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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CBAM到淨零排放策略

主講人：簡又新大使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台灣淨零排放協會理事長

2022年 7 月 7 日

永續發展路徑圖產業主題宣導會

鋼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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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又新
現職

• 中華民國無任所大使

• 永續發展目標聯盟主席

•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 中鼎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 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理事長

• 台灣淨零排放協會理事長

• 電訊暨智慧運輸科技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經歷

• 外交部長

• 交通部長

• 首任環保署長

• 立法委員

• 駐英國代表

• 國安會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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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永續發展的 TAISE

氣候變遷
Climate Change

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企業永續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永續能源
Sustainable Energy

五大工作主軸

162 項活動

46,136 人次

來自43國家

2021 活動成果

大學永續
University 

Sustainability

© 2021，簡又新「企業應對氣候變遷及永續發展的機會與挑戰」

58場演講

104 集廣播



壹、劇變的大時代 2015 -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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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世界里程碑 - 巴黎協定和永續發展目標

150 位國家領導人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1 次締約國大會(COP21)全力支持巴黎協定

1.5
Celsius

巴黎協定 (2015-2030) 2030永續發展議程 (2015-2030)

© 2021，簡又新「氣候風險與永續金融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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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帶來人類生存與文明的兩大威脅

轉型
風險

實體
危機實體

風險

家破人亡，環境惡化 減緩與調適

© 2021，簡又新「淨零排放目標的挑戰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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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變遷相關立法大幅增加

© 2021，簡又新「氣候風險與永續金融發展趨勢」；Source: https://www.carbonbrief.org/mapped-climate-change-laws-around-world

四大策略

兩大治理基礎

產業轉型能源轉型 生活轉型 社會轉型

氣候法制科技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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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結汽、柴油車時代的開始

© 2021，簡又新「氣候風險與永續金融發展趨勢」；Source: Zhang Chun, 2017/09/12. “China Considers end to petrol and diesel cars,” China Dialogue

2021 COP26 簽署
領先禁賣新汽車及

柴油車國家

34
41
11

國家

地方政府

大汽車廠

哥斯大黎加

挪威

英國

美國加州

美國紐約州

日本

歐盟

2021
2025
2030
2035
2035
2035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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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氣候政策首長Frans Timmermans：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後果相當明確，
設立氣候新法在所難免，而俄烏戰爭促使歐洲各國加快擺脫化石燃料。

 歐盟2022.6.29宣布，27個成員國已達成
共識，同意在2035年停止在其境內銷售
所有燃油車。

 歐盟各國同意設立590億歐元的基金，在2027至2032年間，保障貧困民
眾因措施而增加的能源費用。

 曾經拒絕提案的德國，最後決定妥協。
同時要求歐盟應於2026年前評估替代技
術車輛的合法販售，如合成燃料或插電
式混合動力，獲得其他國家支持，法案
最終得以通過。

© 2022，簡又新「從CBAM到淨零排放策略」：Source: 中時新聞網「德國妥協歐盟2035年禁售燃油車」

歐盟2035年禁售燃油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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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航空業氣候雄心宣言
(International Aviation Climate Ambition Declaration)

23 國家簽署確認航空公司、機場、飛機和引擎製造商承諾 2050 年碳中和

© 2021，簡又新「邁向零碳時代生產與生活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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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德班克宣言 (Clydebank Declaration)

22 國簽署綠色航運承諾2030年前支持6條綠色航運廊道的建設

200 家企業承諾在 2030 年前實現零碳船舶和燃料的規模化和商業化。

© 2021，簡又新「邁向零碳時代生產與生活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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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國

葡萄牙 法國 芬蘭 奧地
利

© 2021，簡又新「氣候風險與永續金融發展趨勢」

能源產業的大幅轉型

告別燃煤：歐洲國家逐步淘汰燃煤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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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燃煤轉清潔能源發電聲明
(Global Coal to Clean Power Transition Statement)

46 個國家承諾逐步淘汰煤炭，中國日本等國承諾不在海外繼續投資煤電項目

© 2021，簡又新「邁向零碳時代生產與生活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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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品牌減碳引領價值鏈變化

