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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Management Project 

Carbon History 碳歷史

Carbon Emission Investigation碳盤查與減量

Carbon Trade 碳交易

Carbon Management 碳管理



碳經濟重要里程碑
年份 活動

1988 聯合國境規劃署與世界氣象組織建立氣候變遷跨政府小組

1992 在里約地球高峰會上達成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189國家簽署自願承諾
減量

1994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開始實施

1995 氣候變遷跨政府小組第二次評估報告的結論認為，有証據明確顯示人類對全
球氣候的影響

1997 氣候會議採納京都議定書，39個工業化(附錄一)國家同意強制減量GHG

2001 氣候變遷跨政府小組發現人類活動與全球氣候之間更明確的關連性

2004 俄羅斯通過京都議定書

2005 京都議定書2月16日正式實施，第一次締約國會議在加拿大蒙特婁舉行

2005 EU ETS在25個歐盟會員國的排放交易機制於2005年1月1日正式啟動

2008-2012 京都議定書第一階段減量承諾(以1990年排放量為基準)：Bulgaria, all EU
countries, Monaco, Romania, Switzerland: -8%, USA: -7%, Japan, Canada, 
Poland, Hungary: - 6%, Croatia: -5%, New Zealand, Russia, Ukraine: +/-
0%, Norway: +1%, Australia: +8%, Iceland: +10%. 相當於上述國家的GHG
平均排放減量為 5.2%

2009 英國將通過歐盟第一個會員國碳減量承諾法案(Carbon Reduction 
Commitment , CRC)，預計2010年實施。預期2020年減量達26%，2050年
減量達60 – 80% 



碳經濟名詞解釋

縮寫 全文

AAU Assigned Amount Unit分配總量單位

CD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清潔生產機制

CDP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碳揭露計畫

CER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排放減量權證

ERU Emission Reduction Unit 排放減量單位

ET Emission Trading排放交易機制

EUA EU Allowances 歐盟排放配額，僅在歐盟排放交易機制有效

JI Joint Implementation 聯合減量

RMU Removal Unit 碳抵免單位



管制六種溫室氣體

CO2、CH4、N2O管制基準年為1990年。

HFCs、PFCs、 SF6管制基準年為1995年。



二氧化碳排放量

各國1990年二氧化碳排放量佔附件一國家總二氧
化碳排放量比例

1. 美國36.1%。
2. 日本8.5%。
3. 歐聯24.2%。
4. 俄國17.4%。
5. 加拿大3.3%。
6. 澳大利亞2.1%。
7. 其他國家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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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與產業因應之行動
國際間重要組織為因應京都議定書，均已推動多項溫室氣體盤查及減量工作
。

相關國際組織

聯合國貿易及發展委員會（UNCTAD）：2002年7月倡議碳市場計畫（
Carbon Market Program）
世界銀行（World Bank）：首創原型碳基金（Prototype Carbon Fund
），協助開發中國家溫室氣體減量。

聯合國環境規劃署與國際能源總署等（UNEP/OECD/IEA）：進行排放
計畫別基線設計研究

相關國際產業組織

世界半導體協會PFCs自願減量

世界薄膜液晶顯示器協會PFCs自願減量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提出WRI/WBCSD GHG Protocol（溫室氣體盤
查手冊）

世界鋼鐵協會(IISI) CO2 Breakthrough Programme（二氧化碳減量計畫
）

美國Climate Leaders（產業自願減量計畫）



The GHG Market

Growing Compliance Market
EU ETC
North America
Australia
Japan
New Zealand

Growing awareness with consumers
Offsetting Air travel
Green energy 



Perceptions related to the Compliance 
Market and Voluntary Market

Compliance Market
Can be complicated and lengthy 
Does not cover all scopes
Limited duration of programme

Voluntary Market
Less bureaucratic 
Flexibility in adopting all scopes
Length of programme open ended
No penalty



京都議定書京都議定書--Kyoto ProtocolKyoto Protocol
重要內容：
為了因應全球氣候暖化的威脅，《聯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於2005年2月16日
正式生效，這是人類歷史上首次以法規的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至今已有189個國
家簽署。

減量目標額：
「聯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之附件一39個國家中，將人為排放之六種溫室氣體換
算為『二氧化碳』約當量，與1990年相較，平均削減值為5.2%。

減量時程：
2008年~2012年，並以此5年的平均值為準。

京都議定書三機制：
清潔發展機制（CDM）, 聯合減量（JI）, 排放交易 ( ET )三種彈性機制。

清潔發展機制（CDM）
CDM 是一項「雙贏」機制：1.開發中國家(如:中國、印度、巴西)透過合作可以獲
得資金和技術，有助於二氧化碳的減排，同時提高產能；另一方面，已開發國家(英
國、荷蘭、德國等)可以大幅度降低其在國內二氧化碳減排所需的高昂費用，減排的
額度又可轉賣獲利。



京都議定書三機制京都議定書三機制京都議定書三機制

ETET
CDMCDM JIJI

減量計畫減量計畫 植樹造林計畫植樹造林計畫

AAUsAAUs CERsCERs RMUsRMUs ERUsERUs

國際排放權交易國際排放權交易國際排放權交易

清潔發展機制
排放交易 聯合減量

每年全球約有41兆美元的減碳投資計畫

碳權碳權與與碳交易碳交易在全球已是一個非常活絡的市場在全球已是一個非常活絡的市場



Voluntary Carbon Standards 
Currently there is a multiple number of Voluntary Carbon Standards 
out in the market
– Project Standards:

