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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概況 

1.1 前言 

自 1997 年 12 月第三次締約國大會(COP3)簽署京都議定書後，全球先進國家均研擬因應溫

室氣體減量的方法與措施，2005 年 2 月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後，全球各國更積極建立了溫室氣

體 排 放 管 制 的 共 識 ， 2007 年 12 月 巴 里 路 線 圖 進 一 步 強 調 開 發 中 國 家 應 推 動 可 量 測

(Measurable)、報告(Reportable)及可供查證(Verifiable)之適當減緩行動，2009 年 12 月丹麥

哥本哈根會議更針對後京都世界各國溫室氣體減量提出可行方案，基於全球減碳趨勢，政府節能

減碳減量目標由環保署 2010 年 3 月 4 日提出減碳減量目標，十年內須減少二氧化碳(CO2)排放

量 2.1 億噸，較 2020 年的排放量減幅達 45%，約回到 2005 年時的水準(2.5 億噸)。 

台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為因應全球永續發展趨勢於 2015 年底《聯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第 21 屆締約國(COP21）後「巴黎協議」產生，加上行政院環保署《溫室氣體減量及管

理法》於 2015 年 7 月正式公布實施，配合國家整體溫室氣體減量策略發展，以達成節能減碳之

永續發展目標，特配合政府政策，持續進行公司內部溫室氣體盤查，以瞭解溫室氣體排放實況，

進而訂定改善措施，以求達成二氧化碳排放減量之目標。 

本公司基於關心全球氣候變遷、善用資源及善盡企業的責任，根據 ISO 14064-1: 2018 要

求，對溫室氣體管制發展趨勢及因應未來溫室氣體減量之要求，進行系統化的溫室氣體排放盤查

與清冊建置及查證程序等推動計畫，提供日後實施有效的減量改善方案作參考。今後，除將持續

推動溫室氣體排放管制以降低成本外，並期盼能達成兼顧資源效率、能源節約、環境保護的永續

能源發展，共同為產業朝向低碳型經濟社會來努力。 



 

1.2 公司簡介 

台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3 年，一直是以技術領先的研發能力與先進製程見長，成

立三十年來，秉持著「追求卓越、永不妥協」的自我期許，並以「好還要更好」、「精益求精」作

為日常之精神口號，在全體同仁的辛勤耕耘與努力付出下，目前是台灣第一及全球規模第三大的

專業頻率控制元件製造服務公司，所提供之產品系列為高精密、高品質之石英晶體諧振器

(Crystals)、振盪器(Oscillators)、車用電子(Automotive Electronics)及感測器(Sensors)等系列

產品，同時為客戶提供豐沛的產能、多樣完備的製程技術、模組化設計等先進的專業頻率控制元

件製造服務。 

運用水晶的壓電特性製造而成的石英元件，是許多電子產品中不可或缺的關鍵元件。在目前

以日本製產品為主的石英元件市場中，台灣晶技是一家從台灣出發之關鍵零組件生產公司，以旺

盛的企圖心，以及品質與應變速度，不斷快速成長並擴大深耕市場佔有率的佼佼者。 

多年來，本公司始終以提升客戶價值為目標，提供客戶從各種頻率控制元件到模組化設計

(Design In)需求的完全整合方案，以滿足客戶全方位的需求，全體同仁始終以超越客戶的期待為

期許與目標，晶技所提供給客戶於價格、品質、交期、服務等方面都是卓越與深具競爭力的，殊

能榮獲世界級客戶給予台灣晶技的最高品質榮譽。 

1.2.1 台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沿革 

1983 創始成立，資本額新台幣 310 萬元。 

1984 資本額增資為新台幣 3,315 萬元。 

1993 盈餘轉增資資本額至新台幣 47,300 萬元，通過 ISO 9002 品質系統認證。 

1995 擴建平鎮廠廠房面積達 2,200 坪，盈餘轉增資資本額至新台幣 55,681 萬元，獲頒第四屆

國家磐石獎。 

1997 購置 SMD 石英元件自動化 In Line 生產設備，大量生產。 

1998 獲經濟部工業局「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劃」研究發展補助，研發 SMD 表面聲波濾波器

(SAW Filter)，全面導入 Oracle 企業資訊管理系統(ERP)；籌設台晶科技國際開發(股)公

司主要業務為投資公司。 

1999 經投審會核准赴大陸投資設廠於浙江省寧波經濟技術開發區；同年，籌設 GROWING 

PROFITS TRADING LTD。 

2000 盈餘轉增資資本額至新台幣 82,201 萬元，SMD SAW Filter 開發完成測試,第四季量產，



 

 

設立美國子公司 TXC TECHNOLOGY INC。 

2001 完成上櫃掛牌，SMD VCXO 開發完成測試，完成寧波廠第一期擴建規劃，盈餘轉增資資

本額至新台幣 110,348 萬元，現金增資 1 億元至 120,348 萬元。 

2002 獲經濟部工業局「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劃」研究發展補助，研發 SMD TCXO(溫度補償

石英振盪器)產品，完成上櫃轉上市掛牌，盈餘暨資本公積轉增資資本額至新台幣 137,673

萬元，通過 ISO 14001 品質系統認證。 

2003 購置 SMD TCXO 自動化生產設備及相關研發設備以供應通訊市場需求，完成導入 Oracle

企業資訊管理系統(ERP)升級版本，大陸寧波廠擴建完工啟用，盈餘轉增資資本額至新台

幣 144,140 萬元。 

2004 第一季通過 QS9000 汽車工業系統品質認證；完成導入 Oracle OSFM (Shop Floor 

Control)；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簽訂新台幣伍億元聯貸案；獲經濟部工業局「主導性新

