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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晶技自成立以來已近 30 年，在致力追

求企業成長及永續經營之際，始終以成為良好的

企業公民自許，並以「誠信」為對待上、下游廠

商之經營原則，強化企業社會公益及環保活動亦

始終如一。近年來基於對社會及環保所肩負的信

念與使命，公司內部積極推行綠色產品設計及各

種環保活動之宣導工作，以善盡保護環境之企業責任。 

隨企業成長，僱用員工數增加，耗用資源增長、對於環境的負載壓力也隨之加大，有

鑒於此，台灣晶技主動承擔應有的企業社會責任，並以「企業社會公益」、「公司營運治理」、

「環境安全衛生」三面向做主軸，並委由中心主管分別成立對應的委員會或小組，擘劃各

相關的執行細節，一以符合法令法規要求、二以降低對周邊環境之衝擊、三以同理心協助

需要扶助的單位或個人。 

本著由自身做起的想法，台灣晶技積極發展對環境有益的綠色產品，並遵循歐盟

RoHS、WEEE 及 REACH 等法規要求，於 2006 年 2 月通過 SONY GP 認證，並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配合國際標準禁用鉛鎘汞六價鉻與聚溴聯苯醚等物質，並於 2008 年 12

月 7 日通過「有害物質管理系統」(QC080000)基於相互理解與共同推動環境改善之基礎

下，將綠色採購活動作為持續提供綠色產品給使用者之基礎。為確保產品品質符合 RoHS

的綠色環保規定，本公司於製程中嚴禁使用管制物質，亦要求供應商在生產及產品中，不

得使用或含有禁用物質，以期從產品設計到製造出貨都能符合不使用、不混入、不受污染

的條件，進而降低產品及服務對環境的衝擊。另考量有害物質是於 RoHS、WEEE 及 REACH

等法規以及客戶所訂定被禁止使用的物質，本公司將其彙整於「環境管理物質管理規範」

中，進行必要之管理管制，有助於跨越國際標準的門檻，更快進入客戶的承認供應商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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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 2009 年至 2012 年之無有害物質目標持續維持在「零有害物質事故之發生」。 

台灣晶技產品主要銷售地區廣泛，國內佔約 11%，國外含亞洲、美洲、歐洲等約佔

89%，逐步因應國際潮流完成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溫室氣體盤查、碳足跡計算等環境資訊

揭露工作，近期更延續永續發展的精神，推動產品碳中和，經由行政院環保署、(財)台灣

產業服務基金會、英國標準協會 BSI 在過程中的指導與協助，期能使本公司的推動案例具

有領航與示範效果，並擴散到同業，帶領國內相關企業共同達成碳中和。 

台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李萬晉                   2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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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基本資料 

1.1 緣起 

隨著全球暖化衝擊日益嚴重，國際間開始掀起一股節能減碳風潮，企業體從組織溫室

氣體盤查發展到產品碳足跡，進而延伸到碳中和，期藉由完善的碳管理與減量措施，以及

外部減量額度的運用，使得產品或活動不會對大氣中的溫室氣體造成淨增加。 

本公司因應國際潮流完成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溫室氣體盤查、碳足跡計算等環境資訊

揭露工作，更期能延續永續發展的精神，並以所生產之石英晶體諧振器車用電子零件(AM

系列)推動產品碳中和。 

目前推動碳中和係依循英國標準協會(BSI)所公告「PAS 2060 碳中和指引」(2010 年 4

月公告)，我國環保署也於 2010 年 7 月公告「碳中和實施與宣告指引」，本次碳中和將以

PAS 2060 並參照我國「碳中和實施與宣告指引」辦理各項程序準備及推動工作。 

 

1.2 組織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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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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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及全球規模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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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 間 模 組 (Timing Modules) 及 電 源 管 理 元 件 (Power Management 

Components)、藍寶石晶圓(Sapphire Wafer)等六大系列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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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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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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榮獲行政院頒贈「國家品質」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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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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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

證券暨期貨發展基金會頒贈之「資訊揭露評鑑」A++獎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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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OHSAS 

18001)」之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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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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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品質榮譽。 

本公司基本資料與組織架構如表 1-1、圖 1-1。 

 

表 1-1 主辦單位基本資料 

組織名稱 台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 

官方網站 http://www.txccorp.com/ 

董事長 林進寶 

員工總人數 1,021 人 

地址(總公司)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二段 16 號 4 樓 

地址(工廠) 桃園縣平鎮市平鎮工業區工業六路 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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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台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階層組織架構圖 