• Voluntary Carbon Standard –VCSa
• VER+ - TUV SUD
• Gold Standard VERs –Gold Standard: WWF
• Gold Standard CERs –Gold Standard
• CCBA –Climate Community Biodiversity Alliance
• CCAR Protocols –California Climate Action Registry
• ISO 14064-2
• GHG Protocol

– Consumer Standards:
• Green E- Center for Resource Solutions
• DEFRA Code for Voluntary Market
• Soil Association Climate Change principles: footprint of the 

product



ISO 14064 vs GHG Protocol

ISO 14064 GHG Protocol

同 盤查、減量、驗證

異 無行業別
有驗證標準
強調程序、原則

有行業別
無驗證標準
強調方法、表單



清潔發展機制(CDM)的方法

清潔發展機制的方法論，是一個程序，為
基準情景鑑定，額外性的確定，計算排放
量減少和監測有關的參數。



Approved Methodology (i) energy industries (renewable-/non-renewable sources), （一）能源工業（
renewable-/non-renewable來源）

(ii) energy distribution, （二）能量配送，

(iii) energy demand, （三）能源需求，
(iv)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四）製造業，
(v) chemical industries, （五）化學工業，
(vi) construction, （六）建設，

(vii) transport, （七）交通運輸，
(viii) mining/mineral production, （八）採礦/礦物生產，
(ix) metal production, （九）金屬生產，

(x) fugitive emissions from fuels (solid, oil and gas), （ x ）的散逸性排放量從
燃料（固體，石油和天然氣），

(xi) fugitive emissions from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halocarbons and 
sulphur hexafluoride, （十一）散逸性排放量，從生產和消費的鹵化碳和六
氟化硫，

(xii) solvent use, （十二）溶劑的使用，w
(xiii) waste handling and disposal, （十三）廢物處理和處置，

(xiv) afforestation and reforestation; and （十四）造林和再造林; 
(xv) agriculture （ XV）號決議農業



The Voluntary Standards and
Registries



Background of the VCS 2007
1st version for consultation launched by TCG, IETA and 
WEF, March 2006.
~85 comments received from TCG, IETA, WBCSD and 
WEF
members/partners
2nd draft released October 2006, consultation through 
end November 2006: >60 comments received
Independent Steering Committee reviewed comments, 
agreed policy components.
Drafted by VCS team and LRQA into ISO 14064 
compatible framework
Launch in November 2007, new independent body



VCS - AIMS
The basic standard for voluntary emission reductions –a 
tonne is a tonne.
Give investors/buyers confidence: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offset projects
can increase the uptake of and flow of funds to low carbon 
solutions.
Innovation: new approaches that can feed into compliance 
schemes
Provide credibility to the voluntary market: consumer-focused 
offsets and offset products can raise awareness and 
accelerate public action.
Reduced transaction costs

The VCS will help expansion of the voluntary carbon offset market 
and drive major emissions reductions.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VCS
• Open and transparent
• Relays and uses exiting and proven expertise such as:

– Accreditation system using IAF accreditation bodies
– Use of existing ISO standards (iso 14064 & iso 14065)
– Specialist Validators & Verifiers
– Double approval process for new Methodologies by
accredited verifiers
– Registries controlled by approved registers
– Methodologies - CDM/JI methodologies + from other 
programmes that meet or can be adapted to VCS + 
double verified new methodologies
– Innovative methods for dealing with permanence in 
LULUCF



Basis the VCS and its MARKET POSITIONING



Current status
September/October 2008 full integration of AFOLU 
requirements in the VCS standard & new AFOLU 
Guidance Document
4 registries approved
– TZ1
– Bank of New York
– Caisse des Depots
– APX
Launch of the VCS Project Database –8 August 2008
Launch of the Linked Registries 29 September 2008
Expected number of project 100 –150 by end of 2008
Expected VCUs ±10 –20 million by the end of 2008



Global challenge is to stabilise global
emissions at levels which avoid the
risk of dangerous climate change



Source: Stern Review: 2006

Effects could transform physical and
human geography of planet



The Future with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s and risks

– construction - flood damage to buildings
– manufacturing - strict product standards
– retail - disruption to supply and customer demand
– chemical - impact on product demand and lifespan
– tourism - shift in destinations
– technology - increased obsolescence
– insurance - increased claims
– agriculture - drought impact on crops
– property - damage to investments
– health - increased disease
– transport - damage to infrastructure
– finance - impact on reputation



Political Response 
UN

Kyoto Protocol – UK target 12.5% GHG by 2008-2012
Bali Roadmap – negotiations framework for global deal by 2009

EU
20% GHG reductions by 2020 (30% if developed countries act)
10% GHG reductions by 2020 (on 2005 levels) for non-traded sector
Renewables target for energy use of 20% by 2020

UK
UK Climate Change Bill - 26% CO2 reduction by 2020, 60 – 80% by 2050

Scotland
Scottish Climate Change Bill - 80% emissions reduction by 2050.



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TS)



EU ETS What is It?

Key policy Introduced by Europe for member states to reach Kyoto Target 
of 8% below 1990 emissions levels

Schem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phases where each member state submits a 
National Allocation Plan (NAP) setting a cap on total emissions allowed

Use all or part of their allocation and have the flexibility to buy additional 
allowances or to sell any surplus allowances generated from reducing their 
emissions below their allocation.

