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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2020全球風險報告

十大衝擊最大的風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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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WEF)2020全球風險報告

環境經濟 科技
地緣
政治 社會

1. 極端天氣

2. 氣候變遷的減緩與調適的失敗

3. 天然災害

4. 生態系統的崩潰

5. 人為的環境災害

6. 網路攻擊

7. 水危機

8. 資訊基礎設施癱瘓

9. 全球政府失靈

10. 地緣衝突



前言
極端天氣風險對全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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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銀行針對117個國家數據進行分析後發現，全球一年因乾旱和洪水等自然
災害導致約2,600萬人陷入貧困狀態，同時造成全世界消費總額約5,200億美元
之經濟損失。

► 世界銀行研究顯示，臺灣是自然災害高風險區，同時曝露於3項以上自然災害之
土地面積與面臨災害威脅人口均超過9成，高居世界第一。

極端天氣-暴雨

極端天氣-
淹水/海水倒灌

極端天氣-颱風

北臺灣暴雨導致
，百餘航班取消
或延誤

2017年哈維颶風

造成德州石化工
業區淹水生產中
斷及設備損失

「飛燕」襲日，導
致航班與物流大亂

臺
灣

資料來源：中國時報 2017/9/17 「世界銀行研究顯示台土地人口曝災世界首位」



前言
對抗氣候變遷的關鍵時刻－巴黎協定

► 1997年聯合國通過「京都議定書」，但全球整體減碳成效不彰

► 2015年於法國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二十一
次締約方會議(COP21)正式通過了「巴黎協定」，取代「京都議定
書」 ，其主要目標如下：

上升幅度控制1.5 ̊C/ 2 ̊C内

向低碳和氣候韌性投資

企業和社區的韌性

溫度目標

金融目標

韌性目標

巴黎協定
三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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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平均溫度升高將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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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現在起到西元2100年為止，地球平均溫度相對於1900年代(工業革

命時代)的上升幅度

資料來源：Scenario Analysis: A Tool for Task Managers, Jonathan N. Maack

海洋酸化；
珊瑚礁、北
極熊等100
萬種生物絕
種

2
土壤與植物不
再吸碳、亞馬
遜叢林將燒掉
一半、中緯度
地區包含紐約
將全數遭洪水
吞噬；沙塵暴
將籠罩非洲大
陸

3
北極海冰全數
融化、海平面
上升50公分、
淹沒所有城
市；每到夏季
中緯度以下的
森林將會是一
片火海，人類
已近乎無法存
活

4 南極亦不再有
冰層，海水內
中的甲烷化合
物將不斷爆炸
並噴入大氣
層，地球將變
成另一個金星

北極極點海水
均溫20度，
大西洋海水均
溫達42度

生物滅絕

65

℃

℃ ℃

℃ ℃
巴黎協定的目標：

低於2度C



揭露氣候變遷議題之國際主流工具簡介：

TCFD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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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TCFD緣由、目的與歷程

2015/12 2016/12

TCFD成立，並提出
相關揭露建議

發布第二階段建
議書及執行手冊

發布終版之建議書、
執行手冊及工具書

2017/6

緣由

► 因應巴黎協定的金融影響，金融
穩定委員會(FSB)旗下氣候相關
財務揭露工作小組(TCFD)宣布將

制定自願性、一致性的氣候相關
金融風險揭露工具

目的

► 定義主要財務資訊揭露中所必須被
揭露的資訊，供企業滿足利害關係
人相關訊息需求

► 了解金融體系暴露在氣候風險的程
度，與其可能造成的資本市場影響

► 著重與低碳轉型有關之風險與機會

2019/10

安永發布TCFD繁體

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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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簡介
TCFD代表Michael R. Bloomberg致金融穩定委員會主席Carney

