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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氣候行動登錄作業 
 

加州氣候行動登錄作業(登錄作業)是依據加州法規建立的一個非營利溫室氣體排放量自願登

錄作業，登錄作業的目的是協助境內營運的公司機構建立溫室氣體排放底線，以因應未來溫

室氣體排放減量的任何要求。登錄作業鼓勵以自願行動方式增加能源效率與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量，登錄參與機構可自行選擇 1990年以後任一年為基準年，據以記錄其溫室氣體排放量清

單。而加州政府方面承諾，若將來有任何州政府、聯邦政府或國際的溫室氣體管制制度，會

盡最大的努力讓登錄參與機構早先的行動獲得適切的考量；登錄參與機構包括商業、非營利

機構、城市、州政府與其他單位。 

登錄作業會提供一個「一般議定書」(General Protocol)，還有額外的工業適用議定書，據以指

導登錄參與機構如何去清查溫室氣體排放量，包括要量什麼、怎麼去量、需要的參考數據、

驗證條件等。當廠商機構參與登錄作業時，須同意將所有在加州境內營運業務的溫室氣體排

放量清查登錄，還鼓勵申報在全國各地的排放量；登錄的資料包括總排放量與效率數據，要

求涵括所有直接的溫室氣體排放量，以及電力使用間接的溫室氣體排放量。 

登錄作業會要求參與者頭三年清查資料只要申報 CO2排放量即可，但也歡迎能夠提報其他 5

種溫室氣體(CH4、N2O、HFCs、PFCs、與 SF6)；三年以後，所有的 6種溫室氣體都要申報。 

登錄相關特定的責任如下所列： 

＞能夠以前後一致、標準格式化的自願記錄溫室氣體排放量。 

＞委託具備能力合格的第三者機構驗證申報的基線排放量。 

＞能夠維護所有驗證過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基線與排放量結果。 

＞採用工業特定的報告格式。 

＞鼓勵自願行動以增加能源效率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 

＞將參與者推薦給合格的輔導機構，以便獲得技術輔導，以及有關監測、評估、計算、報告

與驗證溫室氣體排放量計畫的諮詢服務；協助建立排放減量目標；並改善能源效率。 

＞對於參與者加以獎勵、表揚與宣傳。 

＞由境內所有經濟部門與領域徵募廣泛的參與者。 

＞每兩年向州長與州議會報告登錄作業的成功與挑戰。 

＞提供參與者額外的服務，例如講習會、訓練講課、"最佳措施"經驗交換。 

◎相關問題答覆 

問：參加登錄作業有什麼好處？ 

答：好處包括證明參與者是環保領導者、藉提高操作效率獲得競爭優勢、掌控與碳相關的風

險、保護早先努力的成果(自願排放減量)、有機會參與相關工業部門的氣候變化政策討

論，參與登錄在環保與財務方面有特殊意義。 

參與登錄作業具備環境與金融方面的意義 – 若想獲得更多的資訊，請聯絡 Joel Levin，商

業發展部副主席；電話是 213.891.6927，或電子郵政 jlevin@climateregist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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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本機構要怎麼辦才能成為登錄作業的一個會員？ 

答：僅須要完成意願聲明函，然後傳真至 213.623.6716；意願聲明函格式如下 

參與登錄作業 

參加申請表 

 

________(公司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願參與加州氣候行動登錄作業。 

我們願意： 

• 清查整個機構直接與間接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應用登錄作業提供的指引，包括一般申報議

定書。我們同意申報在加州境內的溫室氣體排放量，而且我們也願意考慮申報在美國境內的

溫室氣體排放量。 

• 藉由州政府與登錄作業核可的查核單位來驗證我們的排放量。 

• 藉由氣候行動登錄申報線上工具(CARROT)來申報我們的總排放量。 

 

簽署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20____ 

年費(參考如下) _____________              申報啟始年___________ 

一般行政聯絡窗口                        技術聯絡窗口(如果不相同)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傳到： 

California Climate Action Registry, 515 S. Flower Street, Suite 1305, Los Angeles, CA 90071 

或傳真至：213-623-6716. 

