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工業局產業低碳科技整合應用輔導計畫－低碳科技項目與規範 

已批准的整合性基線方法學 ACM0005 

「提高水泥產品混合比例的整合性基線方法學」 

I. 來源、定義與適用性 

1. 來源 

本整合性基線方法學是依照下列擬議的新方法學原則： 

(1) NM0045-修訂 2：印度波拉公司(Birla Corp. Ltd.) 為「熟料最佳化利

用」CDM 專案，發展專案設計文件、基線研究及監測與查證計畫； 
(2) NM0047-修訂：印尼水泥(Indocement)公司為「印尼水泥公司的永續

水泥製造混合水泥成分專案」，發展專案設計文件、基線研究及監測

與查證計畫； 
(3) NM0095：英國 Agrinergy 公司為「印度 ACC 水泥公司新 Wadi 混合

水泥專案」，發展專案設計文件、基線研究及監測與查證計畫； 
(4) NM0106：英國的 Ecosecurities 公司為「水泥工業熟料最佳化利用藉

由研磨科技投資的基線方法學」專案，發展專案設計文件、基線研究

及監測與查證計畫。 

相關建議與執行理事會所考量等資訊，請參考

http://cdm.unfccc.int/methodologies/PAmethodologies/approved.html，此方

法學也參考「再生能源發電併網整合性基線方法學」(ACM0002)及「證

明與評估外加性工具」。 

此專案活動是要提高用於水泥製造時混合物質的配比(即每公噸混

合水泥中，熟料的用量減少)，此專案活動僅計算提高混合比例相關的溫

室氣體排放減量 – 其他的措施，如能源效率改善，應被視為另一個專案

活動。 

基以保守的方式估計排放減量，並反應該區域該項混合程度的自然

趨勢，一種標竿方式被用來計算排放減量；而標竿被定義在「基線」一

節內。 

「現有實際存在或歷史的排放量，均可套用」。 

2. 定義(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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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適用性 

此方法學適用於提高添加物比例的專案(亦即降低熟料比例)，這種型

態的產品需有別於目前該國所使用的方法。添加物指的是為生產混合型

態水泥而與熟料混合的物質，包括飛灰、石膏粉、爐石粉等。此方法學

適用於下列狀況： 

(1) 混合物質的添加物來源不虞短缺，專案參與者應該證明，在專案活動

中額外數量的添加物，並無替代性分配或應用；如果添加物可資應用

的餘量對專案排放減量(ERs)並不顯著，就不會納入計算，將說明如

後。 
(2) 方法學適用於國內專案活動工廠產品的銷售，但不包括混合水泥的輸

出。 
(3) 市場上各種型態水泥均有充分的數據資料。 

此基線方法學應配合批准的整合性監測方法學，「水泥製造時提高

混合比例的整合性監測方法學」(ACM0005) 一同使用。 

II. 專業邊界界定 

此專案邊界包括水泥製造工廠、任何現場內的電力產生設施(如果適

用)，以及併網的電力產生設施(如果適用)。專案參與者應納入下列的排

放源： 

1. 水泥工廠中燃料燃燒的直接排放有： 
(1) 窯爐點火(包括用在預焙爐的補充燃料)； 
(2) 固態燃料(包括乾燥)、原料與添加物處理； 
(3) 現場發電(如果適用)。 

2. 石灰石焙燒的直接排放(若原料粉中含碳酸鈣與碳酸鎂)  
3. 水泥工廠用電力來自電網中發電廠化石燃料燃燒的間接排放，水泥

工廠耗用電力的設施包括： 
(1) 製熟料的原物料粉碎與研磨； 
(2) 驅動窯爐以及窯爐風扇； 
(3) 水泥的最終研磨； 
(4) 添加物的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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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電網系統或供應水泥廠的電力與其電力損耗將列入間接排放考

量；任何運送添加物的排放，將被納在排放洩漏量，而熟料製造方面運

送原料的排放減量，為了簡化未納入考量。 

III. 基線情境及外加性評估 

1. 基線情境選擇 

專案參與者應在所有實際與可信的替代方案中確認最似合理的基線

情境，以最近批准版本「證明與評估外加性工具」的步驟 2 與/或 3 被用

來評估，這些替代方案中有哪些應不須要進一步的考量(如其障礙難以克

服，或很明顯的沒有經濟吸引力的替代方案)。若有超過一種可信的與似

合理的替代方案存在時，專案參與者以保守的假設，應採用導致最低基

線排放效應的替代基線情境，做為最適宜的基線情境。 

為符合上述要求，專案提案者(PP)應對相關的水泥種類，考量所有實

際與可信的生產情境，並且要符合目前的法令規章，包括現有的水泥製

造方式、擬議的專案活動、同一地區使用類似進料/原料其他製造工廠的

製造方式，以及面臨類似經濟、市場與技術狀況。如果只有兩種情境可

選擇，亦即一個是既有的水泥生產廠用的技術，一個是計畫提出的技術，

而這兩種均是具實際與可信度的選擇，此種情況下，可能的基線情境通

常可藉由最近批准版本「證明與評估外加性工具」進行確認。 

2. 外加性評估 

專案活動的外加性應依最近 CDM 執行理事會批准版本的「證明與

評估外加性工具」進行證明與評估，該項指導可得自 UNFCCC CDM 網

站(http://cdm.unfccc.int/methodologies/PAmethodologies/approved.html)。 

在應用最近版本的「證明與評估外加性工具」時，要求專案提案者

應用障礙分析，因此要證明為了增加添加混合比例方面，確實存在可論

證的障礙。這障礙可能包括： 

  技術上的障礙，特別是： 

(1) 需要相當程度的研究工作以便增加混合比例。 
(2) 缺乏配套措施用以推行該技術。 

  專案活動執行時制度的障礙，譬如缺乏財務支援。 

  市場接受度障礙，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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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高添加物的混合水泥認為是低級品。 
(2) 客戶缺乏瞭解使用高添加物的混合水泥。 

