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報導架構間的合作：永續報告的未來趨勢 (GRI, 2018/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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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Pages/Collaboration-among-reporting-frameworks-the-future-of-

sustainability-reporting.aspx 

企業在報導揭露時有很多選擇，像是 GRI 準則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SASB)、國際

整合性報告會議(IIRC)、氣候揭露標準委員會(CDSB)、CDP 都提供不同的透明化

方式。現在我們都朝 SDGs 的目標，這是否會改變上述機構互相的關係？分裂是

事實或者只是個迷思？ 

這些是 GRI 的首席執行長─Tim Mohin 需要與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SASB)、國際

整合性報告會議(IIRC)、氣候揭露標準委員會(CDSB)，將在第六屆 2018 紐約企業

責任高峰會上共同解決的問題。 

高峰會將聚集 400 名來自北美領導品牌的專家並讓大家探索品牌蛻變成責任企業

的轉變、討論合作與實驗計畫、企業如何對 SDGs 有所貢獻，還有科技與智慧科

技 AI 在領導永續變革中扮演的角色。Tim Mohin 在《報導架構間的合作》的前導

演講中，會講述 GRI 永續報導準則與其他架構相應的地方，和 SDGs 對報導的未

來衝擊。 

報導分裂現況? A fragmented reporting landscape? 

Mohin領導GRI前也是個報導實行者，他非常了解報導原則分裂所帶來的挫折感。

以他的觀點，GRI 獨特地定位在增加不同架構的協調；2017 年安侯建業的企業責

任報告顯示：G250 有 75%、N100 有 63%使用 GRI 的報導架構。  

Mohin 將「和諧」訂為他的 GRI 四大重要策略計畫之一。其中一例，與 SASB 的

計畫將兩個機構對《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Task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的途徑統一，這會讓企業的氣候變遷報告更好、更具

可比較性、更清楚且更一致。  

Mohin 說：「GRI 永續報導準則和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SASB)互補，但是為了不同

目的所設計。簡言之，GRI 關注企業對世界的衝擊；而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SASB)

關注世界對企業的衝擊。我們相信兩種架構同行，可以給企業和利害關係人一個

更完整的觀點：企業如何創造利害關係人價值，更重要地，同一條件下創造永續

發展。GRI 架構聚焦在一間企業用對廣泛經濟體、環境、社會的衝擊，來定義它

的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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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金融公司 IFC 及永續證券交易所 SSE 推廣新的 ESG 指南 (SSE 

Initiative, 2018/01/24) 

