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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京都議定書在今年（2005 年）2 月 16 日生效之後，
台灣各界突然對京都議定書感到無比的興趣，從媒體報章雜
誌接連好幾天的大幅報導，到民間環保團體連續幾個受人注
目的抗爭行動，對於提昇各界對全球暖化與溫室氣體的認
識，發揮了很大的效用。不過激情過後，最重要的還是該如
何一步步踏實地因應這個領域。溫室氣體盤查可說是企業對
於溫室氣體議題（我們不願意狹義地只看京都議定書）最基
本的因應工作，經由盤查去了解企業整體的溫室氣體排放況
狀，不論是為了因應未來國家的、區域的甚至全球的強制性
規範，或是檢視企業在溫室氣體議題中所承受的風險，有了
可靠正確的盤查資訊，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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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供企業界一個進行溫室氣體盤查的通用性標
準，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與世界資源研究院
（WRI）在 1998 年共同發起了「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倡議
行動」 (GHG Protocol Initiative)，並在 2001 年公佈了一套
企業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的標準。本會「溫室氣體減量投資
研議小組」有感於國內企業在溫室氣體排放盤查上，缺乏一
個可以與財務資訊相融合，且可以與國際接軌的一套系統性
方法，因此在 2002 年由小組成員分工進行「溫室氣體盤查
議定書—企業會計與報告標準」的中譯工作，並於 2003 年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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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版。同時間「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會計與報告標
準」也在進行改版工作，並在 2004 年 5 月正式發行第二版。
新版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會計與報告標準」不僅
在內容上更為豐富，案例的提供與說明也更能幫助使用者了
解如何進行盤查工作。
能源與氣候變遷，是全球先進企業積極運籌帷幄的重要
議題，因為它涉及未來的科技創新、成本節餘、新商機與競
爭優勢。我們希望從溫室氣體排放盤查開始，帶領我國的企
業急起直追。
非常感謝行政院環保署贊助我們出版第二版「溫室氣體
盤查議定書—企業會計與報告標準」的中文版，讓我們有機
會將此重要且實用的溫室氣體盤查工具書，呈現在國人面
前。由於「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會計與報告標準」已
成為國際企業界在進行溫室氣體盤查工作時最權威的參考
依據之一，我們相信本書的出版將能帶給國內企業更多、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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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的幫助，並協助公司了解與爭取未來在溫室氣體市場上
的優勢。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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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reenhouse Gas Protocol)倡議行
動，是由位於美國的民間環境機構世界資源研究院(WRI)，
以及由 170 餘家跨國企業所組成，位於瑞士日內瓦的世界企
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共同發起，為企業界、非政府組
織、政府及其他團體等多方利害相關者為基礎的一種夥伴關
係。這個倡議行動發起於 1998 年，主要任務是為企業開發
一套國際公認的溫室氣體(GHG)會計與報告標準，並可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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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董事會中推廣使用。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倡議行動包含了兩個分開但互相
有關聯性的標準：
¾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會計與報告標準（這份文件是
一套步驟式的指南，協助公司量化及報告溫室氣體排放
量）

¾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計畫量化標準（即將公佈，一份量
化溫室氣體削減計畫減量值的指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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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的溫室氣體議定書企業會計與報告標準(溫室氣

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在 2001 年 9 月發行，並獲得全球各
地的企業、非政府組織以及政府機構廣泛地接受及採用。許
多產業、非政府組織，以及政府的溫室氣體專案1都以此為
其專案之會計與報告系統的基礎。工業團體，諸如國際鋁業
學會(International Aluminum Institute)、國際林業與造紙協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Forest and Paper Association)、世界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水泥業永續發展專案，都與溫室氣體議定
書倡議行動合作，共同開發更完整的產業特定計算工具。會
有如此廣泛的應用，主要是因為開發過程中有許多不同的利
害相關者的參與，使這個標準有堅實的基礎、具實用性，且
建立在許多專家及使用者的專業知識上。第二版的溫室氣體

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 是匯集兩年來多方利害相關者的意
見，並建構在第一版的使用經驗上。內容中新增了一些實務
指南、案例研究、附錄及說明如何設定溫室氣體排放目標的
新章節。雖然許多公司仍在使用第一版的標準來進行溫室氣
體盤查，但此新版中增修的內容並不會對大部分的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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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查結果造成影響。

對正在準備要進行溫室氣體盤查的公司和其他類型的
組織2來說，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正好提供他們一
個參考的標準與指南。範圍涵蓋了京都議定書中的六種管制
氣體 — 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
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六氟化硫(SF6) — 的
會計與報告準則。這份標準與指南是為了滿足以下的目標而
設計出來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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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藉由使用標準化的方法與準則，協助公司製作一份能真
實、公正地反應其溫室氣體排放的盤查清冊

¾

簡化並降低編撰溫室氣體盤查清冊的成本

¾

提供企業有用的資訊，作為開發管理及削減溫室氣體排
放有效策略的基礎

¾

提供資訊以參與自願性或強制性的溫室氣體方案

¾

在不同公司以及溫室氣體專案間，提高其溫室氣體會計
與報告的一致性與透明度
企業和其他利害相關者都可從使用此共同的標準而獲

益。例如對企業而言，溫室氣體盤查若能同時滿足內外部的
資訊使用需求，便可以降低成本。對其他利害相關人來說，
這也可以增進一致性、透明度，以及對提報資訊的了解，方
便進行跨期的追蹤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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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的商業價值
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已成為重要的永續發展議題。許多
政府經由國家政策的制定，正採取適當的步驟來降低溫室氣
體的排放。這包括排放權交易系統的引入、自願性減量與報
告專案、課徵碳稅或能源稅，及訂定能源效率與排放的標準
並進行管制等。因此，如果公司想要確保長期的競爭優勢，
並為未來的國家或區域性的氣候政策做準備，公司就必須要
能夠了解並管理他們的溫室氣體風險。
一個設計完善且維護良好的企業溫室氣體盤查系統，可
以幫助公司達成許多商業目標，包括了：
1.

管理溫室氣體風險並辨識減量機會

2.

溫室氣體排放資訊的公開披露與參加溫室氣體自願性
專案

3.

因應強制性溫室氣體提報方案的要求

4.

加入溫室氣體排放權交易市場

5.

認可早期自願性行動的成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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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該使用這個標準？
這個標準主要是從企業開發溫室氣體盤查清冊的角度
來編寫的，但在營運活動中也會造成溫室氣體排放的其他類
型組織（如非政府組織、政府機關和大學3）也可適用。但
是企業標準不該應用於可獲取抵減或信用額度之溫室氣體
削減計畫的減量之量化上。即將公佈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計畫量化標準，才是為此目的而提供的標準和指南。
政策制訂者和溫室氣體專案規劃者也可使用這個標準
中相關內容，作為他們自己的會計與報告要件。

與其他溫室氣體專案的關係
區別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倡議行動和其他的溫室氣體
方案的異同是件重要的事。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僅
聚焦於排放量的會計與報告方面。並不要求將排放資訊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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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世界資源研究院或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此外，本標準
係設計為用來發展一可查驗的盤查，但不提供如何進行查驗
程序的標準。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具備專案或政策中性的
特質，但是許多現有的溫室氣體專案常引用其內容作為其會
計與報告的要件，因此這個標準與許多的溫室氣體專案可相
容，包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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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自願性的溫室氣體減量專案，如世界野生生物基金會
(WWF)的氣候拯救者(Climate Savers)、美國環保署的氣
候領袖(Climate Leaders)、氣候中性聯盟(Climate Neutral
Network) ， 及 氣 候 變 遷 商 業 領 袖 倡 議 行 動 (Business
Leaders Initiative on Climate Change)

¾

溫室氣體登錄，加州氣候行動登錄（California Climate
Action Registry, CCAR）、世界經濟論壇全球溫室氣體
登錄(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GHG Registry)

¾

國家級產業倡議行動，如紐西蘭企業永續發展協會、台
灣企業永續發展協會、Association des entreprises pour la
réduction des gaz à effet de serre (AERES)

¾

溫室氣體交易專案4。如英國排放交易體系(UK ETS)、
芝加哥氣候交易所(CCX)、歐盟溫室氣體排放配額交易
體系(EU ETS)

¾

由一些產業公會開發其特定的盤查議定書，如國際鋁業

BCSD-Taiwan

研究院(IAI)、國際林業與紙業協會(ICFPA)、國際鋼鐵
協會(IISI)、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水泥業永續發展專
案、國際石油工業環境保護協會(IPIECA)
由於溫室氣體專案常常有特定的會計與報告要求，公司
在進行盤查作業之前，應該要檢核每一個相關專案是否有任
何額外的要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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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計算工具
為了執行本標準與指引，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倡議行
動的網站(www.ghgprotocol.org)上也提供了一些跨產業的以
及產業特定的溫室氣體計算工具，之中也包括了一個供以辦
公室為主的小型組織(第 6 章有完整列表)的溫室氣體排放計
算指南。這些工具提供了逐步式的使用指南和電子試算表，
協助使用者從特定排放源或產業來計算溫室氣體排放量。這
些工具與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PCC）所提出，用來計算
整個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量的方法是一致的。但更進一步考
慮了非技術性人員的使用方便性，以及提高公司層級排放數
據的正確性。在此感謝許多公司、組織及專家對這些工具提
出相當多的評審意見，他們的專業與經驗，相信在此議題
上，就代表著目前全球的「最佳實務」
。

依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提出盤查報告
BCSD-Taiwan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倡議行動鼓勵所有無論有無盤查
經驗的公司，都應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來進行公
司的溫室氣體盤查。在提及標準的各章節中，在澄清依溫室

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來準備與報告排放量的要求時，都
使用到「應」 (shall)字。這是為了增進與採用第一版標準
所提報的盤查資訊間的一致性，不違反第一版標準的初始想
法，同時也具備為有意採取查驗的公司，提供一個可查驗之
標準的好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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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一版相較主要改變的總覽
第二版增加了新的指引、案例研究和附錄。新增一章為
溫室氣體目標，這是為了回應許多公司在盤查進行一個段落
後，想要進到下一階段去設定溫室氣體排放目標的需求。附
錄則新增了來自電力之間接排放的計算方法，以及從大氣吸
收二氧化碳的計算方法。
各章修訂的內容包括：
第一章：有關 GHG 會計與報告原則的說明，用字上作了一
些小幅修飾。
第二章：依商業目標來界定營運邊界的相關資訊已更新並更
具體化
第三章：雖然仍鼓勵同時使用股權比例與控制權兩種界定組
織邊界的方法，但公司在進行報告時僅需使用一種
方法即可。這個修訂其實在反映了並非所有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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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同時需要利用這兩種方法來彙集資訊，才能達成
所設定的商業目標之事實。有關以控制法來界定組
織邊界的新指南已在本版中提供，而為對應報告目
的所應掌握的股權比例下限也已刪除了，意謂只要
是明顯的排放就該提報出來。
第四章：範疇 2 的定義已經做了修訂，排除了以再販售為目
的之外購電力所產生的排放，目前這個部份的排放
被歸屬於範疇 3。這是為了預防兩家以上的公司在
相同的範疇內對同一排放做了重複計算。新增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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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力傳輸與配送損失有關的溫室氣體排放計算指
引，以及範疇 3 類別與租賃的指引。
第五章：按比例調整的建議已被刪除，以避免兩次調整的需
求。針對計算方法改變，而進行基準年排放量調整
的相關指引內容更豐富了。
第六章：強化選取排放係數之使用指南的內容。
第七章：擴充了建立排放品質管理系統，與不確定性評估的
應用和限制的相關指南。
第八章：為了釐清 GHG Protocol 中之企業標準和計畫標準
間的關係，增加了減量計畫之計算與報告和抵減
(offsets)之指引。
第九章：澄清了強制與選擇性的報告類別。
第十章：擴充有關實體性(materiality)與實質差異(material
discrepancy)的指引

BCSD-Taiwan

第十一章：提供設定排放目標與追蹤和報告進度的逐步式指
南的全新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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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問題
以下列了一些常見的問題，及本書中與此問題相關的章
節：


在從事溫室氣體排放會計及報告時，我應該考慮些
什麼？
ણ҂ௐ˟ౢ!



我如何處理複雜的公司結構與股權分散的問題？
ણ҂ௐˬౢ!



直接與間接排放的不同處在哪裡？關聯性在哪
裡？
ણ҂ௐαౢ!



應該報告哪些間接排放？
ણ҂ௐαౢ!



BCSD-Taiwan

如何計算與報告委外與租賃的營運活動？
ણ҂ௐαౢ!



什麼是基準年？我為何需要它？
ણ҂ௐ̣ౢ!



溫室氣體排放量將隨著公司併購與分割而改變，我
如何交代這些改變？
ણ҂ௐ̣ౢ!
!

10

緒 論



如何鑑別公司的排放源？
ણ҂ௐ̱ౢ!



有哪些工具可以幫助我計算排放量？
ણ҂ௐ̱ౢ!



哪些數據收集作業和數據管理議題是工廠或設施
必須處理的？
ણ҂ௐ̱ౢ!



哪些因素決定了溫室氣體排放資訊的品質與可信
性？
ણ҂ௐ˛ౢ!



如何計算與報告買進或賣出的溫室氣體抵減額
度？
ણ҂ௐˣౢ!



我應該報告哪些資料？

BCSD-Taiwan

ણ҂ௐ˝ౢ!


為獲得外部查驗，必須準備哪些盤查資料？
ણ҂ௐȈౢ!



設定排放目標時要考慮的事項？如何報告與目標
有關的績效？
ણ҂ௐ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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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BCSD-Taiwan

溫室氣體專案(GHG Program)是一個用於任何自願性或強制性之國
際、國家、地區政府，或非政府機構發起的溫室氣體排放或移除之登錄、
驗證或管制專案的通用性辭彙。
2
本文件其他處所見之辭彙「公司」或「企業」，乃是公司、企業和其
他組織型態的簡稱。
3
例如世界資源研究院(WRI)就使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來公
開揭露其每年的溫室氣體排放量，並加入芝加哥氣候交易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
4
以工廠或設施為參與主體的交易專案，是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倡議行
動所提供之計算工具的主要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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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標

指

準

南

第一章 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原則
與財務會計和報告相仿，一般公認的溫室氣體
(greenhouse gas, GHG)會計原則是為了強化並引導進行溫室
氣體的會計與報告而制定的，其目的是為了確保所報告的資
訊能可靠、真實與公正地反映出一家公司在溫室氣體排放上
的狀況。
雖然溫室氣體會計及報告實務正在成形之中，對許多企

BCSD-Taiwan

業而言也還是新的東西，但是下面所列出的幾項原則，卻部
份衍生自一般公認的財務會計與報告原則，同時是經過一個
涵括技術、環境及會計這些學科領域之利害相關者的合作過
程所得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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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會計及報告應以下列原則為基礎：
標

¾

相關性(Relevance)

準

須確認公司的溫室氣體盤查清冊能適當地反映公司的
溫室氣體排放狀況，並能成為公司內外部相關資訊使用者在
進行決策時的依據。
¾

完整性 (Completeness)
在選定的盤查邊界內，記錄並報告所有的溫室氣體排放

源與作業活動。任何特定的排除狀況皆應載明，並說明理由。
¾

一致性 (Consistency)
使用一致性的方法，以容許有意義的跨期排放比較。數

據、盤查邊界、方法或其他任何相關因子的改變，都要透明
地予以建檔。
¾

透明度 (Transparency)

BCSD-Taiwan

在可供稽核的基礎上，以根據事實並前後連貫的方式來
處理所有相關的議題。揭露相關的假設，並適度地註明所引
用之會計與計算方法的出處，以及所使用數據的來源。
¾

精確度 (Accuracy)
確保溫室氣體排放的量化是採用系統性的方法，不高估

或低估，儘可能擴及至可判斷的範圍，且在可行的狀況下，
儘量降低不確定性。具備充分的精確度，才能讓資訊使用者
在對於所報告資訊的誠信，在合理的確保下，來進行決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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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原則

訊，是公正且真實地呈現公司的溫室氣體排放狀況。其主要
的功能在於導引執行溫室氣體議定書企業標準，尤其在面對
特定的議題或模糊難辨的狀況下，如何來應用這個企業標
準。

相關性
對一個組織的溫室氣體報告來說，相關性是指這份報告
所包含的資訊是為了滿足公司內外部資訊使用者在作決策
時所需求的資訊。相關性的一個重要觀點，在於選取能反映
出公司在商業關係上的本質與經濟真相的適當盤查邊界，而
非僅在於法律形式上。盤查邊界的選取依公司的特性、資訊
的應用目的以及使用者的需求而定。在選取邊界時，須考慮
一些因素：
¾

BCSD-Taiwan

ᖐߛၹ：控制權（營運上或財務上）
、所有權、法律
協議、合資等。

¾

ᒉྻ۞ᙝࠧ：現場(on-site)及離場(off-site)的作業活
動、製程、服務及衝擊。

¾

Ћຽࡦഀ：作業本質、地理位置、產業別、資訊目的、
資訊使用者。
更多關於定義適當盤查邊界的資訊，將分別在第二章、

第三章及第四章中提供。
15

南

求，應用這些原則將確保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中所呈現的資

指

這些原則是為了強化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的各種需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完整性
指

為了彙整全面且有意義的盤查資訊，應包含在已選定之

南

盤查運邊界內的所有排放源，但在實務上，資料的不足或收
集資料所需的成本，可能是一項限制性因素。有時定義一個
最低排放計量門檻相當吸引人（可參照為實體性的起點，
materiality threshold）
，即當一排放源的排放量沒有超過某一
大小時，可將此排放源排除在盤查之外。就技術上來說，這
樣一個門檻值僅是一個預設值，及估算時可接受的負向因素
（也就是低估）。雖然理論上來說很有用，但嚴格說來，這
個門檻值的應用是與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的完整
性原則相衝突的。為了應用實體性的規範，來自特定排放源
或作業活動的排放必須量化以確保低於門檻值。然而，一旦
進行排放量化，利用門檻值來篩選的好處就幾乎自然喪失
了。
門檻值也常用於判定誤差與省略是否產生重要的缺

BCSD-Taiwan

陷。這與作為定義一個完整盤查清冊的計入門檻有所不同，
公司須執行一個更完整的、精確的及一致性的溫室氣體排放
會計。在排放未曾估計或估計的品質不佳的情況下，予以透
明地建檔及說明理由就相當重要了。查驗者能判定在整體盤
查報告上，因排除或品質不佳所產生的潛在衝擊與相關性。
有關於完整性的相關內容，在第七章與第十章中有更詳
盡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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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
溫室氣體資訊的使用者將會追蹤及比較報告公司跨期

指

的溫室氣體排放資訊，以找出趨勢並評估提報公司的績效。

南

運用一致性原則在會計方法、盤查邊界及計算方法上是很重
要的，這樣才能進行溫室氣體排放數據的跨期比較。組織盤
查邊界內所有營運活動的排放，都須以確保加總之資訊，具
有內部一致性，且可進行跨期比較的方式，予以彙整在排放
清冊中。
有關於一致性的相關內容，在第五章與第九章中有更詳
盡的說明。

福斯汽車（Volkswagen）：保持長期的完整性
福斯汽車為全球性的汽車製造商，亦為歐洲第一大汽車
製造業者。在進行溫室氣體排放盤查時，福斯汽車領悟到公
司的排放源結構在過去七年間有了重大的改變。在 1996 年時

BCSD-Taiwan

認為不與公司層級總排放有相關的生產製程之排放量，現在
經過評估後發現竟然約佔公司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 20％。進
行引擎測試的新廠及某些投資在購買鑄鎂設備的製造廠是造
成排放源增加的例子。福斯汽車的經驗證明了必須定期地重
新評估排放源，以保持長期完整的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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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度
指

透明度係關係到基於明確的文件與歸檔（也就是稽核線

南

索），以清晰、真實、中性且可了解的方式，來揭露溫室氣
體盤查程序、作業、假設及限制之相關資訊的程度。須以一
種能供內部審閱者及外部查驗者去查驗其可信度的方式，去
記錄、彙整及分析這些資訊。特定的排除與納入須能讓人清
楚辨識並證明有理。須清楚交代所使用的假設、引用之計算
方法的參考文獻和使用的數據來源。提供的資訊須充分到讓
第三者在相同的數據來源下，演算出相同的結果。一份「透
明的」報告將能讓人清楚地了解報告公司的背景及相關的議
題，並提供有意義的績效評估。獨立的外部查驗是確保透明
度，並判定是否建立起適當的稽核線索以及進行文件化的有
效方法。有關於透明度的相關內容，在第九章與第十章中有
更詳盡的說明。

精確度

BCSD-Taiwan

數據應具備足夠的正確性，讓有目的的資訊使用者能在
合理地確信報告所載資訊為可信的情形下來進行決策。溫室
氣體的量測、估計或計算須系統化，不高估也不低估，儘可
能擴及可判斷範圍，且在可行的狀況下，儘量降低不確定
性。量化的過程也要儘量選擇不確定性最低的方式來進行。
報告在溫室氣體排放量會計中所採行的精確度保證措施，能
幫助提升可信度以及透明度。有關於精確性的相關內容，在
第七章中有更詳盡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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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零售商，美體小鋪在全球 29 個語言區中的 51 個國家中，
擁有 2000 個營運據點。對於這樣一個大型且分散式的組織而
言，盤查程序中要同時達到精確度與完整性是很大的挑戰。
缺乏數據以及昂貴的量測程序，都是在改善排放數據精確度
上的巨大絆腳石。舉例來說，要去彙整各購物中心美體小鋪
專賣店的能源耗用資訊就十分困難。針對這些專賣店所進行
的估算通常是不夠精確的，但以不夠精確的理由來排除這些
排放源，又會產生一個不完整的盤查。
美體小鋪在氣候變遷氣候領袖倡議行動(Business Leaders
Initiative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BLICC)的協助下，採取一
個兩階段式的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首先，鼓勵這些專賣店
從一些零散的數據中或採取直接監測的方式，主動地去收集

BCSD-Taiwan

直接的能源耗用數據。其次，若無法獲得直接的能源耗用數
據，就會提供專賣店標準的排放量估算指引，這些指引主要
是提供一些與平方英尺、設備類型、使用時間有關的排放係
數給專賣店進行估算。這個系統取代了之前殘缺的方法，提
供了更高的精確度，並且因為把之前無法計算排放量的據點
納入，而提高了盤查的完整性。像這樣量測過程中的限制若
能透明化，資訊的使用者將了解到數據的根據來源，以及已
發生的取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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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身為一個以皮膚、頭髮、身體保健及化妝產品為主的國

指

美體小鋪（The Body Shop）：解決精確度與完整性間的
取捨的問題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BCSD-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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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南

第二章 商業目的及盤查設計
藉由編撰溫室氣體排放清冊來改善對公司溫室氣體排
放的了解，其實具備著很好的商業意涵。公司編撰溫室氣體
排放清冊的商業目的，主要有下面五項：
1. 管理溫室氣體風險並辨識減量機會
2. 溫室氣體排放資訊的公開披露與參加溫室氣體自願
性專案

BCSD-Taiwan

3. 參與強制性溫室氣體提報專案
4. 加入溫室氣體排放權交易市場
5. 認可早期自願性行動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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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常希望他們的溫室氣體盤查能同時滿足好幾個
指

目的。因此，從一開始的程序設計就考量到不同的資訊使用
者與資訊用途(不管是當下或未來)是很合理的。溫室氣體盤

南

查議定書企業標準就是為了滿足大部分之商業目的（見說明
1）所需要的資訊，而設計出來的一個全面性的溫室氣體會
計與報告架構。所以依照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業標準所
收集的盤查數據，能針對各種組織與營運邊界，以及不同的
商業地理規模（州、國家、附件 1 國家、非附件 1 國家、工
廠、事業單位、公司等）來進行彙整或分開表列。
附件 C 提供不同溫室氣體專案的總覽，其中許多均以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為基準。針對不同目的與使
用，如何設計盤查，在第三章與第四章中有更詳盡的說明。

BCSD-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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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溫室氣體盤查能滿足的商業目的
指

y

辨識未來與溫室氣體限制有關的風險

y

辨識具成本效益的減量機會

y

設定溫室氣體目標，量測與報告進度

南

管理溫室氣體風險並辨識減量機會

溫室氣體排放資訊的公開披露與參加溫室氣體自願性專案
y

向利害相關者自願性報告溫室氣體排放與邁向目標的成果

y

向政府及民間團體的報告專案報告，包括溫室氣體登錄專案

y

環保標章及溫室氣體驗證

參與強制性溫室氣體提報專案
y

參與國家、地區或地方層級的政府報告專案

BCSD-Taiwan

加入溫室氣體排放權交易市場
y

支援內部溫室氣體交易專案

y

參與外部之總量管制與配額交易專案

y

計算碳/溫室氣體稅

認可早期自願性行動的成效

y

在基線保護(baseline protection)及/或早期行動之信用額度
上，提供可證明的資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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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溫室氣體風險並辨識減量機會
指

彙整一份全面性的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可以讓公司了解

南

本身的溫室氣體排放狀況，以及可能的法律責任與風險。公
司溫室氣體排放的風險已成為重要的管理議題，相當受到保
險業者、股東以及新興溫室氣體減量排放管制的法規政策重
視。
在未來的管制之下，即使公司本身沒有直接受到法規的
要求，但只要公司在整個價值鏈中有明顯的溫室氣體排放，
就可能導致成本的增加或銷售額的減少，這也使得投資人在
這個議題上，會將公司將整體營運之上下游的重大排放，視
為公司的潛在法律責任，而要求必須去管理與減量。若僅將
目光放在公司自有營運範圍內的直接排放，反而可能錯失重
大的溫室氣體風險與減量機會，導致誤判了公司在此議題上
實際所面臨的風險。
一個更正面的觀念就是，有良好的監測，才能有良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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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溫室氣體排放會計能協助辨識最具成本效益的減量機
會，促使提升能源與原料使用效率，以及開發新的商品與服
務，來降低客戶或供應商的溫室氣體排放。透過這些行動不
但可以降低生產成本，並且能協助公司在未來這個具備高度
環境意識的市場中與眾不同。此外，進行溫室氣體排放盤查
也是設定公司溫室氣體減量目標的先決條件，也才能進行後
續之目標達成進度的評估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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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指

IBM：再生能源在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上的角色

耗用相關的間接排放，是公司在進行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上
不可或缺的部份。因為對公司來說，外購電力是個主要的溫
室氣體排放來源，也是公司在溫室氣體減量上的重要機會。
IBM 身為全球重要的資訊科技公司，同時又為世界資源研究
院 (WRI) 綠 色 電 力 市 場 開 發 小 組 （ Green Power Market
Development Group）的成員之一，已經針對其間接溫室氣體
排放的相關資訊，進行系統性的記錄與管理，並嘗試從中辨
識出重要的潛力來執行減量。IBM 為此執行了各種不同的策
略，來減少對於外購電力的需求量，或降低外購能源的溫室
氣體排放強度。其中之一就是採購再生能源電力，以降低其
外購電力的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IBM 與德州的 Austin Energy 簽訂再生能源電力的供電合
約，自 2001 年起 5 年內每年供應 5.25 百萬瓩小時的風能電
力，藉此成功地減少其位於德州 Austin 廠的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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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零溫室氣體排放的電力，讓 Austin 廠至少較前一年減少
了超過 4,100 公噸的二氧化碳，風能發電所提供的電力約佔整
廠耗電的 5%。IBM 全公司在 2002 年使用的再生能源電力有
66.2 百萬瓩小時，約佔全球整體電力使用的 1.3%，並較前一
年減少 31,550 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IBM 在全球各地都進行
再生能源的採購，涵蓋了風能、生質能與太陽能。
藉著記錄管理這些間接排放並尋找相關的減量機會，
IBM 已經成功地減少其整體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來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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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依照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的規定，與外購電力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溫室氣體排放資訊的公開披露與參加溫室氣體自
指

願性專案

南

隨著對氣候變遷的關注日益升高，愈來愈多的非政府組
織、投資人或其他的利害相關者都要求公司披露更多的溫室
氣體排放相關資訊。他們想要了解公司在這個議題上採取了
哪些行動，以及面對新興的溫室氣體管控法規，公司相對於
其他競爭者的優勢與劣勢又在哪。為了回應這些要求，愈來
愈多的公司開始製作利害相關者的報告書，並納入公司溫室
氣體排放的相關資訊。像是有些公司使用全球永續性報告書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綱領來撰寫公司的永續性報告書
時，就應依此綱領的建議採取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
來報告公司的溫室氣體排放資訊（GRI, 2002）
。公開披露公
司的溫室氣體排放資訊可以強化與利害相關者間的良好關
係，舉例來說，公司可以藉由參與溫室氣體自願性減量專案
來建立公司在顧客和一般大眾間的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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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國家已經設立有溫室氣體登錄系統，讓公司可以在
公開的資料披露平台上報告自身的溫室氣體排放資訊。這些
登錄系統可以是由政府來管理（如美國能源部 1605b 自願性
提報專案），也可以由非政府組織（如加州氣候行動登錄）
或工業團體（如世界經濟論壇全球溫室氣體登錄專案）來維
護。許多溫室氣體減量專案也協助公司來設定自願性的溫室
氣體減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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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多數的自願性溫室氣體減量專案准許或要求參與者
指

提報來自於營運範圍內的六種溫室氣體直接排放，以及來自
於外購電力所產生的間接排放。採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
氣體專案的大部分要求（附錄 C 陳列了部份溫室氣體專案
的提報要求）
。然而，由於許多自願性專案每隔一段時間都
會進行修正其溫室氣體會計綱領，公司若計畫參與這些專
案，則建議須與專案管理人聯繫，來確認最新的要求項目。

參與強制性溫室氣體提報專案
有些政府要求溫室氣體排放戶要每年提報其溫室氣體
排放量，通常這些強制性專案都僅針對來自於營運範圍內的
直接排放部份來要求提報，或是針對某一特定管轄區域內的
工廠或設施的排放來要求提報。在歐洲，在「整合性污染預
防與控制指令」 (Integrat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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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ve，簡稱IPPC)中所規範的工廠或設施，就必須針對
六種京都溫室氣體（CO2、CH4、N2O、HFCs、PFCs、SF6），
在超過一定的個別門檻值下，分別提報這六種溫室氣體排放
量。提報的資訊包含於「歐洲污染排放登錄」 (European
Pollutant Emissions Register，簡稱EPER)系統中，這是一個
可供一般大眾自由取得資訊的網路資料庫，透過這個資料庫
將可以進行個別工廠或設施，或是不同國家之特定產業間的
排放狀況比較（EC-DEG, 2000）。在安大略省，安大略 127
號法規(Ontario Regulation 127)也要求提報溫室氣體排放資
訊（Ontario MO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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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業標準來進行的溫室氣體排放盤查，通常都能滿足這些溫室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加入溫室氣體排放權交易市場
指

近年來我們已經看到在一些地區開始採行具備市場機

南

制的方法，來進行溫室氣體排放減量。雖然各國採用了不少
其他的方式（如挪威開徵碳稅），但不論是強制性（如歐盟
排放交易體系）或自願性的減量專案（如芝加哥氣候交易
所）
，排放權交易制度仍最受青睞。
這些交易專案需要比較實際排放與既定的排放目標或
上限，來決定是否可符合要求，且通常都要求僅估算直接排
放的部份，但仍有例外。像英國的排放交易體系（UK ETS）
就要求參與者須估算來自於外購電力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
放，
（DEFRA, 2003）
，而芝加哥氣候交易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簡稱 CCX )就允許會員可將外購電力所產生的間
接溫室氣體排放，做為額外的減量承諾。而其他類型的間接
排放，則可能更難以進行查驗，且在避免重複計算上也有所
困難，使得這些排放交易系統皆未要求提報。同時，為了協
助進行獨立查驗的工作，這些排放交易系統要求參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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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提報的溫室氣體資訊，建立一個可供稽核的線索（參見
第十章）
。
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專案可能會針對下列相關事項，施予
額外的會計特性之要求，如設定組織邊界所使用的方法、處
理哪些溫室氣體排放、基準年的設定方式、所使用之計算方
法類型、排放係數的選取、以及採行的監測與查驗方式等。
而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因為有許多公司或組織的
參與，也收納了試行公司的最佳應用案例，因此能充分告知
這些新興溫室氣體專案的會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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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認可早期自願性行動的成效
建立可信的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可以協助確保企業早期

指

的自願性排放減量行動會被未來的管制方案所認可。舉例來

南

說，假設有家公司在 2000 年開始進行一個溫室氣體排放減
量專案，將其廠區內的發電廠的鍋爐燃料由煤改換成由垃圾
掩埋場所產生的瓦斯。假若一個強制性的溫室氣體減量專案
在 2005 年開始執行，並設定 2003 年為量測與計算減量成效
的基準年，則這個強制性的減量專案可能不會同意將 2003
年之前的綠色電力專案，計算到公司在減量目標達成度上的
貢獻。
但如果公司的自願性減量專案已經進行的相關的計算
與登錄，那這些強制性減量專案很有可能會承認在基準年之
前的成效。例如美國的加州州政府就宣佈會盡其最大的努
力，來確保這些參加加州氣候行動登錄（California Climate
Action Registry）專案的公司或組織，在參與這個自願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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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專案中所登錄且經驗證過的減量成果，會在將來任何一個
國際的、聯邦的或是美國任一州的溫室氣體排放管制專案中
予以適度考量是否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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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指

