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台灣的
Green-e 行為準則
適用於經《中華民國台灣的 Green-e 再生能源標準》認證的
產品

更新於 2020 年 10 月 30 日
版本 1.0
Center for Resource Solutions
1012 Torney Ave.2nd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29 USA
www.resource-solutions.org

目錄
I.

文件用途 ....................................................................... 4

II.

《行為準則》更新 ............................................................... 4

III. Green-e Energy 方案流程 ........................................................... 4
III.A.

合規的重要日期 ............................................................. 4

III.B.

參與者義務 ................................................................. 5

III.C.

行銷合規審查流程 ........................................................... 6

III.D.

年度驗證流程和截止日期 ..................................................... 6

IV. 行銷揭露要求 ................................................................... 6
IV.A.

所有行銷的要求 ............................................................. 6

IV.A1. 商標使用和文字商標使用................................................... 6
IV.A2. 描述 Green-e Energy 認證所需的文字 ......................................... 7
IV.A3. 對「Certifiable」（可認證）和「Eligible」（符合資格）詞語的限制............... 7
IV.B.

所要求的揭露 ............................................................... 7

IV.B1. 所需的信件：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 (Prospective Product Content Label, PPCL) ......... 7
IV.B2. 所需的信件：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 (Historical Product Content Label, HPCL) .......... 8
IV.B3. 所需的信件：歡迎資料包................................................... 8
IV.B4. 帳單..................................................................... 9
IV.C.

產品內容標籤，預期的和過去的 ............................................... 9

IV.C1. 所有產品內容標籤的必需資訊............................................... 9
IV.C2. 產品內容標籤格式和範本.................................................. 10
IV.C3. 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 (PPCL) 的年度更新 ..................................... 11
IV.C4. 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 (HPCL) 的年度更新和交付 .............................. 11
IV.D.

價格、條款和條件 (Price, Terms and Conditions, PTC) .............................. 11

IV.D1. 價格、條款和條件的交付要求.............................................. 11
IV.D2. 價格、條款和條件的必需資訊.............................................. 12
IV.E.

額外的必需和受限的行銷文字 ................................................ 12

IV.E1. 行銷文字的要求和限制.................................................... 12
IV.E2. 能源屬性憑證 (EAC) 揭露文字： ........................................... 13
IV.E3. 再生能源產品的溫室氣體 (Greenhouse Gas, GHG) 排放值 ......................... 15
IV.E5. 描述具有特殊特性的產品.................................................. 16
IV.E6. 暗示本地或地區受益的聲明................................................ 16

© 2020 Center for Resource Solutions。保留所有權利。

2

IV.E7. 透過電視、廣播和電子媒體做宣傳.......................................... 16
IV.E8. 網站.................................................................... 17
IV.F.

銷售管道和訂閱機制 ........................................................ 17

IV.F1. 適用於所有銷售管道和訂閱機制的規則...................................... 17
IV.F2. 銷售管道：網站.......................................................... 18
IV.F3. 銷售管道：帳單插頁/紙質註冊表格 ......................................... 19
IV.F4. 銷售管道：上門冷行銷.................................................... 19
IV.F5. 銷售管道：關係與暖行銷.................................................. 19
IV.F6. 銷售管道：電子媒體...................................................... 19
IV.F7. 銷售管道：客戶服務中心.................................................. 19
V.

強制執行和譴責 ................................................................ 19
V.A.

供應不足或不同 ............................................................ 20

V.A1.

替換供應或退款.......................................................... 20

V.A2.

實質性供應差異.......................................................... 20

V.A3.

不同或不足供應所需的額外步驟............................................ 21

V.B.

行銷合規審查 .............................................................. 21

V.C.

產品取消認證所需的客戶通知 ................................................ 21

V.D. 未來 Green-e 認證的限制 ....................................................... 22
V.E.

取消認證公告 .............................................................. 22

© 2020 Center for Resource Solutions。保留所有權利。

3

I.

文件用途

本《中華民國台灣的 Green-e 行為準則》（以下簡稱《台灣準則》）已納入《中華民國台灣的 Gre
en-e 認證和商標使用協議》（以下簡稱《協議》）的組成部分，該《協議》對資源解決方案中心
（以下簡稱「CRS」或「中心」）所管理的 Green-e Energy 方案項下的認證加以管轄。1 本文件旨
在描述依據《中華民國台灣的 Green-e 再生能源標準》（以下簡稱《台灣標準》）中再生能源產品
的 Green-e Energy 認證的某些流程、規則和揭露要求。相關定義見 Green-e 詞彙表（可線上查閱：
www.green-e.org/glossary）。
參與者的工作人員（尤其是負責市場行銷、銷售、會計和網絡展示的人員）將受益於熟悉本《台
灣準則》。CRS還準備了一份參考文件，即《中華民國台灣的 Green-e Energy 參與者手冊》（以下
簡稱《參與者手冊》）；可應要求提供給參與者，並提供與本《台灣準則》所列要求相關的其他
範例和範本。《參與者手冊》未納入《協議》，僅用於說明和輔導。
本《台灣準則》中的規則適用於以任何文字製作或提供的參與者資料。為方便起見，CRS可能會
準備 Green-e 方案文件相關的翻譯；但是，如果 Green-e 文件的英文版本和翻譯版本之間出現任何
衝突，應以英文版本為準。

II.

《行為準則》更新

CRS保留依照並依據《協議》更新本文件的權利。

III.

Green-e Energy 方案流程

III.A. 合規的重要日期
下表列出了 Green-e Energy 認證的主要合規截止日期。基於本地節假日和其他考量，合規截止日期
可能會每年不同。CRS通常透過電子郵件向《協議》參與者所提供的聯絡人提供確切日期和下述
的流程通知。中華民國台灣的《Green-e Energy 參與者手冊》也提供了全年所有截止日期和活動的
完整時間表。

1

有關《台灣準則》所適用的合約的詳細資訊，請參考貴公司的《認證和商標使用協議》及其包含的附錄清單。有關適
用於《再生能源之 Green-e Energy Direct 方案協議》的行銷要求和指南，請參見 Green-e Diret要求（可透過 htt
p://www.green-e.org/direct 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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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星期

1月

1

截止日期
開立發票：參與者針對現有產品的年度參與付款給CRS。

3月

2

驗證：參與者應繳交未經審計的報告給CRS。參與者應繳交Green-e Energy
認證產品組合變更表單給CRS。

4月

1

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參與者必須將本年度的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發送給
自動續訂產品的所有客戶，並在此時將該標籤發佈在產品網站上。請參見
第 IV.B1 節和第 IV.C1 節，了解更多資訊。

5月

1

驗證：參與者若需延長提交截止日期，則所有延長驗證提交截止日期的請
求均應提交。

6月

1
驗證：參與者需必須透過驗證軟體提交所有驗證資料和數據（除非已予延
期）。該截止日期通常是 6 月的第一個工作天。

8月

1

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參與者必須在此時將前一年的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
傳送給客戶，並在其網站上更新此標籤。具有不同產品內容標籤分發要求
的綠色定價方案必須已提交延期申請。請參見第 IV.B2 節和第 IV.C1 節，
了解更多資訊。

4
行銷合規審查：參與者必須在 8 月的最後一個工作天之前向CRS提供所需
其認證產品相關的行銷資料。CRS將審查資料並做出回應，之後參與者有
30 天時間完成所要求的變更。

