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聯合國環境部負責人 ERIK SOLHEIM 認為：是時候該退出不永續的退休基

金了 (UNEPFI，2018/06/27) 

http://www.unepfi.org/news/industries/investment/time-to-retire-unsustainable-pensio

ns/ 

就其本質而言，退休基金必須是永續的。畢竟，他們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應該

提供一定程度的長期確定性。 

世界上許多工作人口都依賴於這個基本前提，因為他們尋求為以後的生活建立一

筆儲備金。他們不再將現金存放在床墊下，而是將信心投入到投資基金中，使他

們希望這些投資成為健康的賭注。 

當然，假設退休基金正投資於永續發展的企業，或那些為地球健康做出貢獻的企

業 - 這種企業在退休後仍將處於良好狀態。情況並非總是如此，但改變即將到

來。 

如此龐大資金的盡責管理，退休基金必須滿足現有退休人員的需求，同時確保未

來退休人員既有足夠的資金，又有可行的退休環境。 

很多注意力都聚焦在本聲明的前半部分，尤其是擔心退休基金可能無法履行其負

債，並且由於利率變化，預期壽命延長以及最近的財務狀況而無法支付當前退休

人員的退休基金危機。 

然而，退休基金有「信託義務」的責任，代表受益人並為其受益人的利益作出謹

慎，無偏見的決定。作為一個謹慎的投資者，需考慮可能影響公司績效的所有長

期投資價值驅動因素 - 包括環境和社會風險以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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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資人：永續領導人應表現的樣貌 (GreenBiz，2018/07/05)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investors-heres-what-sustainability-leader-looks-an

d-acts 

企業如何利用其市場力量改善我們的環境與健康？企業受激勵推動永續發展有

諸多原因，包括成本節約、風險管理及聲譽提升。此外，公司最想留下深刻印象

的利害關係人為顧客和投資人，因為這群利害關係人最在意企業的永續表現。 

事實上，根據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2017 年的調查，75%的投資人表示有

興趣參與永續投資、71%的投資人相信企業具備永續作為通常為較好的長期投資

標的。有鑑於此，越來越多企業開始報告他們的永續表現。 

近期透過年度股東大會及正式商業會議兩種形式與合作公司和股東舉辦利害關

係人活動的沃爾瑪(Walmart)即是一個很好的企業案例。筆者作為永續專家很樂見

Walmart 在兩場活動中皆強調永續發展為公司前進的關鍵策略。 

在正式商業會議中，Walmart 的執行長(CEO)Doug McMillon 談到關於 Walmart

成為最受信任零售商的目標：「獲得信任也代表著為企業與社會創造共享價值。」

他也提到 Walmart 實現目標的一項計畫 Gigaton，一項與供應商在 2030 年前將供

應鏈中的碳排放量減少 10 億公噸之計畫。 

Walmart 的董事會主席 Greg Penner 也在股東大會之開幕致詞上向合作公司和股

東強調永續發展的重要性：「我們看見公司嘗試了很多大膽之舉是前所未見的，

其中最重要且有意義的例子即是我們的工作解決了世界上巨大的社會和環境挑

戰。」 

在離開Walmart之股東大會，筆者決定重新閱覽其羅斯個人退休帳戶(Roth IRA)。

筆者自視懶惰的投資人，但當他最初開始投資時，很認真地進行投資決策，並試

圖找到最負責任的投資標的。在研究所時，筆者甚至參與一門教導有關投資對社

會和環境負責任公司之力量和重要性的課程。 

然而，筆者發現令人失望的結果，其所投資的永續企業並非真正自己所期待之永

續發展的領導企業。反之，其所投資的永續企業只是排除非菸酒、槍枝等具有”