Tata Steel：發展組織在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的能力

南

對全亞洲第一個，且為印度最大一貫作業私有煉鋼廠的
Tata Steel 來說，提升能源效率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是其主
要商業目標—增進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接受度—的重要元
素。為了達成目標，Tata Steel 每年都會執行好幾個能源效率
改善計畫，並導入低溫室氣體排放強度的製程技術或設備。
此外，他們也積極參與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市場，作為未來
改善其溫室氣體排放績效的方式之一。為了維持這些努力的
成效，並參與新興的溫室氣體交易市場，Tata Steel 必須有一
個包含所有製程及作業，且可進行有意義的標竿比較，改善
量測及促進一份可信的報告之準確的溫室氣體盤查。
Tata Steel 已經具備量測其溫室氣體減量成果的能力，Tata
Steel 的經理人可以在線上取得能源使用、原物料使用、廢棄
物與副產品產出，以及其他與物質流有關的資訊。使用這些
資訊以及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中的計算工具，Tata Steel 訂定
出兩個主要的長期策略性績效指標：特定的能源耗用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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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ga 卡/每公噸粗鋼），以及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指標（二氧
化碳當量公噸/每公噸粗鋼）
，這些指標也是全球鋼鐵業界用來
量測公司永續性的主要指標，以協助確保產品的市場接受度
與競爭力。由於 Tata Steel 採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

準，讓績效的追蹤更具結構化且容易。這個系統讓 Tata Steel
快速且容易地取得其溫室氣體盤查資訊，並協助公司讓製程
與物質流的效率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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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福特汽車公司：使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的經
驗

指

當福特公司開始努力了解並減少其溫室氣體衝擊時，想

南

要追蹤擁有足夠精確度及細節的排放量，來進行有效的管
理，於是組成了一個來達成此項目標的內部跨功能
(cross-functional)的溫室氣體盤查小組。儘管公司已經報告了
企業層級的能源及CO2的基礎數據，對資料更詳細的了解仍是
重要的，以設定及量測在績效目標下的進展，並針對參與外
部交易體系進行可行性評估。
經過了幾週的時間，此小組努力在創造一個針對固定燃
燒源更全面性的盤查清冊，並很快地找到了一個新興的模
式。此小組常常找不到許多問題的答案，而這些相同的問題
卻每週都在發生。公司應該如何劃定邊界呢？在資產購併與
脫售時該如何考慮？應該使用哪些排放係數？以及也許是最
重要的，如何讓利害相關者信任這個方法？雖然此小組有著
許多不同的見解，但也似乎沒有正確或錯誤的答案—直到此
小組發現了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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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對於回答許多問題助益很
大。現在福特汽車公司已擁有一套更健全的溫室氣體盤查方
法，且能夠進行持續的改善，以滿足快速新興之溫室氣體管
理需求。因為採用此標準，福特已把報告的範圍擴大到其全
球所有的品牌，包括來自所擁有或控制之排放源的直接排
放，以及外購之電力、熱、或蒸汽所產生的間接排放。此外，
福特也是芝加哥氣候交易所的創會成員，該交易所為了排放
報告的目的，使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的部份計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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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標

指

準

南

第三章 設定組織邊界
企業的營運隨法律與組織架構而有所變動：包括全部自
有的營運、法人或非法人化的合資事業、子公司及其他等。
為了財務會計上的目的，這些營運將依組織架構和涉及的成
員間之關係所設定的規則來處理。在設定溫室氣體盤查的組
織邊界上，公司先選擇一種方式來彙整溫室氣體排放資訊，
然後一致性地應用選定的方式來定義構成公司的事業體與
營運，以滿足溫室氣體排放會計與報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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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兩種不同的方式，可用來進行企業整體的溫室氣體排
放資訊彙整：股權比例(equity share)法與控制(control)法。
公司應依下面所示的股權比例或控制法，彙整與報告其溫室
氣體數據。如果報告公司所有的關係事業都是全部自有，那
無論選擇哪一種方式，其組織邊界都會相同1。對合資事業
體來說，不同的方式將會產生不同的組織邊界和排放結果。
而無論是全部自有的事業體或是合資事業體，在設定營運邊
界（詳情請見第四章）將排放源類別化後，可能會有不同的
想法而改變原來選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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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比例法
標

應用股權比例法，公司是依照對各事業體所持有的股權

準

比例，來認列各事業體的溫室氣體排放數據。股權比例反應
了經濟上的利益，是公司從事業體所獲取之利益及風險的權
利範圍。一般來說，各事業體的經濟風險和利益的分攤，是
以對此事業體所擁有之股權的百分比為準，而股權百分比通
常也代表所有權的百分比。但這並不代表所有的情況，公司
與事業體間之關係所呈現出來的經濟實質內涵，常常優先於
法律所有權形式下，以確保股權比例反應了經濟利益的百分
比。
「經濟實質優先於法律形式」這個原則是與國際財務報
告標準相一致的，準備進行盤查的公司同仁可能因此而需要
向公司的會計或法律部門的同仁諮詢，以確保對每一個合資
事業體都採用了適當的股權百分比。
（相關財務會計類別定
義可參見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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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控制法
應用控制法時，公司對所控制之事業體的溫室氣體排

標

放，是採 100%認列的方式來處理。如果對一事業體擁有分

準

配利益權但無控制權，就不認列這個事業體的溫室氣體排
放。控制又區分為財務控制或營運控制兩類，在使用控制法
來彙整公司整體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時，公司應在營運控制與
財務控制間，擇一準則使用之。
在大多數的情況中，不論採用營運控制或財務控制的準
則，此事業體是否為公司所控制，其結果都會相同。要注意
的例外情況是油氣產業，通常油氣業者都有非常複雜的所有
權/營運權結構，使得油氣業者在選用不同的控制法準則
下，就會產生不同的彙整結果。選擇時，公司應該考量如何
進行認列與報告溫室氣體排放，才能符合排放報告與交易體
系的要求，以及如何與財務和環境報告書相融合，以及哪一
種準則最能反應公司真實控制的力量。

BCSD-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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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財務控制

標

以從事業體作業活動中獲取經濟利益的角度來看，如果

準

公司有能力主導事業體的財務與營運政策，則公司對事業體
享有財務控制2。舉例來說，如果公司有權主張一事業體過
半數的利益，即使這些權利是被讓與的，財務控制通常就存
在。相似的情況，如果一家公司保有一事業體過半數的風險
和資產所有權的報酬，則這家公司也被認為對此事業體有財
務控制。
「公司與事業體間的經濟實質關係要優先於法律上的
所有權地位」準則之下，即使公司對事業體所擁有的權益不
及 50%，也有可能對事業體享有財務控制。在評估經濟實
質關係中，，包括公司所掌握的以及其他成員所握有的潛在
之投票權的影響力，都要考量在內。這個準則與國際財務會
計標準一致，因此如果從財務彙整的目的來看，事業體被視
為是集團內的公司或子公司，亦即事業體的財務會計會完全
彙整到公司的財會報表中，那麼從溫室氣體會計目的上來

BCSD-Taiwan

說，公司就對此事業體享有財務控制。若以此準則作為控制
與否的決定方式，從共同擁有財務控制的合資事業體來的排
放，就按股權比例來認列。（相關財務會計類別定義可參見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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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營運控制
若一家公司或其子公司（相關財務會計類別定義可參見

標

表一）有完全的權力去主導並執行事業體的營運政策，則該

準

公司對此事業體享有營運控制。這個準則與目前許多報告所
屬營運設施（亦即公司擁有此設施的營運執照）之排放的公
司，所採行的會計與報告實務相一致。如果公司或其所屬子
公司為一設施的營運者，除非在很少有的情況下，公司就有
完整的權力主導並執行此設施的營運政策，而因此對此設施
享有營運控制。
採營運控制法時，公司須 100%認列該公司或其子公司
有營運控制權之營運的排放。必須強調的是，擁有營運控制
並不意謂公司必須對每個營運決策擁有絕對權力。舉例來
說，大型的資本投資可能需要擁有共同財務控制的所有合資
人的同意才能進行，而營運控制僅意謂一家公司有權導入並
執行其營運政策。

BCSD-Taiwan

更多有關於營運控制準則的相關性與應用上的資訊，可
參閱石油產業溫室氣體排放報告綱領。(IPIECA, 2003)
有時公司對一事業體與其他合夥人共同享有財務控
制，但卻不具備營運控制。在此情況下，公司需要查看相關
契約協議，決定合夥人中是否有人對此事業體享有絕對權
力，導入並執行其營運政策，因而擔負以營運控制來報告排
放量的責任。如果事業體本身導入並執行自己的營運政策，
享有共同財務控制的合夥人，在營運控制下不會提報任何排
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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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指南部份的表二，說明了選擇不同方式進行整個
標

公司集團溫室氣體排放量的情形，以及依不同彙整方式會有
哪些合資事業體被納入組織邊界中。

準

多種層級的彙整
如果組織內所有層級都遵照同一個彙整方式，溫室氣體
排放數據的彙整就應該產生一致性的結果。首先，母公司的
管理階層在一開始就必須決定採用哪一種彙整方式（亦即股
權比例或財務控制或營運控制三者之一），一旦選定了彙整
政策，就應適用到組織內所有的層級。

國有
本章所揭露的規則也應適用到所有國有或公/私部門共
同擁有的企業，來進行溫室氣體排放量的認列。

BCSD-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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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準

BP：以股權比例法來提報
BP 是依照股權比例法來報告相關事業體的溫室氣體排放
量，只要 BP 擁有權益，不論營運者是否為 BP ，都會納入報
告範圍。在決定股權比例報告邊界的範圍上，BP 嘗試去跟財
務會計程序相接軌。BP 的股權比例邊界是依財務會計處理原
則而定，包括所有 BP 進行的營運事業、子公司及合資事業等。
因 BP 僅具備有限的影響力，所以沒有納入固定資產投資。
在 BP 擁有股權的設施中，溫室氣體排放的估算是依據
BP 集團環境績效報告綱領(BP, 2000)來進行的。握有股權但營
運者並非 BP 的這些設施中，在使用與 BP 綱領相容的方法之
下，可以從負責營運的公司處直接獲得溫室氣體排放數據，或
是由營運公司提供作業數據，再由 BP 來計算。
BP 每年依股權比例法來報告溫室氣體排放數據。且從
2000 年起，獨立的外部稽核員針對盤查報告查核意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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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BP 綱領的查核顯示，盤查報告並沒有出現有重大錯誤陳述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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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財務會計分類
標
準

會計類別

財務會計定義

集團內公
司/子公司
Group
companies /
subsidiaries

以從事業體作業活動中獲
取經濟利益的角度來看，公
司有能力主導事業體的財
務與營運政策。一般而言，
這個類別也包括母公司對
其享有財務控制的法人及
非法人合資事業以及合夥
關係。集團內公司/子公司
的數據要全數彙整，亦即子
公司的收入、費用、資產及
債務要 100%地個別列入母
公司的損益帳平衡表中。對
於母公司未握有 100%股權
的機構，在彙整的損益帳平
衡表中，應就屬於少數股東
的獲利與淨資產部份，說明
扣除之量。

關係企業/
聯營公司
Associated
/ affiliated
companies

母公司對此公司的營運與
財務政策有重大影響力，但
未達享有財務控制的地
步。一般而言，這個類別也
包括母公司對其享有重大
影響力，但未享有財務控制
的法人及非法人合資事業
以及合夥關係。對關係企業
/聯營公司應用股權比例法
來進行財務會計之彙整
時，係以母公司對關係企業
之獲利與淨資產的享有比
例為認列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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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
標準認列的溫室氣體排放量
依股權比例 依財務控制
按股權比例 100% 溫 室
分攤溫室氣 氣體排放量
體排放量

按股權比例
分攤溫室氣
體排放量

BCSD-Taiwan

溫室氣體排
放量的 0%

第三章
按股權比例
分攤溫室氣
體排放量

按股權比例
分攤溫室氣
體排放量

母公司既未具有重大影響
力也不享有財務控制。這個
類別包括母公司對其既未
具有重大影響力，也不享有
財務控制的法人及非法人
合資事業與合夥關係。對固
定資產所採用的財務會
計 ， 係 以 成 本 /股 利
(cost/dividend)法為準。意
指以收到的股利為收益，投
資負擔著成本。
加盟店是獨立的法律實
體。在大多數的情況下，加
盟總部不會握有加盟店的
股權或享有控制。因此，加
盟店不應納入溫室氣體排
放數據的彙整範圍內。然
而，若加盟總部握有股權或
享有營運/財務控制，則適
用股權比例法或控制法的
彙整規則。

0%

0%

按股權比例
分攤溫室氣
體排放量

100% 溫 室
氣體排放量

準

加盟店

合資事業/合夥/事業體按
比例計入，亦即按每一合夥
人對合資事業之收入、費
用、資產和負債的分攤比例
來認列。

標

合夥人共
享財務控
制的非法
人化合資
事業/合夥/
事業體，
固定資產
投資

BCSD-Taiwan

註：表一是依照一份比較英國、美國、荷蘭與國際財務報告標準的文件
(KPMG, 2000)製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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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組織邊界
指

在規劃溫室氣體數據的彙整時，區分溫室氣體會計與溫

南

室氣體報告的不同是很重要的事。溫室氣體會計所關心的如
何去認可與彙整，來自於母公司握有權益(不論是享有控制
或握有股權)之事業體的溫室氣體排放。以及這些數據與特
定事業體、廠址、地理位置、商業流程及所有權人的關連性。
而溫室氣體報告則考慮該以何種格式來呈現溫室氣體數
據，才能滿足不同的報告目的及各種資訊使用者的需求。
多數公司在進行溫室氣體報告時，會同時設定好幾個目
的，如參與官方政府的報告專案、參與排放交易專案或公開
報告(詳情請見第二章)。在開發溫室氣體會計系統時，確保
此系統能滿足多數報告要求是主要的基本考量點。確保數據
的收集與記錄有足夠程度的分散性，且可依不同形式進行彙
整，這樣才可讓公司擁有最大的彈性來滿足各種報告要求。

重複計算

BCSD-Taiwan

有兩個或兩個以上的公司對同一合資事業握有權益，且
使用不同方式來進行數據的彙整時(如 A 公司使用股權比例
法而 B 公司卻使用財務控制法)，來自於此合資事業的排放
就可能產生重複計算的問題。對企業自願性的公開報告而
言，只要在選定之數據彙整方式下，公司適度地揭露相關資
訊，這樣的重複計算就不會造成問題。然而，在排放交易體
系及特定的強制性政府提報專案中，排放量的重複計算就要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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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目標與彙整層級
溫室氣體數據的報告要求存有許多不同的層級，從一特

指

定的地方性設施層級，到一個具備高整體性的企業層級都

南

有。進行不同報告層級的動機有：
¾

官方政府報告專案或特定的排放交易專案，可能要求報
告設施層級的溫室氣體數據，在這些情況下，就與企業
層級的溫室氣體數據彙整無關。

¾

政府報告與交易專案可能要求進行特定地理及營運邊
界內數據的彙整(如英國排放交易體系)。

¾

展現公司對廣大利害相關者的責任，公司可以參與自願
性的公開報告。而為了展現公司整體商業活動所產生的
溫室氣體排放，進行一個企業層級的溫室氣體排放數據
的彙整。

BCSD-Taiwan

包含溫室氣體排放的合約

為了闡明所有權(權利)與責任(義務)的問題，出資成立
合資事業的公司可以草擬合約，載明排放量的歸屬或是排放
管理的責任，以及相關風險在各出資公司間的分配狀況。存
在這樣的協議，公司就可以選擇性地提供這份說明如何分配
二氧化碳相關風險與義務的契約協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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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比例法或控制法的使用
指

不同的盤查報告目標可能要求以不同方式來彙整數

南

據。因此，公司可能需要同時使用股權比例法和控制法來認
列他們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不
會針對自願性的溫室氣體排放公開報告，建議應該使用股權
比例法或兩種控制法中哪一種方法來進行數據彙整，但是鼓
勵公司分別使用股權比例法和控制法來認列他們的排放。公
司需依其商業活動和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要求，來決定最適
合的方式。如何選取彙整方法，舉例說明如下：

z

反映商業真實
一家公司從一特定作業活動中獲取經濟利潤，則這個作

業活動中所產生的任何溫室氣體排放就該屬於這家公司所
有。這樣的說法或有爭議，但卻可以藉由股權比例法來認
列，因為這個方法是以在商業作業活動上的經濟權益，來分
派溫室氣體排放量的所有權。而控制法通常無法反映公司各

BCSD-Taiwan

種商業活動的完整溫室氣體排放組合，但若所有溫室氣體排
放全歸一家公司所有，則公司對這些溫室氣體就有直接影響
力並可削減之。

z

政府報告與排放交易專案
政府管制專案必須進行監測並強迫遵循。由於遵循責任

通常落在營運者身上(不是股權持有人或享有財務控制的集
團公司)，不論是透過一個以設施層級為基礎的系統，還是
伴隨在特定地理邊界內的數據彙整(如英國排放交易體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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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排放權給特定裝置的營運者)，政府通常要求依營運控制

債務與風險的管理

南

z

指

法來報告。

雖然未來在進行溫室氣體報告核與遵循法規時，最有可
能依營運控制法來進行，但通常最終的財務性債務還是會落
在握有這些事業體股權，或對這些事業體享有財務控制的集
團公司上。因此，為了評估風險的目的，以股權比例和財務
控制法進行的溫室氣體報告，可以提供一個更完整的樣貌，
而股權比例法似乎會導引出更全面的債務與風險作用範
圍。未來，公司可能從那些握有權益但沒有財務控制的合資
事業，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而獲得債務，舉例來說，一家
公司是另一事業體的股東，但並未享有財務控制，可能會面
對握有控制股權的公司要求共同分攤溫室氣體法規遵循的
成本。

z

與財務會計相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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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的財務會計標準可能視溫室氣體排放為負債，視排
放配額/信用額度為資產。為了評估公司來自於其合資事業
所創造的資產與負債，財務會計所使用的彙整規則，也應在
溫室氣體會計中被一併採用。股權比例法與財務控制法都會
讓溫室氣體會計與財務會計間有相當程度的接軌。

z

資訊管理與績效追蹤
為了績效追蹤的目的，控制法似乎更合適。因為管理者

僅能對其控制的作業活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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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行政成本與數據的取得

指

因為從那些不在報告公司控制之下的合資事業，來進行

南

溫室氣體排放數據的收集會有困難，加上花費時間更多，因
此採用股權比例法會比控制法負擔更高的行政成本。以控制
法進行報告，公司有可能更容易取得營運數據，並因此有更
好的能力來確保數據符合品質標準。

z

報告的完整性
在採行營運控制法時，公司可能發現要展現報告的完整

性是有困難的。因為不太可能有任何相配的記錄或金融資產
清單，來驗證這些事業體是包括在組織邊界內。
荷蘭皇家殼牌石油(Royal Dutch/Shell)：以營運控制法來
報告
在油氣產業中，所有權與控制結構通常很複雜。一個集團可能
握有一個事業體不到 50%的股權資本，但卻對此事業體享有

BCSD-Taiwan

營運控制。另一方面，在某些情況下，一個集團可能握有一事
業體的大部分股權，卻無法行使營運控制，例如一個次要股東
在董事會上擁有否決投票權的時候。因為這些複雜的所有權和
控制結構，一個全球性的能源與石油公司集團，荷蘭皇家殼牌
石油選擇以營運控制法來報告集團的溫室氣體排放。其 100%
的溫室氣體排放量，來自於其營運控制下所有的事業體，不管
持有個別事業體多少比例的股權資本。荷蘭皇家殼牌石油能確
保溫室氣體排放的報告是依循其營運政策，這個政策包括它的
環安衛績效監測與報告綱領。使用此營運控制法，集團產出的
數據是一致的、可信的並符合品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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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Holland Industries 組織邊界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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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Holland Industries 是一家化學工業集團，由幾家從事化

南

學品生產與銷售的公司/合資事業所組成。表二簡述了
Holland Industries 的組織架構，並展現在股權比立法和控制
法下，如何認列從各種完全擁有及合資事業體來的溫室氣體
排放量。
在設定組織邊界時，Holland Industries 首先要決定該用
股權比例法還是控制法來進行企業層級的溫室氣體數據彙
整。然後決定在企業層級的哪些事業體，符合其選定的彙整
方式。依選定的彙整方式，對每一個較低的營運層級重複進
行彙整程序。在此過程中，在進行企業層級的彙整之前，溫
室氣體排放先被分派到較低的營運層級(子公司、關係企
業、合資事業等)。圖 1 代表 Holland Industries 分別依股權
比例法及控制法所得之組織邊界。
在此範例中，Holland America（不是 Holland Industries）

BCSD-Taiwan

分別握有 BGB 公司 50%的權益，及 IRW 公司 75%的權益。
如果 Holland Industries 本身的作業活動會產生溫室氣體排
放(如來自於總部辦公室用電的排放)，則這些排放也應該
100%地彙整到全集團的溫室氣體排放數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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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Holland Industries – 組織架構與溫室氣體排放量認列
Holland
Industri
es 握有
之經濟
權益

營運
政策
的控
制

Holland
Switzerland

法人公司

100%

Hollan
d
Indust
ries

全部擁有
的子公司

100%

Holland
America

法人公司

83%

Hollan
d
Indust
ries

子公司

83%

BGB

合資事
業，與合夥
人共同享
有財務控
制；其他合
夥人：
Rearden
Holland
America 的
子公司

Holland
America
握有
50%

Reard
en

透過
Holland
America

41.5%
(83%×50%)

Holland
America
握有
75%
33.3%

Hollan
d
Ameri
ca

透過
Holland
America

62.25%
(83%×75%)

Hollan
d
Indust
ries

成比例合
併計入的
合資事業

33.3%

43%

Hollan
d
Indust
ries

子公司
(因為在其
財務會計
中視
QuickFix
為子公
司，因此
Holland

43%

IRW

Kahuna
Chemical

QuickFix

非法人化
合資事
業；與合夥
共同享有
財務控
制；另外兩
個合夥
人：ICT 和
BCSF
非法人化
合資事
業，其他合
夥人：
Majox

荷蘭工業
的財務會
計處理方
式

荷蘭工業認列與報告的
排放量
股權比例法 控制法

(參見表一)

BCSD-Taiwan

營運控制
100%
財務控制
100%
營運控制
100%
財務控制
100%
營運控制
0%
財務控制
50%(50%×
100%)

營運控制
100%
財務控制
100%
營運控制
100%
財務控制
100%

營運控制
100%
財務控制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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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架構
及合夥人

指

荷蘭工業
之全部擁
有及合資
事業體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法律架構
及合夥人

指

荷蘭工業
之全部擁
有及合資
事業體

Holland
Industri
es 握有
之經濟
權益

營運
政策
的控
制

荷蘭工業
的財務會
計處理方
式

荷蘭工業認列與報告的
排放量
股權比例法 控制法

(參見表一)

南
Nallo

非法人化
合資事
業，其他合
夥人：
Nagua Co.

56%

Nallo

Syntal

非法人化
公司，
Erewhon
Co.的子公
司

1%

Erewh
on Co.

Industries
享有財務
控制)
關係企業
(因為在其
財務會計
中視 Nallo
為關係企
業，因此
Holland
Industries
享有財務
控制)
固定資產
投資

56%

營運控制
0%
財務控制
0%

0%

營運控制
0%
財務控制
0%

BCSD-Taiwan

註：
1

在此所使用的「事業體」(operations)一詞，係為一通用性詞語，表示
任何種類的商業活動，與其組織的、治理的或法律的架構無關。
2
財務會計標準使用的通用性名詞「控制」，即為本章中所謂的「財務
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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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第四章 設定營運邊界
在公司以其所有或控制的事業體來決定組織邊界後，就
必須再定義營運邊界。設定營運邊界包括辨識與營運有關的
排放，以直接和間接的排放予以分類，並選定間接排放之會
計和報告的範疇。
為了有效及創新地管理溫室氣體，設定包含直接與間
接排放全面性的營運邊界，將協助公司更好地管理存在於價

BCSD-Taiwan

值鏈中全部類型的溫室氣體風險與機會。

直接排放Ĉ指排放係來自由公司所擁有或控制的排放源。1
間接排放Ĉ指排放係為公司作業活動的結果，但排放源為另
一公司所擁有或控制。
直接與間接排放的區分，須依選擇何種彙整方法（股
權比例法或控制法）來設定組織邊界（參見第三章）而定。
圖 2 顯示一家公司之組織邊界與營運邊界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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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scope)概念的介紹
標

為了幫助描繪直接與間接排放源，增進透明度，並為不

準

同型組織、不同類型的氣候政策與商業目的，提供公用的工
具，因此針對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目的定義了三種範疇
(scope)，範疇 1、範疇及範疇 3。本標準中相當謹慎地定義
範疇 1 與範疇 2，為的是確保兩家或兩家以上的公司不會在
同一範疇內提報相同的排放。此使得本標準所定義的範疇，
應用在那些非常在意重複計算的溫室氣體專案時，能經得起
考驗。
公司至少應分開計算與報告範疇 1 及範疇 2 的溫室氣體
排放。

範疇 1：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直接的溫室氣體排放係源自於公司擁有或控制的排放
源，例如來自於自有或控制之鍋爐、熔爐、交通工具等燃燒

BCSD-Taiwan

的排放，以及來自於自有或控制的製程設備中，化學品生產
過程的排放。
來自於生質燃料燃燒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不應納入範
疇 1 中，但可分開報告（參見第 9 章）。
不屬京都議定書規範的溫室氣體，如 CFCs、NOx 等溫
室氣體的排放，不應納入範疇 1 中，但可分開報告（參見第
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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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2：電力之間接溫室氣體
範疇 2 係指來自於公司自用之外購之電力2所產生的溫

標

室氣體。外購電力係定義為買進或輸入至公司組織邊界內的

準

電力，範疇 2 之排放實體上是發生在生產電力的設施上。

範疇 3：其他間接溫室氣體
範疇 3 是一個選擇性的報告類別，允許以此類別來處理
所有其他的間接排放。範疇 3 排放是公司作業活動的結果，
但產生自其他非報告公司所擁有或控制的排放源。屬於範疇
3 作業活動的例子有：外購原物料的採挖及生產、外購燃料
的運送、販售之產品或服務的使用等。

BCSD-Taiwan

圖 2、公司的組織邊界與營運邊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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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營運邊界
指

營運邊界針對公司組織邊界內之事業體，定義其直接與

南

間接排放的範疇。設定好組織邊界後，即可決定公司層級的
營運邊界（範疇 1、範疇 2、範疇 3）
，然後將選定的營運邊
界，一致性地應用到每一個營運層級上（參見說明 2）。所
建立的組織邊界和營運邊界，及共同組成公司的盤查邊界。

說明 2：組織與營運邊界
X 公司是 A、B 事業體的母公司，擁有兩家公司全部的
所有權，並享有財物務制，但對 C 事業體則僅有 30%的非
營運權益，也不享有財務控制。
設定組織邊界：X 公司要決定使用股權比例法或財務控
制法來彙整溫室氣體排放。若選擇股權比例法，X 公司須彙
整 A 公司及 B 公司 100%，及 C 公司 30%的排放。若選擇

BCSD-Taiwan

財務控制法，X 公司在彙整數據上僅須計算 A 公司及 B 公
司的排放。一旦方式決定了，組織邊界就被定義出來了。
設定營運邊界：一旦組織邊界設定了，X 公司之後就需
要在其商業目的之基礎上，針對其事業體決定是否僅認列範
疇 1 及範疇 2 的排放，或者還包括相關的範疇 3 類別。
事業體 A、B、C（若選擇股權比例法）須依 X 公司選
定的範疇來認列溫室氣體排放，亦即依公司政策來描繪營運
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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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範疇別進行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
公司分開進行範疇 1 及範疇 2 的溫室氣體排放計算與報

指

告，並可在各範疇內進一步去細分排放數據，這樣可以提高

南

透明度或有助長期的可比較性。例如公司可以依事業單位/
設施、國家、排放源類型（固定燃燒源、製程排放、逸散排
放等）、及作業活動類型（發電、耗電、銷售給終端用戶之
自產或外購電力等）。
除了六種京都氣體外，公司也可以提供其他類型溫室氣
體（如蒙特婁議定書管制氣體），的排放數據，來說明造成
京都議定書規範氣體排放水準的改變。舉例來說，以 HFC
來替換 CFC 的使用，將增加京都議定書規範氣體的排放。
六種京都氣體以外之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資訊，可在溫室氣
體公開報告書中依範疇別分開報告。三種範疇合起來就可針
對直接和間接排放的管理與減量，提供一個全面性的會計架
構。圖 3 所示係依循公司價值鏈，展現產生溫室氣體之各種
範疇及作業活動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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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以從整個價值鏈上的效率提升得到好處，即使沒
有任何政策上的推助，依循價值鏈來計算溫室氣體排放，可
能揭露出提高效率與降低成本的潛力（例如在製造水泥時以
飛灰替代熟料，就可以從處理飛灰的過程中降低下游的排
放，以及降低來自熟料生產的上游排放）。即使這樣的雙贏
情況不存在時，間接排放的減量仍可能比範疇 1 的減量，更
具成本效益。因此，間接排放的會計與報告，能幫助公司辨
識出有限資源的配置方式，讓溫室氣體減量與投資報酬達到
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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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D 陳列了不同產業在價值鏈中各範疇內的溫室氣
指

體排放源與作業活動。

南

圖 3、價值鏈中各種範疇與排放的總覽

範疇 1：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公司以範疇 1 報告來自於他們擁有或控制之排放源的
溫室氣體排放。直接溫室氣體排放主要是公司進行下列各類
型作業活動時所產生：
z

BCSD-Taiwan
電力、熱或蒸汽的生產
。這些排放係源自於固定源，
如鍋爐、熔爐、渦輪機的燃料燃燒。

z

物理或化學製程。3大部分這類排放的產生，來自於化
學品及原料的製造或加工，如水泥、鋁、己二酸（adipic
acid）、阿摩尼亞及廢棄物的處理。

z

原料、產品、廢棄物與員工的交通運輸。這類排放
產自於公司擁有/控制之移動燃燒源（如卡車、火車、
船舶、飛機、巴士及一般汽車）的燃料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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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逸散性排放源。這類排放產自於故意的或非故意的釋
指

放，如從接頭、密接處、防漏填料和襯墊等的設備滲漏，
從煤礦坑或排氣口排放出的甲烷，從冰箱及空調設備使
烷滲漏。

ҋய˧۞మ!
與販售給其他公司之自產電力相關的排放，並不從範疇
1 中扣除。外售電力的會計處理方式，與其他外售高溫室氣
體密集度的產品相一致。例如水泥公司外售之熟料在製造時
產生的排放，或鋼鐵公司廢鋼製造的排放並不能從他們範疇
1 的排放中扣除。與自產電力的販售/轉讓相關的排放，可
以納入選擇性的報告資訊（參見第 9 章）。

範疇 2：電力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BCSD-Taiwan

公司所擁有或控制的設備或事業體，其消耗之外購電力
在生產時所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係以範疇 2 來報告。範疇
2 的排放是一個間接排放的特定類別。對許多公司而言，外
購電力是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源之一，也代表最重要的排放
減量機會。計算與報告範疇 2 的排放，讓公司藉此評估與改
變電力及溫室氣體排放成本有關的風險與機會。對公司來
說，追蹤這些排放的另一個重要理由，是許多溫室氣體專案
都可能要求提供這類排放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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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階段的 HFC 排放，及在瓦斯輸送過程中所發生的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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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透過投資能源效率技術及節能措施，能減少電力的
指

使用量。除此之外，新興的綠色電力市場4為一些轉換到使
用低密集度溫室氣體之電力的公司，提供了機會。公司也可

南

以在廠區內裝設高效率的汽電共生廠，尤其若可以此替換外
購自供電網路或供電商的高密集度溫室氣體的電力。範疇 2
排放的報告使得與此類機會有關的溫室氣體排放與減量的
會計透明化了。

ᄃᏮ੨ѣᙯ۞มତଵ!ٸ
電力公用事業通常從獨立發電業者或供電網路購買電
力，並透過輸配（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簡稱T&D）
系統5再售予終端用戶。這些外購的電力在經過輸配線路送
達終端用戶時會有部份被消耗（線損，參見說明 3）。
與範疇 2 的定義一致，源自於外購電力並在輸配線路上
消耗部份的排放，應由擁有或控制這些輸配系統的公司在範
疇 2 內提出報告。購買電力的終端用戶不在範疇 2 內報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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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配線損有關的間接排放，因為他們並不擁有或控制產生輸
配線損(T&D loss)的輸配系統。

說明 3

電力平衡

產生的電力 ﹦電力公用事業在輸配線路上消耗的外購電力
＋終端用戶消耗的外購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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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只有擁有輸配系統的電力公用事業，會在範疇 2
在範疇 2 中沒有重複計算的問題產生。這個方法的另一個好
失的排放係數，增加了範疇 2 排放報告的單純性。終端用戶
可以在「在輸配系統耗電所產生的排放」類別下，以範疇 3
報告他們與輸配線損失有關的間接排放。附錄 A 對計算與
輸配線損失有關的排放，提供了更多的指南。

ᄃ˧࠹ᙯ۞มତଵ!ٸ
來自於公司電力供應者上游作業活動的間接排放（如鑽
探、燃燒、運輸）以範疇 3 來報告。來自於外購再轉售給終
端用戶之電力生產的排放，在「外購再轉售給終端用戶之電
力生產」類別下以範疇 3 來報告。來自於外購電力再轉售給
非終端用戶（如電力貿易商），可以在範疇 3，以「選擇性
資訊」類別分開報告。

BCSD-Taiwan

下面兩個案例，闡釋如何從電力的生產、銷售與購買來
計算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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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處，在於允許使用一般現有的，大多數都沒有包括輸配線損

指

內計算與報告與線損有關之間接排放，使得這個方法能確保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案例 1(圖 4)：A 公司是一家擁有一座發電廠的獨立電力
指