產品開發計劃」研究發展補助，研發電波時鐘用之石英共振子產品；執行員工認股權證、

CB 轉換、盈餘轉增資至新台幣 160,785 萬元。 

2005 完成 Six Sigma 綠帶培訓計劃、持續推動 ISO/TS 16949 之認證、通過 ISO 14001 認證

更新、設立日本子公司 TXC Japan Corporation、車用石英元件之應用產品的開發；執

行員工認股權證、CB 轉換、盈餘轉增資至新台幣 186,199 萬元。 

2006 推動 Six Sigma 黑帶培訓計劃、取得 ISO/TS 16949 之認證、通過 Sony GP 認證，完成

「綠色產品宣導手冊」；發行 CB 並完成平鎮廠一期擴廠計劃、另於北加州及大陸北京設

立辦事處；執行員工認股權證、CB 轉換、盈餘轉增資至新台幣 205,698 萬元。 

2007 平鎮廠新廠啟用、寧波廠擴建廠房工程啟動、獲頒 Intel 的「最佳品質供應商獎」、持續

推動 Six Sigma 專案活動並推廣至寧波廠綠帶培訓計劃、購置深圳辦公室；執行員工認

股權證、CB 轉換、盈餘轉增資至新台幣 241,553 萬元。 

2008 同步擴建台灣平鎮及大陸寧波，朝向百億營收之目標邁進；再度獲得 Intel 的「供應商品

質持續改善獎」之肯定；將持續於寧波、平鎮兩廠推動 6-Sigma 黑帶訓練計劃。並於日

本大阪及新加坡設立業務據點以拓展業務，發行員工認股權證及執行庫藏股制度、CB 轉

換、盈餘轉增資至新台幣 271,698 萬元。 

2009 台灣平鎮廠及大陸寧波廠二期擴建完工啟用；持續於兩廠推動員工在職訓練計畫，再次

獲得 Intel 的「供應商品質持續改善獎」之肯定，強化公司內部管理以確保公司治理之成

果，本公司蟬聯第六屆資訊揭露評鑑，A+暨前十名獎之殊榮且連續五屆獲選為「自願性

揭露資訊較透明之公司」，並獲頒桃竹團隊工業區 98 年度綠化認養績優廠商，積極推動



 

環境管理活動，執行員工認股權證、CB 轉換，盈餘轉增資至新台幣 288,727 萬元。 

2010 發行第三次 CB、榮獲中華公司治理協會頒贈「公司治理制度評量」認證證書、遠見雜誌

第六屆「企業社會責任」科技業 B 組楷模獎、天下雜誌第七屆「天下企業公民獎」中堅

企業之第四名、行政院頒贈「國家品質獎」；持續於寧波、平鎮兩廠推動 6-Sigma 黑帶

訓練計劃；於歐洲設立業務據點以拓展業務；購置上海、蘇州辦公室；擴建台灣平鎮廠

三期廠房；同時通過「溫室氣體盤查 (ISO 14064-1:2006)」、「產品碳足跡盤查 (PAS 

2050)」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OHSAS 18001)」之認證。 

2011 通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外部查證符合 GRI G3 A+等級與 AA1000 的標準，蟬聯證

券暨期貨發展基金會頒贈之第八屆「資訊揭露評鑑」A+獎項，並榮獲天下雜誌 2011 年

「天下企業公民」獎，桃園縣政府「創新企業」獎，經濟部能源局「節能菁英，卓越創

新」獎牌，此外亦通過「能源管理系統(ISO 50001)」、「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O 27001)」、

「供應鏈安全管理系統(ISO 28000)」之認證。 

2012 通過「溫室氣體盤查 (ISO 14064-1:2006)」、「產品碳足跡盤查(PAS 2050)」、「產品碳中

和(PAS 2060)」之查證；通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外部查證符合 GRI G3.1 A+與

AA1000 標準；獲第九屆「資訊揭露評鑑」A++獎項，榮獲天下雜誌「天下企業公民獎」；

榮獲海關頒發 TWAEO 優質企業驗證；通過「CNS 15506 台灣職業安全衛生驗證」。 

2013 榮獲經濟部頒贈第一屆「卓越中堅企業獎」、中華治理協會頒贈「CG6008 進階版公司治

理制度評量」認證證書、獲第十屆「資訊揭露評鑑」A++獎項、通過「溫室氣體盤查(ISO 

14064-1)」、「產品碳足跡盤查(PAS 2050)」、「產品碳中和(PAS 2060)」之查證、入選天

下雜誌第七屆天下公民獎之 Top 50、獲選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第三屆「幸福企業獎」三星

級企業。 

2014 榮獲第十一屆「資訊揭露評鑑」A++獎項、天下雜誌第八屆「天下公民獎中堅企業」第四

名、桃園縣政府第二屆「僱用外籍勞工優良事業單位」、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台灣

Top50 企業永續報告獎」之大型企業科技電子製造業銀獎、英國標準協會「資安管理啟

航獎」及「GRC 管理典範獎」，通過「溫室氣體盤查 (ISO14064-1)」、「永續發展報告書

(Corporation Sustainability Report)」、「產品碳足跡(PAS 2050)」、「產品碳中和(PAS 

2060)」、「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O 27001)」、「供應鏈安全管理系統(ISO 28000)」、水足

跡(Water Footprint)等認證。 

 

2015 榮獲第十二屆「資訊揭露評鑑」A++獎項、第一屆公司治理評鑑前 20%公司、華為公司



 

 

「2015 年核心供應商」獎項、英國標準協會頒贈「卓越治理典範獎」、天下雜誌「天下

CSR 企業公民獎」、「安全認證優質企業 (AEO)」重新認證、持續「溫室氣體盤查 

(ISO14064-1)」、原 LED 事業單位分割成立台晶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轉投資公司「廣東

惠倫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深圳交易所上市、推動工業 4.0 智慧化轉型。 

2016 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前 5%公司、通過經濟部工業局產業升級創新優化計畫(微型系懸浮

微粒感測元件開發)、獲頒財政部「安全認證優質企業(AEO)」證書、榮獲環保署「產品

碳足跡排放係數資料庫建置獎」，以及取得六個低碳標章、榮獲英國標準協會頒贈「環境

治理實踐獎」、「BSI 職業安全衛生」驗證及「BSI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查證、重新取

得 SONY GP partner 證書、取得衛福部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認證之「健康促進標章」。 

2017 台灣平鎮廠、寧波廠及重慶廠持續產線擴充、第三屆公司治理評鑑前 5%公司、榮獲經濟

部工業局頒贈企業志工獎、通過物質流成本會計「(ISO14051 MFCA)」、籌設財團法人

台灣晶技慈善關懷基金會、購置蘇州辦公室。 

2018 榮獲經濟部頒贈「國際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技術輔導」展現貫徹推動安全衛生管理精神、

英國標準協會頒贈「永續領航獎」、華為技術有限公司「Global Gold Supplier」供應商

獎項、小米核心供應商獎，以及通過經濟部審議之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成立歐

洲子公司。 

2019 獲「RBA 持續發展將」、華為頒發「金牌供應商獎」、小米頒發「2019 核心供應商」獎項、

經濟部工業局平鎮工業區頒發「園區貢獻獎」Inventec 頒發「優良廠商獎」 

 

 

 

 

 

 

 

 

 

 

 



 

1.2.2 主要營業項目與產品應用 

營業項目 

A. 石英晶體諧振器(Crystals) 

B. 振盪器(Oscillators) 

C. 車用電子(Automotive Electronics) 

D. 感測器(Sensors) 

產品應用 

 

 

1.2.3 營運管理現況 

現已成為台灣第一及全球規模第四大的專業頻率控制元件製造服務公司。 



 

 

1.3 政策聲明 

溫室氣體政策 

我們深知地球的氣候與環境，因遭受溫室氣體的影響，正逐漸的惡化中，身為地

球公民的一份子，為善盡企業對環境保護之責任，本公司除致力於工廠的溫室氣體盤

查，確實掌握溫室氣體之排放狀況，並據此提出溫室氣體減量之可行方案，以確實執

行減量之工作計畫，並致力於以下事項： 

一、持續推動節能減碳措施 

二、全員參與節能減碳活動 

三、遵行環保法規、客戶要求及其他相關規定 

四、本公司承諾將以國際及國內最先進之標準為自我提升之依據 

 

GHG Policy 

We are well aware that the glob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are gradually 

deteriorating because of influence from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s a member of 

the global corporate citizens, we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side from thoroughly investigating greenhouse emission by the 

factory, truly in control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nd formulate a feasible program 

fo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and genuinely execute the work plan for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we also strenuously carry out following measures:  

1. Continue to promot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measures. 

2. Total participation i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activities. 

3. Abide b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 and decrees, requirements of 

customers and other relevant regulations.  