http://www.sseinitiative.org/home-slider/ifc-and-sse-promote-new-work-on-esg-

guidance/ 

國際金融公司(IFC)、永續證券交易所倡議組織(SSE)及倫敦證交所共同主持一場

關於證券交易、政策制定者、投資者及發展夥伴增進他們在 ESG 揭露指南上作業

的圓桌討論。圓桌以 IFC 發表的揭露與透明度工具 Disclosure and Transparency 

Toolkit 為主軸，同時也探究永續報導的法規、政策的國際趨勢，評估是否有加強

ESG 揭露的可能方案以及討論現金投資者的需求。  

Anthony Miller, UNCTAD coordinator of the SSE initiative：「我們誠摯歡迎與永

續證券交易所倡議組織(SSE)證券交易原則在同一主題下兼容的(compatible)IFC

揭露與透明度工具」 

 Ethiopis Tafara, IFC Vice President and General Counsel for Legal and 

Compliance Risk and Sustainability「當永續證券交易所倡議組織(SSE)最初發布

指導原則模型(Model Guidance)協助證券交易所引領證券發行者 ESG 報導，而只

有 14 家證券所提供類似形式的指導原則。現在全球有超過一半的證交所提供指

導原則，或承諾明年進行。」 

「我們的目標是加速新興經濟體的永續資本市場成長。證券交易所是我們在發展

揭露及透明度標準的重要夥伴，提高揭露及透明度能在新興市場中建立投資者的

信心及信任。」  

永續證券交易所及他的夥伴持續透過建立能力、推廣指南及提升意識的活動，讓

世界所有證交所都可以客觀地提供 ESG 揭露指南給他們的票券發行者。 

這次活動反映出 ESG 報導現狀的改變、考慮增加 ESG 揭露的可能方案、新興市

場的永續發展標準及方案。討論包含一個關於證券交易所、法規及企業在這之中

的角色的對談，五間永續證券交易所倡議組織(SSE)的合夥交易所分享永續法律架

構、近期趨勢和評估 ESG 整合進法律架構的實際例子。與會者包含安曼證交所、

哈薩克證交所、達累斯薩拉姆證交所、埃及證交所以及盧森堡證交所的永續金融

業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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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歐盟執委會的專家小組為 SSE 的成果背書 (SSE Initiative, 2018/01/31) 

http://www.sseinitiative.org/home-slider/european-commission-expert-group-

endorses-work-of-the-sse/ 

SSE 倡議組織的成果受歐盟執行委員會永續金融高層專家小組在近期發表的結案

報告中背書。報告中鼓勵證券交易所提供 ESG 指導原則給投資者；根據 SSE 近

期的報告《證券交易所如何發展綠色金融》，顯示出交易所希望增進其永續性。 

永續金融高層專家小組以向歐盟執委會提出在歐盟金融監管體制下更體現永續性

的策略建議，於 2016 年 12 月成立。為了這項目標，報告列出建議，建議交易所

如何增加其對永續、兼容成長。以下為永續金融高層專家小組的建議內容： 

1. 試著精簡上市發行者必須報導的 ESG 及永續性的資訊 

2. 合作將要求資訊和諧一致。進而減少報導負擔，而不是僅僅在現存的揭露

要求上再增加 

3. 為中小企業建立銀行金融替代方案 

該小組建議證券交易所以永續證券交易所倡議組織(SSE)為基礎、肯定其在促進證

券交易所創造永續市場所做的努力。該小組也認為綠色金融商品及綠化主流金融

市場兩者，對提高金融系統的永續性都非常重要；他們也特別強調證券交易所在

這段轉變中的角色非常關鍵，而 SSE 也將會協助制訂該志願性行動方案的指導原

則以供各地證券交易所參考。 

該小組也非常歡迎 SSE 在環境、社會、公司治理(ESG)的 ESG 報導指導原則模型

(model guidance on ESG reporting)，並且最終希望看到一個一致性的全球揭露架構，

將全球企業的報導負擔最小化並進一步促進 ESG 報導。報告中，他們呼籲國際證

券管理機構組織在此也能一同發揮功能。 

歐盟執行委員會依據永續金融高層專家小組的建議，預計在 3 月發表他們的最終

行動方案。報告顯示主流金融轉型成全球永續金融系統的動力在成長，歐盟執行

委員會與永續金融高層專家小組身為其中一環表示歡迎及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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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球超過 100 個城市的主要電力來自再生能源 (CDP, 2018/02/27) 

https://www.cdp.net/en/articles/cities/over-100-global-cities-get-majority-of-

electricity-from-renewables 

 CDP 指出超過 100 個城市報導，超過 70%的電力來自於再生能源。包含

奧克蘭(Auckland)、車諾比(Nairobi)、奧斯陸(Oslo)、西雅圖(Seattle)及溫

哥華(Vancouver)。 

 超過 40 個城市近期實施 100%再生能源。這些包含柏林頓(Burlington)、

貝賽爾(Basel)、雷克雅維克(Reykjavík)。 

 今日由 UK100 發表，英國超過 80 個城鎮與城市承諾 2050 年運行 100%

乾淨能源。 

2018 年 2 月 27 日：根據 CDP 今天發行的數據，越來越多城市報導他們使用再

生能源。全球環境衝擊非營利組織 CDP，掌握超過 570 個城市及列出超過 100

個城市利用水利、地熱、太陽、風力發電高達 70%以上。 

CDP 的這項報告由 UK100 與當地政府們合作宣布的承諾同一天發布，英國承諾

2050 年將有 80 個英國城鎮會 100%使用乾淨能源，包含曼徹斯特，伯明翰，紐

卡斯爾，格拉斯哥和 16 個倫敦自治區。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2017 年有 30 個國家中未補貼的再