生產者，這座電廠每年生產 100MWh 的電力，並排出 20 噸

南

的溫室氣體。B 公司是一家電力貿易商，並與 A 公司簽訂
一供電合約，購買 A 公司生產的所有電力。B 公司將購買
來的電力（100MWh）轉售給一擁有輸配電系統的公用事業
C 公司。C 公司在其輸配系統上消耗的 5MWh 的電力，並
將剩下的 95MWh 的電力賣給 D 公司。D 公司是終端用戶，
在其擁有的事業體中耗用外購的電力（95MWh）
。A 公司在
範疇 1 中報告其來自於電力生產的直接排放。B 公司在範疇
3 的選擇性資訊中，分開報告來自於外購再轉售給非終端用
戶之電力的排放。C 公司在範疇 3 中，報告來自於外購再轉
售給終端用戶之電力生產的間接排放，並在範疇 2 中報告來
自於外購電力並在其自有之輸配電系統損耗部份的排放。終
端用戶 D 公司在範疇 2 中報告與其自用之外購電力相關的
間接排放，並可以選擇性地在範疇 3 中報告與上游輸配線損
失相關的排放。圖 4 顯示了與這些交易相關之排放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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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2 ：D 公司裝設了一個汽電共生設備，並將多餘的電
力賣給近鄰的 E 公司使用。D 公司在範疇 1 中報告來自於
汽電共生設備的所有直接排放，來自於輸出給 E 公司的電
力所產生的間接排放，則在範疇 3 中以選擇性資訊來分開報
告。E 公司則在範疇 2 中，報告外購自 D 公司汽電共生設
備之電力所產生相關的間接排放。
有關來自於外購電力之間接排放的計算，可參閱附錄 A 中
進一步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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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計算

指

Seattle City Light：外購再轉售給終端用戶之電力排放的

Seattle City Light（SCL）為西雅圖市營公用事業，主要
事業在販售電力給終端用戶。這些電力部份由 SCL 自有的水
力電廠生產，部份從長期合約或短期市場上購買得來。SCL
使用第一版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來估算 2000 年及
2002 年的溫室氣體排放，而與轉售給終端用戶的淨外購電力
生產有關的排放，則是這些盤查的重點。SCL 每月及每年都
會追蹤並報告賣給終端用戶的電力。
SCL 以 MWh 為計量單位，把從市場購得電量扣掉賣給
市場的電量，而算得來自於市場（仲介商或其他公用事業）的
淨外購電量。這樣使得來自於其全部營運，包括與市場及終端
用戶間之互動的所有排放衝擊都完整地計算進來。SCL 每年
生產的電量都超過終端用戶的需求，但發電量並不是所有的月
份都與負載相一致，所以 SCL 同時計算購自於市場及賣回給
市場的電力。SCL 的盤查也包括範疇 3 來自於天然氣生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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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送的上游排放，以及 SCL 的設施營運、交通工具的燃油使
用和空中旅行的相關排放。
SCL 相信就公用事業溫室氣體排放狀況來說，售電給終
端用戶的相關排放是很重要的部份。公用事業必須提供他們溫
室氣體排放狀況的資訊，以教育終端用戶，並適當地呈現其商
業活動，也就是電力供應所產生的衝擊。終端用戶必須依賴當
地的公用事業提供電力，除了一些例外狀況外（綠色電力專
案）
，對於向誰購買電力並沒有選擇權。SCL 提供客戶溫室氣
體排放資訊，滿足正在進行溫室氣體盤查之客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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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3：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指

範疇 3 是選擇性的，但它提供了一個在管理溫室氣體

南

上的創新機會。公司可能想聚焦在計算與報告跟他們營運和
目標有關的作業活動，且公司會有這些作業活動資訊的可
靠。既然公司審慎地選好報告的類別，範疇 3 不可能產生有
意義的跨公司比較。本章節針對範疇 3 提供一份指標性的清
單，並就其中一些類別提供案例。
若有關聯的排放源是公司擁有或控制的，有些範疇 3
的作業活動會歸在範疇 1 內（舉例來說，由公司擁有或控制
的車輛來完成產品的運送）。至於要決定這些作業活動是屬
於範疇 1 或 3，公司可參照在設定組織邊界時選用的彙整方
法（股權比例法或控制法）
。
z

外購之原料與燃料6的生產及採挖

z

運輸相關的作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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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外購之原料或貨品的運輸

y

外購之燃料的運輸

y

員工商務旅行

y

員工上下班通勤

y

售出產品的運輸

y

廢棄物的運輸

第四章

z

不包括在範疇 2 內的電力相關的作業活動（參見附錄
指

A）
在電力（不論是報告公司買來的或自己生產
的）生產中耗用之燃料的採挖、生產及運輸
y

轉售給終端用戶的電力採購（由公用事業報
告）

y

輸配系統中耗損電力的生產（由終端用戶報
告）

z

租賃資產、加盟商、委外作業活動 —若選定的彙整方
法（股權比例法或控制法）並未將上述類別納入，來自
於契約協議（contractual agreement）的排放僅歸類於範
疇 3。租賃資產類別的說明，可自公司的會計人員處取
得（參見下面關於租賃的章節）
。

z

售出之產品和服務的使用

z

廢棄物處理

BCSD-Taiwan

y

營運中所產生之廢棄物的處理

y

外購之原料和燃料的生產中所產生之廢棄物
的處理

y

售出之產品在壽命終了時的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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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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ቑᘞ 4 ଵࢍ۞ٸზ!
指

計算範疇 3 排放不需涉及針對所有產品與營運進行一

南

個十分成熟的溫室氣體生命週期分析。聚焦在一、兩個主要
產生溫室氣體的作業活動上，通常就會發揮其價值。雖然提
供一個一般性的指南來說明盤查中應包括哪些範疇 3 的排
放並不容易，但有些一般性的步驟還是可以澄清我們的疑
點。

圖 4 來自於購電及售電的溫室氣體會計

BCSD-Taiwan

1. 描述價值鏈

! ! 由於範疇 3 排放的評估不需要一個完整的生命週期評
估，提供一個關於價值鏈及與其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源的一
般性描述，對於透明度的提升有其重要性。為了進行這個步
驟，上述列出的範疇 3 排放源可當作一個檢核表來使用。公
司通常會面臨該選擇幾層的上、下游作業活動，將之納入範
疇 3 的問題。公司盤查或商業目標的考量，以及範疇 3 不同
類別的相關性，將會是選擇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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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決定哪些範疇 3 類別是相關的
! ! 僅有一些上下游排放類別的種類，可能與公司有相關，

指

因為以下幾個理由：

南

y

相較於公司範疇 1 及範疇 2，其排放量大。

y

增加公司溫室氣體風險的曝險值（exposure）。

y

主要的利害相關者認為重要（舉例來說，來自於客
戶、供應商、投資人或社會大眾的回饋意見）
。

y

存有潛在的排放減量機會，可由公司來掌握或受到公
司影響。
下面的案例可協助公司決定哪些範疇 3 類別與公司有

相關。
y

若公司的產品需要使用化石燃料或電力，則產品使用階
段的排放可能是個相關的報告類別。若公司能影響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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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屬性（如能源效率）或顧客行為，而降低產品使
用期間的溫室氣體排放，則產品使用階段的排放就可能
特別地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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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DHL Nordic Express：計算委外運輸服務排放的商業意義

南

身為北歐地區主要的運輸及物流公司，DHL Express Nordic
公司提供服務給大型裝載及特別運送需求，還有全球的快捷包裹
及文件傳遞，以及急件遞送、快遞、包裹遞送、系統化及專業化
的商業服務。經由參加氣候變遷企業領袖倡議行動（Business
Leaders Initiative on Climate Change）專案，公司發現他們在瑞典
境內的 98%排放，源自於經由委外夥伴運輸公司的貨品運送。在
分包合約給付方案(subcontract payment scheme)的要項中，每一夥
伴公司被要求要輸入車輛使用數據，旅運距離、燃油效率及背景
資料。運用量身訂作的工具，此數具用來計算委外運輸所產生的
總排放量，結果可呈現出該公司範疇 3 排放的詳細面貌。。將數
據與特定的運輸公司連接起來，讓公司可依環境績效來篩選個別
的運輸公司，並依每一運輸公司的排放績效來影響決策，此排放
績效可視為是 DHL 藉由範疇 3 所呈現的自有績效。
藉由把範疇 3 納入盤查，並提倡進行整個價值鏈的溫室氣體
減量，DHL Express Nordic 公司提高了其排放足跡（emissions

BCSD-Taiwan

footprint）的相關性，擴大了在降低其衝擊的機會，改善認清能
節餘成本之機會的能力。沒有進行範疇 3 的盤查，DHL Express
Nordic 公司可能會因缺乏充分的資訊，而無法瞭解與有效管理其
排放。
範疇別

排放量(噸 二氧化碳)

範疇 1

7,265

範疇 2

52

範疇 3

327,634

總 計

33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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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南

圖 5、來自於租賃資產排放的會計方式
y

委外作業通常是範疇 3 排放評估的候選項目。當先前的
委外作業佔公司範疇 1 或範疇 2 排放的比例顯著時，納
入此委外作業就更顯得特別。

y

若溫室氣體密集的原料（如水泥、鋁），佔產品在使用
或製造時之重量或組成的比例顯著，公司可能想去檢驗
是否有降低產品耗用或替換成低溫室氣體密集原料的
機會。

y

將外購原料運送至中央生產設施的相關排放，對大型製

BCSD-Taiwan

造業公司來說，可能是顯著的。
y

日用品及消費性產品公司可能會想去計算運送原料、產
品及廢棄物所排放的溫室氣體。

y

服務業公司可能會想要報告來自於員工商務旅行的排
放。對其他類型的公司（如製造業公司）來說，這種排
放源不太可能像對服務業這麼重要。

67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3. 確認價值鏈中的合作夥伴
指

確認任何在價值鏈中可能產生顯著溫室氣體排放的合

南

作夥伴（如顧客/使用者、產品設計者/製造者、能源供應者
等）
。在嘗試去確認排放源、取得相關數據及計算排放量時，
這個步驟很重要。

4. 量化範疇 3 的排放
由於數據的可取得性與可信度也許會影響到哪些範疇
3 的作業活動應納入盤查邊界內，所以使用精確度較低的數
據是可接受的，了解範疇 3 作業活動的相對大小及可能的改
變，可能更為重要。只要估算的方法透明化，分析上使用的
數據能適當地支持盤查目標，估算的結果是可被接受的。範
疇 3 的查驗常有困難，且可能僅能在數據具備可靠的品質下
才能考慮。

BCSD-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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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南

IKEA：顧客去返於零售店的運輸
IKEA 是一家國際性的傢具及家飾品零售商，在參加氣候
變遷商業領袖倡議行動（Business Leaders Initiative on Climate
Change）專案後，IKEA 清楚了解到來自於顧客旅運的排放，
相較於 IKEA 範疇 1 及範疇 2，排放量算是很大，因此決定把
來自於顧客旅運的排放納入範疇 3 中，再者，這些排放與 IKEA
的店面經營模式特別有關。顧客通常從遠方來到 IKEA 的店
面，旅運量直接受到 IKEA 賣場位置的選擇，以及倉儲購物概
念的影響。
IKEA 從選定的幾家店面進行顧客調查，作為計算顧客運
輸排放的基礎。接受調查的顧客會被問及到這家店要走多遠
（以住宅的郵遞區號為基礎）、車中坐了多少人、這一天還想
去這個購物中心的另外哪幾家商店，以及是否搭乘大眾運輸工
具來到店裡。將這些數據外插到 IKEA 所有的店面，再用距離
乘上每個國家的車輛平均效率，IKEA 算出公司的排放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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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來自於範疇 3 的顧客旅運排放。基於此資訊，IKEA 可以
在針對現有的及新的店面，開發大眾運輸工具之替代方案及送
貨到家服務時，將溫室氣體排放考量進來，而對其未來的範疇
3 排放產生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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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資產、委外及加盟店
指

選定的彙整方法（股權比例法或控制法中的一種）
，也

南

可應用在來自於契約協議，如租賃資產、委外及加盟店之直
接與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的計算與分類上。若選定的股權比例
法或控制法不適用，公司可以在範疇 3 中計算並報告來自於
租賃資產、委外作業及加盟店的排放。關於租賃資產的特定
指南，提供如下：

z

ֹϡ۵ᝋּٕͧڱੑચଠ!ڱט
承租人只有在租賃資產被財務會計以全部自有的資產

來處理，並以相同項目記錄在資產負債平衡表（亦即財務或
資本租賃）上，才去計算來自於租賃資產的排放。

z

ֹϡᒉྻଠ!ڱט
承租人僅計算來自其營運（亦即若依營運控制準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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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之納入盤查邊界）之租賃資產的排放。

關於判斷哪些是營運租賃資產，哪些是財務租賃的指
南，可從公司的會計人員處取得。一般而言，在一項財務租
賃中，組織假定來自於此租賃資產所有的報酬與風險，與此
資產均視為是全部自有，並在資產負債平衡表上以相同項目
記載。不符合這些準則的所有租賃資產即為營運租賃，圖 5
顯示了應用不同彙整方法，計算來自於租賃資產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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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計算
常有人關注，當兩個不同機構將相同的排放都納入他

指

們各自的排放清冊時，這種間接排放的會計處理方式將導致

南

重複計算。是否會有重複計算的發生，將視公司在所有權的
分攤上是否有一致性的作法，或是交易專案的管理者選定相
同的方法(股權比例法或控制法)作為設定組織邊界的依
據。重複計算有沒有關係，端賴如何使用所報告的資訊。
當遵照京都議定書編輯國家的排放清冊時，必須避免
重複計算，但這項工作通常是經由從上而下（top-down）的
方式，採用國家的經濟數據來編輯，而不是由下而上
(bottom-up)的方式來加總公司的數據。遵約體系更著重於排
放的「釋放點」(point of release)(亦即直接排放)及/或來自於
電力使用的間接排放。對溫室氣體的風險管理以及自願性報
告來說，重複計算比較不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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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資源研究院（World Resource Institute）：估算員工通
勤排放的創新方法
世界資源研究院(WRI)透過結合內部減量努力及購買外部
的抵減，長期承諾減少其年度溫室氣體排放以達到淨零(net zero)
的目標。世界資源研究院的排放盤查包括與外購電力耗用有關之
範疇 2 的間接排放，以及與商務航空旅行、員工通勤以及用紙有
關之範疇 3 的間接排放，世界資源研究院 WRI 並沒有範疇 1 的
直接排放。
要從世界資源研究院 140 位員工收集通勤的活動數據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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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挑戰性，所使用的方法是每年調查一次員工的平均通勤習慣。
指

在這個倡議行動開始的前兩年，世界資源研究院使用一份可以在
內部網路上，讓所有員工可以取得的 Excel 試算表，但只有 48%

南

的參與率。第三年藉由一個可下載且簡化的調查表，讓參與率提
升到 65%。將回饋意見用於調查的設計上，世界資源研究院進一
步簡化並精簡詢問的問題，改善了使用友善性，並將完成調查所
需要的時間降至 1 分鐘以下，而員工的參與率也提升到 88%。
設計一個能輕易操控且問題又明確清楚的調查，明顯地改善
員工通勤數據的完整性與精確度。另外附加的好處就是由於對盤
查程序的發展有所貢獻，員工會有一定程度的驕傲感。這個經驗
也提供了一個正面的內部溝通機會。
世界資源研究院已經開發出一個與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

業標準一致的指南，用來協助辦公室型態的組織了解如何追蹤及
管理其排放。Working 9 to 5: An Office Guide是由一整套計算工具
所組成，其中包括一個用調查方式來估算員工通勤排放的工具。
這份指南和工具可以自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倡議行動的網站
(www.ghgprotocol.org)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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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相關的排放是美國成長最快速的溫室氣體排放類別，包
括商業的、企業的及個人的旅行和通勤。藉由計算員工通勤的排
放，公司也許會發現存在好幾個務實機會來進行減量。舉例來
說，當世界資源研究院要搬移到新的辦公空間時，選擇離大眾運
輸近一點的建物，就可以減少員工開車上班的需求。世界資源研
究院也為騎自行車上班的員工，協商取得一個可上鎖的自行車
間。最後，電傳勞動(telework)專案從避免或減少旅運的需求，而
顯著地降低通勤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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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參加溫室氣體市場或取得溫室氣體信用額度
指

(credits)而言，兩個組織對同一溫室氣體排放商品都主張所
有權是不可被接受的事，因此必須有足夠的規定以確保參加

南

的公司間不會發生這種問題（參見第 11 章）。

ቑᘞᄃࢦኑࢍზ!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是設計來在範疇 1 與範
疇 2 內，預防重複計算不同公司間的排放。舉例來說，A 公
司（發電業者）的範疇 1 排放能被計為 B 公司（電力的終
端用戶）的範疇 2 排放，但只要 A 公司與 C 公司在彙整排
放量上，一致地採用控制法或股權比例法，則 A 公司的範
疇 1 排放就不能算為 C 公司（A 公司的夥伴組織）的範疇 1
排放。
相同地，依範疇 2 的定義亦不允許在範疇 2 內的排放
量發生重複計算，亦即兩家公司不能都計算來自於相同外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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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力的範疇 2 排放。為在範疇 2 排放內避免此類的重複計
算，可使其成為管理電力終端用戶的溫室氣體交易專案中，
一項很有用的會計類別。
重複計算使用在如溫室氣體交易的外部倡議行動時，
一致性地應用控制法或股權比例法來定義組織邊界，以及範
疇 1 與範疇 2 健全的定義，只能允許一家公司持有範疇 1
或範疇 2 排放的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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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計算與電氣化用品相關的產品使用階段之排放
ABB 是一家位於瑞士的能源與自動化科技公司，生產多
種電氣化用品及設備，供工業界使用如迴路斷路器和電動驅動
器。ABB 有個聲明過的目標，對他們所有的核心產品，以生
命週期評估為基礎，發布環保產品宣告(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tations，簡稱 EPDs)。作為其承諾的一部份，ABB 使用
標準化的計算方法和整套假設，針對其各種產品報告其製造及
產品使用階段的溫室氣體排放。舉例來說，針對 ABB 的 4 kW
的 DrivelT 低壓交流電驅動器產品，計算產品使用階段的排
放，是在 15 年的預期壽命及 5000 小時的年平均操作小時的基
礎上估算。此作業活動數據乘以 OECD 國家的平均電力排放
係數，便可到產品壽命期間，因使用所產生的總排放量。
對於此類驅動器來說，與來自於製造的排放相較，產品
使用階段的排放佔整個生命週期排放的 99%。排放量之大，
與 ABB 在這個設備和效能上設計的控制力，讓 ABB 可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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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產品效率，或協助客戶用 ABB 的產品來設計更好的整體
性系統，而對客戶的排放量具備顯著的影響力。藉由清楚地定
義並量化顯著的價值鏈排放，ABB 對其排放狀況已具備洞察
力，且有能力去影響其排放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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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在這份文件中使用「直接的」與「間接的」這兩個字眼時，不應與其
在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盤查清冊中的使用情形混淆。在後者中，「直接
的」代表六種京都氣體，而「間接的」則代表氮氧化物(NOx)、非甲
烷揮發性有機化合物(NMVOC)及一氧化碳(CO)這些前驅物。
2
本章中所用的「電力」（electricity）一詞，係為電力、蒸汽和加熱/冷
卻(heating/cooling)的合稱。
3
對一些整合性製程而言，如阿摩尼亞的製造，要去區別來自於製程的
還是來自於電力、熱或蒸汽產出的溫室氣體排放也許不可能。
4
綠色電力包括再生能源及相對於其他供應至電力網路上的能源，能降
低溫室氣體排放的特定清潔能源科技，如太陽光電板、地熱能、掩埋場
沼氣及風力渦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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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個輸配系統包括輸配線及其他的輸配設備（如變壓器）。
「外購的原料與燃料」定義為買進或帶進公司組織邊界內的原料與燃
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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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指

準

南

第五章 追蹤長期的排放
公司通常會經歷重大的結構性變化，如併購
（acquisitions）、出脫（divestments）及合併（merges），這
些變化會改變公司的歷史排放狀況，使得長期間的比較失其
意義。為了維持長期的一致性，或易言之，保持「相似狀況
的」
（like with like）比較，所以必須要重新計算歷史的排放
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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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為了回應不同的商業目標，可能需要追蹤長期的排
放，這些目標包括：
z

公開報告

z

建立溫室氣體目標

z

管理風險與機會

z

處理投資人和其他利害相關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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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有意義且一致的長期排放比較，需要公司建立一個
標

用來與目前的排放比較的績效資料，此績效資料即參照基準
年1排放量。為了一致性追蹤長期的排放，當公司經歷了重

準

大的結構性變化，如併購、出脫及合併時，可能需要重新計
算基準年排放量。因此，追蹤長期排放的第一個步驟就是選
定一個基準年。

選擇基準年
公司應選擇並提報一個可取得可查驗之排放數據的年
份來當作基準年，並說明選擇此特定年份為基準年的理由。
大部份的公司選擇單一年份作為他們的基準年，然而，
也有可能選擇一個連續幾年的年平均排放值。例如英國排放
交易體系（U.K. ETS）是以 1998 年到 2000 年間的平均排放
量，作為追蹤減量績效的參考點。一個多年的平均值可以幫
助消除溫室氣體排放上不尋常的波動，這種不尋常的波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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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單一年份的數據無法代表公司典型的排放狀況。
盤查基準年也可以用來作為設定與追蹤溫室氣體目標
達成進度的基礎，在此情況下，這個基準年可視為一個目標
基準年（參見第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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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計算基準年排放量
公司應發展一個重新計算基準年排放量的政策，並清楚

標

交代任何要進行重新計算的準則與情況。若適用，這個政策

準

應陳述任何應用在決定是否重新計算歷史排放量的「顯著性
門檻」
（significant threshold）
。
「顯著性門檻」是一個用來定
義任何數據、盤查邊界、方法或任何相關因子有重大改變的
定性及/或定量準則。公司有責任去決定會啟動基準年排放
量重新計算的「顯著性門檻」，並將之向外界揭露。查驗機
構有責任去確認公司是否堅守此門檻政策。下面的案例會啟
動基準年排放量的重新計算：
z

報告組織中發生的結構性變化，對公司的基準年排放量
有顯著的衝擊。所謂的結構性變化涉及產生排放之作業
活動或營運的所有權或控制權，從一家公司轉移到另一
家公司。雖然單一的結構性變化可能不會對基準年排放
量產生顯著的衝擊，但好幾個結構性的小變化所累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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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效應，可能會產生顯著的衝擊。結構性變化包括：
● 合併、併購與出脫
● 產生排放的作業活動委外（outsourcing）及內
製（insourcing）
z

計算方法的改變，或因改善排放係數或作業數據的精確
度，而對基準年排放數據產生顯著的衝擊。

z

發現到顯著的誤差，或好幾個累積性的誤差加總起來已
到了顯著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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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來說，基準年排放量應溯及既往重新計算，以反映
標

公司的變化，否則就會犧牲掉報告之溫室氣體排放資訊的一
致性與相關性。一旦公司決定了重新計算基準年排放量的政

準

策，就應以一致性的方式來應用這個政策。舉例來說，不論
溫室氣體排放是增加或減少，公司都應進行重新計算。

BCSD-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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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長期排放的指南
南

情況有關：
z

為了報告邁向自願性公開的溫室氣體目標之進展，公司
可以依循本章所提及的標準和指南。

z

參與外部溫室氣體專案的公司，可能會面對外部對於基
準年排放量的選擇與重新計算的規範。

z

指

基準年的選擇及重新計算應與商業目標及公司特別的

為了內部管理的目標，公司可以遵循此文件中所建議的
規則與指導綱要，或是可以發展一套公司自己的方法，
並應前後一致地使用。

選擇基準年
公司應選擇能擁有可信數據的最早相關時間點作為他
們的基準年。有些組織為了與京都議定書一致，採用 1990
年作為基準年。然而，要在諸如 1990 年這樣的歷史性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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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取得可信且可查驗的數據，非常有挑戰性。
如果公司透過併購而持續地成長，公司可以採行一個移
動的或「滾動式」基準年政策，基準年在固定的時間區間會
往前移動幾年。第 11 章對於這種滾動式基準年有所說明，
包括與本章所提之固定的基準年間的比較。固定的基準年之
好處在於允許排放數據在一個相似狀況（like with like）的
基礎上進行長期的比較，且可比較的時間比採滾動式基準年
來得長。大部分的排放交易與登錄專案，要求採行固定的基
準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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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ma公司是由兩個事業單位（A與B）所組成，每個事業單
位在基準年（第一年）的排放量各為25噸二氧化碳。在第二年時，
公司經歷「有機的成長」
（organic growth）
，使得兩個事業單位的排
放量各增為30噸二氧化碳，也就是增為共60噸二氧化碳。在這個情
況下，基準年排放量不須重新計算。但在第三年的一開始，G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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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從其他家公司購得C生產設施，C設施的排放量在第一年是15
噸二氧化碳，第二年為20噸二氧化碳，因此Gamma公司在第三年
的總排放量，包括C設施共80噸二氧化碳。為了維持長期的一致
性，公司重新計算其基準年排放量以考慮購得C設施所產生的影
響。基準年排放量增加的15噸二氧化碳，是C設施在Gamma公司的
基準年時所排放的量。重新計算後的基準年排放量為65噸二氧化
碳。Gamma公司也（選擇性地）針對第二年重新計算其排放量為
80噸二氧化碳。

圖6、針對併購重新計算基準年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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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a公司由三個事業單位（A、B及C）所組成，每個事業單
位在基準年(第一年)各排放25噸二氧化碳，使得總排放量為75噸
二氧化碳。在第二年時，公司產量上升而使得三個事業單位的排
放量各增為30噸二氧化碳，也就是增為共90噸二氧化碳。但在第
三年一開始，Beta公司出脫了C事業單位，因此公司在第三年的
總排放量為60噸二氧化碳，使得與基準年有15噸二氧化碳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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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然而，為了維持長期間的一致性，公司重新計算其基準年排
放量，並將C事業單位出脫的因素考慮進來，因此Beta公司基準
年排放量減少了25噸二氧化碳，是C事業單位在基準年的排放
量。重新計算後的基準年排放量為50噸二氧化碳，而Beta公司的
排放量則被視為在經過三年後增加了10噸二氧化碳。Beta公司（選
擇性地）針對第二年重新計算其排放量為60噸二氧化碳。

圖7、針對出脫重新計算基準年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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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計算的顯著性門檻
指

不論基準年排放量是否依變化的顯著性來重新計算，決

南

定是否為一個顯著性變化可能需要考量一些小的併購或出
脫，對基準年排放量所產生的累積性效應。溫室氣體盤查議

定書企業標準對於何種情況構成是「顯著的」，並未給予特
定的建議。但是，有些溫室氣體專案有特定數值上的顯著性
門 檻 ， 如 加 州 氣 候 行 動 登 錄 （ California Climate Action
Registry）專案，以從基準年建立的時間起算，累積至目前
的變化量為定量基礎，給定的變化門檻值為基準年排放量的
10%。

對於結構性變化重新計算基準年排放量
結構性變化會啟動重新計算，這是因為他們僅是將排放
量從一家公司轉移到另一家公司，並未讓釋放至大氣中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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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量有所改變。舉例來說，一個併購或出脫，僅是將現有的
溫室氣體排放從一家公司的盤查清冊中，轉移到另一家公司
的清冊上而已。
圖 6 及圖 7 在闡釋結構性變化的效應，以及應用本標準
去重新計算基準年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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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結構性變化進行重新計算的時機安排
當顯著的結構性變化發生在年中時，應針對全年度重新

指

計算基準年排放量，而不是僅針對報告期間在發生結構性變

南

化後所剩下的時間，進行重新計算，這可避免在往後的年度
必須一再重新計算基準年排放量的情況。同樣地，須針對全
年進行現年度排放量的重新計算，才能與基準年排放量的重
新計算一致。若無法在結構性變化發生當年進行重新計算
（如因缺少被併購公司的數據），重新計算可順延至下一年
度再進行2。

針對計算方法改變或數據正確性改善的重新計算
公司可以在過去幾年中，報告相同的溫室氣體排放源，
但在量測或計算排放量上則會有所不同。舉例來說，公司可
能已經使用一個國家級的電力生產排放係數，來估算第一年

BCSD-Taiwan

報告的範疇 2 排放量。在往後的年度，公司可能獲得更準確
之電力事業特定排放係數（現年度的與過去幾年的），能更
貼切地反映與外購電力有關的溫室氣體排放。若這個改變所
產生的排放量差異是顯著的，歷史數據就要應用新的數據及
/或方法來重新計算。
有時更精確的數據輸入未必能合理地應用在過去所有
的年份上，或新的數據點（data points）在過去幾年可能並
不存在。公司此時可能必須將這些資料點暫置腦後，或可以
簡單地承認資料來源有改變但沒有重新計算。為了提高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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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這些自白應該在每年的報告中呈現，否則在發生改變的
指

兩三年後，報告的新使用者可能對於公司的績效做了不正確
的假設。

南

實際反映出排放量變化的排放係數或作業數據的任何
變化（也就是燃料種類或技術的改變）
，不會啟動重新計算。

重新計算的選擇性報告
公司對於重新計算可能選擇性報告的資訊有：
z

針對基準年與報告年之間所有年份，重新計算的溫室氣
體排放數據

z

以過去個別年份來報告所有的實際排放，亦即尚未被重
新計算過的排放量。為增加透明度，報告原始排放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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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新計算過的排放量，因為可藉此說明公司在結構上
隨時間而產生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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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準年不存在的設施就不重新計算基準年排放
指

量

準年排放量就不用重新計算。需要重新計算的歷史數據，只
需回推到被併購的公司開始存在的年度起即可。公司出脫
（或委外）的事業體在基準年並不存在的情況，也是應用相
同的原則。圖 8 顯示了所併購的設施是基準年定了之後才存
在的，所以基準年排放量不需要重新計算。

在範疇 2 及/或範疇 3 下，針對委外/內製的報告不
重新計算基準年排放量
若公司報告來自於委外或內製的作業活動的間接排
放，肇因於委外或內製而產生的結構性變化並不會啟動基準
年排放量的重新計算。舉例來說，電力、熱或蒸汽的委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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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由於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要求以範疇 2 報告，
所以不啟動基準年排放量的重新計算。但是委外/內製會在
範疇 1 及不進行報告的範疇 3 之間產生顯著的排放移轉時，
還是會啟動基準年排放量的重新計算（如公司將產品運送作
業委外）
。
在公司決定分開追蹤不同範疇長期的排放，並且不同範
疇有不同的基準年時，則要針對委外或內製進行基準年重新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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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若公司併購（或內製）的事業體在基準年並不存在，基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指
南

ENDESA：因結構性變化而重新計算準年排放量
針對排放的長期間比較，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要
求設定基準年，為了能長期間比較，若公司發生任何結構性的
變化，基準年排放量就必須重新計算。在一項於 2002 年 1 月
完成的交易中，位於西班牙的電力公司 ENDESA 集團，將旗
下西班牙電力生產事業 Viesgo 公司之 87.5%的持有股份賣給
義大利電力公司 ENEL。為了考量這個結構性變化，來包含在
此筆交易中，自於 6 個電廠的歷史排放數據，將不再屬於
ENDESA 的溫室氣體盤查範圍，因而從其基準年排放量中移
除。此項重新計算提供 ENDESA 在歷史排放數據上一個完整
且可比較的圖像。

BCSD-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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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南

Teta公司是由兩個事業單位(A及B)所組成，其在基準年(第一
年)的排放量為50噸的二氧化碳。在第二年時，公司經歷有機的成
長，使得兩個事業單位的排放量各增為30噸二氧化碳，也就是增
為共60噸二氧化碳。在這個情況下，基準年排放量不須重新計
算。但在第三年一開始時，Teta公司從其他家公司併購C生產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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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而C設施是在第二年才建立，且其在第二年的排放量是15噸
二氧化碳，第三年時為20噸二氧化碳。因此，Teta公司在第三年
的排放量，包括C設施總共是80噸二氧化碳。在此購併的案例中，
Teta公司不需要重新計算其基準年排放量，因為C設施在Teta公司
所設定的基準年時並不存在，因此Teta公司的基準年排放量仍保
持為50噸二氧化碳。Teta公司（選擇性地）針對第二年重新計算
其排放量為75噸二氧化碳。

圖8、併購的設施在基準年設定後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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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有機的成長或衰退不重新計算基準年排放量
指
南

針對有機的成長或衰退，基準年排放量與任何的歷史數
據都不重新計算。有機的成長/衰退指產量的增加或減少，
產品組合的改變，以及公司擁有或控制之營運單位的開使運
作或關閉。不重新計算的原因在於有機的成長或衰退，導致
排放到大氣中的溫室氣體量有所改變，因此須納入公司隨時
間在排放上的增加或減少。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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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主題所使用的專門術語可能會引起混淆。基準年排放量不同於
「基線」
（baseline）這個用語，基線大部分是被使用在計畫基礎的會計
上。基準年係聚焦在一個長期的排放比較上，而基線是指在沒有溫室氣
體減量計畫或活動下，一個溫室氣體排放狀況的假想情境。
2
關於基準年排放量重新計算的時間安排，更進一步的資訊可參閱在溫
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網站（www.ghgprotocol.org）上的「針對結構性變化
之基準年重新計算方法」（Base year recalculation methodologies for
structural changes）這份指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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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南

第六章 確認及計算溫室氣體排放
一旦建立好盤查邊界，公司通常都根據下列步驟來計算
溫室氣體排放量：
1. 確認溫室氣體排放源
2. 選擇一個計算溫室氣體排放的方法
3. 蒐集作業數據並選擇排放係數
4. 應用計算工具

BCSD-Taiwan

5. 彙整企業層級的溫室氣體排放數據

本章節將說明由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所發展出來的步
驟與計算工具。此計算工具可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倡議行

動的網站上取得（www.ghgprotoc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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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公司發現把整體排放細分為幾個特定類別的排
指

放，將有助於正確地計算他們的排放。為此，公司可以使用
一些特別發展出來的方法，正確地計算來自於各產業及不同

南

排放源類別的排放。

確認溫室氣體排放源
如圖 9 所示，5 個確認及計算公司排放步驟的第一步，
就是在公司的盤查邊界內將溫室氣體排放源進行分類。溫室
氣體排放一般來自於以下的排放源類別：
z