惡習”之企業。 

這對身為顧客、股東及員工的我上了一門重要的課：如果我們想持續看到企業邁

向永續發展，那麼我們則需要投資人去接觸並瞭解真正具有永續表現的領導公司。

但何謂真正具有永續表現的領導公司？ 

透過投資 Walmart 之類具永續發展的領導公司協助其推動環境創新、領導和供應

鏈上下游的倡導，筆者已歸類出以下幾項零售業中真正具永續發展的領導公司應

涵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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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科學為基礎、公開的永續發展目標及進度報告。這包含使用如 CDP 等可

協助企業、城市、地區衡量與評估其環境衝擊之全球性揭露系統工具。 

2. 更安全的化學製品政策。 

3. 以科學為基礎的溫室氣體排放目標，包括嚴格供應鏈管理以解決範疇三之

排放問題。 

4. 推動停止森林砍伐的管轄規章。 

5. 解決農場對水、土壤、棲息地和氣候的衝擊。 

隨著越來越多投資人繼續扶持永續發展的領導公司，筆者希望看到更多自己投資

組合名單中的企業能加入這些領導者的行列。此外，EDF+商業永續金融團隊

(EDF+Business Sustainable Finance)的同事們也為此感到鼓舞，他們協助金融產業

及投資人尋找並擴大創新融資的解決方案，以促進經濟和環境的繁榮。  



3. IOSCO 針對永續發展發表積極談話 (SSE，2018/07/09) 

http://www.sseinitiative.org/home-slider/iosco-having-active-dialogue-on-sustainabilit

y/  

「國際證監會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簡稱

IOSCO)聚集監管機關、證交所、投資人、券商、金融機構、民間團體和國際組

織，討論證券監管機關在鼓勵永續投資方面的作用。聯合國永續證交所組織(UN 

SSE)是唯一聯合國出席談話之代表，並介紹他們在資本市場監管和永續發展目標

的工作流程。 

該會議由 IOSCO 成長與新興市場委員會所召開，旨在說明委員會審查永續金融

的工作，以作為其全面分析證券市場在融資和永續性的問題。該委員會希望與會

者能夠深入了解資本市場開發永續金融所需的適當生態系統之必要性。 

由 IOSCO董事會成員和瑞典金融監管局局長Erik Thedéen擔任主席，以及 IOSCO

副秘書長 Tajinder Singh，還有另外三場會議的發言人包括 Mary Schapiro（SASB

副主席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前任專員）、Kaushik Chatterjee（Tata Steel 執行董

事兼首席財務官）、Michael Wilkins（S&P 全球評級董事總經理）和 Euan Sterling

（Aberdeen 標準投資全球管理和 ESG 投資主管）。 

Mary Schapiro 表示：「證券監管機構有責任確保所有風險經適當評估，包括氣候

風險，且我們應該盡速建立資訊揭露的框架。」Tajinder Singh 接著補充：「總部

位於馬德里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建立一個永續發展委員會。」 

彭博(Bloomberg)在其位於倫敦的新歐洲總部舉辦座談，並評選出世界上最具永

續性的辦公建築設計。彭博的永續商業和金融全球主管 Curtis Ravenel 呼籲所有

參與者繼續支持彭博和氣候相關金融揭露專案小組(TCFD)。TCFD 制定與氣候相

關的自願性財務揭露架構，以確保這些揭露資訊具有一致性、可比較性、可靠性、

清晰性及有效性，並為借款人、保險公司和投資人提供有利決策的資訊。 

SSE 與資本市場的監管機構溝通目的在於促進各國分享經驗改善企業環境、社會

和治理(ESG)資訊的可用性與品質，以及相關永續金融機制（包括綠色債券和ESG

主題股票指數）。SSE 在該領域的工作包括參與相關的 IOSC 討論並與來自 31 個

國家的 74 名成員的諮詢小組接觸。該諮詢小組目前正在審查一份報告草案，目

的在於分享資本市場中執政當局支持永續發展目標的經驗。最終報告將於 2018

年 10 月 23 日在日內瓦舉行的 SSE 全球談話上公布，作為 UNCTAD 世界投資論

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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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100 為所有人帶來永續能源之路 (The Climate Group，2018/07/16) 

https://www.theclimategroup.org/news/re100-leading-way-sustainable-energy-all 

The Climate Group 與 CDP 聯合倡議的 RE100，被認為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