Incentives for Carbon reductions v’s Penalising Carbon Inefficient Practice

Cover heavy industries such as:
Electricity generation; 
Iron & steel; 
Mineral processing industries such as cement manufacture; 
Pulp and paper processing industries
Petrochemical industries
Semiconductor



ETS cntd.
In 2007 Global Carbon Credit Trading doubled to US $70 Billion

Clean Development Projects ‘CDM’ Projects accounted for  551 
MtCO2e 

68 Developing countries participate in CDM projects

CDM /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account for 66% of Investments

If USA join ETS Scheme market would be worth $700 billion

ETS will extend its scope and coverage quickly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High % of trades are ‘voluntary’ NOT mandatory via ethical 
responsible companies



UK Climate Change Bill

• Announced late 2006 – post-Stern Review

• Draft Bill published March 2007

all UK administrations

• Re-affirming UK Government’s commitment

• Certainty for business planning

• Maximising UK’s leverage internationally



What Does the Bill Do?

• 60% reduction in carbon emissions by 2050 [Under review] (26% 
reduction by 2020. Upper limit of 32% dropped)

5 year Carbon Budgets

Establishes a 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 with UK remit to 
advise Governments

Provides powers to introduce new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s

Improve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to UK Parliament.



The Size of the Challenge



Not Easy - but recent UK analysis says its possible 



How can we reach 80% reductions?



The Options



Carbon Reduction Commitment (CRC)
Trading schemes (Schedule 2)

Established by Secretary of State (Arts. 36 - 47)
Could potentially apply to all sectors of industry (Art. 37)
Will carry penalties (Arts. 8, 18, 28, 29 and 30)

Carbon Reduction Commitment (CRC) has already been
designed

Applies to large, non-energy intensive commercial and public sector
organisations
Annual half-hourly metre electricity usage is > 6,000 MWh (£500,000 
electricity usage per year)
Covers 10% of UK economy-wide emissions
Excludes EU ETS and CCA emissions
Incentives for organisations to save money through energy efficiency



CRC Continued

Mechanics
Participants purchase allowances
corresponding to emissions then surrender each year
Expected to commence in January 2010

Allowances uncapped and sold at £12/tCO2
Phase One to commence in January 2013

Allowances capped and auctioned based on Carbon Budget
Revenue neutral?

Recycled to participants adjusted by bonus or penalty related to
performance in CRC league table

Strong penalties for non-compliance 



Beyond 2012

Beyond Kyoto
Bali Roadmap
UN Climate Summit in Copenhagen, 
November2009
US, China, India?
80-90%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Stable global carbon market
EU determination regardless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



Why should businesses be 
concerned?
Increased:

Regulation

Customer awareness

Costs of compliance

Risk of liability and increased costs of liability

Reputational risk



Summary

Climate Change is real live business threat

Plan now and take advantages of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with first mover advantages / manage and 
mitigate risks

Developed economies world wide will follow UK and 
implement climate change commitments via regulation
Carbon Management is a STRATEGIC BOARD level 
issue
Carbon Zone / ETC can help you begin your carbon 
journey



Carbon Management Project 

Carbon History 碳歷史

Carbon Emission Investigation碳盤查與減
量

Carbon Trade 碳交易

Carbon Management 碳管理



Carbon Emission Investigation 碳盤
查

1. 起始會議

2. 邊界設定

3. 排放源鑑別

4. 排放量計算

5. 數據品質管理

6. 文件化與記錄

7. 內外部查證

8. 盤查結果登錄



Carbon Management Project 

Carbon History 碳歷史

Carbon Emission Investigation碳盤查與減
量

Carbon Trade 碳交易

Carbon Management 碳管理



國際主要碳權購買國家國際主要碳權購買國家

46%

8%

15%

7%

21%

3%

日本 荷蘭 英國 西班牙 其他歐盟 其他國家

7%
4%

50%6%

13%

10%

3%
7%

日本 荷蘭 英國 西班牙

其他歐盟 義大利 奧地利 其他國家

20052005年年 20062006年年

日本
英國

國際主要碳權銷售國家國際主要碳權銷售國家

61%

12%

4%

6%

7%

3%
7% 0%

中國 印度 巴西 拉丁美洲

亞洲 非洲 其他國家 扇形區 8資料來源：World Bank(2007)

中國



認識碳資產-

碳排放交易市場構成介紹

清潔發展機制

(CDM)
聯合履行機制

(JI)
排放權交易

(ET)

非附件一國家

(開發中國家)

排放減量權證

(CER)
排放減量單位

(ERU)
排放權配額

(EUA)

配額交易

(現貨交易為主)

各國、企業金融

機構進行交易
歐盟排放權交易體系(EU ETS)：
ECX 交易所

歐州能源交易所(EEX)
北歐電力交易所(Nord Pool)
澳洲新南威爾斯交易所(NSW) 

簽署國家簽署國家

減量機制減量機制

排放權資產排放權資產

交易方式交易方式

交易中心交易中心

附件一國家

(已開發國家)

項目型交易

(期貨交易為主)



CERs價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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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歐電力交易所 Nord Pool Market

為世界最主要之排放交易所，交易狀況
2007/7/172007/7/17～～11/2111/21
CER 碳資產€ 18.05 /18.05 /噸噸



All quotes delayed by at least 25 minutes
Settlement (Sett) Price is a weighted average of trades during the daily settlement period 16:00- 16:15 hours GMT 
Volume (Vol) represents the total number of contracts traded, including screen-traded futures contracts and cleared bilateral contracts (EFP -
Exchange for Physical). One contract represents 1000 tonnes of CO2 allowances 
Open Interest will be published at 11:00 hours GMT for the previous business day                               <European Chimate 
Exchange: www.ecxeurope.com>