III.B. 參與者義務
為了獲得受《協議》約束的產品的認證，參與者需要同意：
1. 提交要求的行銷合規審查資料（如下述），以確保網站和行銷資料符合規則；
2. 依據中華民國台灣的 Green-e 方案年度驗證流程，對認證產品的銷售和購買進行年度獨立
驗證；
3. 以充分、準確和清晰的方式向客戶和潛在客戶提供有關認證產品的所有必要資訊；
4. 遵循《台灣標準》中的要求，積極防止重複計算認證產品，包括：
a. 僅銷售一次再生能源電力或能源屬性憑證 (EAC)；和
b. 採取合理措施，確保參與者購買的用於 Green-e Energy 認證銷售的所有再生能源供
應不含其他人的使用宣告，且再生能源或 EAC 未出售給任何其他方；和
5. 透過報告協議、證明以及與發電設施和批發交易對方的其他合約協議，確保在認證產品中
銷售的發電量未被計入任何義務性再生能源方案（如適用）的一部分或用於遵守該方案。
關於這些義務的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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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C. 行銷合規審查流程
CRS會對每一個接受認證的產品進行行銷合規審查 (Marketing Compliance Review, MCR)，以確保參
與者遵守《台灣準則》。
參與者通常須在每年 8 月的最後一個工作天提交 MCR的資料給CRS。參與者所提交的內容必須包
括完整的MCRS檢查清單以及CRS要求的所有產品相關行銷材料和樣本。CRS將在截止日期前向參
與者提供必要的資料和說明。
如果CRS要求參與者的修改其行銷資料，以符合《台灣準則》或《協議》的其他條款，參與者必
須及時完成修改（有關因不合規而觸發的強制執行和譴責程序的資訊，請參見下文第 V 節）。更
多關於 MCR 的資訊，請參閱中華民國台灣的《參與者手冊》第 III 節。

III.D. 年度驗證流程和截止日期
參與者必須完成對其再生能源購買和銷售的年度驗證審計。驗證審計由合格的獨立審計師（由參
與者選擇）進行，該審計員將遵循中心每年向參與者提供的指示進行審計。審計會使用參與者記
錄（如合約、發票和帳單）、再生能源追蹤系統記錄和 Green-e 方案證明文件 (Attestation)，以驗
證接受認證的再生能源產品是否符合《台灣標準》中的所有相關規則；購買和生產再生能源電力
和 EAC 與認證產品的銷售額相等；並且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是準確的。
審計報告以及最終驗證資料和文件記錄必須在驗證截止日期之前提交給CRS，驗證截止日期可能
因年而異，通常是報告年度後的 6 月份的第一個工作天結束時。必須提交證明文件，證明 EAC 和
再生能源電力所有權的變更，並附上經審計的資料和文件。
除了獨立審計員的報告外，參與者還需要在報告年度（即接受審計的日曆年）結束後的 3 月份提
交一份未經審計的認證銷售報告。
CRS將在未經審計報告截止日期之前通知參與者適用於報告年度的所有驗證截止日期。
參與者未能在適用的到期日之前向CRS提交所需的驗證資料，將依據適用的認證費用結構收取滯
納金。有關驗證流程的更多資訊，請參見中華民國台灣的《參與者手冊》第四節。

IV.

行銷揭露要求

IV.A. 所有行銷的要求
參與者的行銷必須清楚並準確地說明甚麼是認證的，甚麼是未認證的，甚麼是賣給客戶的，以及
由此帶來的任何環境效益。《台灣準則》要求的所有文件和行銷資料必須引用認證產品，產品和
參與者的名稱必須一致。產品名稱的變更必須在變更前至少 15 天以書面形式向CRS報告。
IV.A1. 商標使用和文字商標使用
依據《協議》的條款和條件，參與者被許可使用某些CRS商標，其中包括《中華民國台灣的 Green
-e 商標使用指南》。禁止以《協議》未明確同意的任何方式使用 Green-e 商標和文字商標，否則屬
於違反《協議》，其中包括本《台灣準則》。參與者不得使用 Green-e 商標或文字商標，除非與參
與者的認證產品有直接相關；因此，此類標示不得出現在參與者資料上，例如名片、網站頁尾和
信頭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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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2. 描述 Green-e Energy 認證所需的文字
每次使用Green-e 商標，都必須附有網站地址 www.green-e.org，除非參與者獲得CRS的書面批准，
可以將其省略。地址應盡可能主動連結到 Green-e 方案的網站。
在認證產品的過去的和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以及價格、條款和條件中使用 Green-e 商標或文字商標
時（分別見第 IV.B1 節、第 IV.B2 節和第 IV.D 節，參與者必須在標記旁邊包含以下揭露文字：
「[產品名稱] 透過 Green-e 認證，符合資源解決方案中心制定的環境和消費者保護
標準。更多詳情，請見 www.green-e.org。」
參與者還必須將該文字用在最顯著描述其認證產品的網站上。此要求可透過突出顯示預期的產品
內容標籤來滿足。
有關更詳細描述 Green-e Energy 認證的可選文字，請參見中華民國台灣的《參與者手冊》的第 VI.
A 節。
IV.A3. 對「Certifiable」（可認證）和「Eligible」（符合資格）詞語的限制
CRS明確禁止在任何情況下使用「Green-e Eligible」（Green-e 符合資格）一詞，其中包括批發交
易。CRS還禁止在涉及 Green-e 認證的材料中使用「eligible」（符合資格）或「certifiable」（可認
證）等術語，其中包括在面向零售客戶和批發客戶的行銷和銷售中。當參與者希望對《協議》的
產品與中心的 Green-e Energy 認證方案之間的關係加以明確時，Green-e 認證產品應描述為「Greene Energy certified」（Green-e Energy 認證）。CRS拒絕將再生能源電力、綠色費率 (Green Tariffs)、
能源屬性憑證或其他再生能源產品描述為「eligible」（符合資格）或「certifiable」（可認證）或
同等詞語，因為沒有任何產品得到CRS的認證保證。CRS還力求避免認證產品（在這種情況下，
賣家與中心簽訂了有效的認證協議）和未認證產品（在這種情況下，CRS不支援也不能支援任何
關於產品是否可能在以後獲得 Green-e 認證的聲明）之間發生混淆。此外，「Green-e」一詞是CRS
的商標，在美國註冊，並且CRS在其他國家宣告相應權利，只能用於認證產品；其他用途可能會
侵犯CRS的智慧財產權或其他產權。