生能源是最便宜的電力來源。據推估再生能源到 2020 年會比石化燃料更加符合

成本效益。 

這項最新資料在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召開會議前就發表了，而各地方政府及科學專家將將在 3 月 5 日

於加拿大埃德蒙頓舉行會議，探討城市如何解決氣候變遷的問題。 

CDP 列出 100%再生能源的城市包含： 

 柏靈頓市(美國佛蒙特州)：佛蒙特州中最大的城市 100%來自水力、風

力、太陽能及生質發電。柏靈頓市擁有自己的供電設施及全市電網；

2014 年 9 月地方社區同意市政府採購‘Winooski One’的水力發電設施 

(Hydroelectric Facility)。 

 雷克雅維克(冰島)：所有電力取自水力及生質發電，並且現在正致力於

全市的汽車及大眾運輸系統 2040 年無石油。冰島近乎將電力及家用暖氣

已轉為使用乾淨能源。 

 貝賽爾(瑞士)：由市政府自有的能源供應公司 100%再生能源供電。大部

分為水力發電、10%為風力發電。2017 年 5 月，瑞士公投決定淘汰核

能、贊成再生能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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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綠色債券是一個有希望可以解決氣候調適的策略 (GreenBiz, 2018/02/28)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here-are-promising-strategies-addressing-

climate-adaptation-green-bonds 

 

綠色債券被視為現在環境或社會影響力固定收益市場的主力。綠色債券發行量自

2007 年上市後在歐洲投資銀行及世界銀行的協助下有顯著成長。 

2017 年被標為綠色債券的發行量在未清償債務中總額達 2210 億美元，這些發行

者明確的表達他們的綠色定位且很多受到第三方的”綠色”認證；另外還有 6740 億

被歸為氣候債券倡議組織(Climate Bond Initiative)中的氣候相關類，此類型的債務

總整體市場約 9000 億美元。 

絕大多數綠色債券的金融商品聚焦在減緩氣候變遷─低碳能源設置、為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設置的大眾運輸工具。但氣候變遷等適中比較少被考慮到的要素(但一樣

重要)：適應氣候變遷的需求─提倡參與、計畫、適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力。上述

例子包含為了未來海平面上升而改變沿海的基礎建設、實施綠屋、改鋪透水地磚

為減少城市的熱島效應。 

配合適應的需求上升 

雖然這個世紀的氣候暖化極限是 2OC，但有一些天氣型態和海平面與過去相比也

有一些顯著的變化。 

事實上，由調查中指出美國加州及加勒比海岸所發生的事件，表示這些影響已一

一實現。雖然這些影響力難以量化，但聯合國環境發展署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將適應氣候投資量從2015年每年約560億到760億美金，

至 2030 年每年需增額到 1400 億到 3000 億美金之間。這相當於 15 年內需增長的

總需求在 1 兆 5000 億到 3 兆元之間。 

如何縮短融資差距 

氣候適應融資赤字的原因有很多面向，解決方案也無法輕易解決。但在全球債券

市場中有一些有希望增加投資人多樣化他們的永續投資組合來解決適應氣候變遷

問題的方案： 

 巨災債券(Catastrophe bonds)：保險證券化商品（ILS），提供投資人在面對各

種氣候變遷的實質影響時可以保持財務彈性。雖然現存保險證券化商品的主

要發行人為商業保險公司，但越來越多公家保險公司、非金融公司、公家機

關開始加入交易，這些機構大部分以社會使命為核心。保險證券化商品市場

現在還很小，是環境相關債券市場的 30 分之一，大約 300 億未清償債，但

全球資本市場承擔天氣及災難風險的能力是更多、更強大的。雖然企業及公

家機構需要先了解保險證券化商品能幫他們管理隨時可能發生的天氣/巨災，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here-are-promising-strategies-addressing-climate-adaptation-green-bonds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here-are-promising-strategies-addressing-climate-adaptation-green-bonds


