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4個阻擋低碳技術的障礙(GreenBiz，2016/12/29)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4-obstacles-blocking-low-carbon-technologies 

 

本月，Goldman Sachs低碳經濟論壇中企業與投資人齊聚一堂，討論架構低

碳經濟雛形的法規、技術以及市場趨勢。本次會議的討論強調儘管科技讓我們可

以有適應氣候的未來，投資人仍扮演著必要技術進展突破和革新的關鍵角色。 

一整日會議下來，投資人、技術改革者和企業都分享了科技在低碳轉變中角

色的見解─以及投資人如何參與其中。以下是本次論壇的四個重點： 

1.低碳技術的成本競爭日趨激烈 

根據 2015新氣候經濟報告，全球太陽能系統的成本比起 2000年下降了 75%，

而能源儲存的成本則下降了 60%。 

根據 Goldman Sachs 在論壇中分享的報告「The Low-Carbon Economy: 

Technology in the Driver’s Seat」，美國部分地區風力發電補助前的成本可以與天

然氣相比擬。換句話說，太陽能和風力發電現在在更多地區具有可與化石燃料競

爭的能力。電動汽車電池的續航力也越來越長，成本亦快速下滑中。同時，汽車

製造者也明顯增加在綠色技術研發的預算，例如福特便提出要在 2020前投資 45

億美元在電動汽車上。 

2.為了投資新技術，資產持有者必須改變傳統投資方式 

革新已經在小企業和能源以外的產業開始發展，而非低碳技術的建立者。這

意味著投資人可能需要調整他們的投資政策， 

瑞典退休基金AP2的投資長Hans Fahlin表示因為新興技術投資的風險概況，

這類投資對他的基金而言是個挑戰。如同其他退休基金，AP2照慣例投資在大資

本標的，但也考慮擴大投資在其他較小的標的，例如小型或中型股票，以增加投

資在乾淨技術的機會。  

3.低碳革新必須在目前的技術限制下找到突破口 

革新不必然要持續在技術上改進，也可創造全新的產品、服務和消費模式。

舉個例子，現在技術發展趨勢指明電動汽車的電池最終成本會下降，而續航力會

提升，不過讓電動汽車在主流市場佔有一席之地的革新在不遠的未來更加關鍵。 

賓士的汽車產品策畫總監 Johannes Reifenrath考慮到這些限制，提供了不同

的解決方案：發展讓電動汽車可以透過連結其他裝置來規劃其路線和電池使用。 

4.新的商業模式伴隨破壞性技術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4-obstacles-blocking-low-carbon-technologies


創新不僅僅是為了改善現有的商品和服務，而且還要以新的生產和消費模式

取代它們。特別是，服務經濟 - 公司銷售貨物的使用，而不是貨物本身 - 非常

適合低碳技術，因為它傾向於減少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特別是服務經濟 - 公司

銷售商品的使用，而不是商品本身 – 這非常適合低碳技術，因為它較著重於減

少能源和原物料消耗。 

Proterra 是一家總部設在南卡羅來納州的全電動公交車製造商，它提供了一

種新的商業模式：設計一種由輕質材料製成的 40英尺長巴士，並開發了一個快

速充電的停靠站，讓巴士可以中途在 10分鐘內充電。該公司在矽谷的風險投資

的支持下，不僅僅銷售巴士 - 它也為城市巴士的整個生命週期提供服務，包括

培訓，維修，以及最重要的能源基礎設施，以給予最好的服務。 Proterra在北美

洲的社區已銷售了超過 250萬英里的服務。 

整個會議下來，一個共識出現：邁向氣候適應未來的轉變正在進行，這是一

個不可逆的轉變也為投資者開闢了許多機會。 有個問題仍然存在 - 投資者將掌

握此問題的部分答案 – 這是我們邁向新的低碳經濟的步伐關鍵。 

 

  



2. 聯合國回顧 2016年：國際社會的挑戰和里程碑 ( UN，2016/12/28)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55885#.WGsQj1V96M8 

 

2016年對國際社會而言是具挑戰性的一年，敘利亞儘管努力地減少戰爭的發

生，但衝突狀況仍持續惡化，南蘇丹和葉門的暴力與不安全的情況也在逐步升級，

全世界的難民總數也超過 500萬人。 

然而，2016年也是溫度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當然 2016年也有關鍵性的

突破，如：具歷史性意義的巴黎氣候變化協議生效、哥倫比亞簽署和平協議結束

50 年的內部衝突以及政府與私部門利害關係人商定一項控制國際航空二氧化碳

排放的計畫。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 也開始生效，呼籲為達成這些目標各方應做出更大的努力。 

