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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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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溫管法）已於
104年7月1日公告施行，環保署業已完成相關法規之法
制化。 

 於105年1月5日發布「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管理辦法」； 

1月7日公告「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
源」。 

 本簡報將依序說明現行溫室氣體盤查登錄制度及查驗相
關規定以及推行成果。 



溫管法整體制度 
 溫管法以減緩、調適及綠色成長為主軸，明定政府機關

權責及推動各項減量策略，並強化教育與宣導，擘劃減
碳新時代 



5 

我國產業溫室氣體管理機制(1/2) 

溫管法施行後，相繼發布溫室氣體管理相關10項子法，

以接軌過去推動之溫室氣體管理制度，進一步提升規範

的完整度，務實面對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碳目標的挑戰。 

類別 子法名稱 法條依據 發布日期 

現有「空氣污
染防制法」訂

定之子法 

進行轉換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 16 105.1.5 

（公告）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16 105.1.7 

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 16 105.1.7 

一般廢棄物掩埋場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獎勵辦法 27 104.12.25 

現有行政規則
轉訂子法 

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 22 104.12.31 

新訂溫管法 

相關子法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細則 19 105.1.6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33 105.1.30 

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辦法 22 106.3.15 

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作業準則 11 106.3.28 

低碳產品獎勵辦法 27 106.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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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產業溫室氣體管理機制(2/2) 

環保署已完整建構國內產業之溫室氣體盤查登錄、查驗、

自願減量及資訊交流平台等管理制度及配套措施。 

查驗管理 盤查登錄 減量專案管理 
盤查文件 減量文件 

查證排放量 查證減量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登錄管理辦法 

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
查驗機構管理辦法 

溫室氣體抵換專案 

管理辦法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
業指引 

•溫室氣體盤查表單、 

係數管理表 

•溫室氣體排放量 

盤查登錄答客問 

•溫室氣體查驗指引 

配 

套 

工 

具 

•中譯CDM方法學 

•溫室氣體抵換專案 

申請規範手冊 

                                               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 

盤查登錄子系統 查驗管理子系統 減量專案子系統 

額度帳戶管理子系統 資訊檢核 資訊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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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管理機制 

於民國104年依溫管法推動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管制相關作

業，包含排放源盤查登錄、查驗許可、認證委託、環保

局查核及溫室氣體資料庫管理等。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16條規定 

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 
(105.01.07)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 
(105.01.05)  

查驗
許可 

查驗機構 

參與國際組織之 
認證機構 

認證 

認證委託 

查核 
排放源 地方環保局 

年度績效 
考核評比 

第三者 
查證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監督
稽查 

監督稽查 
公告 

應盤查登錄者 

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 查
驗
紀
錄 

盤
查
登
錄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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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 



管理辦法共計7條；明定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種類、盤查及登

錄作業方式、因故未能完成登錄作業之辦理方式、可採用之

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方法及主管機關執行查核作業權限等規

範。 

盤查登錄管理辦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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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源 

依 

據 

用 

詞 

定 

義 

應 

盤 

查 

登 

錄 

溫 

室 

氣 

體 

種 

類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計 

算 

方 

法 

盤
查
、
登
錄
作
業
方
式
及
補
正
期
限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 

施 

行 

日 

期 

主
管
機
關
查
核
與
資
料
保
存
期
限 

第1條 第2條 第3條 第4條 第5條 第6條 第7條 



法源依據：依溫管法第十六條第三項 

適用對象：依據溫管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訂定之「第一批應盤

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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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每年進行排放量盤查，並於規定期限前

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所開立之排放源帳戶，其排放量清冊及相

關資料應每三年內經查驗機構查證。 

    前項查驗機構須為國際認可之查驗機構或其在國內開設之分支機構，應向中央主管

機關或其委託之認證機構申請認證並取得許可後，始得辦理本法所定確證及查證事宜。

查驗機構許可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核發、撤銷、廢止；查證人員之資格、訓練、

取得合格證書、撤銷、廢止；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或停止委託認證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排放源之盤查、登錄內容、頻率、查證方式、帳戶管理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溫管法第十六條 



