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

2019年三月

建議與指引概況



2

G20 財務大臣及中央銀行總裁要求國際

金融穩定委員會(FSB) 檢視金融部門針對

氣候相關議題所提出的說明。

FSB 成立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

(TCFD) 以針對氣候變遷相關財務揭露發

展出更有效率的建議：

‒ 可「促進資訊更透明的投資、貸款和保險

承保決策」，

‒ 及「使利害關係人更加理解金融部門的碳

資產及金融系統曝露在氣候變遷下的風險」

背景

工作小組由31位國際成員組成，由麥克彭博領導，
成員包括銀行、保險公司、大型非金融公司、會

計師事務所，管顧公司及信用評比公司。

產業導向及遍佈不同地理區位之
工作小組

13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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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在財務衝擊上

財務衝擊

策略規劃
風險管理

收益

支出 現金 & 融資

資產 & 負債
資產負債表現金流量表損益表

風險
轉型 政策與法律

‒ 碳價格及通報責任
‒ 對現有產品與服務之規範
‒ 訴訟風險

科技
‒ 以低排碳產品選項取代現有產品與服務
‒ 新科技投資失利

市場
‒ 消費者行為改變
‒ 市場信號之不確定性
‒ 原物料成本增加

聲譽
‒ 消費者偏好轉移
‒ 利害關係人之關注/負面回饋增加
‒ 產業之污名化

實體 ‒ 急性：極端氣候事件
‒ 慢性: 氣候模式改變及平均氣溫與海平面

上升

機會
資源有效
運用

‒ 採用更具效率的運輸、製造及配送模式
‒ 實行回收
‒ 搬遷到更具效率的大樓
‒ 減少使用及消耗水資源

能源 ‒ 使用低碳能源
‒ 採用支持性的政策誘因
‒ 採用新科技
‒ 參與碳交易市場

產品與服
務

‒ 開發及/或礦大低排碳產品及服務
‒ 開發因應氣候及保險風險之解決方案
‒ 透過研發及創新發展新產品及服務

市場 ‒ 接觸新市場
‒ 運用公部門誘因
‒ 接觸需要保險之新資產及區位

彈性 ‒ 參與可再生能源及採用高效能利用方式
‒ 資源替代/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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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幫助組織瞭解氣候相關風險可能

帶來的財務衝擊，工作小組針對曾

受特定產業與集團點名的氣候相關

風險準備了各種財務衝擊詳細報告。

氣候相關風險所帶來的財務衝擊可

被歸納為以下幾大類：

- 收益

- 支出

- 資產與負債

- 資金與融資

不同產業之財務衝擊

*多數資料出自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 (SASB) 之氣候風險技術公
告之「氣候風險之財務衝擊」表格。但非惟一參考來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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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建議書時，工作小組：

‒ 考量揭露對報告編製人員的挑戰以及該揭露對於投資人、放款人及承保人之益

處

‒ 進行大型延伸服務及徵詢與揭露報告編製人員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交換意見，包

括兩次公眾意見諮詢、個人討論以及與企業進行焦點團體訪談，在不同國家舉

辦網路研討會及推廣活動

‒ 從現有氣候變遷揭露體制抽絲剝繭並發展出有利決策進行之框架，以便與現有

揭露框架整合或補其不足之處

‒ 為各部門建立指引及為特定部門建立補充指引

建議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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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針對氣候相關財務揭露發展出四個可被廣泛採行的建議，該建議適用
於跨部門及司法管轄區域。

這些建議以四大主題架構為基礎，各項主題則代表組織運作之四大基本要件：

建議架構

策略
氣候變遷相關風險與機會對組織的事業、策略及財務規劃所
帶來之實質與潛在衝擊

風險管理
組織用以鑑別、評估與管理氣候議題相關風險之流程

指標與目標
用以評估與管理氣候變遷相關風險與機會之指標與目標

治理
組織針對氣候變遷相關風險與機會所進行的管理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
與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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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揭露組織針對氣候變遷相關風險
與機會所為之管理