另外，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向海地的人民道歉，因為聯合國沒有適當處理當

地霍亂傳染病，使得自 2010 年起迄今近 9,000 名海地人死於該傳染病。此外，

他也宣布將投入 4億美金執行雙軌計畫，以防止疫情的爆發，並且為受其影響的

人們提供長期的照顧與支持。 

而在國際社會的仍然存在者許多嚴峻的挑戰，特別是在敘利亞、南蘇丹以及

葉門，潘基文秘書長要求聯合國會員國之間能夠協商出共識，進而解決世界各地

的衝突。 

在此同時，聯合國葡萄牙前總理、也是聯合國難民署前高級專員 Antonio 

Guterres，被選為新任的聯合國秘書長，並承諾協助擺脫恐懼與專注於全球信任

度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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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下一代風能與太陽能所需的新政策 (IEA，2016/12/14) 

https://www.iea.org/newsroom/news/2016/december/new-policies-needed-for-

next-generation-wind-and-solar.html 

 

由於成本大幅降低的緣故，再生能源近幾年有非常蓬勃的發展。但是快速的

發展帶給能源系統操作者及市場管理者帶來新的挑戰：風能與太陽能往往發展的

比現行能源系統的基礎建設及法規還要來得快速。 

去年，中國大陸的風能可以產生 15%占比的電力，但此比例卻有可能面臨刪

減的可能，因為系統無法與現行的電網有效連結。中國大陸的吉林省，同樣也面

對此問題，風力發電可以產生近 1/3的電力供使用，但也可能產生電力無法有效

利用的問題，這樣的損失將會為希望建造更多再生能源設備的業者無形的投資風

險。 

在國際能源總署(IEA)最新的ㄧ份報告下一代風能與太陽能：從成本到價值，

描述此挑戰及可能的解決方法，此挑戰與兩件事情有關：第一，究竟再生能源可

以產能多少能源？第二，總體電力系統的彈性如何？總體而言，現行的電力系統

必須升級以及能夠適應更多不同來源的再生能源所產生的電力來源。 

一般而言，風能與太陽能是現行發展最快速的再生能源，並且技術已相當成

熟且具經濟效益。根據 IEA的研究，從 2008年至 2015年，風力發電(不包 含離

岸風電)的平均成本已下降 35%，太陽能的平均成本已下降 80%。 

但風力發電與太能陽發電對於是否能持續提供穩定的電力還是有所限制，這

對再生能源逐漸提升占總體能源比例的國家來說將會是個急迫的挑戰。例如丹麥

已將再生能源視為最主要的能源占比來源，一個能包含基礎建設、政策、市場及

完全轉型的能源系統是迫切需要的。 

另外，能源系統的價值衡量同樣非常重要，過去傳統的發電均化成本

(Levelised cost of electricity, LCOE)對於現在的環境已不太適用。取而代之的方法

應衡量風能與太陽能所產生的電力進到能源系統的價值，包括減少燃料的成本、

減少二氧化碳已及其它空氣汙染物排放的成本，或額外的電網基礎建設的成本等。 

當涵蓋再生能源的真實係統價值有效衡量，且政策也能支持，風能與太陽能

才得以發揮其最大效益，國際能源總署將持續與所有夥伴研究，如何將再生能源

的效益持續發揮至最大，為整體能源系統的提升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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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洞見氣候相關財務揭露特別小組建議草案：與特別小組成員的對話

(2016/12/14) 

http://www.wbcsd.org/Overview/News-Insights/General/News/A-conversation-

with-Taskforce-Members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特別小組(Task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TCFD)係由 G20下的金融穩定理事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於 2016年