溫室氣體排放源（簡稱排放源）（溫管法第三條第三款） 

 指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元或程序。 

盤查（溫管法第三條第二十二款） 

 指彙整、計算及分析排放量或碳匯量之作業。 

登錄（溫管法第三條第二十三款） 

 指將經由查驗機構完成查證之排放量、碳匯量、核配量、減量或交易
之排放量、拍賣量及配售量等登記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之作
業。 

用詞定義說明 

 於管理辦法中所提之盤查登錄作

業即包含盤查、查證及登錄作業。

（流程如右圖） 



查證（溫管法第三條第二十一款） 

 指排放量數據或溫室氣體減量（含碳匯量） 數據，經查驗機構驗證
或現場稽核之作業。 

 

 

 

 

排放源帳戶（溫管法第三條第二十六款） 

 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立用以登錄排放源之排放量、核配額、拍賣額、配
售額或抵換排放額 度之帳戶。 

用詞定義說明 

 排放源應選擇環保署認可之查驗機構進行查證作業；環保署核可之查

驗機可於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之查驗管理區查詢。

（http://ghgregistry.epa.gov.tw/） 



溫室氣體排放量（簡稱排放量）（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十一款） 

 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勢所得之合
計量，以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公噸CO2e）表示，並四捨五入至小數點
後第三位。 

 計量方式： 

      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噸CO2e）=各種溫室氣體量i  * 溫暖化潛勢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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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溫室氣體量：排放源依其特性選擇最具代

表性之溫室氣體量計算方式，如排放係數法、

質量平衡法、直接監測法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可之方法。（管理辦法第五條） 

 溫暖化潛勢(Global warning potential, GWP)：

指在一段期間內一質量單位之溫室氣體輻射衝

擊，相對於相等單位之二氧化碳之係數。(溫管

法第三條第四款) 

IPCC  2007年 

第四次評估報告公布之數值 

溫室氣體 GWP  

CO2 1 

CH4 25 

N2O 298 

HFCs 12~14800 

PFCs 7390~12200 

SF6 22800 

NF3 17200 

採IPCC 2007 AR4之數值；AR4未有擇取AR5之數值 

無優先
順序 
規定!! 

用詞定義說明 



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

(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及三氟化氮(NF3)七

種溫室氣體，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物質。 

 以盤查年度做區分，民國104年的溫室氣體盤查登錄作業應將NF3納入

盤查作業並計入總量。 

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種類（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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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查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 ..... 

盤查年度為104年以後(含104年)， 

NF3須納入盤查作業，並計入總量。 
盤查年度為103年以前(含103年)，NF3未強
制納入盤查作業，但可另外表列其排放量。 

     CO2             CH4              N2O 

化糞池 一般燃燒 

     HFCs            PFCs            SF6     NF3 

冷媒(逸散) 氣體隔離斷路
器(逸散) 

光電半導體業居多 一般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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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查登錄作業方式（第四條第一項） 

排放源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格式，於規定期限前完成全廠

（場）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並上傳排放量清冊及報告書、查

證聲明書及總結報告書至指定資訊平台所開立之排放源帳戶。 

中央主管 

機關所定
格式 

盤查 

• 格式依照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專區之系統格式，窗口即
為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之盤查登錄專區
(http://ghgregistry.epa.gov.tw/) 

• 指彙整、計算及分析排放量或碳匯量之作業（溫管法第三條第

二十二款） 

登錄 

查證 

• 指將經由查驗機構完成查證之排放量、碳匯量、核配量、減
量或交易之排放量、拍賣量及配售量等登記於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資訊平台之作業。（溫管法第三條第二十三款） 

• 指排放量數據或溫室氣體減量（含碳匯量）數據，經查驗機
構驗證或現場稽核之作業。（溫管法第三條第二十一款） 

http://ghgregistry.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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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查登錄作業方式（第四條第一項） 

完整盤查登錄作業： 

 依第四條第一項，排放源應於規定期限前完成全廠（場）排放量盤查

登錄作業。 

 完成盤查登錄作業流程： 

 

查驗機構 

查驗機構 

排放源 

排放源 完成全廠（場）盤查作業 

完成查證作業 

完成線上登錄及檔案上傳 

完成線上確認作業 

執行對象 執行流程 

排放源 完成線上確認作業 

1. 盤查清冊 

2. 盤查報告書 

3. 查證聲明書 

4. 查證總結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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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查登錄作業方式（第四條第一項） 