七大領導者之一，該目標最主要是為每個人提供負擔的起、可靠及永續的能源。 

RE100 目前已邁入第四年，在刺激商業行為及長期推動能源模式的改變因而獲得

認同。該倡議現在聯合了 139 家具影響力的企業，這些企業皆致力於採購 100%

的再生電力，從而家數整個再生能源市場的轉移。The Climate Group 北美地區執

行董事 Amy Davidsen 在活動中提到：「確保潔淨且永續的能源未來是我們 RE100

的核心任務。」，「The Climate Group 集結了致力於氣候行動最高水準之企業，透

過自身的購買力，以促進清潔經濟的成長。」，她也補充，「為了在這關鍵的一年

能夠有更大的影響力，我們需要更多公司來面對這樣的挑戰，並且有更多的政府

及城市都可以加入他們，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加快清潔能源的轉型，以避免未

來氣候變化所帶來的衝擊，並為所有人帶來更多的繁榮。」 

CDP 北美地區總裁 Lance Pierce 也在 Seven for Seven 活動上發表演說提到：「在

CDP，我們的願景是為人類和地球帶來繁榮的經濟，而世界各地的企業對於再生

能源有大規模的轉變，會是實現這個目標的關鍵。」，另外他補充說到：「公司不

僅要將再生能源使用列為目標，而且要去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在 RE100 的案例

中皆沒有理由不以 100%的目標為目標，並且能夠透過公司自身影響其他公司，

來展現該公司引領其他企業的領導力。 

迫切需要的有領導力 

在 2018 聯合國高階政治論壇的部長級會議期間，舉行 Seven for Seven 的永續發

展活動。這是一個審查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進展的平台，而這也是聯合國在對

人類和地球繁榮至關重要的一場會議。聯合國秘書永續能源執行長兼任特別代表

Rachel Kyte 說：「我們今晚聽到的領導力故事讓我希望我們能夠在 SDG7 中有更

快的進展。」，到 2030 年，我們無法實現全球目標。他們的緊迫性需要有強力的

領導力。這些案例也說明了領導階層都有這樣的共識，以加快再生能源發展的腳

步，加快提高能源效率，並透過階段方式將再生能源的使用日益擴大。」 

轉移至全球市場 

RE100 的成員工同收入超過 2.75 兆美金，對於再生能源的需求超過 170TWh，相

當於一個中等規模國家的能源消耗。透過投資再生能源技術，他們正在增加對清

潔能源的需求並推動清潔經濟的創新。 

The Climate Group 還與 RE100 的成員合作，利用集體的需求來影響政策。RE100

的成員們，透過給歐盟議會的公開信中提到，期望在新的歐盟臨時協議中，能在

2030 年針對整個歐盟設立再生能源使用量佔總體能源使用量 32%以上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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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業報導中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如何影響投資人？ (GRI，2018/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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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le-Development-Goals-in-Corporate-Reporting-What-Matters-to-Investors.aspx 

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RI)、責任投資原則(PRI)及聯合國全球盟約(The UN 

Global Compact)發布十項建議提供企業撰寫永續性報告書時能符合投資人需

求。 

GRI、PRI 及 The UN Global Compact 在永續發展目標商業論壇上發布可激發更

多投資人協助推廣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十項建議。這些建議著重於公司報告書

中 SDGs 目標如何有效傳達投資人所需要的資訊，以協助推動實現 SDGs 目標所

需的永續資金。這三個機構分別代表永續報導、責任投資及企業責任領域中的世

界領先組織。 

 2015 年聯合國 193 個會員國通過 17 項 SDGs 目標，對世界上最緊迫的永續性挑

戰提供了一個共享的框架。實現 SDGs 目標不僅需要政府和企業的承諾，還需要

投資人的承諾。據估計到 2030 年，實現 SDGs 目標將投入 90 兆美元。發動這筆

資金將需要企業報告其推動全球目標的行動，以幫助投資人做出明智的決策，引

導資源用於具有正向真實影響力的投資。 

PRI 的執行長(CEO) Fiona Reynolds 表示：「SDGs 為全球公認表達世界上最緊迫

環境、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方式。因此，SDGs 可做為投資人考慮其部分信託責任