4. TXC commits to improve our system by using the highest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第二章 組織邊界 

2.1 公司組織 

2.1.1 公司行政組織架構 

台晶(寧波)

微機電晶片
中心

行銷中心 管理中心 供應鏈中心 製造中心 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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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長 技術長

總經理室

董事長室

董事會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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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

薪酬
委員會

審計
委員會

環境、社會
委員會

台晶(重慶)

品保中心

 

【圖一：台灣晶技「行政組織」組織架構】 

2.1.2 「溫室氣體盤查推行委員會」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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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台灣晶技「溫室氣體盤查推行委員會」組織架構】 



 

 

2.2 公司邊界範圍 

2.2.1 公司地理邊界 

 

【圖三：台灣晶技總公司地理邊界】 

 

【圖四：台灣晶技平鎮廠地理邊界】 



 

 

 

【圖五：台灣晶技遠雄倉地理邊界】 

 



 

 

2.2.2 公司排放邊界 

本公司參考 ISO 14064-1：2018 標準與 世界永續發展協會/世界資源研究院

(WBCSD/WRI)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之要求，以本公司地理邊界為範圍，採用營運控制權

法定義，對於組織排放邊界的設定，本次針對平鎮廠〈桃園市平鎮區工業六路四號〉及遠

雄自由貿易港區(以下簡稱遠雄倉)〈桃園市大園區航翔路七號 7 樓之 9、7 樓之 10〉內的

直接與間接排放源進行鑑別，因總公司〈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二段 16 號 4 樓〉於 2018

全年度轉承租其他公司行號使用，故排除直接與間接排放源鑑別。 

          

【圖六：台灣晶技組織排放邊界的直接與間接排放】 



 

2.3 報告書涵蓋期間與責任/有效期間 

2.3.1 本報告書盤查內容係以 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於平鎮廠及遠雄倉營運邊界

範圍內產生之所有溫室氣體為盤查範圍。 

2.3.2 報告書完成經過外部查證並修正缺失完畢，進行公告後生效。有效期限至報告書製修或廢止

為止。 

2.3.3 本報告書盤查範圍只限於本公司平鎮廠及遠雄倉營運邊界營運範圍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未來

若有變動時，本報告書將一併進行修正並重新發行。 

 



 

 

第三章 營運邊界 

3.1 定義 

3.1.1 溫室氣體之種類：係指 ISO 14064 標準定義之六種溫室氣體，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

(CH4)、氧化亞氮(N2O)、氟氫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但為與

國內溫室氣體減量及管理法相呼應，故三氟化氮（NF3）亦納入本公司溫室氣體盤查類別。 

3.1.2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1)：針對直接來自於本廠所擁有或控制的排放源。 

3.1.3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2)：組織使用進口/外購電力、熱或蒸氣產生有關的間接溫室氣

體排放。 

3.1.4 運輸間接排放源(類別 3)：針對工廠之上游原料及下游產品運送所產生之排放，以及員工通勤、

出差所造成之運輸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3.1.5 原料/服務間接排放源(類別 4)：與組織使用/服務有關而產生之上游開採、加工之溫室氣體排

放。因組織使用/服務而產生之廢棄物處裡溫室氣體排放。 

3.1.6 產品使用間接排放源(類別 5)：客戶使用/租賃/廢棄本公司產品所生產之產品而產生之間接溫

室氣體排放。 

3.1.7 其他間接排放源(類別 6)：由其他來源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3.2 顯著性評估準則 

顯著性評估準則包括排放衝擊量如大小/容積、對溫室氣體排放源影響程度、資訊取得及與數

據相關聯的準確度水準(組織與監督複雜性)，並參考顯著性評估準則(詳參閱表單：溫室氣體盤查管

理辦法)，2020 年所評估顯著性評估準則(表 3-1)與顯著性評估結果(表 3-2)如下表所示： 



 

表 3-1、顯著性評估準則表 

評分
發生頻率

(A)
減碳的機會(B)

活動數據來源

(C)

排放係數

(D)

3 每周至少發生一次 有控制權 會計/ERP EPA公告係數

2 每季至少發生一次 須其他單位配合 推估
國際排放係數

Simpro

1 每年發生小於三次 完全沒機會
無法取得數據/

數據彙整困難
無法取得

 

 

表 3-2、顯著性評估表 

顯著性評估表 

範疇 類別 子類別 總分 顯著性評估 

  

1.1 來自固定式燃燒源之直接排放  - 納入 

1.2 來自移動式燃燒源之直接排放  - 納入 

1.3 來自生產製造過程之直接排放。 - 納入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 納入 

2 能源間接排放源 
2.1 來自輸入電力的間接排放，包含有關組織

生產與消耗輸入電力之溫室氣體排放。 
11 納入 

3 運輸間接排放源 

3.1 由上游原料運輸產生之排放 9 

●非顯著性(因應廠內溫室氣體盤查管理及

盤查對象一致性，針對上游原料運輸不納入

盤查)  

● 供貨來源依市場供需及原物料下單的不

確定性，原物料供貨的運輸距離里程數難以

估算 

3.2 由下游產品運輸產生之排放 

(計算至第一階的客戶)。 
8 

● 非顯著性 (產品供應需求依市場供需，

且客戶對象廣泛，產品運輸距離里程數難以

估算，且排放源無法管控) 

3.3 員工通勤產生之排放 

包括員工由住家至其工作地點，與運輸有關排

放。 

9 ● 非顯著性 

3.4 由客戶與訪客來訪運輸所產生之排放。 8 ● 非顯著性 

3.5 業務或員工出差運輸所產生之排放。 12 納入 

4 
原料/服務間接排

放源 

4.1 組織購買原料開採、製造與加工過程所產

生溫室氣體排放。 
9 ● 非顯著性 

4.2 資本財製造與加工過程所產生溫室氣體排

放。 
0 ● 非顯著性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係依

廢棄物與其處理之特性而定。典型的處理型式
10 納入 



 