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格式： 

 排放量登錄位數、運算方式參照溫室氣體盤查登錄專區之系統欄位。 

活動數據（小數點後第4位）× 排放係數（小數點後第10位）=  

                                               單一排放源之排放量（小數點後第4位） 

單一排放源之排放量（小數點後第4位） × GWP =  

                                                              單一排放源之排放當量（小數點後第4位）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 單一排放源之排放當量加總（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

3位） 

 

 
項目 位數 

活動數據 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4位 

排放係數 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10位 

單一排放源排放量/排放當量 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4位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3位 

考量行業別
特性之不同，
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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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故未能完成盤查登錄作業之處理方式（第四條第二項） 

考量網路傳輸可能發生軟硬體設備故障無法即時修復，或非屬

排放源本身因素致未能完成登錄作業時，排放源應於規定期限

屆滿前檢具相關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最長不得超

過半年。 

中央主管機關可視個案情形核定展延期限。 

 

因故無法於期限內完成盤查登錄作業；
並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展延 

106年 

展延起始日 截止日 

展延期限由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最長不得
超過半年 

107年 108年 8/31 9/1 2月底 

盤查登錄 

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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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查核及保存期限（第六條） 

主管機關為執行排放量查核作業，得通知排放源備妥下列

相關資料： 

一. 原（物）料、燃料之種類、成分、熱值及用量、產品種類及生

產量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操作量紀錄月報表。 

二. 製程現場操作紀錄月報表。 

三. 進貨、生產、銷貨、存貨憑證、帳冊相關報表及其他產銷營運

或輸出入之相關文件。 

四. 盤查報告書、查證聲明書及查證總結報告。 

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排放源應保存前項之資料六年，以備主管機關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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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批 

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明定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對象、盤查登錄作業頻率及

期限以及明定適用對象之盤查登錄責任，共計二點公告事項及

一個附表。 

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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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一 

公告事項二 

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適用對象 

行業別： 

發電業、鋼鐵業、水泥業、半

導體業、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

器業、石油煉製業等行業 

排放門檻： 

前一年度化石燃料燃燒產生溫

室氣體年排放量達2.5萬公噸

CO2e以上之排放源 

應盤查登錄之排放源 

行業別、製程別、條件
說明及計算說明 

盤查登錄期限及盤查登錄責任 

應於每年8月底完成前一年
度全廠(場)排放量盤查、查
證及登錄作業 

應於105年8月底完成104年
盤查登錄作業 

附表 



 優先納管我國特定行業別，

包含：電力、鋼鐵、水泥、

半導體業、薄膜電晶體、石

油煉製等行業。 

 化石燃料燃燒年排放量達2.5

萬公噸CO2e以上者。 

 以管制編號為單位；同一管

制編號內倘有一個製程屬公

告應盤查登錄對象，則應盤

查登錄全場（廠）溫室氣體

排放量。 

適用對象（公告事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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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23 

盤查登錄之頻率、期限與義務（公告事項二） 

本公告之排放源應於每年八月底完成前一年度全廠（場）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 

民國106年之排放量，應於107年8月底前完成。 

頻率 • 第一批為每年需進行盤查登錄作業 

 依溫管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每年進

行排放量盤查，並於規定期限前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所開

立之排放源帳戶，其排放量清冊及相關資料應每三年內經查驗機構查證。 

 據此中央主管機關可依排放源規模訂定不同的查驗頻率，可為一年、二

年或三年，但至少每三年必須經查驗機構查證。 

期限 • 第一批為每年八月底前完成前一年度盤查登錄作業 

義務 • 第一批應完成民國106年之盤查登錄作業 

盤查登錄作
業即包含查
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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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業別門檻值計算規範（附表說明） 

門檻計算方式：以全場(廠)化石燃料燃燒年排放量（公噸CO2e/年）

據以判定。 

    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公噸CO2e/年）＝當年原（物）料、燃料使用量、產品

產量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操作量（公噸、公秉或千立方公尺/年）× 排放係數（公