歐盟碳權交易所歐盟碳權交易所 ECX CFI ECX CFI MarketSnapshotMarketSnapshot

碳權價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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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A €23.8 //噸噸

CER € 23.8 //噸噸



綠能產業最新發展
1.(CDM)1.(CDM)清潔發展機制清潔發展機制︰︰是本世紀最重要的是本世紀最重要的綠色投資活動綠色投資活動，目前，目前

每年約有每年約有1,0001,000億美元億美元投資金額。投資金額。

2.2.投資項目投資項目︰︰以以環保環保、、綠色能源產業綠色能源產業項目投資為主。項目投資為主。

3.3.美國商業週刊美國商業週刊︰︰指出去年全球替代能源投資指出去年全球替代能源投資總額達總額達490490億美元億美元，，

比前年成長比前年成長62%62%。。

4.4.世界能源協會世界能源協會︰︰則預估至則預估至20102010年，全球替代能源市場可達年，全球替代能源市場可達6,2506,250億美元億美元20202020年年

將高達將高達1.91.9兆美元，兆美元，未來十年有三倍的成長空間。未來十年有三倍的成長空間。

5.EBI5.EBI研究公司研究公司︰︰預估預估20062006年全球環境污染控制產業規模高達年全球環境污染控制產業規模高達7,1557,155億美元，億美元，較較

20052005年成長年成長17.45%17.45%。。

6.6.經濟學人經濟學人︰︰20072007年年66月指出月指出，全球再生能源、生質能源及低碳技術的投資由，全球再生能源、生質能源及低碳技術的投資由

2004 2004 年的年的280280億美元，遽增為億美元，遽增為20062006年的年的710710億美元，億美元，增幅達增幅達 1.51.5倍倍

7.7.世界銀行世界銀行︰︰前首席經濟學家尼古拉斯前首席經濟學家尼古拉斯··施特恩施特恩1010月份公佈的一項關於氣候變化月份公佈的一項關於氣候變化

的經濟影響的研究稱，的經濟影響的研究稱，低碳能源市場到低碳能源市場到20502050年將價值年將價值50005000億美元。億美元。



未來景氣循環未來景氣循環----綠能產業綠能產業、、替代能源替代能源

9%

34%

13%

6%

5%

3%

7%

5%

2%

2%

13%
1%

能源效率 HFC N2O 水力
風力 生質能 CH4 LFG
動物廢棄物 其他再生能源 其他 植樹

資料來源：World Bank(2007),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7. 

CDM 減排
HFCs

CDM 減排
N2O水力

風力

生質能

甲烷

能源效率

LFG

其他

動物廢棄物

其他再生能源

植樹

未來景氣循環--綠能產業、替代能源
以 市場機制 來達成環保目標



市場商機市場商機--全球碳市場成長潛力高全球碳市場成長潛力高((一一))

一、一、成交量：2005年110億、2006年300億 (2.73倍成長)、2007年將可達270億(前三
季)、2008年～2012年將可達600億 (5.5倍成長)、 2012年開發中國家也可能加入，
2010年以前，僅納入監管的碳信用市場的交易額即可望達到682億美元( 約2兆多台
幣 )。

二、減排量︰※ 2008～2012年目標50億噸、2010～2030年目標300億噸(6倍成長)
2030～2050年目標500億噸 (10倍成長)。

※ IPCC《聯合國氣候公約》最新氣候變遷報告指出，全球必須立即
採取行動，讓氣溫增溫幅度限制在攝氏2度以內，要控制氣溫增加在2度以內，全球
二氧化碳排放量在未來五十年必須減少50%到85%之間。

三、需求量︰以目前至2012年為止，計需3,549百萬噸。

四、供給量︰可供給量為1,936百萬噸。

五、供需量缺口︰尚有 45%缺口需補足約1,613百萬噸，目前每年國際間成交減排
權，合約只能滿足市場需求10%。

六、排放量︰根據世界銀行估算，2012年前歐美等發達國家所需減排指標約為50億
至55億噸碳排放量，發達國家內部只能消化目標的一半，其餘一半則須通過“碳信
用”額度轉讓解決。



市場商機市場商機--全球資金挹注焦點全球資金挹注焦點 ((二二))

九、國內︰低碳概念基金2006年10月低國內第一檔投資替代能源、水資源及環境污染
控制三大產業的德盛安聯全球綠能趨勢基金甫一問世，深受歡迎，不到六個月，
募集額度已達上限328億元。

十、國外︰
※ 新成立的碳權基金2006年10月～2007年3月，短短半年多達12檔，累計全部
已達58檔。這12檔一共吸金47億美元，使得碳權基金規從71億美元增加至118億美
元，成長66％。
※ New Energy Fi-nance統計，美國去年有170億美元資金投入乾淨能源計畫，比
前年暴增89%。全球去年則投入490億美元資金，比前年成長62%。

十一、國際能源總署（IEA）︰就預估，全球替代能源市場產值將在2010年達到6250
億美元，是2005年的13倍，機會無窮。根據理柏資訊統計，近一年報酬率約30％
～40％，遠比傳統能源基金還高，波動幅度又比傳統能源基金低。

