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碳訂價正逐步在擴大：目前所倡議的市場價值近 500 億美元 

(Worldbank，2015/05/26)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15/05/26/carbon-pricing-initiatives-near

ly-50-billion 

在過去一年半中，葡萄牙與墨西哥實施了新的碳稅(carbon taxes)、南韓也啟

動了全世界最大的排放交易系統、加州與魁北克在總量管制和排放上建立了連結，

同時安大略也計畫加入。 

同時，中國也開始從七個當地的碳市場(其中深圳成立最久的並且已將走入

第二年)學習一些經驗，同時身為世界上溫室氣體排放第一個國家，將計畫最早

在 2016 年之前建立一個國家排放體系。同樣地，智利，為提高了碳排放價格也

透過同意將在 2018 年通過碳稅。 

在這 40 個國家中有 20 個多個城市、州等現已在使用或者是計畫將碳排放透

過價格化來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總體而言，根據世界銀行與 Ecofys’snew Carbon 

Pricing Watch(一個稍早由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發出之年度報告之概

略)初步實施後至今已經產生了約 500 億美金的產值。 

「一個有效的碳訂價是很重要的，如果市場具有限性，則政策可以降低排放

量，同時也可促使社會走向一個低排放且具彈性的未來。」世界銀行副總裁、

Special Envoy for Climate Change 的 Rachel Kyte 說「這能使汙染更昂貴、刺激效

率、能有個乾淨的產品並同時能幫助企業領導者與投資者了解長期的方向與規

劃。」 

企業界已經開始支持碳的價格化 

輿論對於碳的價格化已經開始擴張並且成熟。領導者不再問他們該不該將碳

價格化，而是已經決定要如何執行並且直接向世界銀行組織尋求技術性的建議。 

一直以來企業界與政府部門已經分開討論過氣候變遷對於他們供應鏈、資產

以及人民所將造成的風險。政府部門將等待企業界的回應；而領頭的企業界也在

等政府部門訂定相關政策。 

「現在，大家已經圍起圓桌開始為氣候變遷發展出最具經濟、最有效的辦法

來，他們都了解如果不行動將會面臨的風險。」Kyte 說「這是一個從無到有的

路徑，由企業界、政府部門與其他尋求最有效訂定碳價格的人所建立。」 

於巴黎展開的氣候變遷週從五月十八至二十一號、巴塞隆納之碳博覽會，企

業領導者將碳給價格化，並持續推廣更廣泛的使用和更有效的碳價格機制。他們

以「政策概要」來形容碳價格應當有更永續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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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企業界與政府部門中可得出一些訊息，企業如平常一樣不是個選項，並且

