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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計畫執行報告

一、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
(一)計畫目的與預期成效

1.目的
過去十多年來，氣候變遷已造成企業直接的損害或潛在的風險，並
對企業投資與管理的策略造成重大的影響。面對這項全球氣候變遷所
帶來的威脅，國際間除了制定產品碳足跡之計算標準外，國際大廠也逐
漸要求標示產品於其全程生命週期間所產生的全球暖化衝擊。惟此類
標示涉及各國對於綠色產品之認定與評定方式不同而有所差異，如此
不僅導致產品製造商與其相關的供應鏈廠商為符合各國不同綠色產品
標準與標示之成本大增，也造成消費者採購綠色產品時之困惑。歐盟因
此於 2013 年 4 月通過單一市場綠色產品政策，將「碳足跡」的單一環
境衝擊延伸為考量整體環境衝擊的「環境足跡」並進行試行計畫。結束
後預期將可產生具備國際指標性之環境標誌與宣告方式。並成為各國
綠色產品行銷所必須遵循之規範，對於以綠色產品訴求行銷歐盟之我
國產品將產生重大衝擊。
目前資源永續性議題持續發燒，從經濟面向分析物資使用效率，同
時兼顧資源整合、環境及廢棄物資源化等功能的物質流成本分析技術，
正提供了產業在永續資源進程上最佳的管理作法。物質流成本分析的
觀念、模式及做法在歐盟與日本已實施多年，近年來在亞洲生產力組織
舉辦之研討會等相關活動，包括：印度、馬來西亞、越南、泰國、伊朗…
等亦擴散運用中。
面對此波國際重視綠色產品的潮流，再加上國際企業日益重視碳
揭露、產品碳足跡、產品環境資訊標示及資源永續性等議題，我國產業
界亦感受到此股壓力，以外銷為導向的產業在國際產品供應鏈體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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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鍵地位，惟供應鏈體系廠商因多數屬中小企業，人才培育與資訊蒐
集的能力普遍不足，面對國際採購大廠與主要銷售通路要求揭露產品
環境資訊之壓力，亟需政府提供專業輔導資源，才能有效地符合國際客
戶要求。
現階段對於產品碳足跡盤查、第三類產品環境宣告、清潔生產中衛
體系、溫室氣體盤查輔導等相關計畫的推動，我國產業界已經具備碳足
跡相關的經驗與技術，環境足跡所需的資訊範圍較廣，如查驗證需求，
均需要調整修正國內的生命週期盤查技術及擴充現有環境資訊資料庫。
此外針對將來可能出現之產品環境衝擊結果溝通方式，亦需要調整現
有計畫之必要，並協助企業檢視製程減量與降低成本的最佳機會。
因應此項國際發展趨勢，並落實產業節能減碳，工業局持續協助我
國產業建構產品環境足跡盤查與計算之基礎能力，整合資源、環境及廢
棄物等管理功能，導入資源永續物質流成本分析技術，以期與歐盟單一
市場政策接軌，建立產品環境衝擊評量指標，促進產品環境化設計/行
銷，從經濟面向分析物質使用效率，並針對可能受出口貿易影響的產業，
採中衛體系模式輔導業者建立計算產品環境足跡的機制，以整合上中
下游之綠色供應鏈管理，協助業者符合國際大廠的產品環境足跡揭露
要求。另外，透過物質流成本分析方法、溯源減廢，協助企業減少成本、
增加利潤，同時達成資源利用效率極大化、環境衝擊影響極小化的雙重
效益。

2.預期成效
本計畫之目標主要涵括下列六項：
(1) 整合產業上、下游供應鏈關係，建立綠色供應鏈體系之環保形象，
協助業者符合國際採購大廠之產品環境資訊揭露要求。
(2) 以中衛體系模式，擴散對中小企業之產品生命週期環境衝擊盤查基
礎能力建構之輔導。
(3) 掌握我國製造業對產品環境足跡輔導需求，建立輔導擴散機制，奠
定未來整體工作推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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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立低碳產品評量指標，促進產品低碳化設計/行銷，從經濟面向分
析物質使用效率，提升產業低碳資源生產力，使經濟成長與還竟損
害脫鉤。
(5) 掌握國內外發展趨勢，強化業者對產品環境足跡議題認知，健全我
國推動產品環境足跡工作，與歐盟單一市場政策接軌之配套機制。
(6) 藉由物質流成本分析方法、塑源減廢，協助企業減少成本、增加利
潤，同時達到資源利用效率極大化、環境衝擊影響極小化的雙重效
益。

3.實際達成與原預期差異說明
無差異。

(二)計畫架構(含樹狀圖)
延續前一期「製造業產品碳足跡輔導與推廣」計畫成果，持續因應
國際趨勢，未雨綢繆，妥善協助業者建置一套能與國際接軌的「環境足
跡」制度，做好企業的後盾。
1. 規劃定位：
提升產業綠色競爭力，促進永續經營之經濟面效益
2. 總目標：
(1) 輔導產業建置積極性的產品環境資訊揭露能力，減少貿易障礙
(2) 整合產業供應鏈，輔導業者符合國際採購大廠之環境足跡/碳足跡
標示要求，促使廠商降低產品環境衝擊
(3) 量化產品全程生命週期的物質流成本，並逐步落實產業減碳及生
產綠色產品，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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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策略藍圖
歐盟 Pilot phase(2013‐2016)

因應緣由
目標

主軸

議題

永續資源

循環經濟政策

循環經濟政策

FY104

FY105

FY106

FY107

PEF/MFCA

示範輔導 PEF/MFCA

2.經濟與環
發展工具
保雙贏的物
質流與成本
教育訓練
節省分析
人才培訓
國際交流

整體成效

收集資訊‐衝擊指標並工具 收集資訊‐PEFCR 及 PEF 報
精進
告格式

環境整合性政策蒐集

自然資本評估/永續物料管 自然資本評估應用/永續物
理
料管理應用

持續示範輔導 PEF/MFCA

持續示範輔導 PEF/MFCA

MFCA 診斷

示範輔導

宣導推廣

收集資訊‐衝擊指標並工具
化本土應用

建立規範及 建立臺灣產品 PCR 及 持續建立臺灣產品 PCR 及基 持續建立臺灣產品 PCR 及 持續建立臺灣產品 PCR 及
係數
基礎原物料碳係數
礎原物料碳係數
基礎原物料碳係數
基礎原物料碳係數
永續理論及
策略

1.產品未來
進入歐盟的
綠色身份證
(環境足跡)

政策擬定之可能性討論

永續資源
國際資料收
收集資訊‐衝擊指標
集

能力建立

技術小組評估與同儕審查

持續示範輔導 PEF/MFCA

MFCA 能力診斷
開發工具‐PEF 基本流盤查表

開發工具‐精進 PEF 基本流
盤查表

MFCA 整理及計算表

MFCA 整理及計算表應用

從碳足跡到環境足跡

PEF 演算與系統化管理

MFCA 理論及應用

MFCA 定義、執行及查證

MFCA 實際演算

MFCA 演算與系統化管理

MFCA

MFCA

MFCA

PEF/MFCA

產業座談會

產業座談會

產業座談會

產業座談會

推廣說明會

推廣說明會

推廣說明會

推廣說明會

網站(PEF/MFCA)

網站(PEF/MFCA)

網站(PEF/MFCA)

網站(PEF/MFCA)

環境足跡(PEF)：進入歐盟產品可具備符合要求的環境足跡宣告
物質流與成本節省分析(MFCA)：促進企業節省達投入成本 10 倍以上，並納入清潔生產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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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動架構：

國際接軌，健全
推動環境足跡/
碳足跡配套機制。

塑造產業環境衝
擊資訊揭露之優
良環境。

強化產業上、下
游供應鏈體系物
質永續管理。

發展綠色低碳產
品，實質減量。

5. 重要技術關聯圖：
本計畫主要分為基礎能力建構、示範輔導、宣導推廣等三大主軸，
技術關聯圖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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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能力建構
示範輔導
*物質流成本分析應用與國際
交流
*研析 自然 資本 評估 應用
於環境足跡改善績效方法

*產業產品環境足跡輔導
*物質流成本分析示範輔導

>研析與建立產業層級物質
流分析工具
*歐盟環境足跡相關管理規則
對國內產業影響之因應

*產品環境足跡示範輔導
*產業物質流成本分析輔導

>研析物質循環度指標推動架
構及應用模式

*示範輔導遴選與管理

*物質流成本分析國際發展
趨勢應用

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
與資源永續推動計畫
+擴增與維護產品環境
足跡資訊專區
+配合本局相關行政措
施與活動辦理
*環境足跡與物質流成
本分析推廣

宣傳推廣

(註) 科技成熟度之標註：
+：我國已有之產品或技術
*：我國正發展中之產品或技術
>：我國尚未發展之產品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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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主要內容

1.規劃內容
分項 1：「產品環境資訊揭露能力建構」
1.1 歐盟環境足跡相關管理規則對國內產業影響之因應
1.1.1 研析歐盟環境足跡發展資訊
1.1.2 辦理 1 場次專家諮詢會議
1.2 物質流成本分析應用與國際交流
1.2.1 辦理 1 場次為期 3 天之物質流成本分析國際交流活動
1.2.2 邀請日本專家針對本年度物質流成本分析輔導廠商進行技
術指導至少 2 場次
1.3 研析自然資本評估應用於環境足跡改善績效方法
1.4 研析物質循環度指標推動架構及應用模式
1.4.1 研提 1 項產業及產品執行物質循環度分析
1.4.2 依上述示範產品探討提升物質循環度方向，並佐以特定環
境足跡監控成效
1.5 研析與建立產業層級物質流分析工具
1.5.1 配合政策重點關注產業研提並篩選關鍵物料執行項目
1.5.2 依上列選定產業建立 1 項供應鏈關鍵物料之物質流產業練
分析模式
1.6 物質流成本分析國際發展趨勢應用
1.6.1 精進物質流成本分析計算工具應用
1.6.2 研析物質流成本分析國際標準發展趨勢

分項 2：「環境足跡與物質流成本分析輔導」
2.1 產業產品環境足跡輔導：依產業類別輔導 3 項產品進行產品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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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跡計算
2.2 產品環境足跡示範輔導
2.2.1 完成 4 個產品環境足跡示範輔導案之遴選作業
2.2.2 示範輔導案進度管理與配合措施
2.2.3 示範輔導案啟始與溝通會議
2.2.4 每案邀請 1 位專家赴受輔導廠商進行現場查訪，作成查訪
紀錄
2.2.5 每案應取得 ISO 14025 或 ISO/TS 14067 或 ISO 16759 查證聲
明書
2.3 產業物質流成本分析輔導：依產業類別輔導 3 家廠商進行物質流
成本分析
2.4 物質流成本分析示範輔導
2.4.1 完成 6 個物質流成本分析示範輔導案之遴選作業
2.4.2 示範輔導案進度管理與配合措施
2.4.3 示範輔導案啟始與溝通會議
2.4.4 每案邀請 1 位專家赴受輔導廠商進行現場查訪，作成查訪
紀錄
2.4.5 每案物質流成本分析結果應取得 ISO 14051 或 ISO 14052 查
證聲明書（即：碳足跡）應通過合理保證等級之第三方外部
查證。

分項 3：「宣導與推廣」
3.1 環境足跡與物質流成本分析推廣
3.1.1 辦理 6 場次物質流成本分析講習會
3.1.2 辦理 2 場次產品環境足跡推廣說明會
3.1.3 辦理 2 場次物質流成本分析推廣說明會
3.1.4 辦理 4 場次產品環境足跡或物質流成本分析現場觀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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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持續維護與更新「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資訊專區」網
頁
3.3 配合本局相關行政措施與活動辦理
3.3.1 配合本局節能減碳活動辦理計畫之輔導成果發表
3.3.2 配合本局行政措施，定期提送季報、期中報告、期末報告及
會計報表，即時提供簡報資料、統計資料、新聞稿、致詞稿、
宣傳稿、說明資料，協助辦理及出席與本計畫有關之各項會
議，支付相關費用
3.3.3 派駐本局專職人力 1 員，於計畫執行期間駐局擔任計畫聯
絡窗口，協助執行本計畫各項行政作業及本局交辦相關事
項。需具國內或國外大學(含)以上學歷，並提供工作需要之
電腦設備及必要周邊設施
3.3.4 配合本局辦理之環保、節能減碳、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
等相關活動
3.3.5 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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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際執行方法
(1)查核點達成情形
查核點

1‐1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選定1項關鍵物料執行 於107年4月20日辦裡關鍵
物料執行優先序位項目審
項目
2018/06/30
查會議，選定今年度執行項
目「鎂」

1‐2

完成1場次物質流成本 於107年9月18日至20日辦
理物質流成本分析國際交
分析國際交流活動
流活動，邀請日本MFCA專
2018/11/30
家國部克彥教授與天王寺
谷達將副教授來台與各界
進行技術交流

1‐3

完成1份自然資本評估 已完成1份自然資本評估應
2018/11/30 應用於環境足跡改善績 用於環境足跡改善績效方
效方法報告
法報告

1‐4

完成1份供應鏈關鍵物 已完成1份供應鏈關鍵物料
2018/11/30 料之物質流產業鏈分析 之物質流產業鏈分析模式
報告
模式報告

1‐5

完成1場次專家諮詢會 於107年11月15日辦理1場
2018/12/16 議
次專家諮詢會議

1‐6

完成1份歐盟環境足跡 已完成1份歐盟環境足跡發
2018/12/16 發展資訊報告
展資訊報告

1‐7

完成1份物質循環度指 已完成1份物質循環度指標
2018/12/16 標推動架構及應用模式 推動架構及應用模式報告
報告

1‐8

完成1份物質流成本分 已完成1份物質流成本分析
2018/12/16 析計算工具
計算工具

1‐9

完成1份物質流成本分 已完成1份物質流成本分析
2018/12/16 析國際標準發展趨勢報 國際標準發展趨勢報告
告

2‐1

完成4個產品環境足跡 於107年3月1日完成環境足
2018/03/31 示範輔導案之遴選
跡示範輔導遴選

2‐2

2018/03/31 完成6個物質流成本分 於107年2月26日完成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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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析示範輔導案之遴選

查核點達成情形
流成本分析示範輔導遴選

2‐3

產品環境足跡示範輔導 完成4場次產品環境足跡示
2018/08/31 案完成4場次外部專家 範輔導案外部專家現場查
現場查訪紀錄
訪紀錄

2‐4

物質流成本分析示範輔 完成6場次物質流成本分析
2018/09/30 導案完成6場次外部專 示範輔導案外部專家現場
家現場查訪紀錄
查訪紀錄

2‐5

產品環境足跡示範輔導
案完成4項產品獲得ISO
2018/11/30 14025或ISO/TS 14067或
ISO 16759查證聲明書

2‐6

物質流成本分析示範輔 於107年10月25日完成6項
導案完成6項產品獲得 產品獲得ISO 14051:2011查
2018/11/30 ISO 14051:2011 查 證 聲 證聲明書
明書

2‐7

完成3份產品生命週期 於107年11月20日完成3份
2018/12/16 評估報告書
產品生命週期評估報告書

2‐8

完成3份物質流成本分 於107年10月26日完成3份
2018/12/16 析報告書
物質流成本分析報告書

3‐1

完成派駐工業局專職人 於107年1月1日完成派駐工
2018/01/31 力1員
業局專職人力1員

3‐2

完成第一次專案計畫執
行進度報告及繳交委辦
2018/05/10 資訊系統（含網站）管
理暨資安檢核表

3‐3

2018/07/15

3‐4

完成第二次專案計畫執
行進度報告及繳交委辦
2018/09/10 資訊系統（含網站）管
理暨資安檢核表

3‐5

完成辦理6場次物質流 於107年6月12日、6月22日、
成本分析講習會
8月1日、8月8日、9月6日及
9月13日完成辦理6場次物
2018/11/30
質流成本分析講習會，共計
81人次參訓

於107年11月9日完成4項產
品 獲 得 ISO 14025 或 ISO/TS
14067或ISO 16759查證聲明
書

於107年5月9日完成第一次
專案計畫執行進度報告及
繳交委辦資訊系統（含網
站）管理暨資安檢核表

完成期中執行成果報告 於107年7月13日完成期中
執行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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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7年9月7日完成第二次
專案計畫執行進度報告及
繳交委辦資訊系統（含網
站）管理暨資安檢核表

查核點

3‐6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完成辦理2場次產品環 於107年5月29日及9月5日
完成辦理2場次產品環境足
境足跡推廣說明會
2018/11/30
跡推廣說明會，共計46人次
參與

3‐7

完成辦理2場次物質流 於107年3月29日及8月15日
完成辦理2場次物質流成本
成本分析推廣說明會
2018/11/30
分析推廣說明會，共計84人
次參與

3‐8

完成辦理4場次產品環 於107年3月30日、5月23日、
境足跡或物質流成本分 8月30日及10月31日完成辦
理4場次產品環境足跡或物
2018/11/30 析現場觀摩活動
質流成本分析現場觀摩活
動，共計186人次參與

3‐9

2018/11/30

3‐10

完成維護更新「製造業 於12月16日完成維護更新
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永 「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與
2018/12/16 續資訊專區」網頁（造 資源永續資訊專區」網頁
訪人次達6萬人次以上） （造訪人次達21.8萬人次以
上）

3‐11

完成辦理1場次計畫輔 於107年11月30日完成辦理
「2018產業溫室氣體減量
導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暨綠色技術與工
2018/12/16
程實務研討會」
，共527人次
參與。

3‐12

繳交委辦資訊系統（含 於12月16日完成繳交委辦
2018/12/16 網站）管理暨資安檢核 資訊系統（含網站）管理暨
表
資安檢核表

完成期末執行成果報告 於107年11月30日完成期末
執行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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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項目實際執行情形說明
分項 1：「產品環境資訊揭露能力建構」
1.1 歐盟環境足跡相關管理規則對國內產業影響之因應
在 ISO 14040 標準中的生命週期評估之階段已有提示，LCA 可以直
接做為產品研發與改善、策略規劃、公共政策制定、及市場行銷等等，
以生命週期評估技術做為降低產品環境衝擊設計，如做為產品生態設
計（Eco‐design）工具，而歐盟率先準備將 LCA 作為公共政策制定的工
具‐以 LCA 完成產品的「環境足跡」
，作為綠色採購的「綠色產品」的方
法鋪路。由於相關的技術門檻較高，要有能被產業、消費市場認同的可
行方法，其於 2013‐2017 的 pilot study 已經告一段落，並於 2018 年三
月舉辦 pilot study 最終研討會彙總成果及展望未來，且 2018 年初於環
境足跡的官網公告了下一階段的研究對象產品，並廣邀相關產業參與，
一同探討產品的 LCA 規則。以下針對目前所收集資訊進行說明。
1.1.1 研析歐盟環境足跡發展資訊
2013 年 4 月 9 日時，執委會提出一份名為『建構綠色產品單一市
場』
（Building the Single Market for Green Products）的函示，歐盟為了
令綠色產品政策於歐盟境內一致，避免各會員國各自發行碳足跡標籤，
於 2013 年 4 月開始推動「單一市場綠色產品政策（the Single Market for
Green Products Initiative）」，並不僅只考慮單一項的碳足跡，更擴及較
完整的環境衝擊指標，擬推出「產品環境足跡（Product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PEF）」的綠色採購規範，歐盟期望未來歐盟市場將採用統一
的方法評估綠色產品，實踐以生命週期評估展現環境衝擊等級的原則
（如：透明性、可靠性、完整性、可比較性）
，從而建立統一的綠色產
品市場，減少消費者採購綠色產品時之困惑。而「產品環境足跡（PEF）」
這歐盟的專用名詞將成為下一波重要的綠色產品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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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環境足跡的制度將催生第三類的環境標誌與宣告方式，將使
產品的 PEF 宣告成為正式的綠色產品採購規範，對於以綠色產品為訴
求的綠色貿易將產生重大影響。國內產業必須對其有所了解，才能及早
的準備、正確的準備。以下概略說明綠色產品單一市場的背景、目標及
發展階段，以及目前的相關資訊，做為未來計畫推動參考。
一、 已公告 11 份 PEFCR
歐盟在 2013‐2017 共推動兩波 27 項產品（後有 4 項產品暫停）的
「試行計畫（pilot study）」
（如表 1）擬定各項產品的 PEFCR （Product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Category Rule）
，試行計畫已在 2017 年底結束，
各 PEFCR 陸續進入最終草案階段，至 2018 年 10 月有 11 份 PEFCR 已完
成並公告於歐盟網頁。
表 1、歐盟試行階段推動 21 項產品環境足跡及 2 項組織環境足跡 PCR
項次
英文名
中文翻譯名
已完成

電池和蓄電池
1 Batteries and accumulators

裝飾塗料
2 Decorative paints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Hot and cold water supply pipes
Household detergents
Intermediate paper product
IT equipment
Leather
Metal sheets
Footwear
Photovoltaic electricity generation
Thermal insulation
T‐shirts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Beer
Dairy
Feed for food‐producing animals
Olive oil
Packe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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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熱水管
家用洗滌劑
中間紙製品
IT 設備
皮革
金屬片
非皮製的鞋子
太陽光能發電
保溫
T‐shirts
不斷電電源
啤酒
乳製品
食用動物飼料
橄欖油
包裝水









項次
19
20
21
22
23

英文名

中文翻譯名
義大利麵
寵物食品(貓、狗)
葡萄酒
零售業
銅製品業

Pasta
Pet food (cats & dogs)
Wine
Retailer sector
Copper sector

已完成




 因應方式：選擇銷歐產品之 PEFCR 翻譯、整理，並提出其中技
術性較高的內容應有克服方案，並遴選國內廠商依 PEFCR 輔導
其產品完成 EPD 報告。
二、 提供資料庫使用網頁
即使本計畫並無出國經費，工研院主管仍支持提供經費前往歐盟
比利時，參加 4/23‐4/25 於布魯塞爾舉辦的試驗階段最終研討會（Final
conference of pilot study）
，以了解現階段成果及未來要求內容及時程對
國內業界的影響，以及工業局計畫未來的推動重點。
於 PEF 的 pilot study 階段已經由許多產業參與產品類別規則擬定，
也因此歐盟擬建立 Life Cycle Data Network （LCDN）並依請 LCA 資料庫
公司於網上提供資料庫的分享(8,000 筆資料庫)，供屬於這 23 個產業業
者計算 PEF（產品環境足跡）/OEF（組織環境足跡）使用。這 8,000 筆
資料是分散於多個節點（node）
，也就是多個單位支持歐盟 PEF 所組成
的資料庫，且僅能在網上使用，為了使用上的正確性，歐盟未來也規劃
聘請顧問公司建立 check tools（如 Look@LCI）。
實施 PEFCR 和 OEFSR 時使用的輔助數據可在以下 7 個生命週期數
據網絡節點上使用：


Representative products and organisations（Node of the JRC.
Includes also a dataset on grapes）



Feed datasets（Node of Blonk Consultants）



Chemicals（Node of Ecoinvent）



Chemicals for paints（Node of CE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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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and transport, packaging, metals, end of life, incineration,
plastics, electronics and data gaps（Node of Thinkstep）



Additional datasets on glass（FEVE）



Agrofood and other datasets（Node of Quantis）

免費使用權直至 2020 年 12 月 31 日，條件如下：
1. 使用權應包括可使用、複製和調整所有媒體數據集的權利，並
使用所有管道、方法和流程（無論是否已知或未知），作為在
環境足跡試驗階段（2013‐2018）期間衍生用途 PEFCR / OEFSR
下的 PEF 或 OEF 研究用。
2. 複製權包括在所有當前和現有媒體上複製全部或部分數據集的
權利，特別是數據集數字化的權利，將其保存在所有媒體上，
調製、壓縮、解壓縮或使用所有其他技術流程關於數字化數據
集的相同類型的數據集，用於存儲、傳輸、IT 處理，適配和/或
使用。
3. 適應權包括修改、重新格式化，提取或合併數據集或其任何部
分的權利到任何其他工作或文檔中。
 因應方式：(1)了解各資料庫網頁內容及使用方式；(2)了解其數據格
式，作為國內整理資料之依據。
三、 義大利已經採用 PEF
義大利政府已經於 2015 年採用 PEF 的概念並邁向立法，並於 2018
年 6 月 13 日完成立法公告 PEF 的綠色採購法案，將以產品外標示、分
級的方式，呈現產品的 PEF 等級。
義大利完全接受歐盟 PEF 的策略，只要是產品完成 PEF 後所產出
的環保產品宣告（EPD; 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報告，便符
合綠色產品的要求門檻，是符合義大利國家綠色採購的規範。義大利將
採 best class 的模式（benchmark），經由比較相同產品的 PEF 優良的將
納入於 best class 等級，直接屬於可被綠色採購對象，若不是在 best class
內的產品，因持續改善而所執行第二次的 PEF 優於第一次的 PEF 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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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也可成為被綠色採購對象。而 PEF 也是會整合為 1 個數值並以 logo
呈現等級貼於產品外，讓消費者得以判別，並有二維的 bar code 可供
消費者以手機掃描，以便閱讀其他相關資訊。
義大利有別於歐盟以五個等級來分類產品的環境衝擊，而是以三
個等級來區分，其表示的意義：A(優於基準)、B(基準)、C(比基準差)。
而如何能會得屬於綠色產品的標示呢？如下：
 A 類產品獲得 MGI 標識的使用
 如果 B 類產品承諾大幅改善其性能，則可以使用 MGI 標識
 C 類產品無法使用 MGI 標識
授予 MGI 三年的標識(三年後再重新申請)

另外，義大利也完全採用歐盟的 PEFCR，但歐盟若尚未有 PEFCR 者，
義大利的產品生產相關組織可以自行訂定 PEFCR，但須依義大利所規定
PEFCR 的擬定規定，義大利分類規則（名為 RCP）可由義大利生產商的
代表組（> 50％的市場）制定，並經過公眾諮詢和政府負責單位的批准。
 因應之道：應將持續關持義大利及歐盟 PEF 後續的發展情形，以供
國內業者及早因應之資訊，並可能提供相關主管機關（如環保署）
施政參考。
四、 新 PEFCR 的研擬
試行結束後，從 2018 年起開啟為期 3 年（2018‐2020）之歐盟環境
足跡過渡期；此過渡期之目的為將試行計畫結果送至立法階段，探討擬
定政策之可行性，直到可能執行產品環境足跡（PEF）和組織環境足跡
（OEF）方法的政策前，持續進行產品環境足跡類別規則（PEFCR）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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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環境足跡部門規則（OEFSR）的發展、查證制度、與消費者溝通方式
等議題之試驗。
過渡期主要有下列目標：
1. 監督現有產品環境足跡類別規則（PEFCR）和組織環境足跡部門
規則（OEFSR）的實施情況；
2. 開發新的產品環境足跡類別規則（PEFCR）和組織環境足跡部門
規則（OEFSR）；
3. 發展新的方法學。
在過渡期，整合產品政策/永續消費和生產（IPP / SCP）專家小組將
扮演歐盟委員會的顧問，藉此討論環境足跡方法學議題。此外，為確保
不同的經濟部門可以派代表參加與環境足跡過渡期相關的 IPP / SCP 專
家小組會議，將建立 8 個產品類別小組，此 8 個產品（表 2）類別小組
除在過渡期持續發展新的產品環境足跡類別規則（PEFCR）和組織環境
足跡部門規則（OEFSR）外，亦可派代表參加未來管理機關的會議，以
完善整體環境足跡之制度。
表 2、歐盟過渡階段擬進行的產品環境足跡及組織環境足跡
項次
英文名
中文翻譯名
服裝和鞋類
1 Apparel & footwear
飲料
2 Beverages
基於化學的最終產品
3 Chemistry based final products
建築產品
4 Construction products
電器和電子
5 Electrical & electronics
Food products （including products
食品(包含非人類食用)
6
not for human consumption）
材料和中間產品
7 Materials and intermediate products
Empty – will be assigned based on
8 which products or sectors will engage in 其他（待續）
the development of PEFCRs/OEFSRs.
 因應方式：(1)加入 PEFCR 討論團隊；(2)邀請國內相關公會/業者依
18

同參與、探討因應之道。近期 Apparel & footwear 已啟動徵詢主席
的聯繫(如附件)，未來有相關討論的資訊，將與公會聯繫提供討論
資訊的參考意見。
為協助廠商及早因應產品環境足跡要求，執行團隊已加入歐盟其
中 3 類產品（服裝和鞋類、建築產品、電器和電子）的利害相關者群
組，扮演台灣推廣者之角色，作為中間橋樑與國內廠商進行雙向資訊交
流。
然而相關產業意見需要業者進行回饋，希望公會或廠商能同步獲
知最新發展資訊以備因應或協助提供特定議題之意見回饋，故從 1 月
起便與相關公會及產業聯繫，目前已分別就台北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台灣製鞋工業同業公會與塑膠製品公會進行產品環境足跡之意見交流。
於台北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公會亦了解廠商須及早瞭解這一波
趨勢做因應，以降低國際貿易壁壘之影響。目前工業局計畫中，亦有與
技嘉進行合作，以促進後續產品環境足跡（PEF）推廣合作可能性。
於台灣製鞋工業同業公會，秘書長認為目前台灣鞋業生態可分為
外銷廠商（製鞋公會主導）及本土廠商（鞋技中心主導）
，外銷廠商在
台灣僅設研發中心未設廠，其多為大廠且有品牌商強制要求，類似 PEF
等環境議題，有能力自主因應；而本土廠商多為中小型企業且僅在台灣
有設廠製造，對於環境安全議題之敏感度相較於外銷廠商幾乎慢了 10
年，PEF 議題發酵後，因應能力值得探討，亦可能需要政府資源協助推
廣。
於塑膠製品公會，副秘書長亦認同綠色資訊揭露對於廠商之重要
性，願意持續探討就「產品環境足跡」等計畫推廣內容及與循環經濟配
合策略之合作可能性。
後續，計畫執行團隊將藉由持續參與歐盟利害相關者團體，並與公
會保持聯繫，以扮演中間溝通者橋梁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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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指標更新
PEF 指標的部分計算模式已經有所更新，並擴增指標至 16 項，如
表 3 所示，更新的對象包括第 1、2、6、7、13、14、15、16 等共 7 項，
簡略說明如下：
1.Climate Change：更新至使用 IPCC2013
2.Ozone Depletion：更新至 2014 年
6.Particulate Matter/Respiratory Inorganics：Impact Assessment Model
改 用 Fantke et al. (2016) in UNEP (2016) ， 且 Impact Category
indicators 改用 Disease incidences 這類 effect factor，而不是多少
kg PM2.5 這種 intake fraction.
7.Ionising Radiation – human health effects：Impact Category indicators
改用 kBq U235 equivalent，而不是 kg U235 equivalent
13.Resource Depletion – water ： Impact Assessment Model 改 用
Available WAter Remaining(AWARE) model (UNEP 2016) ， 且
Impact Category indicators 改用 kg world deprived，以相對缺水
量來呈現。
14.Resource Depletion – mineral：單獨呈現礦物資源指標，Impact
Assessment Model 改版使用 CML method v. 4.8 (2016)Impact
Assessment Model，Impact Category indicators 不變。
15.Resource Depletion – fossil：單獨呈現石化能源指標，Impact
Assessment Model 改版使用 CML method v. 4.8 (2016)Impact
Assessment Model，Impact Category indicators 以 MJ 為單位。
16. Land Transformation：Impact Assessment Model 改版使用 LANCA
LCIA model (as in Bos et al., 2016)，Impact Category indicators 是
由 kg biotic production/ (M2*a)、kg soil/ (M2*a)、M3 water/ (M2*a)、
M3 g.water/ (M2*a)四種加權組成的無因次指標，基本上所調查
的仍是占用或轉變的土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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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歐盟環境足跡 16 項衝擊指標之中英文名詞對照表
編號 EF Impact Category

中文名稱

1*

Climate Change

溫室效應

2*

Ozone Depletion

臭氧層破壞

Ecotoxicity for
aquatic fresh water
Human Toxicity ‐
cancer effects
Human Toxicity –
non‐ cancer effects
Particulate
Matter/Respiratory
Inorganics
Ionising Radiation –
human health
effects
Photochemical
Ozone Formation

對淡水生態
毒性
人類毒性‐癌
症效應
人類毒性‐非
癌症效應
顆粒物質/呼
吸道無機物
質

Acidification

酸化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Fantke et al. (2016) in
UNEP (2016)

Disease incidences

電離輻射‐人
體健康影響

Human Health effect
model

kBq U235 equivalent

光化學臭氧
形成

LOTOS‐EUROS model

kg NMVOC (***) equivalent

Eutrophication –
優氧化‐陸地
terrestrial
Eutrophication –
優氧化‐淡水
aquatic(fresh water)
Eutrophication –
優氧化‐海水
aquatic(marine)
Resource Depletion
資源耗竭‐水
– water
Resource Depletion
– mineral
Resource Depletion
– fossil
Land
Transformation

EF Impact Assessment
EF Impact Category
Model
indicators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s (GWP) over a
kg CO2 equivalent
100 year time horizon.
IPCC 2013
EDIP model 2014 based
on the ODPs of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kg CFC‐11 (*) equivalent
Organization (WMO) over
an infinite time horizon.
CTUe (Comparative Toxic
USEtox model
Unit for ecosystems)
CTUh (Comparative Toxic
USEtox model
Unit for humans)
CTUh (Comparative Toxic
USEtox model
Unit for humans)

資源耗竭‐礦
物
資源耗竭‐化
石燃料

土地轉變

Accumulated Exceedance
model
Accumulated Exceedance
model

mol H+ eq
mol N eq

EUTREND model

kg P equivalent

EUTREND model

kg N equivalent

Available WAter
Remaining (AWARE)
model (UNEP 2016).

kg world deprived

CML method v. 4.8 (2016)

kg antimony (Sb)
equivalent

CML method v. 4.8 (2016) MJ

LANCA LCIA model (as in
Bos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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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less, aggregated
index of:
kg biotic production/
(M2*a)
kg soil/ (M2*a)

編號 EF Impact Category

中文名稱

EF Impact Assessment
Model

EF Impact Category
indicators
3
M water/ (M2*a)
M3 g.water/ (M2*a)

資料來源：Supporting information to the characterisation factors of recommended EF 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s: New methods and differences with ILCD 20181