固定燃燒
指固定式設備之燃料燃燒，如鍋爐、熔爐、燃燒機、渦

輪機、加熱爐、焚化爐、引擎及燃燒塔等。
z

移動燃燒
指交通運輸設備之燃料燃燒，如汽車、卡車、巴士、火

車、飛機及船舶等。
z

製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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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或化學製程之排放，例如來自於水泥製造之鍛燒過
程的CO2、來自於石化製程中之觸媒裂解的CO2、來自於煉
鋁製程的PFC排放。
z

逸散排放
這類排放產自於故意的或非故意的釋放，如從接頭、密

接處、防漏墊片填料和襯墊等的設備滲漏，以及來自於煤
堆、廢水處理、貯坑、冷卻水塔及瓦斯加工廠的逸散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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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家企業卻會有某些製程、產品或服務從上述一個或

定書的計算工具就是依此分類而組成。附錄 D 提供不同工
可做為一開始確認公司主要排放源的參考。

BCSD-Taiwan
圖 9 確認及計算溫室氣體排放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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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業部門在各範疇下的直接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源總覽，也許

指

多個排放源類別中產生直接或間接的排放，溫室氣體盤查議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ቁᄮቑᘞ 2 ̝ଵٸณ!
指

作為確認溫室氣體排放源的第一個步驟，公司應著手確

南

認前述 4 大類別中的直接排放源。製程排放通常與特定工業
有關，如油氣業、鋁業、水泥業等。產生製程排放外並擁有
或控制發電設施的製造業者，可能會擁有來自於所有主要排
放源類別的直接排放。辦公室型態的組織也許不會有任何直
接的溫室氣體排放，除非他們擁有或操作一交通工具、燃燒
設備、或冷凍及空調設備。公司通常會很訝異地了解到，起
初並不起眼的排放源，其排放量都相當顯著。(參見聯合科
技案例研究)

ቁᄮቑᘞ 3 ̝ଵٸณ!
下一個步驟是確認來自於外購電力、熱或蒸汽之使用的
間接排放源。幾乎所有企業都因為購買電力供其製程或服務
使用而產生間接排放。

BCSD-Taiwan
ቁᄮቑᘞ 4 ̝ଵٸณ!
這個選擇性步驟包括確認該公司上游及下游作業活動
所產生的其他間接排放，以及與委外/合約製造、租賃或加
盟商有關，但未涵蓋在範疇 1 或範疇 2 內的排放。
由於範疇 3 的涵蓋面很廣，公司可以依循價值鏈去擴大
盤查邊界，並確認所有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對於可能存在
於公司目前營運之上、下游，各種的業務聯繫，以及具有產
生顯著溫室氣體減量的可能機會，以價值鏈觀點來確認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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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排放源，的確能提供較全面之視野。（參見第 4 章中有
指

關依循公司價值鏈，會產生溫室氣體排放之作業活動總覽的
說明）

南

選擇一個計算方法
藉由監測濃度和流率來直接量測溫室氣體排放並不常
見。比較常用來計算排放量的方法，可以是質量平衡法，或
針對特定設施或製程的化學計量理論。然而，最常用來計算
溫室氣體排放量的方法是使用已建檔的排放係數。這些排放
係數是依溫室氣體排放量，以及與排放源作業活動有關的數
據，所計算得來的比值。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小組(IPCC)
的指導綱領(IPCC，1996)中提供了一系列的計算方法與技
術，其中包括排放係數法的應用及直接監測法。
在很多狀況下，特別是直接監測不是沒有就是特別昂貴
時，可以從燃料使用數據來計算正確的排放量。即使是燃料

BCSD-Taiwan

的小用戶通常都不僅知道燃料耗用量，也透過預設的碳成份
係數或更正確的定期燃油採樣，去評估碳含量數據。公司應
使用他們最精確可行，且適合其報告內容的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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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科技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UTC)
指

聯合科技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的太空與建造系統科技公

南

司。早在 1996 年，負責為聯合科技公司新的「自然資源保護、
能源及水資源使用申報計畫」設定邊界的小組，遇到了要決定
何種能源類別將被列入能源耗用年度報告中的問題，最後此小
組決定將噴射燃油列入能源耗用年報中。噴射燃油在 UTC 的
許多部門中是用來做為引擎及飛行硬體的測試用油。雖然噴射
燃油在任一給定年份的用量因測試排定時程的改變而有很大
的變化，但每年的平均用量都預計不會太多，而是足以予以特
別排除。然而噴射燃油用量報告證明了 UTC 一開始的想法是
錯的。因為進行此計畫，公司了解到自從測試開始後，噴射燃
油用量約佔全公司能源使用量之 9%～13%，如果 UTC 沒有將
噴射燃油用量納入年度數據的收集工作中，一個顯著的能源使
用項目就被忽略掉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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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作業數據及選擇排放係數

對很多小型、中型及大型公司而言，範疇 1 的排放根據
商用燃料之購買量（如天然氣及加熱油），並使用已公告的
排放係數來計算。範疇 2 的排放量將使用電錶，以及供電者
特定的、地方供電網路的或其他已公告的排放係數來計算。
範疇 3 的排放量將會根據如燃油使用或旅客里程之作業數
據，以及已公告的或為第三單位所提出的排放係數來計算。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若排放源或設施特定的排放係數存在的
話，應比一般通用的排放係數更優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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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公司可能面對好幾種方法可以使用，應該從溫室氣
指

體盤查議定書的網站（若可用），或從各自的產業協會（如
國際鋁業協會、國際鋼鐵協會、美國石油協會、世界企業永
供的產業特定綱領，搜尋適合自己使用的綱領。

應用計算工具
本節將概要介紹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網站
（www.ghgprotocol.org）上所提供的計算工具與指南。我們
鼓勵使用這些已被專家及產業領袖審閱完畢且定期更新的
工具，相信這些工具是目前在計算溫室氣體排放上最實用的
工具。然而此工具僅是選擇性的，企業也可使用他們自己的
溫室氣體排放計算工具，只要此計算工具的正確性更高，或
與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相一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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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工具主要有 2 個類別：
z

跨產業工具：可應用在許多不同部門，包括固定燃燒、
移動燃燒、用於冷凍與空調的 HFC 及不確定性估算。

z

產業特定工具：設計用來計算特定產業的排放，如鋁
業、鋼鐵業、水泥業、油氣業、造紙業及辦公室型態的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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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續發展協會水泥業專案、國際石油工業環境保護協會）所提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大部份公司將需要應用超過一種以上的計算工具才能
指

涵蓋所有的溫室氣體排放源。舉例來說，要計算煉鋁業者的
溫室氣體排放量，公司須使用煉鋁、固定燃燒（針對任何外

南

購電力耗用、現場的能源產生等）、移動燃燒源（包括原物
料與產品的鐵路運輸、現場雇用車輛、員工商務旅行等），
以及 HFC 的使用（冰箱等）等計算工具。表 3 所陳列的即
為全部的計算工具。

ވঈវሹߤᛉؠ३ࢍზ̍۞ඕၹ
網站上每個跨產業及產業特定之計算工具，共用相同的
格式，並包括量測與計算排放數據的步驟式指南。每一計算
工具均包括一篇說明指南，以及附有使用說明的自動式工作
表。
每個計算工具中的指南包括下面的章節：
z

總覽：提供對此工具的目的、範圍、計算方法及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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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的總覽。
z

作業數據及排放係數的選擇：提供產業特定的優良
實務指南，並提供預設的排放係數供參考。

z

計算方法：描述各種依現場特定作業數據及排放係數
的可獲得性而有所不同的計算方法。

z

品質控制：提供優良實務指南

z

內部報告及文件化：提供內部文件化的指南以支援排
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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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龍 德 士 古 （ ChevronTexaco ）： 會 計 與 報 告 系 統
指

SANGEATM

一個與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相一致，用來估算與報告能
源利用及溫室氣體的軟體，並開始在公司內不使用。這個軟體可
以免費取得，並且容易使用，精確性更高，同時為油氣產業提供
一個低建置成本的全公司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系統。此系統名為
「 SANGEA

TM

能 源 與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估 算 系 統 」（ SANGEA

TM

Energy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Estimating System）。目前雪
弗龍德士古公司在全球各地的設施，包括有 70 個以上的報告實
體都在使用這個系統。
此系統為一可稽核，以 Excel 及 Visual Basic 為基礎的工具，
用來估算溫室氣體排放與能源利用。它藉由讓每一個設施的盤查
負責人可以組態化(configure)試算表、輸入每月的數據以及傳送
季報到中央資料庫中，讓公司層級數據的彙整工作更流暢。
TM

在實務上，SANGEA 系統採用不同的策略來確保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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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性，逐步達成公司整體的標準化：
●

特定設施的試算表組態（configuration）及重要的輸入
資訊能逐年延續下去。在設施有所改變時（肇因於新的
建設、單位撤除等）
，盤查專員能輕易地修正組態。

●

有效率的更新。估算排放量的方法、排放係數以及計算
方程式都集中儲存在軟體中，當方法或預設排放係數有
所改變時，能輕易地進行更新。此中央參考資料的更
新，能自動地應用在現有的組態及輸入的數據上。更新
將反映美國石油學會的溫室氣體排放估算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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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身為一家全球性的能源公司，雪弗龍德士古公司已經開發出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Compendium of GHG
指

emission estimating methodologies）的最新內容與時程。

南

●

系統是可稽核的。此軟體對數據輸入與系統使用者都要
求提供詳細的稽核線索資訊。系統的任何改變，該由何
人負責都留有檔案文件。

●

使用一個系統可以省錢。讓所有的設施使用同一個系
統，與傳統各自完全不同的系統相較，在成本上有明顯
的節餘。
TM

雪弗龍德士古公司在開發SANGEA 系統上僅有一次的投
資，已經顯現出成效：針對雪弗龍德士古公司位於加州里奇蒙的
煉油廠所進行的成本粗估，顯示與傳統各地方自行開發報告系統
的方式相較，新方式在 5 年間共節省了 70%的成本。SANGEA

TM

預期可為公司節省在維護傳統系統及雇用獨立顧問上的長期費
TM

用。將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與SANGEA 計算軟體結合
起來使用，並替換那一套發散且令人混淆的會計與報告樣板，明
顯能提高效率並讓結果更精確，讓公司能更正確地管理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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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並進行特定的排放改善措施。

在自動式工作表單方面，只要在工作表單中鍵入作業數
據，並選取適當的排放係數即可。工作表單內有提供預設的
排放係數，但只要可獲取更正確的排放係數，也可以輸入更
能代表報告公司營運特性的客製化排放係數。每一種溫室氣
體（如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等）的排放量是分別計算，
然後再根據其全球暖化潛勢（GWP）換算成CO2當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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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工具，像是鋼鐵業工具和 HFC 的跨產業工具，係
指

採層級式方法，提供一個簡單的及一個較複雜的計算方法以
供選擇。愈複雜的方式會得到愈精確的結果，但通常也需要

南

收集愈詳細資料，並對該公司的技術有更徹底的了解。
表 3、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網站提供之計算工具的總覽
計算工具
跨 產 業 工 具

z
固定燃燒

z
z
z

移動燃燒

z

來自於空 z
調及冷凍
設備使用 z
之 HFC
溫室氣體 z
排放量之 z
不確定性
量測與估 z
算
z

主 要 特 性
計算來自於固定式設備中燃料燃燒所排放
之直接或間接的CO2排放量
針對來自於汽電共生設施的排放量提供 2
種分配比例選項
提供預設的燃料排放係數及國家平均電力
排放係數
計算來自於移動排放源中燃料燃燒所排放
的直接或間接的CO2排放量
針對陸運、空運、水運及鐵路運輸，提供計
算方法及排放係數
計算商業化的冷凍空調設備在製造、使用及
棄置階段中所直接排放的 HFC。
提供 3 種計算方法：銷售量法、生命週期階
段法及排放係數法。
介紹不確定性分析與量化的基礎
計算肇因於與溫室氣體排放量計算有關的
隨機誤差之統計參數不確定性
把針對溫室氣體盤查數據，而涉及發展基本
之不確定性評估的彙整步驟，予以自動化
計算來自於煉鋁製程的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來自於陽極氧化的CO2排放，及來自於陽
極效應的PFCs排放，以及在非鐵金屬製造
中做為覆蓋氣體(cover gas)之SF6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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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業 特 定 工
具

鋁業及非
鐵金屬製
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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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工具
鋼鐵
指

主 要 特 性
z 計算來自於還原劑氧化、鍛燒製程及鐵礦及
廢鋼除碳時的直接溫室氣體(CO2)排放。
z 計算來自於硝酸製造的直接溫室氣體(N2O)
硝酸製造
排放
z 計算來自於阿摩尼亞製造的直接溫室氣體
(CO2)排放，這部份的計算僅針對在進料加
阿摩尼亞
製造
工的除碳過程，其餘燃燒排放仍依固定燃燒
源方式計算
己 二 酸 製 z 計算來自於己二酸製造的直接溫室氣 體
造
(N2O)排放。
z 計算來自於水泥製造中鍛燒製程的CO2 排
放的溫室氣體排放（WBCD工具也計算燃燒
水泥
排放）
z 提供 2 種計算方法：水泥法及熟料法。
計算來自於石灰製造的溫室氣體排放（來自於鍛
石灰
燒製程的CO2排放）
來 自 於 製 計 算 來 自 於 生 產 HFC-22 時 所 直 接 排 放 的
造 HFC-22 HFC-23。
的 HFC-23
計算來自於紙與紙漿製造所直接排放的CO2 、
CH4、N2O。包括計算來自於固定式設備中的化
造紙業
石燃料、生物燃料燃燒以及廢棄物產出的直接與
間接CO2排放
半導體
計算在生產半導體晶圓時所直接排放的 PFC。
小 型 辦 公 計算來自於燃料使用的直接CO2排放、來自電力
室 型 態 組 耗用的間接CO2排放，以及來自於商務旅行與通
織的指引 勤的間接CO2 排放

南

BCSD-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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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全公司的溫室氣體數據
要報告公司整體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公司通常需要從眾

指

多的設施，甚至可能是從不同國家及事業部門來彙整相關數

南

據。為了讓報告的成本儘可能地降低，並減低彙整資料時產
生誤差的風險，確保全部設施都是以一核可且一致的基礎來
蒐集數據，謹慎地規劃作業流程相當重要。理想的狀況是企
業將溫室氣體報告整合到現有的報告工具及程序中來進
行，並且善加利用由設施現場已經蒐集好並提報給部門、企
業總部、管制者或其他利害相關者的相關數據。
報告數據所使用的工具與程序，將視目前是否有妥善的
資訊與通訊基礎建設而定（亦即在企業資料庫中加入新類別
資料的難易度），也視企業總部希望各設施報告資料的詳細
程度而定。數據的蒐集與管理工具應該包括：
z

透過企業內部網路或網際網路，即可直接讀取由各設
施所輸入的直接數據資料庫

z

BCSD-Taiwan

提供工作表填寫樣本，並以電子郵件傳送至總公司或
部門辦公室，使資料可進一步處理。

z

以紙本形式將報告傳真到企業總部或部門辦公室，再
由他們將數據資料輸入公司資料庫中。但若沒有足夠
的檢查來確保數據正確地轉移，這個方法會增加誤差
發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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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呈資料給總公司的內部報告來說，建議採用標準
指

化的報告格式，以確保從不同事業單位和設施接收來的數據
是可比較的，且遵守內部報告的相關規定。標準化格式可明

南

顯減少產生誤差的風險。

英國石油(BP)：溫室氣體內部報告的標準化系統
英國石油是一家全球性的能源公司，從 1997 年起就開始
自不同的營運部門蒐集彙整溫室氣體數據，並整合其內部報告
流程到一個中央資料庫系統中。報告排放量是由大約 320 個個
別設施及事業部門負責，BP稱之為「報告單位」
。所有報告單
位每季必須完成一份標準的Excel試算表，陳述前三個月的真
實排放量，並同時更新及預測今年及明後兩年的排放量。除此
之外，報告單位也被要求說明所有的明顯變化，包括可持續的
減量成果。報告單位均採用相同的BP溫室氣體報告指導綱要
（BP, 2000）
，來量化其CO2與CH4的排放。
所有內含公式的工作表均由中央資料庫自動以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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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給報告單位，用電子郵件回傳的數據，再由檢查進來的數
據品質之公司小組上載到資料庫中。這些資料在每季結束前彙
整成總排放清冊，並依 BP 的溫室氣體排放目標進行分析預
測。最後此排放清冊由一個獨立的外界稽核單位審核，以確保
資料的正確性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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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全公司溫室氣體排放數據的方法

z

南

法（圖 10）：

集中式：個別設施報告作業⁄燃油使用數據(如燃料使用
量)給總公司，再由總公司計算溫室氣體排放量。

z

指

收集公司個別設施的溫室氣體排放數據有兩種基本方

分散式：個別設施報告作業⁄燃油使用數據，並使用核
可過方法直接計算他們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再向總公司
報告這些排放數據。
現 場 層 級

集中式 作業數據

公

司

層 級

場址報告作業數據（總公司計
算溫室氣體排放量：作業數據×
排放係數＝溫室氣體排放量）

分散式 作業數據×排放係數

各場址報告溫室氣體排放量

＝溫室氣體排放量

BCSD-Taiwan

上述兩種方法的差別在於排放量的計算發生在哪裡（亦
即在哪裡進行作業數據乘上適當排放係數的工作），以及必
須在公司各層級建立何種型態的品管作業。但不論使用哪一
種方法，一般還是由設施層級的員工負責原始數據的收集。
不論使用哪一種方法，總公司的同仁或進行較低層級的
彙整時，應審慎地確認並排除任何被其他設施、事業單位或
公司納在其整體排放盤查的範疇 1，但亦為報告公司範疇 2
或範疇 3 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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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此方法也許特別適合以辦公室為主的組織。因此若有下

南

列狀況時，要求各單位報告其的作業/燃料使用數據也許是
較佳選擇：
z

總公司或負責部門的同仁能夠以作業⁄燃料使用數據等
資料直接計算溫室氣體排放量

z

橫跨許多設施的排放量計算可採標準方法

̶ёڱĈ࣎Ҿన߉ࢍზވঈវଵٸᇴፂ!
要求各設施計算本身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可以協助增加
他們對此議題的認識與暸解。然而這也可能引發阻力、增加
訓練需求、增加計算誤差及對計算結果需要更多的稽核。因
此若有下列狀況時，要求各設施計算本身的排放量也許是較
佳選擇：

BCSD-Taiwan

z

排放量的計算需要對現場使用的設備，具備詳細的知識

z

有些設施的溫室氣體排放量計算方法不同

z

製程排放（和燃燒化石燃料產生之排放不同）佔總排放
量重要的比例

z

擁有足夠資源可訓練各廠人員進行計算，並稽核其估算
結果

z

擁有方便使用者使用的工具，以簡化現場員工執行計算
與報告排放量任務，或地方法規要求以設施層級來報告
溫室體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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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方法的選擇端賴報告公司本身的需求及特性而
指

定。舉例來說，聯合科技公司（UTC）使用集中式法，排放
係數與計算方法由總公司的同仁選定，而英國石油（BP）
建檔並採用經核可的方法。使精確度極大化和報告負擔極小
化，有一些企業將兩種方法結合起來使用。擁有製程排放的
複雜設施，在設施層級計算他們的排放量。而排放係來自於
標準排放源且排放量穩定的設施，則僅被要求報告燃料使用
量、用電量以及差旅活動資料，再由總公司的資料庫或報告
工具對每一項標準作業，計算溫室氣體總排放量。
這兩種方法應得到相同結果，並且互不矛盾。因此想要
針對各設施進行計算一致性查核的公司，可以同時依循這兩
種方法進行彙整，再比對兩者的結果。有時候即使由個別單
位自行計算本身的排放量，總公司的負責人員仍想彙集作業
活動⁄燃料使用數據，以重複查驗其正確性並探求排放減量
的機會。對公司所有層級的同仁來說，這些數據應該是透明

BCSD-Taiwan

且可取得的。此外，總公司的同仁也應對各設施報告的數
據，就其定義是否明確、是否具一致性、盤查邊界是否符合
規定，以及報告期間、計算方法等事項進行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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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則採分散式法，並附隨著稽核機制以確保計算正確、有進行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向總公司報告的通用性指南
指

個別設施給總公司或部門辦公室的報告應包括第 9 章

南

中提及的相關資訊。某些報告項目對集中式法和分散式法而
言是共通，並應由各設施報告到公司總部。這些項目包括：
z

對排放源的簡單描述

z

排放源清單及特別排除或列入某些排放源的判斷準則

z

與前一年比較的相關資訊

z

報告涵蓋的時間

z

數據中所明顯展現的趨勢

z

企業目標值的達成進度

z

對於報告之作業活動⁄燃料使用數據或排放數據之不確
定性的討論，包括可能的原因以及與數據改善的建議。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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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報告結果有影響的事件進行描述（併購、脫售、關
閉、技術升級、報告邊界或所使用計算方法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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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作業活動⁄燃料使用數據及前述提及之報告數據的

指

共通項目外，各設施應用集中式法向總公司報告作業活動⁄

南

燃料使用數據時，也應報告下列細節：
z

貨物旅客運輸的作業活動數據（如貨運的公噸-公里數）

z

製程排放的作業活動數據（如生產肥料的噸數、掩埋場
廢棄物噸數）

z

清楚記錄用來演算作業活動/燃料使用數據的任何計算
式

z

把換燃料使用及/或電力耗用轉換到二氧化碳排放的本
土性排放係數

̶ё۞ڱಡӘ!
除了溫室氣體排放數據以及前述提及之報告數據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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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項目外，個別設施應用分散式法向總公司報告溫室氣體排
放數據時，也應報告下列細節：
z

溫室氣體計算方法的說明，以及與前次報告期間相較任
何計算方法上的改變

z

比值指標（參見第 9 章）

z

計算所採用之參考數據的詳細資料，特別是使用之排放
係數的相關資訊。
清楚記錄用來演算排放數據之計算式應妥善保存，以利

未來內外部查驗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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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南

第七章 盤查的品管
公司進行盤查的品管可能會有不同的理由，包括從辨識
改善的機會，到符合利害相關者的需求，到因應新法規而預
作準備等。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
（GHG Protocol
Corporate Standard）認知到這些理由均是公司營運目標以及
對於未來期望的一種功能。無論是公司的營運目標，與溫室
氣體議題不斷演進的願景，均應指引著企業盤查、品管系統
落實，和盤查時對於不確定性之處理的設計。

BCSD-Taiwan

一家公司在進行溫室氣體盤查工作時，會包括所有制度
面、管理面和技術面的安排，以進行數據收集、盤查準備，
和盤查1品管步驟的落實。本章指南的企圖為協助公司發展
與落實盤查的品管系統。
儘管未來仍是渾沌不明，但高品質的資訊會有更高的價
值與更多的應用，低品質的資訊可能應用性低，甚或沒有任
何價值，還可能遭罰。舉例來說，一家公司目前可能是聚焦
在參與一項自願性減量的專案，但也會希望其盤查數據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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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當排放變成具貨幣價值時，也可符合預期中的要求。這個
指

時候，一個可以確保盤查能持續符合「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企業標準」原則，並即早達到未來溫室氣體排放要求的品管
南

系統就很重要。
就算公司不預期未來會有強制性法規要求的機制，內外
部利害相關者也會要求公司準備高品質的盤查資訊，所以，
執行某些形式的品管系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然而「溫

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認知到公司的資源有限，而且
與財務會計不同的是，企業溫室氣體盤查涉及某種程度的科
學與工程之複雜性，因此，企業必須把盤查工作和品管系
統，發展成累積性的努力，來保有其資源，衍生更廣泛的政
策以及公司自身的願景。
品管系統提供一套預防與校正錯誤的系統性作業，並找
出可以達到改善整體盤查品質有最大效果的地方。總之，品
管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確保公司溫室氣體盤查資訊的可信
度，要達到此目的之第一步，就是把盤查品質定義出來。

BCSD-Taiwan

定義盤查品質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列出的 5 條會計原
則，透過公司在技術、會計與報告上的努力，訂定出完整且
忠誠反應出公司溫室氣體排放的確切標準(請參考第一
章)。當切實履行這些原則時，將可以非常有信用且無偏見
地來處理溫室氣體排放的議題和數據與表達。遵守這些原則
的公司，必須把品管納入公司盤查專案中，成為不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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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份，品管系統的目的，就是確保公司能履行這些原則。

KPMG：把現有系統與溫室氣體管理整合起來的價值
KPMG 發現，要能產生出可靠且可查驗的溫室氣體數據
之關鍵因素，就在於把溫室氣體數據管理和報告機制，與公司
既有的核心營運管理和確保流程(assurance processes)整合起
來。因為：
把已深化在管理和確保作業的範疇擴大，會比另外建立一
套獨立溫室氣體資訊的產生和報告作業，來得更有效率。
由於溫室氣體資訊日愈貨幣化，所以將會與其他關鍵績效
指標一樣，吸引管理階層的注意。因此，管理系統中需要確保
有一套適用可行的作業，來提報可靠的數據，而這套作業可藉
由企業內部監督公司治理、內稽與報告等功能，以更有效地執
行。
另外一個不夠被重視的因素，就是人員的訓練和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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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查目的之溝通。當人們在執行溫室氣體的數據產生與報告作
業時，才會有可不可信賴的問題，當需要正確報告溫室氣體數
據的需求，沒有向使用報告標準與計算工具的同仁適當說明清
楚時，設計再完善的系統也無法發揮效用。因為會計邊界的複
雜性，以及必須納入排放源與持股比例等主觀元素，所以如果
報告的要求有不一致的解釋，那麼會產生真正的風險。讓那些
負責提供數據的同仁都理解如何使用數據，也是很重要的事，
把此風險降到最低的作法，就是透過明確的溝通、適當的訓
練，和知識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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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南

為了協助公司有概念，並且設計一套有助未來改善的品
管系統，需要一個務實的架構，而且聚焦在盤查時在制度
面、管理面與技術面的元素(如圖 11 所示):

͞ڱ：指的是技術的盤查準備。企業應該選擇或發展可以
正確依據其排放源類別的特性，來估算排放量的方
法，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提供了很多系
統默許的方法(default methods)與計算工具，來協助
這方面的努力。當有新的研究、或企業的營運有所
改變、或在評估盤查報告的重要性時，盤查專案的
設計與品管系統必須可以提供盤查方法的選擇、應
用與更新。

ᇴፂ：指的是有關活動層面、排放係數、製程與營運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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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訊。儘管盤查方法必須適度地嚴謹與詳盡，但
是數據的品質更為重要。一旦數據品質差，沒有任
何方法可以補救。盤查專案的設計，必須要能有助
於高品質盤查數據的收集，以及數據收集作業的維
護與改善。

ሹߤԔᄃր：準備溫室氣體的盤查，有制度面、管理
面與技術面的作業，包括了賦予產出一
高品質盤查責任的團隊與程序。為了使
溫室氣體品管作業有效率，程序與系統
114

南

指

盤查專案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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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與公司其他品質相關的程序適度
地整合起來。

͛І̼：指的是方法、數據、程序、系統、假設、以及估
算等的紀錄，包含了改善公司盤查所需準備的每

指

一件事情。因為估算溫室氣體排放的工作本來就

南

相當技術性(涉及工程與科學)，所以高品質與文件
的透明化對於可信度特別重要。如果資訊不可
信，或無法有效與內部或外部利害相關者溝通，
那麼這種資訊根本就沒有價值。
在盤查設計的每一個層面，公司都必須要確保這些成分
的品質。

盤查品質管理系統
1. 建立盤查品質小組
數據

方法
BCSD-Taiwan

7. 建立報告、文件化及歸檔

6. 將正式的回饋迴路制度化

2. 發展品質管理方案

系統

3. 實施一般的品質檢核

文件化
5. 審閱最終的盤查估算與報告

4. 實施特定排放源的品質檢核
回 饋

圖 11 盤查品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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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盤查品管系統
指

公司盤查專案的品管系統，都必須處理上述 4 種的盤查

南

元素。公司須採行下列步驟，來執行品管系統：

1. 建立一個盤查品質小組
此小組負責執行品管系統，以及持續改善盤查品質，小
組或經理須協調相關業務單位、廠區和外部實體間的互動。
外部組實體係指政府部門的專案、研究機構、驗證單位或顧
問公司等。

2. 發展品管方案
此方案係說明公司要執行品管系統所採取的步驟，儘管
有些更精確與範圍更廣的作業，在多年後才可能會納進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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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方案仍必須在一開始就與盤查專案的設計結合起
來。方案必須包含所有組織面與盤查發展流程的作業，也就
是開始的數據收集，到最後的報告書。為了效率與完整性的
考量，公司必須把現有諸如 ISO 作業的品質系統，適當擴
充到涵蓋溫室氣體的管理與報告。為了確保準確度，整個方
案須聚焦在執行品管系統的實務上，如步驟 3 與步驟 4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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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行一般的品質檢核

換算)等主要項目，進行嚴謹適中的品質檢核。表 4 提供了
品質檢核作業的指南。

4. 施行特定排放源類別的品質檢核
對下列事項進行更嚴謹的調查，包括：適當應用的邊
界，重新計算的作業，和特定排放源類別採取會計與報告原
則，所使用之輸入數據的品質(例如：電費單據或電錶是否
是用電的最佳數據)與造成數據不確定性之主要原因的定性
說明等。這些調查的資訊也可以用來支援不確定性的定量評
估。進行調查的指南，請參考下列有關執行面的章節。

5. 審閱最後盤查的估算與報告
盤查完成後，須從工程、科學與技術的角度，進行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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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性的審閱。接著，再進行管理面的內部審閱，且重點在
取得公司正式的核可，以及對此盤查的支持。至於第三類涉
及外部專家審閱的部份，則在第 10 章中說明。

6. 使正式回饋的迴路制度化
在步驟 5 中所提到的審閱結果，以及公司品管系統中每
一個元素的執行成果，須循著正式的意見回饋機制，傳遞給
步驟 1 中所指定的個人或團隊，而且須據此修正錯誤與進行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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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數據處理、文件化與排放的計算(諸如確保使用正確的單位

指

在整個盤查過程，要把檢核應用到數據與程序中，對於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表 4、一般的品管措施
指

數據收集、輸入和處理作業

南

․

檢查一輸入數據樣本的抄寫錯誤

․

辨識表格修正的需要，使其能提供額外的控制或品質檢視的
功能

․

確保已執行適當版本的電子檔案控制作業

․

其他

數據建檔
․

確認表格中全部的一級數據包含了參考數據的資料來源

․

檢查引用的文獻均已建檔

․

檢查應用於下列項目之選定的假設與準則均已建檔，包括：
邊界、基線年、方法、作業數據、排放係數，和其他參數

․

檢查數據或方法的改變已建檔

․

其他

計算排放與檢查計算
․

檢查排放單位、參數、與轉換係數(conversion factor)是否已
適度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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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從頭到尾的計算過程中，單位是否適度標示及正確使用

․

檢查轉換係數是正確的

․

檢查表格中數據處理的步驟

․

檢查表格中的輸入數據與演算得的數據，有明顯區分

․

用手算或電子計算，檢查計算的代表性樣本

․

以簡要的算法來檢查一些計算

․

檢查不同排放源類別，和不同事業單位等之數據加總

․

檢查不同時間與年代系列間，輸入與計算的一致性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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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立報告、文件化與歸檔作業
此步驟包括下列幾項工作：保存記錄的作業與依內部目

指

的設定那些資訊應文件化、資訊如何歸檔，以及那些資訊應

南

告知外部利害相關者。與內、外部審閱相同，此步驟也包括
正式的意見回饋機制。
公司的品管系統與整個盤查專案，須依公司為盤查作準
備的理由來發展，方案必須能解決公司未來能執行多年的策
略(如認知到盤查是一個長期的努力)，也要包括確保前幾年
執行品管的所有發現，均能適度處理的步驟。

執行時的實際措施
儘管原則與廣泛性的專案設計綱領很重要，但是若沒有
討論到實際的盤查品質之做法，這套品管的指南就不完整。
從最初的數據收集到最終的盤查結果核可程序，公司內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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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重階層來執行這些措施，特別是在錯誤最可能發生的地
方，諸如最初的數據收集階段，和數據計算與加總的時候。
一旦公司在初期強調盤查品質的重要性，接著很重要的就是
要確保在每一個階層的數據彙整時(諸如單一設施、製程、
地理區域、或特定範圍等)，均要落實品管措施，以為將來
法規要求或溫室氣體市場的來臨作充分準備。公司也必須確
保過去歷史資料與趨勢預測數據的品質，為了達到此目的，
可以採取盤查品質措施，把因為數據特性或歷史性排放計算
方法的改變而產生的偏差，降到最低。相關的標準與指南，
請參見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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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品管系統的步驟 3 為執行一般性的品質檢核
指

措施，這些措施對於所有排放源，與盤查準備的各個階層，
均可適用。表 4 提供了這些措施的範例一覽表。

南

步驟 4 是特定排放源類別的數據品質調查，調查結果的
資訊也可用做數據不確定性的定性與定量評估(請參閱有關
不確性章節)。
以下要說明的是針對特定排放源的品質措施之類型，這
些措施可應用於排放係數、活動數據與排放估算。

ଵܼٸᇴણᇴ!
對於一特別的排放源類別，排放量的計算通常會依排放
係數和其他參數(諸如利用因子、氧化速率、甲烷轉換因子
等)2而定，這些因子與參數可能是根據特定公司的數據、特
定場址的數據或直接排放，或用其他方法測得已公佈或公認
的係數。以燃料消耗為例，以能源含量為準所公佈的排放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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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一般而言較以質量或體積為準的係數來得準確，除非是
有實際量測特定公司或場址的排放係數。品質調查方面的工
作，必須要評估排放係數與其他參數對特定公司的代表性與
可應用性。實際量測與一般公認的係數間的差異，必須要有
定性的解釋，並且要依公司營運的特性，選取最適合的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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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જᇴፂ!
高品質的活動數據之收集，常是公司溫室氣體盤查最顯