底成立，並由前紐約市長、彭博社的董事長Michael R. Bloomberg擔任主席，目

的是憂心氣候變遷可能對於金融穩定造成巨大衝擊，幫助企業理解氣候變遷所引

起的財務風險。並於今日發表一份草案文件，建議企業、資產擁有者、經理人、

銀行家及保險公司揭露其本身氣候相關的財務風險。 

 TCFD最主要希望解決以下三個問題： 

(1) 解決目前過多揭露氣候變遷風險的方法 

目前許多上市公司已被要求揭露重大的風險包括氣候風險，但至今尚未有

一個有效的方式或統一的方式來揭露。 

改變現行揭露財務風險的架構，有助於企業理解與說明其氣候風險。 

(2) 提供更清楚的資訊給投資人、銀行家及保險公司 

投資人希望可以有更清楚有關氣候相關的財務風險資訊，使其可作出更佳

的投資決策，同樣的在銀行業與保險業也是一樣需要類似的財務風險資訊。

過去，氣候風險並無有效的或建構在傳統的財務資訊裡，TCFD嘗試來解

決現在遭遇的問題。 

(3) 了解氣候變遷的衝擊以及對社會潛在的風險 

市場管理者須要了解氣候變遷的對金融系統的潛在衝擊，透過理解氣候相

關的財務風險可以幫助他們制定有效的管理政策。 

目前此份草案文件公布後有 60 天的公開審閱期，匯集各界意見後 TCFD 將

會重新檢視，並於 2017年發布正式版本供各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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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lobal Impact推出新的從在地到全球的服務套件(Local to Global Suite of 

Services)，以提供企業在永續發展解決方案的集錦(CSRwire，2016/12/06) 

http://www.csrwire.com/press_releases/39514-Global-Impact-Launches-New-

Local-to-Global-Suite-of-Services-to-Provide-Integrated-Corporate-

Sustainability-Solutions- 

 

Global Impact推出了一套新的從在地到全球的服務，期望幫助企業將他們的

工作及服務內容能夠與全球企業公民、社會衝擊倡議以及世界各地的當地社區一

起串聯起來。 

Global Impact的方法包含了五個步驟：調查、策略、啟用、擴大以及評估，

用以幫助企業建立一個途徑，以整合企業社會責任計畫與社會足跡 (social 

footprint)，將全球計畫中在地社區與長期的商業成功的方法一起串聯起來。而從

在地到全球的過程中還可以有助於協調和提升企業在國際社會影響力的涵蓋面，

進而有更多樣的化商業模式和社區發展的永續效益。 

利用國內社區評估和環境分析研究等方法，於過程中與企業領袖有緊密的合

作，確認策略重點並進一步實施。緊接著傳達企業的願景、投資以及評估整體績

效和影響。從在地到全球的服務套件幫助企業在全球營運的過程中能有重大的影

響，並為社區投資建立一個循證(evidence-based)企業的案例。 

Global Impact的副總裁 Ann Wheatley Canela說：我們的目標是透過這種獨特

的方法，充分納入企業經營當地社區的需求與背景，確保企業對社會責任能整合

到公司的各個部門。她再說道：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為前提，我們在執行的過程中還能有助於確保企

業在社會倡議符合這個重要架構之目的與目標以及整體推動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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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報告顯示歐盟正邁向 2020年再生能源目標(The guardian，2016/12/01)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6/dec/01/eu-on-track-to-meet-

2020-renewable-energy-target-report-shows 

 

歐盟環境署（EEA）週四表示，歐盟國家正在向 2020 年再生能源和減碳目

標，但可能無法達成具雄心的長期目標。「歐盟 2020年能源和氣候目標現在已在

掌握之中。」EEA執行董事 Hans Bruyninckx說。「但某些趨勢令人驚慌，特別是

運輸這塊。在這產業中，再生能源使用仍然不足，這會讓溫室氣體排放量再次上

升」Bruyninckx補充。 

根據該報告引用的初步估計，歐盟的 2020年目標是要求能源消費總量的 20

％來自再生能源，這一數字從 2014 年的 16％上升到 2015 年的 16.4％。能源消

耗和溫室氣體排放量在 2015年略有增長，但是增加原因是前一年的「特別溫暖

的冬天」讓供熱能源需求減少。歐盟還在努力實現其與 2005年相比減少能源消

耗 13％的目標。 初步數據顯示，節制 2015年，能源消耗量下降 11％。 

在將近一年前簽署的巴黎氣候協議之下，歐盟計劃到 2030年時再生能源佔

能源使用量的 27％，並與 1990年相比減少 40％的溫室氣體排放。在 2050年前，

他們希望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 80％。達成 2030年再生能源的目標「需要額外的