 

 

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或循環再利用過程。 

4.4 資本財租賃使用之溫室氣體排放。  6 ● 非顯著性(無租賃行為) 

4.5 輔導、清潔、維護、郵遞、銀行業務等服

務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6 ● 非顯著性 

5 
產品使用間接排

放源 

5.1 產品使用階段產生之排放或移除，包含來

自所有販售的相關產品預期生命期總排放量。 
0 

● 非顯著性。產品僅到客戶端製程，不直

接到消費者端 

5.2 客戶租賃使用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0 ● 非顯著性。(產品無租賃服務) 

5.3 產品廢棄處理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9 ● 非顯著性。(產品為客戶製程原料) 

5.4 股權債務、投資債務、計劃資金及其他投

資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0 

● 非顯著性。(無股權債務、投資債務、計

劃資金及其他投資) 

6 其他間接排放源 由其他來源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0 ● 非顯著性(無非常態性工程施工) 



 

3.3 報告邊界設定 

本公司採用控制權法，邊界內所涵蓋之所有排放源組織擁有百分之百溫室氣體排放及／或削減

量的控制權。依表 3-1 顯著性評估準則評估結果，2020 年報告邊界如下表所示： 

表 3-3、報告邊界 

排放源鑑別

類別 子類別 設施 項目(排放源)

直接排放源 1.1 來自固定式燃燒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全廠/緊急發電 柴油

直接排放源 1.2 來自移動式燃燒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全廠/公務車 汽油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全廠/公務車 冷媒R-134a

直接排放源 1.3 來自生產製造過程之直接排放 - -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全廠/飲水機 冷媒R-134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全廠/除濕機 冷媒R-134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公共區域/冰箱 冷媒R-134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公共區域/多門冰箱 冷媒R404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公共區域/多門冰箱 冷媒R600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廠務系統/冰水主機 冷媒R-134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SMD產線/冰箱 冷媒R-245f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SMD產線/冰箱 冷媒R-125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SMD產線/冰箱 冷媒R-508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SMD產線/冰箱 冷媒R-14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SMD產線/冰箱 冷媒R-134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SMD產線/冰箱 冷媒R404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SMD產線/冰箱 冷媒HFC-134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SMD產線/冰箱 冷媒HC Nature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SMD產線/冰箱 冷媒R290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SMD產線/冷熱衝擊機 冷媒R507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SMD產線/冷熱衝擊機 冷媒R23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SMD產線/溫測機 冷媒R404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SMD產線/溫測機 冷媒R407C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SMD產線/溫測機 冷媒R-508B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SMD產線/TCXO切割製程 CO2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D棟切斷室/oil Matic冰水機 冷媒R407C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D棟/冰箱 冷媒R-134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D棟頻率分選室/角度分選機冰水機 冷媒R-134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FQC-B棟3F/溫度測試機 冷媒R23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FQC-B棟3F/溫度測試機 冷媒R-508B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研發實驗室/溫度測試機 冷媒R23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研發實驗室/溫度測試機 冷媒R404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研發實驗室/溫度測試機 冷媒R-508B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研發實驗室/溫度測試機 CO2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研發實驗室/冰箱 冷媒R-134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可靠度實驗室/可靠度設備 冷媒R404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可靠度實驗室/可靠度設備 冷媒R23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可靠度實驗室/可靠度設備 冷媒R507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可靠度實驗室/可靠度設備 冷媒R407C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可靠度實驗室/可靠度設備 冷媒R-134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可靠度實驗室/可靠度設備 冷媒R502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可靠度實驗室/可靠度設備 冷媒R503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SCM檢驗室/溫度測試機 冷媒R23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SCM檢驗室/溫度測試機 冷媒R404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公共區域/CO2滅火器 CO2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平鎮廠,遠雄倉,平鎮廠宿舍/化糞池 CH4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遠雄倉/飲水機 冷媒R-134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遠雄倉/除濕機 冷媒R-134a

直接排放源 1.4 來自逸散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遠雄倉/冰箱 冷媒HFC-134a

直接排放源 1.5  來自土地使用、土地使用變更及林業之直接排放 無相關土地使用 -

能源間接排放源
2.1 來自輸入電力的間接排放，包含有關組織生產與消耗輸入

電力之溫室氣體排放。
平鎮廠-全廠/全廠用電 外購電力

能源間接排放源
2.1 來自輸入電力的間接排放，包含有關組織生產與消耗輸入

電力之溫室氣體排放。
遠雄倉/TXC用電(室內電) 外購電力

能源間接排放源
2.1 來自輸入電力的間接排放，包含有關組織生產與消耗輸入

電力之溫室氣體排放。
遠雄倉/TXC用電(公電) 外購電力

報告邊界

 



 

 

運輸間接排放源
3.1 由上游原料運輸產生之排放

(係指來自組織所提供的貨運服務之排放)
非顯著性 -

運輸間接排放源

3.2 由下游產品運輸產生之排放

(係指第一採購者或遍及整個供應鏈其他採 購者提供的貨運服

務產生之排放)

排除盤查 -

運輸間接排放源
3.3 員工通勤產生之排放

(包括員工由住家至其工作地點，與運輸有關的排放)
排除盤查 -

運輸間接排放源
3.4 由客戶與訪客來訪運輸所產生之排放。

(包括客戶與訪客前往報告公司的工廠，與旅行相關連排放)
非顯著性 -

運輸間接排放源

3.5 業務或員工出差運輸所產生之排放。

(主要係由汽車燃燒源燃燒的燃料所導致。結合業務旅行尚可

能包括旅館過夜，即當參加研討會或為其他業務目的，為轉

機由而過夜)

自用小客車 汽油

原料間接排放源
4.1 組織採購原料開採、製造與加工過程所產生溫室氣體排

放。
平鎮廠-全廠/全廠用電 外購電力

原料間接排放源
4.1 組織採購原料開採、製造與加工過程所產生溫室氣體排

放。
遠雄倉/TXC用電(室內電) 外購電力

原料間接排放源
4.1 組織採購原料開採、製造與加工過程所產生溫室氣體排

放。
遠雄倉/TXC用電(公電) 外購電力

原料間接排放源

4.2 資本財製造與加工過程所產生溫室氣體排放。

(包括組織製造一產品、提供一項服務，或銷售、儲存及交付

商品，所使用之貨物)

非顯著性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

之特性而定。典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或循

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B-0399(其他前述化學物質混合物或廢棄容

器)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

之特性而定。典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或循

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C-0202 (廢液pH值小(等)於2.0)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