為他們所說的付出努力。 

 一些領導者在巴黎與巴塞隆納發聲，目前都已在為  Carbon Pricing 

 Leadership Coalition(由世界銀行組成)尋找一些方法。 

 三十三個政府也互相分享在碳價格制定上的經驗，同時透過 Partnership 

for Market Readiness 幫忙建立未來的碳市場。 

於氣候變遷週中，部分企業宣布將成為成員，其中包含了 25 個企業網絡，

總共包含了 650 萬家公司，皆願意使全球成為一個低碳且能適應氣候變化的經濟

體。投資者也建立了 Investor Platform for Climate Actions 平台，目的在於能夠有

效測量、參與及分配資金。 

政府已將碳價格化納入計畫之中 

Carbon Pricing Watch 提及「年終於聯合國在巴黎舉辦的 climate talk 中期望

碳價格化，同時也被納入國與國之氣候協議書之中。」，例如歐盟計畫刺激排放

交易系統(全球第一、最大的 ETS)，與 1990 年之標準比較，能夠在 2030 年降低

溫室氣體排放量 40%。 

歐洲列國之領導者於最近這幾個禮拜進度邁進一大步，將目標放在將計畫推

至國際。德國總理 Angela Merkel 與法國總統 François Hollande 於 5/19 簽署了共

同聯合聲明，其中包含了介紹國際層級之碳市場與碳價格化，目的在於給予經濟

體一個動機成為低碳市場，並也呼籲各國應該採取實際行動。 

如何將碳價格化 

以降低溫室氣體之排放為目標，政府可以透過很多方式去價格化。最新一期

的 Carbon Pricing Watch 內容中就提到各政府之選擇、碳價格機制之運行與近期

之計畫。 

排放交易系統(ETS’s)是為眾多方式之中最為常見之手段，以建立一個碳排

放之上限並同時建立一個市場，給予排放者於有限之總排放量中去買賣排放量。

ETS’s 之價值在全球來看，已從一年前 320 億美金成長至今年 340 億美金，儘管

澳洲已於去年七月廢除碳排放交易系統。 

碳稅於今日已在全球總體估算有 140 億美金之價值，其課徵之稅率是由溫室

氣體之排放或者是石油中之碳成分。概括來看，碳價格化包含了七個 Gt CO2e，

或百分之十二之年度溫室氣體排放。國家、城市、州…等碳價格化則占了大約四

分之一之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 

The full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於國際氣候論壇結束後發表，將深

入更多對於碳價格化之的細節與分析，同時提出一些對國際企業之優勢。  



2.企業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與實際2°C情況的差距 (UN global compact，

2015/05/20)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news/1851-05-20-2015  

The 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由 CDP、UN Global Compact、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與 WWF 共同發起的倡議活動，目的在 2015 年年底之前招募

100 家公司共同制定一個以氣候科學來設立之溫室氣體排放目標。 

透過擁有共同決心去限制地球平均溫度上升在 2°C 以內，公司可以未來之中

也能確保獲利，同時也在 UN climate talks (於 12 月宣布要扮演一個使全球成為

低碳的經濟體)之前傳達給政策決定者這一個重要的決心。 

在全球前五百大企業公司中僅有 8%，訂立了減少碳排放目標，只有最主動

積極的公司能夠符合國際間所訂立限制全球氣溫上升 2°C 以內之標準。 

CDP 所進行的調查報告—Mind the Science—主要調查七十家高度耗能之公

司，其佔全球總碳排放量之 9%。其中僅 28 家公司有設立減少碳排放標準。 

「設立一個以科學為基底之目標可以與經濟成長相比，」Mind the Science

報告中指出「事實上，當已經面臨氣候變遷之風險時，這些目標可以促使創新、

減少花費與加強利潤，並加強股東乃至於社會之總價值。」 

L’Oreal 永續長 Alexandra Palt 說「積極的減碳排放能夠幫助我們團隊對於低

碳做出創新(目前已經減少與 2005 相比已減少 60%之排放)」，同時我們也知道這

些目標之設立是有近期氣候研究來背書」。  

Enel—在義大利對於永續發展最大之公司董事長 Andrea Valcalda 說「Enel

對於減少全球排放之保證並非近期中之唯一，在該團隊已經減少與 1990 年比較

之下將近 36%之碳排放量，我們堅信減碳是一個對於長期永續發展來說為一非常

重要之保證，Enel 已經在能源企業中領導這項轉變，同時獲得一個競爭上的優勢。」 

其他例子如： 

 NRG Energy Inc，美國之最大獨立能源製造者同意於 2050 年減少 GHG

排放之 90%。 

 Sodexo，法國國際企業，將目標放置於 2020 年時減少相較於 2012 年碳

排放量之 90%。 

 其他企業像是 H&M、Hennes&Mauritz AB(一瑞典紡織鉅子)與 Nestlé(全

球最大之食品集團)。 

 BT Group，全球最大之通訊服務業者，同意於 2050 年減少相較於 1996

年 GHG 排放之 90%。 

「在 BT，我們想要確立一條擁有足夠的減碳量以應付氣候變遷之道路，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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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影響業務營運」BT 程式主管 Gabrielle Ginér 說「我覺得我們這樣做是因為