1.3 碳管理策略與目標 

台灣晶技公司有感於溫室效應造成全球暖化、氣候急遽變化，更積極針對氣候變遷問

題主動參與，積極推動各項低碳概念，對外揭露碳管理目標及作法，對內致力推展員工環

境教育，宣導愛護環境資源，建立同仁資源永續利用觀念。 

台灣晶技在研發、製造、測試、銷售等過程中，須符合法規及遵守其他相關要求，以

預防職業災害並持續改善管理系統之運作，以與國際接軌。制定有嚴謹的「環境暨安全衛

生政策」、「綠色產品及服務」、「環境管理系統建置」、「溫室氣體盤查資訊」、「推行環境保

護活動」等作為，達到深度廣度兼具的低碳永續企業。 

一、環境暨安全衛生政策 

本著保護員工及愛護地球的企業責任，我們承諾： 

1. 保障員工安全衛生，是公司各級主管之首要責任及義務。 

2. 防止與工作有關的傷害、不健康、疾病和事故，以保護所有廠內人員。 

3. 遵守法令規章，降低環境污染衝擊，並發展標準作業程序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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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員工、供應商、客戶、承攬商、利害相關團體傳達政策並施以必要之教育訓練，

以確保彼等具備環境安全衛生的認知及正確的行為。 

5. 持續改善管理系統運作並提升績效。 

6. 鼓勵員工提供建議，建立並維持公司主管與員工良好之溝通管道。 

7. 生產綠色產品、推展減廢運動，持續整頓整理，以創造安全衛生環境。 

8. 本公司承諾將以國際及國內之 先進之環境安全衛生之標準為自我提升之依據。 

二、綠色產品或服務之具體作為與績效 

(一)綠色產品 

台灣晶技遵循歐盟 RoHS 及 WEEE 的指令要求，於 2006 年 2 月通過 SONY GP 認證，

並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配合國際標準禁用鉛、鎘、汞、六價鉻與聚溴聯苯、聚溴聯苯

醚等物質，復於 2008 年 12 月 7 日通過「有害物質管理系統」(QC080000)，基於相互理

解與共同推動環境改善之基礎下，將綠色採購活動作為持續提供綠色產品給使用者之基

礎。為確保產品品質符合 RoHS 的綠色環保規定，本公司於製程中嚴禁使用管制物質，亦

要求供應商在生產及產品中，不得使用或含有禁用物質，以期從產品設計到製造出貨都能

符合不使用、不混入、不受污染之條件，進而降低產品及服務對環境的衝擊。 

(二)無有害物質目標 

有害物質係指於 RoHS、WEEE 指令等法規以及客戶所訂定被禁止使用的物質，本公

司將其彙整於「環境管理物質管理規範」中，進行必要之管理管制，有助於跨越國際標準

的門檻，更快進入客戶的承認供應商名單。 

2012 年的無有害物質目標：持續維持零有害物質事故之發生。 

2011 年的無有害物質目標：持續維持零有害物質事故之發生。 

2010 年的無有害物質目標：持續維持零有害物質事故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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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的無有害物質目標： 

1.維持零有害物質事故。 

2.品保中心主導，2009 年 7 月 1 日前，做好無磷產品的準備，領先同業迎接未

來可能的無磷需求。 

三、環境管理系統建置 

本公司平鎮廠自 2002 年導入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依據規劃/施行/查核/檢討

(PDCA)管理系統原則，定期檢討並系統化地評估組織的活動/產品/服務之過程，有效管理

原物料、製程、能資源、廢棄物、資源回收再利用等活動，找出其所衍生對環境的影響，

並發現能夠改善的機會，以做到善盡社會責任，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環境管理系統運作

規劃如圖 1-2。 

DC

A P

環境系統
(ISO14001)

政策

規劃

實施與運作

檢查

管理階層審查

一般要求事項

 

圖 1-2 環境管理系統運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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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資訊揭露 

(一)溫室氣體盤查(ISO14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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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為因應全球環保趨勢及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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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政府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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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晶技根據 ISO14064 之標準程序，盤查 2009 年、2010 年、2011 年於平鎮廠營

運邊界範圍內產生之所有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通過 BSI 溫室氣體盤查，獲得查證聲明書，

嗣後每年進行例行盤查，並持續宣導節能減碳政策。此一盤查作業，係針對公司所排放之

各類溫室氣體之數量進行清查，並估算整體之總排放量，以做為自我改善之減量依據。爾

後，公司將持續戮力於建置 高標準之環保系統，並充分宣導予供應鏈之上、下游之廠商，

期使各作業環節，均能確切進行節能減碳之做為，以維護大地環境並遵循國際環保法規之

要求，具體實施如下： 

DC

A P
溫室氣體
盤查

(ISO14064-1)

高階主管承諾

成立盤查組織

鑑別邊界及排放源

數據收集及排放量量化

選定基準年

建立GHG盤查清冊

建立文件及紀錄

製作溫室氣體報告書

內部查證及矯正

管理階層審查

 

圖 1-3 溫室氣體盤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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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 2012 年另進行設備調整，推動 D 棟大樓冷風機控制電路修改工程，由於 D