因應方式：指標的更新所影響的是該如何調整調查資料的方法以
正確盤查與計算 PEF，對於 16 項指標的計算，各指標的「基本流」
仍是計算該指標的核心項目，針對該盤查計畫相關基本流是否皆有盤
查到位，是能否完整計算的重點。至於計算方法，若是使用 SimaPro、
GABi 等軟體，要確認計算版本是否符合 16 種 PEF 指標，工研院的
DoITPRO 也將會順應計算模式的改變而調整。
1.1.2 辦理 1 場次專家諮詢會議
針對歐盟 PEF 之發展現況相關資訊所呈現的訊息，國內產業須因
應其 PEFCR 及資料庫適用，於 2020 年後將會影響我國產業的產品，乃
至其他國家第三類環境宣告的擬定，對新的綠色要求應積極將此轉機
化為商機。已於 107 年 11 月 15 日辦理專家諮詢會議，相關主題以歐
盟 PEF 發展現況之因應為主，並以下列 2 個方向向諮詢委員請益，做
為未來執行方向之參考：
議題 1：歐盟 PEF 制度將催生第三類的環境標誌與宣告方式
 PEF 技術內涵的準備，如 PCR、資料庫
 國際合作以爭取最大符合度(符合歐盟要求)
議題 2：以 EPD 擴大產品環境足跡的用途（如綠建築建材）
 環保署擬將碳足跡標籤擴大至環境足跡標籤
 國際合作以爭取最大商機(符合國外 EPD 查證要求)
【委員綜合意見如下】
1. 建議可從國內較具急迫性的產業著手推動，輔導相關製品、產品
進行產品環境足跡的輔導，例如：電子電機產品、中間材料。
1

https://ec.europa.eu/jrc/en/publication/supporting-information-characterisation-factors-recommendedef-life-cycle-impact-assessment-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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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探討產品環境足跡（PEF）和生命週期評估（LCA）執行推動
的整合性。
3. 觀察目前產品環境足跡類別規則（PEFCRs）的制定過程，非常詳
細且思考全面，需先研析已公告之 PEFCRs 的內涵。
4. 歐盟在制定 PEFCRs 時，相關組織和公會均扮演重要的角色，值
得注意與參考此推動機制，在第一時間點融入產業與相關公會的
看法及意見。
5. 歐盟在制定 PEFCRs 時，都採歐盟在地的生產與消費使用情境，
日後參考應用時需考慮台灣本土的情境。
6. 歐盟 PEF 評估之各細項計算與衝擊評估方法學持續調整與更新，
需注意與隨時追蹤最新採用之計算與評估方法。
7. 這計畫是 4 年中的最後一年，應去釐清整個大架構跟工作本身的
價值，要去了解廠商與消費者要的是什麼，以及政府的角色與立
場為何，才可以適當的表現價值。
8. 應先評估銷歐產品的經濟效益與比重有多大，如果在經濟面向有
很大的效益，需思考可以協助廠商如何因應歐盟相關規範?另外，
也可要求國外進口商符合我國標準。
9. 建議以商業模式來評估如何應用國外開放的資料庫。
10. 環境足跡未來定會將碳足跡取而代之，因環境足跡所考量的面向
較廣。然而在聯合國國際發展的永續發展目標（SDG）和第 9、
11、13、15 項也都有相關，不要特定設限於第 12 項。
11. 單純足跡（footprint）的誘因不夠，對廠商反而是個負擔，但如
果變成正面表述的手印（handprint）則誘因可能比較大。
12. 未來應思考環保與經濟並存的模式，分別分析就業、產值、利潤
評估等面向，並需掌握整體的時程規劃表。
13. 工研院對 PEF 之研析非常具有時間性，掌握最新消息，實在對國
內產業很有幫助，以上提出個人淺見：
(1) 目前國內 PEF 之現況分析，可具體討論，如國內廠商對 PEF 之
導入動力；以哪些企業為優先導入對象。
(2) PEF 資料庫本身而言多為國外，工研院有 DOITPRO，是以 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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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目前 DOITPRO 如何與 PEF 資料庫接軌？
(3) PEF 為多目標之產出其後續應用為何？在推廣上建議先告訴
企業後續應用為何，再說明 PEF 技術面的資訊。
(4) 從綠色到永續最大的差異就是將經濟與社會面向納入考量，當
SDG 在 2015 年提出後，如何從綠色到永續再到 SDG，這中間
應如何做轉換。
綜合委員意見，未來應優先解讀歐盟已公告 PEFCR 以及資料庫，
並號召有關的業者優先投入輔導，並持續關注歐盟後續的發展，以及主
動接觸歐盟相關組織，促進國際交流與合作，積極並主動於第一時間了
解如何符合各項要求。

1.2 物質流成本分析應用與國際交流
1.2.1 辦理 1 場次為期 3 天之物質流成本分析國際交流活動
物質流成本分析（MFCA）在國內的推動尚在起步階段，多數企業
透過各種資訊也瞭解 MFCA 的建置對產業提升綠色競爭力的好處及未
來發展的重要性，因此，如何透過一個有效的方式，以提升國內廠商對
MFCA 的瞭解及強化 MFCA 引進建置的能力，成為政府在推動 MFCA 過
程中一項重要的課題。
日本政府及企業對於物質流成本分析在 20 年前開始引進並全力投
入及支持，2007 年由日本經產省公布物質流成本分析指引，國際標準
組織（ISO）也在日本專家學者推動下，於 2011 年公佈 ISO 14051 之規
範，並於 2017 年公佈針對供應鏈廠商議題之 ISO 14052 規範。配合政
府提倡及世界潮流的掌握，日本產業及專家學者這段期間已對 MFCA 累
積相當能量，因此，如果能以短期、多元的規劃邀請日本專家學者來台
分享日本發展經驗，對我國政府及產業未來推動 MFCA 將有極大助益。
藉由 MFCA 台日交流活動之舉辦，邀請 2 位日本 MFCA 專家學者
進行現身說法，分享實際經驗及案例說明，期讓台灣除了更加瞭解日本
企業推動 MFCA 各種關鍵因素外，也更能掌握 MFCA 相關標準之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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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及國際趨勢與未來發展重點，促進 MFCA 在台灣蓬勃發展的目標。
本次活動邀請神戶大學國部克彥教授與廣島經濟大學天王寺谷達
將副教授來台進行技術交流，兩位教授在日本研究有關物質流成本分
析之 ISO 104051 與 ISO 14052 成果豐碩，其背景與研究專長如表 4：
表 4、日本專家履歷
講師

國部 克彥
教授

天王寺谷 達將
副教授

背景與研究專長
日本神戶大學教授
學歷：大阪市立大學大學院經營學研究科博士課程
經歷：
1. 大阪市立大學商學部助教
2. 神戶大學經營學部助教
3. 2001年擔任神戶大學大學院經營學研究科教授
4. 1994年、2005年作為訪問學者訪問倫敦經濟學院
5. 2001年訪問澳洲阿德萊德大學
6. 1995年擔任社會和環境會計國際研究中心國際會員（
聖安德魯斯大學）至今
7. 2012年接受北京理工大學珠海學院客座教授稱號
8. 曾受日本經濟產業省委託擔任「物質流成本會計開發
・普及事業委員會」委員長，親自參與了「日東電工，
田邊製藥公司」
、
「多喜龍」和「佳能」等公司的材料流
動成本會計的導入活動
9. 歷任日本環境省「環境會計指南修訂委員會」和「環境
報告書指南修訂委員會」委員等
10. 2008 年擔任 ISO／TC207／WG8 議長
廣島經濟大學經濟學部副教授
學歷：神戶大學大學院經營學研究科經營學博士學位畢
業
經歷：
1. 主要研究課題有企業創新與管理會計的相關性、物質
流會計
2. 主要發表的論文有「從普及的視點再思物質流成本會
計的定位」、「物質流成本會計引發的企業革新」、「從
資源影響力的觀點出發」、「物質流成本會計信息的利
用可能性」、「日本電氣化學株式會社靜電塗裝工程的
事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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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將規劃舉辦為期三天，其內容有：1.以 ISO 14051 及 ISO
14052 之推動發展為主題，辦理一場次研討會活動。2.辦理一場 ISO
14052 供應鏈推動交流會。3.針對「104‐106 年度，有導入過物質流分
析之廠商」為對象，以實地參訪的方式與日本專家進行交流互動。三天
活動安排如表 5，期望透過此次活動，除能強化我國產業在 MFCA 的能
力外，也藉此建立台日在此議題上長期合作及互動溝通的管道。
表 5、台日交流活動‐行程表
日期 9/17(一)

9/18(二)

9/19(三)

上午

永光公司
(桃園)

友達公司
(新竹)

9/20(四)

9/21(五)

ISO 14052供應鏈交流會
南茂公司
台日交流會
日方離台
裕隆公司+供應鏈廠商
下午 日方來台
(台南)
(台北)
(苗栗)

一、 台日物質流成本分析經驗交流會
開放式之研討會型態辦理，將廣邀對於 MFCA（ISO14051）議題有
興趣之廠商參加。關於會議之主題，由於目前台灣之 MFCA，尚在推動
發展階段，許多產業的廠商仍對於 ISO 14051 之概念不甚瞭解。因此，
研討會主題內容將以 ISO 14051 之功能認知為推動起點，並針對 2017
年最新公佈的 ISO 14052 做一個結合，分享較為整體性的內容。規劃將
邀請日本專家學者針對日本已建置 MFCA 的經驗及案例進行分享。
 活動資訊
日期：107 年 9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 13:40 ‐ 17:00
地點：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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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台日物質流成本分析經驗交流會‐議程
時間

議程名稱

引言人／講者
報到與準備

13:40 ‐ 14:00

工業局
環會協會

14:00 ‐ 14:15

致詞

14:15 ‐ 15:00

台灣與日本MFCA之差異比較與
環會協會 沈華榮理事長
建議

15:00 ‐ 15:45

ISO 14051與ISO 14052之推動現
天王寺谷達將 副教授
況與問題克服
茶敘時間

15:45 ‐ 16:00
16:00 ‐ 16:40

日本執行MFCA可與哪些技術、理
國部克彥 教授
論結合之案例說明

16:40 ‐ 17:00

交流討論

工業局/工研院/
日本專家/與會人員

圖 1、台日物質流成本分析經驗交流會‐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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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重點
MFCA 在執行上一直希望能與國際推展的活動有所接軌，而國部教
授在這次提供他目前仍在研究的最新資訊來分享，包含如何將 MFCA
結合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與產品碳足跡等相關內容，雖然尚未
完成研究，但是對於未來發展已經有一個可預見的目標構想，相信
會是未來企業導入 MFCA 的一大動力。

圖 2、台日物質流成本分析經驗交流會 辦理情形

二、 ISO 14052 供應鏈推動交流會
交流主題以供應鏈推動 ISO 14052 為討論議題，ISO 14052 的精神
強調上下游企業單一產品或製程供應鏈的結合，此交流會期望推廣之
企業與其供應鏈廠商一起進行 ISO 14052 推動程序間之交流討論，展
望物質流分析模式大至上下游供應鏈廠商共同達到利益共享之效益。
而本次更以 ISO 14052 為中心，邀請裕隆的協力廠商，符合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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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2 的核心價值，希望藉由此次辦理交流會，吸引上下游廠商認識與
了解，並且未來可以考慮於企業內部建置 MFCA，拓展至供應鏈。
 活動資訊
日期：107 年 9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14:00 ‐ 17:00
地點：裕隆汽車公司苗栗三義工廠
表 7、ISO 14052 供應鏈推動交流會‐議程
時間

議程名稱

引言人／講者
工業局/環會協會/日本
專家

14:00 ‐ 14:10

雙方人員介紹與致詞

14:10 ‐ 14:30

中心廠公司簡介並說明與 5‐10 家供
裕隆公司
應鏈廠商之關聯性

14:30 ‐ 15:20

ISO 14052 推動步驟與實例說明（上） 天王寺谷達將 副教授

15:20 ‐ 15:30

茶敘時間

15:30 ‐ 16:20

ISO 14052 推動步驟與實例說明（下） 國部克彥 教授

16:20 ‐ 17:00

交流討論

工業局/工研院/日本專
家/裕隆公司/環會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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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ISO 14052 供應鏈推動交流會 活動海報
 活動重點
【國部教授】提到供應鏈（Supply Chain‐ISO 14052）有四種，分別為
物流過程訊息、物流物量訊息、環境的定量訊息和貨幣訊息。而在
供應鏈中要導入，企業首要做足的事前準備分別是對企業內部物質
流損失的認識、合作機會的識別和認同、MFCA 導入對象的選定、
MFCA 分析範圍的認同、MFCA 團體的組成、訊息共享水平的認同、
產品或生產過程的檢驗和共享。導入過程則須採用 PDCA（Plan、Do、
Check、Action）來檢視執行的方向與成果，分別是Ｐ（對削減物料
和節能選擇方向的識別、對活動計畫的認同）
、Ｄ（實施計畫好的行
動）
、Ｃ（成果的檢視）
、Ａ（成果檢驗和行動計劃的修正）
。倘若組
裝公司設計、技術、財務等部門之間沒有達到共識，則可能無法導
入。他們公司跟採購部門之間有直接的聯繫，但製造商跟 D 企業的
設計部門也需要聯繫才能有著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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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寺谷副教授】首先介紹 MFCA 導入案例的介紹，關於 ISO 14052
主要的原因是上游企業對下游企業對產品的過度要求而造成的影響。
會針對物料損失跟供應鏈的導入做分析。然而在導入前企業所需具
備的事前準備如下：是對企業內部物質流損失的認識、合作機會的
識別和認同、MFCA 導入對象的選定、MFCA 分析範圍的認同、MFCA
團體的組成、訊息共享水平的認同、產品或生產過程的檢驗和共享，
天王寺谷副教授引用佳能公司製造鏡頭的生產流程做為 ISO 14051
的案例。在環境負荷削減的重要性，供應鏈中導入 MFCA 必須達到
金額上面的協調，當然在共享程度上，金額方面共享可能會給雙方
帶來好的也可能會造成雙方信息的透明化而給予不正確的金額造成
阻礙，因此在導入的時候要充分進行共享信息考察完整，才非常慎
重地進行共享，最後我想向大家強調一點，這一個供應鏈的部分，
可以讓社會宣傳，成為社會有益的事情。

圖 4、ISO 14052 供應鏈推動交流會 辦理情形

31

三、 國內推動 MFCA 之廠商實地參訪及交流
規劃每家廠商半天時間現場參訪，讓日本專家學者瞭解目前
MFCA 在台灣廠商導入之狀況，並可同時請日本專家學者提出看法進行
意見交流。
 永光化學一廠
日期：107 年 9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09:30 ‐ 11:30
地點：桃園市大園區中山北路 271 號
表 8、永光一廠 MFCA 實地參訪及交流‐議程
時間

議程名稱

引言人／講者

09:30 ‐ 09:45 雙方人員介紹與致詞

工業局/環會協會/日本專家

09:45 ‐ 10:00 廠商公司簡介

廠商

10:00 ‐ 10:20

MFCA執行後拓展經驗及問題
廠商
的分享與交流

10:20 ‐ 10:30

茶敘時間

10:30 ‐ 10:50 現場參觀

廠商

10:50 ‐ 11:30 參訪建言、問題回覆與交流

工 業 局 /工 研 院 /日 本 專 家 /
廠商/環會協會

永光公司提供過去 MFCA 的經驗分享並且也對未來的延伸計畫請
教兩位教授，期望在討論中獲得一些更專業的資訊。包含永光對於一般
而言推動 MFCA 關鍵應該在於高階主管的支持，但永光卻是由下而上，
請問這兩者的優缺點各為何？請由高層主導 MFCA 與基層往上推展
MFCA 之間的差異與比較。而國部教授針對這點也告知永光，通常 MFCA
企業由高層往基層推廣較為容易執行，因為基層欲往上推展時，往往礙
於公司內部的制度需要一層一層的去核准，相較之下高層如有實質的
決策權，可以省去許多行政往來的時間浪費。經過本次討論後，也給予
永光公司對 MFCA 延伸執行困難的解決方向，雙方都很滿意這次討論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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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永光一廠 MFCA 實地參訪及交流 辦理情形

 友達總部
日期：107 年 9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 09:30 ‐ 11:30
地點：新竹市科學園區力行二路 1 號
表 9、友達 MFCA 實地參訪及交流‐議程
時間

議程名稱

引言人／講者

09:30 ‐ 09:45 雙方人員介紹與致詞

工業局/環會協會/日本專家

09:45 ‐ 10:00 廠商公司簡介

廠商

10:00 ‐ 10:20

MFCA 執 行 後 拓 展 經 驗 及
廠商
問題的分享與交流
茶敘時間

10:20 ‐ 10:30
10:30 ‐ 10:50 現場參觀

廠商

10:50 ‐ 11:30 參訪建言、問題回覆與交流

工業局/工研院/日 本 專 家/廠
商/環會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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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訪前友達提出希望國部教授能將在國際上的經驗與視角帶來分
享，國部教授也不藏私的分享有關產品碳足跡（CFP）與聯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SDGs）相關訊息及研究，MFCA 不僅可以提供結合碳排放量的
管理技術資訊，如碳足跡產品（CFP）
，依照 MFCA 執行後，提供的財務
資訊來做更有效改善也可成為企業欲達成聯合國所發布的永續發展目
標（SDGs）工具之一。

圖 6、友達 MFCA 實地參訪及交流 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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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茂科技
日期：107 年 9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14:00 ‐ 16:00
地點：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七路 5 號
表 10、南茂 MFCA 實地參訪及交流‐議程
時間

議程名稱

引言人／講者

14:00 ‐ 14:15 雙方人員介紹與致詞

工業局/環會協會/日本專家

14:15 ‐ 14:30 廠商公司簡介

廠商

14:30 ‐ 14:50

MFCA執行後拓展經驗及問題
廠商
的分享與交流
茶敘時間

14:50 ‐ 15:00
15:00 ‐ 15:20 現場參觀

廠商

15:20 ‐ 16:00 參訪建言、問題回覆與交流

工業局/工研院/日本專家/廠商/
環會協會

南茂科技準備對執行 MFCA 上的疑問想請教國部教授 ，包含「對
於無法量測的管理項目，常以分配之原則計量，經驗上是否可提供一些
範例或說明那些項目可用或常以分配的方式計量？如耗能之分配等。」
，
國部教授的回答通常都以 QC 來做為一個分配基準，而不是以產品。南
茂對
「製程單元多、生產時間長是否會影響每一 QC 之數量統計之精準，
特別是 Input 及 output 之質量平衡，會出現統計上的差異？」的疑問，
國部教授則認為 MFCA 主要的目的是降低成本，如果執行 MFCA 主要
目標是省料，那麼物料損失就是重點；如果主要目標是省錢，那麼找到
最好的降低成本方式即可，跟時間影響較無關。再來南茂方也提到「組
織是否需成立一個專案小組去執行 MFCA 的活動？這個活動是持續的
或一次性就好？」國部教授舉例分享後，認為可以再將 MFCA 延伸套用
至其他產品或是與企業的 KPA 作結合。而許多企業都擔心「物質流成
本會計涉及財務成本之揭露，如何考量管理上之保密風險？」這點，國
部教授指出台灣的企業普遍推崇外部的查證，那可將資訊比例化，查證
資料提供給外界人士參考，金額的部分則提供給內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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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南茂 MFCA 實地參訪及交流 辦理情形
1.2.2 邀請日本專家針對本年度物質流成本分析輔導廠商進行技術指
導至少 2 場次
工業局自 104 年至今共輔導 18 家廠商導入 MFCA，由分析出的熱
點減廢促進的循環經濟已有 5.25 億的成本節省效益。為強化 MFCA 輔
導效益，引進日本多年推動 MFCA 的經驗，乃規劃邀請日本專家來台參
與 MFCA 輔導時之技術指導，持續提升輔導效益。此次邀請對象曾擔任
亞洲生產力組織（APO）於 2017 年在伊朗所舉辦的 MFCA 國際研討會
議之日本講師‐關西大學商學院中嶌道靖教授，藉由中嶌教授在 MFCA
領域的專才（如表 11）
，參與 MFCA 輔導之全程（期初、中、末）指導，
分別於期初、期末來台參與討論及檢討，期中則以視訊或 Email 提供指
導。
本次參與中嶌教授 MFCA 技術指導之對象以今（107）年度 MFCA
輔導之廠商為主，往年 MFCA 輔導廠商為輔，最終以廠商意願決定，故
今（107）年度參與 MFCA 技術指導之對象共計 4 家，分別為環球晶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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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力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3、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平
鎮二廠、興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溪廠。
第 1 次專家技術指導於 3 月 26 日至 3 月 29 日來台，在各輔導案
展開初期透過各廠商之製程參觀、詢問及瞭解，提供中嶌教授於日本輔
導經驗之實務建議，包括迅速聚焦於改善方向，以及後續展開應注意方
向。本次技術指導行程與技術指導議程如表 12 與表 13。
表 11、日本專家履歷
學者

背景與研究專長

現職：
關西大學商學院教授
經歷：
1. 日本會計協會成員
2. 日本成本會計協會成員
3. 日本會計史協會成員
4. 日本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會計師協會成員
5. 日本 APO 顧問、講師
著作：
1.Implementing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in 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中嶌 道靖
(Michiyasu Nakajima) 2.The New Management Accounting Field Established
by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MFCA)
教授
3.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as an Approach to
Improve Resource Efficiency in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4.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in Japan:A New
Trend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counting
Practices
5.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and Traditional Cost Accounting : In
Reply to the Quest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s on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6.The New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MFCA) : MFCA analysis in Power
Company and Comparison between MFCA and TPM
(Total Productive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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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日本專家第 1 次來台技術指導‐行程表
日期

3 月 26 日
（星期一）

3 月 27 日
（星期二）

上午

環球晶圓
(09:00 ‐ 17:00)

拜訪工研院
(10:00 ‐ 12:00)

力晶科技
(13:30 ‐ 16:30)

興普科技
(14:00 ‐ 16:30)

下午

3 月 28 日
（星期三）

3 月 29 日
（星期四）

技嘉科技
(09:30 ‐ 17:00)

MFCA 說明會
(13:00 ‐ 16:30)

表 13、日本專家第 1 次來台技術指導‐議程
時間

議程

主要人員
出發

09:00 ‐ 09:30
09:30 ‐ 09:50

相見歡‐介紹

工業局/日本專家/廠
商/工研院

09:50 ‐ 10:20

標的產品製程介紹(中/英)

廠商

10:20 ‐ 11:20

現場製程參觀

廠商/工研院（輔導）
/日本專家（指導）

11:20 ‐ 12:00

Q&A

廠商/工研院（輔導）
/日本專家（指導）
中午休息

12:00 ‐ 13:30
13:30 ‐ 14:30

QC 流程圖建立之討論

14:30 ‐ 16:00

各 QC 投入產出項目確認之討論

16:00 ‐ 16:40

後續數據收集窗口/聯絡方式確

16:40 ‐ 17:10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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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輔導）/廠商
日本專家（指導）

日本專家第 1 次來台瞭解輔導案執行之標的與製程後，對於各廠
皆提出建議方案，整理如下：：
【環球晶圓】
1. 建立物質流模型時，應將外包製程納入流程中。
2. 公司應該量測實際產品及物質損失的重量，而不是系統資料。
3. 生產過程中有一些設備使用包括水等的液體，建議應該真正估計
這些物質損失的量。
4. 矽錠生長過程消耗太多的能量，因此應該測量各階段真正所消耗
的能量（完成品、半成品、不良品）
。
【力晶科技】
1. 標的製程為化學研磨製程（CMP）
，尤其是稀泥分配系統。當收集
MFCA 數據時應該包括污泥和液體拋光材料及純水。
2. 公司應該量測實際產品及物質損失的重量，而不是系統資料。
【興普科技】
1. 公司應該建立一個物質流模型，包括所有投入的物料。公司應該測
量生產訂單實際輸入材料的量。有時小批量的生產訂單較易發生
更多的物質損失。
2. 公司應檢查製程間的庫存量。
3. 收集每個 QC 的前置時間，包括庫存時間。
【技嘉科技】
1. 包材的廢棄物量大，應檢查廢棄物處理置放區。
2. 公司應使用物質流模型來決定前置時間。在這種情況下，公司應該
檢查中間庫存的時間，應追踪產品從開始到結束的流程，包括維修
過程。
3. 收集使用輔助材料的數據。應該確認質量，而不是消耗的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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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來說，因 MFCA 最重要的一點是建立一個從頭到尾（例如一個
產品製程）
，以質量為單位的產品與物質損失之物質流模型（包含能源
使用）
，並根據物質損失成本和製程（包括質量管理）資訊，改善材料
使用效率（物質損失）
。但是，所有公司目前可能主要以降低成本為目
的，屬於小範圍的 MFCA 分析。故建議各廠皆使用各 QC 輸入和輸出的
質量數據製作物質流模型，讓製程更加透明，進而實現永續發展的目標。

圖 8、日本專家第 1 次來台技術指導情形
第 2 次專家技術指導於 8 月 13 日至 8 月 16 日來台，在各輔導案
即將邁入 MFCA 分析結果階段，透過數據討論、分析、甚至於改善方案
之討論，以日本產業的經驗提供 MFCA 執行建議，讓導入 MFCA 之廠商
可以結合我國及日本的經驗進行後續改善方法研擬，以提升 MFCA 之
執行效益。本次技術指導行程與技術指導議程如表 14 與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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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日本專家第 2 次來台技術指導‐行程表
日期

8 月 14 日
（星期二）

上午

環球晶圓
(09:00‐12:00)

下午

力晶科技
(14:00‐17:00)

8 月 15 日
（星期三）

8 月 16 日
（星期四）
興普科技
(09:00‐12:00)

MFCA 說明會
(13:00‐16:30)

技嘉科技(14:00‐
17:00)

表 15、日本專家第 2 次來台技術指導‐議程
時間(上午場)

時間(下午場)

議程

09:00 ‐ 09:45

14:00 ‐ 14:45

標的產品數據盤查進度報告

09:45 ‐ 10:30

14:45 ‐ 15:30

計量及分配方式探討

10:30 ‐ 11:30

15:30 ‐ 16:30

後續改善方式評估

11:30 ‐ 12:00

16:30 ‐ 17:00

Q&A

日本專家第 2 次來台瞭解輔導案執行之標的初步 MFCA 分析結果
後，對於各廠皆提出建議方案，整理如下：
【環球晶圓】
1. 目前無法看出各項操作參數的質量標準是否已為最佳值。環球晶
圓對質量方面已有進行管理，但尚無法清楚地比較生產所需實際
值和標準值，MFCA 需要準確的質量數據來協助決策。
2. 以管理角度來看，應先訂定各部門之最佳目標，再討論後續可行之
合作方法。
【力晶科技】
1. 盤查結果可去探討各項數值是否已為最佳值，或僅為原廠設定值。
2. 建議生產過程中，各項操作參數皆建立標準值。
3. 晶圓不計算單位成本，但仍可能有包材的成本，MFCA 應著重於物
質而非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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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MP 的製程非常複雜，但具有非常豐富的潛力來提高物質使用效
率。
5. 力晶可以選擇專案執行範圍，一個是檢查整個公司的物質流和能
源使用情況，或者像現在這樣選定標的製程。這取決於力晶對
MFCA 的預算和期望。
【興普科技】
1. 目前興普在物料計算上，是以總投入量來計算，公司通常會忽略庫
存量，因此建議評估初始各產品投料的設計值（例如：銅應該使用
多少...等）
。
2. 產出端除了應考慮廢水量外，也應考慮濃度與出售價。
3. 興普有些損耗為邊料，建議與供應商溝通是否有可相互合作的解
決辦法。
4. 興普是台灣較早導入 MFCA 的公司。未來建議可將 MFCA 績效與
公司策略相結合。MFCA 通常用作內部管理工具，但 MFCA 的成果
可用於與 E + ESG（永續性）的企業績效相結合。
5. 建議將 MFCA 績效納入企業策略中，並與企業揭露（IR 和 PR）之
永續發展目標相結合。興普有很大的潛力可以通過 MFCA 提升公
司生產效率。希望興普在台灣能成為 MFCA 的優秀表率。
【技嘉科技】
1. 因技嘉產品種類多樣且變化快速，需統計半成品及料件庫存的量，
以避免因存放太久而損耗。
2. MFCA 為管理工具的一種，因技嘉物料項目繁多，若將 MFCA 手法
納入公司系統的話，則執行上會較為順利且快速。
3. MFCA 可以顯示公司的物質損失（潛在可節省之資源成本項目）
。
建議比較 MFCA 和公司營運生產率（工人和機器）之間的管理問題
/當前條件。技嘉可能能夠找到新的機會和/或真正至關重要的問題。
整體來說，MFCA 是一個很好的工具，可以找到一些與傳統管理方
式不同的要點（改善點）。在完成整個目標範圍內的物質流模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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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已經找到了一些改善點並思考著如何改進。經由 MFCA 的思考方
式，廠商可能從這個輔導案得到一些好的結果。若將整個目標範圍物質
流模型內，所有投入/產出的數據皆建立完整並系統化，廠商將可在完
成此案子所發現之改善點後，持續執行 MFCA 的分析。從中找到其他新
的改善點，這些數據將會成為豐富且無限的資源，可以創造新的想法和
機會，進而從 MFCA 中不斷獲益，亦包括供應鏈的 MFCA。在執行第一
個 MFCA 專案後，可以根據公司內部系統狀況，製作較簡化的物質流模
型和數據，可更有效率地找出製程中可能之改善熱點。

圖 9、日本專家第 2 次來台技術指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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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析自然資本評估應用於環境足跡改善績效方法
1.3.1 研析歐盟與國際有關自然資本評估相關趨勢
一、 國際現行企業自然資本評估方法
針對國際自然資本評估發展趨勢來看，國際自然資本評估可區分
三種，一種是以全球性觀點評估整體地球生態系統提供給人類社會的
總體價值，第二種則是基於聯合國國民經濟會計制度（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架構建立起的國家層級生態系統評估，簡稱
SEEA（System of Eco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Account），第三種則是專
注於企業、組織等小規模尺度的評估。在此三種評估中，全球層級的自
然資本評估以千禧年評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MEA）
為代表；第二種則是各國所出版的國民綠色所得帳為主，最後是目前正
在快速發展中，針對企業層級進行評估的方法與架構。
1、 全球層級的自然資本評估
最早開始將自然資本予以計價，始自於 1960 至 1970 年間，但 1997
年由 Costanza 等學者發表於 Natrue 期刊最為著名，該研究主要目的是
計算全球生態系統服務與自然資本的價值，並將生態系統服務分類成
17 項種類進行計算。Costanza 等人於 1997 年發表研究結果，該研究顯
示出全球生態系統提供全球每年約為 33 兆美元的價值（1995 年美元幣
值）
，這項結果顯示出生態系統服務的總價值遠高於全球 GDP（Costanza
et al.,1997）。該研究雖著名，但方法學嚴謹性不足，因此研究結果可
能低估了整體生態系統價值。爾後，由聯合國發表的千禧年生態系統評
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不僅促使更多政策決策開
始關注此一議題，同時也提供了評估生態系統服務與自然資本方法學
的相關規範。MA 進行一項從 2001 年至 2005 年的全球性、綜合性的評
估，探討地球生態系統與人類福祉間的關聯性，並將全球生態系統服務
分成四類：供給服務（provisioning services）、調節服務（regulating
service）
、文化服務（cultural services）與支持服務（supporting servi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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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的分類提供後來評價自然資本研究最基本之分類與範疇邊界。爾
後由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UNEP）成立的
TEEB 基金會（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 and Biodiversity Foundation）
致力於推廣 此一概念。TEEB 的評估更透過大量的媒體宣傳，將生態系
統服務的概念傳遞給更多的一般民眾，也成為主流媒體與企業關注的
焦點之一，這也促使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WBCSD）在 2012 年推
出了以企業為主的生態系統評估手冊供企業使用。
Costanza 等人的研究團隊於 2014 年進行生態系統價值評估的改
變進行分析，該研究同時考量價值與最新的數據更新，僅考量價值改變
的狀況下，全球生態系統服務提供的價值為每年 145 兆美元（2007 美
元）；但考量到數據更新以及價值改變的狀況下，全球生態系統服務提
供的價值為每年 125 兆美元（2007 美元），從 1997 年至 2011 年這期
間因土地利用改變損失的生態系統服務價為每年高達 4.3 至 20.2 兆美
元(Costanza et al., 2014)。
2、 國家層級的自然資本評估
國家層級的評估方法則是基於聯合國於 1953 年公告的國民經濟會
計（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 SNA）為基礎，在 1992 年的地球高峰會
之後出版了國民會計手冊：環境與經濟整合帳（the handbook of national
accounting：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簡稱
SEEA 1993，爾後經過多次修正，目前最新版本在 2012 年被聯合國統計
委員會（th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commission, UNSC）接受，成 SEEA
2012 正式版本（System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counting–2012‐
Central Framework, SEEA‐2012‐CF），此版本為目前我國綠色國民所得帳
的編撰標準。我國於民國 89 年依據聯合國 SEEA1993 及 2003 辦理試
編，完成第一版試編結果，因綠色國民所得指標為依 SEEA 規範研編之
自然資源使用及環境污染排放相關帳表，估算其折耗（Depletion）及質
損（Degradation）之貨幣價值，並與 GDP 整併計算之結果，因此我國
將聯合國 SEEA 所規範之帳表綜整，並命名為綠色國民所得帳。民國 92
年在相關部會與專家學者協助下，融合聯合國 SEEA 2003 版和其他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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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理論，規劃完成帳表架構及資料彙集機制，並據以調修原編算內容，
持續編製結果報告。
目前我國綠色國民所得帳依據 SEEA 2012 作為主要編撰依據。SEEA
2012 規範主軸分為實物流量帳、實物資產帳，以及環境活動等三大類，
其中實物流量帳係以實物單位記錄由環境體進出經濟體，以及在經濟
體內部流動之流量，可分為環境排放物之實物流量帳及能源流量帳；實
物資產帳係以記錄經濟體對自然資源之使用，造成自然資源存量變化
情形，藉以觀察資源藏量是否下降及下降速度等情形。而環境活動則係
指在環境保護目的下，經濟體與環境活動有關之交易情形，相關帳表包
括環境保護支出帳、環境產品與服務部門統計，以及其他環境活動帳。
我國編撰綠色國民所得帳的架構按照經濟與環境互動關係，以環
境提供原料、能源作為經濟成長中的產品製造或勞務所需之投入、吸收
經濟體產生之排放物及提供人類生存與舒適需求之環境資源服務等三
大功能。由於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如珊瑚礁盜採、土石流損失、地層下
陷等等）尚有諸多爭議，且國際上無客觀標準衡量，較難以量化，因此
尚未納入計算。而每一位環境使用者須負擔保護環境之責，所支付的環
境保護支出以及相關稅收、補貼、規費、和租金等交易，皆已納入我國
綠色國民所得帳之中。
3、 企業層級的自然資本評估
組織與企業層級的自然資本評估並未有一項國際標準化的方法學
得以參考，多數來自於民間非營利性組織或企業自行發展的方法。由於
種類繁多，依據歐盟在 2015 年的商業與生物多樣性（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B@B）論壇中之比較分析（Spurgeon, 2015），大致上可分
為揭露原則性的架構以及製作成評估方法之架構，前者目前主流的架
構有全球永續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的 GRI 標
準（GRI standard）以及 Carbon Disclosure Standard Board（CDSB）兩類
型，後者則有環境損益（Environmental Profit and Loss, EP&L）、企業自
然資本帳（Corporate Natural Capital Accounts, CNCA）。前兩者主要針
46