指

著的限制，所以在任何盤查專案的設計時，需要把建立健全

南

的數據收集作業，擺在優先要務。下列各項為確保活動數據
之品質的有用措施：
z

發展一套在未來幾年對於同樣數據，也可以充分收集的
數據收集作業

z

在應用碳含量排放係數前，把燃料消耗的數據，轉換成
能源單位，此會較轉化成質量單位有更好的計算公式。

z

把本年度的數據與過去歷史數據做比較，若沒有呈現出
各年度間一致性的變化，那麼則需要檢視個中原因(例
如各年度間要是有超過 10%的變化，則應進一步調查
原委)。

z

若有可能，把公司活動的數據與其他幾個參考源作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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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例如政府的調查數據，或是由公會所彙整的數據)，
此能確保提供給各界的是具有一致性的數據。另外，也
可以比較在公司內不同設施間的數據。
z

調查那些不是為了溫室氣體盤查所產生的活動數據，公
司須檢視把這些數據應用到 GHG 盤查的可能性，得考
慮完整性、與排放源類別定義的相符性，以及與所使用
的排放係數相符。例如，對於來自不同設施的數據，須
檢視不一致的量測技術、操作條件或科技。也許在原來
的數據準備時，便已採取了品質控制的措施(如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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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些措施就能與公司的盤查品管系統整合起來。
指

z

檢核是否已一致且正確地遵循基準年的重新計算作業

南

(請參閱第 5 章)。
z

檢核是否已把營運與組織邊界的決策，正確且一致地應
用到活動數據的收集(請參閱第 3 章與第 4 章)。

z

調查會影響到數據品質的偏差或其他特性，是否已在先
前予以辨識(例如在一特定設施或其他時空與專家溝通
的場合)。有一些小設備的操作數據可能會被忽略掉，
或者是與公司在盤查時的組織邊界不符的數據等，都可
能是偏差的來源。

z

把品管系統延伸到涵蓋用來估算排放強度或其他比值
的額外數據(如營收、生產量等)。

BCSD-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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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界面公司：排放與商業數據系統的整合
南

界面(Interface)公司是全球生產地毯磚與室內裝潢材料最
大的公司，該公司已建置了一套可以反應出財務報告的環境數
據系統，稱為 Interface EcoMetrics。這套系統的設計，係提供
界面公司在許多國家的業務單位之活動和物質流數據(包括
美、加、澳洲、英、泰國和全歐洲等)，並作為量測包括溫室
氣體排放的環境績效。使用這套全公司一致的會計綱領與標
準，每一季各業務單位均需要提報能源與原料數據到公司的資
料庫中心，以利永續發展部門的人員使用。這些數據是界面公
司每年盤查的基礎，而且在不斷改善品質的努力下，也可以進
行長期的數據比較。
基於排放數據系統來產出財務報告，協助界面公司改善
其數據品質，就如同一般財務數據需要文件化，而且有憑有
據，界面公司的排放數據，係遵循了可促進透明化、精確度、
與高品質盤查的標準而保存下來。把財務與排放數據整合起來

BCSD-Taiwan

的作法，使得其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更有用，界面公司將致力
於在 2020 年前成為一家「完全永續的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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ଵٸҤზ!
指

對一排放源類別的排放估算，可以拿來與歷史資料或其

南

他估算作一比較，以確保是落在合理的範圍。若發現估算結
果有潛在的不合理，則須檢核排放係數或活動數據，看看是
否因估算方法與市場力量的改變，或是有其他事件足以構成
排放改變的理由。
在可以進行實際量測的情況下(如電廠量測CO2排放)，
實測值可以拿來與以活動數據與排放係數所得的計算值作
一比較。
倘若上述對於排放係數、活動數據、排放估算、或其他
參數的檢核，顯示出有問題的地方，則需要進一步調查數據
的正確性，或方法的適合性，此亦可用來獲致更好的數據品
質。一項可用來量測數據品質的潛在方法，就是對於不確定
性的定量與定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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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uxhall 汽車：精確度檢核的重要性

英國汽車製造商 Vauxhall 汽車的經驗，證明了在設定溫
室氣體資訊收集系統時，能注意到細節的重要性。該公司想要
計算同仁的空中旅行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能否注意到應以來
回雙程的飛行距離來計算，是非常重要的一點，避免少算到
50%排放量。 Vauxhall 的謹慎，避免了這項誤差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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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查品質與盤查不確定性
溫室氣體盤查的準備，本來就是一項會計與科學的演

指

練。大部分在公司層級的排放與移除估算的應用，都需要把

南

數據以類似於財務會計數據的報告格式，呈現出來。在財務
會計中，報告單一點的預估值(也就是單一數值相對於一個
可能數值的範圍)，是一項標準的作法。然而，大部分溫室
氣體或其他污染物排放的科學研究，均是在某種誤差預估的
範圍下(也就是不確定性)，提出定量的排放數據，如同獲利
或虧損的財務數字，或銀行帳戶餘額說明，公司盤查時的單
點預估，使用得非常明顯。但是，額外的不確定性量化方法，
應如何或該不該用到排放盤查的作業中?
在公司已充分掌握所有層次的排放估算之不確定性的
量化資訊的理想狀況下，這些量化數據的主要應用當然就非
常具有可比較性，比較可包括公司間、業務單位間、排放源
類別間或不同年限。此時在使用預估數據前，則可以數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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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加以評等或折扣計算，不確定性是品質的一種客觀的定
量系統，只是對於不確定性的客觀估算，並不常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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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與溫室氣體盤查相關的不確定性廣義上可概分「科學

南

的不確定性」(scientific uncertainty)與「估算的不確定性」
(estimation uncertainty)。前者源自於實際的排放和/或移除過
程之科學尚未能被完全瞭解時，例如，許多與直接和間接排
放有關的不同溫室氣體的全球暖化潛值(global warming
potential，簡稱 GWP)，涉及了科學上的不確定性非常顯著。
分析與量化這類不確定性相當棘手，也可能超越了大部分公
司在盤查時能處理的能力。
「估算的不定性」源自於量化GHG排放量之際，所以所
有的相關計算都會有這類不確定性。它還可進一步區分為模

型 的 不 確 定 性 (model uncertainty) 參 數 的 不 確 定 性
(parameter uncertainty)3二種類型：

1. 模式的不確定性 (Model uncertainty)
指的是與計算公式有關的不確定性，這些公式用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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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參數與製程排放間的特性，倘若使用不正確的數學模
式，或者是使用不恰當的參數值到模式中，就會產生不確定
性。也許這種不確定性的估算超出大部分公司的能力，不過
仍有些公司也許願意利用其獨特的科學與工程專業，來估算
其排放推估模式中的不確定性。

2. 參數的不確定性 (Parameter uncertainty)
指的是與量化參數有關的不確定性，這些參數用作排放
量估算模式的輸入值(例如活動數據和排放因子)。可以用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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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析、以實際設備精確量測或專家判定的方式，來估算參
指

數的不確定性。這些參數不確定性的量化，以及接著據此估
算排放源類別的不確定性，是公司在排放量盤查並選擇檢視

南

不確定性時，最主要的焦點。

̙ቁّؠҤზ۞ࢨ!ט
承如前述，倘若只有參數的不確定性是大部分公司可以
有所著墨的範疇，那麼企業在溫室氣體盤查上就必然會有缺
憾，一般也無法就每一個參數，完整地蒐集到統計上的不確
定性4。對於大部分參數而言(例如購買的石油公升數，或消
耗的石灰石噸數)，只可能可取得單一數據點，在某些情況，
公司可以利用儀器的精確度或校正資訊，提出一些統計上不
確定性的佐證，然而爲了量化一些與參數相關的系統性不確
定性5，以及輔助統計上之不確定性的估算，通常公司還是
得仰賴專家的判斷6，問題是專家的判斷會因人而異，比較
難達到可比較性與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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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這些理由，溫室氣體盤查中所有不確定性的完整估
算，不僅只是不完美，還帶有主觀的成分，而且即使已經做
了最大的努力，估算過程本身就具有高度的不確定性。對大
部分的情況來說，不確定性的估算，不能被解讀為一項品質
的客觀之量測，也不能用來比較不同排放源類別或公司間排
放計算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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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下列幾個例子，假設統計或儀器的精確數據
指

足可提供客觀地估算每個參數統計上的不確定性(換言之，
就是不需要專家判斷的狀況)：

南

z

當二個營運上相似的設施使用相同的排放量估算方法
時，科學或模型上的不確定性大都可以忽略。此時，統
計上的不確定性之量化估算，則可視為是不同設施可相
互比較的項目。這類的可比較性，即是一些已經預先說
明特定監督、估算與量測要求之排放交易專案目標想要
做到的事。不過即使是這種狀況，可比較性的程度得視
許多條件而定，包括給予盤查者在計算時的彈性、設施
間的調和性、計算方法的執行力與審核程度等。

z

相同地，當單一設施每年都使用相同的計算方法，系統
性的參數之不確定性(除了科學與模型上的不確定性)
大部分狀況下可以視為每二年均相同7，所以當在比較
二年的排放量變化趨勢時，參數之不確定性可互相扣
除，所以二年排放量的差值，在參數的不確定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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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比單年的數值小。在此狀況下，量化的不確定性估算
可視為具有長期的可比較性，可用來追蹤同一排放源類
別中，一設施的排放量估算之品質的相對變化，此種排
放趨勢的不確定性估算，也可用來設定一設施的排放減
量目標。不過因為不同溫室氣體、排放源和設施間的可
比較性還是有很多問題，所以排放趨勢的不確定性估
算，對於設定廣範圍(如全公司)的減量目標，可能用處
比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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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因為上述的限制，發展溫室氣體盤查時，不確定性
指

之定性與定量評估的角色如下：
促進更多的學習，以及品質回饋程序。

z

支援在下列幾項工作上的努力：對於不確定性之定性上

南

z

的瞭解，把產生不確定性的原因文件化，以及辨識改善
之道。例如為了要蒐集可供決定活動數據與排放係數之
統計性質的資訊，會迫使人們去提出艱深的問題，並謹
慎與系統性地調查數據的品質。
z

建立溝通管道與數據提供者的意見回饋機制，以助辨識
數據品質和計算方法的改善機會。

z

提供有價值的資訊給審核者、查驗員和經理人，以作為
改善數據來源和計算方法時，設定投資項目的優先順序
之用。
除了一項不確定性的計算工具之外，
「溫室氣體盤查議

定書企業標準」也發展一份不確定性評估的補充指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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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溫室氣體盤查與計算統計參數不確定性之評估指
引」)，二者均可自網站中下載。指引文件說明了在加總不
確定性時，如何使用計算工具，也有深度討論不確定性的種
類、量化限制、以及如何適當解讀不確定性的估算。
其他指南及相關資訊，包括估算方法和導引出專家判斷
的其他替代性方式，可查詢美國環保署的 Emission Inventory
Improvement Program，Volume VI：Quality Assurance/Quality
Control (1999)和 IPCC 的 Good Practice Guidance (2000a)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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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南

註：
1

雖然本章從頭到尾使用「排放盤查」一詞，不過本章指南也可同等應
用至因碳匯類別（例如森林碳隔離，forest carbon sequestration），而移
除的溫室氣體估算。
2
一些排放的估算，也許可以使用質量或能量平衡、功能計算，或電腦
模擬模型等方式來演算。除了調查輸入這些模型的數據外，公司也應考
慮所使用的內部假設（包括模型中假設的參數）
，是否適用於公司營運
的特性。
3
從直接排放監測所估算的排放量，通常將只會涉及參數的不確定性
（例如設備量測的誤差）。
4
統計上的誤差導源於自然的變異（例如在量測程序中任意的人為誤
差，和量測設備的擾動），可以透過反覆的測試與取樣，來偵測統計上
的不確定性。
5
若數據的收集在系統上有偏頗，那麼就會發生了系統性參數的不確定
性。換言之，量測或估算的平均值，總是會高於或低於真實值。當排放
係數的取得，是建構在不具代表性的樣本、沒有完全確認所有相關的排
放源活動或類別、或使用不正確或不完全的估算方法或不良的量測設備
等狀況時，偏頗就產生了。由於真實值未知，這類系統上的偏頗無法透
過反覆的實驗來偵測，故無法透過統計分析來量化。不過要辨識這類偏
頗是有可能的，而且有時候可透過數據品質調查和專家的判斷來量化它
們。
6
專家的判斷有雙重角色：首先是能提供估算參數時必要的數據；其次
是能協助（與數據品質調查結合）辨識、解釋和量化統計與系統性二者
的不確定性。
7
總之，必須要認知的是也許偏頗不是每年都相同，而可能會顯現出長
期的型態（例如可能會提高或降低）。舉例來說，若一家公司持續降低
在高品質數據收集上的投入，可能會產生數據偏頗愈來愈差的狀況。這
類數據品質的議題，會極為棘手，因為會對所計算得的排放趨勢造成影
響。在此種情況下，便不能忽略系統性參數的不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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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南

第八章

溫室氣體減量會計

當自願性報告溫室氣體排放量、各種外部溫室氣體專案
以及排放交易系統等活動逐漸蓬勃發展起來時，一方面瞭解
溫室氣體長期排放變化之會計的意涵，另一方面瞭解從溫室
氣體減量計畫所取得之抵減或信用額度，對於企業來說愈來
愈重要。本章主要在說明與討論和「溫室氣體減量」
（GHG
reductions）一詞有關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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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議 定 書 企 業 標 準 」（ GHG Protocol
Corporate Standard）主要係著重在企業或組織層級的溫室氣
體排放的會計與報告，公司的排放減量與否，主要是把逐年
的排放盤查結果，拿來與一所選取的基線年作比較。聚焦在
盤查及計算整個企業集團或組織的排放量，主要的好處是可
以協助公司更有效地控管在 GHG 上整體的風險與機會。同
時，也有助於把資源集中在最具成本效益的減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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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即將公佈的
指

「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計畫量化標準 」（ GHG Protocol
Project Quantification Standard）主要係著重在有助於削減溫

南

室氣體的計畫所取得之溫室氣體減量的量化，而這些溫室氣
體減量的數量，則可以用來抵減別處所排放出來的溫室氣
體，例如可以用來協助達成自願性或強制性的排放目標或總
量管制。抵減的計算須先在合理的情境分析中，選取一個基
線年，推估在沒有此減量計畫下，會產生的排放量，然後再
把有此計畫及沒有此計畫的排放量進行比較。

企業在一場址或國家的溫室氣體減量
地球只有一個，從大氣的角度來看，溫室氣體的排放與
減量在哪裡發生都一樣。但是從國家或國際的氣候政策制定
者來看，那裏可以達成排放減量是具有不同意義的，以京都
議定書而言，政策就是著重在特定國家或地區的減量。所以
一個全球化的企業，將必須對於不同州、國家或地區針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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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理區域內營運設施與活動產生之溫室氣體所設定的法
規或要求，採取各種不同的因應措施。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係採用由下而上的方
式（bottom-up approach）來計算溫室氣體排放，換言之，
就是先計算單一排放源或設施的排放量，再逐漸加總成全公
司的排放量。因此，某單一設施或廠址可能排放量減少了，
但全公司加總後卻可能排放量增加，反之毅然。這套由下而
上的計算方法，有助於公司可以不同的規模來報告排放量，
例如可以報告公司單一排放源與單一場址的排放量，或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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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地區與國家的排放量。因此公司也可以藉由比較相關規
指

模之範疇長期的實際排放量，來符合一些政府的要求或自願
性承諾。在全公司的規模上，也可以把數據用來設定減量目

南

標，或報告邁向目標的減量成效（請參考第 11 章）。
公司也許會發現，提供溫室氣體逐年排放變化的特性資
訊，對於追蹤及解釋這些長期的變化非常有幫助。例如 BP
就要求集團旗下各申報單位，以會計運動的格式提供下列類
別的資訊（BP 2000）：
z

併購與分割

z

關廠

z

真實的減量（例如效率改善，原料或燃料的替代等）

z

生產層級的改變

z

估算方法的改變

z

其他

這類的訊息再彙整後，可以作為總覽集團歷年績效的重
要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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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排放的減量
指

間接排放的減量（範疇 2 或 3 排放隨時間的變化）也許

南

常不能精確計算實際的減量，這是因為公司活動與這些間接
排放之間，常無直接的因果關係。比如說空中交通的減量，
即會降低公司在範疇 3 因商務旅行所產生的排放，通常可以
用每位旅客燃料消耗的平均排放因子來量化旅客的排放
量，不過這方面的減量，如何轉化成實際排放到大氣中溫室
氣體的減量，卻主控在許多外部因素，諸如是否有其他旅客
遞補了航班的空位數，或這些空位數長期是否會減少空中交
通。相同地，使用平均輸配線排放因子來計算範疇 2 的減量
時，視輸配線的特性而定，也可能會高估或低估電力輸配線
的實際減量。
通常只要計算長期的間接排放能辨識出加總後會導致
全球排放產生變化的活動，那麼即使對於準確度上有疑問，
也不應禁止公司報告其間接排放。一旦準確度的問題更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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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也許會更適合使用一套計畫量化的方法，來仔細評估
實際的減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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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為基準的減量與抵減/信用
用來抵減排放的計畫減量，應採用計畫量化的方法來計

指

，
算，諸如即將出爐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專案量化標準」

南

該標準處理了下列會計的議題：

z

ૄቢଐဩᄃଵ۞ٸྋᛖ!
基線情境代表著在沒有此減量計畫時所會發生的狀

況，而基線排放即是在此情境下所假設會排放的量。基線情
境的選擇常會涉及不確定性，因為它代表著在沒有此計畫的
假設下，所會發生的狀況。計畫的減量則是基線與計畫排放
的差值。計算方式與本文件中公司或組織的減量計算方式不
同，因為本文件是採用實際發生過的基線年。

z

ᗝγّ۞ᙋ!ځ
此關係到有此計畫是否會比無此計畫時有額外的減量

或移除，若計畫減量用來抵減，那麼量化的作業就必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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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量的額外性，並證明此計畫本身不是基線，而且計畫排放
比基線排放還少。額外性確保了使用抵減來達標之固定上限
或目標的正直性。用來抵減的計畫所產生的每一個減量單
位，可容許有排放上限或目標的組織或設施，額外排放多一
個單位。若計畫是屬於必然發生的（也就是非額外的），全
球的排放量會更高，增加的數量就是減量計畫所取得的減量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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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ᙯѨ৺ड़ᑕĞSecondary effectsğ۞ณ̼ᄃᏰᙊ!

指

1
所指的是非導源於減量計畫之主效應（primary
effects）

南

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變化。次級效應通常是一個計畫所產
生少量與不預期的溫室氣體排放結果，包括漏失（leakage）
（在別處造成排放的產品或服務之可取得性或品質的變化）
以及計畫上下游溫室氣體排放的改變。如果有相關，次級效
應也應整合到計畫減量的計算中。

z

Ξਗ਼ّ۞҂ณ!
一些計畫可透過生化或非生化碳匯（sink）方法，來捕

捉、移除 與/或貯存碳或溫室氣體，來降低大氣中的二氧化
碳，例如森林吸收、土地使用管哩、地底封存等。這些減量
有可能只是暫時性，因為所移除的二氧化碳將來可能會因為
有意的活動或發生意外，而回到大氣中，例如林地砍伐或森
林火災等等2。計畫的設計，應將可逆性的風險與任何減緩
或補救措施ㄧ併處理。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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ᔖҺࢦᖬࢍზ!

為了避免重覆計算，用於抵減的減量，必須發生自不包
括在該抵減用來符合所規定之目標或上限所涵蓋的排放源
或碳匯。若減量發生自不屬於計畫成員或不受其控制的排放
源或碳匯（也就是屬於間接排放），那麼，減量的所有權則
應予以澄清，以避免重覆計算。
當用來符合外部所要求的目標時，抵減可以轉換成信用
額度。信用額度是外部溫室氣體專案所提供的可轉換與可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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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工具，通常產生於諸如排放減量計畫的活動，然後用來
指

符合其他地方封閉系統的目標要求，例如一群設施間，受到
一個絕對排放上限的管制。雖然一個信用額度通常奠基於根
但嚴格的法規所規範。例如

經驗證的排放減量（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簡稱 CER）是一種由京都議定書清潔
發展機制所核發的信用額度，一旦核發，此信用額度即可交
易，最後用來符合京都議定書目標。從溫室氣體信用額度的
「前期遵約」
（pre-compliance）之經驗，強調了以一足以提
供可查驗數據的可信之量化方法，來概估將用作抵減之計畫
減量的重要性。

報告以計畫為基準的減量
把選定之盤查邊界內的物理盤查排放量，與進行的溫室
氣體交易分開且獨立地提報，對公司而言很重要。交易3的
量須在其溫室氣體公開報告書的選擇性資訊章節中揭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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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一目標（參見第 11 章）或公司盤查（第 9 章）
，也須
包括處理有關買進或出售的抵減，或信用額度的相關資訊。
當公司執行從其營運中降低溫室氣體的內部計畫時，所
減的量通常是在盤查的邊界內達成。除非這些減量被出售、
進行外部交易，或在別處做為一抵減或信用額度，否則不需
要分開提報。不過有些公司也許能在其自己擁有的營運中作
些改變，而導致不包含在其自己擁有的盤查邊界內之排放源
的排放變化，或是比較長期的排放變化時，沒有算到這些變
化。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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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本的減量計算，但抵減轉換成信用額度通常受到依專案而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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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原先用於掩埋或無能源回收之焚化的廢棄物，做成衍生

指

燃料後替代化石燃料，對於一公司自有的溫室氣體排放
也許沒有直接效應（或甚至增高），然而卻可能導致其

南

他組織在別處的排放有減量的成效，例如避免掩埋沼氣
的產生和化石燃料的使用。
z

在現場設置發電廠（例如熱電結合電廠，a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plant，簡稱 CHP），提供了多餘的電力
可賣給其他公司，也許會增加公司的直接排放，但卻降
低購電公司的輸配線上電力的消耗。故這些電力供應原
先之排放，與現在改為現場附近發電之排放間的減量，
將不會在現場設置發電廠的公司之盤查中被計算到。

z

以現場發電廠（例如 CHP）的電力取代原先購自輸配
線的電力，也許會提高公司的直接排放，但是會降低輸
配線電力所產生的排放。當僅比較範疇 2 長期的排放，
且以一平均的輸配線排放係數來計算時，此減量也許會
高估或低估，視溫室氣體密集度與輸配線電力的供應結
構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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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減量可分開量化，例如使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計畫量化標準」，且與上述所溫室氣體交易資訊相同，可在
公司公開的溫室氣體報告書之選擇性資性章節中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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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coa: 利用再生能源憑證的優點
Alcoa 係全球型製鋁公司，正在執行一些溫室氣體減量策

指

略 ， 其 中 一 項 作 法 為 買 進 再 生 能 源 憑 證 (renewable energy

南

certificates，簡稱 RECs)，來抵減一些公司的排放量。RECs
不受限於電子的實際流動，是一種把再生能源供應給個別客戶
的創新方法，也代表者再生能源的環保優點，諸如避免二氧化
碳的排放。RECs 的產生是因為以再生能源發電，而非化石燃
料。RECs 可以與電力(作為綠色電力)一同出售，或個別出售
給有意願支持再生能源的客戶。
Alcoa 發現 RECs 提供了許多好處，包括讓那些於再生能
源方面採購選擇有限的設施，可直接享有再生能源的好處。
2003 年 10 月，Alcoa 開始在田納西、賓州和紐約的四個辦公
室，買進相當於每年耗電量 100%的 RECs，意謂著這四個營
運中心現在使用的電力係產生於掩埋場沼氣，每年避免了 6.3
百萬公斤(13.9 百萬磅)的二氧化碳。之所以會選擇 RECs，部
分是因為供應商能在一個合約中，就可提供 RECs 給這四個設
施，此彈性降低了需要不同供應源的多點設施在採購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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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行政成本。

有關 RECs 的進一步資訊，可參考文件 Green Power
Market Development Group’s Corporate Guide to Green Power
Markets: Installment #5 (WRI, 2003)。

註：
1

主效應即計畫打算達成之特定的溫室氣體減量元素或活動（降低溫室
氣體排放、碳貯存或提高溫室氣體移除）
。
2
與溫室氣體減量之暫時性特性有關的問題，被引用為「績效」議題。
3
「溫室氣體交易」一詞，指的是配額、抵減或信用額度的所有買進或
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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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指

準

南

第九章 溫室氣體排放報告書
一份具有可信度的溫室氣體排放報告書，呈現出完整、
一致、精確和透明的相關資訊。要建立一嚴謹及完整的企業
溫室氣體排放盤查，曠日費時，知識與經驗將有助於改善數
據的計算和報告。所以對於一份公開的溫室氣體報告書，有
下列的建議：
z

報告的發行須基於當時所能取得最好的數據，並對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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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之限制完全公開。
z

對於前幾年已經找出來的任何顯著差異，應進行溝通。

z

在選定的盤查邊界內，應包含公司的總排放量，並與任
何涉及溫室氣體交易的部份區分出來。
所報告的資訊必須是具有「相關性、完整性、一致性、

（GHG
透明性與精確性」
。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
Protocol Corporate Standard）要求至少報告範疇 1 和範疇 2
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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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資訊
標

一份完全依照「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要求之

準

公開的溫室氣體排放報告，須包含下列資訊：

̳Φᄃሹߤᙝࠧ۞ᄲ!ځ
z

提要說明所選定的組織邊界，包括選定的方法。

z

提要說明所選定的營運邊界，且若包括範疇 3，須列出
所涵蓋的活動類型。

z

報告書內容涵蓋的期間。

ଵ!ੈྤٸ
z

範疇 1 與 2 的全部排放，並與任何溫室氣體交易(諸如
營收、買進、轉移或配額存放等)區分出來。

z

對於每一種範疇要分開報告其排放數據。

z

要針對六種溫室氣體(CO2、CH4、、N2O、HFCS、P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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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SF6)分別報告其排放數據，以公噸和CO2當量噸為單
位。
z

選定的基準年，和一段時間的排放變化，澄清選定重算
基準年排放之政策，而且前後應一致。

z

對於會啟動基準年重新計算的任何顯著之排放變化(例
如資產併購/出脫、委外(outsourcing)/委內(insour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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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邊界或計算方法的改變等)，提供合適的內容。
z

的直接排放之CO2(例如燃燒生質能/生物燃料所產生的

標

CO2)，應與 本標準所定義的報告範疇分開報告。

準

z

從生化的固化碳(biologically sequestered carbon)所產生

所使用的計算或量測方法，應提供參考資訊，或聯結到
任何所應用的工具。

z

任何特定排除的排放源、設施與/或營運。

選擇性的資訊
一份公開的溫室氣體排放報告，應該在適當的狀況下，
包含下列額的資訊：

ଵٸᄃᒻड़ྤੈ!
z

可取得可信賴的數據時，應提供與範疇 3 排放活動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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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放數據。
z

把排放數據依業務單位/設施、國家、排放源類型(固定
燃燒源、製程、逸散等)、活動類型(電力產生、交通、
轉賣給終端用戶的電力之產生等)等，再予以細分，此
有助於提高透明度。

z

自己生產但出售或轉移給其他組織之電力、熱或蒸氣所
造成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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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與內部及外部標竿比較，說明所量測到的績效。

z

把京都議定書未涵蓋的其他溫室氣體 (如 CFCs 與 NOx)
之排放，與本標準所定義的報告範疇分開報告。

標

z

相關的比值績效指標(如每度電、生產每噸原料或單位

準

營收所產生的排放)。
z

任何溫室氣體管理/減量專案或策略的提要。

z

委託外部單位進行溫室氣體相關風險和義務研究的資
訊。

z

任何委託外部單位進行排放數據確保工作的提要，若有
可能，提供任何外部單位的查驗聲明。

z

對於造成排放變化，但不會啟動基準年排放重新計算的
原因(例如製程改變、效率改善、關廠等)，提供相關資
訊。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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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基準年到報告年度間，所有年度的排放數據(若可
能應包括重新計算的理由與細節)。

z

盤查品質的資訊(例如排放估算中不確定性的大小與產
生原因的資訊)，和現有改善盤查品質的政策綱要(參見
第 7 章)。

z

任何溫室氣體固化 (sequestration)的資訊。

z

盤查所包括的設施清單。

z

聯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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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查邊界外所發展或購買用來抵消排放的資訊，應依溫
室氣體儲存/移除與排放減量計畫分別說明，若這些抵
消排放的工作有經過查驗/驗證(參見第 8 章)，與/或由
外部溫室氣體計畫所核可(例如清潔發展機制與聯合執
行)，應明確說明。

¾

盤查邊界內，外賣/轉移給第三者供抵消的減量資訊，
若是經過查驗/驗證，與/由外部溫室氣體計畫所核可(參
見第 8 章)，應明確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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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標

ٯঐ(Offsets)۞ྤੈ!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藉由依循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報告要求，使用
指

者採納了一套完整的標準，以必要的詳盡與透明度，來製作

南

可信賴的公開報告書。至於選擇性的資訊類別，要披露到何
種程度，可依報告的目的與目標讀者而定。對於國家層級或
自願性的溫室氣體專案,或內部管理的目的，報告的要求可
能會改變(附錄 C 綜合整理了不同溫室氣體專案的要求)。
在製作公開報告書時,必須把網路版或附在企業永續性
報告書或企業社會責任等其他公開報告書(例如 GRI)中的總
論版，和依本準內含所有必要數據之完整版區分開來，並不
是每種對外公開的報告都需要附有本標準所要求的完整資
訊，但是簡要版本必須能提供連結或參考資訊，使讀者可以
取得完整版的公開資訊。
對某些公司而言，就特定溫室氣體或設施/業務單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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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數據，或公佈比值指標，可能涉及商業機密，故可不公
開這類數據，但在確認安全及保密的狀況下，可以對稽核員
公開其排放數據。
公司應致力於產出一份透明化、一致性、且儘可能完整
的報告書。在報告的結構上，可依本標準的報告類型(例如
要求說明公司與排放邊界、提供公司排放資訊，選擇性的排
放與績效資訊，以及抵消排放的資訊等)來落實報告的完整
性，在定性方面，可以納入公司在溫室氣體盤查會計之目的
與策略上的討論、任何會面臨的挑戰與妥協，邊界與其他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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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參數上的決策內容，以及可以提供公司展現盤查努力之完
整輪廓的排放趨勢分析等資訊。

重複計算 (Double Counting)
指

單位或組織邊界內集團旗下公司納入範疇 1 的排放，排除在
任何範疇 2 或 3 的排放外，否則會重複計算。

比值指標的使用
管理階層與利害相關者有興趣瞭解的溫室氣體排放績
效有二項，一項為公司的 GHG 排放總體衝擊，也就是排放
到大氣的絕對量;另外一項則是正歸化後的比值指標。溫室

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要求報告絕對的排放量，比值指標
則屬選擇性使用。
比值指標提供了某一類企業的績效資訊，有助於類似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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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製程間長期的比較。公司可在下列目的下，選擇報告溫
室氣體比值指標：
z

評估長期的績效(例如不同年度間的相對數字，辨識數
據的趨勢，以及展現相對於目標與基線年的績效(參見
第 11 章)。

z

建立不同排放類別之數據間的關係。例如公司可能會想
要建立一個行動所產生的價值(如一噸產品的價格)，與
該行動對社會或環境之衝擊(如產品製造時的排放)間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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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公司在彚整總排放量時，必須把同公司其他設施、事業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z

以正歸化後的數字來改善不同規模之企業與營運間的
可比較性。
認知到企業以及個別公司環境多元性的固有特點，會產

指

生誤導的指標，是很重要的一點。顯而易見地，製程、產品

南

或所在地的些微差異，可能會導致環境效應的顯著差異，因
此，要能正確地設計與解讀比值指標，必須對該企業的特性
有充分掌握。
公司也許會發展出對其業務最有意義且與決策需求相
關的比值指標，也可能會因為要促進利害相關者更了解及澄
清公司績效資訊的說明，而在對外的報告中選用比值指標。
要以能讓使用者了解所提供之資訊特色的方式，來說明指標
的大小與限制等議題，也是一件很重要的是。公司必須考量
哪一種比值指標，最能反映其業務(例如營運、產品、和對
市場與總體經濟之效應)的利益和衝擊。以下提供幾種不同
比值指標的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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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ய˧0ड़ৈͧࣃ (Productivity/Efficiency Ratios)
可以表示成價值與成就除以溫室氣體的衝擊。效益比值
增高，反映出績效的正向改善，範例包括資源生產力(例如
單位溫室氣體排放產生的銷售額)與製程生態效益
(eco-efficiency)(例如單位溫室氣體排放產生的產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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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American：設定電力公司的比值指標
MidAmerican 能源控股公司位於 lowa，想要發展一套追

指

蹤電廠溫室氣體密集度的方法，能把個別電廠的結果，納入公

南

司發電的溫室氣體密集度指標中，也希望能考慮到從規劃中之
再生能源發電所獲得的利益，以及量化長期以來發電來源組合
改變所產生的衝擊(例如機組除役或新建設施)。該公司採用的
溫室氣體比值指標，定義為單位百萬瓦小時所產生之直接排放
的磅數(lbs/MWh)。
該公司為了滿足現行法規的要求，以蒐集到的數據和燃料
量來計算其直接排放，而此可能產生數據的落差。以燃煤電廠
為例，此意謂主要憑藉著煙道氣連續監測系統取得的數據，和
美國環保署針對天然氣與燃油系統之排放係數來計算。然而採
用溫室氣體議定書企業標準，該公司完成每一個燃燒化石燃料
電廠的年度排放盤查，蒐集的數據包括：
1.