努力，因為法規變化影響投資者對再生能源的信心，而且市場壁壘仍然存在。」

歐盟當局如此表示。 

同樣地，能源效率目標需要「有效實施能源效率措施以及消費者行為的快速

轉變。」歐盟週三公佈了「潔淨能源」計劃，欲促進再生能源、減少能源浪費和

減少對煤電的補貼，以實現其在巴黎氣候協議的承諾。在歐盟委員會全面的措施

下，連帶能源效率目標也得在 2030年前提高 30％。但是環保團體指責歐盟對碳

排放量高的煤電廠補貼之行動太少，以及削弱再生能源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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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近 50個國家宣誓在 2050年前完全使用再生能源(Independent，2016.11.19)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renewable-energy-target-climate-

united-nations-climate-change-vulnerable-nations-ethiopia-a7425411.html 

 

近 50個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同意到 2050年只使用再生能源。氣候脆弱

論壇的 48名成員，在出席在摩洛哥馬拉喀什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時做出

此項決定。 

氣候脆弱論壇成立於 2009年，由受氣候變化影響程度不一的國家組成。包

括埃塞俄比亞，馬紹爾群島和孟加拉國在內的成員國，同意其能源生產「盡快」

達成 100%再生目標，最遲須在 2030年至 2050年之間達成。 

低地勢的孟加拉國特別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響，而馬爾代夫和馬紹爾群

島的成員國已經遭受了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嚴重洪災。論壇亦誓言採取讓全球溫度

比工業化前升高攝氏 1.5度的行動。援助馬紹爾群島總統的部長Mattlan Zackhras

告訴 IANS：“我們正在開始朝 100％再生能源轉型，但我們希望其他國家能夠跟

隨我們的腳步，以避免颶風造成的災難性影響、洪水和乾旱“。 

論壇中的孟加拉顧問 Saleemul Huq說：「我們不應該將這視為一種負擔，而

該視作是一個機會。氣候脆弱國家可以抓住這些機會。」Climate Home報導。美

國前副總統高爾將論壇的聲明描述為一個讓他人可追隨的雄心願景。根據衛報報

導，他說：「『它』為世界努力執行巴黎協定的步伐。」“這些雄心勃勃和鼓舞人

心的承諾顯示了他人的發展道路，給我們所有人再次樂觀，我們將迎接我們面臨

的挑戰，及時迎接挑戰。 

全球許多領導人，包括現任美國國務卿 John Kerry都表示害怕川普把他對氣

候變遷的懷疑付諸實踐，抵制關鍵性的環境目標。 

已同意該決定的 48個氣候脆弱論壇成員有：阿富汗、海地、菲律賓、孟加

拉、洪都拉斯、盧安達、巴貝多、肯亞、聖露西亞，不丹，吉里巴斯共和國、塞

內加爾、布基那法索國、馬達加斯加、南蘇丹、柬埔寨、馬拉威、斯里蘭卡、葛

摩，馬爾代夫、蘇丹、哥斯達黎加、馬紹爾群島、坦尚尼亞、剛果民主共和國、

蒙古、東帝汶、多明尼加共和國、摩洛哥、突尼西亞、衣索比亞、尼泊爾、吐瓦

魯、斐濟、尼日、萬那杜、迦納、帛琉、越南、格林納達、巴布亞新幾內亞、葉

門和瓜地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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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巴黎協定正式生效(The guardian，2016/11/04)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6/nov/04/paris-climate-change-

agreement-enters-into-force 

 

巴黎氣候協定正式於 2016年 11月 4日(五)生效，此為各國政府第一次正式

法律認定共同限制全球的升溫程度。 

在此協定之下，那些通過國內批准此協定的國家即有控制全球升溫不超過公

業革命前 2℃的義務，這是科學家們避免氣候變遷造成不可逆轉的危機所設下的

安全底線。 

COP22的主席摩洛哥外交部長 Patricia Espinosa說：未來，人類將回頭紀念

2016年 11月 4日這一天，全世界的國家共同致力於避免氣候災難，以及開始決

定共同邁向永續未來。巴黎協定無疑是在人類歷史上重要的轉捩點，團結所有人、

結合政府、各地區、企業與投資人共同對抗解決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威脅。 

同時，化石燃料產業也視低碳社會的發展是一個新的商業契機。世界煤礦協

會表示：現在仍有許多國家倚賴煤礦為經濟發展、工業化及都市化的重要角色，

鑑於巴黎協定已正式生效，我們必須協助這些國家，尤其是承諾應用低排放的燃

煤技術或更有效率的電廠的國家，我們不能再對煤礦有過多的期待。 

巴黎協定要求締約國必須遵守對協定的承諾來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但根據現

行這些國家所提供的承諾內容來看，所有的貢獻仍會超過所設定的界線，達到升

溫 3℃的情況。因此環保團體大力疾呼各國政府應要更加努力，以達到巴黎協定

所約束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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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世界再生能源容量高於煤電廠(inhabitat，2016.10.27)  

http://inhabitat.com/the-worlds-renewable-energy-capacity-is-now-higher-than-

coal/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世界各地再生能源系統的發電量超過了煤電。根據國