棟產線大型冷風機無獨立控制電源，現場溫度控制開關無法控制風車馬達起停，促使即便

現場溫度控制為 OFF 狀態，但馬達 24 小時持續運轉，造成電源浪費與削減設備壽命，故

本公司修改控制電路使每台冷風機能由溫度控制開關獨立控制，整體成效每月可節省

3,491 度/月。 

(二)產品碳足跡盤查 

台灣晶技完成 2009 年 7M 系列產品碳足跡盤查，2010 及 2011 年 AM 系列產品碳足

跡盤查，此盤查係依據 PAS 2050 標準，以生命週期概念完成與產品有關之碳排放項目盤

查，盤查範圍從原料開採與製造、石英晶體製造、產品包裝及至客戶大門等階段。盤查項

目涵蓋溫室氣體範疇之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 1)、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 2)與其他間接

溫室氣體排放(範疇 3)。 

以各階段進行排放量分析，製程階段佔 大宗，將製程做進一步分析後，確定「能資

源」為主要的排放來源，故公司已於 2011 年完成「能源管理系統」(ISO 50001)之建置，

以期全面降低本公司之能源耗用。產品碳足跡盤查流程如圖 1-4。 

DC

A P
產品碳足跡
盤查

(PAS2050)

高階主管承諾

內部查證

碳足跡盤查報告書

數據品質管理

質量平衡、分配/計算 數據收集及排放量量化

鑑別產品生命週期邊界

成立盤查組織/
選定標的產品

製作製程地圖

 

圖 1-4 產品碳足跡盤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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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境保護活動推行 

全球暖化現象日益加劇，台灣晶技及員工在日常生活面推動以下環境保護活動，一起

為愛護地球貢獻一份心力與責任。 

(一)廠區綠化措施 

致力廠區內外環境清潔綠化工作，以達成優質園區美化目標，全廠種植總數達到百株。 

   

參加經濟部工業局新竹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辦綠化認養活動，榮獲 98 年度經濟部工業

局北區工業區管理處平鎮工業區綠美化認養工作績優廠商，迄今持續認養中。 

  

(二)舉辦環保講座 

不定期舉辦綠生活及能源管理宣導講座，藉由講座加強同仁之環保觀念，期環保作為

能由個人至企業確實落實，大家一起從生活中實踐各項節能減碳行動，愛護我們得地球，

以邁向永續健康的綠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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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碳中和計畫說明 

2.1 碳中和管理策略與目標 

透過 BSI「PAS2050:2011」盤查結果之揭露，掌握「石英晶體諧振器車用電子零件(AM

系列)」碳排放量，亦盡可能規劃各項減量措施。在經過減量工作與盤查產品碳足跡後，決

定以購買碳抵換(carbon offset)額度方式，達成碳中和之目標。 

茲將碳中和計畫推行步驟整理如圖 2-1： 

 

圖 2-1 台灣晶技公司達成碳中和步驟 

決定主題與邊界 

盤查 碳足跡 
(PAS 2050:2011) 

研訂碳中和計畫 

購買碳抵換額度 

碳中和達成宣告 

達成 碳中和 
(PAS2060:2010 並參照 
碳中和實施與宣告指引) 

計算剩餘碳足跡 

實施減量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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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碳中和推動小組 

本公司為推動「石英晶體諧振器車用電子零件(AM 系列)」達到碳中和，由本公司李

萬晉副總經理擔任督導，成立「碳中和推動小組」以推動相關作業(組織架構見圖 2-2)，並

由林佳燕副理擔任召集人，進行相關前置盤查碳足跡作業及後續碳中和相關工作統籌；由

呂瑤芬管理師擔任計畫管理者，負責本計畫規劃與實施，並擔任各執掌工作之連絡窗口(碳

中和推動小組執掌及連繫窗口資訊如表 2-1-表 2-2)。 

 

圖 2-2 台灣晶技公司推動碳中和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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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碳中和推動小組執掌 

 

表 2-2 計畫管理人基本資料 

管理人員 林佳燕 (品保中心，品質服務部 副理) 

聯絡電話 886-3-4698121ext. 3606 

傳真 886-3-4696954 

電子郵件信箱 swallow@txc.com.tw 

 

管理人員 呂瑤芬 (品保中心，品質服務部 管理師) 

聯絡電話 886-3-4698121ext. 3607 

傳真 886-3-4696954 

電子郵件信箱 anny@txc.com.tw 

負     責     人    員 職    掌 

計畫督導 李萬晉 副總經理 
 制定組織碳管理目標 

 制定產品碳足跡盤查與減量政策 

召集人 林佳燕 副理 

 組成碳足跡盤查及推動碳中和小組 

 監督產品碳中和減量目標達成率 

 建構碳中和管理機制 

計畫管理者 呂瑤芬 管理師 

 提供執行碳中和管理所需之資源 

 協調各部門推動碳足跡盤查與減量等工作 

 整合與撰寫碳中和報告 

 各相關單位聯繫窗口 

執行人員 各單位執行人員  碳足跡盤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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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碳中和標的物 

2.3.1 標的物選定 

本公司之石英晶體諧振器車用電子零件產品，係使用「石英」元件所製造之電子被動

元件，具備高頻震盪時頻率穩定之特徵，而 AM 產品為尺寸 3.2mm x 2.5mm (比例對照及

發展歷程如下圖 2-3 所示)，頻率範圍涵蓋 9.800 ~ 48.000MHz，目前主要運用於汽車內

外部用電子產品電路之「參考時脈」、「同步訊號」應用。 

 

