低購電依賴

• 購買綠電憑證，減少燃料發電

• 電梯增設電力回生裝置，併回大樓電力系統

• 確立減碳目標，展現公司決心

• 訂定減碳誘因，鼓勵員工共同響應

• 導入內部碳定價機制，將溫室氣體排放
納入成本考量

• 滾動式調整目標，定期檢視策略可行性

• 採用高能源效率之設備，並定期保
養維護

• 採用高燃油效率車輛，並提升物流
運送效率

• 優化製程，朝向循環經濟商業模式，
降低能源使用

• 建築外牆隔熱透光設計，減少空調/
照明能源需求

• 綠色機房設計

溫室氣體減量策略

整合各領域資源，推動企業能源轉型，逐步實現2050淨零排放目標

Source: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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