想要聯合各企業共同為減碳目標而努力。」 

現在已經是時候該由公司主動制定了。許多短期設立之排放標準已於 2014

年或者是今年就將到期，因此為設計另一個使平均氣溫低於攝氏 2 度為目標的另

一扇窗已開啟。延誤這類的行動只會使低碳經濟的轉換變得更窒礙難行。 

 

  



3.十大浮現中的綠能市場，在 2009-2014 期間提供 280 億美金的投資

誘因(SeeNews，2015/05/20) 

http://renewables.seenews.com/news/top-10-emerging-green-energy-markets-lure-usd

-28bn-investments-for-2009-13-477184 

根據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報導，在 2009 到 2013 年間，十個浮現市場

吸引了綠能市場 279 億美元的投資，其中太陽能科技佔了總額的 43%。 

太陽能科技在這期間內投資了約 120 億美元，而花費在風力發電佔了 77 億

美元，其中 28%為清淨能源的投資。 

十大市場包含─泰國、保加利亞、烏克蘭、肯亞、祕魯、台灣、摩洛哥、越

南、巴基斯坦、菲律賓，在此段期間中安裝了 3GW 的太陽能以及 2.8GW 的風力

發電，同時也包含 649MW 的小型水力發電以及 481MW 的生質能源。 

在 2009-2013 年間最值得的一提的是風力發電的投資，在巴基斯坦、保加利

亞和烏克蘭，分別投入了 16 億美元、14 億美元及 12 億美元資金。在越南，小

型的水力發電投資達到 12 億美元，而泰國則是生質能源的最大市場。另一方面，

肯亞則開發出新的地熱資源。 

同時，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在”能源轉換─逐漸浮現的綠能市場”一文中

提到，這些能源市場中只有五個投入石化能源開發，而只有一個建立了新的核電

廠。 

總歸而言，在 G20 以外的 100 個國家及 OECD 成員共同將 620 億美元的資

金，於 2009-2013 年期間投資在綠能產業上。根據研究報告，發展中國家在往後

15 年將消耗大量的全球能源，其中新興能源將會占全球總量的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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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永續能源的進步，但是”世界必須動得更快” (UN，2015/05/18)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50888#.VWVvW8-qqko 

根據聯合國今日釋出的資料顯示，如果想要在 2030 年前要大幅度的提升能

源效率，再生能源則是重要選項之一。 

在《往永續能源前進：2015 國際追蹤架構》該報導中指出，我們的世界正

在走向永續能源，且時程必須再往前提。 

根據報導，世界上 11 億的人是住在沒有電的世界，而幾乎有 30 億的人依然

使用如：煤油、木頭、木炭以及肥料等汙染性原料。故再生能源以及能源效率的

進步需要有顯著的進步。 

「我們正在往正確的能源財產上前進」世界銀行國際能源的高階執行長

Anita Marangoly George 這麼說，「但我們距離終點仍然有很長一段距離。」 

趕在 9 月交付聯合國 2015 發展議程以及 12 月帶巴黎的氣候會議前，於 5

月 21 日展開的論壇中，提出了許多重要的能源議題。該論壇的貢獻在往後的日

子中規劃出能源政策的方向，並且促成不可或缺的投資來幫助到 2030 年前永續

能源的實現。 

在這份 2010 到 2012 的追蹤報告中指出，現代再生能源在以每年 4%的百分

比持續成長，總成長為 8.8%，而 SE4All 的年度再生能源成長率需要接近 7.4%。 

沒有電力可使用的人口數以及仍然在使用如燃煤、木材、木炭以及肥料等汙

染性燃料來煮飯的人口，與先前 20 年比起來已經相對減少，雖然目前進展依然

較為緩慢。 

該報導指出，再生能源能夠產生能源效率的進步，同時也能夠加速轉換。「我

們需要更努力的工作，特別在針對再生能源的投資以及能源效率的提高上盡更多

的努力。」Ms. George 這麼說，「利用公共金融的力量去動員私有財將會是達成

目標的必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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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資社會責任：吸引客戶的方式 (Forbes，2015/05/13) 

http://www.thinkadvisor.com/2015/05/13/socially-responsible-investing-a-way-to-attr

act-yo  

“投資顧問發現對於社會責任的投資，能夠更輕鬆的吸引年輕的投資人” 