圖 2-3 石英晶體諧振器(Crystals)發展歷程 

 

AM 系列產品應用極為廣泛，包含所有的車用領域，舉凡抬頭顯示器、行車紀錄器、

胎壓偵測器、車用藍芽、停車輔助系統、汽車導航系統等應用面皆可看到(如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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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AM 產品主要之應用 

 

2.3.2 碳中和期程設定 

碳中和第一申請期為 2011 年 9 月 15 日至 2012 年 9 月 14 日止。其基準日為 2011

年 9 月 15 日、達成日為 2012 年 9 月 14 日。 

每功能單位產品碳足跡之盤查期間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於

進行產品碳足跡盤查後，本公司以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所生產之石

英晶體諧振器車用電子零件(AM 系列)產量，量化產品碳足跡排放量以作為本次碳中和主

題之排放量，並由本公司購買碳額度進行碳抵換(carbon offset)達成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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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碳中和標準與執行方法 

目前國際上推動碳中和係依循 PAS 2060 執行，但我國環保署亦參照 PAS 2060 及推

動示範案例之經驗，據以研擬我國「碳中和實施與宣告指引」，本公司遂依據 PAS 2060 並

參照我國「碳中和實施與宣告指引」實施碳中和；並選定模式三（Model 3）為實施碳中

和之流程，即第一階段完全使用抵換額度達成碳中和，如圖 2-5 所示。 

此外，有關達成碳中和宣告檢核表（Requirements for Qualifying Explanatory 

Statements, QES）及公開清晰之碳中和宣告基本原則，詳如附件。 

 

圖 2-5 台灣晶技公司推動碳中和模式及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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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碳足跡量化方法與標準 

3.1 標準與盤查方法 

本公司依據「PAS 2050:2011」進行石英晶體諧振器車用電子零件(AM 系列)之盤查作

業，並依完整性、一致性、準確性、相關性及透明化等原則彙整資訊。 

3.2 盤查說明 

3.2.1 系統邊界設定 

本次產品碳足跡盤查範圍為搖籃到大門（Cradle to Gate），計算範疇將依據原物料、

製造等二個階段展開(下圖紅色虛線標示處)，考量該階段的投入與產出項目進行盤查計算

工作，如下圖 3-1 所示。 

 

圖 3-1 碳足跡盤查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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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盤查數據品質管理 

盤查資料經過數據查核確認，並極力避免將其鍵入軟體時產生人為之錯誤，導致計算

出與實際值差異過大的結果。 

本次碳足跡盤查活動數據品質分為三種等級： 

(1)數據品質高：資料完整，引用一級資料 

(2)數據品質中：資料完整，引用次級資料 

(3)數據品質低：數據資料僅推估 

 

3.2.3 資料庫資料來源 

表 3-1 碳足跡盤查鑑別及數據品質 

數據品質 數據類別 活動數據來源 

高 
初
級
活
動
數
據 

Inputs 

主要原料使用量 Oracle 系統 

製程輔助原料使用量 Oracle 系統 

製程氣體使用量 100 年度欣利氣體統計表 

廠務化學品使用量 Oracle 系統 

包裝材料使用量 Oracle 系統撈出數量，其重量則是實際量測 

自來水用量 水費單 

Outputs 

產品產出量 Oracle 系統 

水污排放量 SGS 檢測報告、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繳款憑單 

空污排放量 台旭環境科技中心檢測報告 

廢棄物產出量 事業廢棄物委託共同處理管制遞送三聯單 

Energy 
used 

電力耗用量 台電電費單 

實驗室氣體用量 Oracle 系統 

液化石油氣用量 100 年度瓦斯使用明細 

Direct gas 
emissions 

製程設備氣體排放 檢測報告 

中 

次
級
活
動
數
據 

LCA 運算 

主要原料開採與製造 

DoITPro:2009 資料庫及軟體運算 

製程輔助原料製造 

製程氣體製造 

實驗室氣體製造 

廠務化學品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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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品質 數據類別 活動數據來源 

包裝材料製造 

廢水處理 

廢棄物委託處理/ 

再利用 

能源製造 

委外維護保養 

Transport 

主要及輔助原料運輸 1.廠商地址 

2.GPS 里程計算 

3.機場至機場距離計算網頁： 
http://www.world-airport-codes.com/  

4.港口至港口距離計算網頁： 
http://www.searates.com/reference/portdistance/ 

包裝材原料運輸 

廢棄物委託處理/ 

再利用/掩埋運輸 

能源運輸 

委外維護保養運輸 

低 
推
估
數
據 

Energy 
used 

柴油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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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開機兩次，每次各

五分鐘，全年油耗=空載油耗*運轉時間*運轉次數 

Direct gas 
emissions 

化糞池 CH4 排放 法規 BOD 標準值 

Transport 國內外差旅 差旅費系統申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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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不確定性評估 

