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議簡介 

由 CDP 發起的 Climate Change Program 從 2003 年開始，每年邀請全球

數千家企業揭露其碳管理相關的數據、風險及機會，至今已邁入第 13 年，該

專案所集結簽署支持的全球機構投資人成長近 20 倍，至今已增至 822 家，所

代表的總資產達到 95 兆美元之譜。台灣已有中信金控、台新金控、玉山金控、

國泰金控、第一銀行及富邦金控等 6 家台灣金融機構陸續加入簽署支持的行

列。此外，2015 年 Water Program 的簽署支持機構增至 617 家、Carbon 
Action Initiative 的簽署支持機構增至 304 家，以及 Forests Program 的簽署支

持機構也達 298 家，顯示全球機構投資人除關切企業的碳管理外，亦積極關

注企業自然資本管理的相關議題。 

2015 年將是氣候議題進行重大變革的一年，全球減碳架構可能會依據今年

年底於巴黎舉辦的氣候變遷會議 (COP21)之結論而形成轉變。同時，CDP 在推

動自然資本的力道也將會逐漸加強，並已逐步擴充領域，除碳揭露外，也發展

出水、森林、城市等議題，與計算真實價值 (True Value)和自然資本 (Natural 
Capital)的國際趨勢不謀而合。CDP 是目前全球唯一有環境揭露系統的非營利組

織，至今全球已超過 80 個國家採用此系統。在 Global 500 名單中，亦有高達

81%的企業和 CDP 合作。另外，去年有 1500 個商業機會透過 CDP 的水資源計

畫而確立。以上例子告訴我們，環境保護將不再如過往是增加企業成本的絆腳

石，而綠色經濟和永續發展的實質行動正一年比一年地蓬勃發展中。 

CDP 和 We Mean Business 聯盟藉由年底的氣候變遷會議 (COP21)機會發起

了 Commit to Action 並提出了七項倡議，盼能邀請各企業加入對抗氣候變遷威

脅的行列，目前台灣已有部分企業加入 Commit to Action，以展現其對抗氣候變

遷的決心。本次發表會擬透過分析當前綠色投資趨勢和重要性來闡述氣候變遷

為企業帶來的危機與轉機，並透過回覆 CDP 問卷之企業代表闡述碳管理經驗。

最後以座談交流的方式，將因應氣候議題之總體趨勢內容傳遞給台灣企業。 

目前，CDP 已於 2015 年 6 月底完成問卷發佈，為讓台灣各界了解最新

趨勢，預計於 11 月 16 日(一)下午在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會議中心舉

辦「2015 年 CDP 台灣發表會」。敬邀台灣企業先進共襄盛舉。 

2015 CDP 台灣發表會 

時間：104 年 11 月 16 日(一)，13:30 至 17:00 
地點：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會議中心 1F 演講廳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50 號 1 樓) 
主辦單位：CDP、富邦金控、中信金控(邀請中)、台新金控(邀請中)、玉山金控

(邀請中)、國泰金控(邀請中)、第一銀行(邀請中) 
贊助單位：宏碁基金會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http://www.ieatpe.org.tw/map.htm


 

2015 CDP 台灣發表會 

時間           議程 

13:30-14:00 來賓報到 

14:00-14:10 
開幕致詞 

吳文雅，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秘書長 

14:10-14:40 
CDP國際與亞洲的最新發展趨勢 

周作民，Asia CDP 特別顧問 

14:40-15:00 
台灣企業回覆 CDP現況 

莫冬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副秘書長 

15:00-15:30 
富邦金控邁向綠色企業經驗分享  

  李明州，富邦金控 副總經理 

15:30-15:40 茶敘 

15:40-16:10 
氣候變遷下，綠色投資的趨勢與重要性？ 

機構投資人 (TBC) 

16:10-17:00 

座談：Commit to Action的七項倡議 

主持人：莫冬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副秘書長 

與談人：周作民，Asia CDP 特別顧問 

        機構投資人 (TBC) 

        台達電子 (TBC) 

        日月光半導體 (TBC) 
 
 
 

會議議程 



 
 
 
 

2015 Taiwan CDP Launch Event 

Time Agenda 

13:30-14:00 Registration 

14:00-14:10 
Opening Remark 

Wayne Wu, Secretary-General, BCSD-Taiwan 

14:10-14:40 
CDP Global and Asia trends updates  

Stephen Chow, Special Adviser, Asia, CDP 

14:40-15:00 
The status of CDP response from Taiwan Companies 

Tony Mo,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BCSD-Taiwan 

15:00-15:30 

Experience sharing: 

Fubon Financial Holdings is marching toward Green Corporation.  