IV.B. 所要求的揭露
對於任何受制於CRS的 Green-e Energy 方案的認證產品，參與者有向客戶揭露的義務，詳情如下。
此處要求的揭露可以透過電子郵件、新聞通訊（時事通訊）、年度報告或其他常規通訊方式傳
達。必須主動提供所要求的揭露；僅僅在網站上發佈資訊是不夠的。參與者可以透過包含所需資
料直接連結的電子郵件進行揭露。如果參與者沒有客戶的電子郵件地址，則必須使用另一種經批
准的通訊形式提供所需內容，以履行其義務。
IV.B1. 所需的信件：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 (Prospective Product Content Label, PPCL)
參與者必須每年向 Green-e Energy 認證產品的客戶提供至少兩個產品內容標籤：預期的產品內容標
籤和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如果認證產品發生變化或進行更改，可能需要額外的 PCL。）
參與者必須在客戶購買認證產品後 60 天內，以歡迎資料包 (Welcome Packet) 的形式向客戶交付當
年的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 (以下簡稱PPCL)（參見第 IV.B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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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客戶購買的認證產品的交付時間超過一個日曆年，或自動更新（例如註冊電力供應商的再生
能源電力服務），參與者必須在 4 月 1 日前為每年的產品交付向該客戶提供 PPCL（作為透過註冊
歡迎資料包進行交付的補充）。
如果進行實體交付，文件必須包含完整的 PPCL。如果以電子方式交付，交付的文件或電子郵件可
以包含完整的 PPCL 或直接連結到 PPCL 的超鏈結，其中的文字明確將客戶引向完整的 PPCL（例
如，「請檢視本產品中要包含的預期資源的完整清單：[年份] 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
IV.B2. 所需的信件：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 (Historical Product Content Label, HPCL)
a. 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分發一般要求
參與者必須在購買後一年的 8 月 1 日之前，向在上一年的任何時間點（無論是全年、一年中的某
個時間段還是一次性購買）購買認證產品的每個客戶交付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 (以下簡稱HPCL)。
HPCL 必須滿足第 IV.C 節的所有資訊要求，並且包含關於產品內容的準確資訊。（有關差異的資
訊，另請參見第 V.B 節「解決實質性供應差異的流程」。）
完整的 HPCL 必須以電子方式或實體方式交付給客戶。如果進行實體交付，文件必須包含完整的
HPCL。如果以電子方式交付，交付的文件或電子郵件可以包含完整的 HPCL 或直接連結到 HPCL
的超鏈結，其中的文字明確將客戶引向完整的 HPCL（例如，「請檢視本產品中要包含的資源的
完整清單：[年份] 過去產品內容標籤」）。
b. 預先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揭露
對於一次性銷售，如果在註冊時向客戶提供了一份 HPCL，其中包含為客戶採購的實際供應的資
訊（包括資源類型、比例和發電地點），則無需在下一年跟進 HPCL。為了獲得預先 HPCL 揭露
的資格，在銷售時向客戶宣傳和揭露的產品組合與為該產品採購的實際供應之間不得出現差異或
變化。與非住宅客戶（商業客戶）簽訂的多年合約也可能有資格獲得預先 HPCL，在這種情況
下，HPCL 不需要在銷售後交付，除非產品組合在合約期間發生變化。為了將預先 HPCL 揭露用
於銷售給住宅客戶的產品，此類揭露必須事先得到CRS的批准。
IV.B3. 所需的信件：歡迎資料包
在註冊接收認證產品（或者註冊切換產品發售或註冊級別）後的 60 天內，參與者必須向每位客戶
提供以下文件作為「歡迎資料包」的一部分：
1. 一封歡迎信；
2. 產品的當前 PPCL；和
3. 產品的價格、條款和條件 (Price, Terms and Conditions, PTC)。
歡迎資料包還必須包括以下資訊：
4. 客戶註冊時的註冊級別（千瓦時數 [kWh] 或使用百分比）。這可能是在 PPCL 的頂部，或
者歡迎資料包中的附隨信函或其他文件中。例如，如果參與者提供 50% 和 100% 的產品，P
PCL 可能會引用這兩個選項，但隨附的信函或帳單必須說明客戶已訂用的百分比。
5. 對於銷售 EAC 產品的參與者，則是在歡迎資料包的實體信件中提供第 IV.E2 節中明確的
「完整 EAC 揭露」(Long REC Disclorusre)。如果歡迎資料包是以電子方式傳送的，參與者
可以在電子通訊中包含一個鏈結，連結到網站上的完整 EAC 揭露。如果參與者未在其網站
© 2020 Center for Resource Solutions。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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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用認證產品，參與者可以連結到 Green-e 方案網站 (www.green-e.org/rec) 上的完整EAC
揭露。向非住宅客戶提供可變組合產品 (Variable Mix products) 的參與者可以透過在其合約
中包含完整 EAC 揭露文字來滿足這一要求。
歡迎資料包可以透過電子或實體方式傳送。如果以電子方式傳送，參與者可以選擇在電子郵件正
文中完全顯示 PPCL 和 PTC，或者在電子郵件正文中包含指向 PPCL 和 PTC 的超鏈結。這些鏈結
必須有清晰的標籤，並且至少包括「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和「價格、條款和條件」的檔名稱。
IV.B4. 帳單
參與者必須在客戶的電費單上註明認證產品名稱與費用。如果參與者單獨向客戶開具發票，且費
用和產品名稱未包含在客戶電費帳單上，則客戶發票或單據必須包含產品名稱和費用。在有限的
情況下，認證產品費用列在電費帳單上，但由於計費限制，不可能將認證產品名稱列在電費帳單
上，參與者可以向CRS申請例外，CRS可自行決定是否批准。

IV.C. 產品內容標籤，預期的和過去的
參與者必須按照上一節和本節的規定向客戶提供產品內容標籤 (Product Content Labels, PCL)。PCL
有兩種類型：(1) 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 (PPCL) 提供與參與者正在宣傳並計劃在特定年份向客戶提
供的供應有關的資訊，以及 (2) 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 (HPCL) 提供與在報告年度代表消費者註銷的
實際供應有關的資訊（由CRS透過 Green-e 驗證流程加以驗證）。
IV.C1. 所有產品內容標籤的必需資訊
所有 PCL 必須遵循所有適用的國家和地區規定，並且包括以下所要求的資訊。除非另有說明，否
則這些要求適用於預期的和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對於所有產品類型，所有資訊必須包含在一個
文件中。
所有 PCL 都需要以下組件：
1. 標題：PCL 標題必須包括預期的或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及其適用的銷售日曆年。
2. 再生能源產品中的資源，按燃料類型百分比和設施位置的地理揭露資訊列出。
a. 地點：中華民國台灣的市/縣
b. 資源：
i. 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必須列出產品中想要包含的每種資源類型。
ii. 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必須列出產品中實際包含的每種資源類型。
c. 百分比：每種符合資格的資源類型構成了認證產品的哪個部分。關於預期的產品
內容標籤和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之間允許偏差的規則，請參閱第 V.B 節。
3. 註冊級別：PCL 必須包括描述註冊級別或註冊選項的文字（例如，每月 75kWh，50%
的電力），以及產品是以 kWh 還是以用電量百分比出售。每個 PCL 範本包含必須用於
該產品類型的文字（請參見第 IV.C2 節和 www.green-e.org/pcl）。
a. 如果 PPCL 中顯示多個註冊級別，歡迎資料包中的信函必須揭露單個客戶的註冊級
別。
4. 聯絡資訊：所有 PCL 必須包括參與者的客戶服務聯絡資訊，其中包括電話號碼、電子
郵件地址和公司網站。
5. Green-e Energy 方案認證商標
6. 第 IV.A2 節中的 Green-e 方案揭露文字。

© 2020 Center for Resource Solutions。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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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比較組合：包含客戶預設電力組合的比較組合作為比較，其中使用以下片語或類似詞
語：「為了比較，[地區或您的電力公司] 的當前供應的平均資源組合包括：煤 (x %)、
核能 (x%)、石油 (x %)、天然氣 (x %)、水電 (x %) 和其他 (x %)。該資源組合是依據 [特
定的最佳做法標準或其他引用來源] 編製的。」任何大於 1% 的資源都必須單獨分列，
或者可以作為一個表出現在 PCL 內部或旁邊。
a. 再生能源電力產品：使用來自台灣電力的預設電力選項。該資料必須來自 PCL 發
佈時可獲得公共資料的最近一年。
b. EAC 產品：比較組合最多可以等於全國平均資源組合。在所有情況下，建議使用
最適合目標客戶的資源組合。
8. EAC 揭露：
a. 所有 EAC 產品：必須包括簡短 EAC 揭露文字 (Short EAC Disclosure Language)
9. 必需的腳註（如適用）：
a. 所有產品類型的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一個腳註，解釋實際資源數字可能會有所不
同，以及將向客戶提供 HPCL 的日期（參見範本中腳註 1 的 PPCL 變體）。
b. 所有產品類型的過去產品內容標籤：一個腳註，解釋數字反映交付給客戶的資源組
合（參見範本中腳註 1 的 HPCL 變體）。
c. 所有住宅產品：包含以下描述平均住宅用電量的腳註：「中華民國台灣的平均住宅
每月使用 [XX] kWh。[來源：YY]」。參與者應使用發佈時最新可用的臺電資料。
必須給出地理參考、資料來源和年份。2
10. （可選）年份：建議但不是必需的，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包含認證產品中使用的再生
能源的生產月份或季度的詳細資訊，因為有一些最終使用者在比較產品和向溫室氣體
盤查系統報告時依賴此資訊。
注意：如果參與者使用「或」來表明供應可能不是從所有列出的地點提取，則可以將一大群單獨
的發電設施、地區或地域包括在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中。例如，當在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上列出
「發電設施 A、發電設施 B 或發電設施 C」時，最終資源組合和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可以包括這
些發電設施的任意組合，並且刪除過去產品內容標籤中的一個發電設施並不構成實質性變更。如
果「發電設施 A、發電設施 B 和發電設施 C」或「發電設施 A、發電設施 B、發電設施 C」列在
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上，則最終的內容組合和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必須包括所有這三個發電設施
的發電量。
IV.C2. 產品內容標籤格式和範本
參與者必須使用適用於其認證產品類型的 PCL 格式。如果相關法規或法律要求，參與者可獲批使
用不同的標籤格式，條件是標籤包含所有要求的資訊。未經批准而進行格式上的微小變化（如邊
緣變圓和字型變化）是允許的。
CRS鼓勵參與者使用中華民國台灣的《參與者手冊》中或 www.green-e.org/pcl 上的 PCL 範本。如果
參與者認為所提供的任何範本都不適合其認證產品，請聯絡CRS (energy@green-e.org)，獲批對 PCL
進行修改或替代。