根據Spectrem Research的報導，超過四分之一的投資者的年紀都小於45歲，

他們願意撥出至少 25%的投資金額在有實行社會責任的公司上。21%的女性投資

者也會做同樣的選擇。這個結果奠基於對 3070 位投資者的樣本調查，其投資額

從 10 萬到 2500 萬美元。 

投資顧問對於擴大該客戶基礎可能會考慮這個報告的結果，報導指出“知悉

社會責任的公司能夠讓培養投資人有長期的顧客關係” 

不只有更多的投資人表現自己對於社會責人投資的傾向，並且整體的社會責

任投資總額也快速的提升。根據永續與責任投資(也就是 US SIF)指出，社會責任

投資總額在過去兩年已經擴大了 76%，在 2014 年的開始已達到 6 億 5 千 7 百萬

美元。 

這些總額包括如：水源保護以及太陽能等政策的提升，同時也來自“影響力

投資”，而且這些總額中排除了含阻礙人權或是傷害健康的公司，比如菸品公司。 

根據 Spectrem 調查雖然社會責任投資正在成長，接近半數富裕的投資者的

投資組合中沒有社會責任投資，而且超過三分之一的投資人在其投資組合中。 

對社會責任投資比例僅有 1%~24%。在年輕投資人之中，對社會責任投資的

比例為 25%~74%，並且它們更願意對社會責任付出更多。 

報導指出“投資顧問認為對於社會責任投資意識能夠更輕易的得到更多年輕

投資人的青睞” 

Spectrem 建議社會責任投資有興趣的投資顧問應考慮下列事項： 

 詢問投資人關於他們對於社會責任投資的意願程度，並且確保他們了解

社會責任投資並非跟慈善捐款相同。 

 了解不同類型的社會責任投資，包括對於水資源以及人權的投資，因為

各種公司可能都會觸及到這個範圍。 

與你的客戶討論微型財經、影響力投資以及社會責任投資的不同。微型投資

提供貸款給貧困的企業家、中小企業的擁有者以及較難獲取其他貸款的人。比起

微型投資，該調查表示”如何讓投資人相信他們的基金能夠支持某個願意辛苦認

真工作的人，而投資人也會願意去冒這種風險給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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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企業社會責任該如何從自願性到強制 (Forbes，2015/05/07) 

http://www.forbes.com/sites/robasghar/2015/05/07/how-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

y-is-moving-from-optional-to-mandatory/ 

Abraaj 的創辦人兼執行長 Arif Naqvi 表示：永續發展對企業而言並不是一件

有做很好，沒做也無妨的事；而應該是必須做的事。Naqvi 是 2015 Oslo Business 

for Peace Summit 的關鍵參加者，也是後續的 Business for Peace Award Ceremony

的主要發言者，發表一個新興的企業實用主義。 

在全球社會普遍為收入失衡、衝突、環境挑戰所困擾時，他與其他參與者指

出企業唯一正確的長期做法便是對更大的產品展示實體的評論。他說，永續發展

不只是讓一家企業變好，也是檢視企業是否有能力能夠存活下來的指標。 

組織今年表揚五間具有企業價值的跨國企業，他們皆對企業鼓勵企業人合作

創造雙贏的態度與行動以將利潤轉為更高的目的。評審乃是由兩位諾貝爾和平獎

得獎人與兩位經濟獎得獎人所組成的四人小組所甄選而產生的。 

今年的獲獎人為：倫理顧問團體 Semilla執行長 Juan Andres Cano of Colombia

打造永續發展管理的科技平台 Value4Chain；領先世界的茶商以及倡議比傳統公

平貿易更高的道德標準 Dilmah 創辦人 Merrill Joseph Fernando of Sru Lanka；

Century Innovative Technology Limited 以及創辦 3D 動畫教育電視節目，同時也是

香港 Regal Hotels 的管理人以及倡議股東採用長期的永續措施讓企業健全成長

的組織 Unilever 創辦人 Poman。 

  

http://www.forbes.com/sites/robasghar/2015/05/07/how-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is-moving-from-optional-to-mandatory/
http://www.forbes.com/sites/robasghar/2015/05/07/how-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is-moving-from-optional-to-mandatory/