專案參與者應證明，如果不去登錄為一項 CDM 活動，所指認的障

礙會阻止可能的專案提案者去進行擬議的專案活動；專案提案者應提供

透明的文件化證據，如「證明與評估外加性工具」文所述。相關的證據

應以具體化，以供獨立調查與獨立相關單位的訪查。 

IV. 基線、專案及洩漏之排放計算 

1. 基線排放 

基線排放的標竿是定義成如下所列的最低值： 

(1) 選取該區域內相關水泥型態產量最大的前五大混合水泥，取其熟料

產量權重之平均值，如果不足五種品牌，可以全國市場為選取基準；

或 
(2) 以區域內各種混合水泥加總之總產量為基準，取產量排名前五分之

一者(依據添加物的配比)，取其熟料產量權重平均質量百分比。如果

此五分之一的選取，屬於同一個廠，計算時應計入該廠產能；或 
(3) 提案的專案活動工廠在執行 CDM 專案活動之前，所生產的相關水泥

型態中熟料的質量百分比。 
對於前述(1)與(2)項，專案提案者有 2 種選項做選擇 – 選擇(i)每年

更新標竿，並賦予一漸增的趨勢(一遞減趨勢須維持基線成為常數)；或(ii)
標竿依據一般市場趨勢混合水泥型態中添加物的配比賦予一明確漸增的

趨勢，指明於事前(ex ante)，或添加物每年至少增加 2%。例如，若是添

加物百分比在專案活動開始(第 1 年)時是 15%，在信用額度期間的第 2
年，添加物百分比提升至 15.3%，到了第 3 年相對於基線提升至 15.6%。 

對第(3)個選項而言，從最近 3 年最高添加比例中，選取最高的一個

為基準，並以 2%添加比例為成長速度，直到該區域或國家法規與標準市

場制定為止。 

在信用額度更新期間，標竿被重新計算；標竿的基準(在 3 種選項之

間)可能與第一信用額度期間所選擇的選項有所不同。 

為選項(1)與(2)訂定標竿，針對該區域相關水泥型態中高度混合品牌

進行具統計意義的隨機採樣；換句話說，對於納入考量的水泥型態以及

對於該區域高度混合品牌，隨機而且具統計意義的採樣被選用，並且藉

一獨立實驗室分析熟料百分比。在對該區域生產混合水泥型態的相關型

態採樣時，應排除已登錄混合水泥 CDM 專案活動的水泥工廠或水泥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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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輸出。如果可靠的以及隨時更新的年度資料可得自具信譽與可查證的

外部資料來源(例如，產業製造公會或政府機構)，這些資料可被用來決定

標竿。 

標竿計算依據的「區域」須要被明白確認，並隨專案參與者調整。

國家市場可成為一個參考，但是專案提案者可依據下列狀況來定義地理

區域： 

(1) 專案活動工廠的水泥製造銷售量至少 75%(僅國內銷售百分比)； 

(2) 包括至少 5 家其他的工廠具備所需要的公開資料；並且 

(3) 該區域產量至少是專案活動工廠輸出量的 4 倍，僅有國內銷售的輸

出量被考量，並且專案活動工廠所生產水泥的任何出口量要自排放

減量估算中排除。 

基線排放是 2 個係數的函數： 
(1) 添加物的百分比以及被用作基線標竿相關的耗電量；以及 
(2) 專案活動工廠每公噸熟料 CO2排放，而此量依據 

(a) 用於熟料製造的燃料品質與碳強度； 
(b) 用電的品質與碳強度； 
(c) 焙燒的 CO2排放。 
每公噸混合水泥型態(BC)的基線排放確認如下，BC 被定義成不同產

品，依據不同的用途而有不同的添加物與不同的添加物對熟料的比例(例
如，波特蘭火山灰水泥或波特蘭高爐爐石)。生產熟料與混合水泥型態的

燃料耗用量與用電量，在 CDM 專案活動之前至少要量測 1 年；如果用來

確認特定能源耗用量而依燃料種類量測的數據，在專案活動開始前已經

有 2 至 3 年的資料，可以選擇平均值來確認基線排放。 

要用在下面計算式的數值，包括熟料產量、化石燃料耗用量與用電

量，應在專案活動執行之前藉監測工廠的操作而得。 

[ ] _ADD_BCy,y,BC BEBBEBE 電混合熟料 +×=                                (1) 

在此 

BEBC,y = 每公噸混合水泥型態(BC)基線CO2排放(噸CO2/公噸BC)
BE熟料 = 專案活動工廠中基線的每公噸熟料CO2排放(噸CO2/公噸

熟料)，並定義如後。 
B混合,y = 每公噸BC熟料配比，依年度y更新之基線標竿(公噸熟料/

公噸BC) 
BE電_ADD_BC = BC研磨與添加物製備的基線用電排放(噸CO2/公噸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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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活動工廠中基線的每公噸熟料 CO2依下式計算： 

_sg_CLNK_grid_CLNK_ BEBEBEBEBE 電電燃料化石培燒熟料 +++=                  (1.1) 