噸/公噸、公秉/公噸或千立方公尺/公噸）× 溫暖化潛勢 

  原（物）料、燃料使用量、產品產量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操作量，

以前一年度實際活動數據計算之。 

 本公告後始設立之排放源，其活動數據應採用最大設計值。 

排放源當年度是否有盤查登錄義務（意即著手蒐集當年溫室氣體盤查相關資訊），
應視前一年之全廠（場）化石燃料燃燒產生之年排放量是否達2.5萬公噸CO2e

判斷。 

105年 108年 106年 107年 

105年全廠（場）化石燃料燃燒產生
之GHG年排放量大於2.5萬公噸CO2e 

因此106年具有盤查登錄義
務，應著手蒐集106年溫室
氣體盤查相關資訊 

8月 

並於107年8月完成
106年盤查登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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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 

管理辦法 



26 

溫室氣體認查驗制度(1/3) 

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IAF管理機制、ISO 標準

等國際管理溫室氣體查驗機構之做法，建立國內管理機制。 

溫管法施行後，於105年發布「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

機構管理辦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資格審查 / 追蹤稽查 

排放源 (事業/公私場所) 

減量額度 

-先期專案 

-抵換專案 

碳盤查 

-組織盤查申報 

查驗機構 
認證機構 

(TAF) 

認證 

追蹤 
國際認證論壇 

(IAF) 

依ISO 17011 

執行管理評鑑 

資格審查 

監督稽查 雙
軌
管
理
機
制 

依規範執行查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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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認查驗制度(2/3) 

「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共計23條、2

附表，據此持續推動我國認查驗作業。 



溫室氣體認查驗制度(3/3) 

認查驗機構資格規範：依據「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

理辦法」。  

查驗機構資格許可要求 認證機構資格許可要求 

• 查驗業務：確認盤查登錄數據之

正確性。 

• 資格要求 

 須為國際認可或其在國內開設之
分支機構，並取得認證機構核發
之認證證書 

 查驗類別下設置2名以上查證人
員，其中1名須為主導查驗員。 

核可名單：1家認證機構 

（財團法人全國 

    認證基金會） 

許可名單： 7家查驗機構 

                       (79類查驗項目) 

經環保署審查許可 

• 認證業務：作為與國際接軌橋
樑並確認查證作業品質 

• 資格要求 

 符合ISO/IEC 17011要求及為
國際認證論壇(IAF)會員 

 簽署國際溫室氣體多邊相關承
認協議（MLA）註 

經環保署核可委託 

註：多邊相互承認協議（Multilateral Recognition 

Arrangement)之英文簡稱為M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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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驗 機 構 

AFNOR 艾法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bsi 香港商英國標準協會太平洋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BV 臺灣衛理國際品保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DNV GL 立恩威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LRQA 英商勞氏檢驗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SGS 臺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Ü V-Rh 臺灣德國萊因技術監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環保署許可之查驗機構 

合格溫室氣體查驗機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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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溫室氣體排放源盤查線上登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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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簡介 

依盤查登錄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一項所述，「排放源應依中

央主管機關所定格式...」，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之盤查

登錄專區系統格式，即為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格式。 

詳細盤查登錄操作流程於下堂課程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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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及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發展現況 

為推廣再生能源利用，增進能源多元化，改善環境品質，帶

動相關產業及增進國家永續發展，制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98.07.08)。 

又因應電業法修正(106.01.26)後開放再生能源得透過代輸、直供

及再生能源售電業等方式銷售予用戶。 

為促使自願性使用再生能源市場及加速綠色產業供應鏈形成，

故經濟部標檢局推動「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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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與溫室氣體管理機制之鏈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發之再生能源憑證可使用於溫室氣

體排放量盤查作業，但排除生質能、國內一般廢棄物與

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再生能源憑證。 

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已完成與再生能源憑證中心完成

連線，排放源於填報再生能源憑證時，系統將提供再生

能源憑證供其勾選。 

 

 

完成登錄後經查驗機構確認後，資訊將回傳予憑證中心，

並將其完成註銷。 

 

再生能源憑證勾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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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溫管法下總量管制配套草案 

(1) 新設或變更溫室氣體排放源排放量規
模草案 

(2) 溫室氣體排放源效能標準草案 

(3) 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辦
法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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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不分業者種類及規模大小，均可依抵換專案管理辦