Microsoft 2030 年達成負碳排放
2050 年清除所有自產碳排放

Apple 2030 年整體業務、供應鏈和產品達到 100 % 碳中和
成立碳解決方案基金，投資於全球森林和自然生態恢復與保護

Google 2030 年前「全面」採用無碳能源

Facebook 2030 年實現整個「價值鏈」 (包括供應商和用戶)的淨零碳排放

Amazon 2025 年實現 100 % 再生能源
2040 年實現全供應鏈碳中和

Johnson & 
Johnson

2025 年實現 100 % 的電力來自再生能源
2030 年實現碳中和

Walmart 2030 年恢復至少 5,000 萬英畝的土地和 100 萬平方英里的海洋
2040 年實現零排放

© 2021，簡又新「氣候風險與永續金融發展趨勢」；Source: The Business of Renew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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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道德標準的國際貿易新門檻

歐盟：
• 規定境外企業進口產品至歐盟時，必須購買歐盟排放交易額度

( EUA)，並繳回註銷。
• 針對未實施減碳政策的國家，對其進口至歐盟的產品徵收一致的

進口稅率

美國：
• 2020年競選期間：拜登表態支持開徵
• 2021年3月：貿易代表署(USTR)表示將研議
• 2021年4月：氣候大使柯瑞表示，拜登正進行評估

英國：
• 首相強生敦促七大工業國 (G7) 立法課徵

加拿大：
• 總理杜魯道提議美、加可就邊境碳稅開展合作

© 2021，簡又新「氣候風險與永續金融發展趨勢」；Source: World Bank (2020).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0.

碳中和的配套開始實施邊境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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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擴大CBAM的範圍：
 管制範圍除由原委員會提出包含水泥、鋼鐵、鋁、肥料及電力等5大類產品外，

亦涵蓋有機化學品，塑膠，氫氣和氨。
 擴展到包括間接排放，即來自製造商使用的電力的排放，以能更實際反映歐洲

工業的二氧化碳成本 (衝擊台灣製造商相當大)。
二. 逐步實施CBAM並結束ETS的免費配額：
 CBAM將從2023年1月1日起適用，過渡期延長1年至2026年底，自2027年起實際

課徵。
 2032年終止歐盟ETS免費配額，全面轉為實施CBAM，原出口商免費配額調整為

2023-2026年期間為100%，2027年為93%，2028年為84%，2029年為69%，2030
年為50%，2031年為25%，2032年降為0。

三. 設立統籌管理的CBAM機構
四. 收入：CBAM憑證銷售的收入應歸入歐盟預算，並建議歐盟應對最低度開發國家

(LDCs)提供至少相當於CBAM收入的財務援助。
五. 後續規劃：歐洲議會準備開始與成員國進行談判。

法案背景：
 CBAM為歐盟Fit for 55 (55套案)中的一項法案，根據《歐洲氣候法》以1990年為

基處於203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減少55%。
 全球燃料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約有27%來自國際貿易商品。

© 2022，簡又新「從CBAM到淨零排放策略」

CBAM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進展 (202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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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基金開始撤資，全面退出 ESG 表現不良產業

(截至2021年3月)

14.56 兆美元

總撤資金額

1,313
撤資機構數目

約5.8 萬人
個人撤資數目

共 52 億美元

撤資機構分析

34 % 宗教團體

15 % 教育機構

15 % 慈善基金

12 % 政府單位

NGO 4 %

退休基金 12 %

營利企業 5 %

健保單位 1 %

Source : gofossilfree.org (檢索日期：2021.04.07)

國際基金開始撤資，全面退出石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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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哥零碳金融聯盟
（Glasgow Financial Alliance for Net Zero）

A collaboration with Race to Zero
450家金融機構｜32國｜130兆美金資產規模

• 零碳銀行聯盟（Net-Zero Banking Alliance）

• 淨零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s Initiative）

• 淨零資產擁有者聯盟（Net-Zero Asset Owner Alliance）

• 淨零保險聯盟（Net-Zero Insurance Alliance）

2021年4月21日成立

Source: Global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leaders establish alliance to accelerate transition to net-zero emissions economy，2021.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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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定價 碳交易
新的國際
貿易生態

© 2021，簡又新「循環經濟在碳中和的角色」

碳稅及碳費改變產品的價值與價格

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整合全球碳定價



21

2050
風力、太陽能電
廠等再生能源及

核能

以使用綠電為
主的工廠

智慧綠建築

電動車、氫燃料船、
生質燃料飛機及

100% 使用綠電之
軌道運輸系統

2021

火力發電廠

工廠

傳統建築

燃油汽車、
柴油輪船、
飛機、捷運、
高速鐵路

© 2021，簡又新「因應氣候變遷的永續驅動力」

全球企業面臨空前巨大的挑戰



貳、鋼鐵業的零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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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