在此 

BE熟料 = 專案活動工廠內每公噸熟料基線排放(噸CO2/公噸熟

料) 
BE焙燒 = 碳酸鈣與碳酸鎂焙燒每公噸熟料基線排放(噸CO2/公噸

熟料) 
BE化石_燃料 = 熟料製造化石燃料燃燒每公噸熟料基線排放(噸CO2/公

噸熟料) 
BE電_grid_CLNK = 熟料製造時每公噸熟料電網用電排放基線(噸CO2/公噸

熟料) 
BE電_sg_CLNK = 熟料製造時每公噸熟料自產用電的基線排放(噸CO2/公

噸熟料) 
( ) ( )[ ] 1000CLNK/MgOMgO092.1CaOCaO785.0BE BSL[ ]×−×+−×= 進料出料進料出料培燒         

(1.1.1) 
在此 

BE焙燒 = 焙燒石灰石的排放(噸CO2/公噸熟料) 
0.785 = CaO依化學計量的排放係數(噸CO2/噸CaO) 
1.092 = MgO依化學計量的排放係數(噸CO2/噸MgO) 
進料CaO = 原料CaO含量(%)  原料數量(公噸) 
出料CaO = 熟料CaO含量(%)  熟料產量(公噸) 
進料MgO = 原料MgO含量(%)  原料數量(公噸) 
出料MgO = 熟料MgO含量(%)  熟料產量(公噸) 
CLNKBSL = 基準年的年度熟料產量(千公噸熟料) 

[ ] [ ]1000CLNK/EFFFFBE BSLiBSL_i_ ××= ∑燃料化石                     (1.1.2) 

在此 

FFi_BSL = 基線熟料製造時型態i化石燃料耗用量(噸燃料 i) 
EFFi = 化石燃料 i 排放係數(噸CO2/公噸燃料) 
CLNKBSL = 基準年的年度熟料產量(千公噸熟料) 

[ ] 1000CLNK/EFBELEBE BSLBSL_gridCLNK_gridCLNK_grid_ ××=電              (1.1.3) 

在此 
BELEgrid_CLNK = 熟料製造電網用電基線(MWh) 
EFgrid_BSL = 電網排放係數基線(噸CO2/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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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NKBSL = 基準年的年度熟料產量(千公噸熟料) 

 
[ ] 1000CLNK/EFBELEBE BSLBSL_sgCLNK_sgCLNK_sg_ ××=電                (1.1.4) 

在此 
BELEsg_CLNK = 熟料製造自產用電基線(MWh) 
EFsg_BSL = 自產用電排放係數基線(噸CO2/MWh) 
CLNKBSL = 基準年的年度熟料產量(千公噸熟料) 

_sg_ADD_grid_ADDBC_sg _BC_grid_BC_ADD_ BEBEBEBEBE 電電電電電 +++=            (1.2) 

在此 

BE電_grid_BC = BC研磨電網用電排放基線(噸CO2/公噸BC) 
BE電_sg_BC = BC研磨自產用電排放基線(噸CO2/公噸BC) 
BE電_grid_ADD = 電網用電排放基線(噸CO2/公噸BC) 
BE電_sg_ADD = 添加物製備自產用電排放基線(噸CO2/公噸BC) 

[ ] [ ]1000BC/EFBELEBE BSLBSL_gridBC_gridBC_grid_ ××=電                  (1.2.1) 

在此 

BELEgrid_BC = BC研磨電網用電基線(MWh) 
EFgrid_BSL = 電網排放係數基線(噸CO2/MWh) 
BCBSL = 基準年的年度BC產量(千公噸BC) 

[ ] [ ]1000BC/EFBELEBE BSLBSL_sgBC_sgBC_sg_ ××=電                     (1.2.2) 

在此 

BELEsg_BC = BC研磨自產用電基線(MWh) 
EFsg_BSL = 自產用電排放係數基線(噸CO2/MWh) 
BCBSL = 基準年的年度BC產量(千公噸BC) 

[ ] 1000ADD/EFBELEBE BSLBSL_gridADD_gridADD_grid_ ××=電                (1.2.3) 

在此 
BELEgrid_ADD = 添加物研磨電網用電基線(MWh) 
EFgrid_BSL = 電網排放係數基線(噸CO2/MWh) 
ADDBSL = 基準年的年度添加物耗用量(千公噸添加物) 

[ ] 1000ADD/EFBELEBE BSLBSL_sgADD_sgADD_sg_ ××=電                   (1.2.4) 

在此 

BELEsg_BC = 添加物研磨自產用電基線(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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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sg_BSL = 自產用電排放係數基線(噸CO2/MWh 
ADDBSL = 基準年的年度添加物耗用量(千公噸添加物) 

2. 洩漏 

自場址外輸送原料(例如石灰石、石膏)、煤炭(或其他燃料)與添加物

(混合物質)至專案工廠使用燃料的排放，會因為執行專案而改變；與運輸

原料與燃料相關的排放可能會降低，為了讓方法學穩當，這種改變不應

納入。在專案活動中，因添加物運輸的排放會增加，但這些排放會納入

洩漏量項目；與運輸添加物相關排放計算如下。 

( ) ( )[ ]ygridconveyoraddsource_addconstrans_add ADD/1EFELE1000/1Q/1TEFDTFL ××+××××= (2) 

在此 
Ladd_trans = 與運輸每公噸添加物相關的排放(噸CO2/公噸添加物)
TFcons = 汽車每公里燃料耗用量(公斤燃料/公里) 
Dadd_source = 添加物來源與專案活動工廠之間的距離(公里) 
TEF = 運輸燃料排放係數(公斤CO2/公斤燃料) 
ELEconveyor_ADD = 添加物輸送系統耗電量(MWh) 
EFgrid = 電網用電排放係數(公噸CO2/MWh) 
Qadd = 每部車每趟載運添加物數量(公噸添加物) 
ADDy = 在y年的年度添加物耗用量(千公噸添加物) 

而洩漏量，歸因於額外的添加物每公噸BC排放由下式確認： 

[ ] yy,y,trans_addy BCPALL ×−×= 混合混合                                (2.1) 