2

關於全國平均用電量的資料可以透過臺電的統計找到，例如：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
=213&cid=350&cchk=442d7a5d-36f1-4036-89da-a40d392985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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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C3. 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 (PPCL) 的年度更新
參與者必須在每年 4 月 1 日前更新 PPCL，以反映新報告年度所要提供的資源組合（見第 III.A 節
「合規的重要日期」）。
自動續訂客戶必須在每年的 4 月 1 日之前透過經批准的通訊方式收到最新的 PPCL 資訊（參見第 I
V.B1 節了解傳送此類通訊的說明）。僅在線上發佈更新後的 PPCL 是不夠的。

對於住宅產品：除上述信件要求外，參與者網站上必須在 4 月 1 日之前提供面向可能客戶的 PPC
L。網站發佈必須滿足第 IV.E8 節中列出的要求。
IV.C4. 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 (HPCL) 的年度更新和交付
在 HPCL 協議適用的報告年度之後的下一年的 8 月 1 日，參與者必須將 HPCL 傳送給在報告年度
購買認證產品的所有客戶，即使這些客戶已經停止購買認證產品（前提是參與者仍然能夠聯絡客
戶，以及法律允許此類聯絡）。作為電力零售商的參與者可以要求延長對再生能源電力產品的這
一要求，條件是他們能夠證明需要延長。對於在購買時提供 HPCL 的認證產品的一次性銷售，請
參見第 IV.B2 節。
CRS將使用年度 Green-e 驗證流程中的資料對 HPCL 進行交叉檢查，以確保客戶收到所宣傳的產
品。PPCL 和 HPCL 之間的差異可能不超過四個百分點，HPCL 和經驗證的資料之間的差異不超過
一個百分點。關於 PPCL 和 HPCL 之間允許的差異以及如何解決這些差異的更多資訊，請參見第
V.B 節。
如果參與者已依據本文件第 V.B 節提交一份 Green-e Energy 認證產品組合變更表單 (Greene Energy
Certified Product Mix Change worksheet) 且中心已批准該表單，則參與者必須在報告年度的HPCL中
包含已批准的資源組合變更和變更原因。在參與者將 HPCL 傳送給客戶之前，CRS必須對參與者
對資源組合變化原因的描述進行批准。

對於住宅產品：前一年的 HPCL 必須在每年 8 月 1 日前出現在參與者的網站上。網站發佈必須滿
足第 IV.E8 節中列出的顯示要求。

IV.D. 價格、條款和條件 (Price, Terms and Conditions, PTC)
每位參與者必須向客戶提供一份價格、條款和條件（以下簡稱PTC）揭露文件，明確描述客戶在
購買 Green-e Energy 認證產品方面的責任。PTC 必須採用簡單易懂的格式。中華民國台灣的《參與
者手冊》中提供了一個範本。
IV.D1. 價格、條款和條件的交付要求
作為其歡迎資料包的一部分，參與者必須在客戶購買認證產品後 60 天內向新客戶傳送 PTC（參見
第 IV.B3 節）。只要 PTC 的內容發生變化或修改，必須將PTC傳送給所有現有客戶（包括從事自
動續約的客戶），並且這些客戶必須至少有 30 天的時間取消合約，而不會發生任何罰款或費用。
第 IV.D2 節中要求的所有資訊必須包含在PTC或同等的文件中。

對於非住宅產品：如果所有要求的資訊都包括在合約內，則合約可以作為 P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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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D2. 價格、條款和條件的必需資訊
價格、條款和條件必須包括：
1. Green-e Energy 方案認證商標（如第 IV.A1 節和第 IV.A2 節 中所用），而非住宅產品合
約中包含 PTC 要求的情況除外。
2. 第 IV.A2 節中的 Green-e 方案揭露文字
3. 參與者的名稱以及客戶向其購買或與其簽訂合約的任何合資夥伴（如果是子公司或合
資企業，則包括兩個名稱）。此類資訊必須向客戶突出顯示，並且必須與提供給 Green
-e 方案的名稱相符。
4. 參與者客戶服務聯絡資訊，其中包括客戶服務電話號碼、地址、電子郵件和網站。
5. 以月為單位的合約長度（一次性銷售可選）。如果合約是按月進行的，則其必須在 PT
C 上指定。
6. 費率，其中包括認證產品的價格、費率結構和註冊級別選項（kWh 或用電量百分
比）。
a. 對於以可變費率銷售的產品或將從初始費率轉換為可變費率的產品：突出揭露決
定定價的因素、可變費率的含義（即價格會發生變化）以及變化的頻率（如每
月）。如果費率結構將來會發生變化（例如，從初始固定費率變為可變費率），
則必須向客戶揭露時間表。
7. 任何其他可能費用，其中包括但不限於稅收、與終止合約相關的義務/費用，或者與更
換電力零售商相關的費用。
8. 帳單後勤，提供有關如何向客戶開帳單以及由誰向客戶開帳單的資訊（一次性銷售給
非住宅客戶不需要）。
a. 對於 EAC 產品：PTC 必須聲明誰將向客戶收取電費，以及 PTC 中顯示的費用是
否反映了 EAC 的費用，或者 EAC 加上電費的費用。
i. 對於與電力分開銷售的 EAC：「來自 [參與者名稱] 的 EAC 產品名稱] 是
一種能源屬性憑證 (EAC) 產品。EAC 的價格附加在您的電費之上的。您
的電費將由您的電力零售商單獨收取。」
ii. 對於向同一個客戶銷售認證 EAC 產品還有電力服務的參與者：「來自
[參與者名稱] 的 EAC 產品名稱] 是一種能源屬性憑證 (EAC) 產品。EAC
的價格附加在您的電費之上的。您的電費將由 [參與者姓名] 單獨收
取。」
9. 取消政策，其中包括針對提前終止的流程以及是否有任何與提前終止相關的費用。
10. EAC 的簡短 EAC 揭露文字（僅限 EAC 產品）：必須包含第 IV.E2.a 節中的揭露文字。
11. 適用國家或地區法律項下的任何要求。如果國家或地區對 PTC 的形式和內容有要求或
指南，參與者必須遵守，前提是也滿足上述 Green-e 方案的要求。如果要求的格式過長
或不清楚，CRS建議參與者也向他們的客戶提供一份關鍵資訊的摘要表。

IV.E. 額外的必需和受限的行銷文字
IV.E1. 行銷文字的要求和限制
本節概述對行銷文字的進一步要求和限制，以確保認證產品得到準確宣傳。

要求
1.