法取得額度。 

現在，為推動總量管制制度，已規劃將排放源分流。 

大排放源納入總量管制，小排放源自願減量 

2.5萬噸
CO2e/年 

效能標準 

抵換專案 

能源及工業 
發電、水泥、鋼

鐵、煉油石化、

光電、半導體、 

造紙業等。 

排放源 

住商/運輸 

能源及工業 
電子封裝、印染、

人纖製造業等 

第
一
批
盤
查
登
錄
對
象 

獎勵機制 

總
量
管
制
對
象 

非
總
量
管
制
對
象 

 新設或變更溫室氣體排放源排放量規模(草案) 

 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辦法
(106.3.15)  /溫室氣體排放源效能標準(草案) 

• 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 且效能標準獎勵額度首次申請前三年之全場

（廠）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平均達2.5萬公噸
CO2e以上。 

 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104.12.31) 

• 依循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強調外加性。 

• 排除排放量達2.5萬公噸CO2e/年者、再生能源憑
證及躉購申請者，以避免重複計算國家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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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或變更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量規模草案(1/2) 

法源依據： 

溫管法第20條第4項「中央主管機關針對一定規模以上新

設或變更之排放源所屬事業，需命該排放源採行最佳可行

技術」 

針對新設及變更排放源訂定規模，且其規模以排放總量與

增量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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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或變更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量規模草案(2/2) 

公告事項一 公告事項二 

• 定義:總量管制實施後設

立之排放源。 

• 判定條件：全廠(場) 溫

室氣體年排放量達2.5萬

CO2e以上者。 

新設排放源 

• 定義：總量管制實施前

已設立之排放源，其涉

及設備更換或擴增、製

程、原（物）料、燃料

或產品改變等情形者。 

• 判定條件：增量後排放

量較前一年排放量增加

20%且增量達2.5萬CO2e

以上者。 

變更排放源 

溫室氣體排放量
計算 

• 溫室氣體年排放量計算

方式，依溫室氣體排放

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相

關規定辦理。 

• 原（物）料、燃料使用

量、產品產量、外購電

力及蒸氣年使用量，應

依最大設計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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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源效能標準草案(1/2) 

法源依據： 

溫管法第17條「中央主管機關為獎勵經公告之排放源，在

納入總量管制前進行溫室氣體減量，得針對排放源訂定效

能標準」 

106年3月依溫管法第22條完成「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

標準獎勵辦法」，爰依溫管法第17條訂定獎勵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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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源效能標準草案(2/2) 

• 第一批公告應盤查排放源(105年1月7日公告)，且首次申請年

度前三年之全場（廠）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平均達2.5萬公噸

CO2e。 

•  首次申請時，以連續前三年排放量平均值；倘差異逾

10%者，以前三年內排放量之最低一年排放量為標準。 

• 第二次申請起，採計前一次申請年度之總排放量為標準。 

第2條 

適用對象 

第3條 

計算方式 

• 依據溫管法第17條第2項 
第1條 

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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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辦法 

 於106年3月15日發布「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
辦法」。 

獎勵

辦法 

適用對象

與資格 

(§3) 額度帳戶

開立 

(§4-5) 

申請條件 

(§6) 

申請流程 

(§7-8) 
獎勵額度

核撥流程 

(§9-10) 

減量換算

獎勵額度 

(§11) 

獎勵額度

使用規定 

(§12) 

撤銷規範

與額度適

用期間 

(§13-14) 

使用規定： 
1) 排放源自願減量之抵換 
2) 總量管制實施時，扣減 
抵銷超額量 

3)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用途 

排放源於採行減緩措施
期間，不可違反相關環
保法令 
違反相關規範者，應撤
銷其獎勵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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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辦法-修正草案 
 

 於107年6月6日預告修正本獎勵辦法第3、7、14條。 

 配合效能標準訂定，針對已發布之「溫室氣體排放源符

合效能標準獎勵辦法」之部分條文擬併同修正。 

 修正內容(條文)如下： 

 第3條：增列法規外加性之說明，及因關廠、停工、停業、歇
業等因素導致之減量者之排除規定。 

 第7條： 

• 刪除減緩措施需滿12個月之限制，即有執行減緩措施即可申
請。 

• 增列獎勵額度計算方式，以申請獎勵額度年度之電力排放係
數為計算基準，排除電力排放係數變動所造成之影響，確保
減量成效 

 第14條：配合前述條修正，配合刪除第二項有關12個月之相
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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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