在此 

Ly = 運輸添加物的洩漏排放(千公噸CO2) 
BCy = 在y年BC的產量(千公噸BC) 
A混合,y = 在y年每公噸BC添加物的基線標竿配比更新值(公噸添加物/公

噸BC) 
P混合,y = 在y年每公噸BC熟料的配比(公噸熟料/公噸BC) 

另外可能的洩漏量是歸因於添加物由原有的使用方式轉變，專案提

案者應證明使用額外數量的添加物是多出的部分；如果專案提案者不想

證實用在專案活動中 x 公噸添加物是多出的部分，專案排放減量可藉係

數α扣減，其定義如下： 

年額外添加物總量在年之添加物用量在α y/y  y 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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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放減量 

專案活動主要是藉水泥中熟料以混合物質替代來減少 CO2排放，在

y年的排放減量就是每公噸BC的 CO2排放在基線與在專案活動之間的差

異，乘上在 y 年的 BC 產量；對於無法證實的多出部分，此排放減量依添

加物百分比扣減。 

[ ]{ } ( )yyyy,BCy,BCy 1LBCPEBEER α−×+×−=                           (4) 

在此 

ERy = 在y年歸因於專案活動的排放減量(千公噸CO2) 
BEBC,y = 每公噸BC的基線排放(噸CO2/公噸BC) 
PEBC,y = 在y年每公噸BC的專案排放(噸CO2/公噸BC) 
BCy = 在y年BC產量(千公噸) 

4. 專案排放 

PEBC,y 可被估計如下，在專案活動中工廠排放的確認是依每單位熟料

或每單位 BC 計算 

(1) 石灰石焙燒的排放； 
(2) 化石燃料燃燒與熟料製造及原料加工用電的排放； 
(3) 添加物製備及水泥研磨用電的排放。 

在確認排放減量時，有 3 種可能性： 

(1) 在積分期間每公噸熟料排放少於每公噸熟料基線排放(PE 熟料,y < BE 熟

料)；或 
(2) 基線與在 y 年每公噸熟料排放相等(PE 熟料,y = BE 熟料)；或 
(3) 在 y 年每公噸熟料排放大於每公噸熟料基線排放(PE 熟料,y > BE 熟料)。 

當此方法論受限於僅是混合百分比提高，而不是對效率改善或燃料

轉換，在狀況(1)，基線值被專案活動值所減；也就是說，如果每公噸熟

料排放在積分期間比較低，那麼較低值就被選為基線。選用較低值是為

了避免潛在惡質的誘因，讓提升熟料製造的排放密集度成為專案參與者

執行專案活動的結果(例如說，從低碳密集度能源轉變成高碳密集度能

源)。 

在狀況(3)，在信用額度期間每公噸熟料的排放比在基線為高，這可

能歸因於效率變差，或燃料轉變，或某些其他原因。在此狀況，有種可

能性就是專案活動排放在信用額度期間某幾年中超過基線排放；在此狀

況，專案不會獲得新的排放減量信用額度，直到專案出現淨值為止。在

此狀況，整體負排放減量出現的年份，不會核發給專案參與者該年份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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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減量(ER)，甚至不會核發次年份排放減量，直到後續年份排放減量抵

銷掉該年份負排放減量為止。 

(例如：如果在 t 年出現負排放減量 30 噸 CO2e，而在 t+1 年出現正

排放減量 100 噸 CO2e，在 t 年核發 0 單位已驗證排放減量 CER，而在 t+1
年僅核發 70 單位 CER。) 

[ ] y,BC_ADD_y,y,y,BC PEPPEPE 電混和熟料 +×=                               (5) 

在此 

PEBC,y = 在y年專案活動工廠中每公噸BC的CO2排放(噸CO2/公
噸BC) 

PE熟料,y = 在y年專案活動工廠中每公噸熟料的CO2排放(噸CO2/公
噸熟料) 

P混合,y = 在y年每公噸BC的熟料配比(公噸熟料/公噸BC) 
PE電_AD,D_BC,y = 在y年BC研磨及添加物製備用電排放(噸CO2/公噸BC) 

在 y 年專案活動工廠中每公噸熟料的 CO2依下式計算： 

y_sg_CLNK,y,_grid_CLNKy,_y,y, PEPEPEPEPE 電電燃料化石培燒熟料 +++=               (5.1) 

在此 

PE熟料,y = 在y年專案活動工廠中每公噸熟料的CO2排放(噸CO2/

公噸熟料) 
PE焙燒,y = 在y年歸因於碳酸鈣與碳酸鎂焙燒每公噸熟料的CO2

排放(噸CO2/公噸熟料) 
PE化石_燃料,y = 在y年熟料製造所需化石燃料燃燒每公噸熟料的排放

(噸CO2/公噸熟料) 
PE電_grid_CLNK,y = 在y年熟料製造時每公噸熟料電網用電的排放(噸CO2/

公噸熟料) 
PE電_sg_CLNK,y = 在y年每公噸熟料製造自產用電的排放(噸CO2/公噸

熟料) 
 

( ) ( )[ ] [ ]1000CLNK/MgOMgO092.1CaOCaO785.0PE yyyyyy, ×−×+−×= 進料出料進料出料培燒

     (5.1.1) 
PE焙燒,y = 石灰石焙燒的排放(噸CO2/公噸熟料) 
0.785 = CaO依化學計量的排放係數(噸CO2/噸CaO) 
1.092 = MgO依化學計量的排放係數(噸CO2/噸MgO) 
進料CaO,y = 原料CaO含量(%)  原料數量(公噸) 
出料CaO,y = 熟料CaO含量(%)  熟料產量(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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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料MgO,y = 原料MgO含量(%)  原料數量(公噸) 
出料MgO,y = 熟料MgO含量(%)  熟料產量(公噸) 

[ ] [ ]1000CLNK/EFFFFPE yiy,iy,_ ××= ∑燃料化石                        (5.1.2) 