重要因素的決定性清單。」 

投資與 SDGs 目標一致的機會也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商業案例，且已建立了富含意

義的永續揭露利益。今天發布的「焦點：解決企業報導 SDGs 目標的投資人需求」

之出版物，針對企業如何有效確保其 SDGs 相關揭露訊息對投資人有用提供指

南。 

GRI 的行政長官 Tim Mohin 表示：「投資人想看到的是能展現公司與 SDGs 目標

一致的企業目標與進度之平衡報導。公司應考慮對人和社會的風險因素與衝擊，

並採聚焦的方式，盡力提供簡明、一致、最新與可比較的數據。」 

2017 年，GRI 與 The UN Global Compact 共同舉辦一項聯合倡議，以協助企業衡

量與管理其對 SDGs 目標的衝擊。這份以投資人角度出發的 SDGs 報告正是這項

努力的最新成果。The UN Global Compact 的執行長(CEO)兼執行董事 Lise Kingo

表示：「欲落實 SDGs 目標，企業需要強勁的領導力去推動，這是一項為在 2030

年改變我們世界的宏大議程。我們希望這份報告能夠支持企業努力吸引投資人，

以協助推動實現 SDGs 目標所需的永續資金。」 

這份新報告補充說明早期所發行名為「目標和指標分析(2017)」的出版物。今後，

這份報告將成為企業整合 SDGs 資訊至年度報告流程中的實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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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轉型更永續且彈性的社會：企業所扮演的角色 (GRI，2018/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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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LPF-2018.aspx 

政府發布的國家自願檢查報告(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s)中，有幾項私人機構在

達成 SDG 目標時，可以著力的地方。 

無庸置疑，企業會是達成 SDGs 目標的關鍵。2013 年以來，來自各國家、企業、

非營利組織的代表齊聚在紐約，參與永續發展─永續發展高階政治論壇(HLPF)。

2018 年 7 月 9 日的會議中，有 46 個國家分享他們的國家自願檢查報告。這項國

家發起的分析報告不僅是對現階段進展的評估，也反映出實施 2030 Agenda 過程

的經驗、教訓、成功與失敗。 

私人機構與實施 SDG  

如果我們要真的達到 SDGs 的目標，需要所有的機構都動起來。GRI 邀請報告的

國家中有 40%的國家提及私人機構對於 SDGs 策略的貢獻；幾乎所有國家都讓私

人機構參與報告分析的過程，並向企業代表諮詢國家報告的準備。這凸顯了政府

邀請所有利害關係人(包含企業)一起評估 SDG 的進展已成為常態。 

厄瓜多爾、希臘、黎巴嫩、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烏拉圭這五個國家，特別挪出報

告中的一個章節，描寫私人機構及其如何幫助 SDGs 向前推行。其他國家則舉出

永續企業行為及實務。中小企業在 SDGs 發展所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吃重，有

