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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室氣體驗證聲明 
 

        佳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說明 

受佳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佳邦科技”）的委託，UL對佳邦科技的溫室氣體聲明進行了獨立的

第三方驗證，以確保組織層面的溫室氣體清單完整，準確，以進行內部報告和決策。 佳邦科技根據 ISO 

14064-1：2018向 UL提供了一份涵蓋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期間的溫室氣體聲明， 

涉及 4處工廠。   

 

方法 

UL根據 ISO 14064-3：2019溫室氣體規範對佳邦科技的溫室氣體聲明進行了驗證和確認。 

UL將基於風險的方法應用於溫室氣體驗證，其中包括對與溫室氣體聲明相關的風險的詳細理解以及減輕此

類風險所需的控制措施。 

我們的驗證方法包括以下收集和分析： 

• 通過管理層的參與獲得定性數據 

• 從資訊管理系統獲得定量數據及文檔 

• 支援活動數據的佐證 

有關該方法的完整說明，請參見附錄。 

職責範圍 

佳邦科技作為聲明的主要責任人，負責按照 ISO 14064-1：2018中列出的標準，準備和公正地陳述其溫室

氣體聲明以及評估該聲明所需的其他支持資訊。UL負責表達以下意見： 溫室氣體聲明，基於驗證活動的

發現，這些活動旨在評估在給定定量和定性閾值的情況下溫室氣體聲明是否實質上準確。 

保證等級 

本次驗證的保證等級經雙方事先確認為有限保證等級。 

 

驗證目的 

通過有限保證確認佳邦科技的溫室氣體聲明對於內部決策目的在以下方面具有實質地準確性： 

• 溫室氣體排放量由負責方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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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的資料準確、完整、一致、透明、無重大錯誤或遺漏 

• 溫室氣體聲明根據 ISO 14064-1：2018標準所準備 

驗證標準 

進行驗證評估所依據的標準： 

• 報告標準: ISO 14064-1: 2018 

驗證範圍 

公司名稱 佳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灣苗栗縣竹南鎮公義里 11鄰科義街 11號 

控制方法 運營控制 

地點 4個運營點 – 見表 1 

時間段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 

溫室氣體種類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GWP 採用值 IPCC AR4 

目標使用者 內部使用 

 

表 1 – 運營點範圍 

運營點 地點 控制方法 活動類型 

竹南公司 
台灣苗栗縣竹南鎮公義里 11

鄰科義街 11號 

運營控制 工廠 

台中公司 
台灣台中市大雅區秀山里科

雅路 27號 4樓  

運營控制 工廠 

禾邦电子（蘇州）

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

潘阳工业园春秋路5号 

運營控制 工廠 

禾邦电子（中国）

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

区安泰一路81号 

運營控制 工廠 

 

實質性 

溫室氣體聲明的目標使用者是佳邦科技內部報告，沒有確定所需的定量實質性閾值。 因此，UL使用了

WRI 溫室氣體議定書企業會計與報告標準建議的量化實質性閾值，如果限值超過佳邦科技溫室氣體聲明中

報告的總存量的 5％，則認為該誤差具有實質性誤導。 

核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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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對佳邦科技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組織層面溫室氣體聲明依照 ISO 14064-3所進

行評估，基於有限保證等級確定沒有證據表明其溫室氣體聲明： 

• 實質上不正確 

• 溫室氣體數據和資料的表示不合理 

• 未按照溫室氣體的量化，監測和報告要求的標準進行準備 

 

佳邦科技依據 ISO 14064-1：2018標準，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的溫室氣體聲明已由

UL進行了有限保證等級的驗證。 依據申請範圍驗證排放量如下： 

直接排放 間接排放 其他間接排放 

717.62 tCO2e 24,612.18 tCO2e (基於所在地) N/A 

 

逐年變化 

根據本報告期進行的評估活動，自上一個報告期（2018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以來，佳邦科技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了 134.25tCO2e. 

 

有限保證等級在活動的性質、時間和程度的驗證不及合理保證等級。  

地點與日期：2211 Newmarket Parkway，Suite 106，Marietta，GA 30067 USA. 2020年 10月 5日。 

 

稽核員簽名 ： 

 

Adrian Wain, Lead Ver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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