之特性而定。典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或循

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C-0299 (其他腐蝕性事業廢棄物混合物)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

之特性而定。典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或循

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C-0301(廢液閃火點小於60℃(不包含乙醇體

積濃度小於24%之酒類廢棄物))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

之特性而定。典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或循

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C-0399(其他易燃性事業廢棄物混合物)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

之特性而定。典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或循

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D-0902(無機性污泥)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

之特性而定。典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或循

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D-0903(非有害油泥)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

之特性而定。典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或循

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D-1503(非有害廢酸)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

之特性而定。典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或循

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D-1801(事業活動產生之一般性垃圾)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

之特性而定。典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或循

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D-2625(含貴金屬(金、銀、鈀、鉑、銥、

銠、鋨、釕)之離子交換樹脂)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

之特性而定。典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或循

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E-0217(廢電子零組件、下腳品及不良品)

服務間接排放源 4.4 資本財租賃使用之溫室氣體排放。 非顯著性 -

服務間接排放源
4.5 輔導、清潔、維護、郵遞、銀行業務等服務所產生的溫室

氣體排放。
非顯著性 -

產品使用間接排放源
5.1 產品使用階段產生之排放或移除，包含來自所有販售的相

關產品預期生命期總排放量。(依據產品使用假設情境)
產品不會到消費者 -

產品使用間接排放源

5.2 客戶租賃使用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包括來自報告組織所擁有且出租給其他實體的資產，於報告

年中之排放)

產品無租賃服務 -

產品使用間接排放源
5.3 產品廢棄處理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依據產品使用假設情境 )
非顯著性 -

產品使用間接排放源
5.4 股權債務、投資債務、計劃資金及其他投資所產生之溫室

氣體排放。

無股權債務、投資債務、計劃資金及其他投

資)
-

其他間接排放源 6.1 由其他來源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無 -  



 

3.4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3.4.1 本公司之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2020 年度為 23,225.118 公噸 CO2e/年。盤查總量詳細數據如

表一，排放源鑑別及使用量總表參考「台灣晶技-2020 年-溫室氣體盤查工具之排放源數據」。 

3.5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排除事項 

3.5.1 因本公司消防設備有乾粉滅火器、CO2 滅火器，其中乾粉滅火器並不會產生溫室氣體，因此

將其排除不計。 

3.5.2 本公司空調及設備冷媒填充為蒙特婁協議相關管制項目：R12、R21、R22、不列入盤查計

算。 

3.5.3  本公司 HC Nature(自然冷媒) 、R600 冷媒、R290，因環保署未公告 GWP 值，不列入盤

查計算。 

3.5.4 本公司受電站為非 GCB 系統，故無 SF6 氣體逸散。 

3.5.5 其他間接排放，包括廢水委外處理、成品元件委外運輸、員工上下班、餐廳 LPG、OK 便利

商店冰箱、自動販賣機等其它間接排放，因無法掌控其活動及溫室氣體排放，2020 年度比

照 2009～2019 年度，只進行排放源鑑別之工作，不予以量化。 

3.6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注意事項 

3.6.1 本報告書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數據是以整數方式呈現，其整數部分是就排放清冊所示之溫室

氣體排放總量小數點後四捨五入。 

3.6.2 從公務車使用里程數登記表，計算出全年各公務車行駛里程數，參考經濟部能源局 95 年 2

月編印之車輛油耗指南之油耗標準，全年用油量=全年里程數(公里)/標準油耗(公里/公升)。 

3.6.4 冷媒年逸散率參考 IPCC 2006 建議值，若當年有補充則仍是以逸散率來算。 

3.6.5 本公司緊急發電機柴油耗用採推估法，其推估原則是參照規格書之滿載油耗╳10%作為空載

油耗，約 1.5 個月開機一次，每次各 10 分鐘，全年油耗=空載油耗╳運轉時間╳運轉次數。 

3.6.6 二氧化碳滅火器排放量計算標準為當年度補充量。 

3.6.7 平鎮廠之用電週期，依台電電費單計算週期及用電度數。 

3.6.8 遠雄倉用電分為室內用電及公共用電： 

(1) 室內用電：以台電電費單之用電日數/度數推估至實際日數用電度數。 



 

 

(2) 公共用電依台電電費單計算週期，公共用電包含一般流動電費及日夜間空調(冰水機)用

電，前者以租賃坪數分攤，後者用電量以冰水機用量分攤金額推估用電度數。 

3.6.9 未來統計排放源之使用排除門檻(排放量佔基準年比例)為 0.5%，顯著門檻(當其異動量佔基

準年比例)為 3%，若不超過排除門檻，則可直接引用基準年的資料，本年度未執行簡易量化。 

表 3-4、台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溫室氣體排放總量(2020 年度) 

項目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七種溫室氣體年

總排放當量
生質排放量

排放當量

(公噸CO2e/年)
               8.5651             146.2561                 0.0862             121.6469                        -                            -                        -               276.554

氣體別占比(%) 3.10% 52.89% 0.03% 43.99% 0.00% 0.00% 0.00% 100.00%

項目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七種溫室氣體年

總排放當量
生質排放量

排放當量

(公噸CO2e/年)
      22,957.1286 146.2561           0.0862               121.6469                                  -                            -                        -          23,225.118

氣體別占比(%) 98.85% 0.63% 0.00% 0.52% 0.00% 0.00% 0.00% 100.00%

        類別

項目

類別一

直接排放源

類別二

能源間接排放源

類別三

運輸間接排放源

類別五

產品使用間接排放源

類別六

其他間接排放源
總計 生質排放量

排放當量

(公噸CO2e/年)
           276.5544        18,837.2833               40.6649                            -                        - 23,225.118        

占比(%) 1.19% 81.11% 0.18% 0.00% 0.00% 100.00%

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各別溫室氣體排放量：

0.0000

0.0000

三、全廠溫室氣體1-6各類別排放型式排放量統計表

二、全廠七大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

0.0000

類別四

原料/服務間接排放源

                                       4,070.6153

17.53%

 
 

 

 

 



 

第四章 溫室氣體量化 

4.1 量化方法 

4.1.1 量化原則 

量化原則：各種溫室氣體排放源之排放量計算主要採用『排放係數法』計算，公式如下： 

使用量或產生量〈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 ╳ IPCC(2013) 全球暖化潛勢係數(GWP)＝ CO2