對企業環境與社會相關非財務資訊揭露提供企業指引與參考，同時也
提供企業須注意的環境關鍵項目，但並不屬於量化或評價方法；而後兩
者則是針對如何將主要的環境議題評價之方法，但關注的環境議題並
不相同。
除了發展相對較長久的方法學外，現今國際上由自然資本聯盟
（Natural Capital Coalition, NCC）邀請各領域專家學者與企業共同研擬
並達成共識之自然資本議定書（Natural Capital Protocol, NCP）架構已於
2016 年 7 月發表第一版，該版本從 2015 年發展至今，已有超過 50 家
企業進行先期測試（Pilot test）
，同時也成為許多國家的建議參考架構，
這份指引文件的出爐，已使得目前企業採用的自然資本評估架構具有
齊一的標準框架，對於未來企業與組織進行自然資本評估有了一致的
參考依循。
現行可協助企業完成自然資本評估的指引除了自然資本議定（NCP）
外，許多國際組織也正在發展相關的指引架構，以下將就 NCP 以及 ISO
等發展進行說明。
(1) 自然資本議定書（NCP）
自然資本議定書（Natural Capital Protocol, NCP）由 NCC 於 2015
年開始發展，透過多領域專家以及利害關係人的參與，建立一個標
準化的自然資本評估架構。NCC 於 2016 年七月發表的 NCP 正式版
本乃集合了許多現有的方法，包含 Corporate Ecosystem Services
Review 以及 the Guide to Corporate Ecosystem Valuation。
NCP 主要是提供企業評估自然資本的架構與指引，並提供建議
的工具方法學，本身並不發展特定方法學與工具。企業選擇方法學
與工具時，必須符合企業在大環境中的脈絡。此外，NCP 專注於促
進內部決策機制，並不是正式的報導與外部揭露之架構，但 NCP 也
鼓勵企業如果想作為外部揭露的行為。本議定希望提供一個標準化
的流程，同時也保有在選擇量測與評估方法的彈性，NCP 僅針對自
然資本評估評估提供一個可適用於任何地區、任何產業部門、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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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組織規模的一項架構。
(2) 國際標準化組織(ISO)
ISO 是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
zation）的簡稱，於 1947 年 2 月 23 日正式成立，總部設在瑞士日
內瓦，創始會員國共 25 國，目前有超過 150 個會員國。依該組織
規定每一國家僅能由一個標準制訂機構（政府機構或民間團體皆可）
參加，係一非官方性質之國際組織。ISO 成立之主要目的為制訂世
界通用的國際標準，以促進標準國際化，減少技術性貿易障礙。截
至目前為止 ISO 國際標準組織已制訂公布超過 17,000 項之國際標
準。知名的 ISO 9000 品質保證制度國際標準及 ISO 14000 環境管理
系統國際標準，就是由 ISO 國際標準組織所制訂的。
根據 ISO 所訂定出之標準，為估算其環境成本估值與自然資本
評估有所相關之標準為以下兩項：
A. ISO 14007‐環境管理：確定環境成本和收益
此標準可以為組織提供指導，以確定和溝通與環境方面、自然
資源和生態系統服務的影響和依賴相關的環境成本和收益。
B. ISO 14008‐環境影響和相關環境方面的貨幣化
為組織提供一共同框架，確保更高程度的數字透明度，以及如
何以貨幣形式評估環境影響。

二、 企業執行自然資本評估之原因與認知之效益
本計畫持續關注自然資本聯盟（NCC）的發展，並蒐集以下國際案
例，以利完善本計畫的自然資本評估相關案例輔導。本計畫共蒐集數家
已經具備執行自然資本評估的國際企業公司做為案例分享，彙整如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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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國際企業執行自然資本評估的動機與效益
企業名稱

日月光

Jaguar Land Rover

Skanska

AkzoNobel

公司簡介

執行自然資本評估緣由

執行自然資本之效益

 了解未來需要改善的自然資
本衝擊策略。
 建立完整的商業價值資本評
估衡量機制，展現企業無形
資本，持續創造永續價值。
 證實公司主要的環境影響與
自然資本的依賴性。有助於
找出業務的問題點和解決問
題的先後順序。
 加強公司現有的 LCA 結果，
了解可節約企業成本的熱
點，減低對社會或環境的影
響。
世界知名的建築集團，從醫療、學校再到商  設定了將自然資本納入各個  透過自然資本評估來更好地
了解其環境風險和機遇。
業務領域的目標。
辦、道路、鐵路的基礎設施皆有涉略；為了
滿足企業的 2020 永續性評估（accounting  進行量化和貨幣評估之前，  用來評估 Skanska 在實現公
有興趣從定性評估開始去確
司社會建設更美好的商業目
for sustainability）策略，Skanska UK 將自然
標方面的長期發展。
定和了解其對社會的影響。
資本概念融入企業的所偶層級，並視自然資
本議定為一個建立倡議的機會，目前也已經
鑑別出企業自身的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
荷蘭的跨國化學公司，由於該公司已有  AkzoNobel 有興趣了解其化  透過自然資本評估了解具體
ISO14040/14044、LCA 以及其他自然資本相
學品在客戶最終產品上對自
的影響和範圍，以具體的行
關的知識，因此較容易應用與解釋自然資本
然資本的影響。
動來改善環境的損害。
議定的內容與產出。
 利用自然資本評估的結果來  了解公司環境風險熱點，並
 透過財務指標衡量營運活動
對於環境的影響，探索營運
造成自然環境外部性成本。
日月光為我國最大的半導體封測集團。
 將自然資源外部性成本整合
至永續營運的決策架構上。
 了解未來需要改善的自然資
本衝擊策略。
 建立完整的商業價值資本評
英國的跨國汽車公司，並被印度的塔塔集團
估衡量機制，展現企業無形
收購，自從 2008 年便採用 LCA 方法進行產
資本，持續創造永續價值。
品的重大性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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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名稱

Dow

YorkshireWater

TATA

公司簡介

執行自然資本評估緣由

執行自然資本之效益

確定和實施持續改善的措
提出規劃改善。
施。
 想 知 道 內 部 用 水 和 效 率 評  了解公司對於水資源短缺風
險，使公司能更謹慎的考慮
估，並應用自然資本議定的
Dow （Dow Chemical Company，簡稱陶氏）
用水方式，並提升用水效率。
國際標準框架驗證其結論。
是全球第二大（依照營收計)的美國跨國化
 希望知道是否可以使用淨現  激勵內部需設想在缺乏水資
學公司，由於陶氏於德州的製造工廠大量仰
源的情況下的營運方式，及
值分析將情境定價應用於未
賴 Brazos 河川地用水，因此企業利用自然
積極尋找緩解措施。
來供水。
資本評估方法以計算其用水對當地農民、城
 使能夠引入更系統的方法來  對於未來的缺水危機，了解
市以及其他產業的影響。
未來監管變化的潛力成為商
預測其對水的依賴程度。
業不可或缺的部分。
 水 處 理 廠 正 在 進 行 資 本 升  辨別出所選的方案對於環境
級，希望透過自然資本評估
影響的大小，以及是否有正
來更好地了解環境影響和權
面的作用。
英國一家供水與廢水服務公司。
衡。
 對物質環境影響進行貨幣
 為投資和營運提供資訊，來
化，評估能夠與更明顯的成
提高公司價值。
本和收益進行直接比較。
 希望透過自然資本評估來分
 量化、衡量公司的影響程度，
析永續發展的策略規劃、風
並分析出風險與機會，辨別
險管理、供應鏈熱點等。
塔塔集團為一家位於印度孟買的跨國控股
主要影響熱點和提供有利於
集團，涵蓋各類型的產業。
永續發展的規劃。
 加強決策制定，應對風險和
發現機會，同時保護日益稀
50

企業名稱

Novartis

公司簡介

執行自然資本評估緣由

執行自然資本之效益

缺的自然資本。
 使用自然資本議定書來估計  可以更好地理解和測試以貨
環境外部性。
幣型式對自然資本進行估值
 針對特定的國家範圍來衡
方法。
量，評估和比較經營和原物  提供資訊來推動供應鏈和採
料供應鏈的相關自然資本影
購部門更加了解其決策對公
Novartis（簡稱諾華）是瑞士的跨國藥廠，同
響和依賴關係。
司環境影響的重要性，並找
時也是市值與銷售額最大的國際藥廠。
 了解不同地理和運營領域的
出改善業績的機會。
風險和機遇，並比較影響和
依賴性來識別熱點。量化森
林碳匯項目的社會和環境效
益。
(資料來源：NCC，2018；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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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追蹤 NCA 之現況發展
1、 B@B（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企業與生物多樣性平台
發展期程

2017

說明


制定決策框架和一套原則，協助企業鑑別適用何種形式
的 NCA，並用於支持最佳實踐指南和工具



比較企業，政府和金融機構之間的 NCA 應用程序，並共
享 NCA 中的訊息，知識和最佳實踐的主要差距和障礙



調查企業自然資本會計與「淨影響」概念之間的聯繫



繼續鼓勵企業完成 NCA 和生物多樣性評估，提高對完成
此類評估對企業的益處的認識，解決本年度確定的一些
具體挑戰



通過與 NCC / CCI（Cambridge Conservation Initiative）協
調，共同制定 NCP 生物多樣性補充，展開生物多樣性評
估的共同框架，領導有關該議題的工作



不同企業如何在其組織內實施 NCA 和生物多樣性評估，
並設定不同目標水平的其他具體案例研究



通過提供具體的案例研究，與高層管理人員進行討論，
並改善與生物多樣性和溝通自然資本相關的風險和機會

2018

2、 EU level policies for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歐盟層級的企業與生
物多樣性政策）
「Our Life Insurance, our Natural Capital」歐盟生物多樣性策略旨在
制止歐盟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的喪失，並有助於在 2020 年之前
阻止全球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它反映了歐盟在 2010 年承諾的國際生物
多樣性公約。該戰略規定了到 2020 年制止歐盟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服務喪失的 6 項目標和 20 項行動。其目的是：


通過全面實施歐盟鳥類和棲息地指令，加強保護物種和棲息地的努
力



維護和恢復生態系統及其服務



在最相關的歐盟政策領域確定生物多樣性目標：農業，森林和漁業



打擊外來入侵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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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歐盟對避免全球生物多樣性喪失的貢獻

3、 Workshop on Biodiversity Metrics for Business and Finance（企業與
金融生物多樣性指標工作坊）


NCA workstream 與 Finance workstream 合作，正在組織一次關於企業
生物多樣性指標的研討會。此研討會在 Brussels 的 EIB offices 舉行，
目的在討論一系列關於商業生物多樣性指標的開發和應用的選定實
施。



NCA 正迅速引起人們的興趣，不僅在國家或地區層面，還包括企業
層面。這種趨勢的結果是需要建立普遍接受的方法來衡量和評估公
司的生物多樣性。



雖然計算溫室氣體排放量或用水量的方法正在變得普遍，但由於生
物多樣性固有的複雜性（例如，物種和棲息地眾多，各自對不同壓力
具有特定敏感性）
，計算公司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和依賴性的指標類
別仍然缺乏。）和其他複雜因素 ‐ 影響公司活動與生物多樣性之間
的關係(與 LCA 中土地利用改變有很大的關係)。

4、 SEEA（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COUNTING）：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Project
該項目由歐盟資助，旨在協助五個參與夥伴國家，即巴西、中國、
印度、墨西哥和南非，推進環境和生態系統核算的知識議程。它將啟動
SEEA 實驗生態系統核算（SEEA EEA）的測試，以期在國家層面改善自然
生物資源、生態系統及其服務的管理，並在國家層面政策規劃和實施中
將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納入主流。
該項目將審查政策需求，數據可用性和衡量實踐，以推進和主流自
然資本核算，並將在五個戰略夥伴國家的每個國家啟動試點生態系統
帳戶。預計在項目實施期間將執行以下工作流程：


在每個夥伴國家根據國家優先事項制定國家計劃並選擇生態和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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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生態系統帳戶


制定有助於國家實施項目的指導方針和方法以及 SEEA EEA 背景下的
全球研究議程



在 2030 年可持續發展議程，AichiTragets 和其他國際倡議的背景下制
定一套指標



為 SEEA 與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之間的協調做出貢獻



提高對 NCA 的認識



加強能力建設和知識共享，以擴大 NCA 從業人員社區

5、 NCA 相關研討會期程

(資料來源：B@B 平台，2018)

圖 10、2018 年與自然資本評估相關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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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協助輔導企業完成自然資本評估的案例研究
一、 輔導企業相關流程
本計畫研擬之輔導流程如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先行與企業介
紹自然資本評估的概念與目前國際企業認知上的效益，並接著介紹企
業可能應用的方法學和評估範疇，並於輔導的會議中討論企業較易執
行的項目。當企業選定評估的範疇與目標後，企業將蒐集並提供相關數
據進行後續的評估與評價，最後則是對評價結果進行闡釋。

圖 11、本計畫輔導企業執行自然資本評估流程圖

二、 廠商輔導與意見回饋
本計畫已於 5 月 25 與 A 公司和 B 公司兩家廠商進行第一次會議，
會議中進行完整的自然資本評估相關議題的討論，其回饋建議如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
表 17、廠商意見回饋彙整表
廠商名稱

意見回饋
1. 對封測廠而言，產品重疊性很高、量化較不客觀，所以用
計畫規模進行評估比起產品更為有效。
2. 自然資本評估的步驟對於評價的方法學較不熟悉。現有的
資料評估是否能成為自然資本評估所需之數據。

A 公司

3. 對於自然資本評估用貨幣方式呈現自然資本，對企業的管
理階層或是利害關係人較具說服力，透過這方式就可以表
明一個改善趨勢。
4. 可以用一兩個案例來算看看 NCA 的邏輯，讓大家了解到
這是甚麼東西，使大家了解自然資本的資本，讓大家了解
這路徑的共通語言是甚麼。

B 公司

1. B 公司每年都有不同的產品製程，所以評估規畫需每年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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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意見回饋
換。
2. 還需要去了解 NCA 的內容，好準備好做 NCA，並看有哪
些方法對 B 公司比較有用。
3. 說服老闆為何要做 NCA，並思考如何往下延伸。
4. B 公司覺得，以前沒有用過價值化的評估，通過這樣的方
式可以讓企業主了解到環境上實際的價值。
5. 資源依賴性的部分以及 NCA 的算法還需要多點內容去了
解。
6. 今年人力方面較不足，或許明年可以做做看 NCA

經過會議討論後，A 公司和 B 公司兩家廠商皆認為自然資本評估
是一項很好的工具，可以用價值化的方式為廠商揭露資訊，可以提供給
廠商內部的利害關係人之外，對於企業的揭露資訊來說也是一很好讓
外部利害關係人所能了解的量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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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析物質循環度指標推動架構及應用模式
1.4.1 研提 1 項產業及產品執行物質循環度分析
物質循環度指標（Material circularity indicator; MCI）係艾倫麥克阿
瑟基金會的專書中以 MCI 為計算物質循環度之公式，探討產品設計改
變 MCI 公式之相關因子之影響，於其書中舉「便攜式電子平板」為例
探討改變產品使用材料設計之循環度的影響。在企業應用方面，對內可
以進行新產品設計，材料改變時的循環度比較；對外則是可以讓外部利
害相關者進行企業間的比較，藉以節省成本與材料，並開發新的收益來
源。
本計畫以台灣設計生產大宗之筆電為探討對象，邀請如筆電生產
廠商等一同探討產品設計影響物質循環度之相關因素，以及可以改變
之相關參數，作為提升物質循環度之參考。經多方拜訪，最終與 C 公
司以機構件及包裝材為主要標的，探討物質循環度。
資源循環度指標，可以促進產品設計時使用可回收材料，且此可回
收材料係以「實際回收市場可行之技術」所完成的材料回收，而不僅是
理論可以回收。此外，物質循環度雖用於評估產品邁向循環經濟之程度，
為避免忽略其他企業原有的商業考量，包括 REACH 法規符合度、碳足
跡等考量，專書中亦建議物質循環度與其他考量進行企業之綜合性評
估。因此，MCI 也能應用於本計畫所輔導 MFCA 或 PEF 案所完成的熱點
分析之改善效益對循環度貢獻度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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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依上述示範產品探討提升物質循環度方向，並佐以特定環境足跡
監控成效
一、 選擇筆電包材與筆電機構件案例的計算物質循環度（MCI）原因
由於艾倫麥克阿瑟基金會的專書（Circular indicators‐an approach to
measuring circularity‐methodology）中舉「便攜式電子平板」為例，探討
改變產品使用材料設計之循環度的影響，因此，本計畫以台灣於國際生
產大宗之筆電為探討對象，經拜訪相關產業廠商後，C 公司作為世界有
名之大廠，並對永續企業社會責任多有著墨，故與 C 公司一同探討產
品層級影響物質循環度之相關因素，以及可以改變之相關參數，作為提
升物質循環度之參考。
關於標的產品的選取，經 3 月 20 日與 C 公司的會議討論，因國外
對於物質循環度（MCI）的應用案例著墨不多，而筆電的組成零件極其
複雜，在台灣的回收率也不一，若貿然直接計算整組筆電的物質循環度
（MCI）
，可能會因探討因素過多，失去研析物質循環度（MCI）之意義，
故討論共識為應採用漸進式計算。先將計算範疇細分至筆電相關材料
之計算，進而擴展到整台筆電之物質循環度計算。而在筆電、電池、筆
電包材等各式項目選取上，由於筆電包材之回收較為成熟，且設計主導
權高、製造原料單純，故決議先以筆電包材為主要標的產品，同時輔以
碳足跡進行標的產品之綜合性評估。另外，也探討筆電機構件之物質循
環度探討。
二、 參數需求
物質循環度為三種產品特性構成：產品材料之回收比例、產品生命
週期階段不可回收之廢棄物質量以及依產品使用壽命和頻率為考量之
效用因子，故本次案例需蒐集上述材料之相關參數。
MCI 計算產品的物質循環度之計算公式如公式 1、公式 2，其影響
變數有線性流指數（Linear Flow Index, LFI）跟效用因子 X（Utility X）的
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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𝑚𝑎𝑥 0, 𝑀𝐶𝐼 ∗

MCI
𝑀𝐶𝐼 ∗

1

‐‐‐‐公式(1)

LFI ∗ F 𝑋 ，F(X)=0.9/X‐‐‐‐公式(2)

LFI 亦即探討從原始材料開始進行製造到完成產品，並經由使用階
段後，成為不可恢復的廢棄物的線性過程，係以線性方式流動材料的量
除以以線性和可恢復性方式流動的材料的總和（公式 3），若 LFI=1 代
表完全線性經濟（即全新材料使用直至終端廢棄階段）；LFI=0 代表完
全循環經濟（製造過程皆使用回收及再使用材料）。
LFI

‐‐‐‐公式(3)

需收集上圖中之計算參數包含：
A.

FR：產品的原料中含回收料的比例(%)；

B.

W0：進入掩埋場/焚化的重量；

C.

CR：產品在使用後廢棄，多少比例會再進入回收系統被回
收；

D.

WC：回收後的廢棄材料；

E.

EC：物料回收的效率，回收廢棄產品中物料回收效率；

F.

WF：再廢棄的材料；

G.

EF：回收成物料的效率，回收成再生原料的效率；

H.

產品壽命或產品使用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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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算工具
計畫團隊透過 Microsoft Excel 軟體將物質循環度（MCI）之公式轉
成盤查表，盤查表主要分成活動數據填寫、代入公式計算及結果差異分
析三大面向，內容參閱如圖 12。透過此盤查表，有需求廠商可輸入活
動數據，即可得其產品之物質循環度，以利廠商後續應用。

圖 12、物質循環度盤查表內容
四、 案例應用結果
本次標的產品共計 3 款包材，類型與回收料比例如表 18，內容
物均包含外箱、內箱、內緩衝、配件盒、不織布袋以及 KB Sheet；其
中材質差異僅為內緩衝之材質：Type1 為瓦愣紙、Type2 為 Air Bag、
Type3 為 E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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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電包材透過物質循環度進行產品設計前後之比較，發現內緩衝
材質為瓦楞紙的包材類型，MCI 表現最佳，與其他兩款類型包材，差
異達 6~10%，計算結果請見圖 13。從結果得知，物質循環度對於可
回收之物料，敏感度較佳，對於評估產品從線性經濟走到循環經濟之
程度，實為一個具參考價值之評估工具。
表 18、筆電包材類型
類型

Type 1

Type 2

Type 3

品名

材質

重量 (g)

FR (%)

外箱_Outer Carton

瓦愣紙

220

80

內箱_Pizza Box

瓦愣紙

350

80

內緩衝

瓦愣紙

170

99~100

配件盒

瓦愣紙

35

80

不織布袋

PET

20

0

KB Sheet

PP

3

0

外箱_Outer Carton

瓦愣紙

220

80

內箱_Pizza Box

瓦愣紙

350

80

內緩衝_Air Bag

LLDPE 80% & PA 20%

50

0

配件盒

瓦愣紙

35

80

不織布袋

PET

20

0

KB Sheet

PP

3

0

外箱_Outer Carton

瓦愣紙

220

80

內箱_Pizza Box

瓦愣紙

350

80

內緩衝

Expanded Polyethylene

50

99~100

配件盒

瓦愣紙

35

80

不織布袋

PET

20

0

KB Sheet

PP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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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筆電包材之物質循環度計算結果
同時透過計算筆電包材，計畫團隊亦發現不適合應用物質循環度
展現循環經濟之情境；由於 C 公司近年政策偏向超輕量，亦即物料減
量使用，故 C 公司提出某款已是 100%回收料的筆電包材減量之假設
情境，探討其物質循環度之變化。
結果顯示，若產品設計著重於減量而非物料循環使用，物質循環
度難以展現此情境之績效，探討原因為 100%回收料的減量，並不是
物料循環的概念，物料循環針對的是全新物料轉變成循環物料，而物
質循環度則是用於展現此差異程度，而非展現減量之績效；然而，若
是非 100%回收料之產品，因其減量同時也減少了全新物料之使用量，
在計算物質循環度時，仍會呈現其績效。
因此，透過此案例了解，已是 100%回收料的產品情境，其實並
不適用於物質循環度之應用，但若非 100%回收料之產品，物質循環
度仍會呈現其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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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析與建立產業層級物質流分析工具
1.5.1 配合政策重點關注產業研提並篩選關鍵物料執行項目
篩選我國關鍵物料的方式有兩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對候選物料清
單的物料分別評估其經濟重要性、供給風險、及環境影響，然後對三個
面向進行評分排序，產生第一階段的關鍵物料清單，詳細流程及考慮的
關鍵因素如圖 14。
第一階段清單為環保署 105 年「永續物料管理指標檢討與環境衝
擊估算及資料庫功能提升專案工作計畫」成果之一。本計畫對清單中較
關鍵的金屬進行第二階段篩選，以進行後續供應鏈分析，第二階段整理
其中鎂、鋁、錫、銻之相關資料。

圖 14、篩選關鍵物之整理方法架構

一、經濟衝擊（Economic Impact）
（一）

鋁

鋁是一種較軟的易延展金屬，具備耐腐蝕、良好導熱性、易加工
及無毒等特性，而被廣泛利用，其中以鋁合金的應用為最大宗，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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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交通運輸及建築建設等產業，其次為包裝用途，然而，隨著科
技進步及環保意識抬頭，未來鋁金屬主要有三大趨勢：汽車輕量化、
建築節能快速組建及航空用鋁/鋁鋰合金。
從過去 10 年國際鋁價的趨勢觀察下如圖 15，鋁價已從每噸 2,641
美元降至近 1,605 美元，可看出在供需之間產量的增加直接反應在價
格的下跌。近一年來鋁價有漸漸回穩上升之趨勢如圖 16，台灣的鋁
金屬產業，上游原料仰賴進口、鋁錠進口依存度高，根據我國財政部
關務署資料，針對鋁礦石及精砂、鋁、鋁合金、鋁合金錠等項目作統
計，統計其 2017 年進口量及金額，估算出總量約為 625,515 公噸、
總金額約為 382 億元，然而，隨著科技日新月益，鋁下游應用市場擴
增，且我國相當依賴進口，為掌握金屬鋁物料來源，金屬鋁物料勢必
列入重要參考指標。

資料來源：CIP 商品行情資料庫/金屬中心 MII 整理(2017)

圖 15、2007‐2016 年全球鋁價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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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CIP 商品行情資料庫/金屬中心 MII 整理(2017)

圖 16、2016 年 01 月至 2017 年 01 月鋁價走勢

（二） 鎂
鎂是一種輕量且具有延展性的銀白色金屬，也是其他合金的主要
組件（特別是鋁合金）
，使其用途非常廣泛，隨著時代進步，在提升產
品品質條件下，以輕量化、高強度、耐高溫、耐腐蝕為其發展方向，鎂
漸漸取代鋁、鋼、塑膠等材料，並廣泛應用於 3C 產品外殼、汽車零組
件、運動用品、器材工具及航空等產業。
從過去十年鎂價趨勢如圖 17，從最高每噸約 6,000 美元降至約莫
2,250 美元，可看出鎂價趨勢為急遽下降後維持穩定，其礦產來源大多
來自中國大陸，因市場呈現供過於求及人民幣走貶，為舒緩存貨及銷售
壓力，導致近年來鎂價降低，根據我國財政部關務署資料，針對鎂（重
量至少含有 99.8%）
、其他鎂（未經塑性加工）及鎂粉等項目作統計，
統計其 2017 年進口總重量及總金額，估算總重量約 11,690 公噸、總金
額約 8.53 億元。從評估國際鎂價格持續下降，藉由此趨勢可發展中下
游產業之加工技術或輔導相關產品開發，以低成本原料來創造高價值
之產品。我國鎂合金成型產業結構日趨完整如圖 18，回收部分有品達、
航山和敬得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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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InfoMine.com

圖 17、鎂價走勢(2008 年 01 月至 2017 年 03 月)

圖 18、臺灣鎂合金成型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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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錫
錫為最具廣泛工業用途的金屬，擁有良好的伸展性能、不易氧化、
塑性強和無毒等優良特性，主要用於製造焊錫、鍍錫板、錫合金及化學
製品等方面。
進口原料的成本會影響國內產業競爭力，從過去一年的國際錫價
來看如圖 19，價格起伏波動很大，最高為每噸 21,525 美元，最低為每
噸 18,750 美元。臺灣的錫原料進口依存度高，故易受國際價格波動影
響，根據我國財政部關務署資料，針對錫礦石及其精砂、錫（未經塑型
加工）
、錫合金（未經塑型加工）
、錫廢料及碎屑等項目作統計，統計其
2017 年進口總重量及總金額，估算總重量約 14,806 公噸、總金額約 68
億元。我國錫產業以中小企業居多，如錫物料無法穩定供應及價格起伏
不定，將對國內中、下游產業之經濟產生衝擊。

資料來源：London Metal Exchange

圖 19、錫價走勢（2016 年 12 月至 2017 年 12 月）

（四） 銻
銻為稀有金屬的其中一種，稀有金屬在電子、光電、半導體領域的
功能強調的是物理性質，如導電性、透明性、光電效應等特質，其中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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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光電轉換性質，現今最大用途為其氧化物三氧化二銻，可用於製造
耐火材料，其次用途為與鉛和錫製作合金，可用來提升焊接材料、子彈
及軸承的性能。
根據 USAC（United States Antimony Corporation）數據，繪製過去
10 年銻價鉻趨勢如圖 20，價格最高為每噸 15,360 美元，最低為每噸
5,459 美元，但從過去 5 年可明顯看出銻價有下降趨勢，於去年價格有
微幅上升趨勢，根據我國財政部關務署資料，針對氧化銻、未經塑性加
工之銻；粉等項目作統計，統計其 2017 年進口總重量及總金額，估算
總重量約 4,618 公噸、總金額約 10.2 億元，因銻為稀有金屬，未來價
格若持續上升，將會對臺灣市場造成影響。

資料來源：United States Antimony Corporation

圖 20、銻價走勢（年平均價格：2008 年至 2017 年）

如上所介紹之金屬，此次所挑選之金屬（鋁、鎂、錫、銻），其
產業關聯效果大，以合金為例，大多數產業所製造之合金皆與四種金
屬息息相關，故藉由分別計算其物料重量及分析其價格趨勢，並對應
該用途的產業及產值，評估若四種金屬物料未能維持穩定供應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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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整體產業的經濟衝擊程度。

二、

供給風險（Supply Risk）

可出口資源礦產的國家分布決定該物料的供給風險。中國大陸擁
有豐沛的金屬礦產資源，如鋼鐵、鋁、鎂、鈦、錫、鋅、銻及稀土金
屬等礦產，其儲量或出口量在全球排名上名列前茅，但隨著中國大陸
意識到資源分配問題，開始針對部分關鍵性原料做出口額度限制、出
口最低限價及徵收出口稅等措施，預料將對全球金屬產業供需產生極
大影響。
根據國際鋁業協會（International Aluminium Institute）數據顯示
如圖 21，從過去一年全球鋁產量分布，主要輸出國為中國大陸，其
產出量占全球產量約 57%，台灣鋁工業與日、韓相似，缺乏上游採礦
及煉鋁業（純鋁錠），加上主要進口來源仰賴中國大陸，如上游進口
部分供應鏈產生問題，將對中、下游企業造成物料供給上之影響。

資料來源：國際鋁業協會(International Aluminium Institute,IAI)

圖 21、2016 年 12 月至 2017 年 12 月鋁產量分布圖

過去有發生金屬供給危機之案例，如 1970 年的鈷危機、199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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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鈀危機及 2000 年的稀土危機，造成這些資源供給危機產生原因，
並非因為地理上的稀缺（geological scarcity）所造成，而是因為這些
稀有金屬礦產分布集中在某些國家，而歷史上會發生這些供給危機，
因為這些擁有礦產之國家供給鏈（supply chain）產生問題，稱之為地
理政治上的稀缺（geopolitics scarcity）。
近幾年來，隨著新興市場的崛起，新興國家的基礎設施蓬勃發展，
金屬需求增加，加上已開發國家如美、日對高科技產品品質的要求有
增無減，金屬的重要性隨之提升，對產業帶來強大的影響，其中稀有
金屬材料蘊藏集中在特定國家且精煉困難、具有特殊性且難以取代，
供應風險又比基本金屬高，如表 19（以銻為例）
，稀有金屬產量集中
在某些國家，特別是中國、俄羅斯、澳洲等礦物資源豐富之國家。

表 19、2016 年各國銻產量
國家

產量(噸)

占比(%)

中國

100,000

76.9

俄羅斯

9,000

6.9

塔吉克

8,000

6.2

玻利維亞

4,000

3.1

澳大利亞

3,500

2.7

以上五國統計

124,500

95.8

世界統計

130,000

100

資料來源:美國地質調查局(United State Geological Survey)

鎂原料進口來源之分布，影響國家鎂資源之供應風險高低，2017
年供應我國原料之國家分布如圖 22，主要集中在中國大陸，其次為
日本、美國、巴西等國，根據金屬中心之資料，中國大陸貢獻 2015
年全球鎂產量 88%，全球鎂之礦產來源大多來自中國大陸，因市場呈
現供過於求及人民幣走貶，為舒緩存貨及銷售壓力，導致近年來鎂價
降低。雖鎂價近年來持續降低，但我國進口鎂原料主要仰賴中國大陸，
導致鎂之供應風險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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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公噸)

圖 22、2017 年進口鎂原料及鎂製品主要來源

鎂製品的出口價值分布可顯示我國外銷主要市場所在，主要市場
的需求變化時，也會對我國對應的供應鏈造成影響，圖 23 可以看出
我國含鎂名稱之貨品出口相當集中在美國，其次則流向中國、日本與
巴西。

(單位：新台幣千元)

圖 23、2017 年出口鎂原料及鎂製品主要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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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公噸)

圖 24、前三大鎂之進口物料進口變化趨勢

(單位：新台幣千元)

圖 25、前三大鎂之出口物料出口價值變化趨勢

圖 24 及圖 25 分別展示前三大進口與出口項目，在 2007 年至
2017 年間之變化趨勢。天然碳酸鎂（菱鎂礦）分別在 2007 年、2011
年及 2013 年時為高峰，之後逐年降低，2017 年相較 2007 年大約減
少 98%的進口量，可見我國近年來對鎂礦之需求不大。氫氧化鎂在
2010 年時為高峰，之後逐年降低，2017 年相較 2010 年大約減少 94%
的進口量。鎂，以重量計至少含有 99.8%之鎂，未經塑性加工者在 2007
年至 2017 年大致維持穩定的進口量。從出口的價值來看，其他鎂，
未經塑性加工者的出口產值至 2013 年後逐漸下降，而其他鎂製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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鎂廢料及碎屑在 2007 年至 2017 年大致維持穩定的出口產值。

三、環境衝擊（Environmental Impact）
循環經濟意旨從環境中使用最少之資源或資源於經濟鏈中擁有
更長之生命週期，即可減少對於原物料之需求，從而降低原物料消耗
所帶來之環境衝擊。
金屬為能源強度高之原料（energy intensive materials）
，意旨在生
產金屬過程中所需消耗之能源，根據文獻其所占比例約占全球能源 7‐
8%，而其中鋁金屬所消耗之能源為最大宗（圖 26）。

單位：MJ/公斤金屬
資料來源：Embodied energy for primary metal production,
Norgate and Jahanshahi,2010.UNEP IRP

圖 26、金屬生產所需之能量

然而，隨著金屬礦物所能提取之金屬愈來愈稀缺，且同樣能源消
耗下所獲得之金屬日益減少，加上中度開發國家崛起及人民愈來愈富
有，生活變得更加多元，導致所需金屬需求日益增加，且使生產金屬
能源消耗逐年增加，並對環境造成某程度的衝擊。
另一方面，金屬物料應用於生產各種產品，近年來，產品中金屬
含量成為一重要金屬礦產來源，故從其產品壽命角度估算，欲有效回
收再利用產品中之金屬，需調查及估算此產品的使用年限及成分，便
於得知什麼時候可以回收生命週期結束之產品中的金屬，或當產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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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廢棄物時，是否會對環境造成影響，藉由生命週期來評估產品對環
境影響的整體情形。
從金屬物料回收率角度來看如圖 27，其中鎂（Mg）金屬回收率
介於 25‐50%、鋁（Al）金屬及錫（Sn）金屬回收率為大於 50%、銻(Sb)
金屬回收率介於 1‐10%。透過評估金屬回收率，可針對回收率低之金
屬提出提高回收率之管理策略，而回收率高之金屬提出減少進口該物
料，無論金屬回收率高或低，透過此評估，目的為減少廢料產生，藉
此降低金屬廢料造成的環境污染。

