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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hg.tgpf.org.tw/)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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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應環保署積極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管制政策，為協助產業紓緩減量壓

力，工業局特透過「製造部門減碳有價化推動計畫」工作，協助工廠克服抵

換專案執行過程遭遇困難，降低減量額度申請風險，並提升節能減碳之附

加價值。 

有鑑於環保署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公告修訂『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

辦法』，並於 108 年 9 月 12 日公告微型抵換專案申請文件格式及查驗機構

作業辦法，簡化微型規模專案之外加性分析及審查程序，本計畫將執行「微

型抵換專案示範推動」及「抵換專案現場支援」，以促進製造業發掘減量潛

力專案並將節能減碳成果轉換為可運用之減量額度。 

申請資格 

一、國內依法登記之獨資、合夥事業或公司，公司以製造業為限，須依法辦

理工廠登記(依法免辦工廠登記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 

二、符合環保署抵換專案規範之減量專案，不包含再生能源發電類型專案。 

申請項目說明 

一、微型抵換專案示範推動 

(一)推動目的：協助工廠發掘微型抵換專案推動潛力，以提高節能減碳措

施之誘因。 

(二)名額：1家。 

(三)推動內容：將協助示範工廠建立微型規模抵換專案執行模式、流程及

作業重點，並完成專案計畫書 (詳見附件 1) 。 

(四)相關費用：免費，但不含查驗機構確證費用。 

 二、抵換專案現場支援 

(一)推動目的：為協助工廠推動抵換專案，評估專案開發可行性及克服抵

換專案申請實務過程中遭遇困難，並落實監測作業執行，

加速減碳額度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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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額：15家。 

(三)推動內容：指派專員臨廠(場)按「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及相關

標準工具提供工廠在「抵換專案開發」、「專案計畫書製備

/修訂」、「確證」、「環保署註冊申請/審查」、「監測報告書製

備/修訂」、「查證」、「環保署額度申請/審查」等階段所需之

專業知識與技術協助(詳見附件 2)。 

(四)服務次數：一家工廠以提供兩次現場服務為限。 

(五)相關費用：免費，但不含查驗機構確/查證費用。 

申請方式 

一、有意願參與抵換專案現場支援及微型抵換專案示範之廠商，請填具「個

人資料提供同意暨申請表」(如附件 3)，以 E-mail、傳真或郵寄至下方

聯絡窗口，本計畫團隊將主動聯繫通知，並協助進行抵換專案實務推動。 

 聯絡窗口：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低碳策略與技術服務組 

 聯絡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 198巷 39弄 14號 1樓 

 聯絡電話：(02)7704-5138楊翰工程師、(02)7704-5249蔡維澤工程師 

 傳真號碼：(02)2325-3922 

 E-mail：aaron0923@ftis.org.tw、warren@ftis.org.tw 

二、各項工作受理申請說明如下： 

(一)微型抵換專案示範推動 

即日起至 111 年 3 月 18 日(五)止，須經遴選程序選定示範廠商，若有

變動，將於產業節能減碳資訊網(https://ghg.tgpf.org.tw)公告。 

(二)抵換專案現場支援 

即日起至定額(15家)額滿止，申請廠商依下列對象順序優先受理： 

1.過去未曾執行抵換專案經驗者。 

2.減量措施執行地點非屬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3.屬於抵換專案額度申請階段(勾選「監測報告書製備/修訂」、「查證」

或「環保署額度申請/審查」)者。 

mailto:aaron0923@ftis.org.tw
https://ghg.tgp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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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述三者外之製造業者。 

本計畫將依視實際申請進度提送工業局核備，通過核備之家數將於產

業節能減碳資訊網(https://ghg.tgpf.org.tw)公告。 

三、微型抵換專案示範遴選方式 

(一)本計畫將協助申請廠商填寫微型抵換專案可行性評估檢核表及示範推

動配合度調查表(詳見附件 4-1 及 4-2)，並透過遴選程序，依遴選規則

(詳如附件 5) ，選出示範廠商。 

(二)取得工業局綠色工廠標章或清潔生產合格證書者；或中堅企業得優先考   

量。 

注意事項 

一、工廠應配合本計畫年度工作期程管理。 

二、工業局得於計畫執行期間不定期安排查訪。 

三、獲現場支援及示範廠商於本計畫結束後 3 年內，有義務配合工業局填

報成效追蹤表，並參與相關成果發表與展示活動。 

https://ghg.tgp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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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微型抵換專案示範推動內容簡介 

何謂微型抵換專案 

1.環保署參酌國際清潔發展機制(CDM)微型規模規範，於 107年 12月 27日

公告『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修正條文，新增微型抵換專案。  

 

 

2.環保署於 108 年 9 月 12 日公告『微型抵換專案計畫書格式』及『查驗機

構作業辦法』，其外加性分析得僅進行法規外加性即可，節能類型專案免

除設備壽齡佐證，並簡化監測抽樣等規定。 

 