僅使用明確且基於事實的環境行銷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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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較級和最高級陳述必須以清晰的方式呈現，以避免客戶迷惑。參與者必須為比較級或最
高級陳述定性，並應準備好在行銷合規審查期間證實這些陳述。其中包括將產品與該區域
提供的其他產品進行比較的宣告，宣告自己是第一個提供特定產品或功能的供應商，或者
將產品的發電源與其他發電源進行比較。
3. 每個單獨的認證產品在銷售材料和揭露中必須有一個獨特且一致使用的產品名稱。產品名
稱不能包含詞語「Green-e」或「certified」（認證）。這些術語可用於描述產品，但不允許
作為產品名稱的一部分。

限制
1.
2.

3.

4.

5.

參與者必須遵守適用的《商標使用指南》，該指南透過引用而納入其認證合約並成為認證
合約的一部分。
不要將 Green-e 商標用於與未經 Green-e 認證的產品相關聯，也不要將其泛地與某家公司相
關聯。在同一行銷資料或網站上描述、宣傳、提供或銷售認證和非認證產品時，請明確區
分哪些產品是 Green-e Energy 認證的，哪些產品不是。
對於認證產品中使用的資源，不要進行誤導性行銷。例如：
a) 除非產品包含所有列出的資源，或者對於可變組合產品，可能包含對每一種資源的
具體購買，否則不要做出一般性聲明，例如「本產品由 100% 再生能源資源構成，
如風能、太陽能和地熱」。
b) 再生能源資源的一般描述或定義必須附有對參與者 Green-e Energy 認證產品中所包
含的特定資源類型的解釋。
c) 不要展示認證產品組合中未包含的再生能源資源的圖片。例如，如果認證產品包含
100% 太陽能，則不要顯示風力渦輪機的圖片。
不要明示或暗示地誇大環境屬性或好處。其中包括誇大 Green-e Energy 認證的範圍。
a) 不要宣告預設系統組合中的再生能源是 Green-e Energy 認證的。PCL 或行銷聲明中
列出的系統電力中的再生能源必須歸類在電力產品的「未認證」部分，並特別標記
為「未認證」或「沒認證」。可通過以下網址獲得PCL範本：「使用率低於100％G
reen-e能源認證的再生能源的電力產品」，該範本應與經認證的再生能源產品（適
用於台灣標準的第III.E部分）一起使用，www.green-e.org/pcl。
b) 不代表或暗示購買認證產品將減少依據國家或地區法律或自願協議設定的排放上
限，除非參與者已經獲得這些排放限額並將其傳達給最終使用者，或者他們已經代
表最終使用者註銷（有關更多資訊，請參見《台灣標準》，以及第 IV.E3 節。「再
生能源產品的溫室氣體 (GHG) 排放值」）。
c) 不要聲明或暗示客戶直接從特定設施接收電力，例如「購買該產品會導致電子直接
從發電裝置流向消費者的住宅。」可以接受的說法是，「透過 [再生能源方案]，電
力從 [某一特定設施] 輸送到電網」，但前提是參與者從該設施購買 EAC 和電力，
並將 EAC 和電力二者作為認證產品的一部分進行銷售。
不要將 EAC 稱為抵換。此外，由於這種行銷可能造成迷惑，建議認證再生能源產品的行
銷資料不要使用「抵換」一詞作為動詞，以避免客戶混淆。請注意，本政策不排除參與者
進行環境等效性宣告（見第 IV.E3 節）。

IV.E2. 能源屬性憑證 (EAC) 揭露文字：
如下所述，某些資料需要能源屬性憑證 (EAC) 揭露文字。本節適用於所有經認證 EAC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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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簡短 EAC 揭露
下列文字必須在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價格、條款和條件，以及所有帶有
訂閱機制的行銷資料（包括透過網站進行註冊之前）完全可見：
[產品名稱] 是一種能源屬性憑證 (EAC) 產品，並不含電力。EAC 代表 1 兆瓦時 (M
Wh) 的再生能源環境效益，而再生能源可與電力配對。如需更多資訊，請參見 [指
向參與者網站或 Green-e 方案網站的超鏈結，此類網站包含完整 EAC 揭露文字：w
ww.green-e.org/rec]。
簡短 EAC 揭露必須包含一個到參與者網站上的完整 EAC 揭露文字的連結。如果參與者未在其網
站上引用該產品，參與者可以連結到 Green-e 方案網站 (www.green-e.org/rec) 上的完整 EAC 揭露。
b. 完整 EAC 揭露
如果網站上引用了認證產品，則歡迎資料包和參與者網站（認證產品頁面或一般常見問題頁面）
必須包含下列文字：
您購買的能源屬性憑證 (EAC) 支援中華民國台灣的再生能源電力生產。一份 EAC
代表 1 兆瓦時 (MWh) 再生能源環境效益。每生產一個單位的再生能源電力，就產
生等量的 EAC，透過購買再生能源並將其與您的電力供應配對，您就可以使用並
獲得再生能源電力的效益。您購買 EAC 也有助於建立一個再生能源電力市場。對
再生能源電力的需求以及發電量的增加有助於減少中華民國台灣的傳統發電。這還
具有其他當地和全球的環境效益，其中包括所排放的區域空氣汙染或二氧化碳極少
或根本沒有任何此類排放。
[產品名稱] 中的 EAC 依據資源解決方案中心的 Green-e 方案進行驗證和認證，並
且 [公司名稱] 需要揭露每個憑證的數量、類型和地理來源。有關此資訊，請參見
產品內容標籤。CRS 還驗證能源屬性憑證的出售並未超過一次，宣告方也沒有超
過一方。有關 Green-e 認證的資訊，請瀏覽 www.green-e.org。
在參與者的網站上，完整 EAC 揭露可以是完整顯示的，也可以是透過超鏈結瀏覽的。如果是超鏈
結，必須包含如下內容來代替完整描述：「有關能源屬性憑證 (EAC) 的更多資訊，請參見 [指向
參與者網頁或 Green-e 方案網頁的超鏈結，此類網頁包含長 EAC 揭露文字：www.green-e.org/re
c]。」見第 IV.E8 節和第 IV.F2 節中的其他網站要求。
c. EAC 賣家關於 EAC 產品的禁用文字
CRS不允許銷售 Green-e Energy 認證 EAC 產品的參與者將他們的任何 EAC 產品指稱或表述為「再
生能源」，無論是否經過 Green-e 認證。也禁止暗示此類產品包含再生能源（如「綠色能源」或
「清潔能源」）。因為 EAC 產品並不含電力，所以CRS強制執行此禁令。銷售 EACs 並且同時提
供電力的參與者必須區分這些產品，不得聲稱他們正在透過其 EAC 產品銷售或提供再生能源。在
一個單獨的方案名稱下為認證 EAC 產品外加電力做宣傳的 EAC 賣家不能將該項目或 EAC 產品作
為再生能源進行行銷。賣家可以說他們正在用 EAC 匹配或滿足客戶的電力需求。EAC 賣家可以說
EAC 來自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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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所有行銷活動中經認證的 EAC 產品明確證明不包含能源、電或電力，則「能源」、「電」
或「電力」等術語在銷售 EAC 或 EAC 產品的公司的名稱中是可以被接受的。EAC 產品名稱不得
包含暗示該產品含有電的術語。
IV.E3. 再生能源產品的溫室氣體 (Greenhouse Gas, GHG) 排放值
Green-e Energy 認證產品必須以通用電力單位（如兆瓦時 (MWh)、千瓦時 (kWh)、千瓦 (Kw) 或使
用者用電量的百分比）命名。
CRS不允許參與者在銷售（隱含或明確）Green-e Energy 認證的再生能源電力和 EAC 產品時，藉此
解決或減少並非來自電網購電消耗的任何排放。3同樣，中心不允許參與者聲稱認證產品導致全球
減排或抵換排放。
所有與再生能源產品的 GHG 排放值相關的陳述必須得到公認的科學方法的支援。