本工作小組報告針對氣候變遷的風險與機會提供一明確、可

比較及一致性的資訊揭露建議，並廣泛採納各方建議以確保氣

候變遷影響能被納入商業與投資決策考量。採納這些建議有助

於企業在氣候議題上展現責任心及遠見，進而更聰明與效率的

配置資本，並有助於順利的邁向更永續、低碳經濟的發展。

氣候變遷對企業和金融市場造成的風險是真實的並已迫在眉

睫。比以往都重要的是，企業領袖比以往更了解，並積極回應

氣候變遷帶來的風險，同時抓緊機會打造更強健、更有韌性和

永續的全球經濟。

資料來源：TCFD繁體中文版

”

“



TCFD簡介
整體架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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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CFD繁體中文版

前言

建議書背景與工作小組職責介紹A

氣候相關風險、機會和財務
影響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類別介紹
氣候相關財務影響實例及類別介紹

B

建議和指引

金融和非金融產業部門氣候揭露建議
指引與執行建議

C

情境分析和氣候相關議題

情境分析概述，與其建議方法、應用
、挑戰及益處資料補充

D

重要議題與未來進一步工作
事項

介紹工作小組考量的重大議題、回饋
意見、最終解決辦法及未來工作領域

E

結論F



TCFD簡介
氣候變遷資訊揭露四大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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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 揭露架構，以治理、策略、風險管理、指標與標的等四項核心
共同組成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

治理 組織在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下的治理

策略 立即與潛在的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對組織業務、策略與財務規劃的衝擊

風險
管理

組織用以鑑別、評估、管理氣候相關
風險的流程

指標與
目標

組織用以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
機會的指標與目標

資料來源：TCFD繁體中文版



TCFD簡介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評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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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相關風險包含：轉型風險、實體風險，透過策略規劃與風險
管理，鑑別氣候議題的風險與機會對財務狀況的影響

風 險 機 會

資源效率

新能源

產品/服務

市場

韌性

機

會

政策與法規

技術

市場

商譽

立即性

轉
型
風
險

實
體
風
險

長期性 策略規劃
與風險管理

財務衝擊

損益表 現金流量表 資產負債表

資產

負債

股東權益

收入

支出

資料來源：TCFD繁體中文版



TCFD簡介
所有產業通用的資訊揭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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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CFD繁體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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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氣候相關議題納入主流，需要多方職能的人參與，尤其是
風險管理和財務職能的參與

大部分公司在進行揭露時，並沒有針對相關策略的韌性
(Resilience of strategy) 訊息進行揭露

氣候相關財務訊息揭露從2016年開始逐年增加，
但對投資者而言效率仍然不足

企業須針對氣候相關議題的潛在財務影響作出更明確的分析，
以利投資者做出正確的財務決策

資料來源：TCFD-2019 Status Report

TCFD簡介
2019 TCFD Status Report



TCFD背景
國際因應氣候變遷相關法案推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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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簽署或承諾遵循巴黎協定的國家，皆至少有一項氣候變遷相關法規或政策，其
中7成以上的國家有氣候減緩或調適的法規架構

►全球氣候法案與政策數量自1997年起，20年間成長20倍

►目前已有超過1,800項氣候相關法案與政策，並有超過300件的氣候相關訴訟案

►未來挑戰在於如何強化這些法案的運作

►截至2020年3月，全球通

過氣候相關法案與政策數
量已達1,810項

►共有28國家有氣候相關訴
訟案

資料來源: Global trends in climate change legislation and litigation: 2019 snapshot;

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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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背景
投資人高度關注企業氣候變遷資訊的揭露程度

投資者表示，如企業未能提供應對供

應鏈、環境、社會風險的資訊，會選

擇即時撤資或不主動投資

2019年CEO重視的5大全

球挑戰中，「氣候變遷」
與「國家與企業網路安全」
並列”最受關注項目”

資料來源：EY CEO Imperative Study 2019、安永全球投資者調研 (EY,2019)

4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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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背景
回應全球機構投資人的期待

► 2019年12月全球永續投資聯盟(GSIA) 調查報告指出，高達7成的機構投資人
將會將TCFD納入其投資與資本配置決策考量中

► 另外，同時有高達92%的投資人認為TCFD有助於其做出投資決策

資料來源：Sustainable Investor Poll on TCFD Implementation, GSIA

Q: 截至目前為止，是否已將TCFD 納入投資分析中?

