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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績效有價化—
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的機會與挑戰

一、前言

面對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趨勢，我國政府多年

來推動產業落實節能減碳工作，促進能源使用

效率提升及低碳化生產，以協助產業降低全球

暖化議題下之碳管制風險與減量壓力。環保署於

99年9月10日公布「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暨抵換

專案推動原則」，期透過一致性審議機制，使各

部會推動自願減 協議與專案輔導計畫之減 實績

獲得保障。

自104年7月1日溫管法施行起，環保署已終

止受理先期專案申請，而為確保減量機制於溫

管法公布後持續運作，遂依該法第22條第3項

規定訂定「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並於

104年12月31日發布施行。在效能標準及排放

量核配等其他配套機制實施前，抵換專案為目

前主要可行的額度取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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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抵換專案基本概念與執行程序

抵換專案源自於 ISO14064-2計畫型減量活動，

指透過節能改善等措施，降低照常營運狀態 (基

線情境 )下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如圖1所示。

圖1 抵換專案基本概念示意圖

環保署同時參考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推動作法制定抵

換專案制度，申請者依環保署認可之減量方法提

出專案計畫書，經查驗機構確證及向環保署註

冊後即可執行。申請者執行抵換專案減量成果，

經查驗機構查證及環保署審查通過後，方可取得

減量額度。現行抵換專案申請作業共分為註冊申

請及額度申請二階段，執行程序與審查流程如圖

2 所示。

圖1　抵換專案基本概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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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溫室氣體抵換專案制度發展現況

截至今 (106)年上半年， 環保署已受 約50件抵

換專案註冊申請，其中20案通過；另受理3件

額度申請，其中通過2 件並核發約2萬噸 CO2e

減量額度，如表1所示。

初步分析上述註冊通過案例，90%的專案節能

/減碳量為小規模 (年減碳量不超過6萬噸CO2e

或年節能量不超過60GWhe)，減量技術類型以

燃料替代 (重油改天然氣 )及系統效能提升為大

宗。在設備 /系統別，以發電系統 (8件 )及鍋爐

系統 (6件 )較多；而就專案參與機構及專案邊界

部分，則以自行投資 /執行及單一廠址之狀況占

大多數，詳如圖3。

四、製造業現階段推動成果

1.抵換專案實廠輔導

有鑑於國內抵換專案制度尚未發展成熟，產業

大多欠缺執行抵換專案之基礎能力，且抵換專案

計畫書之製備須仰賴對國際間減量機制及減量方

法之相關專業知識，若工廠獨立進行抵換專案申

請，將可能面臨執行與技術面之障礙。

為協助產業克服抵換專案推動過程中有關於減

量方法適用性、專案外加性、監測計畫等相關

技術困難，快速突破產業執行抵換專案可能遭遇

之技術面與執行面障礙，建立自身推動溫室氣體

減 之執行能 ，經濟部工業局「製造業節能減碳

服務團計畫」(簡稱服務團計畫 )自101年起陸續

資料來源：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本會整理。

圖2…抵換專案申請及審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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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抵換專案註冊通過案件

項次 專案名稱
減量方法

編號
年均排放減量 
估計值(tCO2e)