在此 

FFi_,y = 在y年熟料製造耗用型態i化石燃料量(公噸燃料i) 
EFFi = 化石燃料i排放係數(噸CO2/公噸燃料) 
CLNKy = 在y年熟料的年產量(千公噸熟料) 

[ ] 1000CLNK/EFPELEPE yy_,gridy,CLNK_gridy,CLNK_grid_ ××=電               (5.1.3) 

在此  

PELEgrid_CLNK,y = 在y年熟料製造電網用電量(MWh) 
EFgrid_y = 在y年電網排放係數(噸CO2/MWh) 
CLNKy = 在y年熟料的年產量(千公噸熟料) 

[ ] 1000CLNK/EFPELEPE yy_,sgy,CLNK_sgy,CLNK_sg_ ××=電                  (5.1.4) 

在此 

PELEsg_CLNK,y = 在y年熟料製造自產用電量(MWh) 
EFsg_y = 在y年自產用電排放係數(噸CO2/MWh) 
CLNKy = 在y年熟料的年產量(千公噸熟料) 

y_sg_ADD,y_grid_ADD,y,BC_sg _y,BC_grid_y,BC_ADD_ PEPEPEPEPE 電電電電電 +++=         (5.2) 

在此 

PE電_grid_BC = BC研磨電網用電排放基線(噸CO2/公噸BC) 
PE電_sg_BC = BC研磨自產用電排放基線(噸CO2/公噸BC) 
PE電_grid_ADD = 電網用電排放基線(噸CO2/公噸BC) 
PE電_sg_ADD = 添加物製備自產用電排放基線(噸CO2/公噸BC) 

[ ] [ ]1000BC/EFPELEPE yy,BSL_gridy,BC_gridy,BC_grid_ ××=電                  (5.2.1) 

在此 
PELEgrid_BC,y = 研磨BC基線電網用電量(MWh) 
EFgrid_y = 在y年電網排放係數(噸CO2/MWh) 
BCy = 在y年BC的年產量(千公噸BC) 

[ ] [ ]1000BC/EFPELEPE yy_sgy,BC_sgy,BC_sg_ ××=電                       (5.2.2) 

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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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Esg_BC,y = 在y年研磨BC的自產用電量(MWh) 
EFsg_y = 在y年自產用電排放係數(噸CO2/MWh) 
BCy = 在y年BC的年產量(千公噸BC) 

[ ] [ ]1000BC/EFPELEPE yy_gridADD_gridADD_grid_ ××=電                    (5.2.3) 

在此 

PELEgrid_ADD = 研磨添加物基線電網用電量(MWh) 
EFgrid_y = 在y年電網排放係數(噸CO2/MWh) 
BCy = 在y年BC的年產量(千公噸BC) 

[ ] 1000BC/EFPELEPE yy_sgy,ADD_sgy,ADD_sg_ ××=電                     (5.2.4) 

在此 

PELEsg_ADD,y = 研磨添加物基線自產用電量(MWh) 
EFsg_y = 在y年自產用電排放係數(噸CO2/MWh) 
BCy = 在y年BC的年產量(千公噸BC) 

所有使用的燃料以淨熱值(NCV)或低熱值(LHV)表示，所有使用的單

位屬公制，除非另有說明。在確認此方法學中的排放係數、排放因子或

淨熱值，要依照 2000 年版 IPCC 良好作法指南相關的指導。專案參與者

可能進行定期量測，或可能使用精確的及可靠的當地或國家數據，如果

有的話。如果沒有這種數據，IPCC 內設排放係數(國家特定值，如果有的

話)或可採用，如果這些資料被認定能合理代表當地狀況。所有的數值應

謹慎選用，並且要公正。 

用電排放係數 
對於電網發電特定排放的計算(EFgrid_BSL 或 y)，「為一電力系統計算排

放係數工具」可適用。(請參考：< 
http://cdm.unfccc.int/methodologies/PAmethodologies/approved.html >)  

對於自行發電的水泥工廠，自行發電的平均年度排放係數可以由下

面計算的排放係數來替代。 

自行發電的排放係數(EFsg,y)是針對專案邊界內所有供應系統的自行

發電來源，依發電量權重計算的每電力單位平均排放(噸 CO2/MWh)。 

∑ ∑×=
j,i j

y,jj,iy,j,iy,sg GEN/COEFFEF                                 (6) 

 

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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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j,y = 在y年相關電力來源j耗用的燃料i(質量或體積單位)數量；

j = 現場電力來源； 
COEFi,j,y = 在y年燃料i的CO2排放係數(噸CO2/燃料的質量或體積單

位)，考量用在相關電力來源j的燃料碳成份，以及燃料氧

化百分比； 
GENj,y = 電力來源j的發電量(MWh)。 

而 CO2排放係數 COEFi 得自： 

ii,2COii OXIDEFNCVCOEF ××=                                    (7) 

在此 

NCVi = 每質量或體積單位燃料i淨熱值(含能量)； 
OXIDi = 燃料氧化係數(見1996年版修訂的IPCC指南中的內設值第

1.29頁)； 
EFCO2,i = 燃料i每單位能源的CO2排放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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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監測方法學 

此監測方法學應配合批准的整合性基線方法學，「水泥製造時提高混合比例的整合性基線方法學」(ACM0005) 
一同使用。 

 
監測專案活動排放的數據 

編

號 數據變數 數據來源 數據單位 
量測(M)、
計算(C)或
估計(E) 

紀錄

頻率 

需要量

測數據

的比例

數據如何

獲得？(電
子/書面) 