40%的國家採取措施授權讓中小企業有更多發展的可能。 

哥倫比亞則著手分析企業數據，了解私人機構為國家發展 SDGs 所帶來的總體影

響及貢獻。這項分析由 UNDP Colombia and GRI 共同蒐集，SDGs 相關的企業數

據則從企業遵循 GRI 準則發布的報告中擷取，並收錄在國家報告中。 

結語 

雖然各個國家報告所著重的部分不同， 13 個國家如 SDGs 目標 12.6，提供其永

續性和報告分析。這項目標旨在鼓勵國家，由其實大型和跨國公司，納入永續措

施並將永續性整合至他們的報告循環中。 

如同 HLPF 最後的結論，我們確實需要思考如何持續將企業涵蓋在我們的行動中，

無論是大或小公司、設置何處，才能加速我們轉型成更永續、且更彈性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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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使可再生能源進入國際市場,焦點必然在買家身上 (GreenBiz，2018/09/13)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renewable-energy-access-expand-international-m

arkets-focus-must-be-buyers 

編者註：本文由構成再生能源購買者聯盟（REBA）的一個非政府組織提供，該

聯盟致力於增加大型買家對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並幫助公用事業和其他人滿足這

一要求。 REBA 的下一年度會議將於 10 月 14 日至 16 日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奧克

蘭舉行 VERGE 18。 

企業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用戶。隨之而來的是巨大的機會 – 及責任。 

用於電力生產和工業用途的能源是世界上近一半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原因。 

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電力供商業和工業用戶使用。這意味著改變公司的行為對清

潔能源轉型和減少全球氣候變化所需規模的排放至關重要。 

企業認知到投資清淨能源的經濟機會，但進入市場的障礙，特別是對於缺乏內部

執行交易能力的中小型企業來說，相對則是寬廣的。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中央論

壇，讓企業聯合起來表達他們的集體需求，而不是以分散，不協調的方式尋求解

決方案。 

再生能源購買者聯盟（REBA）正是這樣做的：它匯集了 270 多家公司，其中包

括 180 家企業和非住宅能源購買者，以展示企業對再生能源（RE）有前所未有

的快速增長。 

2018 年已經達到有史以來最大的企業能源採購量，比 2015 年前一個高點高出 14

％。 2018 年 8 月，美國公佈數量已達到 3.57 GW，而且還有將近五個月的時間，

目前仍有幾筆交易在進行中。 

所有市場都不同 - 每個市場都有自己的規則，規範和經營方式。 

隨著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加入企業清淨能源的運動，以及國際市場開始成熟，將

有機會利用這種集體行動模式加速全球新興市場的能源轉型。 

REBA 與非政府組織推動聯盟的經驗為世界提供了成功的途徑和重要的經驗： 

1.企業能源買家必須是討論的核心。 對於推動市場增長的需求，買家自己可以

更有效地表達他們的再生能源需求，同時確定具體的挑戰，定義解決方案，

並與供應商，市場中介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社區一起合作。 提升買家作為集體

的聲音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政策制定者會在一群公司發言時傾聽。 

2.將企業聚集在一起需要有一個強大的重心。 將各種措施、工具、資源和非政

府組織主導的活動整合到一個協調的開放平台上，使得支持更容易獲得，買

家也更有效率。它還增加了買家和其他市場參與者之間的對等學習的寶貴機

會。而越來越強大和連貫的平台發展也讓買家的聲音越來越強大和鞏固。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renewable-energy-access-expand-international-markets-focus-must-be-buyers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renewable-energy-access-expand-international-markets-focus-must-be-buyers


3.強力的當地所有權和局部變革理論是至關重要的。真正的轉型努力需要當地參

與者強而有力的領導。所有市場都不盡相同 - 每個市場都有自己的規則、規

範和經營方式。 考慮到這一點，我們需要開發一種適用於每個市場的獨特方

法。 這既有助於公司更有效地獲取再生能源的具體資源、工具和其他支持，

也涉及利用企業能源用戶的集體聲音促進每個特定國家的能源轉型計劃。 

4.必須有一個國際網絡，將各國市場的努力聯接起來。強大的國際網絡將使公司

能夠輕鬆獲取知識、工具和支持活動，將他們直接連接到他們有能源需求或

供應鏈運營市場中的本地平台。它還能為支持企業採購的非政府組織、國際

組織和商業協會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提供國際中心發揮重要作用。 

當企業能源購買者聚集在一起時，他們會發展出一個聲音，當這個聲音經由一個

連貫的過程與平台而擴大時，他們將會成為變革的強大動力。這已經是在美國取

得成功的成熟模式。如果該架構導入更多國際市場，我們將看到全球再生能源採

購增加，使世界走上實現歷史性“巴黎協定”目標的軌道。 

 