資料來源：UN Environmrnt Program

圖 27、全球重要金屬回收率

本計畫已於 107 年 4 月 20 日舉辦之「關鍵物料執行優先序位項目
審查會議」中討論關鍵物料清單中的金屬鎂、錫、鋁我國產業的使用狀
況、相關價值及資源循環潛力，根據會議討論之結果，選定鎂為產業鏈
物質流分析之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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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依上列選定產業建立 1 項供應鏈關鍵物料之物質流產業鏈分析模
式
選定鎂之後，本計畫設計有助於解析鎂循環經濟之物質流系統架
構，係結合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的蝴蝶圖及耶魯大學的 STAF
（Stocks And Flows）計畫的物質流分析架構之特色（EMF, 2013; Graedel
et al., 2004）
，共包含物質的五個生命週期階段、進出口活動、及循環流
動子系統，如圖 28 所示。

圖 28、資源效率與循環經濟導向之物質流分析架構

物質流分析的系統範圍為 2017 年臺灣經濟體內的鎂物質流，將所
整理之資料以 Sankey Diagram 型式繪製成物質流網絡圖，並結合國外
文獻之方法，描繪不同經濟體之鎂物質流系統，將鎂物質流系統主要分
成原料、半成品、成品、最終使用及資源循環與廢棄物管理等階段，以
下分別說明各階段含鎂物料來源說明及其流向：

一、 原料階段
臺灣含有豐富的鎂礦產（白雲石、菱鎂礦），但臺灣目前並沒有原
生鎂錠冶煉業，所有鎂原料皆仰賴進口，中國為主要進口來源。臺灣有
再生鎂錠製造廠，即是利用鎂廢料回收再融熔而做成的鎂錠及鎂合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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錠。本團隊於 107 年 07 月 19 日拜訪 P 公司，該公司為回收鎂廢料工
廠，並將鎂廢料再生為鎂合金錠賣回給鎂合金製品廠商，根據訪廠提供
資訊得知過去國內曾有六家回收鎂廢料工廠，近年來因市場需求下降。
根據圖 29，我國所需的鎂大部分仰賴進口，依據財政部關務署統
計資料庫查詢系統（以下簡稱關務署）統計（財政部，2018），2017 年
原料鎂進口量有 11,577 噸，鎂廢料及碎屑有 1,358 噸，含鎂化學藥劑
有 2,295 噸，其他鎂相關進口約莫不超過 150 噸。我國將進口鎂原料進
一步加工成鎂合金錠，生產鎂合金錠過程所產生之鎂廢料及碎屑出口
量為 1,757 噸，然而，除了以進口方式生產鎂合金錠之外，也有利用國
內產業界所生的廢鎂進行再利用的循環迴圈，P 公司所生產之再生鎂合
金錠量有 5,052 噸，並指出其所生產之鎂錠有 8 成為外銷，其外銷量有
4,042 噸，2 成為內銷，其內銷量有 1,010 噸。而我國純鎂錠的主要市
場應用為鎂合金壓鑄件及鋁合金添加，其中鎂合金錠供應鎂合金壓鑄
件量 4,984 噸，鋁合金 3,769 噸。
進口原料的成本會影響國內產業競爭力，從過去十年的國際鎂價
走勢來看（圖 30），從最高每噸約 6,000 美元降至約莫 2,250 美元，目
前國際鎂礦主要產自中國大陸，因市場呈現供過於求及人民幣走貶，為
舒緩存貨及銷售壓力，導致鎂價在近 10 年急遽下降。雖國際鎂價持續
低迷，但隨著鎂下游市場應用日新月益，如汽車輕量化，加上我國無自
產鎂原料，且近年來國內回收的量無法有效產生供給效益，實為鎂市場
之隱憂。臺灣鎂合金壓鑄市場欠缺了汽車零組件，為因應國際發展汽車
輕量化之趨勢，國內廠商應逐步跟隨國際腳步，調整產品進入汽車零組
件的產業鏈，對於應用輕量化領域的鎂合金錠的品質要求與需求量將
會提高，故高品質之鎂產品的生產將是國內廠商獲利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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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鎂原料子系統物質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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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InfoMine, 2018

圖 30、鎂價走勢（2008 年 01 月至 2017 年 03 月）

二、 鎂與鎂合金製品/半成品階段
在產業鏈上游原料鎂加工成鎂合金錠，進入中游鎂壓鑄、鑄造、擠
型業或作為鋁合金添加物用途。經由國內鎂基本工業從事二次加工鑄
造，根據下游產業所需將此階段項目分為鎂合金壓鑄件、鋁合金、鎂製
品及其他金屬製品。依據關務署資料鎂合金壓鑄件之進口量有 12,810
噸，經濟部統計處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以下簡稱產銷存）統計（經濟
部，2018），其內銷量有 4,984 噸，而鎂合金壓鑄應用根據產業關聯表
分析（行政院，2015），國內主要銷售分配為其他金屬製品的內銷量有
3,757 噸、其餘有 3,765 噸內銷至自行車零組件業，如圖 31。鎂雖為一
種輕量且具有延展性之金屬，但其強度與耐蝕性有待加強，故為提高此
兩種特性，鎂合金常與其他金屬合金化，其中因鋁具備耐腐蝕、易加工
及可增強強度等用途，常添加在鎂合金中作為半成品鎂鋁合金用。依據
關務署資料鋁合金之 2017 年進口量有 19,503 噸，產銷存資料鋁合金
內銷量有 3,769 噸，鋁合金除了供應下游工業使用，亦有 9,452 噸直接
出口外銷，根據產業關聯表分析整理鋁合金的下游產業應用，國內主要
78

銷售分配為鋁結構建築組件的內銷量有 3,651 噸，有 2,556 噸內銷至其
他金屬製品業，2,488 噸使用於自行車零組件業，機械業使用 2,586 噸，
其餘部分有 1,350 噸內銷至車輛零組件業，及有 222 噸內銷至航太零組
件業。

圖 31、鎂與鎂合金製品/半成品子系統物質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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鎂合金壓鑄業過去在還未開發 3C 產品外殼領域時並不受關注，僅
有可成科技、紐煇科技、敬得、臺灣榮輪業等少數廠商，在當時意識到
將鎂合金外殼應用在筆電上可減輕重量並此研發成果相當成功，使國
內掀起一股鎂合金外殼熱潮，導致鎂合金壓鑄業蓬勃發展，因國內在系
統面的產業以筆記型電腦為主，而一舉成為全球筆記型電腦的主要生
產基地。近年來，因為鋁合金成為筆電外殼的主流材料，平板電腦、行
動電話製造業對鎂金的需求已大不如前，然而穿戴式裝置的興起，加上
環保意識抬頭，為減少汽車燃料消耗、排氣污染，汽車輕量化因而成為
大家熱議的話題，基於上述原因，帶動輕量金屬機殼市場的需求量增加。
臺灣素有「自行車王國」之稱，且現代人開始強調愛地球、重視環
保和注重健康的生活態度，促使自行車為生活不可或缺之物品，自行車
為人力驅動的工具，因而重量減輕可相對地提高其使用上的便利，故鎂
合金應用於自行車方面的需求上升，根據產銷存統計 2017 年自行車零
組件生產量為 54,969,651 千元，其中有 30,828,132 千元直接外銷量，
目前鎂應用於自行車之部分包括前叉、踏板、車架、輪圈、豎管、齒輪
盤、煞車零組件等，因自行車之含鎂零件眾多與技術保密的限制下，難
以確切估算其鎂用量及所占的鎂市場比例仍需評估。
三、 含鎂成品/鎂成品階段
國內的含鎂成品與鎂成品的階段，其大部分是供應我國的內需市
場，其中以自行車零組件為主，因下游端資料無法界定自行車及自行車
零組件所使用之合金為鎂鋁合金或鋁鎂合金，因兩者含鎂量差異甚大，
導致圖 32 之自行車量過小。另一方面 3C 產品由於為我國鎂合金產業
當初投入的主要項目，目前產業的現況與困境為投入廠商眾多、競爭激
烈，加上 3C 產業變化迅速等不利因素衝擊下，除了部分大廠有穩定的
訂單來源及獲利外，大多數廠商都面臨僧多粥少的局面。
鎂合金之應用不僅僅只應用於自行車、3C 產品，亦可應用於運動
休閒器材與車輛零組件等產品，其中運動休閒器材因無法取得資料，故
未於圖中顯示出量。車輛零組件為全球鎂合金市場最大得應用產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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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物質流分析結果我國之鎂合金市場主流並非車輛零組件，是因為我
國本身並無汽車的設計能力、與汽車母廠合作關係、低價原料的取得等，
而車輛零組件的利潤遠低於 3C 產品，更是影響國內鎂合金廠商進入該
市場的考量。
透過產業分析報告與產業關聯表鑑定物料之主要產業鏈上游產業
與下游產業或最終消費使用者，鎂金屬之應用的層面包含鋁合金，鋁合
金在我國鎂市場應用也極為大宗，主要應用於交通運輸及建築建設等
產業，其中鋁材在綠建築應用趨勢興起，美國加州克拉克建築運用鋁材
的柔軟性，大幅度運用日照，使建築物更加環保及達到節能之目的。我
國應用鋁合金在汽車方面相對建築來小，但全球環保意識高漲，汽車製
造業多致力於減輕重量，在車體應用鋁合金以引擎蓋最普遍，其次為車
頂板，故現階段廠商與各大車廠皆積極開發高強度汽車鋁板片，並市場
預估至 2025 年，以鋁為主的車體數量將成長 10 倍以上。

圖 32、含鎂產品/鎂成品子系統物質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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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終使用階段
鎂合金一直被廣泛運用於 3C、運輸、醫材及航太等領域，近年來
由於各市場的產品需求（如：電動車產業的發展與人工支架等醫用器具
的需求）帶動鎂金屬的研發與技術。根據物質流分析最終階段，我國鎂
的最終使用分為汽車、自行車、電子資訊通訊、運動器材、機械、航太、
鋁包裝材及建築等領域。過去鎂合金最終使用產品以 3C 產品外殼為主，
主要以筆電外殼為主，隨著科技進步，3C 產品外殼主要應用方面為較
小型機具，如手機、相機、AR 眼鏡的框架、空拍機的鏡頭外殼等，雖
鎂合金外殼具有減輕重量之效用，但因其鎂合金壓鑄之不良率稍高，故
其成本相對提高。
根據本計畫之物質流分析，我國產業鏈主要流量為機械及汽車，機
械部分根據廠商提供資訊，其應用產品有機械活塞連桿、釘槍外殼、自
動插件機的鏡頭外殼等，汽車部分之應用有頭燈的散熱片、齒輪箱蓋、
座椅的支架都有使用到鎂合金，為達到減輕重量之目的，從鎂物質流分
析圖（圖 33）中，可看出我國汽車市場還是以進口為主。
自行車之含鎂部分以生產自行車前叉為主，如速聯公司主要生產
自行車前叉為主，根據鎂物質流圖分析，我國自行車主要出口為主，但
根據經濟部資料，臺灣自行車出口量與出口值，從最高峰的 2015 年到
2017 年，短短兩年間量縮進 4 成、值跌近 3 成，加上今年中美貿易戰
所產生的關稅壓力，使自行車市場近年來大幅度萎縮，使鎂合金應用於
自行車的獲利下滑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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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最終使用子系統物質流圖

五、 進出口與資源安全
原料階段已說明我國本身含有鎂礦，但卻沒有煉鎂業提煉鎂礦，故
此階段含鎂物料皆仰賴進口，主要大量進口項目為鎂與鎂合金，其主要
進口國家為中國大陸、日本及美國，其中根據數據分析統計中國大陸占
臺灣進口量 90%以上。並分析近 10 年進口量趨勢，我國對於鎂需求量
在 2009 年至 2012 年需求量有所降低，但在 2013 年後進口量逐年上
升，可推估未來產業對鎂的需求量有上升之趨勢。而此階段進口之鎂皆
作為供應鎂合金錠的原料，其中鎂合金錠中包含由 P 公司回收鎂廢料
製成的再生鎂錠，生產之再生鎂錠中 80%以出口銷售。
根據關務署資料我國半成品主要進口項目為鎂合金壓鑄件及鋁合
金，其中鎂合金壓鑄件主要進口國家為日本、澳大利亞，鋁合金主要進
口國家為阿拉伯聯合大公國、俄羅斯及中國大陸。在半成品階段我國產
業以鎂合金壓鑄為主，雖鎂合金之成本高於鋁合金，但鎂合金之重量僅
為鋁合金的三分之二，部分產品輕量化帶來的效益大於所花費的鎂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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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與加工成本。鋁合金部分係因經常添加鎂金屬作為鎂鋁合金之應用，
故將此項目加入此系統中，從物質流圖中可看出其量頗大，但因其含鎂
量相對鎂合金錠少，但不可否認的是，其進口的含鎂量仍對我國鎂流動
市場造成一定程度的影響。
最終使用部分之進出口，可看出我國產業市場導向，其中自行車主
要以出口為主，汽車以進口為主，但於最終使用階段提及目前自行車出
口市場萎縮，我國自行車以出口為主，勢必需要轉型，或者需開發鎂產
品新市場，例如電動車輛組件、電動手工具、空拍機、輔具、軍規用品、
照明等等，以解決並突破目前我國鎂市場之困境。
綜合以上所述，臺灣鎂物料之進出口量與進出口國家的關係，可藉
此發現臺灣鎂物料對外及對內的流動趨勢及問題，以原料為例，我國鎂
原料過度依賴進口，容易因進口國家市場發生問題，而使得我國市場面
臨原料供給問題。另一方面以最終使用部分為例，其中自行車以出口為
主，但市場萎縮，而國際未來趨勢主要以汽車輕量化為主，且國際鎂合
金主要應用市場也為汽車零件，但我國汽車卻以進口為導向，而其出口
量卻極少，故為使臺灣鎂市場具備競爭力，及解決進口依存度高的問題，
一方面產業勢必需要轉型及改變市場方針，並努力開拓國外市場，另一
方面提升鎂廢料回收技術，減少鎂原料進口量及降低鎂合金錠生產成
本，使我國鎂市場達到資源永續性及高效率利用。

六、 循環與資源流失
本計畫鎂循環資源來源包含再生鎂錠熔渣、鎂合金壓鑄製程下腳
料、鎂合金壓鑄製程熔渣和丟棄含鎂產品。根據本計畫訪問再生鎂錠廠
商表示，目前廠內再生鎂錠製程已無提純處理，因此沒有再生鎂錠熔渣。
純度較高且具再生經濟效益的鎂合金壓鑄製程下腳料，經鎂合金壓鑄
商收集後販售至再生鎂合金錠製造商。不具再生經濟效益的鎂合金壓
鑄製程下腳料和熔渣則委託合格事業廢棄物處理業者處理。環保署對
於再生鎂錠熔渣、鎂合金壓鑄製程下腳料、鎂合金壓鑄製程熔渣皆無相
應管制代碼，因此無法得知臺灣產出的鎂廢料產出量。環保署公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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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署，2018）含鎂製造程序有碳酸鎂採集/處理程序(070004)、鎂二級熔
煉程序(240031)、鎂合金射出成型件製造程序(240046)和鎂合金壓鑄件
製造程序(240047)。根據事業廢棄物申報量依製造程序公開統計資料，
僅 2013 年鎂合金壓鑄件製造程序統計有 1 噸廢棄物。顯示含鎂廢棄物
統計可能不夠完整，或是鎂物質被使用於其它產品之後廢棄。
丟棄含鎂產品環保署亦無相應管制代碼，本計畫依據 2018 年環保
署公布之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表，整理出可能含有鎂物質的代碼（表
20）
。另外有部分含鎂產品為統計於資源回收管理基金管理會的回收量
中，包括廢汽車、廢照明光源、廢行動電話、廢鋁箔包、廢鋁罐和廢電
腦。根據本計畫物質流分析結果顯示，由資源循環與廢棄物管理階段循
環至製品/半成品階段的鎂，幾乎為來自鋁產品。在丟棄含鎂產品中，
有 94%的鎂物質隨著丟棄鋁產品回收再製為鋁合金。而以鎂為主要成
分的鎂產品，在最終使用階段的數量難以評估。鎂產品丟棄後流向也無
法由環保署的廢棄物管理系統中辨識，因此整體鎂物質的循環潛力可
能低估。
表 20、鎂物質相關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
代碼
D‐0599
D‐2604
D‐2605
D‐2612
D‐2619
D‐2620
D‐2704
E‐0214
E‐0215
E‐0220
R‐0602
R‐1901
R‐1902
R‐1903
R‐1904
R‐1905
R‐1908

廢棄物名稱
土木或建築廢棄物混合物
含塑膠、橡膠或油脂之廢馬達
含塑膠、橡膠或油脂之廢壓縮機
廢電鍍金屬
廢電氣器材
廢通信器材(機械式)
其他以熱處理法處理之混合五金廢料
廢電腦(未納入廢物品及廢容器回收清除處理系統者)
廢家電(未納入廢物品及廢容器回收清除處理系統者)
廢通信器材(不含機械式)
廢鋁箔包
廢冷暖氣機
廢電冰箱
廢電視機
廢洗衣機
廢筆記型電腦
其他資訊產品廢棄物(主機板、硬式磁碟機、電源器、機殼、鍵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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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資料限制與不確定性
本計畫分析鎂產業鏈之物質流，盡量使用完整性及代表性之資料
做評估，但當資料之完整性不足（如統計包含的廠商家數）或是代表性
不足時（如含鎂量以部分物料而非全國平均估算），會影響物質流量的
準確性，另外有一部分物質流以質量平衡或產業關聯表資訊來推估流
量，會產生模式的不確定性。
根據關務署及產銷存資料，在含鎂物料統計項目中，因品名項目分
類與產業報告中的品名項目分類有所落差，故將品名相近之項目合併
為一品名便於分類及統計，但此分類並不影響計算之結果。主要不確定
性在於含鎂量的代表性，因國家尺度的物質流分析不可能逐一調查或
分析各種物料的鎂含量，因此參考國際上的做法，以相關文獻資料來計
算物料的含鎂量，某物料的含量資料通常代表某個時期、特定地區該產
品之材料組成特性，當計算結果在質量平衡發現明顯差異時，需再核對
所採用資料與評估系統內物料之材料組成是否有差異。
鎂在國內生產產業鏈的物質流流動線，從原料至最終使用的產品，
主要是運用經濟部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之產品統計，因其產品項目眾
多及單位並不一致，當分類項目同時包含標的產品與其他非鎂製品時，
需找出標的產品所占比例，其他產業生產統計或相關經濟數據應用。部
分鎂製品之生產會出售給產業鏈下游不同產業做應用，此部分運用我
國 526 行業分類之產業關聯表（國產品交易表）內含鎂製品產業供給
不同下游產業之價值流動比例推算。根據訪廠資訊，欲生產 200 公克
的鎂壓鑄品，需使用 500 公克的鎂合金原料，此估算比例因無明確佐
證資料，故產生計算的不確定性。相關計算會有模式之不確定性。
在含鎂的廢棄物資訊中，大多來自列管事業申報的事業廢棄物，而
我國事業廢棄物申報管理資訊系統並無鎂廢料項目，故無法確切得知
鎂廢料的後續處理量及回收再生利用量。廢棄物階段為根據訪廠所得
之資訊，因資料無法與政府資料庫做比較，加上廠商僅提供大約之資料
量及料件的模具會不一樣，故造成估計的不確定性。雖有不確定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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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仍用有限之資料推估，以利系統性檢視及討論鎂在我國經濟體系
內之循環與流失。
雖然目前難以對鎂的每一項物質流都有準確的估算，但本計畫分
析對已有統計資料之含鎂物料，已可以掌握其流量的規模，並且透過系
統性地描繪鎂物質流的網絡圖，可以檢視主要的鎂資源動線、循環路徑、
流失廢棄路徑、進口之鎂原料量及主要出口產品項目，本計畫針對鎂物
質流作分析，建立一個基礎資訊架構，有助於未來得深入探討，如何最
佳化整合當前鎂相關動脈與靜脈產業鏈之相關產業，以提升鎂的資源
效率及循環率。
根據上述相關資訊將相關含鎂原料、半成品、成品及其廢棄物等資
料，依資料獲取來源區分為進口量、出口量、生產量、銷售量（內銷量、
外銷量）、廢棄物產生量及處理量繪製於物質流圖中，大致可分為五個
階段每一階段皆以一藍色區塊做呈現，由左至右分別為「鎂原料」、「鎂
與鎂合金製品/半成品」、「含鎂成品/鎂成品」、「最終使用」及「資
源循環與廢棄物管理」階段，為更清楚定義進出口及廢棄物流向，於圖
中上方加入進出口區塊，下方加入循環及流失區塊，如圖 34 所示，從
左至右的線條代表鎂物質之含鎂量上下游產業鏈方向，而進出口量分
別以由上至下及由下至上方向代表鎂物質含鎂量之流向，循環體系的
線條由上至下及由下至上方向分別代表鎂物質含鎂量之廢棄物產生量
及處理量或再利用量。流線的粗細反映含鎂量及含鎂物料量之大小，透
過視覺化瞭解鎂物質產業現況。詳細鎂產業鏈之整體物質流系統說明
如表 21、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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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鎂產業鏈之整體物質流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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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鎂產業鏈之生命週期五個階段說明
階段

說明

鎂原料

臺灣含有豐富的鎂礦產(白雲石、菱鎂礦)，但臺灣目前並
沒有原生鎂錠冶煉業，所有鎂原料皆仰賴進口，中國為主
要進口來源，故此階段從進口端流入的線條較粗。

鎂與鎂合金
製品/半成品

此階段的鎂主要用作鎂壓鑄、鑄造或作為鋁合金添加物用
途，故流向鎂合金壓鑄件與鋁合金的線條較粗。

含鎂成品/鎂
成品

國內的含鎂成品與鎂成品的階段，其大部分是供應我國的
內需市場，其中以自行車零組件為主；鎂金屬之應用的層
面包含鋁合金，鋁合金在我國鎂市場應用也極為大宗。

最終使用

我國鎂的最終使用分為汽車、自行車、電子資訊通訊、運
動器材、機械、航太、鋁包裝材及建築等領域。從圖 34 可
看出流入我國汽車市場的線條還是以進口端為主。

資源循環與
廢棄物管理

鎂雖為一種輕量且具有延展性之金屬，但其強度與耐蝕性
有待加強，故為提高此兩種特性，鎂合金常與其他金屬合
金化，其中因鋁具備耐腐蝕、易加工及可增強強度等用途，
常添加在鎂合金中作為半成品鎂鋁合金用，因此在廢棄之
含鎂產品中，有 94%的鎂物質隨著丟棄鋁產品回收再製為
鋁合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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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鎂產業鏈之整體物質流系統說明
物質流
編號

物質流向

物質流分析說明

物質流量
(公噸)

C.1.1.1

鎂合金加工業使用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鎂及鎂加工品銷
的原生鎂與鎂合金
售量乘以鎂合金鑄錠平均鎂含量。
錠

4,984

C.1.1.2

鎂合金加工業使用 P 公司再生鎂錠產量乘以該公司內銷比
的再生鎂合金錠
例，再乘以鎂合金鑄錠平均鎂含量。

1,010

C.1.1.3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鋁及鋁合金錠銷
鋁合金加工業使用
售量乘以鎂用於鋁合金比例，再乘以鋁合
的原生鎂與鎂合金
金之平均鎂含量。鎂用於鋁合金比例由產
錠
業關聯表推估。

3,769

C.1.2

出口的再生鎂合金 P 公司再生鎂錠產量乘以該公司外銷比
錠
例，再乘以鎂合金鑄錠平均鎂含量。

4,042

C.1.3.1

關務署統計「其他鎂，未經塑性加工者」
進口的鎂與鎂合金
和「鎂，以重量計至少含有 99.8％之鎂，
錠
未經塑性加工者」之進口量加總。

11,577

C.1.3.2

進口的鎂礦

關務署統計「天然碳酸鎂（菱鎂礦）」之進
口量乘以鎂含量。

35

C.1.4.1

關務署統計「鎂廢料及碎屑」之進口量乘
進口的鎂廢料及碎
以鎂含量，加上「鎂銼片、車屑及粒，依
屑
大小分級者」之進口量。

1,358

C.1.4.2

D.1.1.1

關務署統計「含鋁或鋁化合物之熔渣、灰
進口的鋁廢料及碎
末及渣滓」和「其他鋁廢料及碎屑」之進
屑
口量加總，未乘以鎂含量。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鎂合金內銷量
乘以平均鎂含量，再乘以鎂合金用於其
它金屬製品比例，得到鎂合金用於其它
金屬製品的鎂量。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鋁合金內銷量
乘以鎂用於鋁合金比例，再乘以鋁合金
鎂和鋁加工品經其
之平均鎂含量，再乘以鋁合金用於其它
他金屬製品業製成
金屬製品比例，得到鋁合金用於其它金
3C 產品外殼
屬製品的鎂量。
 將鎂合金和鋁合金用於其它金屬製品
的鎂量加總，再乘以其它金屬製品用於
通訊傳播設備比例。
 鎂合金用於其它金屬製品比例、鋁合金
用於其它金屬製品比例和其它金屬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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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6

1,396

物質流
編號

物質流向

物質流分析說明
品用於通訊傳播設備比例由產業關聯
表推估。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鎂合金內銷量
乘以平均鎂含量，再乘以鎂合金用於其
它金屬製品比例，得到鎂合金用於其它
金屬製品的鎂量。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鋁合金內銷量
乘以鎂用於鋁合金比例，再乘以鋁合金
之平均鎂含量，再乘以鋁合金用於其它
金屬製品比例，得到鋁合金用於其它金
屬製品的鎂量。
 將鎂合金和鋁合金用於其它金屬製品
的鎂量加總，再乘以其它金屬製品用於
機械比例。
 鎂合金用於其它金屬製品比例、鋁合金
用於其它金屬製品比例和其它金屬製
品用於機械比例由產業關聯表推估。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鎂合金內銷量
乘以平均鎂含量，再乘以鎂合金用於其
它金屬製品比例，得到鎂合金用於其它
金屬製品的鎂量。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鋁合金內銷量
乘以鎂用於鋁合金比例，再乘以鋁合金
之平均鎂含量，再乘以鋁合金用於其它
金屬製品比例，得到鋁合金用於其它金
屬製品的鎂量。
 將鎂合金和鋁合金用於其它金屬製品
的鎂量加總，再乘以其它金屬製品用於
其他運輸工具比例。
 鎂合金用於其它金屬製品比例、鋁合金
用於其它金屬製品比例和其它金屬製
品用於其他運輸工具比例由產業關聯
表推估。

物質流量
(公噸)

D.1.1.2

鎂和鋁加工品經其
他金屬製品業製成
機械

D.1.1.3

鎂和鋁加工品經其
他金屬製品業製成
航太零組件

D.1.1.4

電子資訊通訊產品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可攜式電腦台數
使用的鎂和鋁合金 乘以可攜式電腦平均重量，未乘以鎂含
外殼
量。

188

D.1.1.5

光學及醫療設備使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其他照相器材零
用的鎂和鋁合金外 件和攝影器材內銷量金額(千元)乘以平均
殼
照相機器材零件單位重量(公噸/千元)，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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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1

176

物質流
編號

物質流向

物質流分析說明

物質流量
(公噸)

乘以鎂含量。
D.1.1.6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自行車台數乘以
自行車使用的鎂和
平均自行車重(公噸/台)，再乘以自行車鋁
鋁合金零組件
合金含量，再乘以平均鎂含量。

424

D.1.1.7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小型轎車、大型轎
車輛使用的鎂和鋁 車、大型客車、小型貨車和大型貨車台數
加總，乘以車輛平均重量(公噸/台)，再乘
合金零組件
以鎂含量。

3,261

D.1.1.8

航太和航海產品使
用的鎂和鋁合金零 D.1.1.3 加上 D.1.1.b.7
組件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鋁合金內銷量
乘以鎂用於鋁合金比例，再乘以鋁合金
之平均鎂含量，再乘以鋁合金用於金屬
結構及建築組件比例，再乘以金屬結構
鋁包裝材使用的鋁
D.1.1.9
及建築組件用於鋁包裝材比例。
合金
 鋁合金用於金屬結構及建築組件比例
和金屬結構及建築組件用於鋁包裝材
比例由產業關聯表推估。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鋁合金內銷量
乘以鎂用於鋁合金比例，再乘以鋁合金
之平均鎂含量，再乘以金屬合金用於金
屬結構及建築組件比例，再乘以鋁結構
及建築組件用於金屬結構及建築組件
D.1.1.10 建築使用的鋁合金
比例。
 鋁合金用於金屬結構及建築組件比例
和金屬結構及建築組件用於建築比例
由產業關聯表推估。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鎂合金壓鑄件內
自行車零組件使用
銷量乘以鎂合金用於自行車比例。鎂合金
D.1.1.b.1
的鎂合金
用於自行車比例由產業關聯表推估。

398

57

3,595

3,765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鎂合金壓鑄件內
其他金屬製品使用 銷量乘以鎂合金用於其他金屬製品比例，
D.1.1.b.2
的鎂合金
再乘以鎂鑄件產率。鎂合金用於其他金屬
製品比例由產業關聯表推估。

3,757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鋁合金內銷量乘
其他金屬製品使用
D.1.1.b.3
以鎂用於鋁合金比例，再乘以鋁合金之平
的鋁合金
均鎂含量，再乘以鋁合金用於其它金屬製

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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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流
編號

物質流向

物質流分析說明

物質流量
(公噸)

品比例。鋁合金用於其它金屬製品比例由
產業關聯表推估。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鋁合金內銷量乘
以鎂用於鋁合金比例，再乘以鋁合金之平
自行車零組件使用
均鎂含量，再乘以鋁合金用於自行車零組
D.1.1.b.4
的鋁合金
件比例。鋁合金用於自行車零組件比例由
產業關聯表推估。

2,488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鋁合金內銷量乘
車輛零組件使用的 以鎂用於鋁合金比例，再乘以鋁合金之平
D.1.1.b.5
均鎂含量，再乘以鋁合金用於車輛比例。
鋁合金
鋁合金用於車輛比例由產業關聯表推估。

1,350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鋁合金內銷量乘
以鎂用於鋁合金比例，再乘以鋁合金之平
均鎂含量，再乘以鋁合金用於機械比例。
鋁合金用於機械比例由產業關聯表推估。

2,586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鋁合金內銷量乘
以鎂用於鋁合金比例，再乘以鋁合金之平
航太零組件使用的
均鎂含量，再乘以鋁合金用於其他運輸工
D.1.1.b.7
鋁合金
具比例。鋁合金用於其他運輸工具比例由
產業關聯表推估。

222

工業產銷存產品統計之鋁合金內銷量乘
以鎂用於鋁合金比例，再乘以鋁合金之平
鋁結構及建築組件
均鎂含量，再乘以鋁合金用於金屬結構及
D.1.1.b.8
使用的鋁合金
建築組件比例。鋁合金用於金屬結構及建
築組件比例由產業關聯表推估。

3,651

D.1.1.b.6 機械使用的鋁合金

D.1.2

出口的鋁合金

關務署統計鋁合金之出口量乘以鎂含量。

9,452

D.1.3.1

進口的鎂合金加工 關務署統計鎂合金加工品之進口量乘以
品
鎂含量。

12,810

D.1.3.2

進口的鋁合金加工 關務署統計鋁合金加工品之進口量乘以
品
鎂含量。

19,503

D.1.5

鎂廢料製成的再生
P 公司再生鎂錠產量。
鎂合金錠

5,052

G.1.2

鋁廢料製成的再生 環保署統計丟棄含鎂產品回收量，乘以相
鋁合金錠
應產品平均鎂含量之後加總。

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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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物質流成本分析國際發展趨勢應用
1.6.1 精進物質流成本分析計算工具應用
本計畫參考日本的 "MFCA 簡易手法ガイド"，以簡便使用為考量，
建立 MFCA 執行流程表單與計算工具，並應用於 105 年至 107 年之
MFCA 輔導案，應用過程中為了更加符合國內廠商的需求、提升數據收
集速度與廠商後續可持續延伸執行 MFCA 專案，故將 MFCA 分析計算
工具增加「計量方式說明」、「料號」及「佐證照片」等欄位，如圖 35
及圖 36，並加入「改善方案提案」（如圖 37）與「投資報酬率（ROI）」
（如圖 38）計算的功能，可分別就所提出之改善方案進行「總報酬率」
和「年報酬率」的計算，公式分別如下式(1)與式(2)。
「總報酬率」可讓廠商於執行完 MFCA 專案並找出可能之改善方
案後，用來計算投資後所得的收益與成本間的比例，而「年報酬率」則
是計算平均資金投入一年所得到的報酬率，應各改善方案的比較基準
皆為以一年為範圍，故可比較各改善方案間應執行的先後順序（如圖
39），進而提升 MFCA 導入績效。
 總報酬率 %

投資淨損益

式(1)

總投入資本

 年報酬率(%)=[ (總報酬率+1) ^

94

年數

]–1

式(2)

圖 35、物質流成本分析計算工具示意圖 1

圖 36、物質流成本分析計算工具示意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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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改善方案提案示意圖

圖 38、投資報酬率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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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年報酬率比較示意圖

1.6.2 研析物質流成本分析國際標準發展趨勢
為了延續千禧年發展目標，聯合國於 2015 年底 COP21 大會通過巴
黎協定（Paris Agreement） 及發布了「17 項全球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如圖 40，SDGs 勢將引領全球
企業克盡責任並邁向永續發展，開創全球 60 大經濟體或市場無限商機，
企業若將 SDGs 納入經營策略與商業行為，將成為企業發展的驅動力。
而 SDGs 中第 12 項的「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到 2030 年應達成細
項包含：
1. 實現可持續管理，有效利用自然資源。
2. 零售和消費者人均全球食物浪費減少一半，減少生產和供應鏈
中的糧食損失，包括收穫後損失。
3. 按照商定的國際框架，在化學品和所有廢棄物的整個生命週期
內實現無害環境管理，並減少其向空氣，水和土壤的釋放，以盡
量減少對人類健康和環境的不利影響。
4. 通過預防，減少，回收和再利用，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而本計畫內之物質流成本分析技術(MFCA)可運用來達成「實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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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管理，有效利用自然資源」及「通過預防，減少，回收和再利用，
減少廢棄物的產生」此兩細項，MFCA 針對 SDGs 可提供之管理手段分
別有，價量分析、提出改善策略與預估成本效益，可與聯合國的 SDGs
相呼應。