問：本公司已參與能源部的 1605(b)計畫，這兩者有什麼不同？ 

答：加州氣候行動登錄作業與能源部的 1605(b)計畫的比較(說帖August 20, 2003 版) 

外部可靠度：加州的溫室氣體追蹤與驗證議定書被海內外其他登錄作業、環保人士與相

關領域的專家認定是黃金標準，該登錄作業提供精確的指導以量測應用機構完整的排放

過程；加州的登錄作業具備一套詳細的議定書，說明第三者驗證機構該如何執行工作，

把驗證過程的疏忽機會減至最低。還有針對與會員有其他合約的驗證者限制其利益衝突

的指導，這些組合能確保數據的最高品質。 

軟體：加州的登錄作業已發展成一套網路適用的軟體工具，稱為氣候行動登錄申報線上

工具(Climate Action Registry Reporting On-line Tool, CARROT)，可供會員使用；使用者報告

說，該工具簡化了溫室氣體排放量的計算與申報程序。其它相類似排放量追蹤軟體的成

本，是加州登錄作業使用年費的數倍；雖然 1605b 計畫具備一套清冊管理工具，但不是

網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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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線資料保護：加州的氣候登錄作業有加州政府的背書，州政府已承諾，將來若有任何

州政府或聯邦政府的溫室氣體管制制度，會盡最大的努力確保登錄會員早先的行動納入

考量；如果McCain-Lieberman 法案通過，納入加州登錄作業的基線數據應該會獲得保護。

至少，所謂的 1605b 計畫僅能保護登錄特定專案所減量的成果，因為並未涵括機構全部

的排放過程；本登錄作業的說明，也是目前國會正在考量的能源法案參議院版本的內容。

最近東北十州正在為境內發電廠發展一套限制與交易計畫，可能決定允許該制度參與者

向氣候登錄作業的會員購買差額；麻薩諸塞州、華盛頓州與俄勒岡州也需要一些發電廠

彌補差額，因此為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的本地市場開始出現了，但因為數據不是第三者驗

證過的，所以可信度較差，相信這些地區不太可能接受 1605b 計畫所登錄的差額。 

相容性：加州的標準是依據世界資源學會與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RI/WBCSD)的溫室

氣體盤查議定書制定的，所以和能源部的 1605b 計畫、環保署的 Climate Leaders 計畫與企

業圓桌會的 Climate RESOLVE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Steps, Opportunities to Lead by 

Voluntary Efforts)計畫要求相容；由於 1605b 計畫的指導較不明確，加州登錄作業的數據

亦應可被其接受。加州的標準通常也與其他州與許多其他國家的相一致，加州登錄作業

的數據讓不同機構之間的比較毫無困難，但是 1605b 計畫中不同機構的數據比較遠為困

難。 

其他州區：加州的登錄作業正準備擴展為一個前導式多個州的登錄作業，成員包括紐約、

紐澤西、麻薩諸塞、賓夕法尼亞、康乃狄克、新罕布什爾、佛蒙特、緬因、羅德島與德

拉瓦等州，正在談的還有華盛頓與俄勒岡；會以加州的議定書與軟體為依據，預期在明

年後期開始運作。由於東北幾個州的限額與交易(cap and trade)計畫，該區發電業者很可能

得要參與這個多個州的登錄作業；已參與加州登錄作業的成員在建立自己基線資料方面

會領先一步。 

參與新標準的制定：加州的登錄作業與其成員正與世界資源學會、工業團體與其他相關

單位合作，為特定的工業發展新標準；這些標準將會被加州、其他的州與其他的國家所

採納，所以對這些特定工業的未來發展會有重大衝擊。如果現在參與加州的登錄作業，

與該特定工業相關的公司，就能在新標準制定時有一席之地；而 1605b 計畫就一直未有

類似的努力。 

股東權益：今年股東會議有提出和溫室氣體排放相關決議的公司數目創新高，其中有許

多公司當初都有參與 1605b 計畫 — 顯然股東對於該計畫信心不足；另一方面，股東活

躍人士已經表示寧願參與加州登錄作業的意願，因為嚴謹的數據管理標準，可以顯示公

司對於此一議題積極進取的態度。 

公開表揚：加州登錄作業也會藉著發佈新聞稿、網站登載、年度頒獎、媒體宣傳 — 特

別是特定的加州媒體機構來公開表揚，對於那些在加州營運，又十分關心在本地與公眾

聲譽的公司而言，具有無上的價值；但是 1605b 計畫僅發行一份含登錄數據的年度報告，

並且上網公佈，並沒有致力公開表揚參與者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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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是否其他州有登錄作業？ 