而這個市場承擔能力可以用來彌補龐大的巨災險缺口。 

 環境效益債券(Environmental impact bonds)：社會影響力債券並不完全是債

券，它的組合不那麼單純，但大部分的評估他們代表一個非常小的投資市場

(總發行量小於 10 億美金)。這些債券遵循「按效果付費」模型，也就是說投

資人在特定的社會目標達成時，可以獲得較高利率的報酬。最近，華盛頓特

區水務局發行了全球第一支環境效益債券，這些債券將拿來支持綠色基礎建

設方案(像是改成透水性地磚)。在債券發行幾年間，如果洪水減少一定的量，

則投資人在債券期滿時可以一次領回額外的報酬。 

 彈性債券(Resilience bond)：目前仍只是一個概念，這個方案優雅且具吸引力，

據說已有一些實驗性的計畫進行中。總之，該類型債券可當作地方政府的巨

災債券但對建設基礎設施的發行者提供溢價折扣，這降低了地區在建設時對

債券內容的災害敏感度。使用優惠折扣鼓勵個人保單持有人的長期決策，雖

然應用在巨災債券市場十分有效，但是運用在個人保險行業還需要時間驗證。 

雖然上面介紹的投資類別都還相對小(或尚未存在)，但在建立全球氣候變遷適應

的投資基礎儼然到位。 

當氣候金融及支持是應行動的需求已經增加且明顯時，如何規模化這些機會組合

是必須的。當全球氣溫開始上升時，這些需求也將會增多。 

 

 

  



6. 為什麼房地產業及保險業遊說會對氣候政策會有巨大的影響？ (GreenBiz, 

2018/03/14)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why-real-estate-and-insurance-lobbies-will-have-

huge-influence-climate-policy 

氣候變遷常被和全球暖化畫上等號，這個誤會是因過去為這個現象貼上錯誤的標

籤。當然，「暖化」是其中一部分，但真正危險的是所有氣候各方面的波動都超乎

平常標準且正在增加，其中包含了氣溫、濕度、風、雨、雪、颶風、季節等等。 

這如同注意到股價價格的平均值，但卻忽略波動性；或測量平均血糖值卻忽略了

其中是否有巨幅波動。 

波動往往是最大的風險。 

為什麼科學家不極力強調？科學是一項謹慎的作業，數據必須被高規格地審查。

強大的既得利益者反對科學家及氣候變遷政策時，讓科學家們更加膽怯。 

誰能將氣候爭論從教條主義的魔掌(clutches of dogmatism)及黨派偏見(partisanship)

間解套？答案是那些會受氣候波動產生不利影響、政治實力可以超越否定氣候變

遷的族群：房地產業及保險業。 

短期的天氣波動及長期的氣候波動都加劇了。地面建築，一個重要成分，也就是

房地產業會除了已經受到的災害外，還將受到更多劇烈的影響。因此，未來將會

遇見房地產業及保險業會遊說減緩天氣/氣候波動等相關法案政策。 

 

巨大的賭注 

現存的架構是經由上一個世紀的極端數據計算出的安全標準。當規模千年一次的

洪水、颶風、熱浪發生得越來越頻繁，過去的安全界線很容易被超越。關注焦點

應該改為天氣/氣候動，而不是暖化。大自然的「最後警告」可能是更具毀滅性的。 

100 個東海岸國家的房產投保總值具報告指出約 10 兆美金。紐約及佛羅里達約各

佔了 3 兆美金。美國暴露在天氣/氣候威脅底下投保及未投保的建物潛質遠遠超過

100 兆美金。其他利用房地產的基礎建設例如橋、路、水壩、電線杆及發電站也累

計達幾兆美金。 

儘管年度風險只增加 0.5%，都可能造成超過 5000 億美金或者更多的損失。哈維

颶風讓德州蒙受 1600 億美金的損失，綜合其他波動損失，當年度的損失合計 2000

億或者更多。因此，未來幾年的年度損失預測 5000 億美金可能與現實差距不大。 

這些潛在損失並不是由房地產業或保險業承擔。記者們已經準備了許多警告性的

文章，準備突擊政策制定者。這些文章發表後，爭論點將從「是誰排放溫室氣體」

轉變成「我們能做什麼」。如同流行疾病和地震，我們不能追究是誰的責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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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採取嚴密的措施來減輕傷害性。這樣的理性也應適用於氣候辯論上，因為