揭露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對組織
的事業、策略及財務規劃所帶來
的實質與潛在衝擊。該資訊屬實
質重要內容。

揭露組織用以辨識、評估與管理
氣候議題相關風險之流程

揭露用以評估與管理氣候變遷相
關風險與機會之指標與目標。該
資訊屬實質重要內容

揭露建議 揭露建議 揭露建議 揭露建議

a) 描述董事會針對氣候變遷相關
風險與機會的監督

a) 描述組織在其短、中、長期計
畫中針對氣候變遷所找出的風
險與機會.

a) 揭露組織用以鑑別與評估氣候
變遷相關風險的流程.

a) 揭露組織用以評估氣候變遷相
關風險與機會之指標，該指標
與其策略與風險管理流程一致。

b) 描述管理階層在評估與管理氣
候變遷相關風險與機會時所扮
演的角色

b) 描述氣候變遷相關風險與機會
對組織事業、策略及財務規劃
所帶來的衝擊

b) 揭露組織用以管理氣候變遷相
關風險的流程

b) 揭露範疇1、範疇2，如適當範
疇3之溫室氣體 (GHG) 排放與
相關風險

c) 描述組織的策略彈性、考量不
同氣候的情境模擬、包括升溫
2℃以內的情境

c) 揭露組織如何辨識、評估與管
理氣候變遷相關風險的流程，
並整合至組織整體風險管理中

c) 揭露組織管理氣候變遷相關風
險與機會之目標及針對目標之
表現。

揭露建議
此四大建議支撐特定揭露，組織應將其涵蓋在財報或其他報告中以供投資人與
其他人員做決策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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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建議之要項
揭露地點

– 工作小組建議組織於其主要（如公開的）年度財報中提供氣候變遷相關財務揭露

– 如特定項目與國家揭露規範不符，工作小組鼓勵組織在其他公開性的公司報告中進行揭露

– 四大非金融集團中的組織，若其年度收益超過USDE（10億美元）時，當揭露策略、指標與目標資訊，

即使這些資訊不被列為重要且不需涵蓋在其財報中時，仍應思考於報告中揭露。

重要性原則

– 策略 、 指標與目標相關揭露取決於重要性評估。治理與風險管理建議揭露不被提供但是屬於應該提供

的內容，因為許多投資人試圖分析組織內達成財務與營運目標的治理與風險管理脈絡。

情境分析

– 工作小組鼓勵透過情境分析這種有效的思考工具找出前瞻性資訊，並且促進策略規劃的彈性與靈活性，

讓投資人理解組織如何因應氣候變遷相關風險彈性調整策略。

– 策略下之揭露建議(c)及相關指引要求組織描述其策略彈性，並思考不同氣候變遷相關情境，包括升溫

2°C以下之情境。



9

執行建議書的好處
執行工作小組建議書相關之潛在好處包括：

‒ 藉由適度取得與管理公司氣候變遷相關風險資訊，增加投資人及放款人信心，

使資本取得更容易簡便

‒ 在財報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揭露符合現有規範之實質重要內容。

‒ 增加公司內部對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之認知與理解， 創造更好的風險管理與更

有依據的策略規劃

‒ 利用投資者需求日增的架構，積極說明其對氣候變遷資訊之要求，可大量減少

他們對氣候變遷相關資訊的詢問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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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旅程 – 以藍圖說明

• 比較當前揭露情況與建議書內容，

特別針對治理、風險管理方面，

並辨別出一致與差距。

• 確定資訊與資料需求以及流程上

的改變

• 開始評估衡量氣候變遷風險與機

會之指標

• 視需要，整合氣候變遷風險於風

險評估流程中

• 視需要，於董事會中指定監督與

管理機制

• 揭露治理與風險管理相關資訊，

或揭露執行TCFD建議書之意向

• 執行資訊與資料收集及報告的新

流程

• 找出對評估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

有用之指標

• 調整資料收集確立指標

• 找出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並評估

其是否具體

• 指出氣候議題相關情境，並思考

該情境對組織可能造成的影響

• 揭露治理與風險管理建議相關資

訊及策略建議項目(a)中的具體內

容。該資訊屬實質重要內容。

• 計算並運用指標評估氣候變遷風

險與機會

• 將情境分析整合至策略規劃及/或

風險管理架構中

• 揭露與治理及風險管理建議相關

資訊

• 揭露與策略及指標與目標建議相

關資訊。該資訊屬實質重要內容。

第一年第一年 第二年第二年 第三年第三年

處於評估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早期階段的組織，發展藍圖將有助於執行建議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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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2018狀態報告作為指引