十二、美林、摩根士丹利投資銀行︰也分別計畫投資2億、30億美元，運用自己專業
，將碳權包裝成各式衍生性金融商品。雖然碳權基金前景看好，但至今並未以共
同基金方式對社會大眾募集，而是針對特定人士或企業，一般人除非有特殊管道
，否則根本無法投資。

十三、股神華倫巴菲特、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也投資替代能源產業、Google創辦
人佩吉和布林、昇陽共同創辦人柯斯拉（Vinod Khosla）、奇異的伊梅特和維京
集團執行長布蘭森，紛紛投入數千萬甚至數十億美元，搶攻綠色能源產業。



市場商機市場商機--國際國際主要碳基金主要碳基金 ((三三))

※世界銀行 –
1.PCF（原型碳基金）

20002000年年/4/4月月 1.451.45億億美元美元,,來來自于自于66個國個國家家 ((加拿大加拿大 、、荷蘭荷蘭、、芬芬
蘭蘭、、日本日本、、瑞典挪威瑞典挪威) ) 是目前是目前 CDMCDM最大買家最大買家

2.BioCF（生物碳基金） 20042004年年55月月1414日日 11億億美元美元

3.CDCF（社區發展基
金）

4.托管-意大利碳基金 20042004年年33月月 8,0008,000萬萬美元美元

5.托管-荷蘭碳基金 4,4004,400萬歐萬歐元元

※荷蘭CDM基金 5,0005,000萬歐萬歐元元

※德國KfW基金

※芬蘭CDM/JI計畫基金 20002000年年 2,0002,000萬歐萬歐元元

※歐洲碳基金（ECF) 11億歐億歐元元,,欧洲最大非公共碳基金欧洲最大非公共碳基金

※奧地利JI/CDM計劃 20032003年年 2.882.88億歐億歐元元

※日本溫室氣體基金JCF 20042004年年1111月月 1.41.4億億美元美元

※西班牙碳基金 20042004年年 最少購買最少購買34003400萬公噸萬公噸CO2CO2當量當量



荷銀能源基金

碳資產碳資產在國際金融市場的表現在國際金融市場的表現

美林世界能源基金

德盛安聯全球綠能



資源型基金資源型基金的市場表現的市場表現--受景氣循環、國家風險影響



CERs價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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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DEC-08 CERDEC-09

2008/1/12008/1/1起起違約方違約方開罰開罰€40~100/40~100/每每噸
例:進場點€ 14.88～40 價差25.12 獲利 37.2%

€ 100價差85.12 獲利148.8%

北歐電力交易所

2007/7/172007/7/17～～11/2111/21
CER 碳資產€18.05/18.05/噸噸

履創新高



相關網站連結
光合碳基金公司 http://www.ghcfund.eu

台灣碳排放交易推廣協會 http://www.teta.org.tw/
京華山一證券 http://www.cpy.com.hk/
Fortis(富通金融集團)Group http://www.fortis.com
英國GCC,Global Carbon Capital http://www.globalcarboncapital.co.uk/index.html

UNFCCC(聯合國氣候公約網站) http://unfccc.int/2860.php
中國清潔發展機制網 http://cdm.ccchina.gov.cn/web/index.asp

英國政府環保機關(Defra)  http://www.defra.gov.uk/
聯合國開放新網站促進CDM項目開發 http://www.cdmbazaar.net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http://e-info.org.tw/

全球碳交易所網站連結
歐盟碳排放交易中心 (EU ETS)下設有ECX
交易所
( 京都議定書機制 )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climat/emission.htm

北歐電力交易所 Nord Pool 
( 京都議定書機制 )

http://www.nordpool.no/marketinfo/co2-
allowances/allowances.cgi

芝加哥氣候交易所(CCX) 
(國內自願減排市場) http://www.chicagoclimatex.com/

澳洲新南威爾斯交易所(NSW)
(國內自願減排市場) http://www.nsw.gov.au/



Carbon Management Project 

Carbon History 碳歷史

Carbon Emission Investigation碳盤查
Carbon Reduction碳減量

Carbon Asset碳資產
Carbon Trade 碳交易

Carbon Management 碳管理



Carbon Management Programme

Effective corporate-wide Carbon Management requires 
an all encompassing aspects of the business and 
approaching the process with an ‘integrated’ strategy.

Carbon Zone’s ‘5 Pillar Plan’ addresses the entire 
spectrum of Corporate issues in a Corporate Carbon 
Management process.

Starting with a comprehensive GHG Protocol Audit 
to calculate baseline information from which to 
generate carbon reduction and carbon offsetting 
strategies



Carbon Zone’s 5 Pillar Plan



CDM Methodology: 
造林和再造林 (A/R)
Afforestation and Reforestation 



造林/再造林清潔發展機制（A/R CDM）相關實體

計畫參與方(Project participants, PP)
締約方國家(投資國、東道國) 

締約國認可的民間事業(企業、非政府組織)及其他公共機構

指定操作實體(Designated Operational Entities, DOE)

執行理事會(Executive Board, EB)

指定國家主管機關(Designated National Authorities, DNA)



造林/再造林清潔發展機制（A/R CDM）專有名詞

專有名詞 描述

植樹造林

(Afforestation)

指通過植樹、育苗、和/或促進自然再生，將至少
有50年處於無林狀態的地帶轉變為森林地帶且直接由
人類引起的活動。

重新造林

(Reforestation)