這將會關係到幾兆美金的風險。 

這樣的風險觸及所有人，包含所有政治家，而我們都是直接或間接的房地產的所

有人、繳交保費。當房地產業及保險業會積極地將天氣/氣候波動風險化為大家手

中存摺的數字時，而我們也將會凝聚這股力量，讓群眾聲浪變得強大。 

 

 



7. 領先投資人與聯合國為氣候相關金融透明工作小組成立專案小組來促進氣候

透明行動 (UNEPFI, 2018/03/15) 

http://www.unepfi.org/news/industries/investment/leading-investors-partner-with-

un-to-boost-climate-transparency-by-piloting-task-force-for-climate-related-

financial-disclosures-recommendations/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財政倡議與 9 個代表總金額 3 兆美金的投資人共同成立一個領

導的群組(leadership group)以促進投資圈的氣候透明行動。他們將與聯合國環境規

劃署財政倡議合作第一套與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FSB)的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專案

小組(TCFD)建議書相應的投資者的氣候相關揭露。加入該群組的成員有 Addenda 

Capital, Aviva, Caisse de Dépôt et Placement du Québec, Desjardins Group, La 

Française Group, Nordea Investment Management, Norges Bank Investment 

Management, Rockefeller Asset Management 以及 Storebrand Asset Management. 

聯合國 Environment Head Erik Solheim：「這些投資領導們給的資訊非常清楚─氣

候變遷是真實存在，對我們的經濟體是單一最大的威脅。」，「同時，在氣候行

動中有無限的商機。關於投資者如何減少風險、抓住氣候兼容商機，這項透明度

是改變國際市場成為積極支持未來低碳、適應氣候非常重要的路徑。」 

這個團隊的成果讓更多產業可以便於使用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專案小組(TCFD)建

議書。團隊業會跟對氣候議題敏銳的投資人合作，並讓成果及洞見容易被使用，

大型的氣候議題敏銳的投資人網絡如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和

Institutional Investor Group on Climate Change ，他們將新的投資實務計畫建構在氣

候相關財務揭露專案小組(TCFD)的建議書之上。 

專案小組主席既新任的聯合國氣候行動特使 Michael Bloomberg 提到：「投資者擁

有越多氣候風險及機會的資料，他們能做出更聰明的決定，而我們的市場也會變

得更有效率。」 他繼續說明：「這個投資人領導的工作小組將是這個方向重要的

一步，很開心看到這個方想與專案小組的建議書相符。」 

倡議將隨之由 2017 年同樣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金融倡議機構(UNEP FI)促成，

16 名銀行會員組成的前導計畫，計畫將在 2018 年第二季總結並發表他們的成果。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金融倡議機構(UNEP FI)會與簽署永續保險原則(Principles 

for Sustainable Insurance)的會員計畫實施為保險公司設計的建議書。更多關於這項

新計畫的資訊很快就會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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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研究顯示：企業對於氣候風險的認知及解決的行動間有明顯落差 (CDP, 

2018/03/19) 

https://www.cdp.net/en/articles/media/new-research-shows-clear-gap-between-

companies-awareness-of-climate-risks-and-actions-for-tackling-them 

 儘管大多數企業向董事會報告監督氣候相關的問題，僅有一成提供管理氣

候相關的風險及機會的獎勵。對氣候行動負責還沒有直接連結到董事會或

管理團隊的報酬中。 

 法國、英國、德國的企業領先，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四項領域公司治理、策

略、風險管理、指標及目標中高達三項。 

 中國企業在醫療保健及金融產業則在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四項領域中明顯

落後。隨著強制報導的政策實施，中國在 2018 年仍然是揭露市場的關注

重點。 

 新法規將使企業氣候揭露進步和拉開領先者與落後者間的差距。 

 鼓勵遵循氣候相關財務揭露的組織提交一份關於企業在不同情境下的表

現，包含 2oC 或更低溫環境下。 

一份由 CDP 及氣候揭露標準委員會(CDSB)今天發布的報告顯示：企業對於氣候

風險的認知及解決的實際行動之間有明顯落差。這份報告調查 1681 家企業，橫跨

14 個國家、11 種產業向 CDP 揭露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四項領域公司治理、策略、