工作小組報告重點為：

• 摘要與揭露建議書核心項目相關之揭露實務現況

• 提供包含與揭露建議書資訊一致的揭露範例

• 分享使用者在有助決策資訊上的觀點

• 提供石油與天然氣產業之少數報告編製人員觀點

• 摘要支持TCFD 之主要倡議及建議書執行狀況

TCFD 2018年狀態報告中涵蓋與TCFD建議書相關之揭露實務現況，以及支援報表編製人
員執行建議書之額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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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TCFD及其工作的支持日增
2017
六月

2017
十二月

當工作小組於2017年六月發佈建議書，即獲得超過一百位CEO的支持。

工作小組於一個地球高峰會發布首次狀態報告並宣布了有500支持者。

在法國總理馬克宏召開之一個地球高峰會(One Planet Summit)上，央行總裁馬
克卡尼(Mark Carney)及麥克彭博(Mike Bloomberg)促進TCFD相關討論並宣佈了
有230支持者。

2018
九月

TCFD相關數據

2019年五月時的支持者650

市值超過 9 兆美元。
包括 330 家金融公司，負責管理超過 107 兆美元
資產。

歡迎email我們成為下一個支持者 info@fsb‐tcfd.org
截止日期 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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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領導力和支持者

通訊業
中華電信

產業
中華航空
高齊能源

金融業
國泰金控

中華開發金控
玉山金控
南山人壽
新光金控
台新金控

資訊科技
日月光

華碩
台達電

光寶

為了在大阪G20峰會發布2019進度報告，TCFD正獲得越來越多來自各界的支持。
我們希望透過台灣企業和金融界領袖們的協助，能夠在5月底前獲得更多的TCFD支
持者一同共襄盛舉。

歡迎email我們成為下一個支持者 info@fsb‐tcfd.org
截止日期 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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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TCFD之主要倡議
TCFD認為支持組織工作，幫助各公司執行其建議書，才是改善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的關鍵。 TCFD 2018年報告中舉例描述其在以下重要領域所投注的努力：

• 針對特定團體執行倡議 :金融部門與非財金融部門中共同努力執行TCFD建議書的組織與揭

露報表編製人員，包括石油、天然氣、化學、實用工具、金屬及礦業和其他。

• 針對投資人進行倡議 :發聲要求提高與TCFD建議書整合之揭露取得性與品質的投資人團體。

• 整合報告指引:根據TCFD建議書調整架構，增加揭露標準一致性的標準制定組織。

• 政府支持: 支持TCFD的政府機構，包括TCFD支持者，政府贊助的工作團體以及與TCFD相

關報告與行動計畫 。

• 工具與資源: 促進執行TCFD建議書的資訊，主要建置在由CDSB建立之 TCFD 知識中心。該

中心主要包括針對TCFD建議書內容，提供大眾可利用的資源、活動及案例研究、指引，氣

候議題相關工具，及其他供使用者與揭露報告編製人員使用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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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目前的工作: 2019 進度報告
與2018進度報告類似，於2019年的進度報告中，工作小組將有助報告編製人員執

行建議時之相關資訊。2019年 TCFD報告預計將在2019年中公開，同時將包括以下

內容：

• 為了更多不同的產業，針對氣候相關揭露

工作人工智慧所進行的檢視結果

• 依據報告年份比較氣候相關議題揭露內容

• 2018年11月 TCFD 針對建議書進行調查的

結果

• 其他氣候相關議題揭露進展的更新狀況



TCFD台灣推動實務分享

高齊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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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 架構