當量數 

A. 各種不同的發生源，依行政院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版」所提供之排放

係數進行排放量計算。 

B. 選擇好排放係數後，計算出之數值再依 IPCC(2013) 公告之各種溫室氣體之全球暖化潛勢

GWP，將所有之計算結果轉換為 CO2e (二氧化碳當量值)，單位為公噸/年，其計算請參考

「台灣晶技-2020 年-溫室氣體盤查工具」。 

C. 本盤查清冊試算表輸入與輸出之數據之小數點以三位數為準，計算過程不做小數點之四捨

五入。 

4.1.2 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方法： 

A. 固定燃燒源： 

指固定式設備之燃料燃燒，其計算方法(排放係數或質量平衡)。 

a. CO2排放量 ＝ 燃料使用量(TON-C/TJ) ╳ 排放係數(IPCC原始係數 ╳ 燃料熱值 ╳ 

碳氧化率)  

b. CH4、N2O排放量 ＝ 燃料使用量(TON-C/TJ) ╳ 排放係數(IPCC原始係數 ╳ 燃料熱

值 ╳ 碳氧化率) ╳ GWP 

B. 移動燃燒源： 

交通運輸設備之燃料燃燒(汽油) 說明計算方法 (排放係數)。 

GHG排放量 ＝ 燃料使用量 ╳ 排放係數 ╳ GWP 

C. 逸散性排放源： 

彙整結果包括冷媒逸散(R-125、R-134a、R14、R23、R245fa、R404a、R407c、R502、

R503、R507、R508A、R508B)、化糞池(CH4)等說明計算方法(排放係數、質量平衡)。 

 



 

 

 

a. 化糞池： 

(1) 化糞池內會反應產生CH4 

(2) 逸散量 (kg CO2 e/年) ＝  

廠內員工數 × 全年工作天數 × 排放係數 × GWP 

                   住宿人數 × 宿舍使用時間(12HR) × 全年住宿天數(360天) × 排放係數  

                   × GWP 

(3) 係數引用之資料來源：能源局 能源產業溫室資訊中心。 

b.  鋼瓶殘氣率 = 使用量 ×( 1 – 殘氣率)，依過往經驗CO2鋼瓶殘氣率約剩10%殘氣。 

c. 冷媒逸散性排放 

冷媒逸散量 ＝ 全年逸散量 × GWP 

(1) 所屬單位內部已自行進行全面冷凍空調檢查及填充者，仍以逸散率來計算。 

(2) 因為在正常使用期間無法進行全面檢查者(或僅進行部分檢查者)，則由各設備之原

始填充量乘以年逸散率即可推估所屬單位之年逸散量。冷凍空調設備年逸散率推

估如表4-1： 

表 4-1、冷凍空調設備年逸散率 

設備名稱 排放因子(%) 防治設備回收率(%) 

家用冷凍、冷藏裝備 0.1-0.5 70 

獨立商用冷凍、冷藏裝備 1-15 70 

中、大型冷凍、冷藏裝備 10-35 70 

交通用冷凍、冷藏裝備 15-50 70 

工業冷凍、冷藏裝備，包括食品加工及冷藏 7-25 90 

冰水機 2-15 95 

住宅及商業建築冷氣機 1-10 80 

移動式空氣清靜機 10-20 50 

資料來源：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註:已開發國家(developed countries)使用低值；開發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使用高值 

 

 

 

 



 

D. 外購電力： 

a.  採台電公告 2019 年度電力排放係數=0.509 公斤 CO2e/度(類別 2-能源間接排放) 

b.  電 力 間 接 係 數 採 用 環 保 署 產 品 碳 足 跡 資 訊 網 公 告 最 新 係 數 ： 電 力 間 接 碳 足 跡

(2018)=0.109 kgCO₂e/度(類別 4-原料間接排放) 

E. 業務或員工出差運輸所產生之排放：差旅距離(活動數據) × 排放係數 × IPCC (2013)全

球暖化潛勢係數 

差旅距離(活動數據)=業務出差費用(含停車費、車資等)÷ 5 元/公里 

F.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申報重量(活動數據) × 排放係數 × IPCC (2013)全

球暖化潛勢係數 

G. 能資源開採、製造與加工過程所產生溫室氣體排放：使用量或產生量(活動數據) × 排放係

數 × IPCC (2013)全球暖化潛勢係數 

4.2 排放係數管理 

本公司採用之排放係數原則為優先使用量測或質量平衡計算所得係數，其次為國家排放係數

或國家區域外之排放係數，若無適用之排放係數時則採用國際公告之適用係數。因目前除外購電

力採用國家排放係數及化糞池採能源局能源產業溫室資訊中心資料係數，其餘採用 IPCC 公告之

適用係數換算而得。 

4.3 量化方法變更說明 

量化方法改變時，則除以新的量化計算方式計算外，並需與原來之計算方式做一比較，並說

明二者之差異及選用新方法的理由。 

4.4 排放係數變更說明 

由於能源局尚未公布 2020 年電力係數，故本次溫室氣體盤查之電力排放係數採用能源局最

新公告 2019 年度 0.509 kgCO2e/度。 

4.5 數據品質 

4.5.1 溫室氣體排放源數據資料品質 

A. 為要求數據品質準確度，各權責單位須說明數據來源，並將資料保留在權責單位內以利在



 

 

往後查核追蹤的依據。 

B. 本公司盤查數據之品管作業係以符合「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會計與報告標準」之相關

性(Relevance)、完整性(Completeness)、一致性(Consistency)、透明度(Transparency)

及精確度(Accuracy)等原則為目的。 

一般性與特定性品質查核作業之內容如表4-2及表4-3所示。 



 

表 4-2、一般性品質查核作業內容 

盤查作業階段 工作內容 

數據收集、輸入及 

處理作業 

1.檢查輸入數據之抄寫是否錯誤。 

2.檢查填寫完整性或是否漏填。 

3.確保已執行適當版本之電子檔案控制作業。 

數據建檔 1.確認表格中全部一級數據(包括參考數據)之資料來源。 

2.檢查引用之文獻均已建檔。 

3.檢查應用於下列項目之選定假設與準則均已建檔：邊界、基線年、方法、

作業數據、排放係數及其它參數。 

計算排放與檢查計算 1.檢查排放單位、參數及轉換係數是否已適度標示。 

2.檢查計算過程中，單位是否適度標示及正確使用。 

3.檢查轉換係數。 

4.檢查表格中數據處理步驟。 

5.檢查表格中輸入數據與演算數據，應有明顯區分。 

6.檢查計算的代表性樣本。 

7.以簡要的算法檢查計算。 

8.檢查不同排放源類別，以及不同事業單位等之數據加總。 

9.檢查不同時間與年代系列間，輸入與計算的一致性。 

 

表 4-3、特定性品質查核作業內容 

盤查類型 工作重點 

排放係數及其他參數 

1.排放係數及其他參數之引用是否適切。 

2.係數或參數與活動數據之單位是否吻合。 

3.單位轉換因子是否正確。 

活動數據 

1.數據蒐集作業是否具延續性。 

2.歷年相關數據是否具一致性變化。 

3.同類型設施/部門之活動數據交叉比對。 

4.活動數據與產品產能是否具相關性。 

5.活動數據是否因基準年重新計算而隨之變動。 

排放量計算 

1.排放量計算電腦內建公式是否正確。 

2.歷年排放量估算是否具一致性。 

3.同類型設施/部門之排放量交叉比對。 



 