a.避免了針對認證產品的電網 GHG 排放宣告
再生能源發電或用於再生能源產品的供應可以避免電網 GHG 排放（其中所使用的再生能源發電
對電網具有淨避免 GHG 排放的效果），而參與者可以就此做出聲明。但是，參與者不得發表聲
明或以其他方式建議客戶的碳足跡（或範籌 2 排放）可以透過避免電網排放的數量來減少。參與
者不得暗示購買再生能源和避免排放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即購買導致發電或避免電網排放）。他
們也不能將避免的電網排放等同於電網絕對減排或全球減排。有關 Green-e 認證產品行銷中允許的
避免電網排放聲明的範例，請參見中華民國台灣的《參與者手冊》第 VII 節。
為了計算避免的電網 GHG 排放量，參與者應使用能源局發佈的、針對中華民國台灣的電網排放
率（「電力排碳係數」），並減去再生能源發電設施本身的直接排放量（如有）。4
CRS認識到，在某些情況下，參與者可能希望使用另一種方法來進行轉換。無論使用何種方法和/
或排放率，所有參與者必須能夠應要求向中心和參與者的客戶提供碳計算方法，以證實所述的環
境宣告。
碳當量宣告（即和再生能源發電相關的避免排放量與客戶可能熟悉的其他活動（如植樹或停止汽
車上路）避免的排放量之間的比較）是允許的。要進行當量宣告，參與者必須使用和引用其他活
動的換算係數或避免排放率的權威來源，並準備證實行銷材料中所做的所有排放等效性宣告。

b.認證產品的碳足跡減少宣告和間接 GHG 排放宣告
使用下述方法，參與者可以對以下方面做出聲明：(1) 與客戶購買的再生能源相關的直接排放（客
戶可以稱之為其自身的間接排放或範籌 2 排放），以及 (2) 轉向再生能源或 Green-e Energy 認證產

3

減少消費者的非電力來源的排放必須直接完成，或者透過碳抵換來完成，碳抵換要遵循一套不同的品質標準，其中包
括額外性標準。這可以透過CRS的 Green-e Climate認證方案所認證的產品來實現。有關 Green-e 氣候認證的更多資
訊，請瀏覽 www.green-e.org/climate 或聯絡中心：climate@green-e.org 或 +1-415-561-2100。
4

專門與最終消費者溝通或確認其再生能源購買的方案可能要求使用者使用單獨的方法來得出再生能源購買的碳價值，
其中包括使用不同的轉換係數，或者依據不同發電區域計算費率。最終消費者將需要直接與這些獨立的方案合作，以確
定在他們各自的指南下允許甚麼樣的環境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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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消費者碳足跡變化（即客戶範籌 2 排放變化）方面的好處。有關 Green-e 認證產品允許的範籌
2 排放和碳足跡聲明的範例，請參見中華民國台灣的《參與者手冊》第 VII 節。
(1) 為了傳達與所購電力相關的直接排放（即作為其碳足跡的一部分，客戶可能宣告或報告的
間接範籌 2 排放），參與者必須按照《WRI GHG Protocol Scope 2 Guidance》中基於市場的
覈算方法，計算用作 Green-e Energy 認證產品供應的發電的直接排放：http://www.ghgprotoc
ol.org/scope_2_guidance。
為了傳達轉向再生能源或 Green-e Energy 認證產品在減少消費者碳足跡方面的好處，參與者必須計
算與再生能源產品相關的直接排放（即上述 (1) 中的範籌2 排放）以及與消費者所在地的預設或替
代電力產品/組合相關的直接排放（即消費者本來要報告的排放）之間的差異。這種預設組合通常
是剩餘殘差係數 (residual mix) 區域電網平均值（區域電網平均排放係數減去該區域的自願購買
額）。在沒有剩餘組合區域電網平均值的情況下，通常使用區域電網平均值。在沒有區域電網平
均值的情況下，通常使用全國電網平均值。參與者必須使用和引用權威來源（如政府機構）作為
電網平均排放係數。
IV.E4. 暗示碳中和的聲明
CRS不支持或認可與其 Green-e Energy 認證方案相關的碳中和宣告。因此，CRS禁止參與者就 Gree
n-e 認證產品提出碳中和宣告，因此此類宣告不能出現在認證產品的產品內容標籤或價格、條款和
條件或者其他行銷資料中。
如果對未經認證的產品提出碳中和宣告，並且該宣告接近 Green-e 認證產品的討論，則必須緊靠宣
告的位置使用以下釐清性文字：「負責營運 Green-e 認證方案的資源解決方案中心，不驗證此宣
告。」
IV.E5. 描述具有特殊特性的產品
參與者可能希望行銷認證產品的某些方面，而這些方面不在 Green-e 方案標準之列。在這種情況
下，參與者有必要明確聲明產品的這些方面不受 Green-e 認證的約束。
例如，如果參與者宣告與認證產品銷售相關的部分或全部營收分配給了鳥類保護，則必須在討論
產品這一方面的地方明確說明鳥類保護不受 Green-e 認證的約束。
同樣，如果參與者宣告與認證產品銷售相關的營收的特定部分被預留用於開發新的再生能源案
場，參與者必須在討論產品這一方面的地方明確聲明該活動不受 Green-e 認證的約束。
IV.E6. 暗示本地或地區受益的聲明
本地或區域宣告（如基於特定社區來源的宣傳）要求在同一行銷文章或網頁中顯著揭露發電的詳
細位置（與產品內容標籤相符）。
IV.E7. 透過電視、廣播和電子媒體做宣傳
所有宣傳，無論採用哪種媒介，都必須遵循本《台灣準則》其部分對市場行銷和文字的要求。
如果客戶可以透過電子媒體形式（如行動電話介面）訂閱或購買認證產品，則適用訂閱機制要求
（參見第 IV.F1 節）。所有宣傳 EAC 產品的訂閱機制都需要簡短 EAC 揭露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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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8. 網站
參與者網站上提供的與認證產品相關的任何及所有資訊都必須清晰且無欺騙性。不銷售認證產品
的網站不需要包含有關 Green-e 認證方案的資訊，也不需要提供產品內容標籤或價格、條款和條
件。
提及認證產品的網站必須在最突出的產品頁面上包含以下引用文字，這些文字必須完全可見，並
帶有「Green-e Energy 認證」商標（符合適用於參與者的《商標使用指南》）：
「[產品名稱] 透過 Green-e Energy 認證，符合資源解決方案中心制定的環境
和消費者保護標準。更多詳情，請見 www.green-e.org。」
作為一種可接受的替代方案，參與者可以透過在最顯著的產品頁面上充分展示 PPCL 和 PTC 來滿
足上述要求。

住宅產品：最新的 PPCL、HPCL（若適用）和 PTC 必須在認證產品的網站上醒目地展示。
非住宅產品：不要求 PPCL、HPCL（若適用）和 PTC 線上展示。
參與者可以在產品頁面上完整、顯著地顯示上述文件，也可以透過超鏈結去觀看這些文件，超鏈
結必須有清晰的標籤來反映內容，並且包含「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
和「價格、條款和條件」檔名稱（若適用）。鏈結必須附有描述性句子，例如：「有關 [產品名
稱] 中包含的資源的完整清單，請檢視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要檢視客戶去年收到的內容，
請檢視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要檢視訂閱條件的要點，請參閱價格、條款和條件。」
有關何時需要更新 PPCL、HPCL 和 PTC 的資訊，請參見第 IV.C 節和第 IV.D 節。