 

推動目的 

1. 提高產業能減碳措施之誘因。 

2. 激發製造部門碳權開發，促進節能減碳績效有價化。 

3. 協助工廠建構系統性減量專案執行與監測管理能力，俾利短中長期碳權

經營規劃。 

 

微型抵換專案簡化程序: 

微型抵換專案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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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專案內容說明 

協助示範工廠建立微型規模抵換專案執行模式、流程及作業重點，並完

成專案計畫書。 

工作流程                 

 

   微型抵換專案示範推動工作重點 

 

 

 

    

   

 

 

 

 

 

 

 

 

 

 

工廠參與微型抵換專案推動之預期效益 

1.提高執行節能減碳措施之附加價值。 

2.獲得參與國內碳排放交易市場之先機，提升企業形象。 

3.促進落實MRV，提升數據管理品質，增強企業內部減量專案執行能量。 

專案可行性評估 

示範廠執行能力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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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抵換專案現場支援內容簡介 

何謂抵換專案 

自 104 年 7 月 1 日『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後，抵換專案為目前

國內最主要取得減量額度之可行方式，事業排放量超過其核配額度之數量

（以下簡稱超額量），得透過執行節能減碳活動產生之溫室氣體減量效益，

經環保署審核認可轉換為具有經濟價值之減量額度，可應用於扣減超額量

與未來國內碳排放交易市場。 

 

 

 

 

 

 

 

 

 

(抵換專案制度詳細可參考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http://ghgregistry.epa.gov.tw/Offset/Offset.aspx) 

推動目的 

1.協助工廠克服抵換專案執行過程遭遇困難，以降低減量額度申請風險。 

2.協助工廠將節能減碳績效有價化，提高節能減碳之附加價值。 

3.強化產業溫室氣體減量能力及增進實質減量。 

本年度推動內容說明 

協助 15廠/次(含) 現場支援，視工廠其抵換專案發展進度，指派專員臨場

按「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107/12/27修訂)及相關標準工具提供廠

商在各階段所需之專業知識與技術協助。 

工作流程 

 

 

 

 

減量方法、 

外加性考量 

UP 
DOWN 

減碳成本 

減量額度 

減碳績效 

節能減碳措施 

排放減量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基線情境 專案情境 
在沒有進行改善措施下最
為可能的碳排放情況。 

在進行改善措施後
的碳排放情況。 

CO2 

減量實績 

環保署抵換專案制度 

 

 計畫資訊
公告 

  受理廠商
申請  

  工業局核
備 

  現場技術
支援 

產出抵換
專案技術
服務紀錄 

 

http://ghgregistry.epa.gov.tw/Offset/Offse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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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支援工作項目 

 

 

工廠參與抵換專案現場支援之預期效益 

1. 節省制度摸索與學習時間，加速將節能減碳措施產生之減量效益轉換

為有價的碳資產。 

2. 有利降低未來政府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時之碳管制風險。 

3. 減量額度可應用於環評增量抵換，減輕開發行為之減碳壓力。 

4. 獲得參與國內碳排放交易市場之先機，提升企業形象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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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暨申請表 

一、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執行經濟部工業局「製造部門減碳有價化推動計畫」(以下

簡稱本計畫)，為提供廠商溫室氣體抵換專案推動相關服務，將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

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廠商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C001辨識個

人者、C038職業 )，包括任職單位、姓名、職稱、地址、聯絡方式、E-MAIL、

傳真及行動電話等資訊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等資訊。  

二、本計畫將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並依經濟部工業局隱私權保護政策，

於業務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三、本計畫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計畫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五、本計畫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以及經濟部工業局行政作業之目的範圍內，合理利用您的

個人資料。 

六、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計畫行使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請求刪除。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計畫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另依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本計畫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七、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前項權利，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計畫

可能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業務服務。 

八、本計畫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本計畫將善盡監督之責。 

九、在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之規定，請求停止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前，

本計畫得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於個人資料提供之範圍與目的內使用

該等個人資料。 

十、 您瞭解此一申請表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計畫留存此申請表，

供日後取出查驗。 

十一、 如對於上述個人資料蒐集事項有任何疑問，請電洽楊翰工程師(02)7704-5138。 

(詳細閱讀後，請續填下頁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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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案件編號：           

一 

、 

基 

本 

資 

料 

工廠名稱  員工人數 人 負 責 人  

地     址  
所 屬   
工 業 區 

 

聯  絡  人  職 稱  

聯絡電話 (    ) 傳 真 (    ) 

E - m a i l  產業別 ＊
  

資 本 額 萬元 
工廠登記
證  號 

 

統一編號  

工廠目前
已推行之
制度 /系統 

□ISO14064-1   □ISO50001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 

申

請

項

目 

 過去是否曾有推動抵換專案經驗? □否  □是 

 減量措施/抵換專案名稱：                                                  

 請勾選欲申請之工作項目 

□1.微型抵換專案示範推動 

□2.抵換專案現場支援(七擇一)  