額度申請

1 台灣電力公司7.03MW級光電廠計畫 AMS-I.D 6,157 初審中

2 萬松、碧海水力發電溫室氣體抵換專案計畫 ACM0002 263,280 －

3 興達發電廠一號機鍋爐及汽機、控制系統與效能提
升專案 AMS-II.B. 52,633 －

4 天然氣替代重油抵換專案 AMS-III.B 47,789 －

5 金門縣政府節能燈具及路燈汰換溫室氣體減量專案 AMS-II.L. 206.3 已核發
60tCO2e

6 協四機送風機馬達變頻轉速控制改善計畫 AMS-II.B. 23,702 已核發
23,003tCO2e

7 3號鍋爐燃料以潔淨之天然氣取代重油 AMS-III.B 32,531 －

8 新光合纖CP5、CP6以天然氣取代重油專案計劃書 TMS-III.001 12,678 －

9 台中發電廠四號機汽機效能提升抵換專案 AMS-II.B. 25,859 －

10 汽電蒸汽鍋爐與聚酯熱媒鍋爐燃料由重油更改為
LNG案 AMS-III.B 8,157 －

11 台灣電力公司台中及興達太陽光電計畫 AMS-I.D. 3,470 －

12 協三機送風機馬達變頻轉速控制改善計畫 AMS-II.B. 21,625 －

13 台中發電廠三號機空氣預熱器暨汽機效能提升抵換
專案 AMS-II.B 24,534 －

14 中鴻鋼鐵熱軋廠及冷軋廠空壓系統效率提升 TMS-II.004 1,136 －

15 中鴻熱軋加熱爐以天然氣替代重油抵換專案 AMS-III.B 38,752 －

16 中鋼花蓮石料場運輸模式改變專案計畫	 AM0090 5,074 －

17 CP2熱媒鍋爐燃料由重油改為天然氣	 TMS-III.001 4,010 －

18 漢寶農畜產太陽能發電計畫	 AMS-I.D 341 －

19 台灣電力公司台中龍井太陽光電發電計畫	 AMS-I.D 5,467 －

20 大連化學工業熱媒鍋爐燃料修改專案 TMS-III.001 7,571 －
合計 584,972 －

資料來源：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更新至106年6月30日。

輔導台橡、新光合纖、中鴻鋼鐵等23家工廠，

選擇合適之減量方法，依據環保署程序製備溫室

氣體抵換專案計畫書，以奠定爭取國內碳額度之

基礎。其中半數以上專案完成查驗機構確證，8

件專案進入環保署註冊申請，6件審議通過，預

期專案執行後每年可獲致23.5萬公噸CO2e之減

量額度，計入期間可申請約226萬公噸CO2e。

2.本土減量方法開發與應用

有鑒於CDM既有減量方法無法完全符合國內

產業需求，為促進工廠節能減碳措施與環保署溫

室氣體減量制度接軌，服務團計畫過去參循國際

發展成熟之減量方法，並參考國內工廠節能減碳

技術輔導經驗，自100年起開發適合國內工業部

門使用之本土減量方法。截至今年上半年，共計

完成27項方法，其中「 TMS-II.001工業設施採

用高效率燈具」等16項方法已經環保署審議通

過 (如表2)，可供產業可立即應用以將節能減碳

措施轉為抵換專案。

五、產業執行抵換專案面臨的機會與挑戰

抵換專案制度建置迄今已超過5年以上，然而

環保署實際核發額度僅約2萬公噸CO2e，相較於

同期推動「先期專案制度」已核發逾6,900萬公

噸CO2e，差異懸殊，產業之關心度與參與意願

亦待加強。就服務團計畫歷年協助工廠推動抵換

專案經驗，彙整分析現行抵換專案之困難 (挑戰 )

與機會如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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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服務團計畫研訂之本土減量方法(摘錄)

編號 減量方法名稱 設備/系統類別 生效日期

1 TMS-II.001 工業設施採用高效率燈具 照明 101.11.22

2 TMS-II.002 工業設施的排氣/高溫產品廢熱回收利用 鍋爐/製程 101.11.22

3 TMS-II.003 更換為高效率空調設備 空調 101.11.22

4 TMS-II.004 既有空壓系統之能源效率提升 空壓 101.11.22

5 TMS-III.001 工業加熱設施改採低碳化石燃料 燃料替代 101.11.22

6 TMS-II.006		 風扇泵浦導入變轉速控制、台數控制 變頻/控制 102.12.17

7 TMS-II.007 更換為高效率變壓器 電力 102.12.17

8 TMS-II.008 更換為高效率空壓機 空壓 102.12.17

9 TMS-II.009		 工業設施既有馬達汰換為高效率馬達 製程 102.12.17

10 TMS-III.002		 回收冷凝水提高蒸汽系統效率 鍋爐/製程 102.12.17

11 TMS-II.010 更換為高效率鍋爐 鍋爐 104.01.16

12 TMS-II.011 整併區域空調冰水系統 製程 104.01.16

13 TMS-II.012 塑膠射出成型機導入變頻控制 空調 104.01.16

14 TMS-III.003 工業設施排放水廢熱回收利用 製程 104.01.16

15 TMS-II.013 蒸汽系統最佳化 製程 105.10.25

16 TMS-II.014 以熱泵取代現有加熱設備 鍋爐/製程 106.04.07

資料來源：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更新至105年11月30日。

圖3…註冊通過專案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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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抵換專案制度建立後，產業有機會透過專案申

請，取得有經濟價值之減碳額度，以有效降低

節能減碳措施執行成本，故實為可期待之政策誘

因。然，國內抵換專案尚處推動初期，相關配

套措施未健全，且國內碳權市場未明朗，以致

產業卻步。

雖然目前產業在抵換專案推動過程，面臨外加

性分析、減量方法適用性、電力 /蒸汽排放係數

計算、既有設備剩餘壽齡評估等政策面與技術面

之問題，然在問題處理過程中，實已有形無形

地增進各部會單位 (環保署、經濟部、業界、第

三者查驗機構、專家學者等 )之橫向聯繫，且各

單位透過收集、分析國際相關制度資料與檢討國

內推動狀況，皆有助於奠定國內溫室氣體減量管

理機制之基礎。期未來各相關單位持續進行交互

學習與經驗分享，以提高產業溫室氣體減量工作

推動效率，共同營造利於產業低碳發展之環境。

表3…抵換專案執行困難(挑戰)與機會

項目 說明

困難

1.	減量額度用途不明確，國內碳定價
及相關市場配套機制未健全。

2.	程序繁瑣，執行成本高。

3.	技術門檻高，配套工具不足。

1.	抵換專案管理辦法第19條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實施溫室氣
體總量管制時，訂定減量額度之抵換權重因子。」，由於總量管
制實施時程不明確，另針對「權重因子」不確定性大，產業無法
估計推動之成本效益。

2.	抵換專案個案差異大，常無法完全適用既有減量方法，導致推動
過程頻頻卡關，而減量方法修訂及偏異審議期程不確定性高，影
響推動作業時程與效益。

3.	針對投資外加性(回收年限)及二次能源(例如外購蒸汽)排放係數，
國內尚無制定一致性之判定基準，申請者佐證困難，於專案確證
及審查時易造成爭議。

機會

1.	本土減量方法提供節能減碳效益驗
證及減碳計算參考依據。

2.	強化工廠減量專案監測實施及數據
品質管理能力。

3.	透過推動方案型抵換專案
(PCDM)，加速高效率設備/低碳技
術應用。

1.	減量方法內容經政府機關(環保署)認可，具公信力，可應用於改
善工程施作，節能/減碳效益驗收時之計算標準。

2.	透過參與抵換專案執行，可增進工廠生產、運轉、技術、管理等
部門間的橫向聯繫，並藉由監測計畫之研訂與實行，可提升組織
內部數據品質管理能力。

3.	以整合管理模式促進節能減案措施之落實，以積少成多的方式增
加溫室氣體減量的整體效益，並降低單一專案之碳額度取得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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