說明 

1 進料CaOy 工廠紀錄 % M, C 每日 100% 電子 將如正常作業一樣被計算/量測 
2 出料CaOy 工廠紀錄 % M, C 每日 100% 電子 將如正常作業一樣被計算/量測 
3 進料MgOy 工廠紀錄 % M, C 每日 100% 電子 將如正常作業一樣被計算/量測 
4 出料MgOy 工廠紀錄 % M,C 每日 100% 電子 將如正常作業一樣被計算/量測 
5 熟料原料數量 工廠紀錄 千公噸 M 每年 100% 電子  
6 CLNKy 工廠紀錄 千公噸熟料 M 每年 100% 電子  
7 FFi_,y 工廠紀錄 公噸燃料 i M 每年 100% 電子  
8 EFFi IPCC/工廠紀錄 噸CO2/公噸燃料 i C/M 每年 100% 電子 IPCC係數用來確認CO2係數 
9 PELEgrid_CLNK,y 工廠紀錄 MWh M 每月 100% 電子  
10 EFgrid_BSL 見說明 噸CO2/MWh C 每年 100% 電子 ACM0002將被用來確認用電排放 
11 PELEsg_CLNK,y 工廠紀錄 MWh M 每月 100% 電子  
12 EFsg_y 工廠紀錄/IPCC 噸CO2/MWh C 每月 100% 電子 IPCC係數用來確認CO2係數 
13 ADDy添加物數量 工廠紀錄 千公噸 M 每月 100% 電子  
14 PELEgrid_BC,y 工廠紀錄 MWh M 每月 100% 電子  
15 PELEsg_BC,y 工廠紀錄 MWh M 每月 100% 電子  
16 PELEgrid_ADD 工廠紀錄 MWh M 每月 100% 電子  
17 PELEsg_ADD,y 工廠紀錄 MWh M 每月 100% 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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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數據變數 數據來源 數據單位 
量測(M)、
計算(C)或
估計(E) 

紀錄

頻率 

需要量

測數據

的比例

數據如何

獲得？(電
子/書面) 

說明 

18 Fi,j,y 工廠紀錄 公噸燃料i M 每月 100% 電子  
19 COEFi,j y IPCC/工廠紀錄 噸CO2/公噸燃料i C/M 每年 100% 電子  
20 GENj,y 工廠紀錄 MWh M 每年 100% 電子  
21 PE焙燒,y 工廠紀錄 噸CO2/公噸熟料 C 每年 100% 電子  
22 PE化石_燃料,y 工廠紀錄 噸CO2/公噸熟料 C 每年 100% 電子  
23 PE電_grid_CLNK,y 工廠紀錄 噸CO2/公噸熟料 C 每年 100% 電子  
24 PE電_sg_CLNK,y 工廠紀錄 噸CO2/公噸熟料 C 每年 100% 電子  
25 PE電_grid_BC,y 工廠紀錄 噸CO2/公噸混合水

泥 
C 每年 100% 電子  

26 PE電_sg_BC,y 工廠紀錄 噸CO2/公噸混合水

泥 
C 每年 100% 電子  

27 PE電_grid_ADD,y 工廠紀錄 噸CO2/公噸混合水

泥 
C 每年 100% 電子  

28 PE電_sg_ADD,y 工廠紀錄 噸CO2/公噸混合水

泥 
C 每年 100% 電子  

29 P混合,y 工廠紀錄 公噸熟料/公噸混

合水泥 
C 每年 100% 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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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線排放 

編

號 數據變數 數據來源 數據單位 
量測(M)、
計算(C)或
估計(E) 

紀錄

頻率 

需要量

測數據

的比例

數據如何

獲得？(電
子/書面) 

說明 

1 進料CaOy 工廠紀錄 % M, C 每日 100% 電子 將如正常作業一樣被計算/量測 
2 出料CaOy 工廠紀錄 % M, C 每日 100% 電子 將如正常作業一樣被計算/量測 
3 進料MgOy 工廠紀錄 % M, C 每日 100% 電子 將如正常作業一樣被計算/量測 
4 出料MgOy 工廠紀錄 % M, C 每日 100% 電子 將如正常作業一樣被計算/量測 
5 熟料原料數量 工廠紀錄 千公噸 M 每年 100% 電子  
6 CLNKBSL 工廠紀錄 千公噸熟料 M 每年 100% 電子  
7 FFi_,BSL 工廠紀錄 公噸燃料 M 每年 100% 電子  
8 EFFi IPCC/工廠紀錄 噸CO2/公噸燃料i C/M 每年 100% 電子  
9 BELEgrid_CLNK,BSL 工廠紀錄 MWh M 每年 100% 電子  
10 EFgrid_BSL 見說明 噸CO2/ MWh C 每年 100% 電子 ACM0002將被用來確認用電排放 
11 BELEsg_CLNK,y 工廠紀錄 MWh M 每年 100% 電子  
12 EFsg_y 工廠紀錄 噸CO2/ MWh C 每年 100% 電子  
13 ADDy添加物數量 工廠紀錄 千公噸 M 每年 100% 電子  
14 BELEgrid_BC,y 工廠紀錄 MWh M 每年 100% 電子  
15 BELEsg_BC,y 工廠紀錄 MWh M 每年 100% 電子  
16 BELEgrid_ADD 工廠紀錄 MWh M 每年 100% 電子  
17 BELEsg_ADD,y 工廠紀錄 MWh M 每年 100% 電子  
18 Fi,j,y 工廠紀錄 公噸燃料i M 每年 100% 電子  
19 COEFi,j y IPCC/工廠紀錄 噸CO2/公噸燃料i C/M 每年 100% 電子  
20 GENj,y 工廠紀錄 MWh M 每年 100% 電子  
21 BE焙燒,y 工廠紀錄 噸CO2/公噸熟料 C 每年 100% 電子  
22 BE化石_燃料,y 工廠紀錄 噸CO2/公噸熟料 C 每年 100% 電子  
23 BE電_grid_CLNK,y 工廠紀錄 噸CO2/公噸熟料 C 每年 100% 電子  
24 BE電_sg_CLNK,y 工廠紀錄 噸CO2/公噸熟料 C 每年 100% 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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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數據變數 數據來源 數據單位 
量測(M)、
計算(C)或
估計(E) 