僅對於 EAC 產品：參與者網站必須包含完整 EAC 揭露文字，該文字可以是完整顯示的，也可以
是透過鏈結瀏覽的。見第 IV.E2 節，了解具體的完整 EAC 揭露文字。如果可以透過鏈結瀏覽，則
必須包含如下句子：「有關能源屬性憑證 (EAC) 的更多資訊，請參見 [指向參與者網頁或 Green-e
方案網頁的超鏈結，此類網頁包含完整 EAC 揭露文字：www.green-e.org/rec]。」
關於同時作為銷售管道的網站的資訊，見第 IV.F 節，其中包括第 IV.F2 節。

IV.F. 銷售管道和訂閱機制
IV.F1. 適用於所有銷售管道和訂閱機制的規則
以下規則適用於客戶註冊或購買認證產品的所有機制。
1. 參與者必須在訂閱、註冊或購買（以適用者為準）之前向住宅和非住宅客戶提供以下資
訊。該資訊還必須包含在任何徵求建議書回覆中。其他要求和例外在下面的適用銷售管道
小節中註明。
a) 資源組合：產品中的再生能源，按燃料類型百分比 (%) 列出。此資訊必須與當前的
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相符。
b) 地理位置：產品中的再生能源的地理位置。此資訊必須與當前的預期的產品內容
標籤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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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價格：認證產品的價格、費率結構和登記級別選項（kWh 或用電量百分比）。
a. 如果價格是可變的，揭露變動的頻率（如每月）。如果費率在未來會發生
變化，揭露會發生甚麼變化以及何時發生變化。
b. 對於 EAC 產品，揭露價格是否包含認證 EAC 產品的成本以及電力的成
本。
d) 合約長度：要求的合約長度（若有）以及提前終止費用（若適用）。
e) 「Green-e Energy 認證」商標：帶有 www.green-e.org 的商標（電子文件中的超鏈
結）或者來自第 IV.A2 節中的 Green-e 方案描述文字。
f) EAC 產品：第 IV.E2.a 節中的簡短 EAC 揭露文字必須完全可見。這一要求也可以透
過在購買之前顯示完整 EAC 揭露文字（第 IV.E2.b 節）來滿足。
透過在訂閱機制自身上突出顯示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和價格、條款和條件，可以達到上述
要求。
2. 參與者負責與其認證產品相關的所有行銷資料和訂閱機制，其中包括參與者保留的由第三
方製備和營運的資料和訂閱機制。參與者必須對其認證產品的所有宣傳和銷售管道保持控
制。代表參與者的第三方的違規行為將被視為參與者的違規行為，並可能導致CRS採取強
制行動。
雖然與CRS沒有合約的第三方可以認可或推薦客戶給銷售 Green-e 認證產品的參與者，但
他們不能銷售認證產品、行銷此類服務或使用任何CRS商標，其中包括但不限於 Green-e
商標。客戶必須始終清楚誰是 Green-e 認證產品的賣家，以及哪一方與CRS有合約。
所有銷售必須透過參與者本身完成，即參與者是與 CRS 有合約的公司。與 CRS 沒有合約
的第三方及其附屬銷售人員可以將可能客戶引向參與者的網站或電話服務，但不能透過他
們自己的網站直接銷售。與 CRS 沒有合約的第三方以及參與者所雇傭的他們的關聯人員
可以透過實體文件登記客戶，但是登記必須由參與者處理。銷售人員不得建立或使用參與
者未提供的行銷資料。參與者必須向銷售人員提供所有網站和行銷資料。其中包括對線上
產品的任何引用。此外，Green-e 方案可能要求所有行銷資料也要經過 Green-e 方案的預先
批准。Green-e Energy 認證產品的銷售不允許多層行銷。
IV.F2. 銷售管道：網站
除了第 IV.E8 節列出的網站要求之外，具有訂閱機制的網站還必須：
1. 在註冊之前，為客戶充分展示 PTC、當年 PPCL 和前一年 HPCL（若適用），或者
2. 按照所有銷售機制的要求以及第 IV.F1 節所列，充分顯示揭露內容，以及在註冊前為
客戶提供 PTC、當年 PPCL 和前一年 HPCL 的可見超鏈結（若適用）。這些文件的連
結必須有清晰的標籤（其中包括檔名稱），並且必須附有描述性的句子，例如（若適
用）：「有關 [產品名稱] 中包含的資源的完整清單，請檢視預期的產品內容標籤。」
「要檢視客戶去年收到的內容，請檢視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要檢視訂閱條件的
要點，請參閱價格、條款和條件。」
透過將 PPCL、HPCL 和 PTC 張貼在所有線上登記的客戶在註冊之前都會看到的顯著頁面上，參與
者滿足第 IV.F2 節和第 IV.E6 節二者的要求。

提供 EAC 產品的網站：第 IV.E2 節所列的 EAC 揭露文字要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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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F3. 銷售管道：帳單插頁/紙質註冊表格
第 IV.F1 節中的所有訂閱機制揭露要求適用。實體登記表（如實體郵件、帳單插頁、明信片登記
表等）必須包括認證產品的資源組合、地理位置、價格/費率結構、合約期限和簡短 EAC 揭露文
字（若是 EAC 產品）。
IV.F4. 銷售管道：上門冷行銷
所有訂閱機制要求均適用。所使用的所有登記表必須包括認證產品的資源組合、地理位置、價格/
費率結構、合約期限和簡短 EAC 揭露文字（若是 EAC 產品）。請見第 IV.F1 節，了解這些要求的
詳細資訊。
IV.F5. 銷售管道：關係與暖行銷
所有訂閱機制要求均適用。所有登記表必須包括認證產品的資源組合、地理位置、價格/費率結
構、合約期限和簡短 EAC 揭露文字（若是 EAC 產品）。請見第 IV.F1 節，了解這些要求的詳細資
訊。
IV.F6. 銷售管道：電子媒體
所有訂閱機制要求均適用。電子訂閱機制（如社交媒體、行動應用、資訊亭電子介面和電子郵件
招徠）必須包括認證產品的資源組合、地理位置、價格/費率結構、合約期限和簡短 EAC 揭露文
字（若是 EAC 產品），即使是在揭露空間最小的情況下。請見第 IV.F1 節，了解這些要求的詳細
資訊。
IV.F7. 銷售管道：客戶服務中心
在透過電話登記 Green-e Energy 認證方案或購買 Green-e Energy 認證產品之前，參與者必須向客戶
傳達第 IV.F1.1 節中的資訊。EAC 產品必須包括簡短 EAC 揭露文字：
「[產品名稱] 是一種能源屬性憑證 (EAC) 產品，並不含電。EAC 代表 1 兆瓦時 (MWh) 的
再生能源環境效益，而再生能源可與電力配對。」
要求也適用於透過第三方驗證 (Third-Party Verification, TPV) 軟體進行的登記。CRS不要求通報中 2
4 小時可用，但工作人員代表必須在兩個工作天內回覆。有關通報中心的更多輔導，見中華民國
台灣的《參與者手冊》。
僅向大型電力使用者銷售的參與者可經過 CRS 裁量獲得對這一要求的豁免。

V.