  



8. 地方根據科學根據設立更大膽目標的比例增加  (GreenBiz，2018/09/20)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subnational-adoption-bolder-science-based-targe

ts-surging 

全球有越來越多企業承諾要符合氣候專家的建議，減少他們的溫室氣體排放。

SBTI (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上週宣布，有 130 家企業在今年加入這項減

排目標，成長率與去年相比增加 39%。現在總計共有來自 38 個國家、480 家企

業，占總市值 10 億美金，今年激增的家數支持提高減排的士氣。 

在巴黎協議後啟動，SBTI 鼓勵企業根據科學家計算避免全球暖化的危險邊界為

目標，制定減少公司排放量的基準。這個架構協助企業分別在評估及採納氣候變

遷科學提供的標準。全球 500 大企業中有 17%以簽署加入印度 Dalmia Cement

的減排計畫，Dalmia Cement 是全球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者之一。 

其他今年加入的全球企業有法國米其林輪胎(Michelin)、美國亨氏食品生產(Kraft 

Heinz Company)、 global brewer AB InBev、日本山葉機車 (Yamaha Motor 

Company)。 

來自 GCAS 在加州的最新報導，各州，城市和企業的高階代表推出了大量新措

施，以促進乾淨能源的使用和溫室氣體排放的減量。聲明中宣布新的承諾加入啟

動低碳投資、使用零排放車輛、增進能源效率及轉換至 100%可再生能源。 

GCAS 聯合主席和 Mahindra 集團首席執行官 Anand Mahindra 表示，此次會議是

「全球氣候行動的關鍵一年」：「制定有科學根據的目標是我們能有效率地解決我

們現在面臨的挑戰。全球有數百家企業證明在具有實質收益時能同時守住品牌聲

譽和底線(bottom line)。我在此催促其他企業們趕緊加入倡議的行列。現在是該

付諸科學性的行動的時候了！」 

SBTI，一項結合英國揭露系統 CDP、UNGC、WRI 及 WWF 的倡議。表示美國

企業強力支持倡議，儘管川普宣布美國將退出巴黎協定。比起其他國家，現今有

為樹更多的美國企業在此架構簽署減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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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科技與金融的創新將有助於資助永續發展目標(SDGs) (世界經濟論壇，

2018/09/25) 

https://www.weforum.org/press/2018/09/innovations-in-technology-and-finance-will-

help-fund-the-sdgs 

在紐約舉辦的 2018 世界經濟論壇談永續發展高峰會上，各國政府與金融的領導

人一致認同，新科技與金融機制能有助於解決資金缺口並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開發中國家或許需要等同其 GDP 的 14%作為財政空間來達成 SDGs。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IMF)常務董事克莉絲蒂娜·拉加德提到「對於這些國家而言,這是一筆龐