際能源局（IEA）的一份新報告，此增長主要來自於太陽能發電和風能裝置的新

增。國際能源局報告指出，2015年每天平均安裝了 50萬塊太陽能電池板，在中

國等國家，每小時就增建兩台新的風力發電機。這沒有懷疑的餘地；這是前所未

有的新聞。 

在國際能源局公布的最新版「中期再生能源市場報告」中，能源局側重於

2015 年達成的成果：再生能源項目第一次超越了全球煤電廠的發電容量。在全

球新增發電項目中，153 億千瓦的再生能源佔 2015 年新增發電量的一半以上，

比上年度增長 15％。風力發電佔新增再生能源項目 66GW，光伏發電量為 49GW。 

剩餘的部分為其他再生能源，例如水力發電和地熱發電。 

該報告還預測，再生能源將在 2021年前創造足夠的電力，達到美國和歐洲

的能源需求─時間僅僅在五年後。儘管 2015 年再生能源能力大幅增加，但需要

更多時間來改善電網基礎設施和能源存儲系統來處理電力產出。Ars Technica指

出，大多數再生能源項目的運作能力略高於 30％，這意味著我們只能利用潛在

能源發電量的三分之一。隨著再生能源項目的價格持續下降，再生能源的電力產

量超越煤礦發電甚至可能早於我們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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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推展永續發展目標：商業行動與千禧世代的觀點 (Eco-Business，

2016/10/26) 

http://www.eco-business.com/research/advancing-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

goals-business-action-and-millennials-perspective/ 

 

Corporate Citizenship的最新研究說明，盡管企業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意

識在過去一年間有所增加，但對於全球目標的具體行動仍緩慢進行中。 

自該目標推出一年後，該研究說明了千禧世代(即今日世代中最多人的一代)

所預期的 trust deficit(信任赤字)問題，以及解決現今社會對於環境與經濟方面最

緊迫需要解決的挑戰之商業行動。 

該研究成果說明： 

 大多數接受調查的企業尚未採取行動以解決永續發展目標。 

 81%的千禧世代表示，他們認為私部門在實現全球目標上可以發揮重要的

作用。 

 政府、監管機關、投資者以及供應商建立夥伴關係，是加快永續發展目標

推展的關鍵。 

在人口統計上作為最大且具潛在影響力一群，千禧世代也希望企業可以率先

解決世界上面臨到最緊迫的挑戰。 

千禧世代期望可以清楚將商業標準的提高並且改變商業進行的方式，而這也

提出一個了真正的挑戰。但 Corporate Citizenship 的調查中也顯示大多數的企業

都尚在永續發展目標的規劃階段。 

為了消除這個信任的缺口，我們需要更多企業將全球目標視為與利害關係人

建立信任關係的商業機會，並且以加速產品和服務的創新以及解決社會所關注的

問題，同時提高未來的彈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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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首個全球永續報導準則設置為業務轉型(GRI，2016/10/19)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information/news-and-press-center/Pages/First-

Global-Sustainability-Reporting-Standards-Set-to-Transform-Business.aspx 

新的 GRI永續報導準則將會加強企業全球透明度。 

GRI 於 2016 年 10 月發布了全球第一個永續報導之全球準則，提供企業對非財

務資訊的共同語言。GRI永續報導準則將使世界各地的企業對於其在經濟、環境

和社會上的衝擊能夠更加透明。該準則也可協助組織對於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SDGs)做出更好的決策。 