強制執行和譴責

參與者有義務遵守本《行為準則》的要求，以及其認證協議的其他條款。未能糾正不合規可能導
致參與者《協議》終止，並因此導致產品取消認證。當參與者自願終止其涵蓋產品的《協議》
時，也會發生產品取消認證。無論取消認證是由於CRS出於某種原因終止還是參與者自願終止，
參與者都必須遵守此處及參與者《協議》中規定的某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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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 供應不足或不同
V.A1. 替換供應或退款
如果 Green-e 驗證流程揭示已向客戶揭露或銷售的內容與實際交付的內容之間有顯著差異，則參與
者需要確保受影響客戶的完整性。這可以透過購買額外的供應來實現，以匹配所做的揭露，或者
在某些情況下，CRS可以批准一項通知計劃，以主動向相關客戶提供關於供應變化的資訊，並依
據客戶的意願向他們提供退款。替換供應必須由合格的獨立審計師依據 CRS 的要求進行審計，並
且必須符合《台灣標準》的各項要求。此類供應變更通知和退款要約必須信件或以電子郵件發給
客戶（如第 IV.B2 節「所需的信件：過去的產品內容標籤」中所述），而不是僅出現在參與者的
網站上。《參與者手冊》第 IV.D 節描述了常見供應和宣告問題範例。
V.A2. 實質性供應差異
在任何給定的報告年度，如果產品的供應與該報告年度的預期產品內容標籤存在差異，則該產品
將被視為存在「實質性差異」，即
1. 再生能源資源的類型、來源或比例變化超過認證產品組合的四 (4) 個百分點5
2. PPCL 中提供的特定發電地理位置已改變或從組合中移除（見第 IV.C1 節關於「和」和
「或」的使用如何影響地理資訊揭露），或者
3. 向組合新增或從組合移除資源類型。
表單要求。當出現上述實質性差異之一時，參與者必須提交一份完整的 Green-e Energy 認證產品組
合變更工表單（可在 Green-e 網站上獲得），詳細說明組合的變更。該表單的截止日期不得晚於資
源組合發生變化的那一年的未經審計的報告表單的截止日期。6
Green-e Energy 認證產品組合變更表單要求申請人提交一份解釋，說明為甚麼新組合能為客戶提供
更多價值。面向客戶的這種價值應得到證明。認為新組合對消費者來說成本更低的論點是沒有說
服力的。舉例而言，有說服力的理由可能包括向客戶提供更多的本地資源，或者提供更多在這些
客戶中特別有價值的資源類型。
CRS將審計所提交的 Green-e Energy 認證產品組合變更表單，並將其決定傳達給參與者。參與者可
以要求一個估計的批准時間表。如果變更超過十 (10) 個百分點，CRS將決定此類變更是否符合客
戶的最大利益；如果符合，CRS將把案件提交給 Green-e 治理委員會進行最終決定。
未能在到期日之前提交 Green-e Energy 認證產品組合變更表單，將導致自CRS發現組合變更之日
起，參與者違反參與者《協議》。
客戶通知要求。如果參與者在報告年度內的任何時間以構成實質性差異的方式變更認證產品組
合，參與者必須在報告年度內通知客戶該產品（包括那些長期購買該產品或透過自動續訂購買該
5

例如：如果 100% 太陽能產品銷售給客戶，覆蓋其用電量的 50%，如果客戶所收到的總電量的 47% 來自經認證的太陽
能，3% 來自風能，則該產品將被視為發生重大變化，因為經認證的產品將會發生 6% 的變化，從 100% 太陽能變為 94
% 太陽能。然而，如果認證產品覆蓋了客戶 100% 的電力負載，並且由 50% 的太陽能和 50% 的風能組成，那麼如果它
改變為 53% 的太陽能和 47% 的風能，就不會被認為有實質性改變，因為這僅僅是資源佔總負載的 3% 的改變。
6

例如，依據報告年度 2021 驗證時間表，中心必須在 2022 年 3 月收到 2021 年所銷售產品的 Green-e Energy 認證

產品組合變更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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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客戶），除非CRS已批准 Green-e Energy 認證產品組合變更表單。7此通知是對年度 HPCL
信件的補充。如果CRS已為屬於重大差異的變更批准了一份參與者產品組合變更表單，那麼參與
者必須在所要求的年度 HPCL 信件中明確聲明此類變更，並且包含對差異發生原因的解釋。產品
的內容也可能在 PPCL 的發行和該產品的年度驗證（或在 HPCL 發行時）之間發生重大變化。非
實質性差異的變更不需要向客戶分發更新的產品內容標籤。
見《參與者手冊》的第 IV.C 節，了解解決實質性供應差異的流程圖。
V.A3. 不同或不足供應所需的額外步驟
如果發現供應存在實質性差異或不足，參與者必須獲得CRS的批准，並且：
a. 獲得符合資格的替換供應，或者
b. 通知客戶，允許他們選擇取消認證而不受處罰，以及針對認證誤報期間，獲得其所支
付的超出其認證產品標準電力服務的溢價部分的退款。通知必須事先得到CRS批准，
並且必須傳送給所有收到此類產品的客戶。

如果交付給客戶的 HPCL 與年度驗證流程中提交和稽覈的資料相差一 (1) 個百分點或更多，則參與
者必須與CRS合作修改產品和/或重新分發更新的 HPCL，並可能被要求提供退款。
如果不採取上述措施，參與者的產品可能會被取消認證或受制於其他強制措施。如果供應問題導
致取消認證，參與者必須遵循第 V.E 節「產品取消認證時需要採取的措施」的要求。

V.B. 行銷合規審查
如果行銷合規性審查顯示參與者不符合 Green-e 方案關於行銷的要求（其中包括本《台灣準則》以
及適用的《商標使用指南》中包含的要求），則參與者需要與CRS合作，使所有行銷資料和揭露
符合要求，其中包括透過修訂行銷和/或驗證材料。CRS還可能要求向受影響的客戶進行額外揭
露。此類合作不會減損或削弱任何參與者的合約義務以及CRS在其認證合約條款下的權利，其中
包括因不合規而暫停和終止的權利。

V.C. 產品取消認證所需的客戶通知
一旦產品被取消認證（無論是由參與者自願還是由CRS原因），參與者必須履行所有剩餘的認證
義務，其中包括《協議》和《台灣準則》中描述的義務。
此外，參與者必須在退出之日（通常是《協議》終止之日）後 60 天內向客戶提供CRS批准的通
知。通知必須傳送給所有收到取消認證產品的客戶。該通知必須包含以下資訊：
1.

聲明：
a. 如果仍在提供該產品，則自取消認證之日起，它不再是 Green-e 認證產品，客
戶可以從取消認證之日起免費取消以前認證的產品，或者
b. 如果不再提供該產品，則該產品已經停產。
2. 一個超鏈結或 Green-e 方案網站的地址 www.green-e.org，說明客戶可以在那裡找到 Gree
n-e 認證產品。
7

Green-e Energy 認證產品組合變更表單可透過 www.green-e.org 的參與者網站提供給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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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中心要求進行客戶退款，則客戶有權獲得退款以及獲得此類退款的流程。
必須在傳送通知後 14 天內向CRS提供通知已傳送的證明。此類證明包括但不限於：通知信函複
本、通知的電子郵件確認，或者信件服務聲明。
如果未能及時傳送合規且令人滿意的通知，參與者必須向受影響的客戶提供退款，以補償客戶在
客戶認為他們會收到認證產品但並未收到認證產品期間支付的高於正常電價的產品溢價。

V.D. 未來 Green-e 認證的限制
如果參與者的產品因不合規而被取消認證（即因某種原因被終止），參與者將在 12 個月內不得透
過 Green-e 方案認證任何新產品，除非獲得 Green-e 治理委員會的批准。12 個月後，Green-e 治理
委員會可自行決定拒絕對參與者尋求認證的任何新產品進行認證。

V.E. 取消認證公告
CRS保留就產品取消認證和參與者終止發佈公告（包括網站張貼）的權利。例如，如果CRS沒有
收到第 V.D 節要求的通知證明，產品因某種原因被終止，或者第 V.C 節中列出的任何行動尚未發
生，則CRS將宣佈產品被取消認證。公告可能包括：在 Green-e 方案網站上列為「因不合規而被取
消認證」；進行描述不合規情況的市場諮詢和新聞發佈；以及向顧客、消費者協會或政府或其他
監督機構發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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