圖 40、全球永續發展目標

除此之外，MFCA 亦可以與碳足跡或是溫室氣體盤查做結合，以達
到 SDGs 中第 13 項「氣候變遷因應方案」的目標，執行 MFCA 分析出
標的範圍內成本財務相關資訊，再進一步將二氧化碳排放量因子納入
考慮，便可將生產物料項目分成高碳排高成本、高碳排低成本、低碳排
高成本及低碳排低成本四大類，去研擬後續可同時兼顧環境友善以及
降低生產成本的改善方案，。
MFCA 的用途廣泛，但日本在推動時卻未如意料中順利，日本學者
探究原因後發現，主要是因為現場人員未清楚了解 MFCA 與現有管理
工具的差異，若是將 MFCA 視為一種生產創新工具，可作為傳統管理工
具的補充，則執行人員接受度會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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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A 於 2011 年在日本的大力推動下成為國際標準 ISO 14051，但
在 MFCA 導入結果發現，很多可能之改善熱點是否可改善成功的因素
並不在原先導入的企業，反而為其上游供應商亦或是下游客戶，有鑑於
此，日本亦有探討將 MFCA 與 LIME（終端生命週期影響評估模式）整
合及將 MFCA 與供應鏈管理結合可能性的研究，因此日本持續擴大
MFCA 可影響之範圍，除了中心廠本身外亦將盤查範圍拓展至上下游供
應鏈，發展供應鏈之物質流成本分析並於 2017 年成為國際標準 ISO
14052，除了制定 ISO 實施之基礎通則外，亦提供在供應鏈中應用 MFCA
的原則，例如：供應鏈間須互相信任、資訊共享及機密保密等，ISO 14052
導入程序如圖 41，與 ISO 14051 相同依據 PDCA 的模式來執行，分析結
果最後由供應鏈一同研擬可能之改善方案。

圖 41、ISO 14052 供應鏈 MFCA 導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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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於中小企業之物質流成本分析國際標準 ISO 14053 方面，目
前進入到標準草案規劃的階段，將於 2018 年 9 月 4 日舉行相關會議如
圖 42，而而根據 ISO 國際標準制定程序，草案規劃會議後將再進行三
道程序，分別為「公眾意見 Public Comments」、「意見解決 Comment
Resolution」及「審核 Approval」，才會正式公告成國際標準，各階段
時程表如圖 43，ISO14053 預計於 2020 年 1 月正式公告。

圖 42、ISO 14053 標準研擬階段

圖 43、ISO 14053 標準研擬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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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 2：「環境足跡與物質流成本分析輔導」
2.1 產業產品環境足跡輔導：依產業類別輔導 3 項產品進行產
品環境足跡計算
產品環境足跡根源於「產品生命週期分析（LCA）」
，利用「從搖籃
到墳墓」的 LCA 概念，將產品所有環境資訊整合以評斷產品的綠色條
件，已經在全球的技術發展與標準制定中建立了明確的共識。故參考歐
盟於 2013 年 4 月的「建立綠色產品之單一市場」規範，分析現有產品
環境績效之各項評估方法，考量其所提出的 15 項環境衝擊類別項目（氣
候變遷、臭氧耗竭、對淡水生態毒性、人類毒性‐癌症效應、人類毒性‐
非癌症效應、顆粒物質/呼吸性非有機物質、游離性輻射‐人類健康效應、
光化學臭氧形成、酸化、優養化‐陸地、優養化‐水體、資源耗竭‐水、資
源耗竭‐礦物/化石燃料、土地轉變）後，建立產品環境足跡指標系統，
後續之輔導內容將以此為主要依據，配合產業需求加強 LCA 上影響數
據不確定性且最容易造成偏差的項目，例如切斷準則、資料不足之處理、
多功能製程的分配、不確定性評估等項目，從材料使用、去除有毒物質、
環保材料、清潔製程、包裝運輸、能源效率、產品使用壽命及產品回收
度等部分，建立一低碳產品環境足跡評量指標系統。
本年度之產業產品環境足跡輔導工作共計 3 案，分別為「台灣塑
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仁武廠」
、
「艾克爾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及「華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作為本年度之受輔導之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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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仁武廠
一、 公司簡介
台塑公司成立於民國 43 年，目前經營之業務及產品在塑膠原料製
品方面，包括 PVC 粉、VCM、液碱、鹽酸、塑膠改質劑、高密度聚乙
烯、聚乙烯醋酸乙烯酯/低密度聚乙烯、線性低密度聚乙烯等產品，其
中 PVC 粉年產能 126 萬 5 仟公噸，若含美國及大陸投資公司年產能達
323 萬公噸，是世界上最大 PVC 粉生產廠之一。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仁武廠（PVC 廠）（下稱台塑仁武 PVC
廠）之主力目標「PVC」作為受輔導標的。PVC 樹脂依製程分為懸浮粉、
塊狀粉及乳化粉，台塑乳化粉又分為微懸浮聚合及種子乳化聚合兩種。
台塑懸浮粉及塊狀粉具有優異之初期著色、可塑劑吸收性與熱安定性，
加工應用範圍廣，如壓延、異型押出、發泡等加工方式，加工產品如窗
框、膠皮/膠布、收縮膜、管材等。台塑乳化粉可適用於各種加工客戶
需求、黏度等品質穩定，加工應用範圍廣，如浸漬、塗佈、發泡、迴轉、
模製成型、無氣噴塗等加工方式。
台塑公司設有工務部，下轄工程部門及汽電共生廠，工程部門主要
負責台塑公司海內外各製程廠之新建、擴建工程及去瓶頸改善之規劃、
設計、監造及驗收等業務；汽電共生廠負責供應台塑公司仁武廠區各製
程廠所需電力、蒸汽、工業水及氧氮氣等公用流體。台塑公司多角化發
展策略，成立電子專案部門，除具有生產自動化設計及規劃軟、硬體程
式之製作能力外，並與日本富士電機技術合作，從事大規模分散式綜合
電儀、電腦監控系統（DCS）軟硬體之設計與製造。

二、 標的產品與製程介紹
本計畫於 107 年 4 月 2 日辦理啟始會議與教育訓練，經與台塑仁
武廠廠內人員溝通確認，以「聚氯乙烯（PVC）」作為本次輔導案之標的
產品，其選擇之理由為市場應用範圍廣泛如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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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廠依據 PVC 聚合方法區分為均一粉製程、共重合粉製程及塊狀
粉製程，各別投入產出如表 24，其反應方程式如下：

𝑛CH

CHCl

觸媒

⎯

氯乙烯

𝐶H

CHCl

n

聚氯乙烯（PVC）

表 23、聚氯乙烯介紹
品別

特性/用途

S‐60

透明性及
膠化性佳

主要製品

品別

特性/用途
高假比重高
押出量

S‐65D
B‐60

硬質膠布
加工製品

硬質 PVC 管
加工製品

優異可塑劑
吸收性

B‐65C

CPVC 專用
粉

S‐65
B‐57C

電腦排線加
工製品

C‐8

熱水管件

溶劑溶解快
速

低溶融黏度
C‐15R

C‐15

印刷油墨

黑膠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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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製品

表 24、各 PVC 聚合製程投入產出
製程別
均一粉

共重合粉

塊狀粉

原物料

產品

VCM、水、分散 PVC‐均一粉
劑、副料等
粉體粒徑：120‐130μM
VCM、VAM、水、 PVC‐共重合粉
分散劑、副料等 粉體粒徑：100‐110μM
VCM、副料等

PVC‐塊狀粉
粉體粒徑：120‐130μM

廢棄物

1.
2.
3.
4.

生活廢棄物
一般事業廢棄物
廢塑膠混合物
廢木材

三、 作業範疇
盤查計算之過程係參考 PRODUCT GROUP CLASSIFICATION: UN CPC
347 PLASTICS IN PRIMARY FORMS 第三類環境宣告用的產品類別規則
（Product Category Rules ,PCR）草案、ISO 14040、ISO 14044、ISO14025，
以及 ISO/TS 14067 等國際標準之建議進行；並依完整性、一致性、準確
性、相關性及透明化等原則彙整相關資訊，說明如下：
1、 功能單位
依照 PCR 草案之建議，將標的產品的宣告單位設定為每公斤的產
品（含包裝）
。
2、 系統界限
資料搜集期間為：2017 年 1 月~12 月；盤查之標的產品於高雄市
仁武區水管路 100 號（PVC 廠）生產。
此次盤查的生命週期系統界線為搖籃至大門類型，自原料開採、精
煉、加工，到標的產品製造完成為止，涵蓋原料取得與製造兩個階段。
參照參考文獻 6 中對於這兩個階段系統邊界設定的要求（如圖 44）
，各
階段需要盤查計算的項目如下：
 原料取得階段：包括在產品製造過程投入之原物料、輔助項，及
所使用的包裝材料(包材)等；從原料開採到生產製造完畢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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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階段：包括①標的產品製作過程的原物料、輔助項、包材及
能資源使用量，②原物料、輔助項、包材及能資源運送到盤查對
象工廠為止之運輸資訊，及③為製造標的產品而產生的空汙、水
污(包含非法令管制項目的逸散)與廢棄物的清除與處理資訊。

圖 44、產品生命週期評估範疇
於生命週期各階段的活動，其資料取得的作法，如圖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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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生命週期各階段的活動資料取得作法

3、 系統界限
整理 PVC 各衝擊指標之前 3 大熱點與貢獻度，如衝擊評估結果所
示。大多數環境足跡皆來自原料取得階段貢獻。尤其是氯乙烯（VCM）
為多種衝擊貢獻熱點之一。特定議題如對人類毒性、優養化或水資源耗
竭的熱點，則與某些輔助項如過氧化新癸酸異丙苯（CND）
、抗氧化劑、
醋酸乙烯的使用有關。
製造階段環境足跡的貢獻熱點主要仍發生在能源的使用。主要貢
獻者是蒸汽及用電。但此階段由於汽電共生廠的配合度有限，大量使用
臆測性資料造成與實際狀況仍有差異，尚待後續公司內部溝通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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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衝擊評估結果
項目
公司

標的
產品

功能
單位

衝擊指標

衝擊指標單位

原料階段

製造階段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仁武廠

溫室效應(碳足跡)

kg CO2 eq

82.63%

17.37%

臭氧層破壞

kg CFC‐11 eq

57.59%

42.41%

對淡水生態毒性

CTUe

97.38%

2.62%

人類毒性‐癌症效應

CTUh

98.49%

1.51%

人類毒性‐非癌症效應

CTUh

45.89%

54.11%

96.96%

3.04%

‐

‐

kg NMVOC eq

96.85%

3.15%

酸化

molc H+ eq

97.72%

2.28%

優氧化‐陸地

molc N eq

96.96%

3.04%

優氧化‐淡水

kg P eq

99.98%

0.02%

優氧化‐海水

kg N eq

97.00%

3.00%

資源耗竭‐水

m3 water eq

97.77%

2.23%

98.18%

1.82%

‐

‐

顆粒物質/呼吸道無機物質 kg PM2.5 eq
電離輻射‐人體健康影響
PVC【均一
粉,無包
裝】

B2B 生命週期各階段排放量
佔總量％（每功能單位）

公斤 光化學臭氧形成

kBq U235 eq

資源耗竭‐礦物、化石燃料 kg Sb eq
土地轉變

kg C def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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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艾克爾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一、 公司簡介
艾克爾國際科技（Amkor Technology）為全球第二大先進半導體封
裝與測試服務提供商。於 1968 年創立於美國賓州，目前在美國、日本、
韓國、菲律賓、上海、台灣都有生產據點，全球員工總數約 18,000 人，
並在那斯達克股票公開上市（Nasdaq: AMKR）。艾克爾於 2001 年合併
上寶半導體與台宏半導體，成立艾克爾台灣分公司，2004 年併購眾晶
科技成立湖口廠，同年入主悠立半導體。台灣地區現有龍潭廠、新竹廠
及艾克爾先進科技廠。
主要產品包含 Wafer Bumping 晶圓凸塊、Flip Chip 覆晶封裝、WLCSP
晶圓級封裝、Test 測試製程與全球獨家的數位光源產品，廣泛應用於通
訊、消費性電子、網路設備等領域。除了服務國內 IC 廠，美國、日本
等世界各地的 IC 大廠也是本公司服務的重要對象，是符合市場潮流的
科技產業。
台灣艾克爾科技的企業核心價值（Active‐主動、Monitor‐監督、Keep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持 續 永 續 發 展 、 Obligation‐ 義 務 性 、
Responsibility‐負責）包含對環境之關懷，其中強調與環境相關部份裡，
永續發展是人類存續的關鍵，更是企業經營的必要條件。故檢視整體環
境與利害關係人期待，並整合企業營運發展目標是必要的；此外，亦期
許所有員工身體力行，共同創造安和樂利的工作環境。
目前艾克爾通過之國際認證包括 ISO 9001、ISO 14001、TS 16949、
QC 080000、ISO 14064、OHSAS 18001、TOHSMS…等，其中新竹廠 WLCSP
產線已於 2013 年通過清潔生產認證。而為了持續減少生產對環境的衝
擊，在高階主管的支持與各單位同仁的努力下，於 2017 年度進行全廠
性清潔生產認證，以檢視廠內節能、減廢、節水之成效。
此外，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近年來亦配合政府單位舉辦相關活動，
如植樹活動、淨溪活動、河川認養活動…等，並期望藉由活動培養同仁
良好道德或意識形態，進而了解自然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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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標的產品與製程介紹
本計畫於 107 年 3 月 22 日辦理啟始會議與教育訓練，經與艾克爾
新竹廠廠內人員溝通確認，以「WLCSP」作為本次輔導案之標的產品，
其選擇之理由為產能佔比最高產品。
艾克爾新竹廠主要商品包含 Flip Chip 覆晶封裝、WLCSP 晶圓級封
裝、Test 測試製程三種，其中以 WLCSP 晶圓級封裝產能最高，因此後
續將以晶圓級封裝作為標的產品，以進行產品環境足跡之探討。
WLCSP 主要是採用晶圓製造的製程取代現有打金線及機械灌膠封
模的製程，不需導線架或基板，便可以進行 SMT 在 PCB 上，因此在產
品成本上相對的比打線封裝及覆晶封裝更加低廉。並且可以達到最小
尺寸封裝(chip size)，可以做到輕薄短小的要求，在電氣特性有最短的
傳輸路徑與優異的可靠度，應用在消費性及手持可攜式產品是最能節
省空間與成本的封裝方式。
三、 作業範疇
盤查計算之過程係參考第三類環境宣告用的供使用於準備「積體
電路（IC, Integrated Circuit）」產品環境宣告（EPD）PCR 2009：1 第 1 版、
ISO/CNS 14040 及 14044，以及 ISO 14025 等國際標準之建議進行；並依
完整性、一致性、準確性、相關性及透明化等原則彙整相關資訊，說明
如下：
1、 功能單位
產品功能單位為每 1 mm3 之 8 吋 WLCSP 晶圓級封裝服務所產出之
產品，蒐集艾克爾新竹封裝廠區之活動數據，再以 8 吋 WLCSP 晶圓級
封裝服務之 2017 年出貨體積(mm3)為分配因子，求出每單位體積(mm3)
之投入產出量。
2、 系統界限
資料搜集期間為：2017 年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盤查之標的產品
於新竹縣湖口鄉湖口工業區光復路 11 號(新竹廠)生產。
此次盤查的生命週期系統界線為搖籃至大門類型，自原料開採、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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煉、加工，到標的產品製造完成為止，涵蓋原料取得與製造兩個階段。
對於這兩個階段系統邊界設定的要求（如圖 46 紅框製程）
，各階段需
要盤查計算的項目如下：
 原料取得階段：包括在 8 吋 WLCSP 晶圓級封裝服務製造過程投入
之原物料如 8 吋晶圓、輔助項，及所使用的包裝材料(包材)等；從
原料開採到生產製造完畢為止之所有原料取得。
 製造階段：包括(1)8 吋 WLCSP 晶圓級封裝服務製造過程的原物料、
輔助項、包材及能資源使用量，(2)原物料、輔助項、包材及能資源
運送到盤查對象工廠為止之運輸資訊包含原物料從國外空運至廠
內之運輸資訊，及(3)為製造標的產品而產生的空汙、水污(包含非
法令管制項目的逸散)與廢棄物的清除與處理資訊。
3、 環境衝擊熱點分析
8 吋 WLCSP 晶圓級封裝服務各衝擊指標之前 3 大熱點與貢獻度，
由計算結果得知大多數環境足跡皆來自製造階段貢獻。尤其是電力使
用(製程設備以外之無塵室用電、製程設備用電)為多種衝擊貢獻熱點之
一。
特定議題如酸化或水資源耗竭的熱點，亦與水處理使用的化學藥
劑與氮氣的使用有關。而在淡水優氧化之議題，則係以包裝材使用為主
要衝擊熱點。游離性輻射以及土地轉變因生產過程中的活動數據，其資
料庫內的資料對此議題尚無本土資料可供計算，而使得呈現所有數值
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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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產品生命週期評估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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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衝擊評估結果
項目
公司

標的
產品

功能
單位

衝擊指標

B2B 生命週期各階段排放量
衝擊指標單位 佔總量％（每功能單位）
原料階段
原料階段

溫室效應(碳足跡)

kg CO2 eq

臭氧層破壞

kg CFC‐11 eq

對淡水生態毒性

艾克爾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17.33%

82.67%

0.18%

99.82%

CTUe

13.61%

86.39%

人類毒性‐癌症效應

CTUh

1.81%

98.19%

人類毒性‐非癌症效應

CTUh

1.72%

98.28%

22.66%

77.34%

‐

‐

kg NMVOC eq

22.63%

77.37%

molc H+ eq

22.00%

78.00%

molc N eq

22.65%

77.35%

優氧化‐淡水

kg P eq

99.97%

0.03%

優氧化‐海水

kg N eq

22.71%

77.29%

資源耗竭‐水

m3 water eq

96.05%

3.95%

20.88%

79.12%

‐

‐

顆粒物質/呼吸道無機物質
8吋
WLCSP
晶圓級 電離輻射‐人體健康影響
封裝服
8 吋 WLCSP
務所生
晶圓級封
光化學臭氧形成
產的每
裝服務
單位體
積 酸化
(1mm3)
產品
優氧化‐陸地

kg PM2.5 eq
kBq U235 eq

資源耗竭‐礦物、化石燃料 kg Sb eq
土地轉變

kg C def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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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華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公司簡介
1995 年 4 月，在高雄市高雄加工出口區成立華新先進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在合併宗大半導體與子公司華東先進電子後，於 2002 年，正
式更名為『華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東科技的總部設置於高雄市加工出口區內，區內設置有四座廠
房，相互支援，華東科技以記憶體 IC 元件為核心，為全球記憶體半導
體大廠提供自晶圓偵測、IC 封裝、成品測試至模組製造之一元化專業
代工服務，是全球記憶體前三大封測廠之一。其封裝、測試業務各佔
50%，封裝、預燒及測試之產品具有輕薄短小,且種類多之特色。封裝產
品方面 1995 至 1996 年主要研發為低密度之揮發性及非揮發性記憶體,
屬於體積較大之膠體封裝。2007 年獲准在中國大陸從事半導體傳統低
階銲線封裝與測試業務後，並於蘇州工業園區內建立一大型廠區，成為
客戶擴展中國市場的重要後援。
華東科技的 DRAM 主流技術從 SDR、DDR1、DDR2、DDR3，在 2014
年推展到 DDR4，產品線囊括標準型、繪圖、Low Power 等多種規格，
應用領域遍及電腦、伺服器、各類消費性電子產品、智慧型手機等。由
於記憶體 IC 產品價格較容易高波動，因此為降低客戶在途存貨受到價
格變動風險影響，增加產出效率，而縮短生產週期，達成交貨目標。
主要提供下列產品項目之封裝測試服務：
(1)高腳數超薄小型晶粒承載器積體電路(TSOP)。
(2)球型陣格承載器積體電路(BGA)。
(3)晶片堆疊封裝(Multi‐Chip Stacking Package, MCP)。
(4)晶片尺寸記憶體封裝(CSP and TrenchBGA)。
(5)快閃記憶體(FLASH)。
(6)記憶體模組。
(7)記憶卡(Micro‐SD Card)。
(8)抽取式隨身碟(U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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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堆疊記憶體封裝(3D Stack Up)。
(10)高階 PC 記憶體封裝(Mx uBGA)。
(11) Package on Package 封裝(POP)。
二、 標的產品與製程介紹
本計畫於 107 年 6 月 13 日辦理啟始會議與教育訓練，經與華東科
技廠內人員溝通確認，以「DDR3‐記憶體」為本次輔導之標的產品。
標的產品為第三代雙倍資料率同步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ouble‐
Data‐Rate Three 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一般稱
為 DDR3 SDRAM），是一種電腦記憶體規格。它屬於 SDRAM 家族的記
憶體產品，提供相較於 DDR2 SDRAM 更高的運行效能與更低的電壓，
是 DDR2 SDRAM（四倍資料率同步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的後繼者（增
加至八倍）。
製程主要是針對晶圓進行後續的封裝，最後以 IC 的形式出貨給客
戶，後續將依據標的產品製程流程圖收集相關盤查數據進行計算與分
析。
三、 作業範疇
盤查計算之過程係參考第三類環境宣告用的供使用於準備「積體
電路（IC, Integrated Circuit）」產品環境宣告（EPD）PCR 2009：1 第 1 版、
ISO/CNS 14040 及 14044，以及 ISO 14025 等國際標準之建議進行；並依
完整性、一致性、準確性、相關性及透明化等原則彙整相關資訊，說明
如下：
1、 功能單位
依照 PCR 之建議，將標的產品的宣告單位設定為單顆 IC
（含包裝）
。
2、 系統界限
資料搜集期間為：2017 年 8 月至 12 月；盤查之標的產品主要於華
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產。
此次盤查的生命週期系統界線為搖籃至大門類型，自原料開採、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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煉、加工，到標的產品製造完成為止，涵蓋原料取得與製造兩個階段。
參照參考文獻 4 中對於這兩個階段系統邊界設定的要求（如圖 46 紅框
製程），各階段需要盤查計算的項目如下：
 原料取得階段：包括①在產品製造過程投入之原物料、輔助項，
及所使用的包裝材料（包材）等；②原物料、輔助項、包材及能
資源運送到盤查對象工廠為止之運輸資訊，從原料開採到生產製
造完畢為止。
 製造階段：包括①標的產品製作過程的原物料、輔助項、包材及
能源使用量，②為製造標的產品而產生的空汙、水污（包含非法
令管制項目的逸散）與廢棄物的清除與處理資訊。
3、 環境衝擊熱點分析
原料階段主要貢獻產品環境足跡的熱點來源為晶圓、IC 出貨包材
及液態氮；而製造階段環境足跡貢獻主要來源則為電力與汽柴油，建議
研擬相關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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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衝擊評估結果
項目
公司

標的
產品

功能
單位

衝擊指標

B2B 生命週期各階段排放量
衝擊指標單位 佔總量％（每功能單位）
原料階段
原料階段

溫室效應(碳足跡)

kgCO2

臭氧層破壞

kgCFC11

對淡水生態毒性

華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84%

11.16%

0.00%

100.00%

CTUe

97.74%

2.25%

人類毒性‐癌症效應

CTUh

7.42%

92.58%

人類毒性‐非癌症效應

CTUh

10.95%

89.06%

92.35%

7.64%

‐

‐

顆粒物質/呼吸道無機物質 kg PM2.5 eq

封裝+測試
(Tray 盤)

顆

電離輻射‐人體健康影響

kBq U235 eq

光化學臭氧形成

kg NMVOC eq

92.33%

7.66%

酸化

molc H+ eq

92.68%

7.31%

優氧化‐陸地

molc N eq

92.35%

7.64%

優氧化‐淡水

kg P eq

100.00%

0.00%

優氧化‐海水

kg N eq

92.35%

7.65%

資源耗竭‐水

kg

97.86%

2.14%

87.18%

12.82%

‐

‐

資源耗竭‐礦物、化石燃料 kg Sb eq
土地轉變

kg C def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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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產品環境足跡示範輔導
2.2.1 完成 4 個產品環境足跡示範輔導案之遴選作業
本計畫執行單位（工研院）於此項工作上，係扮演「管理單位」的
角色，亦即依「107 年產品環境足跡示範輔導申請須知」相關規定遴選
出輔導團隊後，依工業局專案計畫作業手冊之分包規定，將示範輔導案
分包予輔導團隊執行，而後工研院則執行包括進度之管控、品質之確保、
查訪、及經費撥付等項工作。
本計畫於完成「107 年產品環境足跡示範輔導申請須知」並奉工業
局核可後，即於 107 年 1 月 5 日公告於工業局與本專案計畫網站。
本年度環境足跡示範輔導案之申請，於 107 年 3 月 1 日召開遴選
技術小組會議及工作聯繫單 0027，選定今(107)年度 4 個產品環境足跡
示範輔導案，其廠商基本資料詳如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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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07 年產品環境足跡示範輔導‐廠商基本資料彙整表
項
次

申請廠商

標的產品/
簡介或用途

廠商簡介（取自申請計畫書）

企業
類別

葛莉思‐首席料理(牛肉)‐3.5kg
創立於 1920 年，早期以花生油產銷起家之後創建
為 寵 物 飼 料 ， 根 據 美 國 台灣第一家民營溶劑大豆提油廠，開啟了國內食用油溶
AAFCO(Association of American Feed Control 劑 提油技術先河。隨著台灣畜牧、水產業、寵物及食品
Officials)營養標準，精心研發系列商品。
市場的蓬勃發展，我們以「提供全民健康安全的食糧」
產品特色：
為使命，積極投入各種飼料及食品的開發生產，包括畜
 針對成犬營養需求精心調製，添加活化益 水產飼料、即食穀類早餐食品、寵物食品、各式食用油
菌及天然除臭絲蘭成分，促進體內環保。脂等。也跨足養殖業，尊重動物福祉，以人道方式飼養
福 壽 實 業 股 份  豐富均衡的不飽和脂肪酸，增強免疫力。
牧草雞與牧草黑猪，並透過產銷履歷系統，嚴格控管產 大企業
1
有限公司總廠  天然抗氧化維生素 C 及 E，常保新鮮
品品質，如今福壽儼然成為一個多角化經營事業體。
 精選優質高蛋白，易消化、好吸收、嗜口
近年來福壽秉持著對台灣土地的關懷，遵行農業循
性極佳。
環經濟的理念，投入有機肥料及生物農藥的生產，並與
農民契作、配合收購農地復耕雜糧，期待號召社會大眾
共同愛護台灣土地資源。

產業別

08 食品
製造業

工廠人數：478 人；資本額：350,000 萬元
15 合 1 螺絲起子
創立於 1980 年，已有 36 年以上的手工具製造經
為旋緊或旋鬆螺絲的工具，共分為一 驗，保持產品不良率低於 0.1%是工豐企業的品質目標，
字、十字及六角孔三種類別共十五項規格如 每年開發 3 至 5 款新產品，同步申請多國專利，
下所列：
OEM/ODM 專業代工。
十字類型：1 號、2 號、3 號、4 號。(共 4 個
工豐企業是台灣最大的知名的手工具公司，從 1980 中小
工豐企業股份
規格)
2
年開始便持續生產製造工具和配件，在這三十多年間， 企業
有限公司二廠
一字類型：1/4”、3/8”、3/16”、5/16”。(共 4 工豐企業已經成為了美國和德國知名且認可的工具品
個規格)
牌，並通過了 ISO 9001:2000 認證，保持著產品不良率低
六角孔類型：1/4”、3/4”、3/8”、3/16”、5/16”、於 0.1%，是於手工具同行業中最低的不良率。
7/16”、9/16”(共 7 個規格)
工廠人數：97 人；資本額： 2,5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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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金屬
製品製
造業

項
次

申請廠商

標的產品/
簡介或用途

廠商簡介（取自申請計畫書）

企業
類別

創立於 1965 年，經營石化原料領域逾 50 餘年，總
聚丙烯塑膠粒
聚丙烯是一種熱塑性樹脂，可藉由不同 部位於台灣台北市，1977 年起於台灣證券交易所上市。
的配方或經由添加劑的改質，使其廣泛運用 李長榮化工依策略事業單位規畫，將公司營運策略整合
於各種不同的產品與用途。其特性如下所列: 為甲醇、溶劑、電子化學品、橡膠及高性能塑膠等事業
質輕 (比重最低)/耐高溫/耐化性佳/剛 單位。各事業單位在原料採購、生產統合、產品行銷、
性佳/無應力龜裂/高抗張強度/折撓壽命長/ 客戶服務、技術開發、及未來發展，均依短、中、長期
李 長 榮 化 學 工 低蠕變(low creep)/極佳的電氣性/阻隔性好/
之需求，擬定未來經營策略，以增強競爭力，提高營收
大企業
3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耐衝擊/應用廣及容易加工。
及獲利能力。
司大社廠
聚丙烯擁有寬廣的物理特性(藉由改質
的方式)，簡單的加工製程及成本上的優勢，工廠人數：232 人；資本額：1,000 ,000 萬元
相較其他昂貴的樹脂，是未來極有競爭性的
塑膠產品。

產業別

18化學
材料製
造業

復活草保濕菁露
成立於西元 1979 年。是一家含藥化妝品和美容保
用途：強力鎖水保濕，提升肌膚保水機 養品的專業製造廠商，主要從事各類美容保養品含藥化
能，幫助肌膚補足水分，恢復彈性不緊繃， 粧品的研發製造、批發與代工等相關服務為主。已通過
19化學
由內而外飽滿柔嫩，散發健康迷人的光采。 GMP、ISO22716 品質管理認證，配合引進國際級的生產
佳妙國際股份
4
功能：保濕、抗老化、舒敏、調理等。 配備及技術，結合專業的醫界藥界研發人才，以生產各 中小企業 製品製
有限公司
造業
類優質保養品、含藥化粧品；同時配合嚴格的品管制度，
以確保生產品質。
工廠人數：11 人；資本額：1,28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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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示範輔導案進度管理與配合措施
本計畫亦不定期前往各示範輔導計畫執行現場，以瞭解整體執行
情形，為免執行偏差，若發現輔導單位之輔導技巧略顯生疏，或對計畫
工作項目之實質內容與查證要求等有不甚清楚之處，即立即予以說明。
常態性的計畫管理與督導或交辦事項以 e‐mail 與電話為主，同時，輔
導單位需於每週三中午前填報本週與下週行程（週報，如表 26）
，預報
之行程則必須依實際行程隨時修正，而每個月第一個週三繳交行程彙
整表與執行進度表。
此外，各示範輔導案之標的產品環境足跡計算結果因本計畫特性
與需求，延續本計畫之前期計畫執行方式，於執行之初即與各受輔導廠
商簽訂保密協定，不公開其環境足跡計算結果數據，而以生命週期階段
之原料階段、製造階段、配銷運輸階段的環境足跡數值佔比表示。
截至 107 年 11 月 30 日，執行之各項現場輔導累計完成 4 場次啟
始會議、6 場次工作會議、10 場次教育訓練、16 場次中心廠現場輔導、
18 場次衛星廠現場輔導。
表 26、107 年產品環境足跡示範輔導‐週報行程彙整表（範例）
日期

進廠目的

會議名稱

08 月 07 日(二)

中心廠
輔導

09:30‐PEF 輔導‐福壽實業總廠‐高齊

08 月 09 日(四)

中心廠
輔導

09:00‐PEF 輔導‐工豐企業二廠‐成發會

08 月 10 日(五)

中心廠
輔導

09:00‐PEF 輔導‐李長榮大社廠‐成發會

08 月 24 日(五)

第三方
查證

09:00‐PEF 輔導查證‐李長榮大社廠‐成發會

08 月 29 日(三)

第三方
查證

09:30‐PEF 輔導查證‐福壽實業總廠‐高齊

09 月 12 日(三)

中心廠
輔導

09:00‐PEF 輔導查證‐工豐企業二廠‐成發會

10 月 01 日(一)

第三方
查證

09:00‐PEF 輔導 查證‐工豐企業二廠‐成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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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示範輔導案啟始與溝通會議
依示範輔導案工作項目要求，各廠商應於工業局核定通過一個月
內，邀集共同參與之衛星廠於中心廠處辦理啟始會議，說明輔導案執行
程序與內容。各示範輔導案實際辦理日期彙整如表 27，本計畫則派員
參加，以瞭解各示範輔導案之展開規劃情形。
此外，本計畫於 107 年 3 月 21 日邀集獲選之輔導單位，召開示範
輔導案執行啟始會議，說明計畫工作項目、查核點、繳付項目、及管理
需求，並提供遴選技術小組會議之委員審查意見，請各團隊據以修訂計
畫書以辦理後續分包簽約。
表 27、107 年示範輔導各案啟始會議辦理日期彙整表
星期一
3/19

星期二
3/20

星期三
3/21

10:00 MFCA 麥世科(CPC)

3/26

3/27

3/28

09:30 MFCA 台橡高雄廠
(環會協會)
15:00 MFCA 世界先進晶圓
二廠(成發會)
4/2

4/3

4/4

10:00 PEF 福壽總廠(高齊)
14:00 PEF 李長榮大社廠
(成發會)
4/9

4/10

4/11

09:00 MFCA 祥圃台南廠(塑
膠中心)

10:00 MFCA 日月光半導體
十一廠(成發會)

10:00 PEF 工豐二廠(成發會)

5/28

5/29

5/30

13:30 MFCA 晉美紡織第二
廠(紡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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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每案邀請 1 位專家赴受輔導廠商進行現場查訪，作成查訪紀錄
各個示範輔導自 107 年 3 月 8 日展開以來，累計執行進度將達 50%，
故規劃於 107 年 6 月中旬至 8 月下旬（107.06.20 ‐ 107.08.20）期間，聘
請專家赴各示範輔導案的受輔導廠商處，進行現場查訪，共計 4 場次。
各示範輔導案受輔導廠商名稱及標的產品如表 28 所示。
現場查訪時，除 1 名查訪專家外，尚有工研院（本計畫執行單位）
人員陪同，及邀請工業局長官一同前往。查訪之主要目的有四：
1. 瞭解執行進度，確保符合計畫目標。
2. 確保供應商盤查資料之數據品質，以使後續的環境足跡計算結
果能真實反應該產品的實際環境衝擊。
3. 確認輔導單位之執行能力與輔導人員專業素質，使本年度環境
足跡輔導能確實提供受輔導廠家執行產品環境足跡之協助，並
協助受輔導廠商及其供應鏈建構環境足跡盤查與計算之能力，
以因應未來供應鏈及國際相關規範之要求。
4. 瞭解受輔導廠商對本計畫之執行之意見與建議，以作為下年度
本計畫執行方向之參考。
「確認輔導單位的執行能力與輔導人員專業素質」係本項查訪工
作目的之一，查訪時宜有輔導單位出席之必要，以利及時答覆例如生命
週期軟體資料庫引用等輔導細節，有助於查訪專家更深入了解輔導工
作執行之正確性與適宜性。故查訪時，將請輔導單位列席備詢。
考量對本計畫執行的瞭解與示範輔導產品製程之熟悉度，且能於
各廠之查訪時提供一致性的建議，擬優先考量聘任以往年度曾參與查
訪之專家與本計畫之評審委員，規劃聘請之專家名單詳列於表 29，並
於 6 月底調查各專家與受輔導廠商時間，實際查訪專家規劃如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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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PEF 示範輔導之受輔導廠商名稱及標的產品
場次