本公司所蒐集之資料中，初級活動數據（primary data），廠內提供之各項數據均為

量測值（除柴油使用），相關之運輸均為工程師推估。而在計算過程中引用之溫室氣體排放

係數，亦即次級活動數據（secondary data），除 PFC 及其他逸散引用 2007 IPCC GWP

值計算，R-21、R-508 GWP 值引用參考文獻外，其餘為利用 DoITPro:2009 軟體計算。 

其他可能的誤差來源可分為以下幾類： 

1.實際使用量與記錄用量的差異。 

例如：製程使用氣體及廠務化學品為採購量非實際使用量（使用完畢即採購，一

年中有多次採購，年度中 後一次採購用之用量不易分配）。 

2.跨年度用量無法清楚切割。 

例如：用水度數有跨年之誤差(遇跨年度用天數分攤)。 

3.系統資料原有之不完整性 

例如：國內出差資料無法區別出出差之交通工具，皆以油費方式申清。 

4.計算引用標準的誤差。 

例如：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項目中的柴油、電力等 DoITPro:2009 計算，其餘溫室

氣體排放引用 2007 IPCC GWP 值及參考文獻計算。 

5.使用資料庫時產生的誤差 

例如：次級數據採用資料庫，非實際盤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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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碳足跡計算說明 

產品功能單位為每顆 AM 石英晶體諧振器車用電子零件，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分別依

Blank 生產之晶片數與 SMD 生產石英晶體諧振器車用電子零件產品顆數為分配因子，將

全廠 2011 年(AM 系列)之活動數據換算為每顆車用電子產品之單位使用量或排放量。彙集

各項數據後，再以生命週期評估軟體 DoITPro:2009 計算出 CO2 排放當量。各階段組成如

下： 

原料：主要原料（晶棒、晶片、基底、上蓋、銀膠、鉻靶、銀靶）及其運輸、製程輔

助原料及其運輸、製程氣體使用量及其運輸、廠務化學品及其運輸、包裝及其運輸（領用

量等於實際用量）。 

製程：能資源及其運輸、實驗室氣體及其運輸、廢棄物及其運輸，化糞池、冷煤逸散、

水污、委外維護保養、公務車、國內外差旅。 

上述運輸階段計算方式 

1.台灣境內陸運運輸：供應商到本公司距離運算，採用 Google map 進行計算。 

2.國外運輸： 

(1)空運： 

A.空運距離計算：供應商實際出口機場至台灣實際進口機場距離，採「機場至

機場距離計算網頁」進行計算。 

B.陸運距離計算供應商到本公司距離運算，採用 Google map 進行計算。 

(2)海運： 

A.海運距離計算：供應商實際出口港口至台灣實際進口港口距離，採「港口至

港口距離計算網頁」進行計算。 

B.陸運距離計算供應商到本公司距離運算，採用 Google map 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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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際貢獻與門檻說明如下： 

盤查未有排除項目，各類別盤查涵蓋重量均為 100%，唯在主要原料中基底所含成分

對應資料庫為 99%(排除項目為基底中的鎢)，其餘類別對應資料庫均為 100%，整體符合

BSI PAS 2050 6.3 所述之 95%實質性門檻。 

表 3-2  AM 產品組成成分 

物料名稱 盤查百分比 未計算重量(kg) 未計算百分比 

晶片 100% 0 0 

基底 99% 1.28E-07 1% 

上蓋 100% 0 0 

銀膠 100% 0 0 

鉻靶 100% 0 0 

銀靶 100% 0 0 

二、溫室氣體排放盤查說明如下： 

溫室氣體排放盤查範疇包含直接溫室氣體排放（Scope 1）與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Scope 2），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盤查種類含 HFCs、PFCs 與蒙特婁議定書管制類別之氣

體，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盤查項目則包括廚房爐灶、柴油引擎(發電機)、化糞池、公用設施、

消防設施、廠務電氣、製程設備等之排放或燃料耗用，而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項目中的液化

石油氣、柴油、電力合併於 DoITPro:2009 資料庫計算，其餘項目引用 2007 IPCC GWP

值與參考文獻計算。但若有原料供應商提供其經過第三方查證的原料碳足跡計算數據，並

可提供有效期限內的查證聲明書者，則直接引用之。 

三、生命週期評估(LCA)工具 

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與環境研究所 DoITPro:2009 生命週期評估軟體及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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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配原則 

以 2011 年生產石英晶體諧振器車用電子零件產品顆數為分配因子，每顆石英晶體諧

振器車用電子零件產品重量差異不大。分配原則有三個，BLK 廠生產 AM 的晶片，其比例

為 0.74%，SMD 廠生產 AM 成品，其比例主要為 0.58%，全廠共通性之數據以 SMD 比

例(0.58%)作分配。 

 