指在曾經有林但被改為無林的地帶，通過植樹、育
苗、和/或促進自然再生，將無林狀態改變為森林狀態
且直接由人類引起的活動。就第一個承諾期而言，依
締約方，因重新造林活動而增加的分配數量將限於
1989年12月31日以後處於無林狀態的地帶上的重新造
林。

森林

(Forest)

樹冠覆蓋率(或同等樹木水平)大於10％至30％；

面積大於0.05至1.0公頃的土地；

樹木在成熟時應能達到最低高度為2~5米。



造林/再造林清潔發展機制（A/R CDM）流程
申請的實體(AE)

執行理事會&締約方會議
(EB&COP/MOP)

指定操作實體(DOE)

指定國家主管機關(DNA)

計畫參與者(PP)

指定操作實體(DOE)

執行理事會(EB)

計畫參與者(PP)

執行理事會(EB)

排放減量權(CER)

指定操作實體(DOE)

計畫設計 Design

確認/註冊
Validation/registration

監測 Monitoring

核查/驗證
Verification/certification

發證 Issuance

認證/指派
Accreditation
/designation



確認程序（Procedures for validation ）



註冊程序（Procedures for registration）



確認與註冊表格

<http://cdm.unfccc.int/Reference/PDDs_Forms/Registration/reg_form01_v02.pdf>



核查程序（Procedures for verification)



A/R CDM執行準備

事前準備

選擇合作夥伴
其他國家(東道國)選定
夥伴組織(有利者)選定

現場調查

對象地點選定(土地利用、土地權狀、土地適合性)
概要設定
參加者的決定、角色分工
邊界設定、階層化
造林計劃投資成本及盈利預測

A/R CDM要求

基準和監測方法的應用
人為淨吸收量的估算
額外性的証明
環境影響調查；社會、經濟影響調查
利益相關者的評論

養護與管理 林地保護與管理法規的制定

申請程序 新方法學的提案、PDD的創建、A/R CDM手續申請流程

督導 整體業務的判斷



造林再造林計畫文件（CDM-A/R-PDD）內容

一般性說明

項目活動期限/減排量計算期

基準線和監測方法學的應用

人為淨溫室氣體匯清除量的估算

監測計畫

環境影響

社會經濟影響

利益相關者的評論

包含附件：1.項目活動參與方的資訊

2.公共資金的訊息

3.基準線資訊

4.新的監測計畫

<http://cdm.unfccc.int/Reference/PDDs_Forms/PDDs/PDD_form03_v04.pdf>



中國CDM項目週期所需時間

CDM實施程序
所需時間

一般規模項目 小規模項目

開發新方法學或EB通過 ＞六個月 一般不需要

編寫PDD 1～2個月 1～2個月

獲得發改委批准 ～1個月 ～20天

公眾評議 1個月 1個月

DOE審定 ～1個月 ～1個月

註冊 8週 4週

EPPA談判 ？ ？

合計 6 ～10個月 6 ～8個月



各國碳管理政策

080902



日本溫室氣體減量目標與策略

京都目標（2008~2012）：6％減量

日本近10年（1990~2004）溫室氣體排放成長6.5％



日本溫室氣體減量政策

1990年提出「地球溫暖化防止行動計畫」
二氧化碳排放量以於2000年降至1990年水準為目標，並廣泛的提出二氧
化碳抑制對策及以森林為吸收源等對策。

1997年6月日本經團連進行「產業環境自主行動計畫」
至2010年降至1990年之排放水準，2007年工業與能源轉換部門（35種）
CO2排放為5億458萬公噸，比1990年少1.5％。



日本溫室氣體減量政策

1997年12月成立「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本部」

統合推行具體實效的對策，以達京都議定書所承諾的目標。

1998年訂定「地球溫暖化推進大綱」
由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本部制定，以2010年為目標進行對策之研擬。

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事業團體和國民應進行之措施與努力方向皆有
相關基本事項之規定。

將政府各部門權責與以規範，以利將來政策措施之推動。

建立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依溫室氣體種類與排放源，分別估算
其既有與未來減量潛力，評估各部門減量目標與做法。



日本溫室氣體減量政策

2002年修訂「地球溫暖化推進大綱（簡稱新大綱）」
正式將京都議定書所規劃之減量目標，執行之政策措施，各部門之執行
作法，納入該法律內容。

追加對策減量6.5％，約81百萬噸CO2（指新大綱追加策略及其檢討修
正），包括依照能源、非能源、創新技術、氟碳化物、森林、國際排放
交易等訂定明確減量目標。

規劃2005年提出碳稅規劃方案。

2007年5月提出「美麗星球50（Cool Earth 50）」
三大原則：

所有排放國的參與

按照各國的具體情況提出不同要求，行動架構是靈活的

兼顧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



新大綱減量對策與減量目標

部門 對策 CO2減量（萬噸）

工業 工廠節能措施 6050

引進高效能工業鍋爐 110

技術開發與普及 150

住商 提升設備效率 3040

擴大標竿機器範圍 290

促進高效率熱水器的普及 110

削減待機電力的消耗 110

開發高效率照明設備及普及 180

建築物節能效率改善 3560

推進家庭能源管理系統 290

推進商業能源管理系統 770



部門 對策 CO2減量（萬噸）

運輸 改善車輛燃油效率 1390

推廣節能車輛 220

補助低公害車輛及普及 260

檢討巴士、卡車現行措施 110

改進營業車輛行駛模式 80

調整汽車需求 70

促進智慧型運輸系統 370

減少道路工事 40

改善交通安全設施 70

推廣使用替代運輸 340

強化鐵路運輸計畫 150

推廣海運運輸計畫 260

加強物流效率 470

加強鐵路運輸能力 30

現行措施的施行成效 290

縮短國際貨物陸上運送距離 180

推廣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520

鐵路電子商務效率 40

航空電子商務效率 110



日本溫室氣體減量政策

2005年4月啟動國內「自願性排放交易計畫」

試辦時間：2005/04-2007/05
第一年(2005/04~2006/03)：設備引進期，合計34家工廠參與，補貼
1/3設備費用，計算與驗證基準年(2002-2004年三年平均值)排放量。