 

4.6 資訊品質之管理 

4.6.1 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 IPCC 所建議的不確定性分析方法，IPCC 建議的不確定性因子詳表五、表

六。 

A. 相乘量化之不確定性 

%%)(%)( dDcCbB  ， CBD  ，
22 cbd    ，公式中： 

B：活動數據 

b：活動數據的不確定性(以標準化的 95%信賴區間表示) 

C：與活動數據有關的某種溫室氣體排放係數 

c：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的不確定性(以標準化的 95%信賴區間表示) 

D：溫室氣體排放量 

d：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不確定性 

標準化 95%信賴區間
n

S
tX 

2

 (n≦30) 或
n

X


 
2

 

式中，  顯著水準， 2/2/  zt 與 分別為 t 分布與 z 分布在 95%信賴區間之臨界值。 

 

表 4-4、IPCC 2006 公佈之活動數據不確定性因子建議值 

資料來源 

徹底建立完善的 

資料統計系統 

尚未建立完善的 

資料統計系統 

量測 推斷 量測 推斷 

能源工業 小於 1% 3-5％ 1-2％ 5-10％ 

商業、住宅(燃料耗用) 3-5％ 5-10％ 10-15％ 15-25％ 

工業燃燒(能源密集工業) 2-3％ 3-5％ 2-3％ 5-10％ 

其他工業 3-5％ 5-10％ 10-15％ 15-20％ 

生質燃料(來源資料缺乏) 10-30％ 20-40％ 30-60％ 60-100％ 

註: 1. 資料來源：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2. %係標準化的 95%信賴區間 

 

 



 

表 4-5、IPCC 1996 公佈之活動強度與排放係數不確定性因子 

活動強度與排放係數之不確定性 

1 2 3 4 5 

溫室氣體 排放來源 排放因子 活動強度 不確定性總合 

CO2 能源產業 7% 7% 10% 

CO2 製造業 7% 7% 10% 

CO2 土地使用變更及森林 33% 50% 60% 

CH4 生質燃料 50% 50% 100% 

CH4 油與氣體產業 55% 20% 60% 

CH4 農業 4
3  

4
1  1 

CH4 廢棄物 3
2  

3
1  1 

CH4 養殖業 25% 10% 25% 

CH4 養殖廢水 20% 10% 20% 

N2O 製造業 35% 35% 50% 

N2O 農業    

N2O 生質燃料   100% 

資料來源：Revised 199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Reporting 

Instructions  

 

B. 累積相加之不確定性 

係將單一排放源量化之不確定性累加後，進行不確定性分析： 

累積相加之不確定性＝

iD

dD

n

i

n

i

ii











1

1

2)(

   

本式符號定義同於相乘量化之不確定性。 

4.6.2  盤查數據不確定性管理 

A. 類別 1 及類別 2： 

本公司引用之係數來源主要為參考 IPCC 國家清冊不確定性評估指導文件所建議之數

據。 

一般常用之不確定性精確度等級如表 4-6 所示，而本公司不確定分析如表 4-7 所示清

冊總不確定性為±7.0%，顯示本公司 2020 年度溫室氣體盤查排放量其數據品質之精確度

等級為「好」。 



 

 

 

表 4-6、不確定性評估結果之精確度等級 

精確度等級 
抽樣平均值的不確定性 

（信賴區間為 95 ％ ） 

高 ±   5 ％ 

好 ±  15 ％ 

普通 ±  30 ％ 

差 超 過 30 ％ 

資料來源：GHG Protocol guidance on uncertainty assessment in GHG inventories and 

calculating statistical parameter uncertainty 

 

表 4-7、2020 年溫室氣體排放數據不確定分析結果(類別 1 及類別 2) 

不確定性(±%) 來源
不確定性

(±%)
來源

汽油 43.5875 0.2276 ± 5.0%

表五 IPCC 提供

活動數據建議(工業燃

燒尚未建立完善統計系

統推斷:5%)

± 7.0%

表六 IPCC 提供

排放係數建議之

製造業

± 8.6%

柴油 0.1310 0.0007 ± 5.0%

表五 IPCC 提供

活動數據建議(工業燃

燒尚未建立完善統計系

統推斷:5%)

± 7.0%

表六 IPCC 提供

排放係數建議之

製造業

± 8.6%

LPG 0.000 0.0000 ± 5.0%

表五 IPCC 提供

活動數據建議(能源工

業尚未建立完善統計系

統推斷:5%)

± 7.0%

表六 IPCC 提供

排放係數建議之

製造業

± 8.6%

電力(外購) 18,837.2833 98.3728 ± 1.0%

電錶等級A(誤差±

0.5%*2(安全係數)=±

1.0%)

± 7.0%

表六 IPCC 提供

排放係數建議之

製造業

± 7.1%

化糞池 146.2276 0.7636 ± 60.0%

表五 IPCC 提供

活動數據建議(生質燃

料尚未建立完善統計系

統推斷:60% )

± 7.0%

表六 IPCC 提供

排放係數建議之

製造業

± 60.4%

溶劑、噴霧劑與冷

媒
121.6469 0.6353 ± 15.0%

表五 IPCC 提供

活動數據建議(其他工

業尚未建立完善統計系

統推斷:15% )

± 7.0%

表六 IPCC 提供

排放係數建議之

製造業

± 16.6%

不確定性分析

排放量
19,148.8763 100.000

排放源
排放量

(公噸CO2e)

佔比

(%)

不確定性分析

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

整合不確定性(%)

清冊總不確定性(±%) ±7.0%

 

B. 類別 3~類別 6 間接排放源： 

(1) 針對類別 5 產品使用間接排放源，因本公司所產出產品非直接到消費者端，且評估並無

明顯下游排放行為；亦無 6.其他間接排放源，故不納入報告邊界亦未進行顯著性評估。 

(2) 盤查數據之不確定性管理係依據下列公式及數據誤差等級評分表進行。盤查數據誤差等

級=活動數據誤差等級(A1) × 排放係數誤差等級(A2)，如數據等級分級表所示。 

(3) 本次盤查數據原料取得階段活動數據及製造階段皆為特定場所數據，故數據品質可靠度

高，其數據品質分析表如數據品質分析表所示，而數據誤差等級評分結果如數據誤差等

級評分表所示。 

表 4-8、數據等級分級表 



 

活

動 

數

據 

活動數據誤差

等級 (A1)等級

評分 

1 2 3 

活動數據 

活動數據品質 

“高” 