紀錄

頻率 

需要量

測數據

的比例

數據如何

獲得？(電
子/書面) 

說明 

25 BE電_grid_BC,y 工廠紀錄 噸CO2/公噸混合水

泥 
C 每年 100% 電子  

26 BE電_sg_BC,y 工廠紀錄 噸CO2/公噸混合水

泥 
C 每年 100% 電子  

27 BE電_grid_ADD,y 工廠紀錄 噸CO2/公噸混合水

泥 
C 每年 100% 電子  

28 BE電_sg_ADD,y 工廠紀錄 噸CO2/公噸混合水

泥 
C 每年 100% 電子  

29 B混合,y 工廠紀錄 公噸熟料/公噸混

合水泥 
C 每年 100% 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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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漏量 

編

號 數據變數 數據來源 數據單位 
量測(M)、
計算(C)或
估計(E) 

紀錄

頻率

需要量

測數據

的比例

數據如何獲

得？(電子/
書面) 

說明 

1 TFcons 工廠紀錄 公斤燃料/公里 C 每年 100% 電子  
2 Dadd_source 工廠紀錄 公里 M 每趟 100% 電子  
3 TEF IPCC 公斤CO2/公斤燃料 E 每年 100% 電子  
4 Qadd 工廠紀錄 公噸添加物/車 M 每趟 100% 電子  
5 ELEconveyor_ADD 工廠紀錄 MWh M 每月 100% 電子  
6 EFgrid 國家電網/工廠數據(若現場發電) 公噸CO2/MWh C 每年 100% 電子  
7 αy 工廠紀錄 公噸添加物 M/C 每年 100% 電子  
 
 
品質控制(QC)與品質保證 (QA) 

數據 數據的不確定程度(高
/中/低) 說明為這些數據規劃的QA/QC步驟，或，為何這些步驟並非必要 

表B.2.1 
編號1-29 低-中 這些數據將被收集，就像正常工廠作業的一部分，QA/QC規定含有與其他內部公司報告交叉查對，

當地數據與其他可應用的IPCC數據將被應用；獨立機構的查證也將被應用。 
表B.2.3 
編號1-29 低-中 這些數據將被收集，就像正常工廠作業的一部分，QA/QC規定含有與其他內部公司報告交叉查對，

當地數據與其他可應用的IPCC數據將被應用；獨立機構的查證也將被應用。 
表B.4.1 
編號1-7 低 來回旅程距離將與原始證據與地圖參考資料交叉查對，卡車容量與燃料耗用數據將得自汽車製造廠

與運輸機構。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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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產業應用建議 

低碳科技項目規範 產業應用之建議 備註 
方法學整體描述 此方法論適用於那些提升添加物比例亦即降

低熟料比例的專案，特別是在該國的水泥製造
業，目前尚無這種型態的產品。添加物指的是為
生產混合型態水泥而與熟料混合的物質，包括飛
灰、石膏粉、爐石粉等。 

 

項目名稱及依據之
方法學編號/版本、
部門範疇 類別： 

名稱：在提高水泥產品混合比例的整合性基線方
法學 

編號：ACM0005/Ver4 
範疇：04(製造業) 
類型：整合型方法學 

 

方法學來源及適用
性： 

本整合性基線方法學是依照下列擬議的新方
法學原則(1)NM0045-修訂 2：印度波拉公司(Birla 
Corp. Ltd.) 為「熟料最佳化利用」CDM 專案，
發展專案設計文件、基線研究及監測與查證計
畫。(2)NM0047-修訂：印尼水泥(Indocement)公
司為「印尼水泥公司的永續水泥製造混合水泥成
分專案」，發展專案設計文件、基線研究及監測
與查證計畫。(3)NM0095：英國 Agrinergy 公司
為「印度 ACC 水泥公司新 Wadi 混合水泥專案」，
發展專案設計文件、基線研究及監測與查證計
畫。 
(4)NM0106：英國的 Ecosecurities 公司為「水泥
工業熟料最佳化利用藉由研磨科技投資的基線
方法學」專案，發展專案設計文件、基線研究及
監測與查證計畫。 

此方法學適用於提升添加物比例的專案，這
種型態的產品需有別於目前該國所使用的方
法。添加物指的是為生產混合型態水泥而與熟料
混合的物質，包括飛灰、石膏粉、爐石粉等。 

此方法學適用於下列狀況(1)混合物質的添加
物來源不虞短缺，專案參與者應該證明，在專案
活動中額外數量的添加物，並無替代性分配或應
用(2)如果添加物可資應用的餘量對專案排放減
量(ERs)並不顯著，就不會納入計算。(3)方法學
適用於國內專案活動工廠產品的銷售，但不包括
混合水泥的輸出。(4)市場上各種型態水泥均有充
分的數據資料。 

此基線方法學應配合批准的整合性監測方法
學，「水泥製造時提高混合比例的整合性監測方
法學」(ACM0005) 一同使用。 

 

專案邊界界定： 此專案邊界包括水泥製造工廠、任何現場內
的電力產生設施(如果存在)，以及併網的電力產
生設施(如果存在)。專案參與者應納入下列的排
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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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泥工廠中燃料燃燒的直接排放有：(a)窯爐點
火(包括用在預焙爐的補充燃料)。(b)固態燃料
(包括乾燥)、原料與添加物處理。(c)現場發電
(如果存在)。(d)石灰石焙燒的直接排放(若原料
粉中含碳酸鈣與碳酸鎂)  