Ming-Zhou Li, Deputy General Manager, Fubon Financial Holdings  

15:30-15:40 Coffee Break 

15:40-16:10 
The trend and importance of green investments under  

climate change 

Institutional investor (TBC) 

16:10-17:00 

Panel Discussion：Seven Initiatives of Commit to Action 

Facilitator：Tony Mo,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BCSD-Taiwan 

Panelists：Stephen Chow, Special Adviser, Asia, CDP 

    Institutional investor (TBC)  

Delta Electronics (TBC) 

    ASE Group (TBC) 

  

Agenda 



 
 
 
 
 
莫冬立 副秘書長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自 1999 年起任職於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

會，2000 年起引進「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GHG 
Protocol)，使之成為台灣目前企業進行溫室氣體盤查的

主要標準，期間並參與多項企業永續與企業社會責任的

政府專案與企業顧問案，包括協助多家公司執行溫室氣

體盤查與企業永續報告書工作。2009 年協助證交所與櫃

買中心訂定「上市上櫃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並協助櫃買中心進行此實務

守則之推廣工作。主要專業領域在能源與氣候變遷領域，包括溫室氣體盤查與

減量策略、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與企業社會責任績效評等。 
 
周作民 特別顧問 
Asia, CDP  
周作民先生是位資深的國際能源企業領導者。他於

1981 年進入 Mobil 美孚石油公司工作，在紐約總部各事

業部門任職累積了豐富的跨國運營經驗。於 1988 年派

駐新加坡，負責亞太地區的供應，貿易，風險管理和東

南亞新興市場的業務拓展。於 1994 年派駐香港擔任中

國投資部總經理。周先生在 2000 年加入 BP 石油公司擔

任中國液化氣副總裁，建立業務單元團隊，規劃市場拓展戰略，負責冷凍液化

氣進口，行銷以及全國大型儲運資產的管理和運營，籌建中下游項目與供應鏈，

包括與中石化在長三角地區的全面合作，成為跨國企業在中國液化氣行業發展

的領導者。 
周先生自 2008 年來擔任華通能源集團的總裁，全面負責其國際私募基金股東

AEI 在中國的天然氣業務，成立控股公司總部於上海，拓展並經營遍佈在全國

12 個省 30 多個城市的管道天然氣公司。2012- 2013 年周先生轉任美國公司 SES
中國區執行董事，成功領導公司的融資和轉型。SES 是一家在美國納斯達克上

市的綜合能源系統公司，致力將褐煤和生物質轉化為高附加值產品與清潔能源

技術的推廣和應用。 
周先生畢業於臺灣大學經濟系，並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企管碩士 MBA 學

位。周先生歷經包括劍橋、哈佛等學府企業高管培訓，擁有能源界卓越人脈，

且自 2014 年起擔任國際環保組織 CDP 碳資訊披露公益專案特別顧問。 

講者簡介 



李明州 副總經理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在金融相關產業服務逾 20 年，現為富邦金控副總經理暨

總務行政處處長。為實踐富邦金控環保節能愛地球的永

續發展理念，協助各子公司推行各項環保節能專案，並

透過競賽鼓勵同仁從生活中落實環保理念，善盡企業及

個人社會責任。 
李先生於台灣大學和 Murray State University 分別取得

EMBA 和 MBA 學位，擁有美國會計師、國際內部稽核師和證券分析師證照。

曾任富邦金控績效管理處處長、策略發展處處長、會計處處長；台北富邦銀行

採購營繕支援部資深副總經理；富邦綜合證券總稽核、會計部副總經理以及富

邦期貨總經理，於金融服務界的經歷相當豐富。 
 
 
 
 
 
 
 
 
 
 
 
 
 
 
 
 
 
 
 
 
 
 
 
 
 
 



 
 
 
 
 

報名資訊 
 邀請對象：相關領域之產業人士(優先報名) 
 報名截止：即日起報名，額滿為止，請及早報名，以免向隅。 
 費用：免費 
 報名方式： 

1. 請至線上報名系統報名登記。 
2. 或填妥以下資料，回覆至 prudence@bcsd.org.tw 

(姓名、產業別、公司名稱、服務單位、職稱、連絡電話、E-mail) 
 洽詢電話：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BCSD Taiwan) 陳譽文 專員   02-7702-8599 分機 106 
 注意事項： 

1. 因場地空間有限，主辦單位將視情況調整各公司報名人數，不接受現

場報名，不便之處，還請見諒。 
2. 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主辦單位保有變更議程及講師的權利，恕不另

行通知。 
場地資訊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會議中心 1F 演講廳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50 號 1 樓（交通資訊） 
本次會議恕不提供免費停車位，請各與會者多利用大眾交通工具，謝謝。 

  

報名及場地資訊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rPFm6OxoPHO0uL2VRpBmqLRnap6VBt1JYOgJXU8q_6M/viewform
mailto:回覆至jeff@bcsd.org.tw
http://www.ieatpe.org.tw/map.htm