回應主要永續評比 國際重要永續準則

34%

58%

7%

1%

非常有幫助

有些幫助

並無太大幫助

一點也沒幫助

Q: TCFD對您(投資人)是否有幫助?

35%

26%
9%

27%

3%

是

無，但將於2020年採納

無，但2020年後將採納

無，尚未決定是否要採納

無作答



TCFD背景
國內主管機關因應氣候變遷相關法規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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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新發布版

► 109.01.22 ：揭露氣候變遷對企業現在及未來的潛在風險與機會，

採取氣候相關議題之因應措施。(附表二之二之二)

【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修訂版

► 109.1 ：上市公司應揭露企業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治理情況、

實際及潛在與氣候相關之衝擊、如何鑑別、評估與管理氣候相關風

險及用於評估與管理氣候相關議題之指標與目標。

► 108.1 ：發布之報告書必須依照GRI準則中「201經濟績效」明確要

求企業揭露氣候變遷所產生的財務影響及其風險與機會。

【證交所公司治理評鑑指標】109年度版

► 4.12條：公司是否制定節能減碳、溫室氣體減量、減少用水或其他

廢棄物管理政策？

► 若評估氣候變遷對企業現在及未來的潛在風險與機會，並採取氣候

相關議題之因應措施，則總分另加一分。

1

2
3

4



TCFD於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揭露項目解析與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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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揭露項目解析
特定產業的補充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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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CFD繁體中文版

► 有關金融產業和非金融產業的補充指引、建議揭露事項（a、b、c 項），
以及列舉對應的建議（治理、策略、風險管理、指標和目標）如下：



TCFD簡介
所有產業通用的資訊揭露建議

第22頁
資料來源：TCFD繁體中文版

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TCFD簡介
所有產業通用的資訊揭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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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CFD繁體中文版

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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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CFD Good Practice Handbook, SASB&WBCSD 

能源：葡萄牙石油天然氣公司

► 董事會確認氣候相關行動方案符合公司營運策略

► 揭露公司董事會、執行委員會和其他業務部門以及專門委員會(包含永續委員會
和風險管理委員會)主要職責

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風險管理委員會進行風險與機會的鑑別與監督



指標與目標

董事會與CEO至少每年度監督氣候變遷相關評估結果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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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資料來源：TCFD Chemical Sector Preparer Forum

能源：義大利石油天然氣集團

► 董事會審核內容包含氣候
變遷與能源轉型策略

► 具體說明董事會監督資
訊，如：公司於經濟與財
務方面承受新碳定價機制
所帶來的風險



第26頁

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執行委員會覆核環境面向目標，CFO監督策略執行情形

化工：比利時化工集團

董事會 永續發展委員會

資料來源：TCFD Chemical Sector Preparer Forum

清楚明確的監督權責：

► 董事會針對永續行動方案進行決策

► 風險委員會檢視包含CSR面向的風險管理流程

► 審計委員會檢視所有量化及財務面資料

► 永續發展委員會向CFO與其他治理單位報告執

行成果



TCFD簡介
所有產業通用的資訊揭露建議

第27頁
資料來源：TCFD繁體中文版

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TCFD簡介
所有產業通用的資訊揭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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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CFD繁體中文版

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TCFD簡介
所有產業通用的資訊揭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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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CFD繁體中文版

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氣候相關的風險與機會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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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CFD繁體中文版；公開新聞

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極端天氣-暴雨

北臺灣暴雨導致，百餘航班取消或延誤 「飛燕」襲日，導致航班與物流大亂

極端天氣-颱風



氣候相關的風險與機會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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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CFD繁體中文版； Inevitable Policy Response (IPR) ； World Bank；公開新聞