大的數字，但並非全球的 GDP」 

為解決資金缺口，Rise Fund 聯合創辦人兼執行長及 TPG Growth 創辦人兼執行合

夥人的 Bill McGlashan 敦促利用技術和私營企業家的努力來創造吸引私人資本

的透明度和具衡量性。McGlashan 提到「資本主義的創新引擎可以完全改變，當

它產生一個道德鏡片來承擔」  

Bharti Enterprises 董事長兼高峰會聯席主席 Sunil Bharti Mittal 表示：「科技是關

鍵。 它可以緩解缺乏資金的問題。」他指出，移動通訊如何填補教育和醫療保

健方面的許多空白，使得進入體育學校和診所的機會可能有限。「當我們把手機

放在最窮的人手中並連接它們時，我們開始看到科技和創新的魔法」他補充道。 

迦納共和國規劃部長 George Yaw Gyan-Baffour 提到「開發中國家必須進一步改

善治理、稅收和透明度。」他引用了迦納為擴大稅基，改革採購流程，增加腐敗

起訴和利用科技減少腐敗風險的人為干預所做的努力。 Gyan-Baffour 還指出需

要為投資者提供長期穩定性。他表示「必須有一個過程，以確保在議會，過道的

雙方都支持一個項目，以減少政府更改的風險。」 

開發融資中許多成功的創新之一是匯集金融生態系統的不同成員 - 例如開發銀

行，商業銀行，私募股權公司和家族辦公室 - 對風險，回報和時間表的不同期

望，來支持單一個開發項目。 

歐洲美林銀行董事會主席兼美國銀行副主席 Anne Finucane 表示「當我們與他人

合作時，我們降低了風險。」 Finucane 還指出了科技對此類合作的重要性。她

提到「技術的透明度，直接面向客戶的能力以及記錄在案的能力都將造成很大的

差異」。 

世界經濟論壇於 9 月 24 日至 25 日在紐約舉辦了第二次永續發展影響峰會，以推

動“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和“巴黎氣候變遷協議”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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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企業在紐約高峰會上承諾將採取氣候變遷行動 (Eco-Business，2018/09/27) 

https://www.eco-business.com/news/businesses-pledge-climate-change-action-at-new

-york-summit/ 

氣候變遷造成頻繁且嚴重的水災、乾旱、暴雨及熱浪，全球的平均氣溫也創下史

上新高。而企業將有所作為面對這新的挑戰。 

法國總統著急的氣候金融高峰會中承諾將用新的綠色企業基金和協助企業測量

排放量的工具，幫助政府遏止氣候變遷。Emmanuel Macron 在紐約舉辦的第二屆

年度「One Planet」高峰會時，呼籲政府和企業領導人應增加投資減緩氣候變化。 

「我們已經將全球 1/3 的資金轉向氣候變遷金融與新的氣候行動方案。因此，政

府、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展銀行(development banks)、企業領袖及投資人們，

這是我們的職責！世界正等著我們、期盼我們加速進行！」 

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 BlackRock 認為這會幫助建立氣候基金，投資於綠色產

業如再生能源、拉丁美洲、亞洲及非洲之間的低碳運輸。我們已經將全球 1/3 的

資金導向投資氣候變遷及新的氣候行動方案。 

法國、德國政府及大型慈善組織，包含 Hewlett Foundation，已經起草氣候金融

夥伴的初期基金，籌辦者說明年將會全部就緒。 

世界領袖為了 UNGA 在紐約齊聚一堂，吸引全球公司領導者及二十多位國家元

首和政府長官。世界銀行(World Bank)宣布將提供一個平台，共釋出一億元美金

發展蓄電科技。 

蓄電科技在再生能源發展後日益重要，因為電力生產的動力，如風、陽光可能與

大眾使用電力尖峰時間交錯。科技巨擘 Google 也宣布他們將透過大家常使用的

地圖服務，蒐集數據並推出可以計算道路溫室氣體排放量及城市的陽光含量。 

紐約市長 Michael Bloomberg，現為 UN 秘書處的城市與氣候變化特使說道：「如

果你無法測量，就沒有辦法管理。」 

全球城市佔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70％以上。氣候變遷造成頻繁且嚴重的水災、乾

旱、暴雨及熱浪，全球的平均氣溫也創下史上新高，冰山融化及海平面上升。第

二屆「One Planet 高峰會」在巴黎協定簽訂的三年後舉行，在巴黎協會上，將近

200 個政府代表同意要在這個世紀終結石化燃料年代，並將全球暖化控制在工業

化前的 2 度 C 以內。去年身為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污染國總統─美國總統川普

公開宣布美國將退出協議時，重創了巴黎協議的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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