答：目前幾個州僅有溫室氣體排放減量專案的登錄計畫，沒有一個計畫是登錄一個機構的完

整清冊，或者提供一個涵括詳細指導、技術參考與會員服務的完整計畫；加州登錄作業

也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加州已經提供最大的努力，來保證參與機構先前的減量行動，在

任何未來州政府或聯邦政府法規管制時會獲得適當的考量。除此之外，加州登錄作業正

與其他州政府合作，以發展協調相容的溫室氣體申報標準與工具。 

問：本市政府有興趣申報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此登錄作業計畫與地方環保倡議國際委員

會(ICLEI)的氣候保護行動城市(CCP)計畫如何比較？ 

答：是否 貴地方政府對於加州氣候行動登錄作業與氣候保護行動城市(CCP)計畫都有興趣，

但不確定是否可以同時參與？是否 貴市鎮或縣郡已經是CCP計畫參與者，但是正在猶豫

是否應該也要參加此登錄作業？這裡有部分答案！ 

◎為什麼我們地方政府應該要同時參與加州氣候行動登錄作業與氣候保護行動城市計

畫？ 

＞氣候保護行動城市(CCP)計畫的五個查核點 – 分析排放量、設定一個目標、編撰一份行

動計畫、實施該份行動計畫、監測行動計畫執行狀況 – 以提供一個溫室氣體減量的決

策架構。一個合乎邏輯的下一個步驟，是藉參與本登錄作業建立一個溫室氣體減量的

外部稽核紀錄；這麼做可以讓 貴地方政府為將來可能的法規管制或碳交易體系做好準

備。支持登錄作業也能向 貴地方的民營機構做一領導示範，鼓勵這些機構參與氣候保

護方面的努力。 

◎我們地方政府正參與CCP計畫，而現在正考慮參與登錄作業；這會衍生許多額外的工作

嗎？ 

＞登錄作業要求申報的僅是 貴地方政府作業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量，與CCP不同之

處，登錄作業會區分直接產生的排放量，與使用電力、蒸汽或熱而衍生的間接排放量；

CCP參與者會須要依相同方式來區分自己的排放量，應用變通的方式可以使得工作容易

些。此外，登錄作業須要參與者雇請一位獨立第三者驗證員來審查排放量清冊，藉由

此額外的步驟，參與機構獲得獨立的確認而使得排放量清冊是準確與完整的；還有，

經驗證的清冊是可以公開的紀錄，並與其他地方政府與公司的清冊並列。 

◎參與登錄作業會幫助我們市鎮或郡縣達成CCP計畫的五個查核點嗎？ 

＞是的！如果 貴地方政府尚未達到查核點1，那麼因登錄作業而完成的基線與清冊可充

分滿足其要求；向登錄作業承諾要申報與確認程序就幾乎是保證要達到查核點5(監測與

查證)，因為其他的查核點顯然是已經完成了。 

◎我們地方政府可以使用登錄作業的CARROT軟體來為CCP計畫做排放量清冊？ 

＞是的！只要是管轄區域所選用的任何工具，包括CARROT軟體，都可用來為CCP計畫完

成一份排放量清單；而CCP軟體只是可用來完成溫室氣體清冊的許多可能工具之一。 

◎是否CCP的軟體與報告能夠用來滿足登錄作業的申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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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參與者可應用CCP軟體來計算參與機構的排放量清冊，但還是要應用CARROT軟