(資料完整，引用一級資料

者) 

活動數據品質 

“中等” 

(資料完整，引用次級(2 級)資

料者) 

活動數據品質 

“低” 

(活動數據為自行推估者) 

排放係數誤差等級 

(A2) 

引用原物料供應商實際盤

查之係數 

引用原物料供應商實際盤查之

係數 

引用 EPA 公告之碳足跡係數 

引用生命週期軟體資料庫係數 

 

表 4-9、類別 3-4 數據品質分析表 

數據分級

活動數據

誤差等級

(A1)

排放係數

誤差等級 (A2)
合計

等級評分標準：

第一級 → 1分<= 總

平均值 < 4分

第二級 → 4分<= 總

平均值 < 7分

第三級 → 7分<= 總

平均值 < 10分

運輸間接排放源

3.5 業務或員工出差運輸所產生之排

放。

(主要係由汽車燃燒源燃燒的燃料所導

致。結合業務旅行尚可能包括旅館過夜

，即當參加研討會或為其他業務目的，

自用小客車 汽油 中等 2 2 4 4.0000 第二級 40.6649

原料間接排放源
4.1 組織採購原料開採、製造與加工過

程所產生溫室氣體排放。 平鎮廠-全廠/全廠用電 外購電力 高 1 2 2 4023.1957

原料間接排放源
4.1 組織採購原料開採、製造與加工過

程所產生溫室氣體排放。
遠雄倉/TXC用電(室內

電)
外購電力 高 1 2 2 4.6142

原料間接排放源
4.1 組織採購原料開採、製造與加工過

程所產生溫室氣體排放。 遠雄倉/TXC用電(公電) 外購電力 高 1 2 2 6.1074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

，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之特性而定。典

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

或循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B-0399(其他前述化學物

質混合物或廢棄容器)
高 1 2 2 12.4236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

，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之特性而定。典

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

或循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C-0202 (廢液pH值小

(等)於2.0)
高 1 2 2 3.74658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

，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之特性而定。典

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

或循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C-0299 (其他腐蝕性事

業廢棄物混合物)
高 1 2 2 0.034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

，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之特性而定。典

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

或循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C-0301(廢液閃火點小於

60℃(不包含乙醇體積濃

度小於24%之酒類廢棄

物))

高 1 2 2 8.99253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

，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之特性而定。典

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

或循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C-0399(其他易燃性事業

廢棄物混合物)
高 1 2 2 0.00246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

，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之特性而定。典

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

或循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D-0902(無機性污泥) 高 1 2 2 1.8081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

，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之特性而定。典

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

或循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D-0903(非有害油泥) 高 1 2 2 3.35175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

，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之特性而定。典

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

或循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D-1503(非有害廢酸) 高 1 2 2 0.411435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

，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之特性而定。典

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

或循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D-1801(事業活動產生

之一般性垃圾)
高 1 2 2 5.712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

，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之特性而定。典

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

或循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D-2625(含貴金屬(金、

銀、鈀、鉑、銥、銠、

鋨、釕)之離子交換樹脂)

高 1 2 2 0.007552569

服務間接排放源

4.3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產生之排放

，係依廢棄物與其處理之特性而定。典

型的處理型式為掩埋、焚化、生物處理

或循環再利用過程。

場內常態廢棄物
E-0217(廢電子零組件、

下腳品及不良品)
高 1 2 2 0.20808525

各排放源數據誤差等級評分

第一級2.0000

總平均值
排放量

(kgCO2e)
類別 子類別 設施 排放源 活動數據品質

 

等級評分標準： 

第一級 1 分<= 總平均值 < 4 分 

第二級 4 分<= 總平均值 < 7 分 

第三級 7 分<= 總平均值 < 10 分 



 

 

第五章 基準年 

5.1 基準年選定 

本次溫室氣體盤查依據新版(14064-1：2018)進行盤查，故基準年更改為 2020 年。 

5.2 基準年之重新計算時機 

5.2.1 營運邊界改變。 

5.2.2 當排放源的所有權/控制權發生轉移時，基準年的排放量應進行調查以備調整因應。 

5.2.3 溫室氣體量化方法改變，導致溫室氣體排放量顯著改變。 

上述排放量變動超過顯著性門檻 3%時，將重新啟動基準年計算。 

 
 
 



 

第六章 查證 

6.1 內部查證 

為符合國際 ISO 14064-1:2018 標準要求，本廠於 2021 年 02 月 24 日，執行為期一天之溫

室氣體內部查證作業，其目的在透過系統化之溫室氣體盤查管理內部查證確認是否符合溫室氣體

盤查系統規劃事項(參考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內部查證作業)之實施與維持情形內部查證作業確認

事項： 

一、查證作業遵循原則 

ISO 14064-1:2018。 

二、查證範圍 

台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平鎮廠及遠雄倉。 

三、查證保證等級 

本廠溫室氣體查證之保證等級訂為合理保證等級。 

四、查證者能力 

本廠內部查證人員，為領有國內管理系統輔導機構頒發之 ISO 14064-1:2018 內部查證人員

訓練課程證書者。 

 

6.2 外部查證 

經內部查證完成後，須委託驗證公司執行外部查證作業，採用合理保證等級(實質性門檻為

排放總量 5%)，最終符合至主管機關環保署登錄平台登錄。驗證公司執行外部查證作業，大致分

為：(1)文件審查 (2)第一階段查證 (3)第二階段查證。 

 



 

 

第七章 溫室氣體減量策略 

7.1 溫室氣體減量策略 

7.1.1 推廣節約能源，降低電力使用量。 

7.1.2 7S 活動推廣提高效率、降低不必要能源消耗。 

7.1.3 提高設備效率，做好設備保養，減少冷媒逸散。 

 



 

第八章 報告之責任、目的與格式 

8.1 報告書之責任 

本報告書之製作係出於自願性，非為了符合或達到特定之法律責任所製作。 

8.2 報告書之目的 

8.2.1 內部管理本公司溫室氣體績效，及早因應國家及國際趨勢。 

8.2.2 清楚說明本公司溫室氣體資訊，提高本公司社會形象。 

8.3 報告書之格式 

如本報告書所展現，係依據 ISO 14064-1:2018 對溫室氣體報告書之內容要求進行製作，並參考

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撰寫規範。 

 

 



 

 

第九章 報告書之發行與管理 

本報告書依據 ISO 14064-1:2018 建置，涵蓋期間為 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台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平鎮廠及遠雄倉溫室氣體盤查清冊資料。有關報告書之發行與保管重點

如下： 

一、 本報告書經管理系統管理代表核准後發行。 

二、 本報告書為本廠內部參考文件，僅供內部溫室氣體管理及第三者查證應用。 

三、 本報告書保存於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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