燃料體積和熱投入數據

2.

電力產生量，百萬瓦

3.

連續監測系統的數據

4.

採用合適之排放係數的燃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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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01 年為例，使用連續監測數據與燃料計算，該公司
lowa電力事業排放約 23 百萬噸的CO2，產生約 21 百萬百萬瓦
小時的電力，故其溫室氣體密集度指標為 2,177 磅CO2/百萬瓦
小時，反映出lowa 電廠對於傳統燃煤發電的依賴。
在 2008 年之前，該公司將完成一座 790MW的燃煤新電
廠，一座 540MW熱電結合的燃氣電廠，和一座 310MW風力
發電機組，加入發電的行列。總體CO2排放將增高，發電量也
相對增加，但是因為發電效率提高，舊廠除役或降低供電量，
使得該公司長期以來的溫室氣體密集度將會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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ะ( ࣃͧޘIntensity Ratios)
指

表示成單位物理活動或單位經濟產出溫室氣體衝擊。當

南

生產類似產品的企業進行加總或比較時，可適用物理性的密
集度比值，而當生產不同產品的企業進行加總或比較時，則
適用經濟性的密集度比值。密集度比值下降，表示績效有正
面改善。許多公司使用密集度比值來追蹤長期的環境績效。
密集度比值常稱為正歸化的環境衝擊數據，範例包括產品排
放密集度(例如每產生單位電力造成CO2 排放的噸數);服務
密集度(單位功能或單位服務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和銷售
密集度(例如單位銷售產生的排放)。

Ѻ̶ͧᇾ(Percentages)
係二個相似議題的比值(分子及分母均有相同的物理單
位)。溫室氣體排放可表示成基線年排放量的百分比，此列
在績效報告中，會別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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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比值指標的進一步指引，可參考 CCAR，2003；
GRI，2002；Verfaillie 與 Bidwell，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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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南

第十章 溫室氣體排放的查驗
查驗(verification)是一種客觀的評估，檢視所報告的溫
室氣體資訊的正確性和完整性，以及與預設之溫室氣體會計
和報告原則的相符性。雖然查驗企業溫室氣體盤查的做法，
與 一 些 諸 如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議 定 書 專 企 業 標 準 (GHG
Protocol Corporate Standard)和即將公佈的溫室氣體盤查議

定 書 計 畫 量 化 標 準 (GHG Protocol Project Quantification
Standard)等廣泛認可的標準，仍在同步發展中，但這些做法

BCSD-Taiwan

應有助於讓溫室氣體查驗作業更一致、更具公信力，以及更
廣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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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供溫室氣體查驗作業中關鍵元素的總覽，此與正
指

在發展溫室氣體盤查，並已計畫或考慮為其盤查結果和系統
取得獨立查驗的公司有關。再者，因為發展一可查驗的盤查

南

作業，大體而言與取得可靠及禁得起考驗的數據之作業相
同，故無論進行溫室氣體查驗的目的是什麼，本章的內容與
所有的企業都有關。
查驗係涉及評估所報告的數據中之實體差異(material
discrepancies)的風險，所謂的差異，與所報告的數據和適度
應用相關標準及方法所得到的數據間的差值有關。實際上，
查驗涉及由查驗員把邁向對整體數據品質有最大衝擊之數
據和相關系統的努力，訂出優先順序。

溫室氣體原則的相關性
查驗的主要目標，乃將所報告的資訊和相關聲明，展現
其係可靠、確實和公平地計算公司的溫室氣體排放，以讓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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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使用者有信心。確保透明化和盤查數據的可查驗性，對於
查驗而言非常重要。公司的排放數據與盤查系統愈透明、控
制愈好、文件建檔愈完整，查驗的效率就愈高。如同第 1
章中所概述，當在彙整溫室氣體盤查資訊時，需謹記一些溫
室氣體的會計和報告原則，嚴守這些原則，以及具有一個透
明且建檔完備的系統(有時被參考為一稽查線索)，是成功查
驗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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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在委託一項獨立查驗前，公司必須明確定義其目的，且

指

決定藉由外部查驗是否為最能滿足此目的之方法。進行查驗

南

的一般理由包括：
z

提高排放資訊與減量目標達成進度之公開報告的可信
度，此會導致利害相關者的信任度提高。

z

增高資深管理層對於報告的資訊之信心，而這些資訊為
投資和設定減量目標決策的基礎。

z

改善內部會計與報告措施(諸如計算、紀錄與內部報告
系統，和溫室氣體會計報告原則的應用)，有助於公司
內部的學習和知識轉移。

z

為溫室氣體專案的強制性查驗要求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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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確保 (Internal assurance)
指

查驗常由一獨立的外部第三者來執行，不過也不一定如

南

此。許多對於改善其溫室氣體盤查有興趣的公司，可能把盤
查資訊交給與溫室氣體會計和報告作業無關的公司同仁，進
行內部查驗。無論是內部或外部查驗，都得遵守類似的作業
與流程。對於外部利害相關者而言，外部第三者的查驗，可
能會大幅提高溫室氣體盤查的可信度，不過獨立的內部查
驗，也可以對資訊的信賴度，提供有價值的確保。
在委外進行第三者查驗前，內部的查驗可以提供公司很
有價值的學習經驗，也可以提供有用的資訊給外部查驗者，
來開始進行其查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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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性(materiality)的觀念

釋。會影響使用者之決定或行動的資訊，則被認為是具有實
體性。實體的差異(material discrepancy)是一種誤差(例如來
自疏忽、省略或誤算)，會導致報告的量或聲明，與真實數
值或意義間有顯著的誤差。為了要對數據或資訊的表示意
見，查驗員會需要對所有已確認的誤差或不確定性之實體
性，有一個總體的檢驗。
當實體性的觀念涉及價值判斷時，差異變為顯著(實體
性起點，materiality threshold)的點，通常已預先定義好。依
照經驗法則，若誤差超過所查驗之組織總盤查的 5%，則被
視為會實質誤導結果。查驗員需要去評估整個資訊呈現內容
中的誤差或省略。例如若 2%的誤差，會導致公司無法達成
減量目標，那麼這項誤差就最有可能被視為具有實體性。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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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查驗員如何應用實體性起點，將能使公司更確認來自單一
排放源或盤查活動的省略，是否可能引發實體性的問題。
實體性起點可以在一特定的溫室氣體專案要求中概
述，或由一國家查驗標準來決定，端賴誰要求查驗，以及為
了什麼理由。實體性起點提供指南給查驗員，判別什麼是屬
於非實體的差異(immaterial discrepancy)，如此他們可以專
注在那些更有可能會導致顯著誤導性誤差的領域。實體性起
點與計入門檻(de minimis emissions)，或公司在盤查時可容
許予以剔除的排放量並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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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原則與實體性的概念之間的關係，第 1 章提供了很有用的解

指

實體性的觀念對於瞭解查驗程序很重要，對於完整性的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評估實體差異的風險
指

查驗員需要評估溫室氣體資訊收集與報告過程中，每個

南

單元的實體差異之風險，用來規劃及指導查驗流程。評估這
項風險時，將考慮一些因素，包括：
z

組織的結構，以及用來分配監督與報告溫室氣體排放之
責任的方法

z

管理層對於溫室氣體監督與報告的作法和承諾

z

政策與監督和報告程序之發展與執行(包括解釋數據收
集與評估之建檔完整的方法)

z

用來檢查與審核計算方法的程序

z

複雜性與操作特性

z

用來處理資訊之電腦系統的複雜性

z

所使用的量測儀器的種類、維護與校正狀況

z

輸入數據的可信賴度與可取得性

z

使用者的假設與估算

z

系統與數據提出來進行其他確保的程序(諸如內部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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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外部檢視和驗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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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查驗參數
獨立驗證的範疇和確保層級，將會受到公司的目的，與

指

/或任何特定司法的要求而影響，有可能會查驗整個盤查，

南

或只是一部份，例如不同地理位置、事業單位、設施或排放
種類。查驗流程也可能檢視更多一般性管理的議題，諸如品
管作業、經理人的認知、資源的可取得性、定義明確的責任、
責任分開，和內部的審核作業等。
公司與查驗員須就查驗的範疇、層級與目的，預先達成
協議(通常被引為是工作的範籌)，也要處理一些議題，例
如：哪些資訊將會包含在查驗的範圍(例如只查驗總公司或
包括所有場址的資訊)、那些選擇性數據須進行細部檢查的
層級問題(例如書面審查或現場審查)，以及打算如何使用查
驗結果等。實體性起點也是工作範疇中要考慮的項目，對於
查驗員與公司二者而言也將是考慮的關鍵要項，與查驗的目
的有所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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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開始查驗，工作範疇會受到查驗員的實際發現所影
響，故工作範疇須維持足夠的彈性，使查驗員能適當地完成
查驗。
定義明確的工作範籌不僅對公司和查驗員很重要，對外
部利害相關者也很重要，此使其能被充分告知，以作出適當
的決定。查驗員將會確保不會只因為要改善公司的績效，而
把一些應查驗的項目排除在外，為了要提高透明度與信用
度，公司必須對外公開工作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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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訪查
指

視查驗所需要的確保層級而定，查驗員也許須實地訪查

南

一些現場，針對所報告資訊的完整性、正確性和可信度，取
得充分與適當的證據，所訪查的現場，必須對整個組織有代
表性，依下列考量的因素，來選擇訪查的地點：
z

營運的特性和每一個場址的溫室氣體排放源

z

數據收集與計算程序的複雜性

z

每一場址佔整體溫室氣體排放的百分比

z

現場的數據會被顯著誤陳的風險

z

重要人員的能力與訓練

z

先前的審核、查驗與不確定性分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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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的時機
在溫室氣體盤查準備與報告的流程中，可以在不同的點

指

上讓查驗員參與進來，有些公司也許會建立一個半永久

南

(semi-permanent)的內部查驗小組，以確保可以符合盤查溫
室氣體數據的標準，並在持續進行的基礎下進行改善。
若查驗工作係在所報告的期間進行，那麼可以容許任何
報告上的缺陷，或在編撰最後報告前，先處理數據的議題，
此對於準備大肆對外公開報告的公司特別有效。然而，一些
溫室氣體專案(例如世界經濟論壇的全球溫室氣體登錄、澳
洲的溫室挑戰專案、歐盟排放交易體系等)常在任意選取的
基礎上，在參與的組織提交排放報告後，會要求組織進行獨
立的查驗。以上這二種狀況，查驗工作都得持續進行，直到
提交報告期間的最後數據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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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waterhouseCoopers (PwC)：溫室氣體盤查驗證-現
指

場的心得

南

PwC 在過去 10 年已提供溫室氣體排放盤查的服務給許多
產業，包括能源、化學、金屬、半導體和紙漿與紙。PwC 的
查驗程序包含二個重要步驟：
1. 評估是否已確定實施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方法(例如溫室
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
2. 辨識任何實體的差異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在協助 PwC 設計一套有效
的查驗方法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第一版溫室氣體議定書
專案量化標準公佈後，PwC 已見證了所報告的溫室氣體數據
之品質與可查驗性的快速成長，特別是非 CO2 的溫室氣體與
燃燒排放的量化，尤為明顯。因為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WBCSD)發布了水泥業的盤查工具，使得水泥產業的查驗更
為容易。外購電力的溫室氣體排放之查驗，自大部分公司都具
備可靠的耗電量(MWh)數據，和可公開取得排放系數後，也相
形容易。
然而，經驗顯示對於大多數公司而言，1990 年的溫室氣
體數據太過於不可信賴，以致於在追蹤長期的排放，或設定溫
室氣體目標時,無法作為一可查驗的基線年，在以廢棄物做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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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的系統、汽電共生廠、一般旅行和船運等領域，仍有許多稽
核的挑戰，尚待突破。
過去 3 年，PwC 發現溫室氣體查驗的措施，已逐漸從「量
身訂作」和「自願性」，轉變為「標準化」和「強制性」。
「加
州氣候行動登錄」(CCAR)和「世界經濟論壇全球溫室氣體登
錄」和將實施的歐盟排放交易體系(涵蓋歐洲 12,000 家工廠)
均要求某種型態的排放查驗。歐盟排放交易體系(EU ETS)的查
驗單位，將可能須由國家組織予以承認證，目前英國國內的交
易體系和加州的登錄專案，均已建立了查驗單位的認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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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查驗員
指

在選擇查驗員時，考慮的因素有，其：
執行溫室氣體查驗的經驗與能力

z

瞭解溫室氣體議題，包括計算方法

z

瞭解公司的營運與所屬的產業

z

客觀性、公信力和獨立性

南

z

查驗員個人的知識與資格會比其所屬的單位來得重
要，是一件重要的認知，公司在選擇查驗單位時，得看其旗
下查驗員的知識與資格，以確保被指定的主任查驗員，有適
當的經驗。有效的查驗，通常需要多方的專業技能，不僅是
技術層次(例如工程經驗、工業專家)，還有業務層級(例如查
驗和工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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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查驗的準備
指

第 7 章所描述的內部程序，可能類似於外部查驗員所遵

南

循的流程，因此查驗員所需要的材料相似，外部查驗員所需
要的資訊，可能包括：
z

有關公司主要活動與溫室氣體排放的資訊(產生的溫室
氣體種類、造成溫室氣體排放之活動說明)

z

有關公司/集團/組織的資訊(子公司ㄧ覽表和地理位
置、所有權架構、組織內的財務實體)

z

公司組織邊界與報告期間製程的任何改變之細部資
訊，包括確認這些改變對排放數據的效應

z

下列協議的細節，包括合資協議、委外與外包協議、產
量分配協議、排放權及其他決定組織與營運邊界的法律
或合約文件

z

在組織與營運邊界內，經過建檔以辨識排放源的作業

z

有關所查驗的系統與數據採用其他確保程序(如內部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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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外部審核和驗證)的資訊
z

用來計算溫室氣體排放的數據，例如可能包括的項目：
y

耗能數據(發票、交貨說明、磅稱單據、計量錶讀
數：電、瓦斯、蒸氣和熱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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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生產數據(生產的材料噸數、發電量 KWh 等)

y

質量平衡計算的原料消耗數據(發票、交貨證明、

第十章

磅稱單據等)

南

z

排放係數(實驗室分析等)

指

y

如何計算溫室氣體數據的說明，包括：
y

所使用的排放系數及其他參數，並說明正當理由

y

估算時採用的假設

y

計量錶與磅稱的準確度資訊(如校正紀錄)和其他
量測技術

y

股份分配和其他財務報告的結合

y

若有的話，因為某些原因(如技術或成本)，被排
除的 GHG 排放源或活動的文件

z

資訊收集流程：
y

用於單一設施和公司層級溫室氣體排放數據的收
集、建檔和處理之作業與系統的說明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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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應用的品管作業(內部稽核、與上一年度的比
較、由第二個人重新計算等)之說明

z

其他資訊：
y

依第 3 章定義所選定用於數據彙整的方法

y

每一場址及公司層級，負責收集溫室氣體排放數
據的人員及通訊一覽表(人名、職稱、電子郵件信
箱和電話)

y

不確定性的定性與定量(若可能的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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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部查驗管制時，得備妥適當的文件，來支援溫室氣
指

體盤查。無法取得支援文件時，即使有管理層的聲明，仍無
法查驗。報告的公司對於一些尚未執行例行性溫室氣體排放

南

數據的會計與記錄工作之地方，查驗將會有困難，導致查驗
員無法提供意見。在此狀況下，查驗員也許會提供目前數據
收集與校正流程應改善的建議，使未來可以獲得具體的意
見。
公司必須負責確保文件的存在、品質與保留，才可以創
造如何彙整盤查數據的稽核線索，若公司發布一特定基線年
的資料，作為評估溫室氣體績效之用，那麼就須保留所有相
關的歷史紀錄，來支援基線年數據，在設計與執行溫室氣體
數據處理和作業時，此議題須謹記在心。

查驗發現的使用
在查驗員確認公司盤查符合相關的品質標準前，他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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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會要求公司調整他們在查驗過程中，所發現的任何實體誤
差，若公司與查驗員無法就這些調整達成協議，那麼查驗員
也許無法提供合格的意見。所有實體的誤差(個別或加總)，
均須在最後簽署查驗完成前完成改善。
查驗員對於所報告的資訊是否沒有實體差異，在提出查
驗意見時，視約定的工作範疇而定，也可能會提出包括一些
未來改善建議的查驗報告。查驗過程對於持續改善須視為是
一項有價值的投入，無論目的是內部審核、公開報告，或驗
證是否符合特定溫室氣體專案的需求，都將會含有如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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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提高公司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系統的有用資訊和指南。
與選擇查驗單位的過程相似，依據查驗發現而被選來評

指

估及負責執行因應工作的人員，也須具有合適的技能，並瞭

南

解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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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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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指
南

第十一章 設定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設定目標乃是一項例行性的商業措施，有助於確保在資
深管理階層雷達螢幕上，保留對某項議題的監督，並納入應
提供何種產品與服務，及使用何種原料與技術的考量因素
中。企業的溫室氣體減量目標，通常是發展溫室氣體盤查後
的必然的後續行動。
本章提供如何設定與報告公司減量目標的指南。雖然本
章著重在排放，不過許多考量同樣可應用在溫室氣體隔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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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stration)(參見附件 B)。本章目的不在指定公司應該有
什麼樣的減量目標，而是聚焦在設定目標時涉及的步驟、所
做的選擇，以及這些選擇的意涵。

167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為何要設定減量目標
指

任何健全的商業策略，都需要設定營收、銷售量和其

南

他業務指標的目標，以及目標達成率的績效追蹤。同樣地，
有效的溫室氣體管理，也涉及減量目標的設定。在公司發展
降低其產品與營運溫室氣體排放的策略時，全公司的減量目
標，通常是這些努力關鍵元素，縱使是公司的一部分已經或
將會受到溫室氣體排放的強制管制。設定一減量目標的一般
驅動力包括：

z

ވঈវࢲᐍ۞̼̈ᄃგந!
盤查是辨識溫室氣體風險與機會的重要步驟，而減
量目標是一種規劃性的工具，可實際趨動減量，有助於
提高公司內部對於氣候變遷所帶來的風險與機會之認
知，及確保此議題被列入公司的商業議程中，可用來更
有效地管理與氣候變遷有關的商業風險，並使其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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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z

јώ༼ዶᄃו፬౹າ!
落實減量目標能藉由驅動製程創新與資源效率的
改善，導致成本節餘。應用到產品時，可以驅動研發，
最終可以創造出提高市佔率的產品與服務，同時降低與
產品使用有關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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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ࠎϏֽڱఢઇ౯!
公司內部為了支援落實減量目標，所建立的擔當與

指

誘因機制，也可使公司更有效地因應未來的溫室氣體法

南

規。例如，一些在內部已實驗性執行排放交易專案的公
司發現，這些經驗有助於他們更暸解未來排放交易體系
對公司的可能衝擊。

z

णனᅳጱ˧ᄃЋຽయЇ!
世界許多地方都已開始出現溫室氣體法規，對於氣
候變遷效應的關注也愈來愈多，因此公司公開設定減量
目標的承諾，可以展現領導力與企業責任，此可改善公
司與客戶、員工、投資人、商務夥伴和大眾的關係，並
可提高品牌聲譽。

z

ણᄃҋᙸّ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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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已出現許多自願性的溫室氣體專案，鼓勵與協
助公司在設定、落實與追蹤減量目標。參與這些自願性
減量，可以產生公眾的認可，也許有助於未來的法規能
對即早行動者的認可，並提高公司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
上的能力與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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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4：絕對與密集度目標的比較
指
南

絕對目標：降低長期的絕對排放(例如在 2010 年達成較 1994
年排放量再減 25%的目標)
優點
․ 設計成達成減少特定量排放到大氣中的溫室氣體
․ 對環保有絕對幫助，因為承擔了減少特定量溫室氣體排
放的承諾
․ 透明地處理了利害相關者認為有需要管理絕對排放的潛
在關切
缺點
․ 組織結構顯著改變時，目標基線年要重新計算，增加了
追蹤長期成果的複雜性
․ 無法比較溫室氣體密集度/效率
․ 認可公司以減產來降低溫室氣體排放(有機的下降，
organic decline，參見第 5 章)
․ 若公司無預期的成長，也許達標會有困難，因為成長會
與溫室氣體排放有關聯
密集度目標：降低長期排放相對於企業量制之比值(例如：在
2000-2008 年間每噸熔渣的CO2減量 12%)
優點
․ 反應與有機的成長或下降無關的溫室氣體績效改善
․ 通常不需要因為結構的改變，而進行目標基線年的重新
計算
․ 也許可以提高公司間溫室氣體績效的可比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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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 不保證排放到大氣的溫室氣體能減量－即使密集度下降
和產出增高，但絕對排放卻可能增高
․ 有多元事業公司，也許會發現要定義單一共同的企業量
制，相當困難。
․ 若企業量制中使用貨幣參數，諸如營收或銷售額(元)，當
產品價格、產品組合、以及通貨膨漲改變時，則須重新
計算，提高追蹤程序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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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減量目標的步驟
指

減量目標的設

南

定，涉及要在定義與達
成減量的不同策略中
做出選擇，商業目的、
任何相關政策的內
容，以及利害相關者的
討論，都應知會這些選
擇。以下的章節概述涉
及的十項步驟，雖然係
依序介紹，不過實際上
在設定目標時，卻是在
步驟間週期性的前後
游動。在執行這些步驟
前，係假設公司已經建
立了溫室氣體的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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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這十項步驟如圖
12 所示。

圖 12、目標設定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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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Dutch/shell：由上至下的系列目標
指

皇家荷蘭/殼牌公司係一全球型能源公司，在執行其自願
南

性溫室氣體減量目標時，發現最大的挑戰是把目標層層下傳到
所有會影響目標績效的員工之行動。其結論為：成功的落實，
需要公司在不同階層設定不同的目標。這是因為構成絕對溫室
氣體排放的每一個成份，會受到不同管理階層的決策影響(上
至公司層級，下至每一事業和設施)。
在一個廠的絕對溫室氣體排放(CO2 當量噸) = 功能 (MP ×
BPE × PE)
MP 單一設施生產的產量。這是需要成長的根本項目，故由
公司層級來控制。溫室氣體通常不以限制此成分來管理。
BPE 每噸最佳製程的能源使用。從一特別的工廠設計，達到
最適的(或理論的)能源消耗(轉化為排放)，這類工廠的興
建是事業單位層級的決策。顯著的資本決策，也許會涉
及興建一座整合新技術的新廠。對於既有的工廠，BPE
可以從顯著的設計改變和調整來改善，此亦可能涉及大
筆的資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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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工廠效率指數。用來描述工廠相對於BPE之實際績效的指
數，PE是由工廠操作員和技師每天決策的結果，也由Shell
Global Solutions EnergiseTM專案來改善，該專案通常要求
以低資本支出來執行。

皇家荷蘭/殼牌發現此模型適合製造設施(例如精煉和化
學廠)，但對於探勘和生產設施而言，或許會過於簡化。此模
型展現了絕對目標的設定，僅只於公司層級，而較低的層級則
需要密集度或效率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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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種類

減量行動

(一般與針對目標)

公司

MP：通常不受限

---------

視規模所有層級
(例如新投資、新
廠，營運的)

降低溫室氣體密集
度

如下

事業單位向公司諮
商

改善 BPE (效率)

改善 PE

(效率)

以新技術興建
新廠
更新與改變工
廠設計
提高工廠營運
效率

南

如下

指

降低絕對排放

決策層級

事業單位
事業單位
設施，由 Shell
Global Solutions
Energise™所支持

1. 取得資深管理層的承諾
與任何公司的宏大目標一樣，資深管理層的接納與承

BCSD-Taiwan

諾，特別是董事會/執行長層級，對於一成功的溫室氣體減
量專案，為一必要的條件。減量目標的落實，可能需要整個
組織在行為與決策上的改變，也需要建立一套內部擔當和提
供誘因的系統，以及提供適當的資源，來達成這些目標。除
非不可能，不然若沒有資深管理層的承諾，達標將會有困難。

2. 決定目標類型
有二大類型的溫室氣體目標：絕對基準與密集度基準。
絕對的目標通常以長期減少排放到大氣的溫室氣體特定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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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表示，常使用的單位為二氧化碳當量頓(CO2-e)。密集度
指

目標常以排放量相對於另一種企業量制11的比值，來表示減
量的績效，這種相對性量制必須謹慎選擇，可以是公司的產

南

出(例如每噸產品、每KWh)，或其他諸如銷售額、營收或辦
公室空間。為了提高透明度，使用密集度目標的公司，也應
該報告包含在減量目標內之排放源的絕對排放量。說明 4
總結了每種目標類型的優缺點。有些公司使用絕對與密集度
目標，說明 5 提供企業溫室氣體目標的範例，皇家荷蘭/ 殼
牌(the Royal Dutch/Shell)的案例，顯示一家公司如何藉由把
公司內較低階同仁決定的密集度目標，結合成一個公式，來
落實公司範圍更廣的絕對目標。

3. 決定目標邊界
所謂的目標邊界，係定義目標包含那些溫室氣體、營運
的地理位置、排放源和活動等。目標與盤查邊界二者可以是
相同的,或者是目標也可以是針對包含在公司盤查內之排放

BCSD-Taiwan

源的特定部分排放源，溫室氣體盤查的品質必須是知會目標
邊界選擇的關鍵因素。本步驟應處理的問題包括：

z ֱ֤ވঈវ@!
目標通常包括京都議定書中六種溫室氣體的一種或多
種納入這些溫室氣體，以提高減量機會之範圍，對於具有非
二氧化碳排放源非常顯著的公司而言，具有意義，然而實際
監測上的限制，也許會縮小排放源的範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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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гநҜཉ۞ᒉྻ@!

公司健全與可信賴的盤查前，先把目標限制在某些地理位
置，是可以理解的。參與有排放交易2的溫室氣體專案的公
司，將需要決定是否把交易專案所涵蓋的排放源，納入公司
的目標中。若是包含了一般的排放源，也就是如果公司目標
與排放交易專案二者的排放源有所重疊，那麼公司應考慮將
如何解決導源於交易專案中溫室氣體減量交易的任何重複
計算的問題(參見步驟 8)。

z !ֱ֤ۡତᄃมତଵ!@ٸ
把間接排放也納入減量目標中，將會因為增加可取得的
減量機會，有助於達成更具成本效益的減量。雖然諸如從購
買電力產生的範疇 2 排放等某些類別的排放，也許禁得起精
確量測與查驗的考驗，然而間接排放通常較直接排放更難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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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量測與查驗。納入間接排放也可能會引起減量之所有權和
重複計算等問題，因為間接排放在定義上會是其他公司的直
接排放(參見步驟 8)。

z ̙Тᙷ۞ݭຽચన࣎ؠҾ۞ϫᇾ@!
對於擁有多元營運的公司，針對不同核心業務分開設定
減量目標，也許更有意義，特別是使用密集度目標時，定義
減量目標最有意義的量制，隨業務單位不同而異(例如：生
產每噸水泥的溫室氣體，或煉製每桶油的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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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營運，才可以納入目標中。對於全球營運的公司，在建立全

指

只有具有可信賴的溫室氣體盤查數據的國家或地區的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說明 5：公司溫室氣體目標範例
指

絕對目標

南

․
․

․
․
․
․
․
․
․
․
․

ABB：從 1998 到 2005 年，每年降低溫室氣體 1%。
Alcoa：2010 年降低溫室氣體排放量為 1990 年水準再減 25%，若
惰性陽極技術(inert anode technology)成功，則在同期降為 1990 年
水準再減 50%。
BP：到 2012 年淨溫室氣體排放保持在 1990 年水準。
Dupont：2010 年降低溫室氣體排放量為 1990 年水準再減 65%。
Entergy：2005 年穩定美國電廠之CO2排放至 2000 年水準。
Ford：以 1998-2001 年平均基線為準，在 2003-2006 年期間降低
CO2 4%，作為參與芝加哥氣候交易所的承諾。
Intel：2010 年降低 PFCs 排放量為 1995 年水準再減 10%。
Johnson & Johnson：2010 年降低溫室氣體排放量為 1990 年水準再
減 7%，過渡目標為 2005 年減 4%。
Polaroid：2005 年底降低CO2排放較 1994 年水準再減 20%，2010
年減 25%。
Royal Dutch/Shell：管理溫室氣體排放，即使在事業成長下，2010
年的排放量要較 1990 年基線至少再減 5%。
Transalta：降低 2000 年溫室氣體排放至 1990 年水準，2024 年在
加拿大的營運之溫室氣體達到零排放。

密集度目標
․
․
․
․

Holcim Ltd：2010 年降低集團的平均特定3清CO2排放，較 1990 年
水準再減 20%。
關西電力公司：2010 會計年度降低每出售一kWh的CO2排放，降
至約 0.34kg-CO2／kWh。
Miller Brewing Company：2001-2006 年降低每桶生產之溫室氣體
排放減量 18%。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2000-2005 年每平方英尺的
溫室氣體減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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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絕對 & 密集度目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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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Johnson：2005 年溫室氣體密集度減量 23%，相當於絕對或實
際減量 8%。
Lafarge：2010 年在附件 I 國家之營運的 CO2 絕對總量，降低為
1990 年水準再減 10%，20103 年全球平均特定淨 CO2 排放，降低
為 1990 年水準，再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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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目標基準年
設定的目標要有公信力，就必須透明地闡明，所定義的

指

目標與過去之排放的關係。有二種可行的方法：固定的目標

南

基準年，或滾動式目標基準年。

z ֹϡ۞ؠϫᇾૄѐ!
大部分溫室氣體的目標，定義為減量低於一固定的目標
基準年之百分比(例如 2010 年二氧化碳排放較 1994 年低
25%)。第 5 章說明了公司如何追蹤相對於一固定的基準年
的長期盤查之排放。雖然盤查基準年與目標基準年可能使用
不同的年，不過為了簡化盤查與目標報告的程序，所以二者
使用相同的基準年通常也是很合理。與盤查基準年一樣，確
保目標基準年的排放數據可靠且可查驗非常重要。也有可能
使用多年平均的目標基準年，第 5 章中所說明，針對多年平
均基準年的相同考量，也可應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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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提供當公司組織結構有變化(例如併購/出脫)，或
量測與計算方法會改變公司長期的排放狀況時，為了確保長
期相同基準之比較，第 5 章提供了何時與如何重新計算基準
年排放的標準。對於大部分的狀況，此將會是對於一固定的
目標基準年重新計算數據的適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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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ϡႋજёૄѐ!
指

當對於固定的目標基準線年要取得或維持可靠且可查

南

驗的數據，可能會是一種挑戰時(例如企業併購太常發生)，
公司也許會考慮使用一滾動式的目標基準年。採用此種目標
基準年，基準年在固定的時間區間會往前移動，通常是一
年，如此排放量總是與前一年比較4，不過，排放減量仍然
可以是幾年一起綜合說明，例如「2001 年到 2012 年，每年
的排放量將較前一年降低 1%」。當組織結構或計算方法有
發生改變時，只需要重新計算前一年5的數據。故「目標起
始年」(此例為 2001 年)與「目標完成年」(2012 年)無法做
相同基準的比較，因為重新計算並未一路追溯至目標起始
年。
會造成啟動基準年排放重新計算的原因之定義，與依一
固定的基準年之方法相同，差異在往回重新計算多少年的數
據。說明 5 比較了使用滾動式與固定的基準年的目標，而圖
14 則顯示其中之ㄧ的關鍵差異。

BCSD-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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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以滾動式和固定基準年為準之目標的比較
指

滾動式目標基準年

如何陳述此目
標?

可以「在 B 年我們的
排放將較 A 年少
X%」來表示

可以「未來X年我們的排放
每年將較前一年少Y%」 6 來
表示

目標基準年為
何?

以過去的一個固定
基準年

前一年

相同基準的比較
可能可以回溯多
少年?

絕對排放的年代系
列將可以作相同基
準的比較

若有顯著的結構改變，絕對
排放的年代系列一次不會以
超過二年來作相同基準的比
較

目標基準年與完
成年間排放比較
的基準為何?(參
見圖 14)

長期的比較係基於
在目標完成年時，公
司擁有/控制什麼

長期的比較係基於在報告資
訊的那一年7，公司擁有/控制
什麼

重新計算要回溯
多久以前?

要針對一路回溯到
固定目標基準年的
所有年限，都要重新
計算排放量
若一家有減量目標
的公司，併購了一家
在目標基準年沒有
可靠溫室氣體數據
的公司，倒回去再重
新算就成了必要的
工作，而且此也會降
低基準年的可靠度

只要重新計算結構變化的前
一年，或結構改變後一年，
然後以該年為基準年

目標基準年的排
放量可靠度如
何?

BCSD-Taiwan
前一年的排放數據(或甚至

何時要重新計
算?