廠商名稱

標的產品

1

福壽實業股份公司總廠

GREENS 葛莉思首席料理(牛肉)‐3.5kg

2

工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15 合 1 螺絲起子

3

李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大社廠

聚丙烯塑膠粒(產品編號:6331)

4

佳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復活草保濕菁露

表 29、PEF 示範輔導外部專家查訪之查訪專家現職、專長
姓名
郭○○

服務單位
臺灣師範大學
地理學系

東南科技大學
許○○
觀光系

職稱

專長

教授

物質流成本分析、生命週期評估，
且熟悉示範輔導內容

碳足跡、企業永續性報告書/績效
副教授 評估、綠色供應鏈、企業社會責
任

郭○○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

教授 生命週期評估

張○○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講師

吳○○

崑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系

教授 生命週期評估

施○○

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學系

教授 環境化設計及生命評估

陳○○

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 產品碳足跡/綠色設計領域

張○○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工程系

生命週期評估、碳足跡、環境足
跡輔導，且熟悉示範輔導內容

副教授 產品碳足跡/綠色設計領域

123

表 30、PEF 示範輔導之外部專家查訪之查訪專家規劃表
廠商名稱

區域

查訪
專家

福壽實業股份公司總廠

中部

吳○○

黃○○

黃○○

工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南部

郭○○

黃○○

黃○○

李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社廠 南部

陳○○

王○○

黃○○

佳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郭○○

黃○○

王○○

中部

工研院

專家進行現場查訪時，其查訪議程規劃如表 31，查訪專家將依據
「查訪紀錄表(如表 32)」所列之項目，逐項與受輔導廠商之推動人員進
行訪談與意見交流，並由工研院之陪同人員詳實紀錄；並視實際需求進
行現場廠區巡視，以便於專家能清楚了解輔導單位之執行進度、完整性
及輔導人員專業素質與服務，最後將彙整查訪之結果及對於本次輔導
之廠家建議，進行分析與檢討，使後續相關輔導作業之推動，能更加順
利圓滿。
表 31、產品環境足跡示範輔導外部專家查訪議程
時

間

議

程

備註

15 分鐘

 參加人員介紹
 本次查訪目的與行程簡介

70 分鐘

 查訪與意見交流
 產品盤查資料檢視

1.請受輔導廠商準備簡報
2.依查訪紀錄表進行記錄

20 分鐘

 產品製程現場參觀

*視查訪作業需求

15 分鐘

 查訪專家建議及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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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產品環境足跡示範輔導外部專家現場查訪紀錄表
一、查訪日期/時間 中華民國 107 年

月

日，

時

分

二、受訪廠商
三、受訪人員
四、查訪人員：

查訪專家：
工業局：

、工研院：

五、查訪內容：
1.1 執 行 進 度 與 遭 遇 困 難 ：

1.2 邊 界 /功 能 單 位 界 定 ：

1.3 環 境 足 跡 數 據 盤 查 情 形 與 資 料 庫 軟 體 （ 一 級 、 二 級
數據）：

1. 廠 商 執 行
進 度 (與 查 1.4 衛 星 廠 /供 應 商 之 參 與 情 形 ：
核點符合
情形)
1.5 預 計 查 證 單 位 與 日 期 ：

1.6 如 已 查 證，缺 失 內 容 與 後 續 改 善 措 施（ 如 有 的 話 ）：

1.7 其 他 （ 如 ： 後 續 之 減 量 規 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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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輔 導 流 程 規 劃 及 盤 查 資 料 ：

2.2 進 廠 輔 導 相 關 紀 錄 文 件 ：

2. 輔 導 單 位
輔導情形

2.3 教 育 訓 練 課 程 與 工 作 會 議 資 料 ：

2.4 其 他 ：

3.1 輔 導 人 員 專 業 素 質 與 服 務 態 度 （ 輔 導 人 員 姓
名：
）：

3. 輔 導 單 位
執 行 能 力 3.2 輔 導 單 位 提 供 的 資 源 與 協 助 （ 含 ： 輔 導 時 程 安 排 、
與輔導人 對輔導廠商狀況的熟悉度等）：
員服務品
質

3.3 其 他 ：

4. 其 他
六、總結：
1. 訪 查 結 果
總結
2. 廠 方 意 見
與回饋
3. 查 訪 專 家
綜合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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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積極與受查訪工廠與查訪專家聯繫，安排彼此均可配合之時間
進行外部專家查訪，查訪結果紀錄彙整表如表 33。依查訪結果分為 3
部分來看：
A. 輔導廠商意見：對於本次政府提供的專案都給予正面評價，另外廠
商有能力自行盤查廠內數據，但無免費係數可引用，必須仰賴資料
庫，未來希望政府能建立碳足跡平台，免費供廠商使用，以利讓廠
商能夠自主運算。
B. 查訪專家的綜合意見為：完成環境足跡計算後，希望輔導單位提供
重要(key)環境足跡給生產事業，做為未來產品改善的資訊；民生物
料（如玉米）本土化係數取之不易，建議考慮建置一級數據。
C. 至於輔導單位的服務品質與專業能力：所有受輔導廠商皆給予正面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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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產品環境足跡示範輔導外部專家現場查訪結果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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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產品環境足跡示範輔導外部專家現場查訪結果彙整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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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各家廠商產品環境足跡示範輔導結果
項目
公司

標的
產品

福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廠

GREENS 葛
莉思首席
料理(牛
肉)‐3.5kg

功能
單位

pcs

衝擊指標

衝擊指標單位

B2B 生命週期各階段排放量
佔總量％（每功能單位）
原料階段

原料階段

溫室效應(碳足跡)

kg CO2 eq

92.11%

7.20%

臭氧層破壞

kg CFC‐11 eq

93.40%

6.60%

對淡水生態毒性

CTUe

97.08%

2.92%

人類毒性‐癌症效應

CTUh

89.53%

10.47%

人類毒性‐非癌症效應

CTUh

98.86%

1.14%

顆粒物質/呼吸道無機物質 kg PM2.5 eq

90.92%

9.08%

電離輻射‐人體健康影響

kBq U235 eq

82.89%

17.11%

光化學臭氧形成

kg NMVOC eq

94.03%

5.97%

酸化

molc H+ eq

94.12%

5.88%

優氧化‐陸地

molc N eq

99.29%

0.71%

優氧化‐淡水

kg P eq

88.34%

11.66%

優氧化‐海水

kg N eq

99.33%

0.67%

資源耗竭‐水

m3 water eq

99.83%

0.17%

資源耗竭‐礦物、化石燃料 kg Sb eq

93.55%

6.45%

土地轉變

99.89%

0.11%

kg C def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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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公司

標的
產品

工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15 合 1 螺
絲起子

功能
單位

衝擊指標

衝擊指標單位

B2B 生命週期各階段排放量
佔總量％（每功能單位）
原料階段

原料階段

溫室效應(碳足跡)

kg CO2 eq

92.02%

7.98%

臭氧層破壞

kg CFC‐11 eq

93.62%

6.38%

對淡水生態毒性

CTUe

41.05%

58.95%

人類毒性‐癌症效應

CTUh

71.48%

28.52%

人類毒性‐非癌症效應

CTUh

75.23%

24.77%

顆粒物質/呼吸道無機物質 kg PM2.5 eq

80.31%

19.69%

電離輻射‐人體健康影響

kBq U235 eq

57.48%

42.52%

kg NMVOC eq

93.35%

6.65%

酸化

molc H+ eq

88.96%

11.04%

優氧化‐陸地

molc N eq

93.07%

6.93%

優氧化‐淡水

kg P eq

53.19%

46.81%

優氧化‐海水

kg N eq

91.27%

8.73%

資源耗竭‐水

m3 water eq

91.60%

8.40%

資源耗竭‐礦物、化石燃料 kg Sb eq

36.70%

63.30%

土地轉變

98.46%

1.54%

每支
光化學臭氧形成
450g

kg C def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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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公司

標的
產品

功能
單位

衝擊指標

衝擊指標單位

B2B 生命週期各階段排放量
佔總量％（每功能單位）
原料階段

原料階段

李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社廠

溫室效應(碳足跡)

kg CO2 eq

83.37%

16.63%

臭氧層破壞

kg CFC‐11 eq

97.29%

2.71%

對淡水生態毒性

CTUe

58.82%

41.18%

人類毒性‐癌症效應

CTUh

85.33%

14.67%

人類毒性‐非癌症效應

CTUh

61.44%

38.56%

顆粒物質/呼吸道無機物質 kg PM2.5 eq

84.28%

15.72%

電離輻射‐人體健康影響

kBq U235 eq

69.65%

30.35%

kg NMVOC eq

92.84%

7.16%

酸化

molc H+ eq

88.88%

11.12%

優氧化‐陸地

molc N eq

89.99%

10.01%

優氧化‐淡水

kg P eq

69.66%

30.34%

優氧化‐海水

kg N eq

86.73%

13.27%

資源耗竭‐水

m3 water eq

96.37%

3.63%

2.32%

97.68%

98.31%

1.69%

聚丙烯塑
每包 25
膠粒(產品
光化學臭氧形成
公斤
編號:6331)

資源耗竭‐礦物、化石燃料 kg Sb eq
土地轉變

kg C def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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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公司

標的
產品

功能
單位

衝擊指標

衝擊指標單位

B2B 生命週期各階段排放量
佔總量％（每功能單位）
原料階段

原料階段

31.21%

68.79%

佳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溫室效應(碳足跡)

kg CO2 eq

臭氧層破壞

kg CFC‐11 eq

2.71%

97.29%

對淡水生態毒性

CTUe

9.07%

90.93%

人類毒性‐癌症效應

CTUh

0.02%

99.98%

人類毒性‐非癌症效應

CTUh

0.00%

100.00%

顆粒物質/呼吸道無機物質 kg PM2.5 eq

4.37%

95.63%

電離輻射‐人體健康影響

kBq U235 eq

0.00%

0.00%

kg NMVOC eq

4.71%

95.29%

活草保濕
一瓶 光化學臭氧形成
菁露 180ml
酸化

molc H+ eq

14.01%

85.99%

優氧化‐陸地

molc N eq

4.37%

95.63%

優氧化‐淡水

kg P eq

99.86%

0.14%

優氧化‐海水

kg N eq

4.52%

95.48%

資源耗竭‐水

m3 water eq

83.71%

16.29%

46.03%

53.97%

0.00%

0.00%

資源耗竭‐礦物、化石燃料 kg Sb eq
土地轉變

kg C def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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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產業物質流成本分析輔導：依產業類別輔導 3 家廠商進行
物質流成本分析
物質流成本分析（Material flow cost accouting，MFCA）起源於德國，
在日本被發揚光大，為一種同時兼顧環境與經濟的綠色管理工具。
由於氣候變遷與資源不足，加上大環境經濟不景氣的壓力，各國皆
在尋找可以降低成本，又可保護環境達到雙贏的方法；日本在品質管理
極致化後，發現了可再協助企業推動創新，增加資源生產力的新方法，
經十餘年之研究與推廣，累積豐富經驗以及成果，於 2011 年將 MFCA
推向國際標準（ISO 14051）。MFCA 強調在會計系統發現物質損失之重
要性，以便了解潛在環境、物質與能源使用上，對財務所造成的影響，
兼具物質流與金錢流的雙重邏輯與分析，以此作為內部高層決策之參
考依據。目前除了在日本推動外，最近三年我國、印度、馬來西亞等國
家，開始推廣 MFCA 並協助國內產業導入，以減少成本、增加利潤，同
時達到節能減碳、產業綠色化，國內企業創新與提升競爭力之管理模式。
MFCA 以金錢的損失來檢視製程中之改善熱點，故在導入 MFCA 時
需加入之資訊，包括：原物料、成本分配方式、以至廢棄物管理、回收
使用、處理及丟棄和其他以物質流為基礎之成本。因此，導入 MFCA 此
方法，必須完整檢視受輔導標的之相關製程，每一原料添加量及其相對
應之成本，並分成材料成本、系統成本、能源成本和廢棄物處理成本。
本項 MFCA 輔導工作共計 3 案，分別為「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鎮二廠」
、
「力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3」及「環球晶圓股份有限公司」
作為本年度之受輔導之廠商。依計畫要求，應選擇受輔導標的進行輔導，
並於輔導完成後，取得 ISO 14051:2011 查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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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平鎮二廠
一、 公司簡介
技嘉科技創立於1986年，以主機板、顯示卡等電腦零組件起家，透
過集團式經營拓展產品線至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桌上型電腦、電腦
周邊、物聯網設備及伺服器等領域，並成立電競品牌AORUS，整合行銷
與產品資源，以獨特方式為消費者開創嶄新的數位世界；除了持續創造
令人驚豔的產品並堅持「技術創新、品質穩定」的高標準，技嘉科技也
結合企業核心能力落實環境保護，追求科技的同時也致力推動「減量、
共享、愛地球」的綠動計劃，目標持續專技產品的效能、價值與綠色製
造，並成為全球主機板、顯示卡產品創新的領導者。
「Upgrade Your Life」是一路驅使技嘉科技前進的動力，是對消費
者的承諾，更是對社會負責的使命。唯有不斷創新價值，才能持續進步，
追求完美，才能成就品質，未來技嘉科技將繼續秉持「創新科技，美化
人生」的理念發展技術與產品，成就永續新文化，也為消費者、技嘉人、
社會及環境共同打造更美好的明天，期望技嘉科技成為充滿活力、競爭
力與高價值的世界級品牌。
技嘉科技平鎮二廠為使物質流成本分析盤查與計算工作有效運作，
故成立「MFCA推動小組」
，由永續發展辦公室擔任召集人，成員由7個
單位選派代表擔任，並由安全衛生課擔任聯絡窗口，推動小組組織如圖
47。

圖47、技嘉科技平鎮二廠物質流成本分析(MFCA)推動小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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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標的產品與製程介紹
本次選擇以主機板為主，是該公司主力產品，從前端原物料投入、
到廢棄原物料管理進行檢討，以降低廢棄物產出，以生命週期角度思考，
充分利用能資源，達到廢棄物減量之目標。
主機板為電腦核心元件，提供插槽給處理器、顯示卡、音效卡、硬
碟、記憶體、光碟機與其他外接周邊裝置，亦有內建裝置使得各軟、硬
體元件整合運作。
主要流程為：表面黏著→插件→測試→包裝，各製程又再細分成多
個步驟，其中「測試」又分為功能測試與燒機測試，在此製程過程中，
若有不良品則會進到 TEST 維修步驟，維修完成後回測試線測試, 測試
良品再接續前往包裝製程。
三、 結果分析
考量資料完整性與有效性，本次MFCA分析期間以1個工單的量來
計算，共計5,400片，數據收集期間為107年6月8日至107年6月16日，採
直接現場數據收集。根據本次MFCA標的產品「主機板」原料之使用與
損耗的情況，瞭解物質於製程不同階段原物料轉換之詳細情形，並在評
估廠內可取得之數據現況後，將主機板製程分為9個量化中心（QC），
其中2個量化中心為維修製程(QC1.1、QC5.1)，其量化中心流程如圖48。
界定量化中心之投入與產出前，需先決定欲分析之物質範圍，此次
MFCA分析之標的產品為「主機板」
，在分析過程中，因產品需進入維修
製程（QC1.1、QC5.1）是前段製程（QC1、QC5）不良所造成，故在分
析中會分別以維修端分開或合併兩種方式呈現。另外，因QC1的氮氣使
用量相對於該QC其他物料使用量來的高，為避免模糊其他物料之可能
改善資訊，故在分析結果會以氮氣排不排除來比較其他物料的成本，分
析結果如如表34、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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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主機板量化中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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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主機板各量化中心正產品與負產品之成本結構表(維修端分開計算)
正產品
負產品
量化中心
總百分比(%)
總百分比(%)
QC1

92.83%

7.17%

QC1(去除氮氣)

97.09%

2.91%

QC2

99.30%

0.70%

QC3

99.56%

0.44%

QC4

99.08%

0.92%

QC5

99.99%

0.01%

QC6

99.98%

0.02%

QC7

99.84%

0.16%

QC1.1

77.59%

22.41%

QC5.1

87.53%

12.47%

表 35、主機板各量化中心正產品與負產品之成本結構表(維修端合併計算)
正產品
負產品
量化中心
總百分比(%)
總百分比(%)
QC1

92.26%

7.74%

QC1(去除氮氣)

96.69%

3.31%

QC2

99.30%

0.70%

QC3

99.56%

0.44%

QC4

99.08%

0.92%

QC5

99.31%

0.69%

QC6

99.98%

0.02%

QC7

99.84%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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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力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3
一、 公司簡介
力晶科技於 1994 年 12 月創立於台灣新竹科學園區，業務範圍涵
蓋記憶體製造及晶圓代工兩大類別。1998 年以科技類股票在台灣正式
掛牌上櫃。1999 年發行全球存託憑證，成為我國第一家在盧森堡證券
交易所上市的上櫃公司。截至 2016 年 12 月，力晶擁有四千八百一十
三位員工，資本額達新台幣二百二十二億元，年度營收新台幣四百一十
八億元。
為提昇國際競爭力及科技實力，力晶在設立之初即和日本三菱電
機 締 結 技 術 、 生 產 與 銷 售 的 策 略 聯 盟 。 2009 年 力 晶 獨 力 研 發 之
4GbNAND 型快閃記憶體（NANDFLASH）量產出貨，成為我國第一家具
備高容量快閃記憶體自主技術與產銷實力的半導體廠商。後續經營方
針改變為日商瑞薩科技（RenesasTechnologyCorp.）…等國內外 IC 設計
公司客製化利基型記憶體、NOR 型快閃記憶體（NORFLASH）
、LCD 驅動
IC、電源管理等產品，由標準動態記憶體(DRAM)廠轉型專業晶圓代工
(Function)廠。目前力晶擁有總月產能達十萬片的十二吋晶圓廠（P1/2
及 P3 廠），為全球服務晶圓代工公司之一。
精進技術、服務客戶、成為穩定獲利的世界級半導體公司，是我們
的願景。力晶以先進的科技和產能，針對資訊、通信及消費性電子市場
提供多樣化、高容量的記憶體產品與多元模式之晶圓代工服務。未來，
力晶將持續推展國際合作策略、引進尖端科技、穩健拓展市場，在快速
變遷的高科技產業中累積競爭優勢，成為與客戶共創雙贏的全方位記
憶體供應商。
力晶科技P3為使物質流成本分析盤查與計算工作有效運作，故成
立「MFCA推動小組」，由力晶科技P3廠長擔任召集人，成員由11個單
位選派代表擔任，並由P3風險安環部擔任聯絡窗口，推動小組組織如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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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力晶科技P3物質流成本分析(MFCA)推動小組架構圖
二、 標的製程介紹
因公司產品多元化，且機台設備錯綜複雜，無法以產品進行切割，
故鎖定【化學機械研磨製程】為主，該製程主要目的為曝光前平整化，
能決定關鍵製程之準確性，因製程微縮需從曝光技術精進外，平整化亦
是一項重要的製程，且該製程廢棄物及廢水量大，期能達到有效減少後
端污染物產量之目的，進而達到物質流成本分析及成效改善的最終目
標。
三、 結果分析
本次MFCA分析期間設定為107年4月1日至107年4月30日。根據本
次MFCA標的「化學機械研磨製程」原料之使用與損耗的情況，瞭解物
質於製程不同階段原物料轉換之詳細情形，並在評估廠內可取得之數
據現況後，化學機械研磨製程依據製程流程圖分為3個量化中心（如圖
50）
。其投入之化學品除了研磨液外，仍有使用到雙氧水、氨水及低濃
度的氫氟酸等，另外，機械研磨是透過研磨墊進行研磨，故研磨墊亦是
耗材，為分析重點之一，後段產出除研磨後半成品晶圓外，亦有酸鹼廢
水及研磨廢水，廢棄物產出主要為研磨墊、研磨液空桶、研磨殘液、濾
心及晶圓夾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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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FBGA 量化中心流程圖
力晶科技P3廠之化學機械研磨製程依照研磨液之組合可分為4種
組合，此次將針對數量較多之3種組合盤查，分為A組配方化學機械研
磨製程（以下簡稱A組）
、B組配方化學機械研磨製程（以下簡稱B組）
、
C組配方化學機械研磨製程（以下簡稱C組）
。因製程特性，除晶圓本身
會成為正產品外其他投入項目皆為負產品。各組負產品之成本結構中
QC1表面研磨以物質成本佔比最高、其次為系統成本，QC2清洗以系統
成本佔比最高、其次為物質成本，QC3乾燥以系統成本佔比最高、其次
為廢棄物處理成本，分析結果如表36至表38。
表 36、A 組單位 MOV 各量化中心正產品與負產品之成本結構表
正產品
負產品
量化中心
總百分比(%)
總百分比(%)
QC1
0.26%
99.74%
QC2
0.55%
99.45%
QC3
0.08%
99.92%
表 37、B 組單位 MOVE 各量化中心正產品與負產品之成本結構表
正產品
負產品
量化中心
總百分比(%)
總百分比(%)
QC1
0.19%
99.81%
QC2
0.68%
99.32%
QC3
0.11%
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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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C 組單位 MOV 各量化中心正產品與負產品之成本結構表
正產品
負產品
量化中心
總百分比(%)
總百分比(%)
QC1
0.13%
99.87%
QC2
0.33%
99.67%
QC3
0.07%
99.93%
2.3.3 環球晶圓股份有限公司
一、 公司簡介
環球晶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環球晶圓）
，成立於 2011 年 10
月 18 日，總部設立於臺灣新竹市，從事製造 3 吋至 12 吋矽晶圓，產
品廣泛應用於邏輯、記憶體、能源管理、汽車、資訊科技業及微機電系
統（MEMS），是全球第三大半導體矽晶圓廠和第一大非日本半導體矽
晶圓廠，擁有超過 17%全球市佔率。環球晶圓前身為 B 公司製品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B 公司）半導體事業部門，於 2011 年自集團分割
獨立。
環球晶圓於 2016 年成功購併丹麥 TopsilSemiconductorMaterialsA/S
（ 以 下 簡 稱 Topsil ） 及 SunEdisonSemiconductorLimited （ 以 下 簡 稱
SunEdison）成為全球第三大晶圓供應商，從此產品領域更由 CZ 成功跨
入大尺寸磊晶圓、拋光矽晶圓、絕緣矽晶圓及 FZ 半導體晶圓，並結合
環球晶圓頂尖的運營模式與市場優勢及 SunEdison 遍布全球的據點與
產品研發能力，建立了更完善的產品線，共計 16 個生產據點，策略性
地區分布於亞洲、歐洲、美國地區共 10 個國家。環球晶圓擁有絕佳完
整產品組合，將加速提升新技術與新產品的開發能量及持續專注於服
務客戶，為客戶、股東及員工創造更多價值。
環球晶圓經由與業界策略聯盟及對外轉投資所發揮的資源整合效
益來提升經營績效，積極前進並立足站穩更佳的優勢地位，以股東權益
最大化的集團經營模式來擴大事業經營版圖，積極提昇全球市場佔有
率，以進一步在晶圓製造領域取得全球領先地位。
環球晶圓體認到經濟與科技發展應與環保兼顧的重要性，認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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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都有責任分攤對環境衝擊的責任，因此環球晶圓秉持循環經濟的理
念、落實促進資源循環利用，除了 3 個 R（Reduce、Reuse、Recycle）
更注重第 4 個 R（Redesign），使產品/製程在設計階段就能夠預先規劃
使其具有減量、再使用、再利用等循環效果，同時並持續提升污染防治
技術能力，並要求自我管制，以期達到環境永續之願景。
透過 2015 年版 ISO 14001 環境管理系統之推動，環球晶圓導入產
品生命週期之概念，從製程及產品設計階段改善做起，真正做到源頭原
物料之減量。而在空汙與水污的污染防治上，亦配合環境管理系統之推
動，每年訂定節能、節水、減廢與省資源的目標，降低能資源使用量，
同時達到降低溫室氣體排放之成效。在廢棄物管理方面，將傳統的清理
與處置轉化為有效管理資源的觀念，以減少廢棄物之產出；同時，亦強
化廢棄物清理廠商之稽核管理，以確保廢棄物能被妥善之處理。在法規
符合性部分，環球晶圓堅持合法經營，針對內外部環境相關議題進行均
符合性評估，若發現有法規風險則立即採取預防性改善措施，並藉由完
整的管理與確實之操作維護落實政策。
環球晶圓為使物質流成本分析盤查與計算工作有效運作，故成立
「MFCA 推動小組」，由環球晶圓副總經理擔任召集人，成員由 8 個單
位選派代表擔任，並由安衛單位擔任聯絡窗口，推動小組組織如圖 51。

圖 51、環球晶圓物質流成本分析(MFCA)推動小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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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標的產品與製程介紹
本 MFCA 分析之標的產品為環球晶圓股份有限公司之「3 吋擴散
片」。製程可以分成三階段，第一階段（晶棒至圓磨）
：晶棒流程，由
長晶開始，矽單晶棒為矽元素在特定的晶向上做排列而形成,利用摻雜
技術可以決定矽單晶棒的種類以及相對應的電阻。晶棒生成後開始進
行切頭尾、分斷、圓邊等步驟，接著進入第二階段（切片至切磨包裝）
：
平晶片流程，平晶片是由粗晶片經過研磨而成的晶片，磨平製程可以減
少粗晶片的表面粗糙度以及機械損傷，並可更進一步的改善幾何特性，
平晶片適合作為二極體應用基板，此平晶片也可當成產品出貨給客戶。
若平晶片沒有出貨，則可繼續下一步驟，進入第三階段（擴散至包裝）
：
擴散片流程，此透過製程控制將不同特性物質以熱處理的方式由晶片
表面擴散到指定深度與濃度。而此次選定之盤查標的產品全部都進入
擴散流程，並無從平晶片就出貨。
四、 結果分析
本次MFCA分析期間設定為107年4月至6月，一般說來，從長晶一直
到擴散片之完整製程，大約需2‐2.5個月。根據本次MFCA標的產品「3吋
擴散片」原料之使用與損耗的情況，了解物質於製程不同階段原物料轉
換之詳細情形，並在評估廠內可取得之數據現況後，將長晶至3吋擴散
片製程分為12個量化中心（Quantity center,簡稱QC）如圖52，其分析結
果如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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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晶棒量化中心流程圖
表 39、3 吋擴散片各量化中心正產品與負產品之成本結構表
正產品
負產品
量化中心
總百分比(%)
總百分比(%)
QC1

74.74%

25.26%

QC2

98.95%

1.05%

QC3

76.92%

23.08%

QC4

56.60%

43.40%

QC5

98.46%

1.54%

QC6

88.88%.

11.12%

QC7

71.38%

28.62%

QC8

99.35%

0.65%

QC9

93.08%

6.92%

QC10

84.38%

15.62%

QC11

65.90%

34.10%

QC12

94.26%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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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物質流成本分析示範輔導
2.4.1 完成 6 個物質流成本分析示範輔導案之遴選作業
本計畫執行單位（工研院）於此項工作上，係扮演「管理單位」的
角色，亦即依「107 年物質流成本分析示範輔導申請須知」相關規定遴
選出輔導團隊後，依工業局專案計畫作業手冊之分包規定，將示範輔導
計畫分包予獲選團隊執行，而後工研院則執行包括進度之管控、品質之
確保、查訪、及經費撥付等項工作。
本計畫於完成「107 年物質流成本分析示範輔導申請須知」並奉工
業局核可後，即於 107 年 1 月 5 日公告於工業局與本專案計畫網站。
本年度物質流成本分析示範輔導之申請，於 107 年 2 月 26 日遴選
技術小組會議及書面審查，選定今(107)年度 6 個物質流成本分析示範
輔導案，其廠商基本資料詳如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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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107 年物質流成本分析示範輔導」廠商基本資料表
項次

申請廠商

標的產品/
簡介或用途

廠商簡介

企業 產業別
類別

1

不織布製程
創立於民國 1985 年，是臺灣地區水刺無紡布設備的領
不織布（non‐woven fabric, non‐woven cloth）又叫無 導先驅，當不織布產業由外國設備廠所主導的同時，於
紡布，是一種以針軋機械或梳理機械處理各種纖維 87 年自行於苗栗後龍設立自動化生產線。擁有超過三十
原料，用高壓形成或粘合生產的一種布狀物。不織 年以上之不織布產業或設備的相關技術，並於 1994 年
布也分新舊技術或廣義狹義。舊技術製成似勞作用 成功的研發出第一條水刺纏結生產線，於 1998 年成立
麥 世 科 股 份 的合成絨布。新技術是造成常見環保購物袋、N95 自有生產工廠，透過實際生產運作過程，獲得更高深的
11 紡織
大企業
口罩，及十元店內不少簾幕抹布產品。質感上常有 技術與研發能力。產品項目有電子級擦拭用布、醫療、
有限公司
業
平均整齊的壓印點。全球不織布產品的使用纖維原 面膜美容用產品、靜電布、清潔用品、彈性布、工業用
料中，人造纖維佔 85%，天然纖維佔 15%，其中以 特殊用布、吸油、防火用材、設備零件及相關末端產品
聚酯纖維佔最大的使用比例。目前高科技、高機能 之加工與其他產品之買賣。
性的不織布生產以差異化、雙組分、超細、耐高溫、
工廠人數：40；資本額：12,600 萬元
阻燃、抗靜電、抗菌防臭等為主要。

2

苯乙烯‐丁二烯橡膠(SBR)
創立於 1973，公司成立後即與美國固特利奇公司簽訂技
(SBR 工場 A 線 1502 牌號產品)
術合作合約，由其提供製造苯乙烯丁二烯橡膠(Emulsion
苯乙烯‐丁二烯橡膠的製造主要以苯乙烯（以下簡 Styrene‐Butadiene Rubber 簡稱 ESBR)之技術，創立之初
稱 SM）及丁二烯（以下簡稱 BD）依照一定之比例 耗資新台幣 13 億元，設廠於高雄縣大社石化工業區，
與乳化劑進行乳化聚合反應，而以活化劑與氧化劑 建廠工程始於 1974 年 9 月，並於 1977 年 4 月開工生
台 橡 股 份 有 產生自由基（Free Radical）
21 橡膠
，使反應單體（monomer）產，為國內唯一合成橡膠製造廠，年產能量為 81,000 公
限 公 司 高 雄 得以在乳化劑的微胞（micelle）中進行起始、成長
大企業 製 品 製
噸，目前擴充至 100,000 公噸，可用於製造輪胎、橡膠
廠
造業
聚合反應。
鞋、膠管、球類、輸送帶及其他橡膠工業用品，產品市
SBR 1502
場遍及世界各地。
特性－顏色極淡，色澤穩定性佳，耐磨，彈性及曲
工廠人數：469 人；資本額：825,000 萬元
撓性優異。
用途－用於輪胎、鞋料、輕質橡膠製品、橡膠服、
滾輪和橡膠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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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3

4

申請廠商

標的產品/
簡介或用途

廠商簡介

企業 產業別
類別

八吋晶圓
創立於 1994 年，為「特殊積體電路製造服務」的領導廠
由普通矽砂拉製提煉，經過溶解、提純、蒸餾一系 商。世界先進目前擁有三座八吋晶圓廠，世界先進充分
列措施製成單晶矽棒，單晶矽棒經過切片、拋光之 運用既有技術核心專長，配合產業脈動及市場成長需
後，就得到了單晶矽圓片，也就是所謂的晶圓。晶 求，持續增加產品及製程研發上的投資，目前持續研發
世 界 先 進 積 圓經多次光罩處理，其中每一次的步驟包括感光劑 的製程技術包括高壓製程、超高壓製程、BCD 製 程、
26電子
體 電 路 股 份 塗布、曝光、顯影、腐蝕、滲透、植入、蝕刻或蒸 SOI、分離式元件、邏輯製程、混合訊號製程、類比訊號
大企業 零組件
有 限 公 司 晶 著等等，將其光罩上的電路複製到層層晶圓上，製 製程、HPA 製程，以及嵌入式記憶體製程技術等，以協
製造業
圓二廠
成具有多層線路與元件的 IC 晶圓，再交由後段的 助 提 昇 客 戶 在 全 球 市 場 的 競 爭 力 。 根 據 研 究 機 構
測試、切割、封裝廠，依據所需要的大小，製成實 Gartner 的統計資料，世界先進 2016 年代工市場佔有率
體的積體電路成品。一般來說，8 吋晶圓較常用在 約 1.5%，為全球第九大晶圓代工業者。
來製作記憶體技術層次的 IC 等。
工廠人數：1,838 人；資本額：3,300,000 萬元
覆晶封裝積體電路產品(Flip Chip)
創立 1984 年，專注於提供半導體客戶完整之封裝及測
覆晶封裝是採用焊錫凸塊作為晶片與基板的聯接，試服務，包括晶片前段測試及晶圓針測至後段之封裝、
而且不同於一般使用金線作連接的產品，晶片上的 材料及成品測試的一元化服務。製造的半導體電子元件
連接點從四邊變為整個晶片面積的分布，大大增加 廣泛應用於主機板、筆記型電腦、液晶螢幕電視、影像
日 月 光 半 導 可用的 I/O 數。覆晶封裝產品主要的優點為較高的 卡、數據卡、音效卡、行動電話、數位攝影機…等。客戶
26電子
體 製 造 股 份 訊號端點密度、較小的晶片尺寸、優秀的電性表現 也可以透過日月光集團中的子公司環隆電氣，提供完善
大企業 零組件
有 限 公 司 十 和較薄的封裝外型。
的電子製造服務整體解決方案。以前瞻性的策略考量生
製造業
一廠
產製造據點的建立，服務半導體製造供應鏈縮短生產週
期且方便材料的供給，皆緊鄰當地的晶圓代工廠、專業
電子代工廠（EMS）與委託設計製造（ODM）公司。
工廠人數：66,822 人；資本額：8,380,478,10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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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申請廠商

標的產品/
簡介或用途

廠商簡介

企業 產業別
類別

祝好飼母猪用大進料
創立於 1984 年，祥圃實業於 2005 年在台南科學工業區
標的產品投入原料為玉米、豆粉、麩皮、石灰石粉、投資興建飼料預拌劑工廠，引進最先進的技術設備，採
ㄧ磷、食鹽及祝好飼營養品預拌劑(許多營養劑與 用 e 化系統做嚴密的品質管控，堅持安全、健康、無汙
微量元素組成)。
染的生產環境與透明化的標準流程。導入「食品追蹤系

5

祥圃實業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產品功能：
台南廠
 最佳維生素營養提供母畜最佳的營養基礎
 直接改善鈣吸收，使骨骼生長最佳化

統」以條碼標示控款整個生產過程，藉由各端點的條碼 中小 08 食品
辨器確認、追蹤、紀錄從而整合物料的各項資訊細節。 企業 製造業
工廠人數：200 人；資本額：6,000 萬