□減量專案開發評估       □專案計畫書製備/修訂     □確證支援 

□環保署註冊申請／審查支援  □監測報告書製備/修訂       □查證支援 

□環保署額度申請／審查支援 

 如有優先考量之訪廠月份，請填寫                                      

□我已確認前述內容並同意個人資料之提供     申請人簽章：                  

註：申請表填妥後請傳真至(02)2325-3922 或 mail至 aaron0923@ftis.org.tw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本計畫團隊將儘速派員與貴廠聯繫。如需與服務人員洽談，請撥服務電話：(02)7704-5138 

＊請依主要產品分類 

08.食品製造業 
09.飲料製造業 
10.菸草製造業 
11.紡織業 
12.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13.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14.木竹製品製造業 

15.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16.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17.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18.化學材料製造業 
19.化學製品製造業 
20.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 
21.橡膠製品製造業 
22.塑膠製品製造業 

23.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24.基本金屬製造業 
25.金屬製品製造業 
26.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7.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28.電力設備製造業 
29.機械設備製造業 
30.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31.其他運輸工具及零件製
造業 
32.家具製造業 
33.其他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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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微型抵換專案可行性評估檢核表 

工廠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與機構說明： 

 

 

 

 

減量專案內容概述： 

 

 

 

 

評估項目 
減量專案相關資

訊摘要 

評估情形 

檢核 說明 

1.  專案申請者為實際執行者或投資者 
 □符合 

□不符合 

 

2.  

減量措施執行地點非第一批溫室

氣體盤查登錄且年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CO2e之廠區 

 
□符合 

□不符合 

 

3.  專案活動未透過不同機制取得額度 
 □符合 

□不符合 

 

4.  

依清潔發展機制(CDM)減量專案範

疇分類，為能源類型專案者，其計入

期產生之預期總減量額度大於

500tCO2e 

 

□符合 

□不符合 

 

5.  
專案活動有環保署認可(包括國際

CDM 或國內)之減量方法可參循 

 □符合 

□不符合 

 

6. 

專案活動之外加性 

(1)法規分析 
 □符合 

□不符合 

 

(2)其他說明 
 □符合 

□不符合 

 

註：本表由本計畫團隊協助申請廠商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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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微型抵換專案示範推動配合度調查表 

工廠名稱：                            

1.貴廠對於微型抵換專案推動工作之了解及支持的層級(單選) 

□高層主管參與並支持        高層主管職稱          姓名             

□高層主管授權執行階層參與     

□執行階層強烈意願          執行階層職稱          姓名           

2.溫室氣體減量執行能力評估(可複選) 

□曾推動過溫室氣體盤查    推動年度：       年   是否通過查證：□是  □否                                

□曾推動溫室氣體減量計畫  專案名稱：                                

                            執行期間：     年     月 至      年     月 

3.貴廠是否被客戶要求設定減碳目標？ 

□有 減量目標：                     

  □否 

4.貴廠申請微型抵換專案的主要動機為何？(可複選) 

□因應客戶公司之供應鏈管理要求  □符合相關法令規範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提升企業競爭力      □其他                     

5.貴廠於推動微型抵換專案示範推動相關資源之編列情形為何？(可複選) 

□已編列減量措施改善經費  □已編列抵換專案執行經費(確證費用、監測費用等)    

□經費尚在編列中          □已有相關執行人員名單      

□專案相關人員尚在編制中  □待受理申請後編列人力經費 

6.貴廠於下列事項中，何者可完全配合？(可複選) 

□專案資料提供   □陪同現勘         □專案進度管控   □配合推動時程安排     

□配合確證作業   □配合註冊申請作業 □參加成果發表 

若有條件配合或不確定是否可配合，請詳細說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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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減量額度之預期用途(可複選)   

□集團/客戶公司之環評承諾   □自願減量承諾   □參與排放交易   □其他 

8.預期合作之查驗機構 

□已確定____________        □洽談中___________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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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微型抵換專案示範推動廠商遴選原則 

遴選原則 評估項目 

執行能力與 

配合度 

 政府節能減碳相關政策配合度 

 高層承諾及支持度 

 經費預算及人力編列 

 資料提供等配合度 

專案活動內容完整性 

 本土或國際 CDM認可之減量方法應用性 

 減量措施之技術可行性/代表性 

 專案邊界完整性 

外加性規範符合性 
 預期動機：法規符合性、技術推廣性、政策永續性 

 外加性論述相關佐證資料完整性 

基線資料完整性及減

量效益計算 

 專案實施前(基線)數據資料完整性 

 具溫室氣體盤查/查證執行經驗 

 預期減量效益 

產業代表性 
 產業特性 

 產業供應鏈減碳目標 

監測計畫完整性 
 專案活動數據資料來源及數據品質管理(QA/QC)作法 

 相關儀器設備及人力資源規劃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