體來向登錄作業申報參與機構的排放量，當然，以CCP軟體完成清冊可以簡化此過程；

應用CCP軟體可以產出數據來向登錄作業申報，但由於這兩種計畫的差異性，有必要要

求排放量須以最詳細的方式申報以CCP軟體導出的數據。欲知更詳細的資訊請洽登錄作

業計畫或氣候保護行動城市計畫的聯絡人。 

更多的資訊？ 

＞Robyn Camp 

加州氣候行動登錄作業/California Climate Action Registry 

robyn@climateregistry.org 

213-891-1444 www.climateregistry.org 

＞Ryan Bell 

氣候保護行動城市/Citie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 US 

地方環保倡議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rbell@iclei.org 

510-540-8843 www.iclei.org/us/ccp 

問：本機構並無任何直接溫室氣體排放，要怎麼樣才能參與？ 

答：會員身份僅限於會員機構，這是提供給商業公會、聯盟與工業集團，這些代表會員機構

都有興趣參與登錄作業的工作與計畫；為符合會員身份，參與機構必須要： 

• 以機構的名義，而非個人的名義，申請會員資格； 

• 支持加州氣候行動登錄作業的目標。 

更詳細的資料請參考： 

有關登錄作業會員身份更詳細的資訊 

成為一個會員 

問：登錄作業是否僅以加州境內的業務為對象？ 

答：非也。登錄作業是設計來鼓勵公司機構申報其本州境內的排放量與國家排放量，排放量

數據申報得愈完整，其結果愈經得起考驗。 

問：參與者要登錄的排放量是什麼？ 

答：參與者須同意計算溫室氣體的直接與間接排放量，直接排放量包括那些現場燃燒作業、

製造程序與公司自有車隊使用的排放量，間接排放量主要是外購電力與蒸汽使用的相關

排放量，其他類型的間接排放量也鼓勵申報。 

公司在參與的前三年，僅須申報在加州境內所有營運的二氧化碳(CO2)排放量，參與登錄

作業三年以後，公司也須申報所有的溫室氣體排放量，並且將其他氣體排放量依標準轉

換成 CO2當量，其他的溫室氣體包括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

氟碳化物(PFCs)、六氟化硫(SF6)等。雖然沒有要求公司在參與的前三年申報所有的溫室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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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排放量，但鼓勵儘早納入申報。 

問：參與者可以只申報特定專案或特定場址的排放量嗎？ 

答：非也。登錄作業要求參與者申報在加州境內所有營運的二氧化碳排放量，也鼓勵申報在

加州境外所有營運的二氧化碳排放量；申報的排放量愈完整，其結果愈有可信度。 

問：為什麼要申報間接排放量？這樣難道不會和發電廠本身的直接排放量申報發生重複計算

的問題？ 

答：藉由申報直接與間接排放量，登錄作業可協助參與者為將來任何法規制度作準備，同時

協助參與者確認增加效率的機會。 

問：參與者須要登錄排放量的"證據"是什麼？ 

答：加州登錄作業要求申報結果必須經過第三者驗證機構的驗證，該驗證機構已經州政府認

可為具備驗證排放量的能力。 

問：參與者是否能夠申報購買的"差額補償"或排放減量的出售？ 

答：登錄作業會允許未驗證資料的申報，當作公司營運年度總排放量報告的附件，內容包括

差額補償、影響年度總排放量結果的營運改變相關資料、申報機構認為大眾會有興趣的效率

改善與其他資訊；差額補償的驗證標準將來會考慮採納。 

問：參與的成本是什麼？ 

答：登錄作業已採用一套分級的年費架構，好讓不同規模的廠商機構能以較低的成本參與；

登錄成員也須自行負擔其排放量清冊第三者驗證的費用。 

在 2002年六月 26 日，登錄作業董事會成員採納一套分級的年費架構，費用包括氣候行動登

錄線上申報工具 CARROT 的使用、訓練課程的提供、研討會報名費的優待、其他會員相關福

利等支出；登錄作業會持續更新 CARROT 系統，提供新增的功能與計算工具，以確保申報作

業簡便與精確。 

年費價目表 

商業與工業機構依營收分級： 

營業額超過 20 億美元 收費 6,000 美元 

營業額在 5億 - 20 億美元 收費 4,500 美元 

營業額在 1億 - 5 億美元 收費 3,000 美元 

營業額在 5百萬 - 1 億美元 收費 1,500 美元 

營業額在低於 5百萬美元 收費 500 美元 

政府與學術機構依預算額分級： 

預算額超過 20 億美元 收費 4,000 美元 

預算額在 5億 - 20 億美元 收費 3,000 美元 

預算額在 1億 - 5 億美元 收費 2,000 美元 

預算額在 2千萬 - 1 億美元 收費 1,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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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額低於 2千萬美元 收費 500 美元 

