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度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量資訊 

一、企業對於溫室氣體排放之影響，或衝擊之程度：  

(一) 定義短期、中期和長期之時間範圍 

1. 短期：0~3 年 

2. 中期：3~10 年 

3. 長期：10 年以上 

(二) 企業受氣候變遷相關法規規範之風險   

1. 本公司為鋼鐵製造產業，屬能源密集及主要耗能產業，因此屬行政院環保署『公私
場所應申報溫室氣體排放量之固定污染源』公告之第一批公私場所應申報溫室氣體
排放量之固定污染源，對於法規規範須承擔符合性之風險。 

2. 溫室氣體減量法：在總量管制下，各企業分配到的碳排放額度將受到限制，必須
透過碳交易市場購買碳權，將增加企業營運成本。 

3. 空氣汙染防制法：空污標準漸趨嚴格，將增加企業營運成本。 

4. 能源稅條例：徵收燃料或能源稅，將增加企業營運成本。 

5. 產品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標準：產品碳排放標準漸趨嚴格，將增加企業營運成本。 

(三) 企業受氣候變遷之實質風險   

1. 本公司在鋼鐵產業上，扮演該產業供應鏈的製程角色。隨著溫室氣體會對氣候與
環境因子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在溫室效應的影響下，各種氣候變遷所產生的天然
災害，水旱災、風災頻率加高，災害強度及廣度也在變大中，一旦遭受災害，將
可能對本公司在掌握原廠貨源及對下游客戶交期營運上造成影響。 

2. 極端氣候：極端降雨造 成產能中斷。乾旱頻率增加，因缺水進行分區管制，影響
工業用水，造成產能中斷。 

(四) 氣候變遷提供企業之機會   

東和鋼鐵公司認為企業做好氣候變遷風險之管控，可提升企業競爭力，並創造機
會。因此，東和鋼鐵公司持續進行節能減碳相關計劃，為公司帶來的機會如下： 

1. 法規面之機會： 

(1) 行政院環保署為鼓勵在實施「溫室氣體減量法」之前即自願從事溫室氣體減量活
動之企業，特別訂定溫室氣體先期減量專案，經過驗證、申請與審核等程序
後，給予該企業減量額度，使其可自行運用於其未來之溫室氣體排放抵減或碳
交易。東和鋼鐵公司於民國九十二年起，即開始自願性地進行溫室氣體減量，
十多年來已減少四十四萬噸二氧化碳當量溫室氣體排放。 

(2) 電爐鋼之碳排放強度僅約高爐—轉爐鋼的 1/5 強，若實施徵收碳稅之措施，相
對於高爐—轉爐鋼而言，電爐鋼反而較具競爭力。 



 

2. 產品面之機會： 

氣候變遷已使建築鋼材面對未來環境災害的衝擊的客戶訴求，亦為東和鋼鐵公司
國際客戶要求之一。東和鋼鐵公司持續推進高階 SN鋼材製程技術，使東和鋼鐵產
品更能符合未來抗拒天然災害的條件降低消費群的損失，保障人與環境的安全。
基於此，我們期待客戶對於東和鋼鐵公司之產品與服務將更為滿意。 

(五) 企業（直、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註明盤查範疇及時間），及是否通過外部驗證  

公私場所名稱：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苗栗廠、高雄廠（三廠合計） 

盤查期間： 自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盤查範疇： 範疇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二（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生質燃燒 CO2排放 

GWP 值採用 IPCC 2007 年第二次評估報告數據  

三廠溫室氣體總量：817,896 公噸二氧化碳當，包含 

−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排放：184,913 公噸二氧化碳當 

−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二）排放：632,982 公噸二氧化碳當 

外部驗證機構：台灣衛理國際品保驗證（股）公司（BV） 

查證聲明日期：2020 年 5 月~ 2020 年 6 月（三廠不同） 

公私場所名稱：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盤查期間： 自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盤查範疇： 範疇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二（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生質燃燒 CO2排放 

GWP 值採用 IPCC 2007 年第二次評估報告數據  

全廠溫室氣體總量：441,336  公噸二氧化碳當，包含 

−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排放：66,156 公噸二氧化碳當 

−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二）排放：375,180 公噸二氧化碳當 

外部驗證機構：台灣衛理國際品保驗證（股）公司 （ BV ） 

查證聲明日期：2020 年 6 月 14 日 

公私場所名稱：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廠 

盤查期間： 自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盤查範疇： 範疇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二（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生質燃燒 CO2排放 

GWP 值採用 IPCC 2007 年第二次評估報告數據  

全廠溫室氣體總量：349,699 公噸二氧化碳當，包含 

−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排放：103,288 公噸二氧化碳當 

−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二）排放：246,410 公噸二氧化碳當 

外部驗證機構：台灣衛理國際品保驗證（股）公司（BV） 

查證聲明日期：2020 年 6 月 29 日 



公私場所名稱：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盤查期間：自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盤查範疇： 範疇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二（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生質燃燒 CO2排放 