3.4 碳足跡分析結果 

本報告所完成之產品碳足跡係依據 PAS 2050:2011 標準，以生命週期概念完成與產品

有關之碳排放項目盤查，盤查範圍從原料開採與製造、石英晶體諧振器車用電子零件產品

製造、產品包裝等階段。盤查項目涵蓋溫室氣體範疇之直接溫室氣體排放（Scope 1)、間

接溫室氣體排放（Scope 2）與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Scope 3）。 

碳足跡計算結果排放總量為 89.85g CO2e，結果分析可知製程階段中「能資源」與原

料階段中「SMD 製程氣體」為主要碳足跡貢獻者。初級活動數據佔上游排放貢獻比例為

93%。 

表 3-3 碳足跡綜合分析表 

階段 kgCO2e/pcs 百分比 

原料階段(含運輸) 5.940E-03 6.61% 

製程階段(含運輸) 8.391E-02 93.39% 

總計 8.985E-0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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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碳足跡查證聲明 

一、獨立第三方查證 

通過英國標準協會台灣分公司(BSI Taiwan)獨立第三方查證。 

二、查證型態及查證聲明 

依據英國標準協會台灣分公司(BSI Taiwan)之查驗規範取得合理保證等級，產品碳足

跡查證聲明如下。 

 

正面                                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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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碳足跡管理計畫 

4.1 碳足跡盤查過程 

本公司係以正向積極態度面對本公司組織以及產品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並於辦理

前置作業及期間，積極推動各項溫室氣體減量作為，以落實溫室氣體減量之目標。 

針對每功能單位產品碳足跡之盤查期間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

於進行產品碳足跡盤查後，本公司將以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所生產

之石英晶體諧振器車用電子零件(AM 系列)產量，量化產品碳足跡排放量以作為本次碳中

和主題之排放量，預計於 2012 年 09 月 14 日達成碳中和。 

 

表 4-1 碳足跡盤查進程 

查核點 具體完成工作項目 

2012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 
收集相關內容數據資料 

撰寫產品碳足跡盤查報告書 

2012 年 8 月 3 日 完成產品碳足跡查證作業 

2012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碳中和起始會議、相關研商作業 

2012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撰寫碳中和管理計畫(CNM-PLAN) 

2012 年 8 月 13 日 完成碳中和管理計畫之查證作業 

2012 年 9 月 3 日 完成碳中和抵換註銷工作 

2012 年 9 月 14 日 完成碳中和達成之查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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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碳足跡減量承諾與作為 

我們深知地球的氣候與環境，因人為溫室氣體不斷增加的影響，正逐漸地惡化中。作

為地球公民的一份子，為善盡企業之環境責任，台灣晶技公司主動進行產品碳足跡盤查作

業，以確實掌握產品從原料取得、製造階段所產生之碳排放情形，並規劃減量作為及抵換

策略，承諾石英晶體諧振器車用電子零件(AM 系列)之溫室氣體排放為零增量，達成碳中

和。 

4.3 計畫更新說明 

本次碳中和計畫已完成原承諾宣告碳中和之各項內容，針對碳中和主題、範疇、盤查

方法等皆於第一申請期之期間完成，並無需更新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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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碳抵換規劃 

5.1 碳抵換說明 

石英晶體諧振器車用電子零件(AM 系列)經計算生命週期碳足跡後，將透過碳抵換的

方式，達成碳中和之目標。 

5.2 碳抵換規劃 

5.2.1 碳足跡抵換量計算 

欲中和之碳足跡盤放量已量化完成，以盤查結果確認之數據實際量作為完全抵換之額

度。 

碳抵換規劃之方式如表 5-1 所列。 

 

表 5-1 抵換策略 

抵換溫室氣體估計量 

2011 年碳足跡盤查量為 89.85gCO2e，而 2012 年 1 月 1 日

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製造量為 1,957,556 pcs，總計碳排放

量為 176 tCO2e 

抵換額度來源及說明 
Hsikou Hydro Power Project  

( 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VCS) 

抵換額度種類 Hsikou Hydro Power Project 

抵換額度數量 176 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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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碳抵換額度註銷狀態 

 

圖 5-1 碳額度註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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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碳中和達成宣告 

6.1 碳中和達成聲明(Declaration of Achievement) 

____________ 

 

 

台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告，

車用電子產品(AM 系列)，依循

「PAS2060:2010」並參照「碳中

和實施與推動指引」規範，執行期

間自 2011 年 09 月 15 日起，於

2012 年 09 月 14 日達成碳中和，

並由 BSI 驗證。 
 

 

圖 6-1 碳中和達成聲明 

6.2 更新說明 

由於本次為達成碳中和，目前相關行動皆已依原規劃執行完成，故無碳中和達成更新

之情形。 

6.3 公開傳播方式說明 

為強化資訊透明與公開，本報告登錄於環保署「碳中和登錄管理平台」，並透過官方

網站揭露對外公開，針對更新事項予以說明。公開網址為：http://www.txccorp.com/ （後

續異動時會予以更新）。 

20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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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確證與查證 