風險管理、指標及目標，特別強調不論特定產業或國家，都應準備好這幾個主題

的揭露資訊。 

絕大多數的企業都了解氣候變變遷將增加公司的財務，其中 83%的企業將其認列

為實際風險；88%指出政策轉變/新法規是轉型成低碳經濟的主要風險。但要將這

份認知轉為行動，在許多國家及產業仍是不能對接的。因此，超過 80%的企業將

氣候變遷列為監管事項，但僅有 10%的企業提供管理氣候變遷的獎勵。 

CDP 專案執行長 Jane Stevensen:「總之，我們看見全球企業的準備還十分粗淺，

監督層級疏忽了氣候風險及機會。投資者的行動、企業名聲及消費者行為是氣候

風險的主要動力，我們沒有看見的是增加管理可能減輕氣候變遷。2018 年，在我

們瀕臨臨界點時，企業應該挺身採取氣候行動方案；以此為基準，促使董事層級

落實氣候風險於整個組織」。 

氣候揭露標準委員會 Simon 主任說：「這項分析顯示氣候變遷對財務的影響還沒

強烈到成為企業的門檻，這應該整合成整體公司的標準流程。現在正是時候，我

們應該明訂策略，解決企業暴露在氣候風險中，並且把握新的經濟機會。同時明

顯表現出，管理環境議題不僅僅單一是永續部門的責任：它需要企業董監事確保

並確實地將它放入策略的優先事項裡。我們正處於在系統性的置入市場失敗與擁

抱大量創新及成長的機會之間的緊迫點中。 

一個來自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FSB)的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專案小組對組織的重要

https://www.cdp.net/en/articles/media/new-research-shows-clear-gap-between-companies-awareness-of-climate-risks-and-actions-for-tackling-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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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描述企業在不同氣候相關情境下公司策略的彈性，包含 2oC 或者更低的情

形。遵循這項建議，這會成為下一循環的 CDP 組成方式的一環，因此 CDP 的組

成還會著重在其他重要建議上。 

發表《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九個月後，有很多法規、投資者、企業活動對

於跨地域性的資訊揭露發展感到興趣。現在所面臨的挑戰是將公司策略及文化能

夠從董事會到實際營運的內容都一一揭露，並且制定真正的減少排放及再生能源

的目標。 

 

  



9. 當心：企業真的有把氣候風險揭露化為行動嗎？ (GreenBiz, 2018/03/19)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mind-gap-are-corporates-translating-climate-

risk-disclosure-business-action 

距離全球報導原則發布已有 8 個月，他希望協助企業及投資人對氣候變遷及低碳

轉型能有更好的準備。大家普遍認為這些重要的建議即可能有重要的牽引力。畢

竟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專案小組(TCFD)發表指導原則後，有興趣發布最佳實務、更

廣泛的實質和經濟的氣候影響力的公司及投資人有顯著的提升。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專案小組(TCFD)指導原則已獲得大多數企業及投資人支持，歐

盟執委會在本月稍早針對綠色金融進一步主流化發布大量的提案，包含提議試著

將氣候揭露標準化。在此同時，英國正思考是否將氣候風險揭露和氣候相關財務

揭露專案小組(TCFD)指導原則變成強制要求。然而，企業對氣候風險的意識與行

動之間仍存在巨大的鴻溝。CDP 和氣候揭露標準委員會(CDSB) 將發表一篇報告

顯示「企業對氣候風險的意識」與「必須採取行動認真面對、處理」兩者間明顯

地無法對接。 

CDP 揭露氣候相關資訊的 1700 家公司、橫跨 14 個國家與 11 種產業，報告針對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專案小組(TCFD)的四大主題─ 公司治理、策略、風險管理、指