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更嚴格的氣候法規可能使市值縮水

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PRI)組織在2019
年底發佈的報告中指出，到2025年，更嚴

格的政府氣候法規可能會使化石燃料生產
商、農業和汽車製造商等產業的公司價值縮
水達 2.3 兆美元，且將顯著影響金融市場

碳定價倡議增加



氣候相關的風險與機會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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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綠能市場需求提高

資料來源：TCFD繁體中文版；公開新聞

淨零碳投資將帶來商機

PRI執行總裁Fiona Reyn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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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澳洲銀行

► 在低碳轉型中的潛在金融機會，方向
包含永續金融、全球環境市場及產品
與服務。

► 左圖分析可能面臨之實體與轉型風險
及保險、零售貸款、財富、商業貸款
等業務的策略回應

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計算氣候相關機會潛在財務效益

資料來源：SASB&WBCSD：TCFD Good Practice 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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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CG：跨國消費品公司

► 採用階段式的方法評估氣候對關鍵商品的影響，包含：

1. 產量估算

2. 價格關係

3. 影響估計

► 分析在4 ℃情境下，在
沒有任何減緩或調適的
策略下，對營運的衝擊

資料來源：SASB&WBCSD：TCFD Good Practice Handbook

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採用階段性方法評估氣候變遷對關鍵產品的影響

關鍵地區的預期產量

基於市場和歷史趨勢分析，
建立了計量經濟學模型，
以估算產量變化對未來價
格影響

使用預測採購量，將
未來收益影響轉換財
務風險



TCFD簡介
所有產業通用的資訊揭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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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CFD繁體中文版

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TCFD簡介
所有產業通用的資訊揭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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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CFD繁體中文版

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註：Table1及2在P.30-32



►評估實體風險的後果，透過可能性(likelihood)與後果(consequence) 兩軸
進行分析

►採用公司層級實體風險後果(當前與未來)評估表，後果數量越多，影響越大

第37頁 資料來源：E.ON UK, July 2011,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E.ON UK Generation

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TCFD揭露項目解析與案例分享

英國能源供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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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圖表說明公司內部風險管理的過程，並且整理分析出企業面
臨的所有風險(以下節錄與氣候變遷相關的第七項風險)

電子製造：日本綜合電子製造公司

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TCFD揭露項目解析與案例分享

資料來源：SASB&WBCSD：TCFD Good Practice 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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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加拿大最大銀行業

►建置 Forward-looking Risk Assessment，分配各類風險的高階管理人，應對

不斷發展的風險管理過程

►強調風險管理與氣候治理揭露的雙向透明與一致性

►為應對氣候風險，投資組合納入考量氣候實體風險與法規因應，同時也提供

客戶低碳經濟融資方案

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公司風險管理流程連結氣候相關實體、轉型風險

資料來源：SASB&WBCSD：TCFD Good Practice Handbook, 



TCFD簡介
所有產業通用的資訊揭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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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CFD繁體中文版

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TCFD簡介
所有產業通用的資訊揭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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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CFD繁體中文版

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註：Table1及2在P.30-32



TCFD簡介
所有產業通用的資訊揭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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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資料來源：TCFD繁體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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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法國食品製造集團

►出版FY2019重點績效報告，加入溫室氣體排放量數據，並說明其與財務

績效的關聯性。說明預計投入於環境面向的方向以及投入金額、預期效益

財務文件中納入環境面績效數據與計畫目標，並計算投入金額
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資料來源：SASB&WBCSD：TCFD Good Practice 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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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跨國石油公司

資料來源：Shell Annual Report  2017 (pp.65-66,) Our strategy on climate change;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17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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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永續目標與績效追蹤

指標與目標風險管理策 略治 理

於年報中持續揭露企業永續績效指標



TCFD於股東會年報

揭露項目解析與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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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年報的建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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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