7. 談到 CSR，道德比所見的還黑暗 (Greenbiz，2015/05/01) 

http://www.greenbiz.com/article/when-it-comes-csr-ethics-can-be-murkier-they-seem 

企業人才通常認為好壞非常容易定義，這個行業充滿二進位假設與偽科學的

排名。在各項指標中奪冠，與規範緊密連結，應用新的標準，這些都是這個行業

所製造出來的。 

以下例子便可以說明這種情況，環境限制有明確的科學定義，人權以國際公

認的宣言或公約闡述之，解決貧窮問題也是一項不可否認的善舉。但是我對這些

必然感到擔心，我內心有個聲音在問我：我們是否太過懶惰? 

有許多時候好與壞是很難定義的，下面這些案例看到有智慧且負責任的人們

從他們各自的行為中從他們各自的行為中對所謂”正確”產生相當迥異的答案。 

 許多國家政府專制、人權意識低落，究竟要企業拒絕進入這些國家的市場經

營還是企業應該進入這些國家然後發揮影響力促使政府保障人權，哪件才是

所謂的正確? 

 娛樂產業因為電影、電視、電玩出現暴力虐待的片段而飽受批評，究竟他們

會助長暴力還是喚醒大家對暴力行為的關注? 

 國家有義務保障公民權利，但要如何調查權及個人隱私權之中取得平衡?企

業與司法部門合作是對的事情嗎? 

 3D 列印可能帶來相當大的社會、環境效益，但是企業如何確保這項技術不

會被誤用在不好的事情上? 

 最值得探討的一點即是：研發更精良的武器以打擊敵人，這件事情又是正確

的嗎? 

雖然我們有普世標準及國際規範可以參考，但在實際操作上，又有許多意味

深遠的彈性空間。的確，不同的道德教育會讓人有不同的行為準則；功利主義者

在乎整體社會的最大福祉，而不在意某個人是否根據對的方法做事情。對某些人

而言，目的比結果重要，對某些人則反之。 

當企業與道德衝突，採用道德來判斷好壞、對錯這件事是檢驗企業的良好時

機。如上面的案例所述，企業常會發現他們處在一個針對不同面向就應該選擇不

同的解決方法的尷尬情況。那麼具有責任的企業在面對此道德矛盾時應該如何自

處? 

傳統的企業責任是回應股東所關心的事情。企業的股東對產品、服務、技術

的貢獻並沒那麼的大，那為什麼是回應與股東最切身相關的道德問題呢?企業應

該主動透明的公開可做的選擇、潛在的決定及道德困境。 

 

http://www.greenbiz.com/article/when-it-comes-csr-ethics-can-be-murkier-they-seem


8. CFSI 發布新衝突礦產報告範例 (CSRwire，2015/05/01) 

http://www.csrwire.com/press_releases/37913-CFSI-Releases-New-Conflict-Minerals

-Reporting-Template 

The Conflict-Free Sourcing Initiative 今天宣布發行新衝突礦產報告範例。這

是用來公布供應鏈上是否關於使用的礦物是否為衝突礦產的複合資訊工具。

CFSI 致力於使這系統能應用於不同的作業軟體及系統上，讓不同企業的資訊也

能夠整合。CFSI Audit Program 負責人 Tara Holeman 表示新系統讓企業能夠跟上

IPC 最新標準，讓精煉廠能夠更精準的揭露相關事項。 

這次一項關鍵更新改良規章的問答語言以符合最新 IPC 標準，此外精煉廠也

需要公開所在國家、省份等資訊，這些改變讓使用者能夠確認精煉廠的報告本體。

CFSI 網站包含修正 3.02 版的修正列表以及可以下載的微軟版本。CFSI 建議要使

用 2014 數據的企業使用 3.0~3.02 版本，CMRT4.0 是針對 2015 所設計的版本。 

CMRT 可以在 CFSI 網站上下載，企業亦可以加入 CFSI 會員，使用其他數

據、系統，以檢視企業的供應鏈的礦產來源，確保沒有使用衝突礦產。 

 