GWP 值採用 IPCC 2007 年第二次評估報告數據  

全廠溫室氣體總量：26,861 公噸二氧化碳當，包含 

−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排放：15,469 公噸二氧化碳當 

−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二）排放：11,392 公噸二氧化碳當 

外部驗證機構：台灣衛理國際品保驗證（股）公司（BV） 

查證聲明日期：2020 年 5 月 7 日 

二、溫室氣體管理之策略、方法、目標等：   

(一) 因應氣候變遷或溫室氣體管理之策略   

1. 積極參與氣候變遷相關之國際倡議活動 

將國際倡議活動（EPD、CDP、TCFD）所關切的重點以及評估準則，納入公司
制定環境及溫室氣體政策時的考量，以便契合及回應國際主流意見的要求。 

2. 氣候法規風險策略： 

世界各國對於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的法規或協定愈來愈多，也愈來愈嚴格。這些法
規除了要求企業須定期揭露溫室氣體相關資訊外，亦限制其排放量；與此同時，
許多政府正在研議開徵碳稅或能源稅，全球生產所需原物料與能源的價格也逐年
提高，而這些都將提高企業的生產成本。東和鋼鐵公司持續關注國內外法規變
化，了解法規趨勢，做好及早因應之準備；又積極透過產業公會組織與政府溝
通，對法規修定提出建議使其更為合理與適用。 

3. 氣候災害風險策略： 

全球溫室效應產生氣候異常而帶來更劇烈的風災、水患與乾旱，其發生的頻率愈
來愈高，將對企業營運造成相當的衝擊。東和鋼鐵公司認為管控氣候風險應兼顧
減緩與調適，結合政府、民間與產業共同面對它。因此，做好公司內部與上下游
供應商工廠基本減碳與節水措施，期能整合政府與公司資源預為準備，一旦發生
洪水、乾旱等災害可以將損失降至最低。東和鋼鐵公司為了確保電力與水穩定供
應，積極配合政府推動節電、節水措施，共同解決短期供應與調配應變等問題。 

4. 其他氣候風險策略： 

氣候變遷也對全球供應鏈造成壓力，包含節能減碳壓力與天災預防之需求。鋼鐵
公會也積極推動鼓勵鋼鐵產業參與溫室氣體自願減量，而東和鋼鐵公司對此也都
高度關注。東和鋼鐵公司不但每年積極推行減量措施，並進行溫室緝體盤查及揭
露產品探足跡排放資訊，同時要求與協助上下游主要供應商建立溫室氣體盤查制
度、致力減量活動，每年也必須做溫室氣體外部查驗，以及配合環保署比對溫室
氣體數據驗證作業，按規定申報溫室氣體排放與減量資訊給環保署，每年取得驗
證公司查證結果之聲明書，有助於東和鋼鐵公司推展國際市場之開拓。 

 



(二) 溫室氣體排放量減量目標  

依照 CSR 報告書上之溫室氣體排放強度定義，以 108年實際排放強度為基準，規劃
短、中期之減量目標。 

短期目標(110 年~112 年)：排放強度較 108 年減量 1% 

中期目標(113 年~119 年)：排放強度較 108 年減量 2%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目標 

 桃園廠 苗栗廠 高雄廠 

年度 噸 CO2e/公噸成品產量 

108 年 0.405 0.482 0.195 

短期目標 110~112 年 0.401 0.477 0.193 

中期目標 113~119 年 0.397 0.472 0.191 

主要策略為推動各項節能減碳計畫，採用低碳燃料，以及持續研究各種最佳可行性
技術在公司內落實之可行性等。 

(三) 溫室氣體排放量減量之預算與計畫   

1. 電爐集塵風車馬達於夜間時段降轉速。 

2. 提高鋼液回收率。 

3. 加熱爐由燃燒重油改為 NG、重油雙燃料。 

4. 宣導節能節水政策，以達間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設定空調溫度及時間管控，提
倡隨手節電 1%。 

5. 改善設備、選用高效率馬達，提升製程耗能改善，導入 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 

6. 配合產業公會積極參與溫室氣體自願減量。 

7. 苗栗廠加熱爐低碳燃料替代(重油轉換天然氣)案已於 108 年 4 月完成，並已於 108

年 9月獲得環保署溫室氣體抵換專案註冊通過，預估十年可獲得減碳額度 188,370 

公噸 CO2。 

(四) 企業產品或服務帶給客戶或消費者之減碳效果   

1. 氣候變遷已使節能減碳成為鋼鐵產業的主要訴求，本公司積極解決降低能源耗用
方案，望能在節能減碳產品投入盡一己之力，以期提供技術使相關產業產品在能
源消耗上能更節約耗用、更有效率並能降低成本。 

2. 東和鋼鐵為電爐煉鋼，以溫室氣體排放強度而言，電爐煉鋼僅為高爐-轉爐煉鋼的 

1/5強，在建築結構用鋼材無法以其他更具經濟效益的材料取代之前，選擇溫室氣
體排放相對低的電爐鋼是全球目前的趨勢，客戶選用東和鋼鐵之產品即具有減碳
之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