非營利機構依預算額分級： 

預算額超過 2千萬美元 收費 750 美元 

預算額低於 2千萬美元 收費 400 美元 

會員 收費 500 美元 

會員身份僅限於會員組織，提供給商業協會、聯盟與工業團體有意參與登錄作業與計畫的會

員機構；符合條件的會員組織須： 

• 會員為機構單位，而非個人； 

• 支持加州氣候行動登錄作業的目標。 

問：參與者申報至登錄作業的排放量驗證是否有期限？ 

答：排放量報告的驗證程序應該要在驗證開始後一年內完成，例如說，參與者要進行 2002年

排放量報告的驗證，如果驗證自 2003年八月 1日啟始，驗證程序要在 2004年八月 1日之前

結束；登錄作業鼓勵參與者在排放量報告完成後儘速進行驗證。 

問：驗證程序所需要的時程有多長？ 

答：登錄作業預期驗證人員進行驗證活動所需的時程，將短至數小時(辦公室為主單純的排放

量報告)，或長至兩週(較大的公司具備多項設施與複雜的排放狀況)；整個驗證程序，包括驗

證合約的協商、請求能源委員會確認利益衝突的狀況、進行驗證活動、完成驗證文件、驗證

結果提交登錄作業等事項，大約須要 4至 16 週的時間來完成。 

問：過去的排放量數據申報有什麼規定？ 

答：過去的排放量數據是可驗證的、符合一般申報議定書指引的規定、遵從 CARROT 申報的

要求，在經過驗證後是可以向登錄作業申報；登錄作業鼓勵參與者儘可能申報過去的排放量

數據，相信這麼做可以提升登錄作業的強健性與重要性。 

問：過去的排放量數據如果與一般申報議定書所規定的不符，或與 CARROT 系統要求的不合，

參與者還能提出申報嗎？ 

答：如果數據是可驗證的，並且符合議定書指引的精神，參與者可向登錄作業局提出一項正

式請求，接受相關的數據；這書面請求須包括下列各點： 

＞請求例外的理由； 

＞數據內容的說明； 

＞解釋為什麼這數據未符合一般申報議定書指引的規定；以及 

＞參與者數據與其和 CARROT 系統申報要求關係之間的比較。 

例外的請求必須要以書面透過電子郵件、傳真、郵寄等方式送交登錄作業計畫主任，登錄作

業會確認請求案，並且通知參與者出席登錄作業局會議的日期，以簡報其請求案；登錄作業

職員、登錄作業的技術顧問委員會、加州能源委員會、加州空氣資源委員會等單位代表會就

例外請求案提供建議給登錄作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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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向登錄作業申報過去的排放量數據要收費嗎？ 