標與目標，並強調公司是否有在建議揭露水平內做足準備。 

調查發現絕大部分的公司都了解氣候變遷讓企業蒙受財務風險，83%將其認為是

實質風險；88% 指出風險來自於低碳轉型的政策變化及新法規上路。 

同時，氣候行動的責任很少直接連結到董事會或管理階層的薪資、分紅、報酬或

考績。此外雖然有超過 8 成的海外公司將氣候變遷議題於董監事層級，但僅有 1

成有提供董監事有效管理氣候相關風險及機會的激勵措施。 

CDP 參與工作小組主任 Jane Stevensen,表示：「研究證明：當我們要把氣候風

險意識轉為解決這些風險的行動時，在許多國家及產業，兩者之間仍有很大的

落差。」，「我們看見全球企業的準備還十分粗淺，監督層級疏忽了氣候風險及

機會。投資者的行動、企業名聲及消費者行為是氣候風險的主要動力，我們沒有

看見的是增加管理可能減輕氣候變遷。2018 年，在我們瀕臨臨界點時，企業應該

挺身採取氣候行動方案；以此為基準，促使董事層級落實氣候風險於整個組織」 

表現最好的為歐洲地區的國家，尤其英國、法國、德國的公司；相較之下，中國

的企業以及醫療、金融產業在加強揭露的內容發現是不足的。  

在英國有最高比例，96%的公司董監事監督氣候變遷；也是最高比例，97%的公司

揭露他們的範疇一、二氣體排放量。 

德國則是公司提供董監事管理氣候變遷相關議題的獎勵─雖然相對低，僅有 29%，

法國以 25%緊跟在後，數據另一端顯示，美國以 66%成為企業董監事監管氣候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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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最低的國家；中國在揭露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二、三，是比例最低的。加

拿大則在激勵董監事管理氣候變遷議題上排名最低，僅有 2%。 

這份研究顯示全球企業距離把長期氣候思維內嵌在企業及其價值鏈中還很遠。關

鍵的鼓勵進步者是投資人，他們很多已經表現出對氣候風險興趣日增、把資產投

入其中以加壓，而政策制定者也用法規向企業加壓。 

氣候揭露標準委員會執行長 Simon Messenger 說：「這項分析顯示氣候變遷對財

務的影響尚未成為企業的門檻。」  

不過，他強調當企業準備在未來幾周、幾個月發布年度期末報告時，氣候相關財

務揭露專案小組(TCFD)正著手將永續性及氣候意識透過指導原則融入公司策略

中，而來自投資人的壓力增加，公司是時候增加風險揭露並抓住新的經濟機會。 

他根據工程科技公司 Schneider Electric 今年稍早的調查發表評論，這個調查發現

很多大公司 把他們的氣候行動限制在傳統的方法，例如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但

止步於發展破壞性創新的清淨能源，例如除能電池、微電網。 

企業在再生能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跟制定碳價上反應很快，Messenger 說：「下

一步需要整個公司、策略性的方法，需要董監事層級的參與。董監事在連結氣候

變遷及企業彈性上還有進步的空間。獎勵對增加人們的動力十分重要，但報告表

示很多企業還沒準備好。」 

希望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專案小組(TCFD)指導原則和對企業如何適當評估在不同

減碳情境下的處理提案，能引發更多企業改變他們的做法。Messenger：「當企業

開始揭露符合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專案小組(TCFD)，我們希望可以看到更多核心領

域的總體措施，例如公司治理、策略，可能未必是現在的主要焦點。」 

簡言之，這些挑戰對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專案小組(TCFD)來說不是沒有意義的，從