7.1 宣告之鑑定類型說明 

委託符合 ISO 14065 溫室氣體確/查證機構認證要求之機構，進行碳中和達成報告書

之第三者外部查證。 

7.2 查證聲明 

碳中和達成報告委託英國標準協會(BSI)進行達成碳中和之查證，BSI 係獨立第三者，

整體報告內容業經英國標準協會 BSI 依 PAS 2060:2010 並參照我國碳中和實施與宣告指引

規範查證，於 2012 年 9 月 11 日取得查證聲明，如圖 7-1 所示。 

 

圖 7-1 碳中和達成宣告查證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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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報告書的發行與管理 

8.1 發行 

本報告書係由台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會經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輔導後協助

整理編撰，旨在於展現碳中和目標、達成方式及相關溫室氣體主張說明，以利未來實施查

證、確證之需求。 

本版次報告之製作日期為 2012 年 9 月 14 日，經台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主管簽

署完成後，對外揭露與發行。 

8.2 管理 

本報告書之制訂與更新應由本公司碳中和推動小組計畫督導，召集相關人員開會討

論，指派專人以文件標準格式擬案，並依本公司「文件管制程序」規定審查及核准，於取

得獨立第三者查證聲明，確認報告書內容正確無誤後，於公司網站提供電子版本供公眾下

載參考。若需進一步暸解報告書內容，請洽詢下列聯絡窗口： 

 

洽詢單位：台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 

洽詢人員：林佳燕 副理 

電    話：886-3-4698121 ext. 3606 

地    址：324 桃園縣平鎮市平鎮工業區工業六路 4 號 

網    址：http://www.txccor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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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未來展望 

9.1 未來持續維持碳中和的方式 

本公司之碳中和計畫，將依碳管理相關要求，持續推動爾後各項產品之碳足跡盤查，

並秉持「環保、節能、公益慈善」。藉由碳足跡盤查、擬定減量作為等過程，尋找或購買合

適之碳權來源以抵換產品碳足跡，週而復始，持續維持本公司產品之碳中和狀態。 

9.2 台灣晶技公司的碳管理承諾 

本公司除努力降低各類活動會議帶來之溫室氣體衝擊外，更加重視推廣碳中和概念至

企業、社會，藉由本次碳中和試行計畫，期望帶領所有供應鏈業者一起進行溫室氣體盤查、

減量、抵換的步驟，達到溫室氣體零增量的目標，創造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之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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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動員工參與環保活動 

1. 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並響應桃園縣政府清淨海灘快樂美景之理念，本公司志工同仁

合計三十二位，以整齊畫一之服裝，於四月十二日前往大園鄉竹圍漁港參與淨灘活

動，活動在桃園縣環保局長陳世偉博士及大園鄉鄉長之帶領下，連同其他參與之單

位、企業如海巡署、中華航空、昇恒昌、寰宇廣播事業及環保志工隊等 13 個團體約

780 名志工一併進行，總計清除一般垃圾 4.2 公噸，資源垃圾 0.3 公噸，整個活動在

十一時三十分左右圓滿結束結束。 

活動主題 活動日期 合作單位 

淨灘活動 2012/4/13 桃園縣政府 

  
 

2. 本公司於四月一日參加由桃園縣政府與中央健保局聯合舉辦「二代健保行，戒菸一定

贏」健走暨園遊會活動。活動在桃園縣吳志揚縣長、中央健保局戴桂英局長，以及中

壢市劉思遠副市長帶領下，參加民眾共同進行反菸健康宣誓，本公司由福委會主委劉

國龍帶領 126 位同仁及眷屬完成此一健走活動，一起為營造無菸樂活生活環境努力。 

活動主題 活動日期 合作單位 

健走暨園遊會活動 2012/4/1 桃園縣政府、中央健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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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相關獎項 

項次 獎項 說明 

1 節能減碳績優傑出獎 

2009 年參加經濟部工業局「製造業節能減碳服務團計畫」

之「英業達節能減碳擴散體系」，由「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

務基金會」輔導進行節能減碳，本公司節能減碳之運作循環

模式為設計選用→監控改善→技術替換，績效卓著獲頒『績

優傑出獎』。 

2 年度綠化認養績優廠商 

參加經濟部工業局新竹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辦「綠化認養活

動」，榮獲 2009 年經濟部工業局北區工業區管理處平鎮工

業區綠美化認養工作績優廠商。 

3 節能精英、卓越創新獎 

2011 年參加經濟部 100 年節約能源績優獎活動，查核項目

包含以下五項：「能源管理與查核制度實施情形」、「近三年

採行節約能源具體措施」、「整體節約能源成效」、「未來節約

能源措施及目標計畫」、「特殊事蹟」等，經經濟部能源局審

查通過審核規格，是以於 2011/8/2 獲頒「節能精英、卓越

創新」獎牌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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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PAS 2050:2011 (Specification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life cycl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goods and services) 

2. PAS 2060:2010 (Specification for the demonstration of carbon neutrality) 

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碳中和實施與宣告指引」，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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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聯繫資訊 