  

http://www.socialfunds.com/news/article.cgi/3911.html
http://www.csrwire.com/press_releases/37913-CFSI-Releases-New-Conflict-Minerals-Reporting-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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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證券交易所在永續面向與利害關係人議合 (UN global compact，

2015/04/15)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news/1781-04-15-2015 

永續證券交易所（Sustainable Stock Exchanges，以下簡稱 SSE）協會發布「與

利害關係人之溝通」問卷結果，請資本市場參與者加入有關責任投資及企業永續

實務之對話。此問券解釋及澄清各交易所為增進投資人與公司之永續所採用之方

法，是首次交易所透過 SSE 所做的的揭示。 

「本次問卷結果除了可對外部利害關係人增加資訊透明度外，對內部關係人

(董事會、資深領導者和員工)也是一套非常有用的工具。我們的會員交易所已經

使用此項工具，展開內部對話，探討其自身在永續發展與資本市場永續所扮演之

角色」 

本項發布依投資人、公司、員工、交易所同業、公民團體及其他單位所需的

資訊提供指引。鼓勵交易所採用作為範例，亦可依本身需求選擇採用，各交易所

可藉此闡述其永續之理念與活動，使利害關係人各依其職促進永續發展。本次問

券內容包括以下幾個問題： 

 貴交易所如何定義及看待永續發展的理念及交易所推動永續的角色？ 

 貴交易所在推動市場永續發展的目標為何？ 

 要怎麼追蹤 在貴交易所之上市公司的永續發展報告？ 

 貴交易所在鼓勵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的揭露上提供何種誘因或罰則？ 

 貴交易所如何支持與永續發展議題相關的金融性產品發展？ 

各會員交易所於提交首次「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問券後，不須每年更新，

而僅須於被要求更新時提供，例如：當新政策與永續目標推動時。可能的話，交

易所也可將其「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問券整合於其對外溝通之管道。 

SSE 也鼓勵其他非會員交易所使用「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問券，以提升市

場透明度及促進公開對話，除此之外，投資人、發行人、市場規範者及政策訂定

者將可藉此與交易所共同合作，引領未來永續發展。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news/1781-04-15-2015


10. 綠色債券預計今年達到 300 億美元， (clean technica，2015/03/24) 

http://cleantechnica.com/2015/03/24/green-bonds-worth-30-billion-expected-year/ 

世界綠色債券市場的成長，被視為永續發展和氣候變遷議題保持投資者穩定

關注的籌碼。Standard & Poor’s 預估 2015 年，綠色債券將擁有高達 300 億元的

價值，因為開發銀行和大型公司將會大量投資再生能源或能源效率計畫。 

許多專家也做出相同的預估，到 2020 年綠色債券的價值將高達 1 兆美元。

也有人預測綠色債券將在近期突破 1000 億美元大關，因為大眾對於再生能源十

分重視。但要到達這樣的規模，政府必須提供法規上的支持。明確的管制方法能

第一時間的吸引投資者也能增加潛在投資者的信心。明確的綠色債券認證過程也

十分重要，畢竟與倡議者的投資關係匪淺。 

債券的成長會隨著新興且小的參與者進入市場而改變，國家與開發銀行被視

為未來發行綠色債券的個體。新興市場如印度、中國、北非等都是令人關注的市

場。 

 

http://cleantechnica.com/2015/03/24/green-bonds-worth-30-billion-expected-y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