(2)水泥工廠用電力來自電網中發電廠化石燃料
燃燒的間接排放，水泥工廠耗用電力的設施包
括：(a)製熟料的原物料粉碎與研磨。(b)驅動窯
爐以及窯爐風扇。(c)水泥的最終研磨。(d)添加
物的處理。 
來自電網系統或供應水泥廠的電力與其電力

損耗將列入間接排放考量；任何運送添加物的排
放，將被納在排放洩漏量，而熟料製造方面運送
原料的排放減量，為了簡化未納入考量。 

僅針對 CO2，燃燒製程的 CH4與 N2O 排放量
變化，因為在基線與專案活動方面的差異並不顯
著，可忽略且不納入。這個假設簡化了方法學，
是一種保守的方式。 

此外，就本方法學之計算原則，大致上可適
用於我國水泥業，作為設計減量計畫之參考，唯
需注意，我國水泥業產業特性與本方法學不同
(計畫邊界以水泥廠為主)，在計畫邊界設定時，
須區分出水泥廠、爐石粉製造廠及預拌混泥廠三
者後，再依據各次系統邊界進行量化計算。 

基線情境及外加性
評估： 

專案參與者應在所有實際的與可信的替代方
案中確認最似合理的基線情境，這些替代方案中
有哪些應不須要進一步的考量(如其障礙難以克
服，或很明顯的沒有經濟吸引力的替代方案)。
若有超過一種可信的與似合理的替代方案存在
時，專案參與者以保守的假設，應採用導致最低
基線排放效應的替代基線情境，做為最適宜的基
線情境。 

為符合上述要求，專案提案者(PP)應對相關的
水泥種類，考量所有實際與可信的生產情境，並
且要符合目前的法令規章，包括現有的水泥製造
方式、擬議的專案活動、同一地區使用類似進料
/原料其他製造工廠的製造方式，以及面臨類似經
濟、市場與技術狀況。如果只有兩種情境可選
擇，亦即一個是既有的水泥生產廠用的技術，一
個是計畫提出技術，而這兩種均是具實際與可信
度的選擇，此種情況下，可能的基線情境通常可
藉由最近批准版本「證明與評估外加性工具」進
行確認。 

專案提案者要證明為了增加添加混合比例方
面，確實存在可論證的障礙。這障礙可能包括： 

(1)技術上的障礙：(a)需要相當程度的研究工作以
便增加混合比例。(b)缺乏配套措施用以推行該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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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度的障礙：譬如缺乏財務支援。 
(3)市場接受度障礙：(a)對高添加物的混合水泥認
為是低級品。(b)客戶缺乏瞭解使用高添加物的
混合水泥。 
專案參與者應證明，如果不去登錄為一項

CDM 活動，所指認的障礙會阻止可能的專案提
案者去進行擬議的專案活動；專案提案者應提供
透明的與文件化證據，如「證明與評估外加性工
具」文所述。相關的證據應具體化，以供獨立調
查與獨立相關單位訪查。 

基線、專案及洩漏
(leakage)之排放計
算方式： 

基線排放的標竿是定義成如下所列的最低
值： 

(1)選取該區域內相關水泥型態產量最大的前五
大混合水泥，取其熟料產量權重之平均值，如
果不足五種品牌，可以全國市場為選取基準。 

(2)以區域內各種混合水泥加總之總產量為基
準，取產量排名前五分之一者，取其熟料產量
權重平均質量百分比。如果此五分之一的選
取，屬於同一個廠，計算時應計入該廠產能。 

(3)提案的專案活動工廠在執行 CDM 專案活動之
前，所生產的相關水泥型態中熟料的質量百分
比。 

標竿計算依據的「區域」須要被明白確認，
並隨專案參與者調整。國家市場可成為一個參
考，但是專案提案者可依據下列狀況來定義地理
區域： 

(1)專案活動工廠的水泥製造銷售量至少 75%(僅
國內銷售百分比)。 

(2)包括至少 5 家其他的工廠具備所需要的公開資
料。 

(3)該區域產量至少是專案活動工廠輸出量的 4
倍，僅有國內銷售的輸出量被考量，並且專案
活動工廠所生產水泥的任何出口量要自排放
減量估算中排除。 

因計畫活動降低的 CO2排放量，主要是經由
以添加物取代水泥之手段。在指定 y 年的排放減
量，是以計畫基線情境上生產每噸水泥製品的排
放量，減去計畫活動情境生產每噸水泥製品的排
放量，再乘以 y 年的水泥製品產量。 

基線排放是 2 個係數的函數： 
(1)添加物的百分比以及被用作基線標竿相關的

耗電量 
(2)專案活動工廠每公噸熟料 CO2排放 
  自場址外輸送原料(例如石灰石、石膏)、煤
炭(或其他燃料)與添加物(混合物質)至專案工廠
使用燃料的排放，會因為執行專案而改變；與運
輸原料與燃料相關的排放可能會降低，為了讓方
法學穩當，這種改變不應納入。在專案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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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添加物運輸的排放會增加，但這些排放會納入
洩漏量項目。 

監測方法學： 對於該專案，監測方法學是依據計畫設計文
件、基線研析、追蹤探測及查證規劃。同時規劃基
線排放及計畫活動排放必需監督之排放係數及參
數。 

 

方法論整體建議 產業於引用此方法學時，需特別注意專案本
身之適用性及外加性，並按方法學所列之計算
方法予以計算排放減量，使計畫設計文件(PDD)
符合確證的要求。 

本方法學於適用性、基線情境及監測方法論
皆有明確的描述說明，值得相關產業界採用。
於國內如中聯爐石之運用可參考此篇方法學。
目前已有單位進行此方法學之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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