 鋼鐵產品為人類發展不可或缺的元素

 全球鋼鐵需求仍不斷增加，

以2014年為基準年，

至2050年將達15~40%

 鋼鐵業每年約排放全球6~8% 的二氧化碳

source:  OECD(2019), low and zero emissions in the steel and cement industries, OECD Paris ; ArcelorMittal (2021), climate action re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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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鋼鐵業淨零排放的方向
從設計面著手

 延長產品及結構的生命週期

source:  OECD(2019), low and zero emissions in the steel and cement industries, OECD Paris ; ArcelorMittal (2021), climate action report 2

 鋼鐵原材料減量使用，高效率的使用
鋼鐵在產品、車輛、建築的必要結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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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鋼鐵業淨零排放的方向
從循環資源面著手

source:  OECD(2019), low and zero emissions in the steel and cement industries, OECD Paris ; ArcelorMittal (2021), climate action report 2

 減輕結構分解的困難；
增強零件重新使用、重複使用的機會

 提高廢鋼鐵回收的數量和品質，
是最容易降低GHGs的方法。
全球廢鋼鐵回收率在84%，
30%鋼鐵產品使用回收廢鋼鐵。



26

邁向鋼鐵業淨零排放的方向
低碳、零碳、負碳科技的應用

source:  OECD(2019), low and zero emissions in the steel and cement industries, OECD Paris ; ArcelorMittal (2021), climate action report 2

低碳或零碳能源：從BF-BOF科技轉型到DGI-EAF科技

• BF-BOF(blast furnace-basic oxygen furnace)是目前多數鋼鐵生產所使用的科技，
使用煤炭，碳排放量高。

• 相較於BF-BOF科技，未來轉型用DGI-EAF(direct reduced iron-electric arc furnace)
科技能降低38-52%碳排放；使用電熱爐 (green electricity)融化廢鋼鐵(zero-
emission steel)，使用天然氣或是綠氫取代天然氣去驅動發電，若綠氫取代天
然氣未來鋼鐵業能達到net-zero。

負碳科技：碳捕捉和封存科技

• 使用燃燒前(pre-combustion)和燃燒後(post-combustion)科技將CO2 從石化燃料
中移除，不造成GHGs排放到大氣中。

• CO2  可被壓縮成液體經管線送到原油區、天然氣貯存或天然蓄水層。

• 捕捉到的CO2可被用製作成產品如：塑膠、混泥土、生物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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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鋼鐵業淨零排放的方向
政府政策及基礎建設

• 為降低對鋼鐵的需要，溝通取得與建築、運輸、土
木工程、設計和建築機構的同意去執行材料使用設
計和標準。

• 推動淨零排放科技的研發。
• 開發低和零排放鋼鐵產品市場和商業模式。
• 提高碳價格，同時降低乾淨能源價格
• 協調零碳過程和產品標準。
• 設計高壓電力轉型，碳捕捉和氫能生產所需的基礎

建設。

source:  OECD(2019), low and zero emissions in the steel and cement industries, OECD Paris ; ArcelorMittal (2021), climate action report 2



參、企業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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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承諾 表達決心是走向淨零的第一步

© 2022，簡又新「企業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與因應」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配合政府宣示，完成公司淨零目標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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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動企業碳盤查，並完成淨零路徑圖

© 2021，簡又新「碳中和時代的挑戰與機會」

金管會目標為 2027 年完成全體上市櫃公司碳盤查、2029 年完成碳盤查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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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
經濟學

碳足跡

碳成本

碳定價

碳關稅

© 2021，簡又新「大學永續發展的挑戰」

加入碳定價考量，重新規劃公司產品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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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風險

物理風險

科技

政策與法規

立即性

長期性

商譽

市場
風險 機會

資源利用效率

能源來源

創新產品與服務

市場

韌性

策略計畫
風險管理

財務衝擊

營收

支出
資產
負債表

現金流
量表

綜合
損益表

資本與融資

資產與負債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Source :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June 2017 Overview of Recommendations

全方面的評估與量化氣候相關風險、機會與財務影響

金管會宣布銀行業、保險業應自 2023 年起揭露氣候相關風險財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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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德州雪風暴 2021 年 7 月鄭州大水

2021 年臺灣大旱 2020 年 1 月澳洲大火
© 2021，簡又新「進入國安與外交決策核心的氣候變遷議題」

員工全面展開對氣候變遷的認知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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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電 電動車

太陽能 零碳建築
© 2021，簡又新「大學永續發展的挑戰」

創造淨零轉型商機



謝 謝

敬請指教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www.tai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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