 維持上皮組織發育，加強蹄部與生殖道結構

6

織物織機加工製程
創立於 1973 年，提供工商業最佳品質的紡織布料。在
筒紗經由整經機將經紗整齊地盤於盤頭上，以供織 台灣彰化縣設有兩間工廠，設備包含整經、漿紗機、噴
機‐織造段使用。織造段則是藉由織布機織出各式 風式 TOYOTA 及 TSUDAKOMA 織布機、Dobby 高劍式
晉 美 紡 織 企 各樣布匹產品出售。
PICANOL 及 SOMET 無梭織布機，月產能為 120 萬碼， 中小 11 紡織
業股份有限
產品涵蓋長纖布、短纖布、各類長短纖交織之素面、強 企業
業
公司第二廠
捻、格子、條子布等，可生產男用或女用成衣布、家飾
用布和工業用布等。
工廠人數：82 人；資本額：3,96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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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示範輔導案進度管理與配合措施
示範輔導案啟動後，本計畫將不定期前往各示範輔導案執行現場，
以瞭解整體執行情形，為免執行偏差，若發現輔導單位之輔導技巧略顯
生疏，或對計畫工作項目之實質內容與查證要求等有不甚清楚之處，即
立即予以說明。常態性的計畫管理與督導或交辦事項以 e‐mail 與電話
為主，同時，輔導單位需於每週三中午前填報本週與下週行程（週報，
如表 41）
，預報之行程則必須依實際行程隨時修正，而每個月第一個週
三繳交行程彙整表與執行進度表。
截至 107 年 11 月 30 日，執行之各項現場輔導累計完成 6 場次啟
始會議、12 場次工作會議、12 場次教育訓練、49 場次中心廠現場輔導。
此外，各示範輔導案之標的產品物質流成本分析計算結果，因本計
畫特性與需求，於執行之初即與各受輔導廠商簽訂保密協定，不公開其
物質流成本分析計算結果數據，而以各 QC 負產品之物質成本、能源成
本、系統成本及廢棄物處理成本佔比表示。
表 41、「107 年物質流成本分析示範輔導」週報彙整表(範例)
日期

進廠目的

會議名稱

10 月 01 日(一)

第三方查證 MFCA 輔導查證‐晉美紡織第二廠‐紡織所

10 月 03 日(三)

第三方查證 MFCA 輔導查證‐麥世科‐CPC

10 月 05 日(五)

第三方查證 MFCA 輔導查證‐台橡高雄廠‐環會協會

10 月 08 日(一)

第三方查證 MFCA 輔導查證‐日月光十一廠‐成發會

10 月 16 日(二)

第三方查證 MFCA 輔導查證‐祥圃實業台南廠‐塑膠中心

10 月 18 日(四)

第三方查證 MFCA 輔導查證‐台橡高雄廠‐環會協會

2.4.3 物質流成本分析示範輔導案啟始與溝通會議
依示範輔導計畫工作項目要求，各計畫應於工業局核定通過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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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內，應於中心廠處辦理啟始會議，說明輔導計畫執行程序與內容。各
示範輔導計畫實際辦理日期彙整如表 27，本計畫則派員參加，以瞭解
各示範輔導計畫之展開規劃情形。
此外，本計畫於 107 年 3 月 21 日邀集獲選之輔導單位，召開示範
輔導計畫執行啟始會議，說明計畫工作項目、查核點、繳付項目、及管
理需求，並提供遴選技術小組會議之委員審查意見，請各團隊據以修訂
計畫書以辦理後續分包簽約。

2.4.4 針對每個獲選之示範輔導案，邀請 1 位專家赴受輔導廠商進行
現場查訪，作成查訪記錄
各個示範輔導自 107 年 3 月 7 日展開以來，累計執行進度將達 50%，
故規劃於 107 年 6 月中旬至 8 月下旬（107.06.20‐107.08.20）期間，聘
請專家赴各示範輔導案的受輔導廠商處，進行現場查訪，共計 6 場次。
各示範輔導案受輔導廠商名稱及標的產品如表 42。
現場查訪時，除 1 名查訪專家外，尚有工研院（本計畫執行單位）
人員陪同，及邀請工業局長官一同前往。查訪之主要目的有四：
1. 瞭解執行進度，確保符合計畫目標。
2. 確保盤查資料之數據品質，以使後續的物質流成本分析計算結果
能真實反應該產品的實際情況。
3. 確認輔導單位之執行能力與輔導人員專業素質，使本年度物質流
成本分析輔導能確實提供受輔導廠家執行物質流成本分析之協
助，並協助受輔導廠商建立計算之能力。
4. 瞭解受輔導廠商對本計畫之執行之意見與建議，以作為下年度本
計畫執行方向之參考。
「確認輔導單位的執行能力與輔導人員專業素質」係本項查訪工
作目的之一，查訪時宜有輔導單位出席之必要，以利及時答覆例輔導細
節，有助於查訪專家更深入了解輔導工作執行之正確性與適宜性。故查
訪時，將請輔導單位列席備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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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對本計畫執行的瞭解與示範輔導產品製程之熟悉度，且能於
各廠之查訪時提供一致性的建議，擬優先考量聘任以往年度曾參與查
訪之專家與本計畫之評審委員，規劃聘請之專家名單詳列於表 43，並
於 6 月底調查各專家與受輔導廠商時間，實際查訪專家規劃如表 44。
表 42、PEF 示範輔導之受輔導廠商名稱及標的產品
場次

廠商名稱

標的產品

1

麥世科股份有限公司

不織布製程

2

台橡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苯乙烯‐丁二烯橡膠

3

世界先進積體電路股份有限公司晶圓二廠 八吋晶圓

4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廠

覆晶封裝積體電路產品

5

祥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廠

祝好飼母猪用大精料

6

晉美紡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廠

織物織布加工製程

表 43、PEF 示範輔導外部專家查訪之查訪專家現職、專長
姓名
周○○
馬○○
張○○
陳○○
林○○
林○○

服務單位
台灣經濟研究院
臺灣大學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學系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理系所
立恩威國際驗證股份
有限公司

職稱

專長

顧問

環境會計、環境經濟學、水足跡

所長

環境系統分析、環境與資源管理

特聘
教授

物質流成本分析與產品碳足跡管理

副教授

物質流、環境污染、系統分析、環
境管理

副教授

物質流、環境系統分析、廢棄物管
理、資源回收

技術
經理
主任
查證員
客戶
經理

物質流成本分析、溫室氣體盤查、
產品碳足跡

林○○

BSI 英國標準協會

呂○○

BSI 英國標準協會

林○○

德國萊茵 TUV 集團

呂○○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 資深評審 物質流成本分析、產品碳足跡、溫
限公司
專員 室氣體盤查

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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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流成本分析
物質流成本分析、產品碳足跡、溫
室氣體盤查
物質流成本分析、產品碳足跡、溫
室氣體盤查

表 44、MFCA 示範輔導之外部專家查訪專家規劃表
區域

查訪
專家

世界先進積體電路股份有限公司晶圓二廠 北部

林○○

黃○○

王○○

麥世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部

張○○

黃○○

范○○

台橡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南部

林○○

黃○○

黃○○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廠

南部

周○○

黃○○

范○○

祥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廠

南部

呂○○

陳○○

黃○○

晉美紡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廠

中部

林○○

王○○

黃○○

廠商名稱

工研院

專家進行現場查訪時，其查訪議程規劃如表 45，查訪專家將依據
「查訪紀錄表(如表 46)」所列之項目，逐項與受輔導廠商之推動人員進
行訪談與意見交流，並由工研院之陪同人員詳實紀錄；並視實際需求進
行現場廠區巡視，以便於專家能清楚了解輔導單位之執行進度、完整性
及輔導人員專業素質與服務，最後將彙整查訪之結果及對於本次輔導
之廠家建議，進行分析與檢討，使後續相關輔導作業之推動，能更加順
利圓滿。
表 45、物質流成本分析示範輔導外部專家查訪議程
時

間

議

程

備註

15 分鐘

 參加人員介紹
 本次查訪目的與行程簡介

70 分鐘

 查訪與意見交流
 產品盤查資料檢視

1.請受輔導廠商準備簡報
2.依查訪紀錄表進行記錄

20 分鐘

 產品製程現場參觀

*視查訪作業需求

15 分鐘

 查訪專家建議及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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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物質流成本分析示範輔導外部專家現場查訪紀錄表
一、查訪日期/時間 中華民國 107 年

月

日，

時

分

二、受訪廠商
三、受訪人員
四、查訪人員：

查訪專家：
工業局：

、工研院：

五、查訪內容：
1.1 執 行 進 度 與 遭 遇 困 難 ：

1.2 標 的 產 品 與 量 化 中 心 界 定 ：

1.3 物 質 流 成 本 分 析 數 據 盤 查 情 形 ：

1. 廠 商 執 行
進 度 (與
查 核 點 符 1.4 預 計 查 證 單 位 與 日 期 ：
合情形)

1.5 如 已 查 證 ， 缺 失 內 容 與 後 續 改 善 措 施（ 如 有 的 話 ）：

1.6 其 他 （ 如 ： 後 續 之 改 善 規 劃 ） ：

2.1 輔 導 流 程 規 劃 及 盤 查 資 料 ：

2.2 進 廠 輔 導 相 關 紀 錄 文 件 ：

2. 輔 導 單 位
輔 導 情 形 2.3 教 育 訓 練 課 程 與 工 作 會 議 資 料 ：
2.4 其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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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輔 導 人 員 專 業 素 質 與 服 務 態 度 （ 輔 導 人 員 姓
名：
）：

3. 輔 導 單 位
執 行 能 力 3.2 輔 導 單 位 提 供 的 資 源 與 協 助（ 含：輔 導 時 程 安 排、對
輔導廠商狀況的熟悉度等）：
與輔導人
員服務品
質

3.3 其 他 ：

4. 其 他
六、總結：
1. 訪 查 結 果
總結
2. 廠 方 意 見
與回饋

3. 查 訪 專 家
綜合意見

經積極與受查訪工廠與查訪專家聯繫，安排彼此均可配合之時間
進行物質流成本分析示範輔導外部專家查訪，查訪結果紀錄彙整表如
表 47。由查訪結果來看，多數廠商反應執行完今年度之專案後，未來
將拓展至其他產品或產線；查訪專家的綜合意見則包含：各量化中心用
物質、能源、系統、廢棄物成本的分攤公式及其理由未說明清楚；至於
輔導單位的服務品質與專業能力，所有受輔導廠商皆給予正面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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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物質流成本分析示範輔導外部專家現場查訪結果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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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物質流成本分析示範輔導外部專家現場查訪結果彙整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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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各廠家物質流成本分析示範輔導結果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廠
【覆晶封裝積體電路產品(Flip Chip) / mm3】
量化中心

正產品
總百分比

負產品
總百分比

QC1

19.78%

80.22%

QC2

68.90%

31.10%

QC3

98.96%

1.04%

QC4

99.98%

0.02%

QC5

99.95%

0.05%

QC6

71.39%

28.61%

QC7

99.07%

0.93%

QC8

99.79%

0.21%

QC9

99.18%

0.82%

QC10

98.56%

1.44%

QC11

99.88%

0.12%

QC12

99.99%

0.01%

QCA

38.90%

61.10%

QCB

87.36%

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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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先進積體電路股份有限公司晶圓二廠
【8 吋晶圓 /片】
正產品
量化中心
總百分比

負產品
總百分比

QC1

99.58%

0.42%

QC2

99.20%

0.80%

QC3

99.70%

0.30%

QC4

99.70%

0.30%

QC5

99.80%

0.20%

QC6

99.45%

0.55%

QC7

99.16%

0.84%

QC8

99.53%

0.47%

QC9

99.87%

0.13%

QC10

99.58%

0.42%

QC11

99.76%

0.24%

QC12

99.67%

0.33%

QC13

99.54%

0.46%

QC14

99.65%

0.35%

QC15

99.59%

0.42%

QC16

99.81%

0.19%

QC17

99.82%

0.18%

QC18

99.88%

0.12%

QC19

99.89%

0.11%

QC20

99.57%

0.43%

QC21

99.85%

0.15%

QC22

99.67%

0.33%

QC23

99.82%

0.18%

QC24

99.58%

0.42%

QC25

99.87%

0.13%

QC26

99.70%

0.30%

QC27

99.80%

0.20%

QC28

99.88%

0.12%

QC29

99.60%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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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世科股份有限公司
【不織布製程 / KG】
量化中心

正產品
總百分比

負產品
總百分比

QC1

96.76%

3.24%

QC2

98.98%

1.02%

QC3

99.56%

0.44%

QC4

99.96%

0.04%

QC5

96.38%

3.62%

QC6

96.96%

3.04%

台橡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苯乙烯‐丁二烯橡膠(SBR)（SBR 工場 A 線 1502 牌號產品） /KG】
正產品
負產品
量化中心
總百分比
總百分比
QC1

99.86%

0.14%

QC2

99.92%

0.08%

QC3

97.97%

2.03%

QC4

94.49%

1.51%

量化中心

正產品
總百分比

負產品
總百分比

QC1

99.95%

0.05%

QC2

99.88%

0.12%

QC3

98.93%

1.07%

量化中心

正產品
總百分比

負產品
總百分比

QC 1A

95.97%

4.03%

QC 1B

94.83%

5.17%

祥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廠
【祝好飼母猪用大進料 /KG】

晉美紡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廠
【織物織機加工製程 /一根緯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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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 3：「宣導與推廣」
3.1 環境足跡與物質流成本分析推廣
3.1.1 辦理 6 場次物質流成本分析講習會
為推廣業界學習「以物質流進行成本分析」的技術，工業局爰辦理
來自日本的物質流成本分析（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MFCA ）技
術講習會，透過理論及實務之規劃課程，增進參與者對物質流成本分析
技術之體認，在理論基礎課程達到「能管理」MFCA 省成本，在實務演
練課程達到「會實務」分析省成本熱點，邁向綠色的永續經營。本年度
6 場次物質流成本分析講習會舉辦時間地點及活動議程如表 48 ‐ 表 50
所示。
表 48、物質流成本分析講習會舉辦時間地點
場次

時間

地點

理論基礎

6 月 12 日(二)
09:00 ‐ 16:30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路 274 號)

實務演練

6 月 22 日(五)
09:00 ‐ 16:30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路 274 號)

理論基礎

8 月 01 日(三)
09:00 ‐ 16:3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台北市羅斯福路 4 段 85 號 B1)

實務演練

8 月 08 日(三)
09:00 ‐ 16:3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台北市羅斯福路 4 段 85 號 B1)

理論基礎

9 月 06 日(四)
09:00 ‐ 16:30

工研院中興院區 64 館 405 室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路四段 195 號)

實務演練

9 月 13 日(四)
09:00 ‐ 16:30

工研院中興院區 64 館 405 室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路四段 195 號)

南部

北部

桃竹
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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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物質流成本分析講習會（理論課程）
課程主題：物質流成本分析理論基礎
時間

議程

講師

09:00‐09:30

報到

工研院

09:30‐09:40

工業局 致詞

工業局

09:40‐10:20



11:30‐12:00



MFCA 導入程序與執行要點
MFCA 案例實作執行方式說明



MFCA 成功案例分享



MFCA 基礎實作 1
- 建立邊界與量化中心流程圖



MFCA 基礎實作 2
- 應用 MFCA 計算工具‐收集物質投入產出項
目
休息

14:30‐14:40


16:00‐16:30

MFCA 案例廠商



13:30‐14:30

14:40‐16:00

工研院

午餐

12:00‐13:00
13:00‐13:30

工研院

休息

10:20‐10:30
10:30‐11:30

物質流成本分析(MFCA)技術為何又可稱為物
料循環省大金技術

MFCA 管理重點說明
1. 應收集項目之數量收集方式
2. 各物料項目之成本提供計算
3. 能源及系統成本之分配方式
4. 結果彙整比較與改善機會分析
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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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

工研院

工研院

工研院

表 50、物質流成本分析講習會（實務課程）
課程主題：物質流成本分析實務演練
時間

議程

講師

09:00‐09:30

報到

工研院

09:30‐09:40

工業局 致詞

工業局



09:40‐10:20

MFCA 進階實作案例說明
- 建立邊界與量化中心流程圖
- 盤查應收集項目
- MFCA 計算工具‐物質投入產出項目
休息

10:20‐10:30


10:30‐12:00

12:00‐13:00


13:00‐14:30

MFCA 進階實作 1
- 如何收集各項目之數量
- 重要步驟：單位轉換
- 應用 MFCA 計算工具‐物質投入產出項目與
量
午餐
MFCA 進階實作 2
- 各物料項目之成本
- 應用 MFCA 計算工具‐物質投入與產出成本



14:40‐16:00

工研院

MFCA 進階實作 3
- 能源及系統成本之分配方式
- 應用 MFCA 計算工具‐系統成本與能源成本

工研院

MFCA 進階實作 4
應用 MFCA 計算工具‐ MFCA 結果分析圖
結果彙整及改善機會分析
改善方案的擬定
循環經濟的績效

工研院

問與答

工研院



16:20‐16:30

工研院

休息

14:30‐14:40

16:00‐16:20

工研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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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流成本分析講習會分為理論課程與實務課程兩階段，採實際
案例演練的方式進行，並於理論課程先進行物質流成本分析（MFCA）
技術之介紹並邀請執行過 MFCA 之廠商或是輔導單位進行分享，使學
員先了解物質流成本分析之概念與執行的效益。再者透過實務課程讓
學員以演練的方式了解步驟、收集數據及計算工具之使用。使學員將物
質流成本分析之方法與計算表單一次帶回，學員上課情形如圖 53‐圖 55
所示。
講習會對於與會者之滿意度與相關建議，透過問卷方式進行調查，
以作為後續辦理活動之參考，問卷內容包含時間安排、教材內容、實用
性、難易度、行政作業、報名動機等。依回收之問卷進行分析對於講習
會相關內容之滿意度達 99%以上，而報名動機 54.76%為公司委派、
26.19%為工作需求由結果可知不論是企業或是員工普遍對於新的議題
都具有高度願意地參與與瞭解。相關統計分析如圖 56、圖 57 所示。

圖 53、物質流成本分析講習會‐高雄場

164

圖 54、物質流成本分析講習會‐台北場

圖 55、物質流成本分析講習會‐新竹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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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物質流成本分析講習會活動滿意度調查結果

圖 57、物質流成本分析講習會報名動機調查結果

3.1.2 辦理 2 場次產品環境足跡推廣說明會
歐盟執委會於 2013 年 4 月 9 日發布了新環保政策的通知「Building
the Single Market for Green Products」，未來歐盟市場將採用「統一的方
法」以評估綠色產品，也就是以「生命週期評估」的方法，展現環境衝
擊，使產品資訊可以具備如：透明性、可靠性、完整性、可比較性等原
則的綠色產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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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生命週期的產品環境衝擊指標項目繁多，包括：溫室效應、
臭氧層破壞、光化學效應等共計 15 項衝擊指標，絕大多數的產業對這
些指標陌生，勢必使國內產業對於此政策之因應無所適從，因而將於未
來造成產品銷歐的障礙。
2018 年 PEF 已進入（於 2020 年）成為政策前的過渡階段（transition
phase）
，有 8 大類產品將產生未來能進入歐盟的「規則」
，其中第 4 項
就是建築產品相關，其實不僅如此，電子電器產品也以可能是綠建材，
有助於建築的監控、感應：
1. 服裝和鞋類（Apparel & footwear）
2. 飲料（Beverages）
3. 基於化學的最終產品（Chemistry based final products）
4. 建築產品（Construction products）
5. 電器和電子（Electrical & electronics）
6. 食品（包括不供人食用的產品）
（Food products (including products not for human consumption）
7. 材料和中間產品（Materials and intermediate products）
8. 其他（將新增）
因此，工業局為推廣環境足跡之概念並協助國內產業因應貿易出
口可能遇到的障礙，特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辦理「產品環境
足跡（PEF）推廣說明會」
。冀望透過說明會，認識環境足跡之核心思維
並使產業了解來自歐盟「產品環境足跡」的壓力、時程、內容，以及如
何產出環境足跡的宣告書，減少銷歐貿易之可能障礙。
本年度規劃辦理 2 場次說明會，其各場次與議程如表 51 與表 52
所示，共計 46 人次參與。本次 2 場產品環境足跡推廣說明會邀請 B 公
司林珊如副理分享執行環境足跡之經驗，說明會中學員相互討論熱烈，
期望透過說明會讓更多廠商認識環境足跡以及其可能帶來的衝擊與影
響，說明會辦理情形如圖 58、圖 5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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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產品環境足跡（PEF）推廣說明會場次
時間

地點

5 月 29 日(二)
13:30‐16:00

集思竹科會議中心巴哈廳
(新竹科學園區工業東二路 1 號)

9 月 5 日(三)
13:30‐16:00

外貿協會台南辦事處會議室(三)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路 457 號 15 樓)

表 52、產品環境足跡（PEF）推廣說明會議程
時間

議程

講師
報到

13:30‐13:50
13:50‐14:00

致詞

工業局長官

14:00‐14:30

銷歐的通行證‐歐盟「產品環境足跡」之
工業技術研究院
發展趨勢

14:30‐15:00

碳、水足跡升級版‐產品環境足跡的應用 工業技術研究院
休息

15:00‐15:10
15:10‐15:40

廠商執行產品環境足跡‐經驗分享

中美矽晶製品(股)公司
林珊如 副理

綜合討論

15:40‐16:00

圖 58、產品環境足跡（PEF）推廣說明會‐新竹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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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產品環境足跡（PEF）推廣說明會‐台南場
PEF 說明會對於與會者之滿意度與相關建議，透過問卷方式進行調
查，以作為後續辦理活動之參考，問卷內容包含時間安排、教材內容、
實用性、難易度、行政作業、報名動機等。依回收之問卷進行分析對於
說明會相關內容之滿意度達 100%滿意，而報名動機在公司委派、工作
需求、個人技能提升結果平均分佈，由結果可知不論是企業或是員工普
遍對於新的議題都具有高度願意地參與與瞭解。相關統計分析如圖 60、
圖 61 所示。

圖 60、產品環境足跡（PEF）推廣說明會活動滿意度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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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產品環境足跡（PEF）推廣說明會報名動機調查結果

3.1.3 辦理 2 場次物質流成本分析推廣說明會
在經濟發展中，以廢棄物減量化、資源化和無害化，使物質在經濟
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間和諧循環平衡，是永續發展的目標，也是物質流
成本會計（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MFCA，也稱為物質流成本分析）
的目標，期待創造環保與經濟雙贏的結果。因此，以「損耗成本」的方
式進行「廢棄物減量分析」可提升物質使用效率及節省成本，同時兼顧
環境保護等功能的物質流成本分析，正提供了產業在永續資源進程上
最佳的管理作法。
為推廣 MFCA 並協助國內產業減少成本、增加利潤，同時達到節能
減碳、環境保護等產業綠色化，發展成為國內企業創新與提升競爭力之
管理模式，本年度將辦理 2 場次「物質流成本分析推廣說明會」
。冀望
透過說明會認識 MFCA 是一種同時兼顧環境與經濟的綠色管理工具，
以便了解潛在的環境和他們在物質與能源的使用對財物所造成的結果，
兼具物質流與金錢流的雙重邏輯與分析，以此作為內部高層決策之參
考依據。
本年度規劃辦理 2 場次說明會，其各場次與議程如表 53 與表 54，
共計 84 人次參與。本次物質流成本分析推廣說明會邀請日本關西大學
商學院中嶌道靖教授分享日本推動 MFCA 現況介紹與對台灣產業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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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以及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陳博士與興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廖副理
分享執行物質流成本分析之減廢及節省成本的重大效益，說明會受到
產業各界之支持與熱烈交流，說明會辦理情形如圖 62、圖 63。
表 53、物質流成本分析（MFCA）推廣說明會場次
時間

地點

3 月 28 日(三)
13:00‐16:30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視聽教室
(台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一段 129 號，圖書館校區)

8 月 15 日(三)
13:00‐16:30

台灣電路板協會（TPCA）
(桃園市大園區高鐵北路二段 147 號)

表 54、物質流成本分析（MFCA）推廣說明會議程
時間

議程

講師
報到

13:00 ‐ 13:25
13:25 ‐ 13:30

致詞

經濟部工業局長官

13:30 ‐ 14:00

MFCA 如何循環省大金
‐工業局推動計畫說明

工業技術研究院
黃文輝 專案經理

14:00 ‐ 15:30

日本推動 MFCA 現況介紹及對台
灣產業之建議

日本關西大學商學院
中嶌 道靖 教授

廠商執行 MFCA 經驗分享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陳兆琦 博士
興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廖俊宏 副理

綜合討論

‐ 工業技術研究院
‐ 日本專家 中嶌 道靖 教授
‐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15:30 ‐ 16:00

16:00 ‐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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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物質流成本分析（MFCA）推廣說明會‐台北場

圖 63、物質流成本分析（MFCA）推廣說明會‐桃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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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A 說明會對於與會者之滿意度與相關建議，透過問卷方式進行
調查，以作為後續辦理活動之參考，問卷內容包含時間安排、教材內容、
實用性、難易度、行政作業、報名動機等。依回收之問卷進行分析對於
說明會相關內容之滿意度達 100%滿意，而報名動機在公司委派 41.67%、
工作需求 50.00%，由結果可知不論是企業或是員工普遍對於新的議題
都具有高度願意地參與與瞭解。相關統計分析如圖 64、圖 65 所示。

圖 64、物質流成本分析（MFCA）推廣說明會活動滿意度調查結果

圖 65、物質流成本分析（MFCA）推廣說明會報名動機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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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辦理 4 場次產品環境足跡或物質流成本分析現場觀摩
活動
為推廣並促進國內廠商對「產品環境足跡」與「物質流成本分析」
的認識，藉由辦理實地參訪，使產業瞭解政府推動產品環境足跡、物質
流成本分析相關作為，透過模範廠商導入過程中技術改善方案與具體
成效，增進參與者對產品環境足跡與物質流成本分析之體認並見賢思
齊，落實企業於生產低環境衝擊產品、減少物質使用及降低廢棄物產量
之社會責任，邁向綠色的永續經營。各場次參訪對象彙整如表 55。
表 55、4 場次現場觀摩活動彙整表
地點

時間

參訪工廠

台南

3 月 30 日(五)
12:30 ‐ 15:30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 年【輔助頭燈】接受物質流成本分析輔導、106
年【LED 車尾燈】接受產品環境足跡輔導)

苗栗

5 月 23 日(三)
13:45 ‐ 16:00

友聯車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三義工廠
(106 年【汽車座椅】接受物質流成本分析輔導)

台南

8 月 30 日(四)
12:40 ‐ 15:30

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廠
(104 年【球柵陣列封裝】接受產品環境足跡輔導、
105【四方平面無引腳封裝】年接受物質流成本分析
輔導、106 年【細間距錫球陣列封裝】台南二廠接受
物質流成本分析輔導)

彰化

10 月 31 日(三)
12:55 ‐ 15:40

富雨洋傘有限公司
(104 年【碳纖超纖洋傘】接受產品環境足跡輔導)

107 年 3 月 30 日在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辦理「產品環境足跡/物
質流成本分析現場觀摩活動」
，璨揚黃董事長熱烈歡迎與會來賓的蒞臨，
分享從導入 PEF & MFCA 之管理手法發現環境與經濟雙贏之機會，參觀
改善原物料使用效率之自動化設備、以及降低環境衝擊設置太陽能板，
整體活動受到產業各界之支持與熱烈交流。活動辦理情形如圖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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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璨揚現場觀摩活動辦理情形

圖 67、友聯現場觀摩活動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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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友聯車材公司楊總經理熱烈歡迎來賓蒞臨，觀摩工業局
106 年輔導其「物質流成本分析(MFCA)」的成果，裕隆汽車的座椅都是
友聯的產品，主要參觀汽車座椅裱皮材排版與裁剪段，有效利用 MFCA
手法找到最佳化參數，減少材料使用以及廢棄物之產生，創造了環境與
經濟雙贏，且擴大到全部產品，整體活動受到產業各界之支持與熱烈交
流，紛紛詢問學習 MFCA 的機會。動辦理情形如圖 67。
8 月 30 日在南茂科技台南廠辦理「產品環境足跡/物質流成本分析
現場觀摩活動」，張文龍 處長熱烈歡迎與會來賓的蒞臨，分享從導入
PEF & MFCA 之管理手法發現環境與經濟雙贏之機會，參觀製程並與與
會者分享如何藉由 PEF&MFCA 分析結果於廠內製程相關人員討論改善
機會，近而達成改善原先忽略的浪費點，整體活動與會者熱烈交流。活
動辦理情形如圖 68。
10 月 31 日在富雨洋傘辦理「產品環境足跡現場觀摩活動」
，周淑
秋董事長熱烈歡迎與會來賓的蒞臨，分享由 PEF 之結果了解到原來製
造一把傘需要消耗這麼多的環境資源，讓富雨開始思考如何能夠讓一
把傘的生命週期更長用的更久，觀摩活動中也讓與會者學習如何維修
傘如何自己縫一把傘，讓消費者不會因為一個小零件壞了就無法繼續
使用，整體活動與會者熱烈參與。活動辦理情形如圖 69。
現場觀摩活動對於與會者之滿意度與相關建議，透過問卷方式進
行調查，以作為後續辦理活動之參考，問卷內容包含時間安排、教材內
容、實用性、難易度、行政作業、報名動機等。依回收之問卷進行分析
對於說明會相關內容之非常滿意達 97.91%，而報名動機在公司委派
44.68%、個人技能提升 48.94%，由結果可知不論是企業或是員工普遍
對於新的議題都願意了解與參與。相關統計分析如圖 70、圖 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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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南茂現場觀摩活動辦理情形

圖 69、富雨現場觀摩活動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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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現場觀摩活動滿意度調查結果

圖 71、現場觀摩活動報名動機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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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持續維護與更新「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資訊專
區」網頁
本項工作為更新本計畫前一期計畫所建置之「製造業產品碳足跡
資訊專區」更新為「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資訊專區」，擴增
涵蓋環境足跡資訊，並提供廠商相關技術諮詢服務。
網頁已進行相關資安議題、並符合無障標章 2.0 版要求與管理，本
年度則持續依工業局專案計畫作業手冊進行「資訊系統處理作業檢核」
如表 56。
「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資訊專區」網頁涵蓋環境足跡
與資源永續資訊，持續維護網頁並加強充實內容，安排專人負責，提供
相關技術諮詢服務。網頁架構如表 57，首頁如圖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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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網頁資訊系統處理作業檢核
計 畫 執 行 單 位 自 行 查 驗
（請計畫執行單位填寫說明，並勾選是否符合）
次項目
說明
符合 不符合
敏感性資訊之傳送是否採取 □是，保護措施為
加密等保護措施? (登入資 □否，說明
訊系統/網站之帳號密碼 ■無敏感性資訊之傳送
V
為敏感性資料，傳送時亦
應做 https 加密)
資料及軟體交換是否具安全 □是，保護措施為
保護措施，如電子資料加 □否，說明
V
■無資料及軟體交換
密或電子簽章等？
網站系統若提供檔案或文字 □是，說明
上傳功能，是否限制上傳 □否，說明
檔案之類型並進行文字內 ■無提供檔案或文字上傳功能
V
容之檢查，以避免非預期
的惡意程式或指令透過上
傳功能執行？
是否留有操作員日誌以利追 ■是
V
蹤檢查？
□否，說明
是否有設定特殊權限的嚴格 ■是，說明 僅開放網站管理者及計畫主持人擁有
管理措施？
權限
V
□否，說明
使用者帳號是否不使用身分 ■是，說明 不使用身分證字號為帳號名稱
V
證字號為帳號名稱？
□否，說明
密碼是否不少於 12 碼，且 ■是，說明 密碼由大小寫、數字及符號混合組成
由大小寫、數字及符號組 大於 12 碼
V
成混合？
□否，說明
是否有訂定期限(90 天)或使 ■是，說明 限制一天登錄 10 次，且 90 天更換一
用次數限定帳號及密碼？ 次密碼
V
□否，說明
應用系統是否定有作業結束 ■是，說明本網站在使用者於 30 分鐘未操作時，
或一定期間沒有操作即自動 將會自動登出
V
登出機制或重新取得授權才 □否，說明
可登入之保護機制？
對於異常登入程序，是否留 ■是，說明 於每日至計畫網站檢視是否有異
有紀錄，並有專人定期檢 常，由專人定期檢視，如有異常則予以紀錄
V
視？
□否，說明
原始程式庫新增、修改、修 ■是，說明 原始程式庫新增、修改、修改存取由
改存取是否有控制措施並留 程式撰寫人專人控管，且存取必須有連線的帳號密
有稽核日誌記錄存取行為？ 碼才能更新，而發展中或維護中的應用程式（包含
增修前之程式），先放置在測試站，測試經審核無
V
誤後再進行上線至正式站上，最後有紀錄存取日期
與增修資料
□否，說明
檢查項目

主項目
通訊與 1.
作業管
理

2.

3.