揭露風險到把對風險的回應，從上到下內化到公司文化中，最後設定真實的減少

排放量及能源目標，修改現在的時間表以增加未來成功的機會。 

TCFD 非常明確表示，這並非多此一舉；這是屬於加強揭露，而不是額外增加揭

露。」，而 Messenger 也補充：「投資人是促成這個對話的關鍵角色，而我們已經

快要沒有時間了」。  



10. 當全球煤炭用減少時，亞洲正要建立新廠 (Eco-Business, 2018/03/26) 

http://www.eco-business.com/news/coal-is-in-decline-globally-but-asia-is-driving-

new-plant-development/ 

全球煤炭量可能在下降，但前 20 個增加煤炭使用量的國家中有 13 個來自亞洲，

前幾名為中國、印度、越南、印尼、孟加拉。 

當過去兩年全球燃煤場建置數下降的時候，亞洲卻是在建立新的煤電廠。根據綠

色和平 Sierra Club、與 CoalSwarm 週四發布的調查指出 2016 年到 2017 年，新建

的煤電廠數下降 41%、而在全球煤電廠的建設量減少了 73%。 

 調查結果顯示，亞洲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產地區，煤電發展大多來自於煤碳開

採量前 20 的國家，而在此之中有 85%為亞洲國家。 

燃煤是造成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單一因素，同時也是氣候變遷的主因。 

儘管中國官方對新建煤電廠的限制越來越嚴格，中國使用燃煤所發電的量領先世

界。2016 年到 2017 年間，中國煤電量快速擴增到燃煤能力達 692 千瓦，超越世

界其他地區總發電量的 2 倍。 

報告中說明，亞洲超級大國現有煤電廠的供應量已經遠超過國內電力需求，這些

多出來的電代表數十億美金的資源可能被浪費。在此同時，印度雖然煤炭的融資

在國內私募資本大幅縮減且 2017 年的煤電廠建案被凍結，2006 年到 2017 年之間

還是增加了 152 千瓦的燃煤電力，僅次於中國。 

越南也被視為是重要熱點，當地有很多建案提案在積極進行中，大部分由中國、

日本跟韓國出資。但提案者還是十分樂觀，他們覺得煤電廠重新上線只反映 5 年

以前，當這些國家的燃煤發電量暴增的情形。 

「新廠宣布或搬遷的數量，都反映出現階段的狀態，而新廠的建置數量也急遽下

降中。而還有一些新廠的建置計畫主要是由國營公司來進行，因為他們較不在乎

在經濟上的理由(economic rationale)」綠色和平組織的乾淨空氣專案者 Lauri 

Myllyvirta 說。他認為中國及印度是煤電趨勢下降的主因。「如果我們注意煤碳的

銷售量，主要受到清淨能源快速成長影響，清淨能源改變經濟結構和能源效率使

得電力需求成長減緩。中國、美國及英國是 2013 年到 2017 年全球煤炭消費量下

降的主要推力，儘管如此，但去年還是有所成長」綠色和平參與者補充。 

他說他預計中國和印度將停止投資新的煤電廠，並且加快讓那些最老舊又高度污

染的電廠淘汰。中國和印度也正在成再生能源建設的領導者，Myllyvirta 補充道，

為了過內空氣品質和全球氣候兩者著想，持續、加速煤碳移轉至關重要。 

仍不足以達到巴黎的目標 

儘管新煤電廠有下降，報告仍警告現在的煤電廠排放的氣體已超過 2015 年《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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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協定》中煤碳的碳預算，協定目標把全球氣候升溫控制在低於工業革命時期

的 2 度 C。CoalSwarm 執行長 Ted Nace 說：「從氣候及健康的角度，煤電總量下

降是一件鼓舞的事，但整體速度還是不夠快。」根據報告的結果，進程需要加速，

包含取消正在建置的煤電廠計畫和盡速淘汰歐洲、美國的老舊電廠。 

一個目標在 2050 年把總排放量達到零中和的組織─ Mission 2020 的執行長

Andrew Higham 指出如果想要達成巴黎協定的標準，在 2020 年前有 6 個里程碑

需要實現，包含再生能源必須超越石化燃料成為電力的新來源。 

在一個由全球氣候記者組成的線上論壇上 Higham 說：「2020 年後除了新燃煤廠

的建案都不應該通過外，所有現存的電廠都應該準備退場。而再生能源必須要增

資到 7000 億美金、佔全球供電量至少 30%，確保市場的設計能夠促進可再生能

源的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