第二年(2006/04~2007/03)：減量期，新增加58家參與，可以CDM/JI
的減量信用抵減。

第三年(2007/04~2007/08)：驗證期，考量允許既存設備改善計畫。





日本溫室氣體減量政策

2008年7月公佈「低碳社會行動計畫草案」

由首相福田康夫提出的「福田藍圖」開始進入具體實施階段，從措施、
行動日程、數值目標等方面。

太陽能發電：

在3~5年內將設備價格降至目前的一半（目前為200萬日圓至300萬日圓）
重新為購買住宅用太陽能發電設備的家庭提供補助（自2005年終止發放）
增加電力公司購買太陽能發電的電量

普及率：提出在2020年提高至目前的10倍，至2030年發展到目前的40倍
推進將二氧化碳封存到地下的捕捉及封存技術（CCS）的開發

2009年開始大規模驗證實驗
2020年實用化
到20世紀使處理一噸CO2的成本下降到1000多日圓（目前超過5000日圓）

核能建設：計畫興建中的13座核電站中，9座於2017年前投入使用
引進動電車等次世代汽車

對節能家用電器予以補助

2008年10月試行日本企業間的二氧化碳排放權交易制度



日本溫室氣體減量政策

後京都（2012年以後）
科技發展與擴散

短期措施：改善目前的BACT（Best Achievable Control technology）技術
中、長期：加強國際合作、採用新能源科技、能源科技創新

中、長期減量目標

利用PDCA方法有效降低溫室氣體排放量

定期評鑑減量進展

多樣性減量指標設定

應該允許不同國家設定不同減量指標（例如能源密集度或二氧化碳密集度）

沒有達到減量承諾國家不應接受處罰

透過各種型態倡議，加強公約架構的國際協商



韓國溫室氣體減量政策

1998年成立由總理領導的部會間委員會

含部長層級、次長層級和工作層級，下設五個工作分組，包括：談判分
組、能源與工業部門分組、環境部門分組、農業與森林分組、及研究與
開發分組。

2001年積極規劃交易排放制度

2005年7月成立「排放減量登錄中心」

由韓國能源管理公司(KEMCO)，負責系統操作，所有能源密集產業均需
要登錄(依據合理能源使用法) ，並鼓勵半導體及LCD產業自願性減量

目的：建構產業部門能力，以利排放交易與CDM計畫的參與。



韓國GHG減量計畫之登錄工作期程規劃



美國溫室氣體減量目標與策略

京都目標（2008~2012）：7％減量（未加入）

國內目標（2012）：18％溫室氣體密集度

美國近10年(1900~2004)溫室氣體排放成長15.8%



美國溫室氣體減量政策

1992年—能源政策法
包括行政部門向國會就全球氣候變遷政策報告的義務、最低成本能源策
略、於能源部下設立氣候保護組（Director of Climate Protection）、替
代政策評估、國家排放清冊、志願減量行動報告及創新環保技術移轉方
案。

1992年12月—全球氣候變遷國家行動方案

此行動方案評估美國溫室氣體的排放情勢，並彙整溫室氣體減量相關的
政府行動，當時會存在這些與溫室氣體相關的國內減量行動，主要仍是
美國因應節約能源及改善空氣污染問題行動的附加收獲，而非真正針對
溫室氣體減量工作所採取的行動，此行動方案強調以志願性減量行動為
主的行動。



美國溫室氣體減量政策

1998年 –氣候變遷技術行動方案

規劃5年內投入63億美元（約為每年投入12億6千萬美元），進行稅賦減
免及研究發展工作，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相關重點整理如下：

年內對購買高能源效率設備（如高燃料使用效率汽車、節能建築及汽
電共生發電機組）及使用再生能源（如太陽能）提供36億元額度的稅
賦減免。

5年內提供27億元進行研究發展，研究領域包括減少住宅、工業、運
輸及電力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減量技術、二氧化碳移除技術及再生能源
（如風力、太陽能、地熱、生質能及水力）技術等等。



美國溫室氣體減量政策

2002年推動「潔淨國內空氣品質」與「抑制全球氣候變遷」
推動排放交易，激勵潔淨技術創新

要求半導體與製鋁業及高溫室氣體排放產業削減溫室氣體排放量

建立全球共同標準的溫室氣體監測與登錄系統

促進再生能源與潔淨燃煤技術，以及發展核能

提升車輛燃料效率

提撥溫室氣體減量及科學研究經費

發展森林與農業的碳匯科技



美國溫室氣體減量政策

2005年8月簽署「2005年能源政策法」(The Energy Policy Act of 
2005) ，於2006年1月1號生效
目的：激勵節能產品的市場需求