4.
存取控 1.
制管理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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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執 行 單 位 自 行 查 驗
（請計畫執行單位填寫說明，並勾選是否符合）
次項目
說明
符合 不符合
8. 資料庫權限管理方面，均依 ■是， 有設定一般使用者最小權限，僅有瀏覽資
照規定調整一般使用者的 料庫權限
V
權限，以符合最小權限原 □否，說明
則
9. 針對人員之調動、離職或退 ■是，說明 據人事檔每天檢查網站負責人或維護
休，需立即取消其各項識 人員是否離職或異動，若有則其帳號被停用
V
別帳號、通行碼。
□否，說明
1. 是否依「政府網站無障礙化 ■是，等級為 A (無障礙標章 2.0) ；標章登錄日
作業規定」製作？
期：106 年 4 月 7 日，連結網頁：
https://www.handicap‐
free.nat.gov.tw/Applications/Detail?category=2017040
7091627
V
(無障礙標章必須為啟用狀態，並提供超連結)
□否，說明
預計達到日期：
年
月
日
□非對外開放服務網站(需帳號及密碼登入)
2. 是否無對外公布及公開機敏 ■是，無公布及公開前述所指資料及文件
V
性及限制級資料內容
□否，說明
3. 是否檢測網站應用程式弱點 ■是，使用軟體或方法 HINET SOC 中心每月定期
掃描安全漏洞(置於局內機 資安弱點掃描
掃描網址： http://www.idbcfp.org.tw/
房者，請自行掃描維護廠
商測試環境之系統網站，
掃描日期：
年
月
日
其程式版本須與置於局內 □否，說明：
V
上線運作之版本一致)
註：需涵蓋 OWASP 最新 TOP
10 中指出的網站應用程式
常見弱點的檢測
4. 承上，是否已修補掃描結果 □是，修補完成日期：
年
月
日，
並再次於
年
月
日檢測已無弱點
各等級之弱點（含低、
中、高嚴重等級）
，並再次 □否，說明：
V
預計修補完成日期：
年
月
日
檢測已無弱點存在
□未能修補原因：
■掃描結果無低、中、高等級弱點
5. 對外服務之網站/系統可支 ■是，說明： 實際使用這 4 種瀏覽器瀏覽沒有問
援跨瀏覽器(至少為
題，且完成最佳化處理
Chrome47、IE11、Safari9、 □否，不符原因：
V
Firefox43 版本(含)以上)
預計完成日期：
年
月
日
□非對外服務之應用系統
6. 系統中是否含有後門程式或 □是，說明
未經同意的後台管理維護 ■否，無後門程式或未經同意的後台管理維護通道
V
通道？
1. 是否使用防毒軟體並即時更 ■是，使用軟體為 SYMANTEC 賽門鐵克
V
新病毒碼?
□否，說明
檢查項目

主項目

系統開
發與維
護管理

主機安
全與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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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執 行 單 位 自 行 查 驗
（請計畫執行單位填寫說明，並勾選是否符合）
主項目
次項目
說明
符合 不符合
護管理 2. 是否定期更新 patch？
■是，更新方式 Windows WSUS 主機自動更新與
(使用本
HINET SOC 中心資訊安全通報
V
局資訊
□否，說明
單位準 3. 是否對主機、網路系統進行 ■是，軟體名稱／版本： HINET SOC
備且置
弱點掃瞄及漏洞修補?(如勾 □否，說明：
V
於本局
「否」
，務必填寫說明)
機房之
4. 網路是否具有防火牆防護 ■是，軟硬體名稱／版本：硬體式防火牆 Fortinet
伺服主
(如勾「否」
，務必填寫說 □否，說明：
V
機者免
明)
填本項)
5. 網路或主機是否具有入侵偵 ■是，軟硬體名稱／版本：硬體式防火牆 Fortinet
測機制(IDS)? (如勾「否」
， □否，說明：
V
務必填寫說明)
6. 網路或主機是否具有入侵防 ■是，軟硬體名稱／版本：硬體式防火牆 Fortinet
禦機制(IPS)? (如勾「否」
， □否，說明：
V
務必填寫說明)
7. 網站是否設有反弱點防護機 ■是，使用軟體或方法 硬體式防火牆 Fortinet
制(網站漏洞修補前之替代 □否
V
性防護機制)?
8. 是否具有資訊安全防護中心 ■是，SOC 機構為■委外
HINET SOC
（SOC）24 小時網路監控
□自建
V
及通報機制?
□否
9. 機房是否須有 24 小時操作 ■是，理由為 HINET IDC 機房為 24 小時維運輪值
V
□否
人員輪值?
10. 資安防護強度等級是否達 ■是，等級： 4
，說明：
第 4 等級(含)以上(詳附錄 □否，等級：
V
40)
預計達到日期：
年
月
日
實體與 1. 存放資訊設備區域是否設有 ■是，說明 使用中華電信網站空間，存放資訊設
環境安
安全保護措施(例如門禁管 備的區域設有安全保護措施(例如門禁管理、不斷
V
全(使用
理、不斷電(UPS)系統、空 電(UPS)系統、空調設備、消防設備等)
本局資
□否，說明：
調設備、消防設備等)？
訊單位 2. 機房各項安全措施是否定期 ■是，說明 使用中華電信網站空間，門禁、UPS、
準備且
檢查
空調、消防等皆訂有定期檢查流程
V
置於本
□否，說明：
局機房
3. 電源供應是否有保護措施 ■是，說明 使用中華電信網站空間，備有不斷電
之伺服
系統
V
主機者
□否，說明：
免填本
■是，說明 使用中華電信網站空間，設備有定期
項；自 4. 設備是否定期維護？
維護
V
備伺服
□否，說明：
主機置
於本局 5. 對具儲存資訊之設備外送維 ■是，說明 使用中華電信網站空間，設備外送維
機房者
修時，是否具有安全評估 修時有安全評估措施
V
免填第 1
□否，說明：
措施？
檢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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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執 行 單 位 自 行 查 驗
（請計畫執行單位填寫說明，並勾選是否符合）
主項目
次項目
說明
符合 不符合
至 3 點) 6. 設備不使用時，是否設有關 ■是，說明 設有關機、登出、設定密碼之螢幕保護
機、登出、設定密碼之螢 措施
V
幕保護或其他保護控制措 □否，說明：
施？
個資保 ■ 本資訊系統網站無個人資料相關內容及電子檔
護
□ 本資訊系統網站有個人資料相關內容及電子檔(如勾填「有」
，請續填以下各項)
1. 是否全面清查保有之個資均 □是，說明：
符合個人資料保護法，法 □否，說明：
令有蒐集處理利用之依據
預計完成日期：
年
月
日
2. 是否加強個人資料之傳送及 □是，說明：
輸出進行加密及資料新
□否，說明：
增、查詢、變更、刪除、
預計完成日期：
年
月
日
輸出之軌跡資料記錄等防
護管理功能
3. 系統提供可輸出之個資文件 □是，說明：
□否，說明：
或檔案，是否已加強標
示？
預計完成日期：
年
月
日
4. 系統內之個資資料及檔案是 □是，說明：
否符合法律要求個資保存 □否，說明：
期限進行管理？
預計完成日期：
年
月
日
5. 保有之個資(含內容、系統 □是，說明：
資料庫及電子檔案)，是否 □否，說明：
無對外公告及公開情形(如
預計完成日期：
年
月
日
有，應盡速移除)
6. 是否加強個人資料存取加解 □是，說明：
密、去識別化、log 記錄等 □否，說明：
防護功能，以及妥善記錄
預計完成日期：
年
月
日
及保存個資存取之相關新
增、修改、查詢、列印等
必要作業 log 軌跡記錄或其
他存取控制措施，且注意
資料成長量及保存期限之
規劃
7. 是否自行或委由通過資訊安 □是，說明：
全相關認證之專業廠商強 □否，說明：
化資料安全防護作業之執
預計完成日期：
年
月
日
行？
檢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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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資訊專區」網頁架構
網頁
主選單
首頁
最新
訊息

次選單

分項選單

計畫內容簡介

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
永續推動計畫（104‐107
年）
製造業產品碳足跡輔導與推
廣計畫計畫（99‐103 年）
生命週期評估

關於
計畫

環境足跡／碳足
跡基礎概念簡介

產品環境足跡

產品碳足跡
資源永續

次分項選單

何謂 LCA
LCA 評估方法
LCA 計算工具
簡介
歐盟環境足跡發展時程與規劃
歐盟產品環境足跡盤查流程
環境足跡標示介紹
簡介
國內外碳足跡規範
國內外碳標示介紹
物質流成本會計(MFCA)

前言
首頁
生命週期評估資
料庫簡介

國外資料庫

日本
韓國
歐盟
美國

國內資料庫
產品類別規則
(PCR)簡介
環境足跡示範輔導

計畫
成果

廠商輔導成果彙
整

碳足跡示範輔導

本土用基礎原物
料碳足跡排放係
數
下載
專區

示範輔導計畫申
請資訊

物質流成本會計（105 年）
環境足跡（104‐107 年）
碳足跡（99‐10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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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
104 年
103 年
102 年
101 年
100 年
99 年

產品類別規則
(PCR)
[專用]示範輔導
計畫

中文版
英文版
環境足跡（104‐107 年）
產業導入 MFCA 指導手冊

手冊與工具

生命週期盤查表
MFCA 簡易計算工具

MFCA 與環境足
跡相關資料
諮詢問答集
產業
服務

相關網站連結

MFCA
環境足跡
常見問答（FAQ）
諮詢服務窗口
政府機構
其他

政府網站資料開
放宣告
網頁
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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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資訊專區」首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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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配合本局相關行政措施與活動辦理
3.3.1 配合本局節能減碳活動辦理計畫之輔導成果發表
面對國內外減碳壓力，工業局推動能源密集產業自主減量、成立節
能減碳服務團提供技術輔導、協助建置能源管理系統及推廣綠色技術、
產品、開發與應用服務創新等多項措施，協助產業邁向減碳與綠色發展，
經濟部工業局特舉辦「2018 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成果發表暨綠色技術與
工程實務研討會」
，邀請「產業溫室氣體減量」
、
「製造業節能減碳輔導」
、
「製造業能源管理系統輔導」
、
「製造業環境足跡」及「產業綠色成長推
動」等計畫之受輔導廠商代表現身說法，讓產業各界激盪出不同火花，
共同學習成長。
發表會於本(107)年 11 月 30 日假集思台大會議中心國際會議廳辦
理，由經濟部工業局呂正華局長開幕致詞、全國工業總會蔡練生秘書長
擔任貴賓致詞，特別邀請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金會簡又新董事長、工業
技術研究院彭裕民副院長做專題演講，共 527 人次參與。

圖 73、2018 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成果發表暨綠色技術與工程實務研討會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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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工作係配合前述成果發表會，除協助統籌單位辦理相關庶務
外，並安排輔導成果經驗分享之發表，邀請本計畫「產品環境足跡」及
「物質流成本分析」輔導案參與廠商，進行輔導案執行經驗與成果分享，
廠商報名踴躍，共計 8 家廠商與會分享。今年特別邀請紡織產業綜合
研究所陳博士，分享紡織產業成功推動 MFCA 之經驗，另外預計現身分
享之廠商分別為「環境足跡」：李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社廠、
艾克爾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物質流成本分析」
：技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平鎮二廠、台橡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力晶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P3、麥世科股份有限公司、環球晶圓股份有限公司、祥圃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台南廠等廠家發表，並配合製作簡報資料與大型海報，會後則
由本計畫主持人致贈琉璃獎座，予前述出席發表之廠商代表，感謝他們
將執行過程中的困難、解決方式、溝通技巧及盤查經驗，提供給其他廠
商參考，對於未來其他廠商推動「產品環境足跡」或「物質流成本分析」
是一大助益。

圖 74、成果分享廠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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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際執行與原規劃差異說明
無差異

二、計畫經費與人力執行情形
(一)計畫經費執行情形
1.計畫經費
107 年 項

目

■委辦費
政府 □補助款
□代管補助款

■自籌款
廠商 □補助計畫自
籌款

簽約數
(元)

結報數
(元)

16,750,500 16,750,500

2,715,000

2,878,600

繳庫數
(元)

保留數
(元)

備註

0

0

‐‐‐

0

1. 於產品環境足跡示範輔
導與物質流成本分析示
範輔導，因產業特性與
製程複雜程度不同，故
廠商自籌款高於原計畫
預算數。
2. 講習會因學員超出預期
目標，故自籌款超出原
計畫預算。

0

2.經資門經費表
項目
會計科目

簽約數 / (執行數)
主管機關預算
(委託、補助)

合計
金額(元) 占總經費%

自籌款

一、經常支出
1.人事費
2.其他直接費用
‐業務費項下之材料費
3.其他經常支出
(1)其他直接費用
(除業務費項下之材料
費外)
(2)管理費
(3)營業稅
(4)公費

3,735,900
(3,735,900)
0
(0)

0 3,735,900
(0) (3,735,900)
0
0
(0)
(0)

19.20%
(19.03%)
0
(0)

10,944,668
(10,944,668)

2,585,714 13,530,382
(2,741,524) (13,686,192)

69.51%
(69.73%)

872,706
(872,706)
740,476
(740,476)
456,250

0
(0)
129,286
(137,076)
0
189

872,706
(872,706)
869,762
(877,552)
456,250

4.48%
(4.45%)
4.47%
(4.47%)
2.34%

備註

(456,250)
0
(0)
16,750,000
(16,750,000)
0
(0)
0
(0)
16,750,000
(16,750,000)
86.05%
(85.33%)

(5)代管補助款
小計
二、資本支出
小計
金額
合計
占總經費%

(0)
0
(0)
2,715,000
(2,878,600)
0
(0)
0
(0)
2,715,000
(2,878,600)
13.95%
(14.67%)

(456,250)
0
(0)
19,465,000
(19,628,600)
0
(0)
0
(0)
19,465,000
(19,628,600)
100.00%
(100.00%)

(2.32%)
0
(0)
100.00%
(100.00%)
0
(0)
0
(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註 1:請將簽約數及執行數並列，以括弧表示執行數。簽約數指本局與受託單位簽約
之金額；執行數指計畫實際支用經費(含代管補助款)。
註 2:其他來自科發基金、工業區更新基金及其他政府單位等加帳經費之實支數亦
請列出，並於下方與原計畫規劃差異說明處補充說明。

3.經費與原計畫規劃差異說明
（1） 因產業特性與製程複雜程度不同，故廠商自籌款高於原計
畫預算數。
（2） 講習會因學員超出預期目標，故自籌款超出原計畫預算。

(二)計畫人力運用情形
1.計畫人力結構
執行情形

總人力
(人月)

研究員級

副研究員級

助理研究員級

研究助理

原訂

36.60

27.60

9.00

0.00

0.00

實際

36.65

22.25

14.40

0.00

0.00

差異

0.05

0.00

0.00

0.00

0.00

2.與原計畫規劃差異說明：
107 年實際結算研究員級總人月數為 22.25 人月，與原訂總人月數
27.6 人月相差‐5.35 人月；副研究員級總人月數為 14.40 人月，與
原訂總人月數 9.00 人月相差 5.40 人月，整體來說實際結算之總人
月數較原訂總人月數多 0.05 個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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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果與重大突破(含量化成果 output)
(一)績效指標
107 年度
屬
性

績效指標
類別

績效指標
項目
期刊
論文

A.論文

研討會
論文
專書
論文

學
術
成
就
︵
科
技
基
礎
研
究
︶

D1. 研 究
報告

F. 形 成 課
程/教材/
手冊/軟
體

實際
達成值

國內(篇)

0

國外(篇)

0

國內(篇)
國外(篇)

0

0

0

國內(篇)

0

國外(篇)

0

研究報告篇數

6

6

形成課程件數

0

0

製作教材件數

0

0

製作手冊件數

0

0

國
內
技
術
創
新
︵
科
技
技
術
創
新
︶

原訂
目標值

申
請
中
國
外
G.智慧財
產

已
獲
准

國
內

國
外

發明專利(件)
新型/新式樣
(件)
商標(件)
品種(件)
發明專利(件)
新型/新式樣
(件)
商標(件)
品種(件)
發明專利(件)
新型/新式樣
(件)
商標(件)
品種(件)
發明專利(件)
新型/新式樣
(件)
商標(件)

效益說明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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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 1 份執行成果報告，輔導我國產
業建構產品環境足跡分析之基本能力
及導入資源永續物質流成本分析技
術，協助企業尋求降低環境衝擊與資
源使用熱點，逐步落實產業節能減碳
與提升資源使用效率，亦作為推動環
境教育重要參考報告，降低對投入相
關議題之初始摸索成本。
2. 完成 5 份有關歐盟環境足跡試行結束
後對國內產業揭露與應用、物質流成
本分析技術國際發展趨勢及自然資本
評估方法應用於環境足跡改善績效與
供應鏈關鍵物料之物質流分析等研析
報告，藉以掌握國內外發展趨勢，提
供計畫後續之研擬與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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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度
屬
性

績效指標
類別

績效指標
項目

著作/出
版品

品種(件)
國內(件)
國外(件)

與其他機構或廠商合作
智財件數

H.技術報
告及檢驗
方法

新技術開發或技術升級
開發之技術報告篇數

辦理技術研討會場次

技
術
創
新
︵
科
技
技
術
創
新
︶

I1.辦理技
術活動

J1. 技 轉
與智財授
權

辦理技術說明會或推廣
活動場次

技轉(含先期
技術)國內廠
商或機構
技轉(含先期
技術)國外廠
商或機構

件數
金額(千
元)
件數
金額(千
元)

原訂
目標值

實際
達成值

0
0

0
0
0

0

0

16

16

1

1

10

1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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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益說明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1. 完成 7 份環境足跡報告書，可作為擴
散對中小企業碳足跡盤查基礎能力建
構，整合產業上下游供應鏈關係，建
立綠色供應鏈體系之綠色環保形象，
協助業者符合國際採購大廠之碳資訊
揭露要求。
2. 完成 9 份物質流成本分析(MFCA)報告
書，可藉由物質流成本分析的方法溯
源減廢，協助企業減少成本、增加利
潤，同時達成資源利用效率極大化、
環境衝擊影響極小化的雙重效益。
1. 辦理 1 場次專家諮詢會議，匯集專家
意見，瞭解歐盟產品環境足跡各產業
別對應之產品類別規則於國內的適用
性、適切性及有效性，並連結生命週
期評估（LCA）技術，以精進產品環境
足跡指標評量，完備我國綠色產品之
推動與輔導需求，提升因應國際趨勢
的能力。
2. 完成 1 場次台日交流活動，邀請日本
具備推動及導入物質流成本分析專家
來台，進行物質流成本分析相關標準
推動經驗與技術交流，作為後續輔導
作業之參考。
3. 完成 4 場次產品環境足跡或物質流成
本分析現場觀摩活動，藉由廠商現場
實際體會執行成果的方式，刺激產業
對於環境足跡與物質流成本分析相關
議題之關注，同時可強化產業對綠色
產品議題認知，健全我國推動產品環
境足跡工作之配套機制與國際接軌。
4. 辦理 2 場次物質流成本分析推廣說明
會，合計共 84 人次參與。
5. 辦理 2 場次產品環境足跡推廣說明
會，合計共 46 人次參與。
6. 辦理 1 場次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成果發
表暨綠色技術與工程實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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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度
屬
性

績效指標
類別

績效指標
項目
專利授權國
內廠商或機
構

件數
金額(千
元)
件數
金額(千
元)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技術服務件數

0

0

技術服務家數

0

0

技術服務金額(千元)

0

0

促成廠商投資件數

0

0

促成生產投資金額(千
元)

0

0

促成研發投資金額(千
元)

0

0

促成新創事業投資金額
(千元)

0

0

促成產值提升或新創事
業所推出新產品產值(千
元)

0

0

自由軟體授權件數
其他(不含專
利)授權

經
濟
效
益
︵
經
濟
產
業
促
進
︶

經
濟
效
益
︵
經
濟
產
業
促
進
︶

L. 促 成 投
資

N.協助提
升我國產
業全球地
位

O. 共 通 /
檢測技術
服務及輔
導

實際
達成值

0

專利授權國
外廠商或機
構

S1. 技 術
服務(含
委託案及
工 業 服
務)

原訂
目標值

件數
金額(千
元)

建立國際品牌或排名提
升

輔導廠商或
產業團體技
術或品質提
升、技術標準
認證、實驗室
認證、申請與
執行主導性
新產品及關
鍵性零組件
等

7

7

件數

16

16

廠商家數

25

25

廠商配合
款
(千元)

2,670

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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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益說明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1. 輔導 7 項產品獲得第三者 ISO 14067
或 ISO 14025 查證證書。擴散對中小
企業環境足跡盤查基礎能力建構，整
合產業上下游供應鏈關係，將輔導能
量快速有效地擴散。同時訓練廠內執
行人員使其確實瞭解環境足跡之意
義、執行程序與步驟、及後續的減碳
規劃設計等，將產品環境足跡的觀念
與作法落實於產業界。
1. 連同供應鏈體系合計共輔導 16 家廠
商，7 項產品取得 ISO 14067 碳足跡或
ISO 14025 產品第三類環境宣告查證
聲明書。針對可能受出口貿易影響之
產業，輔導取得產品環境足跡/碳足跡
查證聲明，協助業者減少可能遭遇的
非關稅的技術性貿易障礙問題及符合
國外客戶的採購要求，並降低我國前
五大出口商品（電機電子設備及其零
件、塑膠及其製品、有機化學產品、
鋼鐵及其製品、人造纖維絲）之可能
受影響出口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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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度
屬
性

績效指標
類別

績效指標
項目

技術、作業準
則等教育訓
練

社
會
福
祉
提
升
其
他
效
益
︵
科
技
政
策
管
理
及
其
他
︶

Q.
資
訊
服
務

K. 規 範 /
標準或政
策/法規
草案制訂

人次

原訂
目標值

實際
達成值

72

效益說明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81

2. 輔導 9 家廠商進行物質流成本分析，
9 項產品取得 ISO 14051 MFCA 查證聲
明書，提供未來之改善切入點建議，
促使廠商節省材料及廢棄物處理成本
約 3,644 萬元，使推動成果能持續運
作與深化，作為其他廠商之學習標竿。
3. 辦理 6 場次物質流成本分析講習會，
以案例實作的方式，使參與學員完整
體會導入 MFCA 之流程，提高後續自
行執行的意願，合計共 81 人次參與。
1. 「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資
訊專區(網址：
http://www.idbcfp.org.tw/)」持續更
新與維護網頁內容，並提供下載服
務。網頁設立以來之訪客人次達 91.8
萬人次（本年度 21.8 萬人次）。

設立網站數

1

1

參與制訂政府或產業技
術規範/標準件數

0

0

(二)107 年度計畫績效指標實際達成與原訂目標差異說明：
1. 原規劃廠商配合款為 2,670,000 元，實際廠商配合款為
2,809,000 元，超出預定目標。
2. 原規劃講習會參與為 72 人次，實際為 81 人次，超出預定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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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度(outcome)
(一)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1. 累計完成 1 份「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輔導與資源永續推動計
畫」執行成果報告，以「基礎建構」
、
「示範輔導」及「宣導推
廣」 等三軌並進，輔導產業建置積極性的產品環境資訊揭露
能力，減少貿易障礙；整合產業供應鏈，輔導業者符合國際採
購大廠之環境足跡/碳足跡標示要求，促使廠商降低產品環境
衝擊；同時，量化產品物質流成本，並逐步落實產業減碳及生
產綠色產品，與國際接軌。
2. 累計完成 6 份有關歐盟環境足跡發展資訊、物質循環度指標
推動架構及應用、物質流成本分析國際發展趨勢、供應鏈關
鍵物料之物質流產業鏈分析方法及自然資本評估應用於環境
足跡改善績效方法等相關研析報告，以掌握國內外發展趨勢，
強化業者對產品環境足跡及物質流成本分析議題認知，健全
我國推動產品環境足跡工作，與歐盟單一市場政策接軌之配
套機制，以及降低生產成本提高綠色競爭力。

(二)技術創新(科技技術創新)
1. 預計辦理 1 場次輔導成果發表會。邀請受輔導廠商進行環境足
跡盤查作業經驗與成果分享，將盤查過程中的困難、解決方式、
溝通技巧、及類別判定填寫等相關寶貴經驗提供給其他廠商參
考，使環境足跡與物質流成本分析輔導成果擴散至各產業應用，
對於未來其他廠商之盤查推動是一大助益。
2. 完成 6 場次「物質流成本分析(MFCA)講習會」
，共計 81 人次參
與。以實例操作、個案研討方式，熟悉 MFCA 理論、步驟與手
法之應用，能深入瞭解其使用之技巧，強化種子人員日後於產
業推動 MFCA 管理方法之運用。
3. 累計完成 4 場次產品環境足跡或物質流成本分析現場觀摩活
動，藉由參與人員實際到現場體會環境足跡與物質流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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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成效，以刺激產業對於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相關議題之關
注，同時可強化產業對綠色產品議題認知，健全我國推動產品
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工作之配套機制與國際接軌。
4. 累計完成 1 場次專家諮詢會議，匯集專家意見，瞭解歐盟產品
環境足跡各產業別對應之產品類別規則於國內的適用性、適切
性及有效性，並連結生命週期評估（LCA）技術，以精進產品
環境足跡指標評量，完備我國綠色產品之推動與輔導需求。
5. 累計完成 2 場次物質流成本分析（MFCA）推廣說明會，合計
共 84 人次參與，冀望透過說明會讓產業認識 MFCA 是一種同
時兼顧環境與經濟的綠色管理工具，以便了解潛在的環境和他
們在物質與能源的使用對財物所造成的結果，此技術兼具物質
流與金錢流的雙重邏輯與分析，並可作為內部高層決策之參考
依據。此外，MFCA 也可協助國內產業減少成本、增加利潤，
同時達到節能減碳、環境保護等產業綠色化，發展成為國內企
業創新與提升競爭力之管理模式。
6. 累計完成 2 場次產品環境足跡（PEF）推廣說明會，合計共 46
人次參與，冀望透過說明會讓產業認識歐盟產品環境足跡最新
趨勢，以協助廠商提早因應。
7. 累計完成 7 份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盤查報告書，本年度包含：
GREEN 葛莉恩首席料理(牛肉)‐3.5KG、15 合 1 螺絲起子、聚丙
烯塑膠粒、WLCSP 晶圓級封裝、DDR3 記憶體、聚氯乙烯(PVC)
及復活草保濕菁露 180mL。可作為擴散對中小企業碳/環境足
跡盤查基礎能力建構，整合產業上下游供應鏈關係，建立綠色
供應鏈體系之綠色環保形象，協助業者符合國際採購大廠之碳
資訊揭露要求
8. 累計完成 9 份物質流成本分析報告書，本年度包含：不織布製
程、苯乙烯‐丁二烯橡膠(SBR)、八吋晶圓、覆晶封裝積體電路
產品、祝好飼母猪用大精料、織物織布加工製程、化學機械研
磨製程、主機板、擴散片。可藉由物質流成本分析方法溯源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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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協助企業減少成本、增加利潤，同時達成資源利用效率極
大化、環境衝擊影響極小化的雙重效益。

(三)經濟效益(經濟產業促進)
1. 連同供應鏈體系累計共輔導 16 家廠商進行產品環境足跡盤
查，擴散對中小企業環境足跡盤查基礎能力建構，整合產業
上下游供應鏈關係，建立綠色供應鏈體系之綠色環保形象，
協助業者符合國際採購大廠之環境衝擊資訊揭露要求。預期
可協助我國前五大出口商品（電機電子設備及其零件、塑膠
及其製品、有機化學產品、鋼鐵及其製品、人造纖維絲）降低
其可能受衝擊影響之出口金額達 1,370 億元2。
2. 累計輔導 9 家廠商進行產品進行物質流成本分析，藉由導入
產品物質流成本分析輔導措施，協助企業內部管理高層更瞭
解製程各項物質與能源的使用情形，進而重新檢討如何改善
製程效率，進而達到資源利用效率極大化、環境衝擊影響極
小化的雙重效益，促使廠商節省材料及廢棄物處理成本約
3,644 萬元。
3. 累計輔導 7 項產品取得碳足跡 ISO/TS 14067 或 ISO 14025 與 9
項產品取得物質流成本分析 ISO 14051 之查證聲明書，協助廠
商符合國際採購客戶的環境衝擊資訊揭露要求，同時避免非
關稅技術性貿易障礙，增加廠商綠色競爭力。

(四)社會影響(社會福祉提升、環境保護安全)
1. 持續更新與維護「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資訊專區」
內容，並提供下載服務。網頁設立以來之造訪人次達 91.8 萬
人次（本年度 21.8 萬人次），有效協助國內產官學研各界人
士，快速瞭解與掌握國內外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利用趨
勢、重點議題及觀念。
2

此項數據由各相關產業公會提供其出口可能受到影響的產品比率後，再依該產
品的年度總出口金額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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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累計辦理 1 場次成果發表會，共 527 人次參與，並將輔導成
果刊登於工商時報，使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利用推動輔導成
果擴散讓各界更瞭解政府長期致力於節能減碳與綠色環保策
略之推動與作法，也能激發企業積極找到低碳經濟與綠色競
爭力的未來。
3. 累計完成 9 則計畫執行成果刊登於工業局 FB，包含物質流成
本分析（MFCA）講習會、台日交流會、輔導案例分享、活動
成果等等，藉此凸顯政府協助廠商積極因應環境足跡與資源
永續議題所作的貢獻。

(五)其他效益方面
1. 推動輔導
（1） 針對可能受出口貿易影響之產業，輔導業者建立產品環
境足跡管理機制，透過整合上中下游供應鏈之環境足跡
管理，協助業者符合國際採購大廠的環境衝擊資訊揭露
要求，並逐步落實產業減碳及生產低碳產品。
（2） 協助可能受出口貿易影響之產業，輔導取得碳足跡查證
聲明，減少可能遭遇的非關稅的技術性貿易障礙問題及
符合國際知名廠商的採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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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別主流化
性別主流化工具

性別推動

具體作法

執行成效說明

1. 於講習會課程與說明會及觀摩
1. 累計共發放超過 397
會中發放性別平權廣宣品，對廠
份性別平權廣宣品。
商/學員宣導性別平等觀念，鼓
2. 本 計 畫 網 站 本 年 度
勵女性員工投入參與。
造訪人次超過 21.8
2. 將性別平等會網站連結放於「製
萬人次，擴大宣傳力
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
度。
資訊專區」，讓更多民眾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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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部會協調或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本計畫可支持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的「產品碳足跡資訊揭露服務專
案工作計畫」所需要的基礎原料碳足跡係數，以及「推動台灣碳標籤制
度專案工作計畫」所需要的產品類別規則，前者係提供計畫所建置之基
礎原物料溫室效應衝擊排放數據以擴充碳足跡資料庫平台之完整性，
後者則藉由本計畫所建置的產品類別規則擴充後，即可使用於碳足跡
之計算規則。
同時，本計畫為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推動的主體計畫，
工作內容包括：基礎建置、示範輔導、人才講習及宣導推廣等項工作內
容，與經濟部工業局現階段推動的「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推動計畫」
、
「產
業永續發展與因應國際環保標準輔導」
、
「產業綠色技術提升計畫」
，互
為表裏，各計畫完成廠內的物料、能源及汙染排放之改善後，其所生產
的產品可以藉由環境足跡的資訊來展現改善前後環境衝擊的改善方向
及改善程度。本計畫完成後，除可推動產品環境衝擊資訊揭露，協助國
內廠商符合國際趨勢與國外採購大廠的要求外，更可避免國外將來可
能採取的非關稅貿易障礙。進一步則可藉由產品全程生命週期的環境
衝擊情形，協助業者瞭解產品環境化設計的趨勢，有利於推動產品環保
設計與製造，綠化供應鏈以協同供應鏈成為綠色伙伴，進而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量。

六、檢討與展望
1、因應下一波重要的綠色產品身份證‐環境足跡
國內透過以往對於產品碳足跡盤查、第三類產品環境宣告、
清潔生產中衛體系、溫室氣體盤查輔導等相關計畫之執行，我國
產業界已經具備與累積碳足跡相關的經驗與技術。但環境足跡
規定的資訊蒐集與要求事項範圍較廣，甚至還包括查驗證需求，
故需要調整修正國內的生命週期盤查技術及擴充現有環境資訊
資料庫內容。此外針對將來可能出現之產品環境衝擊結果溝通
方式，亦需要調整現有相關環境標示計畫之內容。歸納現階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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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因應對策如下：
（1） 密切注意歐盟環境足跡發展情況，包括：瞭解環境足跡衝
擊指標已經從 14 項擴充至 16 項、如何正確地盤查與計
算、產品類別規則(PEFCR)的細節、歐盟認可的的 LCA 資料
庫、是否將推出環境衝擊標籤等，以做為後續因應之依據。
（2） 建立廠商因應之技術與行動(提出報告)之能力，包括輔導
廠商將碳足跡評估技術擴大至環境足跡評估技術，並且加
強宣導與協助廠商取得第三類產品環境宣告驗證。
（3） 建立相關環境評估結果之溝通機制，隨著歐盟決定如何溝
通環境足跡結果，建立相對應國內機制並建立認可之程序
以取得符合資格，以利我國廠商之產品銷往歐洲或其他地
區。
（4） 建立額外之產品環境資訊資料庫，目前我國現有產品碳足
跡等資料庫可能已經不足以因應未來產品環境足跡標籤
所需之環境資訊需求。因此有必要進行這些資料庫內容之
檢討，並且擴大蒐集相關環境資訊，以納入各個產業皆可
使用之資料庫中。目前歐盟公開 7 個資料庫，以提供已經
完成 PEFCR 的產品計算 PEF，可以先提供相關資訊供國內
產業了解以茲應用。
（5） 強化輔導能量與人才培育。包含產品環境足跡以及物質流
成本分析因皆屬新興議題，國內尚未累積足夠的技術輔導
能量，同時廠商缺乏執行產品環境衝擊評估經驗，必須加
強「訓練 "訓練者" (train‐the‐trainer)」式的人才培訓工作。

2、遭遇之困難
環境足跡的複雜度較高，相對地因應費用也會較高，會降低
廠商的意願，然而，未來將逐漸成為客戶的要求，必須因應。想
要降低成本的法門是廠商能自己培養 PEF 的人才，能自行完成
環境足跡資料的收集及計算。從碳足跡執行至今，廠商以完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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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例居多，建立執行能力的廠商相當少，短期間並不容易改變，
未來仍須朝建立執行能力的方向努力。
3、產品環境足跡的複雜性
（1） 歐盟環境足跡係承續於生命週期評估，且歐盟學界已研究
多年，相較於台灣產業，其於業界類別的也應用較廣，因
此，當歐盟開始規範產業銷歐產品要檢附產品環境足跡的
資訊時，對台灣銷歐產品的衝擊大於歐盟本身產業生產的
產品。
（2） 因此，對於生命週期評估技術的推廣，除非於國內也已相
對性的法規予以要求產品檢附環境足跡資訊因而使廠商
不得不做之外(目前國內尚未有此想法)，另一相對有效的
做法是：設立「獎項」
，如「生命週期評估獎」
，以名聲昭
顯企業社會責任，而誘使企業漸漸導入生命週期評估技術。
（3） 環境衝擊的計算核心在於活動數據乘以「係數」，而此係
數與「實際性」有關，大多數的研究學者會採用 SimaPro，
原因在於資料種類多且計算功能足，以研究之比較性而言
可以採用，而然，於計算結果的實際性而言，則可能缺乏
代表性，實有建立本土係數之需求。然而，建立係數資料
庫之程序複雜，所需投入資源可觀，需要有決心支持與執
行方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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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物質流成本分析的經濟與環保雙贏
（1） 物質流成本分析(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MFCA)的名稱
有必要給予另一個說明的名稱，如物料循環省大金或物料
成本優化等屬於 MFCA 功能之「功能性名稱」
，以利於容
易使人懂而接受。
（2） 物質流成本分析的工作重點在於確定目標後之資料收集、
整理與計算，台灣之推動源頭在於局長訪日後鑒於日本大
力推動後對企業之好處，未來可由局長署名之說帖對企業
推薦，引起經營者之注意，由上而下之推動效益及效果俱
佳，或發布新聞稿以廣為產業週知。
（3） MFCA 之推動可考慮邀請學界老師投入輔導，其優點為普
遍性佳，大學遍布全台，也可因此借助大學老師的廣宣而
於各地區域普遍推廣，而老師也可以增加輔導案例後，於
學校課程中編入教案，培養未來就業人員的專業技能，以
為產業所用。

5. 產業後續推動時之配套措施
配合目前循環經濟之政策，產品環境足跡或物質流成本分
析皆能提供改善熱點分析，而此熱點改善的可能性即為輔導的
可能績效，其績效包含物料的減省或改變、能資源的降低、汙染
排放的降低等，也包含內部成本的降低，以上的績效可以整理成
為循環經濟的績效，成為符合政策的最佳說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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