GRI 準則為 GRI 報導揭露最新的改革，該準則的透過健全的多重利害關係

人流程發展已超過 15 年。該準則是以全球最為廣泛使用的永續報導揭露 G4 指

南為基礎，並且調整了其內容結構及格式。新的 GRI準則將會取代 G4指南，G4

指南將於 2018年 7月 1日淘汰。 

GRI 臨時執行長 Eric Hespenheide說到：「GRI準則為容易理解的共同語言，

將會使企業報告其非財務資訊更加簡單。」、「GRI準則更加直觀，使全球數以百

萬的企業能以理解。企業若想揭露其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說明與正面或負面

衝擊的關聯，以及企業的永續性發展，使用GRI準則來永續報導是最好的方式。」 

根據發表在麻省理工學院 Sloan管理評論研究，有 75%在投資公司的高階管

理者同意公司的永續績效是其做投資決策的重要考量之一。全球多數的大型公司

發布績效的訊息。若使用新的 GRI 準則，更多的組織包括小型企業也能夠提供

投資者、客戶、員工和其他的利害關係人所需的績效資訊。 

來自企業、勞工、政府、投資者、公民社群、學術界與永續發展實踐者所組

成的一個完全獨立的準則制定機構─全球永續性標準委員會(GSSB)，制定了符合

公眾利益的 GRI準則。此多重利害關係人流程是 GRI致力於將永續性發展考慮

納入每個公司決策過程中的關鍵要素。 

全球永續性標準委員會副主席Michael Nugent說：「GRI準則使企業能夠更

有效的理解與溝通其在環境和社會的衝擊。」、「在公部門和私部門合作下，我們

設計這些準則用來在未來幾十年中引領在任何一個產業的企業的永續性報導。 

GRI準則是一套 36個模組化的準則，方便企業報告其主題，諸如溫室氣體

排放、能源和水的使用，以及勞動實務。基於市場和永續性的需求，新的格式允

許 GRI更新個別主題，而無須修訂整套的 GRI準則。GRI準則以重大性中心，

關注在有關組織和組織重要利害關係人的顯著衝擊之主題，這將支持永續性報導

適用於個別公司。公司可以依循 GRI 準則的核心或全面選項來編製永續性報告

書，或揭露各個主題，來滿足特定的報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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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聯合國表示氣候變遷可能使 1.22億人陷入貧困 (CNBC，2016/10/18) 

http://www.cnbc.com/2016/10/18/climate-change-122-million-more-people-into-

poverty-un.html 

 

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簡稱 FAO)一份新的報告中顯示，由於氣候變遷的因素，生活在

貧困的人數可能增加致 1.22億人。 

在”2016 年糧食與農業狀況”中指出，雖然氣候變遷”只是貧困和糧食之間不

安全的其中一個驅動力”，但這個影響在未來幾年將會是顯而易見的。 

在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中也發現，全球人口生活於貧困當中有可能”到 2030

年年時，氣候變遷的問題將導致 3,500萬人增加到 1.22億人。”該報告補充說明，

由於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口對農業有高度倚賴，故未來也將會受到嚴重的打擊。 

FAO的總裁 José Graziano da Silva在一份聲明稿中說道：「毫無疑問的，氣候

變遷影響著糧食的安全。」，「氣候變遷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讓我們不再能保證，

我們所種植的作物能夠有所收穫。」 

報告中還指出，農業和糧食系統需要改變以適應目前的環境，尤其需要特別

幫助小農面對氣候變遷問題。 

隨著氣溫的變化影響作物的產量以及糧食的價格，FAO也提到，使用耐熱和

高產氮作物 (nitrogen-efficient)的品種以及整合性土壤肥沃度管理(integrated soil 

fertility management)將可以幫助提高生產力以及提高農民的收入。 

聯合國不僅將氣候變遷視為對糧食供應的威脅。2016年 8月，來自澳洲氣候

研究所發佈的報告中說明，氣候變遷可能對於咖啡的品質、價格和生產有巨大的

影響。報告中也說：極端的氣候事件和氣溫上升可能導致到 2050年時咖啡種植

面積減少 50%。 

Global coffee business董事長 Andrea Illy今年向 CNBC的 Davos說道，氣候

變遷對於咖啡生產造成中長期的威脅。咖啡是受氣候變遷研究影響的作物之一，

不論是在一些高溫地區的生產以及某些地區用水安全的威脅-乾旱或過多的雨。

Illy繼續解釋，雖然氣候變遷看起來會影響生產，但消費仍然繼續成長中。我們

也預計到本世紀末，市場對於咖啡的需求至少需要兩倍甚至到三倍的量，但將只

剩不到 50%的土地可以使用，而這個問題需要被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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