內容：針對消費者與企業主購買節能、環境友善與高能源效率車輛、器
具、及建築物等，給予聯邦租稅減免

特色：

利用補貼措施，達到提高能源使用效率之目的

採行需求面補貼策略，透過「需求創造供給」，提高政策有效性

結合補貼與租稅抵減，具有高度誘因效果

補貼期效(兩年)稀少性效應(valid scarcity effect)，激勵民眾提前購買意願



美國2005年能源政策
項目 補貼內容

車輛 購買替代燃料、燃料電池及混合車輛可獲250~3400美元/輛所
得稅減免（依據效率與重量決定補貼額度）

家庭器具效率改善 能源效率窗戶、隔熱材料、門面、屋頂及冷/熱氣設備等，最
高可獲得500美元租稅抵減

太陽能光電板及熱水器可補貼30%費用

企業 企業購買混合車輛及裝置節能建築設備，可享用租稅抵減

生質柴油與

其他替代燃料

生質柴油與燃料酒精給予每加侖10%租稅抵減，生質柴油補
助上限為15百萬加侖，燃料酒精上限為30~60百萬加侖
裝置潔淨燃料加油設備補貼30%費用

建築物節能 裝置燃料電池及太陽能發電給予30%價格補貼

達到綠建築標準可獲得1.8美元/平方英尺補貼

資料來源：DOE(2006), The Energy Policy Act of 2005.



美國溫室氣體減量政策

2005年推動「亞太清潔發展與氣候夥伴關係」
美國已與14個國家與區域組織，建立氣候變化夥伴關係，進行200多項相
關計畫，包括潔淨能源科技以及GHG減排之政策措施。
與澳洲、中國、日本、南韓及印度成立「亞太清潔發展與氣候夥伴關
係」，發展環境友善科技，解決溫室效應問題。

2006年編制1.98億美元於多邊合作工作，包括：
氣候變化科技計畫：此計畫為一跨部門的計畫，目標是加速發展關鍵技
術以達到實質溫室氣體減量任務。

氣候變化科學計畫：此美國聯邦政府的跨部門計畫，目地是要深入研究
地球環境系統的自然及人為改變，透過觀測、瞭解和預測全球變遷，以
提供美國和國際決策的科學基礎。



德國溫室氣體減量目標與策略

京都目標（2008~2012）：8％減量

國內目標（2008~2012）：21％減量

德國近10年(1900~2004)溫室氣體排放降低17.2%



德國溫室氣體減量政策

1998~2002年—能源技術的研發
約提撥604百萬歐元於能源合理使用、再生能源及能源節約技術的研發。

2007年12月「2007年聯合氣候變遷暨能源計畫（Integrated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Programme）」
包含14項法律及規定的包裹法案（package）
能源效率方面：改善熱電聯產系統（Combined Heat and Power）、
改善能源工業關於放寬計量、改正節能法令報告與草案、潔能電廠、
採購高效率能源產品與服務指標。

可再生能源應用於電力與熱能部門：改善可再生能源、可再生熱能、
改善氣網通路（gas grid access）。
生質燃料：改善生質燃料限額、永續性、燃料品質、氫化技術。

運輸：根據污染源與二氧化碳排放改良車輛稅。

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化學品氣候保護。



英國溫室氣體減量目標與策略

京都目標（2008~2012）：8％減量

國內長期目標（2050）：60％減量

英國近10年(1900~2004)溫室氣體排放降低14.3%



英國溫室氣體減量政策

2003年制定「能源政策白皮書」
期望未來能源發展為建構低碳經濟。
維持穩定能源供應，推廣英國電力市場；亦希望到2010年前，全國有10％
的電力來自再生能源，並在2020年前國內再生能源比例提高到20％。

2007年3月推出「氣候變遷法草案（Climate Change Bill）」
要求每5年制訂碳預算，提供明確減排目標。
成立氣候變化委員會，提出建議與指導。
實施減排的相關措施，投資低碳技術及鼓勵節約能源等。

2007年5月宣佈碳減量承諾（Carbon Reduction Commitment, CRC）
建議強制執行總量管制及交易（cap and trade）機制，預計將要求
2000~5000家大型商業機構，包含每年電費超過50萬英鎊的銀行、超商、
連鎖飯店業、政府部門、大型地方行政建築等，降低排放量。
要求公共及私人大型非能源密集機構於2020年十每年減量1.1百萬公噸二氧
化碳。



英國溫室氣體減量政策
2008年1月提出「能源法」草案（Energy Bill）
具體內容如下：

離岸天然氣供給建設：為維持可靠的能源供應，加強離岸天然氣建設
的管理架構，並開放私營企業投資。

碳捕捉及儲存：創設管理架構使私營企業能夠投資於碳捕捉及儲存計
畫，碳捕捉及儲存將可減少碳排放高達90％。
再生能源：加強再生能源義務制度（Renewables Obligation），以
促進更好且更快速的再生能源調度；將增加英國電力混合的多樣性，
亦增進能源供應的可靠度，並降低電力部門的碳排放。

離岸再生能源、石油、天然氣設備的退役：加強法定的退役規定，將
政府的責任風險減到最小。

改進離岸石油及天然氣許可：改進許可規定將可改變商業環境，且
商業與管理改革部門（BERR）能更有效地完成管理工作。

核廢料及退役資金：確保新核能電廠的經營者具備可支應全部的退役
費用，以及核廢料管理成本的資金。

離岸電力傳送：修改權限使得離岸傳送許可更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