本報告書係應用於展現台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產品碳中和策略、管理目標、達成方

式、達成效益及相關主張說明，提供利害相關者(stakeholders)參考及俾利碳中和相關確

證之需求。 

本碳中和報告書之目前版次為 Ver1.2，製作日期為 2012 年 9 月 14 日，本版次報告

之未來如遇目標變更或執行方式有所變動時，本報告書將一併進行修正並重新發行。 

 

主辦單位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執行單位 

 台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  話：886-3-4698121ext. 3606 

地  址：324 桃園縣平鎮市平鎮工業區工業六路 4 號 

網  址：http://www.txccorp.com/ 

碳中和輔導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電  話：+886-2-2784-4188  

傳  真：+886-2-2325-3922  

地  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 198 巷 41 號 2 樓之 10 

網  址：http://www.ftis.org.tw/ 

碳中和查證單位 

 英國標準協會台灣分公司 

電  話：+886-2-26560333  

地  址：114 台北市內湖區基湖路 39 號 5 樓 

網  址：http://www.bsigroup.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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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達成碳中和宣告檢核表 

（Requirements for Qualifying Explanatory Statements, QES） 

為確保達成碳中和宣告之品質，本檢核表依據前述內容確認是否妥善完成。 

一、達成碳中和宣告檢核表 

編號 內容 符合度 對應章節 

1 指明計算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所使用的標準和方法學 N/A  

2 確認是依循規範使用所選的方法學，且符合指引的原則 v Ch1.1 

3 

闡述選擇量化碳足跡減量方法的理由，包括所作的假設及計算，與不確定

性評估（用於量化減量的方法學須與 初量化碳足跡的方法相同。如果有

替代方法可以減少不確定性並產生更準確、一致及可複製的結果，那麼可

以採用，但須以同樣的方法學重新量化 初的碳足跡以資比較。重新計算

的碳足跡須採用 新可用的排放係數，以確保用於比較時，係數改變等差

異已納入考量) 。 

v Ch3.2 

4 說明達成減量的途徑及適用的假設與理由 N/A  

5 

確保標的物的定義不變（實體須確保該標的物的定義經過在應用方法學的

每個階段時保持不變。倘若標的物發生實質性的變化，須以新定義的標的

物為基礎，重新執行整個過程）。 

v Ch2.3 

6 溫室氣體的減量成果，可以是減少排放數量或是降低排放強度。 N/A  

7 敘明基準日/達成日 v Ch2.3 

8 紀錄執行期間的經濟成長率百分比，作為認可排放強度減量的門檻 N/A  

9 解釋標的物的溫室氣體排放強度降低，但總排放量增加的原因 N/A  

10 選擇並書面記錄完成碳抵換所使用的標準與方法學 v Ch5.2 

11 

確認： 

a) 購買的抵換額度須代表在其他地方真正的、具備外加性的溫室氣體排放

減量 

v Ch5.2 

b) 產生抵換額度的專案須符合額外性、持久性、避免洩露和重複計算。 v Ch5.2 

c) 抵換額度必須經獨立第三者的驗證機構查證 v Ch5.2 

d) 用於抵換的減量額度，必須在減量發生之後才可核發 v Ch5.2 

e) 用於抵換的減量額度，必須在達成宣告後 12 個月之內註銷 v Ch5.2 

f) 用於抵換的減量額度，必須提供抵換（減量）專案的量化方法學、確證 v Ch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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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內容 符合度 對應章節 

和查證的程序等相關資訊，且揭露於公開登錄系統 

g) 用於抵換的減量額度，必須由一個獨立可靠的帳戶管理平台負責保管、

移轉及註銷 
v Ch5.2 

12 

書面記錄所購買的溫室氣體抵換額度、類型及其性質，包括使用的碳抵換

額度和類型，及該額度產生的期間，包括： 

a) 哪些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業已抵換 

v Ch5.2 

b) 碳抵換的實際數量 v Ch5.2 

c) 抵換的類型及其減量專案 v Ch5.2 

d) 使用的碳抵換額度數量和類型，及該額度產生的期間 v Ch5.2 

e) 關於碳抵換額度失效/註銷的資訊，以防止被其他實體使用；其包括連結

到使該額度失效的登錄系統 
v Ch5.2 

13 

具體說明查證類型： 

a) 獨立的第三者驗證 
v Ch7.1 

b) 其他單位的查證 N/A  

c) 自我查證 N/A  

14 包括由第三者驗證機構或其他機構確證宣告達成碳中和的確證報告書 N/A  

15 

註明本檢核表之日期，並經實體相關的高層代表簽署（例：企業的執行長；

若標的物是該實體的一個部門，則為部門主管；地方行政單位首長；或一

個家庭的戶長）。 

v Ch8.1 

16 公開本檢核表，（例如公開於可自由取得的網站） v Ch8.2 

二、碳中和宣告基本原則 

編號 內容 符合度 

1 不得使人聯想到不存在的減量，無論是直接地或暗示地 v 

2 在未經驗證前，不得暗示該聲明已由獨立第三者機構背書或驗證 v 

3 不得因省略相關事實而可能被誤解或誤導他人 v 

4 可供各相關單位利用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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