結構上的改變等啟動新計算的狀況，對於這二種方
法都相同

僅需要被併購的公司在併購

從併購後開始計算)，降低或
排除要倒回去算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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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固定目標基準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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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дะޘϫᇾ˭۞ࢦາࢍზ!
指

當第 5 章的標準，應用至使用密集度目標之公司的絕對

南

盤查排放量時，除非組織結構的變化會導致溫室氣體密集度
的顯著變化，否則通常不需要為了目標而因為組織結構的變
化來重新計算。但是，若因此而重新計算，則必須要重算絕
對排放與企業量制等二項。若組織改變過程中，目標的企業
量制不怎麼受影響，那麼就需要重新推演計算目標的公式
(例如公司先前用的是一特定產業的企業量測，但現在重新
聚焦在不同的產業)。

5. 定義目標落實日期
目標完成日決定了目標是屬於短程或長程。長程目標
(例如達成日為訂定目標時的 10 年之後)有助於具有溫室氣
體好處的大型投資案的規劃，不過，也可能會因此而鼓勵在
之後淘汰效能較低的設備。通常，長程的目標會視不確定的

BCSD-Taiwan

未來之發展而定，有機會也有風險，如圖 13 所示。5 年的
目標期間，對於一些有較短規劃週期的組織而言，也許更為
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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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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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定義目標完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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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南

所謂的穩定化的目標(stabilization target)就是長期保持在一固
定排放量的目標。在此範例中，A 公司併購 B 公司，使其自目標基
準年開始(或稱「起始年」)，經歷了溫室氣體有機的成長。在滾動
式方法下，B 公司第 1 年到第 2 年的排放成長，相對於 A 公司的目
標而言，並未造成排放成長，故 A 公司使用此方法可以達到穩定化
的目標，但若使用固定的方法則否。第 5 章的相似範例中顯示，出

BCSD-Taiwan

脫的設施過去的溫室氣體成長或下降的量(也就是出脫前溫室氣體
的變化量)，在滾動式方法下，會影響目標的績效，但是在固定的方
法下，則不會被計算進來。

圖 14、比較固定的與滾動式目標基準年方法下之穩定
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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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定義承諾期間的長短
所謂的目標承諾期間，指的是實際量測相對於目標之

指

排放績效的期間，以目標完成日為終了時間。許多公司採單

南

一年的承諾期，而京都議定書則採用多年，例如以 2008-2012
年的 5 年作為「第一階段承諾期」(first commitment period)。
目標承諾期的長度在決定公司的承諾層級時，是一個重要的
因素。通常目標承諾期愈長，那麼計算邁向目標的排放績效
期間也就愈長。

z

ಏ˘ѐٚᏚ۞ቑּ!
貝塔(Beta)公司的減量目標，為承諾在 2010 年的排
放要比基準年 2000 年的排放再減 10%，只要在 2010
年時的排放量，不超過 2000 年的 90%，便是已達成目
標。

z

кѐٚᏚഇ۞ቑּ!

BCSD-Taiwan

珈碼(Gamma)公司承諾在 2008-2012 年期間，排放
量要比基準年 2000 年的排放再減 10%，所以 2008-2012
年共 5 年的總排放量，必須不超過 2000 年排放量乘以
5 倍(即承諾期的 5 年)後的 90%，才能達成目標。換言
之，也就是這 5 年的平均排放量，不得超過 2000 年排
放量的 90%。
採用多於一年的目標承諾期，可降低在某單一年發生不
可預期，且會影響達標績效之事件的風險。圖 15 顯示，承
諾期的長度決定了有多少排放實際上會與目標績效有關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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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對於採用滾動式基準年的目標，從目標設定的起始年到
指

目標完成日期的整個承諾期間，每年都需持續量測相較於目
標的排放績效。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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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短 vs. 長的承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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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決定溫室氣體抵減(offset)或信用額度8的使用
溫室氣體目標的達成，可以完全靠包含在目標邊界的內

指

部排放源的減量，也可以額外使用在目標邊界外9，透過溫

南

室氣體減量專案中外部排放源的減量(或提高碳匯)所得的
額度，來抵減排放量。當內部減量成本高、減量機會有限，
或公司因為不可預期的環境而無法達標時，則適合使用抵
減。在報告目標時，必須指明有無使用抵減，以及目標減量
中有多少是透過抵減來達成。

ٯഴ۞Ξޘܫᄃ!ޘځ
目前尚無一般可接受的方法來量化溫室氣體的抵減，繞
在溫室氣體計畫排放會計的不確定性，使得要確立外部取得
可以用來抵減10的排放，是否與要使用抵減的內部排放在量
的大小上相等，仍有困難。並把為了達標而採用抵減的量分
開計算，而不是僅提供一個淨值(參見步驟 10)。謹慎評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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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達標的抵減之信用度以及報告時要指明抵減的來源和特
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所需要的資訊，包括：
z

計畫的類型

z

如何量化抵減

z

是否為外部專案(如 CDM，JI 等)所承認
一種確保抵減可信度的重要方法，為展現量化的方法有

適度處理了第 8 章中所說明的計畫會計的所有重要挑戰。，
即將推出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計畫量化標準即考量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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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目標為改善一致性，可信度，以及計畫會計的嚴謹度。
指

此外，很重要的是，要檢查抵減尚未被用於為達成其他

南

組織之溫室氣體目標的計算。此也許會涉及轉移抵減所有權
的買賣雙方間的合約。步驟 8 針對與公司目標有關的溫室氣
體交易會計，提供更多的資訊，包括建立對重複計算的政策。

ٯഴᄃะޘϫᇾ!
在密集度目標下使用抵減，以上的考慮均可適用，為了
要決定是否達到目標，所以分子採用絕對排放量減去減量，
分母則採用相對的量制單位。不過很重要的是，絕對排放量
仍須與抵減及企業量制分開報告（參見以下的步驟 9）。

8. 建立目標重複計算政策
本步驟係針對溫室氣體減量與抵減的重覆計算，以及由

BCSD-Taiwan

外部交易專案所核發的配額（allowances）
，只適用在有參與
溫室氣體抵減交易（賣或買）的公司，或公司目標邊界與其
他公司的目標或外部專案間有界面問題的企業。
由於目前對於應如何處理這類重複計算的議題，尚未有
共識，所以公司應發展其自己的「目標重複計算政策」
（Target Double Counting Policy）
，指明與其他目標或專案相
關的減量交易，如何與公司的目標相調和，和說明那一種類
型的重覆計算狀況，因此被視為是有關聯的。以下所列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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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在此政策中，也許需要解決的範例。

z

ٯഴ۞ࢦᖬࢍზ!
指

當買賣雙方都把溫室氣體抵減的量，算到其符合目標的
計畫，此計畫可降低包含在其目標內的排放源之排放，A 公
司隨後把此計畫的減量，賣給 B 公司作為 B 公司為了達標
的抵減，但是仍把此量算到其自己達標的減量中。如此在檢
視是否達成涵蓋不同排放源的目標時，此減量即被重複計
算。交易專案的解決方法，係使用登錄系統，所有交易的抵
減或信用額度，都配有連續的編號，而且當這些抵減與額度
被用過後，其編號就不再使用。當無登錄系統時，買賣雙方
則可以合約載明的方式，來處理這個問題。
z

ЯࠎϫᇾࢦᝑٙயϠ۞ࢦᖬࢍზ22!
當包含於公司目標內的排放源，也受到外部專案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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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目標管制時，就會發生這種狀況。二個範例概述如下：
y

A 公司的目標，包括了受到一交易專案所管制的溫
室氣體排放源，此時，A 公司可用一般排放源的減
量，來符合公司目標與交易專案的要求。

y

B公司有一從發電 12 來降低其直接排放的公司目
標，直接向B公司買電的C公司，也有一個包含購
電（範疇 2）而產生間接排放的公司目標。C公司
透過能源效率改善措施，來降低耗電產生的間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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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就會發生此種狀況。例如，A 公司執行了一個內部減量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放，結果這些減量都會出現在二家公司的目標 13
中。
上述二個範例顯示，當減量的溫室氣體排放源被納入相
指

同或不同組織超過一個以上的目標時，就難免會有重覆計算

南

的情形。在目標的範疇不設限下，很難去避免這類的重覆計
算，如果僅限於在目標中分擔相同排放源的組織（也就是兩
個目標重疊）
，那麼也許這類的重覆計算比較沒有關係。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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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家公司的目標與一外部交易專案重疊，涵蓋共同排

放源的配額在此交易專案中出售，由另外一個組織用來符合
所規定的目標，而非公司的目標。此例子與先前發生於二個
不重疊的目標（也就是不涵蓋相同排放源）間的重覆計算不
同。如果配額的賣方，能把交易與其公司目標相調和，那麼
此類重複計算即可避免（參考下面 Holcim 的案例研究）
。在
此狀況下，為了維持可信度，所以無論公司決定如何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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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專案中買賣配額時，都應採取一致性的方式。例如，若
決定在一交易專中其所賣的配額，不與公司目標調和，那麼
就不應把所買進同類型的配額，用來計算符合公司目標達成
的排放。
理想狀況下，若有損公司減量目標在保護環境上的誠
信，公司應嘗試避免在目標中的重覆計算。而且，二個組織
間所預防的重覆計算，也提供了其中一家公司進一步減量的
額外誘因。儘管實務上要避免重複計算相當具有挑戰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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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對受到好幾個外部專案管制的公司，和目標中包含了間
接溫室氣體排放的時候，所以公司的重覆計算政策須透明
化，要陳述選擇不處理一些重覆計算狀況的原因。
Holcim 的案例研究說明了一家公司如何選擇追蹤其邁
指

向目標的績效，以及處理重複計算的議題。

南

9. 決定目標層級
應由上述所有步驟，來告知設定目標層級的決定。其他
的考量，包括：
z

藉由檢視溫室氣體排放，與其他企業量制（諸如產量、
製造空間的面積、員工數、銷售額、營收等）間的關係，
來了解影響溫室氣體排放的關鍵驅動力。

z

基於主要可行的減量機會，與檢視其對總排放量的效
應，來發展不同的減量策略，並調查如何影響減量預測
的變化。

BCSD-Taiwan

z

從溫室氣體排放的角度，看看公司的未來。

z

在相關成長因子，諸如生產計畫、營收或銷售額目標
等，和投資報酬或其他驅動投資策略的準則中，納入此
項考量。

z

考量目前是否有任何會影響溫室氣體排放的環保或能
源方案、資本投資、產品/服務改變或目標。是否現行
已實施ㄧ些會影響未來溫室氣體變化曲線的方案，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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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料切換、現場發電，和/或再生能源投資等?
z

與類似組織進行溫室氣體排放的標竿比較。對於先前尚

指

未在能源與其他溫室氣體減量進行投資的組織而言，通

南

常可以符合更大幅的減量水準，因為他們可能會有更具
成本效益的減量機會。

BCSD-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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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cim
指

Holcim 為一家全球型的水泥公司，使用溫室氣體平衡表
來追蹤其相關於自願性公司目標的排放績效。對於每一個承諾
放量，另一邊則顯示溫室氣體「資產」和「工具」(instruments)。
這些資產與工具包含自願性的溫室氣體目標本身(「自願性排
放上限」
，換言之，即 Holcim 提供給自己的配額)、法定的目
標(若有的話，即為「上限」)、加上買進(增加)或賣出(扣除)
的 CDM 額度、和任何買進(增加)或賣出(扣除)所規定的排放
交易配額。故若任何國家的業務賣出 CDM 信用額度(產生於
自願性目標邊界內的排放源)，則確保只有買進的組織可以算
進這些額度(參見步驟 8 中重覆計算的第一個範例)。
在承諾期結束時，每一個國家的業務單位均須展現已達到
或超越了 Holcim 的目標。對於那些自願性排放上限與規定之
上限重疊的公司(例如在歐洲〉
，也必須展現可以達到或超越所
規定的上限。所以在歐洲的溫室氣體減量，必須報告相對於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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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目標的績效(參見步驟 8 中重覆計算第二個範例)。
每一個國家業務平衡表的二邊最後彙整為集團層級的數
據，集團內所交易的信用額度與配額，會在公司層級溫室氣體
平衡表的資產欄中單純地抵消掉。任何與外部交易的信用額度
與配額，會與自願性和所規定的上限相調和，而呈現在平衡表
資產欄的結算欄位中。此確保賣出的配額，僅由買進的組織所
計算(當 Holcim 的目標與買主的目標不重疊等)。當歐洲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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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與每一個國家的業務，平衡表中一邊顯示實際的溫室氣體排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的自願性目標與所規定的目標重疊時，則把買進的配額或信用
額度，同時納入達標績效的計算中。
指
南

溫室氣體平衡表(單位：CO2當量噸／年)
溫室氣體資產&工具

溫室氣體排放

Holcim(在歐洲的 A 國家)
自願性上限(直接排放)

排放，直接，間接+生質能

法規的上限(直接排放)
買進(+)或外售(-)的法規配額
買進(+)或外售(-)的 CDM 信用
額度
總和(自願性上限+法規的配額
&信用額度)
總和(法規的上限+法規的配額
&信用額度)

直接排放總和
直接排放總和，根據歐盟排放
交易體系

Holcim(在拉丁美洲的 X 國家)

自願性上限

BCSD-Taiwan
排放，直接，間接+生質能

買進(+)或外售(-)的 CDM 信用
額度
總和(自願性上限&信用額度)

直接排放總和

Holcim 集團
總和(自願性上限
+法規的配額&信
用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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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追蹤與報告成果
一旦設定目標，就必須去追蹤相對的績效，以檢視達
南

來報告排放量，和任何外部的減量。

z

ซҖ૱ၗّ۞ᒻड़ᑭߤ!
為了追蹤績效，把目標與年度溫室氣體盤查程序相
連結，並查態性檢查排放與目標間的關係，是一件很重
要的事。一些公司為了此目的，會使用一些中間過度的
目標（使用滾動式目標基準年時，即自動的包含了每年
的過度目標）
。

z

指

標狀況，及為了保持可信度，得以一致、完整及透明的方式

ಡӘᄃϫᇾ࠹ᙯ۞ј!ੈྤڍ
當設定及報告與目標相關成果資訊時，公司應提供下列
資訊：

BCSD-Taiwan

1. 目標的說明

y 提供選定的目標邊界的概要說明
y 指明目標類型、目標基準年、完成日、及承諾期的
長度
y 指明是否可以使用抵減來達標，若可以，指明類型
與數量
y 說明目標重複計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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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指明目標層級
指

2. 與目標相關的排放和績效

南

y 報告目標邊界內排放源的排放，並與溫室氣體交易
的量區分開來
y 若使用密集度目標，要報告目標邊界內的絕對排放
量，並把任何溫室氣體交易和企業量制二者區分開
來
y 報告為達標有關的溫室氣體交易（包括有多少抵減
用來達標）
y 報告任何內部計畫的減量，出賣或移轉給另一組
織，作為抵減用的狀況
y 報告整體相對於目標的排放績效

BCSD-Taiwan

註：
1

一些公司使用相反的方法，來表示溫室氣體效率目標。
範例包括英國的排放交易體系〈UK ETS〉
、芝加哥氣候交易所〈CCX〉
和歐盟排放交易體系〈EU E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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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olcim與Lafarge使用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水泥業CO2議
定書(WBCSD Cement CO2 Protocol, 2001)的術語，在其目標訂定的公式
中，其使用「特定的」(specific)字眼，來表示每噸水泥生產的排放。
4
可能使用一年以外的時間區間，基準年向前滾動的時間區間愈長，此
種方法就會愈接近一固定目標的基準年。本討論係基於以一年區間向前
移動的滾動式目標基準年。
5
不同重新計算之方法的進一步資訊，請參見GHG Protocol網站
（www.ghgprotocol.org）中「組織結構改變的基準年重新計算方法」
（Base year recalculation methodologies for structural changes）的指南文
件。
6
使用滾動式基準年時，單純地增加年度排放變化量，即使沒有結構上
的改變，會與採用固定的基準年長期比較的結果不同。以絕對值表示
時，若 5 年間每年減量Ｘ％（與前一年相較），與在第 5 年時較第 1 年
減量（Ｘ乘以 5），二者並不相同。
7
當應用滾動式基準年時，視重新計算的方法而定，長期的排放比較，
能包括來自公司不擁有及控制之排放源的排放，然而，這類資訊的內含
是降到最小。請參考GHG Protocol網站（www.ghgprotocol.org）中「組
織結構改變的基準年重新計算方法」（Base year recalculation
methodologies for structural changes）的指南文件。
8
如第 8 章中的註解，抵減可以轉化為信用額度，故信用額度被理解為
抵減的子系統(subset)。本章使用抵減一詞作為一通用的名詞。
9
基於本章的目的，
「內部的」與「外部的」二詞用來表示減量是發生
於目標邊界內的內部排放源（內部的）或外部排放源（外部的）。
10
此外的「等同」(equivalence)有時候參照為「可取代性」(fungibility)，
然而「可取代性」也可以從達標的量之角度，參照為「等同」(兩個互
可取代的抵減在達標時，有相同的量，也就是二者可應用至相同的目
標)。
11
此處的重疊指的是二個或多個目標在其目標邊界中，包含了相同排
放源的狀況
12
相同地，本例中的A公司在一交易專案中，直接排放可能會受到強
制的排放上限所管制，並涉及與B公司分享共同排放源的排放配額交
易。此狀況下，在「外部專案交易之配額的重覆計算」章節中的案例，
與此更有相關。
13
公司C所執行的能源效率措施可能不見得常會導致B公司排放的實
際減量，間接排放的減量，在第 8 章中有更詳盡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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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來自外購電力之間接排放的計算
本附錄提供如何計算與報告與外購電力有關之間接排
放的指南。圖 A-1 則顯示了外購電力交易間與對應之排放
的總覽。

BCSD-Taiwan

圖 A-1、與外購電力相關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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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用的外購電力
自用的外購電力所產生之排放，屬於範疇 2，只計算實
際上公司所耗的電在發電時所產生的直接排放。當一家公司
買進電力，並利用自己所擁有或控制的傳輸與配電系統來送
電，則應把傳輸與配電系統電力損失所產生之排放，納入範
疇 2 的報告中。若發電、傳輸與配電系統都屬於同一家公
司，那麼就不需要把電力輸配系統的損失納到範疇 2，因為
所有的電力所產生的排放，都已經包含在該公司範疇 1 直接
排放的計算中了。

外購電力再出售給終端用戶
對於再出售給終端用戶的外購電力所產生之排放，例如
電力公司所買進的電力，可納在範疇 3「外購再轉售給終端
用戶之電力產生」類別，這部份對於那些向獨立發電廠買
電，再出售給客戶的電力公司特別相關。因為無論是買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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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力公司或賣電的電廠，常有購電選擇的問題，此提供了一
個重要的減量機會(參見第 4 章 Seattle City Lihgt 市營公用事
業的案例研究)。因為範疇 3 是選擇性的，所以若從終端與
非終端用戶的角度來看，而無法追蹤外售電力的公司，可以
選擇不在範疇 3 中報告這些排放。不過倒是可以把總外售電
力產生的排放，在範疇 3「外購再轉售給非終端用戶之電
力、熱或蒸氣所產生的排放」類別，作為選擇性資訊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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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出售給中間商的外購電力
有關再出售給中間商(例如交易業務)的外購電力所產
生之排放，也許可在範疇 3 選擇性資訊「外購再轉售給非終
端用戶之電力、熱或蒸氣所產生之排放」的類別中報告。交
易業務的範例，包括了涉及直接從發電來源或現貨市場買
電，再外售給中間商(例如非終端用戶)，因為在電力最終送
達終端用戶前，可能已經交易好幾手，所以這部份的排放放
在範疇 3 以外的選擇資訊中報告。由於一系列的電力交易，
所以同一批電力可能會因此造成間接排放的重覆報告。

發電上游的溫室氣體排放
外購電力在發電時所使用之燃料的開採和生產，其溫室
氣體排放可放在範疇 3 的「發電燃料之採挖、生產與運輸」
類別，屬於發電上游所發生的排放。例如煤的開採、汽油精
煉、天然氣開採，和氫的生產(若當燃料使用)等所產生的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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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電力排放係數
為了量化範疇 2 的排放，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
建議公司從排放源或供應商取得外購電力的排放係數。若不
可行，就得使用區域或輸配線的排放係數。從
www.ghgprotocol.org的網站中，計算工具提供了更多排放係
數選擇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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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配線系統耗電所產生的排放
這類的排放可在範疇 3 由終端用戶「在輸配線系統所消
耗電力之生產時所產生的排放」類別中報告。目前已公佈的
電力配送排放係數通常不含輸配線損。為了計算這些排放，
也許有必要應用供應商或特定地區的輸配線損係數。買進電
力但使用自己的輸配線來傳輸的公司，將會把輸配線上所耗
的電力包含在範疇 2 的報告中。

與輸配線損有關之間接排放的會計
有二類的電力排放係數：生產時的排放係數(Emission
factor at generation, EFG)和消耗時的排放係數(Emissions
factor at consumption, EFC)。
二者的計算公式如下：

BCSD-Taiwan

發電時CO2總排放量
EFG =
發電量
發電時CO2總排放量
EFC =
耗電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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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間的關係如下：
EFC ×

耗電量＝EFG × (耗電量＋輸配線損)
1＋輸配線損

EFC＝EFG×（

）
耗電量

與範疇 2 的定義一致(參見第 4 章)，溫室氣體盤查議定

書企業標準要求使用 EFG 來計算範疇 2 的排放。EFG 的使
用，確保了在處理相對於上游排放類別的電力時，內部的一
致性，避免範疇 2 中的重覆計算。此外，使用 EFG 也有幾
個好處：
1)

計算更簡單，而且在已公佈的地區性、國家或國際的排
放源，普遍可取得這類資訊。

2)

係採用一般使用的方法來計算排放密集度，也就是每單
位產出的排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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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了報告源自輸配線間接排放的透明度。

與輸配線損相關的排放，可以下列公式來計算：
EFG × 輸配線中的耗電＝輸配線耗電所產生的間接排放
在一些諸如日本的國家，地方法規也許會要求電力公司
提供 EFG 與 EFC 二項給消費者，而消費者也許會被要求以
EFC 來計算外購電力消耗所產生的間接排放。此案例中，
公司仍需要使用 EFG 來報告範疇 2 的排放，以備製完全依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要求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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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大氣碳隔離的計算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的主要目的之一，在提供
一份讓公司可發展一份可以正確且完整呈現公司價值鏈1中
直接與間接排放樣貌之盤查清冊的指南。對於某些類型的公
司來說，不去處理公司對大氣碳隔離2的衝擊，此目的是不
可能達成的。

大氣碳隔離
植物經由光合作用可將碳（如二氧化碳）由大氣中移
除，並儲存於植物組織內。這些碳可以儲存在一些「碳匯池」
(carbon pool)中，直到再度循環回大氣。這些「碳匯池」包
括 a)地表上包括森林、農地及其他陸地環境中的生質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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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ass）（植被），b)地表下的生質體（例如植物的根），
以及 c)使用中或掩埋以生質體為基礎的產品
（如木材製品）
。
碳可以儲存在「碳匯池」中很長的時間，有些可達數世
紀之久。在這些「碳匯池」中被隔離的碳增加了，就代表對
大氣中的碳有淨移除。反過來說，被隔離的碳減少，就代表
大氣中的碳有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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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在企業溫室氣體盤查中需要包括對隔離碳的
衝擊？
一般認為碳隔離的變化以及隔離碳與大氣碳的相關交
換，對於國家層級的溫室氣體盤查很重要，因此在國家盤查
清冊中通常會提到及隔離碳的影響（UNFCCC, 2000）
。同樣
地，對基於生質體的產業（biomass-based industries），如林
木製品工業而言，公司直接的營運活動及其價值鏈對隔離碳
的影響，已成為公司在評估整體對大氣中二氧化碳含量的影
響時，最重要的幾個考量面。一些森林的相關企業已經開始
在該企業的溫室氣體盤查清冊中提到這部分的影響
（Georgia Pacific, 2002）。更有甚者，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
會（WBCSD）的永續林木產品工業工作小組（Sustainable
Forest Products Industry Working Group，集合了一些國際營
運的林業公司），也正進行一項計畫，將對與林木製品工業
價值鏈有關之碳的測量、計算、報告及所有權的議題進行調
查研究。公司對大氣碳隔離之衝擊的資訊，可用於策略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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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教育利害相關者以及辨識改善公司溫室氣體排放狀況的
機會。藉由公司獨自進行，或與原物料供應商或客戶的合
作，從這些循價值鏈所創造的減量，都有可能存在著為公司
創造價值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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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中有關隔離碳的計
算與報告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已經發展出基於生質體
的產業，依循其價值鏈計算大氣碳隔離通認方法。然而，在
處理對企業盤查清冊對隔離碳的影響時，有些需要討論的議
題，可以利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中所提出的指南
來檢核。重點簡述如下：

నؠᖐᙝࠧ!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提供兩種方法來在彙整
溫室氣體數據 — 股權比例法和控制法。有些情況可以直接
將這些方法應用在與大氣碳隔離有關的排放/移除上，但牽
涉到土地、森林所有權、採收權以及土地管理與採收決策的
控制等各種契約協議下，諸多議題中需要檢視的，就是隔離
碳所有權。當碳在整個價值鏈中移動時，針對所有權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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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提出說明。在某些情況下，舉例來說，作為風險管理專
案的一部份，公司可能對於進行隔離碳的價值鏈評估有興
趣，而不考慮隔離碳的所有權或控制權，就如同公司對於範
疇 2 及範疇 3 排放的處理一樣。

טనؠᒉྻᙝࠧ!
在計算溫室氣體排放時，針對隔離碳的盤查設定營運邊
界，可以幫助公司更透明地報告公司在價值鏈中對隔離碳的
影響。舉例來說，企業可對於會對分析結果造成實質衝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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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鏈，提出一個說明。說明應該包含，在分析中涵蓋了哪
些碳池匯，不包括哪些碳匯池，以及做出這種選擇的理由。
除非辨別價值鏈中大氣碳隔離的通認方法被開發出來，不然
這些資訊可以放在依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所彙編
的溫室氣體盤查報告中，選擇性資訊的章節中。

ᜈᖸொੵ!
與溫室氣體排放會計的一些狀況相同，對於隔離碳衝擊
的基準年數據，可能必須採用許多年的平均值，已調和系統
中預期的年度變化性。計算隔離碳的時間尺度通常與執行計
算的空間尺度有密切關係，因此，因土地收購與出脫、土地
利用改變以及其他活動而要重新計算基準年的問題，也需要
處理。

ᝥҾ֭ࢍზވঈវொੵ!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並未提供量化隔離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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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認方法，因此，公司應說明他們使用的方法。在某些例子
中，國家盤查清冊所使用的隔離碳量化方法，也可應用於公
司層級之隔離碳的量化。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小組
（IPCC），就對於隔離碳的量化提供了非常有用的資訊
（1997, 2000b）
。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小組預計在 2004 年發
行土地使用土地利用改變與以及林業的優良實務指南
（Good Practice Guidance for Land Use, Land Use Change
and Forestry）
，提供林業及林木產品的隔離碳量化方法。公
司也許會發現，借鏡那些公司重要價值鏈之所在國，在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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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清冊時所使用的方法也相當有用。
此外，雖然企業盤查會計不同於以計畫為基礎的會計
（如下之討論），但可能可以使用一些衍生自隔離計畫之計
畫層級的計算與監測方法。

ࢍზொੵ۞ᆧΐ!
公司的盤查能用於計算在公司盤查邊界內每年的移除
量。相對地，將出版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計畫量化標準是
設計用來計算在相對於一個沒有此計畫發生的假想基線情
境下，該計畫的減量，而此減量將用於抵減。在林業中，這
類計畫具有產生移除增加的型態。
第 8 章中討論了一些計算從溫室氣體計畫取得之抵減
時，必須要處理的議題，大部分的指南也適用於移除增加的
計畫。一個案例就是移除可逆性的議題，也在第 8 章中概要
地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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ಡӘވঈវ۞ொੵ!

除非辨別價值鏈中對大氣碳隔離的衝擊特性之通認方
法被開發出來，不然這類資訊可以在盤查報告的選擇性資訊
章節中呈現（參見第 9 章）。在公司企業盤查邊界內之隔離
碳的資訊，應與不在此盤查邊界內的排放源，在進行減量計
畫後所產生的減量分開報告。移除增加計畫發生在公司的盤
查邊界內時，通常會以隨時間增加的碳移除來表現，但也可
以在選擇性資訊章節中來報告。然而，公司也應個別去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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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碳移除，以確保不會發生重複計算。在這些移除碳以抵
減或信用額度出售給第三者時，避免重複計算尤為重要。
當公司使用各種方法來辨認對隔離碳的衝擊特性時，就
會累積越來越多的經驗，預估這些方法精確程度的相關資訊
就會愈來愈多。但在經驗累積的初始階段，公司可能會發
現，評估與估算有關的不確定性是困難的，因此，在如何呈
現這些估算給利害相關者時，需要要特別小心。

BCSD-Taiwan
註:
1

本附錄中的「價值鏈」意指從森林開始形成、擴展到生命終結這過程
間，一系列之營運與實體的管理。包括a) 供應或增加原物料與半成品
的價值，以生產市場上的最終產品，b)涉及這些產品的使用與壽命終了
的處理。
2
本附錄中的大氣碳隔離不包括生物匯（biological sinks）的碳隔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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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溫室氣體專案總覽
專案名稱

專案類型 參與主體 涵蓋氣體
( 組 織，計
畫，設 施 )

加州溫室氣體登錄
California Climate Action Registry
www.climateregistry.org

自願性登錄 組 織 ( 計 畫 組織在加入
可 能 會 在 後的前三年
2004 年成為 可以僅限於
參與主體) 二氧化碳，
之後為六種
京都氣體

美國環保署
氣候領袖倡議行動
US EPA Climate Leaders
www.epa.gov/climateleaders

自願性減量 組織
專案

世界野生生物基金
氣候拯救者計畫方案
WWF Climate Savers
www.worldwildlife.org/climatesavers

自願性登錄 組織

世界經濟論壇全球溫室氣體登錄
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GHG
Register
www.weforum.org

自願性登錄 組織

歐盟溫室氣體排放配額交易體系
強制性配額 設施
EU GHG Emission Allowance Trading 交易體系
Scheme
www.europa.eu.int/comm/environment/

組織邊
界

針對在加
州或美國
境內的事
業體，應
用股權比
例法或控
制法
六種京都氣 至少針對美
體
國境內的事
業體應用股
權比例法或
控制法
二氧化碳
針對全球各
地之事業體
應用股權比
例法或控制
法
六種京都氣 針對全球各
體
地之事業體
應用股權比
例法或控制
法
六種京都氣 選定產業的
體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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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污染排放登錄
European Pollutant Emission Registry
www.europa.eu.int/comm/environment/ippc/epaper/index.htm

針對大型產 設施
業設施的強
制性登錄

芝加哥氣候交易所
Chicago Climate Exchange
www.chicagoclimateexchange.com

自願性配額 組織與計畫 六種京都氣 股權比例法
交易體系
體

Respect Europe BILCC
www.respecteurope.com/rt2/blicc

自願性減量 組織
專案

六種京都氣 在歐盟
體及其他污 IPPC 指令
染物
下公告的設
施

針對全球各
地之事業體
應用股權比
例法或控制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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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邊界

專案特質/目的

基準年

減量目標

範疇 1 及 2 為必 基線保護，公開報 組織自定，重新計 鼓勵訂定但不強迫
要，範疇 3 可自 告，可能的未來目 算須與溫室氣體
盤查書企業標準
定
標
一致

查驗
經認證之第
三者查驗機
構為必要

範疇 1 及 2 為必 公開承認，協助設 參與專案之年
必要的，每個組織自 選擇性，但
要，範疇 3 為選 定目標與達成減量 度，重新計算須與 定
若進行查驗
溫室氣體盤查書
擇性
應使用制式
企業標準一致
的指南與查
驗表
範疇 1 及 2 為必 達成目標，公開承 自定 1990 年後的 必要的，每個組織自 第三者查驗
任一年，重新計算 定
要，範疇 3 為選 認，專家協助
機構
須與溫室氣體盤
擇性
查書企業標準一
致
範疇 1 及 2 為必 基線保護，公開報 自定 1990 年後的 鼓勵訂定但不強迫 第三者查
要，範疇 3 為選 告，鼓勵訂目標但 任一年，重新計算
驗，或由
擇性
WEF 進行抽
不強迫
須與溫室氣體盤
查書企業標準一
樣查驗
致
範疇 1
透過配額交易市場 針對配額分配，由 依每年分配到的可 第三者查驗
達成年度排放上 會員國自定
交易配額而定，歐盟 機構
限，初始期間自
承諾較 1990 年水準
2005 至 2007 年
再低 8%
範疇 1 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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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產業設施被授 未採用
與排放權

未採用

直接燃燒與製成 透過配額交易市場 1998 至 2001 年的 2003 年 較 基 線 低
排放源，間接排 達成年度目標
平均
1%，2004 年較基線
放為選擇性
低 2%，2005 年較基
線低 3%，2006 年較
基線低 4%，
範疇 1 及 2 為必 達成目標，公開承 每個組織特定，重 強制的，每個組織特
要，範疇 3 強烈 認，專家協助
新計算須與 溫室 定
氣體盤查書企業
鼓勵
標準一致