主辦單位 

CDP 
由國際主流法人投資機構於 2003 年發起的碳揭露專案(CDP)，至今已第 13

年，從 2003 年至 2015 年，該專案所集結簽署支持的全球法人投資機構成長近

20 倍，至今已增至 822 家，全球所代表的總資產達到 95 兆美元之譜，相當於

是全球第三大集結的資產金額。此外，2015 年 Water Program 的簽署支持機構

增至 617 家、Carbon Action Initiative 的簽署支持機構增至 304 家，以及 Forests 
Program 的簽署支持機構也達 298 家，顯示全球機構投資人除關切企業的碳管

理外，亦積極關注企業自然資本管理的相關議題。CDP 儼然已成為全球企業最

廣泛的碳、水、森林等相關自然資本管理的揭露倡議組織。 
CDP 為各行業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架構，以揭露和討論氣候變遷相關策略的

制定情況，並向各大企業提出揭露資訊的要求，目前已促使數千家公司開始關

注氣候變化的議題。 
 

富邦金控 
以「成為亞洲一流的金融機構」為發展願景的富邦金控，旗下主要子公司

包括富邦人壽、台北富邦銀行、富邦銀行(香港)、富邦華一銀行、富邦產險、

富邦證券等。擁有最完整多元的金融產品與服務，經營績效耀眼，連續六年為

台灣金融業獲利第一。至 2014 年 12 月底止，金控總資產達 5 兆 4,384 億元，

為台灣第二大金融控股公司。 
富邦金控立足台灣、穩健成長，並積極拓展大陸市場，2008 年底，富邦金

控透過富邦銀行(香港)成功參股廈門銀行，成為首家參股登陸之台資金融機構。

2010 年 10 月，富邦產險大陸子公司富邦財產保險於廈門開業，為兩岸經濟合

作架構協議(ECFA)生效後，第一家進入大陸開業的台資保險公司。 
2011 年 7 月，富邦投信與大陸方正證券合資之「方正富邦基金管理公司」

在北京揭牌，為第一家兩岸合資之基金管理公司。2014 年 1 月，富邦金控及台

北富邦銀行正式取得華一銀行 80%股權，並於 4 月更名為富邦華一銀行，這是

富邦金控在大陸長期佈局重要的歷史里程碑，並成為唯一「在兩岸三地均擁有

銀行子行」的台資金融機構。 
展望未來，富邦金控將持續尋求其他領域的合作機會，朝「兩岸三地佈局

最完整的金融平台」之目標穩步邁進！ 

主辦與承辦單位 

https://www.cdp.net/en-US/Pages/HomePage.aspx
https://www.fubon.com/financial/home/index.htm


承辦單位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BCSD-Taiwan)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BCSD-Taiwan)係由國內超過 10 種產

業的 50 餘家大型企業所組成的非營利性企業組織，成立於 1997 年 5 月，成立

後旋即加入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簡稱 WBCSD)的全球聯盟組織，成為會員與國際社會相關企業組

織間之橋樑，並進一步與國際組織 CDP 及 GRI 成為合作夥伴。會員企業咸認

追求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兼顧係屬國際趨勢，其重要性不可言喻。不僅自身積

極落實持續改善環境績效的目標，並支持本會達成結合企業力量，提倡及推動

環境保護及資源管理之理念與方法，以邁向企業永續發展與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並提高國人生活品質之目標。 
本會設立之宗旨，為結合企業力量，提倡企業社會責任、推動環境保護及

資源管理之理念及方法，以達成企業永續發展之目的並提高國人生活品質。本

會希望能在企業永續發展領域扮演領先的角色，不僅督促政府制定健全的政策，

協助會員引進及建立更先進的環境管理工具及最佳實務措施，及早因應國際趨

勢以提高綠色競爭力，並能對整體社會孕育出有利於企業永續發展的環境，產

生實質的影響力。 
  

http://www.bcsd.org.tw/


 

宏碁基金會 
「財團法人宏碁基金會」創立於 1996 年 7 月，成立之宗旨在於促進產業升

級，提昇工商管理及其相關資訊科技之研究發展，以達成產業現代化及國際化

之目的。 
宏碁基金會秉持「心懷科技，放眼天下」之理想，希望透過知識的研發與

人才之培訓，長期耕耘，並盼觸發各界更大的力量，為走出國際化的智慧結盟

共同努力。透過公益事業及人才培訓之推展，期望對內促進國家社會的繁榮，

學術研究水準之提昇，加速建立台灣為科技島；對外則以世界公民之心態自許，

培育國際化人才及加強國際合作交流，以促進全球經濟繁榮。 
基金會成立之初任務有三：科技暨管理的研究發展、人才培訓、獎勵與推

廣服務。近年來，由於企業責任已成為社會對於企業成長與產業發展之重要要

求，宏碁基金會基於過往帶動產業升級與創新之責任，於 2008 年起邁向新階段。

此一階段除著重社區參與等公益活動外，並以企業責任及永續發展為主軸，希

望推廣企業責任於台灣之落實，提升台灣 ICT 產業在企業責任上的實踐能力。 
 
 
 

贊助單位 

http://www.acer-group.com/public/Sustainability/chinese/community/foundations.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