針對氣候變遷議題企業因應策略

TCFD推動流程

推動TCFD的困難與建議



建議
Recommendations

披露建議
Recommended 

Disclosures

對所有產業類別
指導

Guidance for 

All Sectors

對特定產業類別
補充指導

Supplemental 

Guidance for 

Certain Sectors

治理

Governance

策略

Strategy

風險管理

Risk Management

指標與目標

Metrics and Targets

3https://www.fsb-tcfd.org/publications/

TCFD 架構

https://www.fsb-tcfd.org/publications/


TCFD推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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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檢視

•檢視集團對外報告如
CSR報告書.年報.
CDP問卷和預先商定
的其他適當的外部報
告作為審查當前的氣
候變遷報告的策略。

內部參與

•部門訪談（如財務，
內部審計，投資者關
係，風險，可持續
性......），討論報告
策略，內部管理方法
以及與氣候問題相關
的報告的整體一致性。

報告規劃

•將兩階段的結果套入
CBSD框架與TCFD建
議框架進行資訊整合。

檢討

•推動流程檢討

•報告內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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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TCFD的困難與建議 1/4

1.內部參與
只有一個單位在推動，部門之間缺乏內部協

調，獨立部門在孤島中獨立運作是揭露報告

的關鍵挑戰。

2.溝通落差
在應對氣候風險和機遇時，不同專業背景造

成溝通落差。

將與氣候相關的風險視為企業永續發展上的

重大財務風險，企業內部達成共識，如何讓

企業內部支持及加強額外的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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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TCFD的困難與建議 2/4

3.董事會支持
董事會層面缺乏關於該議題的教育，董事會

考慮這些問題的時間不足以及沒有強制性監

管可能缺乏動力。

4.風險管理
將氣候風險納入現有風險管理流程的難度很

高。如何整合定性方面和不完整的數據就可

能是一種風險，在風險控管流程如何將氣候

風險視為重要的，可量化的商業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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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TCFD的困難與建議 3/4

5.現有工具不足
應用現有工具（如風險管理和財務建模工具）
難以適應與氣候相關的風險和機遇。

現有工具往往是在各部門內部，需要一個總
體框架，採用共同的方法和工具來滿足要製
定的會計標準。

6.財務影響評估
量化財務影響相關的風險重大的技術障礙，
特別是物理風險。數據的不完整和缺乏評估
工具，無法評估出合理財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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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情境分析資訊
企業內部對於氣候變遷的情境並無專門的部

門進行，也無相關的工具進行

8.眾多年度報告
太多報告格式無法進行整合，年報/財報/CSR

報告書等等對外揭露的報告書格式太多，部

門負擔太重



9

針對TCFD推動建議

制定對外的氣候變遷報告策略及統一報告

推動董事會及領導階層的支持

整合入風險控管流程及企業的財務衝擊模式

氣候變遷及財務衝擊的內部教育訓練及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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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TCFD推動建議-TCFD的Checklist

https://www.cdsb.net/task-force/895/checklist-laying-groundwork-effective-tcfd-aligned-
disclosures

• 確保董事會和執行領導團隊的支持
• 將氣候變遷納入關鍵管理流程，通過審計和
風險管理委員會加強董事會層面的監督

• 將永續發展，公司治理，財務和法規相關部
分需達成共識

• 氣候風險的財務影響及其與收入，支出，資
產，負債和資本的關係

• 至少針對兩種情況評估目前業務影響
• 調整現有的風險管理流程，以考慮氣候風險
• 查看現有您可能已經用於幫助您收集和報告
與氣候相關的財務信息的工具，例如CDP調
查問卷/CDSB框架/SASB標準

• 財務衝擊的評估方式的一致性

TCFD Implementation Checklist

https://www.cdsb.net/task-force/895/checklist-laying-groundwork-effective-tcfd-aligned-disclosures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http://hvac.com.tw
台北市市民大道三段140號
Tel  ：02-8772-8945
Fax ：02-8772-7416

高齊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hva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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