地方排放權
授與當局

第三者查驗
機構

第三者查驗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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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特定產業與範疇
產業別 範疇 1 的排放源
範疇 2 的排放源 範疇 3 的排放源1
能源業
能源製 ● 固定燃燒(用於生 ● 固 定 燃 燒 ( 外 ● 固定燃燒(燃料採挖、
造
產電力、熱及蒸汽 購電力、熱或 煉油或燃料的加工所
的 鍋 爐 及 渦 輪 蒸汽的耗用)
需能源)
機、燃料幫浦、燃
●製程排放(燃料的製
料電池、燃燒塔)
造、SF6排放2)
● 移動燃燒(卡車、運
● 移動燃燒(燃料/廢棄物
送燃料的船舶及
/員工商務旅行的運
火車)
輸、員工的通勤)
● 逸散性排放(來自
● 逸散性排放(來自廢棄
於輸送及貯存設
物掩埋場及輸送管線
施的甲烷逸散、來
的甲烷及二氧化碳排
自於液化石油氣
放、SF6排放)
貯 存 設 施 的 HFC
逸散、來自於電力
輸配設備的SF6 逸
散)
油氣產 ● 固定燃燒(製程加 ● 固 定 燃 燒 ( 外 ● 固定燃燒(針對外購原
業3
熱器、引擎、渦輪 購電力、熱或 料的生產，供作燃料或
機、燃燒塔、焚化 蒸汽的耗用)
燃燒用的產品)
爐、氧化劑、電
● 移動燃燒(原料/產品/
力、熱及蒸汽的產
廢棄物、員工商務旅行
生)
及通勤的運輸，被當作
● 製程排放（製程排
燃料的產品)
氣口、設備排氣
● 製程排放(做為加工原
口、維護/預防檢修
料用的產品、或來自於
作業活動、非例行
生產外購原料的排放)
性作業活動）
● 逸散性排放(來自廢棄
● 移動燃燒(以公司
物掩埋場及輸送管線
自有的交通工具
或製造外購原料的甲
運送原物料⁄產品⁄
烷及二氧化碳排放)
廢棄物)
● 逸散性排放(來自
於加壓設備、廢水
處理、表面殘留的
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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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D
產業別 範疇 1 的排放源
範疇 2 的排放源 範疇 3 的排放源1
採煤
● 固定燃燒(甲烷燃 ● 固 定 燃 燒 ( 外 ● 固定燃燒(做為燃料用
燒與使用、炸藥的 購電力、熱或 的產品)
使用、礦火)
蒸汽的耗用) ● 移動燃燒(產品/廢棄物
● 移動燃燒(採礦設
/的運輸、員工商務旅
備、煤的運送)
行、員工通勤)
● 逸散性排放(採煤
● 製程排放(氣化)
及堆煤所排放的
甲烷)
金屬業
鋁業4
● 固定燃燒(鐵礬土 ● 固 定 燃 燒 ( 外 ● 固定燃燒(第二者供應
的煉鋁製程、焦碳 購電力、熱或 商的原物料加工及焦
烘焙、石灰、蘇打 蒸汽的耗用)
碳生產、生產線機械的
粉與燃料使用、現
製造)
場的 CHP)
● 移動燃燒(運輸服務、
● 製程排放（石墨陽
商務旅行、員工通勤)
極氧化、電解、
● 製程排放(外購原料的
PFC）
生產期間)
● 移動燃燒(前後熔
● 逸散性排放(採礦及垃
煉運輸、礦砂運輸)
圾掩埋廠的甲烷及二
● 逸散性排放(油線
氧化碳、委外製程的排
的CH4 ，及HFC、
放)
PFC 及 SF6 作 覆 蓋
氣體)
鋼鐵業5 ● 固定燃燒(焦碳、煤 固定燃燒(外購 ● 固定燃燒(採礦設備、
及 碳 酸 鹽 助 熔 電力、熱或蒸汽 外購原料的製造)
劑、鍋爐、燃燒塔) 的耗用)
● 製程排放(合金的生產)
● 製程排放（生鐵氧
● 移動燃燒(原物料/產品
化、還原劑的耗
/廢棄物及中間產品的
用、生鐵/鐵合金的
運輸)
碳含量）
● 逸散性排放(自廢棄物
● 移動燃燒(現場的
掩埋場排放的甲烷及
運輸)
二氧化碳)
●逸 散 性 排 放 ( 甲
烷、氧化亞氮)
化學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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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範疇 1 的排放源
範疇 2 的排放源 範疇 3 的排放源1
硝酸、阿 ● 固定燃燒(鍋爐、燃 ● 固定式燃燒源 ● 固定式燃燒源(外購原
摩尼
燒塔、還原熔爐、 (外購電力、熱 料的製造、廢棄物焚
亞、己二 燃燒反應器、蒸汽 或 蒸 汽 的 耗 化)
酸、尿素 再製機)
用)
● 製程排放(外購原料的
及石化 ● 製程排放（基體氧
製造)
品
化/還原、雜質移
● 移動式燃燒源(原物料/
除、N2O副產品、
產品/廢棄物的運輸、
觸媒裂化室、每一
員工商務旅行、員工通
製程中各式各樣
勤)
的個別排放）
● 逸散性排放(來自於廢
● 移動燃燒(原物料
棄物掩埋場及輸送管
∕產品∕廢棄物
線的甲烷及二氧化碳)
的運輸)
● 逸 散 性 排 放 (HFC
的使用、貯槽的洩
漏)
礦業
水泥及 ● 製程排放（石灰石 ● 固 定 燃 燒 ( 外 ● 固定燃燒(外購原料的
石灰6
鍛燒）
購電力、熱或 製造、廢棄物焚化)
● 固定燃燒(窯爐、原 蒸汽的耗用) ● 製程排放(外購熟料與
料乾燥、電力生產)
石灰的製造)
● 移動燃燒(採石場
● 移動燃燒(原料/產品/
操作、現場各種運
廢棄物的運輸、員工商
輸)
務旅行及員工通勤)
● 逸散性排放(來自於採
礦及廢棄物掩埋場排
放的甲烷及二氧化
碳、委外製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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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D
產業別 範疇 1 的排放源
範疇 2 的排放源 範疇 3 的排放源1
掩埋
● 固 定 燃 燒 ( 焚 化 ● 固 定 燃 燒 ( 外 ● 固定燃燒(回收廢棄物
場、廢棄 爐、鍋爐、燃燒塔) 購電力、熱或 作為燃料使用)
物焚化 ● 製程排放（汙水處 蒸汽的耗用) ● 製程排放(回收廢棄物
及廢棄
理、氮負載）
作為原料使用)
物服務 ● 逸散性排放(廢棄
● 移動燃燒(廢棄物/產品
公司
物及動物製品分
的運輸、員工商務旅行
解所產生的甲烷
及員工通勤)
及二氧化碳)
● 移動燃燒(廢棄物
∕產品的運輸)
紙品與紙漿
紙品與 ● 固定燃燒(蒸汽及 ● 固 定 燃 燒 ( 外 ● 固定燃燒(外購原料的
紙漿8
電力的生產、來自 購電力、熱或 製造、廢棄物焚化)
於 石 灰 爐 窯 碳 酸 蒸汽的耗用) ● 製程排放(外購原料的
鈣鍛燒的化石燃
製造)
料衍生排放、燃燒
● 移動燃燒(原料/產品/
化石燃料用來乾
廢棄物的運輸、員工商
燥產品的紅外線
務旅行及員工通勤)
乾燥機)
● 逸散性排放(掩埋場的
● 移動燃燒(原料∕
甲烷及二氧化碳排放)
產品∕廢棄物的
運輸、伐木設備的
操作)
● 逸散性排放(來自
於廢棄物的甲烷
及二氧化碳)
HFC、PFC、SF6及HCFC 22 製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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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範疇 1 的排放源
範疇 2 的排放源 範疇 3 的排放源1
HCFC ● 固定燃燒(電力、熱 ● 固 定 燃 燒 ( 外 ● 固定燃燒(外購原料的
22 製造 及蒸汽的生產)
購電力、熱或 製造)
● 製程排放（HFC 通 蒸汽的耗用) ● 製程排放(外購原料的
風口）
製造)
● 移動燃燒(原料∕
● 移動燃燒(原料/產品/
產品∕廢棄物的
廢棄物的運輸、員工商
運輸)
務旅行及員工通勤)
● 逸 散 性 排 放 (HFC
● 逸散性排放(產品使用
的使用)
之逸散性洩漏、來自於
掩埋場的甲烷及二氧
化碳)
半導體製造
半導體 ● 製程排放（晶圓製 ● 固 定 燃 燒 ( 外 ● 固定燃燒(購入原料的
製造
造 中 使 用 的 購電力、熱或 製造、廢棄物焚化、外
C2F6、CF4、CHF3、 蒸汽的耗用)
購電力的上游輸配線
SF6、NF3、C3F8、
損)
C4F8、N2O，C2F6及
● 製程排放(外購原料的
C3F8 製 造 所 產 生
製造、製程氣體及容器
的CF4）
殘餘/基部的委外處理)
● 固定燃燒(揮發性
● 移動燃燒(原料/產品/
有機廢棄物的氧
廢棄物的運輸、員工商
化、電力、熱及蒸
務旅行及員工通勤)
汽的生產)
● 逸散性排放（掩埋場的
●逸散性排放製程
的甲烷及二氧化碳排
（使用氣體貯存
放、下游製程氣體容器
的洩漏、容器殘餘
殘餘/基部洩漏）
/基部的洩漏）
● 移動燃燒(原料∕
廢棄物的運輸)
10
其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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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D
產業別 範疇 1 的排放源
範疇 2 的排放源 範疇 3 的排放源1
服務業/ ● 固定燃燒(電力、熱 ● 固 定 燃 燒 ( 外 ● 固定燃燒(外購原料的
辦公室
及蒸汽的生產)
購電力、熱或 製造)
型態的 ● 移動燃燒(原料∕ 蒸汽的耗用) ● 製程排放(外購原料的
組織11
廢棄物的運輸)
製造)
● 逸散性排放(主要
● 移動燃燒(原料/產品/
為冷藏及空調設
廢棄物的運輸、員工商
備使用時的 HFC
務旅行及員工通勤)
排放)

註:
1

屬於範疇 3 的委外作業、合約製造及加盟商並未列於此表，因為要納
入哪些特定溫室氣體排放源端視委外作業的特質而定。
2
非故意之SF6製程排放的指南正在開發中。
3
美國石油學會(API)的油氣產業溫室氣體排放方法學手冊
（Compendium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Methodologies for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2004）
，針對油氣業的溫室氣體排放提供指南與計算方
法。
4
國際鋁業協會（IAI）與世界資源研究院及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共
同合作開發的鋁業溫室氣體議定書（Aluminum Sector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2003），提供製鋁業者計算溫室氣體排放的指南與工具。
5
國際鋼鐵協會（IISI）正與世界資源研究院及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共同合作開發鋼鐵業的指南。
6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的水泥工作小組：「邁向永續的水泥產業」已
經開發出水泥業的二氧化碳議定書：水泥產業二氧化碳排放監測與報告
議定書（CO2 Emission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Protocol for the Cement
Industry, 2002），內容主要為水泥業溫室氣體排放的計算工具與指南。
7
廢棄物產業的指南正在發展中。

BCSD-Taiwan

215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8

林業與紙業協會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Forest and Paper
Associations）的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已經開發出供紙品與紙漿廠估算其
溫室氣體排放的計算工具。主要內容包括造紙業溫室氣體排放的計算工
具與指南。
9
針對PFC及SF6製造業者的指南正在開發中。
10
其他產業的公司可以使用跨產業估算工具（固定燃燒、移動（運輸）
燃燒、HFC使用、不確定性的量測及估算及廢棄物）來估算溫室氣體排
放。
11
世界資源研究院已開發出Working 9 to 5 on Climate Change: An Office
Guide (2002)及www.Safeclimate.net網站，主要內容包括辦公室型態溫室
氣體排放的計算工具與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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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 寫

縮寫字詞
CDM
CEM
CH4
CER
CCAR
CCX
CO2
CO2-e
EPER
EU ETS
GHG
GAAP
HFCs
IPCC
IPIECA
ISO
JI
N2O
NGO
PFCs
SF6
T&D
UK ETS
WBCSD
WRI

清潔發展機制
連續式排放監測
甲烷
經驗證的排放減量
加州氣候行動登錄
芝加哥氣候交易所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當量
歐洲污染排放登錄
歐盟排放配額交易體系
溫室氣體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氫氟碳化物
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小組
國際石油工業環境保護協會
國際標準組織
聯合減量
氧化亞氮
非政府組織
全氟碳化物
六氟化硫
輸配電線路
英國排放交易體系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世界資源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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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編
Absolute target
絕對目標

以降低長期的絕對排放量為定義
的目標，例如在 2010 年達成較
1994 年排放量再減 25%的目標
(第 11 章)

Additionality
額外性

用來評估有此計畫是否會比無此
計畫時有額外的減量或移除的一
個準則。當此計畫是要在其他地方
抵減排放時，這個準則是重要的。
(第 8 章)

Allowance
配額

讓持有者有排放一定量溫室氣體
之權利的商品。(第 11 章)

Annex 1 countries
附件一國家

在國際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中認定
負擔排放減量義務的國家，計有：
澳洲、奧地利、比利時、保加利亞、
加拿大、克羅埃西亞、捷克、丹麥、
愛沙尼亞、芬蘭、法國、德國、希
臘、匈牙利、冰島、愛爾蘭、義大
利、日本、拉脫維亞、列支敦斯登、
立陶宛、廬森堡、摩納哥、荷蘭、
紐西蘭、挪威、波蘭、葡萄牙、羅
馬尼亞、俄羅斯、斯洛伐克、斯拉
維尼亞、西班牙、瑞典、瑞士、烏
克蘭、英國、美國

BCSD-Taiwan

Associated/affiliated
company
關係企業/聯營公司

母公司對關係企業/聯營公司的營
運與財務政策有重大影響力，但未
達享有財務控制的地步。(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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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 Trail
稽核線索

良好組織過且透明的歷史資料，紀
錄著如何編輯盤查清冊

Baseline
基線

在沒有溫室氣體減量計畫或活動
下，一個溫室氣體排放狀況的假想
情境

Base year
基準年

作為公司長期追蹤排放而訂定的
一個歷史資料(一個特定年份或橫
跨多年的平均)(第 5 章)

Base year emissions
基準年排放量

在基準年的溫室氣體排放量(第 5
章)

Base year emissions
recalculation
基準年排放重新計算

為了反映公司的結構性變化，或反
映使用之計算方法的改變而重新
計算基準年排放量。如此確保資料
長期上的一致性，亦即，長期在相
似狀況下比較(第 5、11 章)

Biofuels
生化燃料

由植物材料製成的燃料，如木材、
稻草、從植物物體來的乙醇。(第
4、9 章，附錄 B)

BCSD-Taiwan

Boundaries
邊界

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邊界可有許
多範圍，即組織的、營運的、地理
的、事業單位的、及目標的邊界。
盤查邊界決定了公司要進行會計
與報告的排放。
（第 3、4、11 章）

總量管制與交易系統
Cap and trade system

一個先設定總排放限額，然後分配
排放配額給參與者，並允許他們每
年互相交易配額及信用額度的系
統。（第 2、8、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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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Lease
資本租賃

將所有權人所有的風險與報酬實
質地轉移到承租人的租賃關係，並
且在承租人的資產負債表上以一
個資產來認列，也被稱作財務或資
金租賃。除了資本/財務/資金租賃
之外，還有營運租賃。關於不同的
公認財務標準間之租賃型態的定
義，進一步的細節可以請教會計
師。(第 4 章)

Carbon sequestration
碳隔離

採集二氧化碳並將碳儲存在生物
碳匯中。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
清潔發展機制

依京都議定書第十二條所建立，係
針對開發中國家計畫基礎的排放
減量活動的機制。清潔發展機制是
設計用來滿足兩個主要目標：處理
地主國永續性的需求，並且增加附
件一國家達成其溫室氣體減量承
諾的可行機會。CDM 允許創造、
獲得和轉移來自於非附件一國家
氣候變遷減緩計畫中的 CERs。

BCSD-Taiwan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CERs)
經驗證的排放減量

一種由 CDM 計畫產生之排放減量
的單位。CERs 是能被附件一國家
用來達成其在京都議定書中之減
量承諾的一種可交易的商品。

汽電共生設備
Co-generation unit/
combined heat and
power(CHP)

使用同一燃料下，同時生產電力及
蒸汽/熱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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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idation
彙整

一間公司或集團公司，將個別事業
體的溫室氣體排放資料結合在一
起。(第 3、4 章)

Control
控制

一個公司可以主導其他事業體政
策的能力。更進一步的，控制又定
義為營運控制(若一家公司或其子
公司有完全的權力去主導並執行
事業體的營運政策)和財務控制(從
事業體作業活動中獲取經濟利益
的角度來看，公司有能力主導事業
體的財務與營運政策)。(第 3 章)

Corporate inventory
program
公司盤查專案

一個製作公司年度盤查清冊的專
案，盤查過程主要依據溫室氣體盤
查議定書企業標準中的原則、標準
與指南。這包括，為了收集數據、
溫室氣體盤查的預備、以及執行管
理盤查品質的步驟，所需要之所有
制度面、管理面與技術面的安排。

CO2 equivalent
二氧化碳當量

為了表示六種溫室氣體個別全球
BCSD-Taiwan
暖化潛勢（GWP）的通用性度量
單位，以每一單位二氧化碳來表示
GWP。以一個共通的基準來評量
釋放（或避免釋放）不同溫室氣體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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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sector calculation
tool
跨產業計算工具

一個處理不同產業之共同溫室氣
體來源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計
算工具，如來自固定式或移動式燃
燒的排放，可參見溫室氣體盤查議
定
書
計
算
工
具
（www.ghgprotocol.org）。

Direct GHG emissions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來自於報告公司所擁有或所控制
之排放源的排放(第 4 章)

Direct monitoring
直接監測

以連續排放監測或定期採樣的方
式來進行廢氣內容的直接監測(第
6 章)

Double counting
重複計算

兩家或是兩家以上的公司對同一
排放或減量取得所有權。(第 3、4、
8、11 章)

Emissions
排放

溫室氣體釋放至大氣中

Emissions factor
排放係數

允許從現有的作業活動數據(如燃
料耗用噸數、產品產出噸數)及絕
對的溫室氣體排放來估算溫室體
排放的係數(第 6 章)

Emission Reduction
Unit (ERU)
排放減量單位

由聯合減量(JI)計畫產出的排放減
量單位。ERUs 是可交易的商品，
可被附件一國家用來達到其在京
都議定書中的減量承諾。

BCSD-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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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ty share
股權比例

股權比例反應了經濟上的利益，是
公司從事業體所獲取之利益及風
險的權利範圍。一般來說，各事業
體的經濟風險和利益的分攤，是以
對此事業體所擁有之股權的百分
比為準，而股權百分比通常也代表
所有權的百分比。

Estimation uncertainty
不確定性估計

當量化溫室氣體排放時，不確定性
就會產生，肇因於在量化溫室氣體
上之數據輸入及使用之計算方法
的不確定性。(第 7 章)

Finance lease
資金租賃

將所有權人所有的風險與報酬實
質地轉移到承租人的租賃關係，並
且在承租人的資產負債表上以一
個資產來認列，也被稱資本或財務
租賃。除了資本/財務/資金租賃之
外，還有營運租賃。關於不同的公
認財務標準間之租賃型態的定
義，進一步的細節可以請教會計
師。(第 4 章)

BCSD-Taiwan
Fixed asset investment
固定資產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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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土地、存貨、財產、法人及
非法人的合資事業與合夥，母公司
對其既無顯著影響力也未享有控
制。(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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逸散性排放
Fugitive emissions

無法實體控制的排放，但係產自於
故意或非故意地溫室氣體釋放。一
般來自於製造、製程中的輸送儲
存，燃料及其他化學品的使用，通
常從接頭、密接處、防漏填料和襯
墊等釋放溫室氣體(第 4、6 章)

綠色電力
Green power

針對再生能源及相對於其他供應
至電力網路上的能源，能降低溫室
氣體排放的特定清潔能源科技的
通用性詞彙，包括太陽光電板、地
熱能、掩埋場沼氣及風力渦輪機。
（第 4 章）

溫室氣體
Greenhouse gases
(GHGs)

針對此一標準的目的，溫室氣體為
京都議定書中所列的六種氣體：二
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
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
氟碳化物(PFCs)及六氟化硫(SF6)

GHG capture
溫室氣體捕捉

收集來自於溫室氣體排放源的溫
室氣體排放，並將之儲存於碳匯中

BCSD-Taiwan

GHG credit
溫室氣體信用額度

當用來符合外部所要求的目標
時，抵減可以轉換成信用額度。信
用額度是外部溫室氣體專案所提
供的可轉換與可轉移的工具。(第
8、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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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 offset
溫室氣體抵減

抵減是用於補償（亦即抵減）其他
地方溫室氣體排放的個別溫室氣
體減量，例如達成自願性或強制性
溫室氣體排放目標或上限。抵減的
計算與基線有關，代表在缺乏可產
生抵減的減緩計畫下，一個溫室氣
體排放狀況的假想情境。為了避免
重複計算，減量所獲得的抵減必須
發生在非適用之目標與總量管制
下的排放源或碳匯

GHG program
溫室氣體專案

一個用於任何自願性或強制性之
國際、國家、地區政府，或非政府
機構發起的公司溫室氣體排放或
移除之登錄、驗證或管制專案的通
用性辭彙，例如：CDM，EU ETS，
CCX，和 CCAR。

GHG project
溫室氣體計畫

設計用來實現溫室氣體減量、碳的
儲存或增加從大氣中移除的溫室
氣體之特定專案或活動。溫室氣體
計畫可能是一個獨立的計畫或特
定的活動或為大型的非溫室氣體
相關計畫中的元素。(第 8、11 章)

BCSD-Taiwan
GHG Protocol
calculation tools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計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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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業活動數據和排放係數為基
礎的一些跨產業與產業特定的溫
室氣體計算工具。(可從網路下
載：www.ghgprotoc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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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倡議行動
GHG Protocol Initiative
and GHG Protocol

一個由世界資源研究院與世界企
業永續發展協會，聚集多方利害相
關者來設計、發展及推廣一個針對
企業使用的會計與報告標準。包含
了兩個分開但互相有關聯性的標
準 —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
會計與報告標準，以及溫室氣體盤
查議定書計畫量化標準

GHG Protocol Project
Quantification Standard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計畫量化標準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倡議行動
中，用來處理溫室氣體減量計畫量
化問題的另一個模組，包括用來在
別處抵減排放及/或產生信用額度
的計畫。更多的資訊可參考
www.ghgprotocol.org。(第 8、第 11
章)

GHG Protocol sector
specific calculation
tools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產業特定計算工具

處理特定產業之獨特溫室氣體排
放源的溫室氣體計算工具，例如：
鋁製程的溫室氣體排放。(也可參
見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計算工具)

GHG public report
溫室氣體公開報告

提供公司針對其選定之盤查邊界
的實體排放報告以及其他相關細
節

BCSD-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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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 registry
溫室氣體登錄

一個組織化的溫室氣體排放及/或
計畫減量的公開資料庫。舉例來
說，美國能源部 1605b 自願性溫室
氣體報告專案，加州氣候行動登
錄，世界經濟論壇的全球溫室氣體
登錄。每一登錄專案都有其關於資
訊提報之內容及方式的專屬規
範。(緒論、第 2、5、7、10 章)

GHG removal
溫室氣體移除

吸收或隔離大氣中的溫室氣體

GHG sink
溫室氣體匯

任何可以儲存溫室氣體的實體單
元或程序，通常指森林及地底/深
海中的貯槽

GHG source
溫室氣體排放源

任何可以將溫室氣體排放到大氣
中的實體單元或程序

GHG trades
溫室氣體交易

所有溫室氣體排放配額、抵減與信
用額度的購買或出售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
全球暖化潛勢

描述單位溫室氣體相對於單位二
BCSD-Taiwan
氧化碳的輻射能力影響程度(對大

Group company /
subsidiary
集團內公司/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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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的傷害程度)的一個係數
以從其作業活動中獲取經濟利益
的角度來看，母公司有能力主導集
團內公司/子公司體的財務與營運
政策。(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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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ing value
熱值

燃料完全燃燒時所釋放的能量。必
須注意不要將在美國和加拿大使
用的高位熱值與在其他國家所使
用的低位熱值相混淆(進一步詳情
可 參 考 位 於 www.ghgprotocol.org
網站上的固定燃燒計算工具)

Indirect GHG emissions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來自於報告公司營運成果的排
放，但排放源為其他公司所擁有或
控制的(第 4 章)

Insourcing
內製

附屬商業活動的管理，形式上在公
司外部進行，但使用公司內部的資
源（第 3、4、5、9 章）

Intensity ratios
密集度比值

展現單位實體作業活動或單位經
濟價值的溫室氣體衝擊的比值(例
如：每發一度電產生多少噸二氧化
碳)。密集度比值為生產力/效益比
值的倒數(第 9、11 章)

Intensity target
密集度目標

量制的比值，來表示減量的績效。
BCSD-Taiwan

以排放量相對於另一種長期商業

例如：從 2000 年到 2008 年，每噸
水泥的排放要減少 12%。(第 11 章)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
小組

由氣候變遷科學家所組成的國際
團體。其角色在評估與了解人類引
發之氣候變遷相關的科學性、技術
性及社會經濟面上的資訊

Inventory
盤查清冊

組織之溫室氣體排放與來源的一
份量化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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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ntory boundary
盤查邊界

一條將盤查中涵蓋的直接與間接
排放包封起來的想像線。由此產生
選定的組織邊界與營運邊界（第
3、4 章）

Joint Implementation
(JI)
聯合減量

聯合減量是依京都議定書第六條
所建立，係針對兩個附件一國家執
行氣候變遷減緩計畫的機制。JI 允
許創造、獲得和轉移排放減量單位
（ERUs）

Kyoto Protocol
京都議定書

對應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
一份議定書，一但生效後將要求附
件 B 國家(已開發國家)在 2008-12
年間，符合相對於各國 1990 年水
準的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目標

Leakage (Secondary
effect)
漏失（次級效應）

漏失發生在一個計畫因改變了產
品或服務之可取得性或品質，而造
成在別處溫室氣體排放的改變（第
8 章）

評估在產品生命週期中每一階段
BCSD-Taiwan

Life Cycle Analysis
生命週期分析

Material discrepancies
實體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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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效應的總和，包括資源開採、製
造、使用及廢棄物處理（第 4 章）
為一種誤差(例如來自疏忽、省略
或誤算)，會導致報告的量與真實
數值或意義間有顯著的不同，進一
步影響績效或決定。也稱作實體的
錯 誤 陳 述 (material misstatement)
（第 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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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ity threshold
實體性起點

進行查驗程序的一個概念，通常用
以決定一個誤差或省略是否成為
一個實體差異。其與針對盤查完整
性而考量的計入門檻(de minimis
emissions)有所不同（第 10 章）

Mobile combustion
移動燃燒

運輸設備，如汽車、卡車、火車、
飛行器、船等的燃料燃燒（第 6 章）

Model uncertainty
模式不確定性

指的是與計算公式有關的不確定
性，這些公式用來表示不同參數與
製程排放間的特性（第 7 章）

Non-Annex 1 countries
非附件一國家

已經批准或接受聯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但不列在附件一中，不須
承擔任何排放減量義務的國家(也
參見附件一國家)

Operation
事業體

為一通用性詞語，表示任何種類的
商業活動，與其組織的、治理的或
法律的架構無關。可以是一個設
施、子公司、附屬公司或其他合資
事業形式（第 3、4 章）

BCSD-Taiwan
Operating lease
營運租賃

無法將所有權人的風險與報酬實
質地轉移到承租人的租賃關係，並
且也無法在承租人的資產負債表
上以一個資產來認列。與營運租賃
有別的其他租賃為資本/財務/資金
租賃。關於不同的公認財務標準間
之租賃型態的定義，進一步的細節
可以請教會計師。(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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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al boundaries
營運邊界

此邊界係決定與報告公司自有或
控制之事業體有關的直接與間接
排放。這個評估讓公司了解哪些營
運及排放源產生直接與間接排
放，並依此決定哪些間接排放要視
為其營運所造成的結果。
（第 4 章）

Organic growth/ decline
有機的成長/縮減

產量、產品組合的改變，關廠及啟
用新廠所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的
增減（第 5 章）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組織邊界

此邊界係依採用的彙整方法（股權
比例法或控制法），決定公司擁有
或控制的事業體（第 3 章）

Outsourcing
委外作業

將作業外包給其他企業(第 3、4、5
章)

Parameter uncertainty
參數不確定性

指的是與量化參數有關的不確定
性，這些參數用作排放量估算模式
的輸入值（第 7 章）

Primary effects
主效應

計畫打算達成之特定的溫室氣體
減量元素或活動（降低溫室氣體排
放、碳貯存或提高溫室氣體移除）

BCSD-Taiwan

Process emissions
製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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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於製程，像是水泥製造過程中
分解碳酸鈣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第
4 章、附錄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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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vity/efficiency
ratios
生產力/效益比值

可以表示成價值與成就除以溫室
氣體的衝擊。效益比值增高，反映
出績效的正向改善，例如資源生產
力(單位溫室氣體排放產生的銷售
額)。生產力/效益比值為密集度比
值的倒數。（第 9 章）

Ratio indicator
比值指標

提供相關績效資訊的指標，像是密
集度比值或生產力/效益比值 (第
9 章)

Renewable energy
再生能源

從取之不盡的來源中獲取的能
源，如風、太陽能及地熱

Reporting
報告

展現數據給內部管理與外部使用
者，如管制者、股東、一般公眾或
特定利益相關團體（第 9 章）

Reversibility of
reductions
減量的可逆性

發生在減量可能只是暫時性的，或
所移除或儲存的碳將來可能會在
某個地方重返大氣（第 8 章）
基準年在固定的時間區間會往前
BCSD-Taiwan
移動一特定年數的過程（第 5、11

Rolling base year
滾動式基準年

章）
Scientific uncertainty
科學的不確定性

實際的排放和/或移除過程之科學
尚未能被完全瞭解而產生的不確
定性（第 7 章）

Scope
範疇

定義與營運邊界相關的直接與間
接溫室氣體排放(第 4 章)

Scope 1 inventory
範疇 1 盤查

報告組織的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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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2 inventory
範疇 2 盤查

報告組織與外購供自用之電力、熱
或蒸汽的生產有關的溫室氣體排
放(第 4 章)

Scope 3 inventory
範疇 3 盤查

報告組織在範疇 2 未涵蓋下的其
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第 4 章)

Scope of works
工作範疇

報告公司與查驗機構間所指定在
查驗過程中所執行的查驗類型與
精確程度的一個前期規格

Secondary effects
(Leakage)
次級效應（漏失）

非導源於減量計畫之主效應
（primary effects）所產生的溫室氣
體排放變化。次級效應通常是一個
計畫所產生少量與不預期的溫室
氣體排放結果（第 8 章）

Sequestered
atmospheric carbon
大氣碳隔離

植物經由生物碳匯將碳自大氣中
移除並儲存於植物組織內。大氣碳
隔離不包括藉由碳捕捉或貯存的
溫室氣體捕捉

用來定義一個顯著的結構性變化
BCSD-Taiwan
的定性或定量準則，公司/查驗機

Significance threshold
顯著性門檻

構有責任去決定會啟動基準年排
放量重新計算的。大多數的情況
下，
「顯著性門檻」依資訊的使用、
公司的特性以及結構性變化的特
徵而定（第 5 章）
Stationary combustion
固定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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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定設備如鍋爐、熔爐等中，產
生電力、蒸汽、熱或動力時的燃料
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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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change
結構性變化

所謂的結構性變化，涉及產生排放
之作業活動或營運的所有權或控
制權，從一家公司轉移到另一家公
司。通常肇因於排放所有權的轉
移，像是合併、併購、出脫，但也
可以包括委外/內製（第 5 章）

Target base year
目標基準年

用來定義溫室氣體目標的基準
年，例如在如 2010 年前二氧化碳
排放較目標基準年（2000 年）的
排放水準低 25%（第 11 章）

Target boundary
目標邊界

所謂的目標邊界，係定義目標包含
那些溫室氣體、營運的地理位置、
排放源和活動等（第 11 章）

Target commitment
period
目標承諾期間

所謂的目標承諾期間，指的是實際
量測相對於目標之排放績效的期
間，以目標完成日為終了時間（第
11 章）

Target completion date
目標完成日

所謂目標完成日，指的是目標承諾

期間的終止日，目標完成日決定了
BCSD-Taiwan

目標是屬於短程的或長程的（第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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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 double counting
policy
目標重複計算政策

此政策係決定在一個溫室氣體排
放目標下，對於溫室氣體減量或其
他文件，像是由外部交易專案所核
發的配額（allowances）重覆計算
的處理。只適用在有參與溫室氣體
抵減交易（賣或買）的公司，或公
司目標邊界與其他公司的目標或
外部專案間有界面問題的企業（第
11 章）

Uncertainty
不確定性

1. 統計上的定義：與量測結果有
關的一個參數，用以描繪數值分布
的特徵，使能合理地表徵量測到的
數值（例如樣本變異數或變異係
數）（第 7 章）
2. 盤查上的定義：代表產自於任
何意外因素的排放相關數據缺乏
確定性的一個一般且不精確的用
語。這些意外因素可以是採用了不
具代表性的係數或方法、排放源及
匯上不完整的數據、缺乏透明度
等。報告不確定性資訊一般要對報
告的數值進行可能的或合理的定
量差異估計，以及對於造成差異的
可能原因進行定性的描述。

BCSD-Taiwan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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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92 年里約地球高峰會開放簽
署，為氣候變遷公約上的一個指標
性條約，為減緩氣候變遷的國際努
力提供了一個整體的架構。京都議
定書為 UNFCCC 的一個議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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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Chain emissions
價值鏈排放

來自於與報告公司營運相關之上
下游作業活動的排放（第 4 章）

Verification
查驗

溫室氣體盤查可信度的一個獨立
評估（考量完整性與精確度）（第
10 章）

BCSD-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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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簡介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是由 170 個跨國公
司所組成的聯盟，共同推動環境保護、社會平等以及經濟成
長，即永續發展。會員來自 35 個國家，涵蓋 20 種主要工業。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也得到 48 個國家或地區的企業永續
發展協會及其他夥伴組織，超過 1000 位企業領導人的協助。

世界資源研究院簡介
世界資源研究院（WRI）是一個獨立的非營利組織，共
擁有 100 位的科學家、經濟學家、政策專家、產業分析師、
統計分析師、策略規劃專家及溝通協調專家，共同為保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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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並改善人們的生活而努力。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倡議行動
由 WRI 的永續企業專案（Sustainable Enterprise Program）
進行管理，永續企業專案已進行超過了 10 年，結合企業的
力量為環境及發展上所遭遇的困境，創造出雙贏的解決方
案。世界資源研究院是唯一嘗試將公司、企業家、投資人及
商學院四個主要影響力結合在一起，加速進行商業實務改變
的組織。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 企業會計與報告標準 (第二版)
The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 A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Revised Version）
原 著 作 名 / The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 a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revision version)
原 著 者 /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世界資源研究院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原 著 版 權 /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世界資源研究院
原著 ISBN / 1-56973-568-9
譯
者 / 黃正忠˙莫冬立
發 行 人 / 黃茂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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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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