答：是的。過去的排放量數據若要登錄，每一年份的登錄費用是參與者目前年度登錄費用的

一半。 

問：是不是參與者所有的排放報告都要公開？ 

答：非也。只有申報給登錄作業的機構總排放量數據與摘要內容會公佈，但是申報的排放量

與活動數據涉及較高度的細節(例如設施、專案或來源階段)就會加以保密；此外，所有計算方

法與排放因子資料也會加以保密。除非參與者允許其他人讀取保密資料，能讀取保密資料的

人員僅有參與者、登錄作業處、參與者選定的驗證者，或者提交登錄作業處書面授權以公佈

給大眾。 

問：登錄作業的招標政策是什麼？ 

答：登錄作業希望為所有參與的顧問/包商提供前後一致與公平的施行方式，也可能選擇使用

一種競標的程序以獲得任一個或所有的顧問/包商；在尋求委辦單位時會依下列的指導進行： 

＞對於專案預算在 10,000 美元或以下時，登錄作業處可能會自行選擇顧問/包商委辦； 

＞對於專案預算在 10,000 美元至 75,000 美元時，登錄作業處可能會邀請幾個有意願的對象參

與投標，然後選擇評審最佳的顧問/包商委辦； 

＞對於專案預算在 75,000 美元以上時，登錄作業處會依據競標的程序以選擇顧問/包商委辦。 

問：進行驗證作業時，如果參與者的排放量報告被認定是"無法驗證"會怎樣？ 

答：在這種情況下，驗證員會提供一份清楚的書面說明，告訴參與者該如何讓數據資料可以

接受驗證；一旦問題被改善，驗證員要審查修改的情形以確認年度報告是否可以接受驗證。

有時候修改會有困難，因為必要的參考數據與紀錄已經不見了；這種情形在參與登錄作業的

初期最有可能，因為機構在發展出管理系統與改善其資訊申報作業需要時間。因此，機構在

參與登錄作業的頭兩年，若有排放量數據無法驗證的情況時，是不需要授權提供一份驗證結

論給登錄作業處；然而，這些機構還是要從登錄作業認可的驗證員獲得一封署名的書函，提

供給登錄作業處，說明驗證員受參與機構委託進行驗證活動的過程與結果。參與公司的排放

量數據在登錄作業頭兩年若是無法驗證，希望能繼續參與登錄作業，以繼續改善其數據彙集

與申報作業。所有的參與者在登錄作業第三年之後，不論是否能夠驗證，每年必須要提供一

份驗證結論給登錄作業處。 

問：要怎樣才能成為氣候行動領袖(驗證過的參與者)？ 

答：加州氣候行動登錄的參與者，必須在簽署一份登錄作業的意願聲明書後，依照登錄作業

的議定書步驟登錄其溫室氣體排放量，並且繳交參與年費；而加州氣候行動登錄驗證過的參

與者，必須要至少有一整年的排放量數據已成功的完成驗證。登錄作業處會頒發氣候行動領

袖的標誌(如下圖)給驗證過的參與者，以供宣導推廣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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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登錄作業對於議定書修訂的政策是什麼？ 

答：任何改變的建議應該要填寫登錄作業的議定書意見表後提出，其內容應包括： 

＞目前議定書的爭議與問題； 

＞針對問題的建議解答或替代方案。 

要說明這些建議解答或替代方案會如何持續符合議定書與登錄作業固有的一般精神與目

的，並且有助於立法；意見表隨時可提出，所有的意見與建議都會在登錄作業網站上公

佈，以探詢公眾的反應，而網站上也提供議定書意見反應表。議定書意見與議定書反應

意見表由登錄作業處摘錄彙整後，會在下次委員會審查會議召開前 30 天前提交給登錄作

業委員會，登錄作業的職員與技術顧問委員會、加州能源委員會、加州空氣資源委員會

等單位將審閱這些意見與反應，然後提供其建議給登錄作業委員會。登錄作業委員會將

討論這些議定書修改建議，參考公眾意見，然後決定該如何修訂；任何議定書的修改會

在登錄作業網站上公佈，並隨時更新。 

◎會員名單(2004.05.03) 

Anderson Lithograph、Bay Area Air Quality Management District、Bentley Prince Street、Better 

World Group、BP、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s (CEC)、Cal-EPA、California Council for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Balance (CCEEB)、CERES (Coalition for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Economies)、Calpine Corporation、City of Los Angeles、City of Sacramento、City of 

San Diego、City of San Francisco、City of Santa Monica、Clif Bar Inc.、Clipper Windpower、Energy 

Foundation、Environmental Defense、ICF Consulting、IETA (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Association)、INTEX Solutions、LADWP - Los Angeles Department of Water & Power、Mojave 

Desert Air Quality Management District (MDAQMD)、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RDC)、New Hampshire Ball Bearings、New United Motor Manufacturing Inc. (NUMMI)、

Northeast Regional GHG Coalition、Pacific Forest Trust、PG&E Corporation、QUALCOMM 

Incorporated、Sacramento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SMUD)、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SAIC)、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SCAQMD - South Coast Air Quality Management 

District、SDG&E、Southern California Gas Company、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US Borax、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資料來源：The California Climate Action Registry 

(http://www.climateregistry.org/ABOUTUS/)(http://198.104.131.213/ABOUTUS/FA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