第 20 條：公司應就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加以檢討分析，並評估風險事

項，其應記載事項如下：

……

六、風險事項應分析評估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下列事項：

……

（四）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

（六）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

（十三）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

……

►若評估氣候相關風險係屬重大，建議於風險事項之分析評估段落說明。



電子業的實體風險
國際間年報的氣候風險揭露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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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ntel 2019 Annual Report

►案例分析：

1. 詳述實體風險對於組織在業務、策略和財務規劃上的潛在衝擊

2. 評估範圍涵蓋供應鏈、生產營運、客戶訂單等上下游價值鏈

3. 詳細說明事件、風險和不確定性的背景，以及與財務績效的關聯



電子業的轉型風險
國際間年報的氣候風險揭露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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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1. 詳述轉型風險的政策和法規、技術等方面，對於業務、策略和財務規劃上，特
別是製造成本的潛在衝擊

2. 政策和法規評估範圍，涵蓋法規遵循成本、能源成本

3. 技術評估範圍，涵蓋新材料開發、生產及測試成本

資料來源：Intel 2019 Annual Report



安永觀察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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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觀察與建議
澳洲採用GRI出版永續報告企業TCFD揭露情形

第50頁

► 已有超過60%的資訊

揭露，但品質仍普遍
偏低

► 各產業揭露情形：揭
露程度最差的為資產
管理、零售業與採礦
業。且只有銀行業的
品質高於50%

資料來源：Climate Risk Disclosure Barometer: EY Australia 2019 

Coverage：TCFD元素揭露的完整性

Quality：TCFD元素揭露的品質分析



安永觀察與建議
2018年AIGCC亞洲TCFD揭露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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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產業來自日本、香港、新加坡、
南韓的161家公司

► 根據亞洲特定國家產業分析，揭露
程度最差的產業為資產管理、礦業
與農業。結果與世界產業分析相近

本報告由EY與FTSE Russell合作分析，由
AIGCC發布

資料來源：BUILDING ON THE BASE: TCFD DISCLOSURE IN ASIA 



安永觀察與建議
國際趨勢分析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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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日益強調氣候變遷
的緊迫性，企業需要了
解並因應當前的影響

1

公司應在年度股東大會
上準備好應對氣候問題
和解決方案2

董事職責和訴訟風險持
續增加3

大多數公司沒有提供高
品質的揭露以符合建議
書規定4

氣候風險揭露尚未納入
財務文件5

揭露報告的品質與數量
逐漸改進6

實體風險揭露落後於轉
型風險7

揭露內容不符合投資者
的偏好8

資料來源：Climate Risk Disclosure Barometer: Australia 2019 



安永觀察與建議
結語

1. 高層回應與董事會監督：將氣候變遷議題於董事會報告

2. 訂立氣候風險管理指標

3. 成立永續工作小組(並至少包含核心營運單位/財務部門)

4. 按照TCFD框架揭露，並建議初次導入時應至少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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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需清楚說明：

-董事會及管理階層對風險議題各自的職責

-企業重要的氣候風險機會辨識結果及如何評估

-企業將如何管理與因應前述風險議題

-設定的績效目標

從導入至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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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新發布版

► 109.01.22 ：揭露氣候變遷對企業現在及未來的潛在風險與機會，

採取氣候相關議題之因應措施。(附表二之二之二)

【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修訂版

► 109.1 ：上市公司應揭露企業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治理情況、

實際及潛在與氣候相關之衝擊、如何鑑別、評估與管理氣候相關風

險及用於評估與管理氣候相關議題之指標與目標。

► 108.1 ：發布之報告書必須依照GRI準則中「201經濟績效」明確要

求企業揭露氣候變遷所產生的財務影響及其風險與機會。

【證交所公司治理評鑑指標】109年度版

► 4.12條：公司是否制定節能減碳、溫室氣體減量、減少用水或其他

廢棄物管理政策？

► 若評估氣候變遷對企業現在及未來的潛在風險與機會，並採取氣候

相關議題之因應措施，則總分另加一分。

1

2
3

4

安永觀察與建議
總結：TCFD 對應國內的資訊揭露法規與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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