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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永續

6.1 氣候變遷
雖然全球各主要國家都已將 2050 年列為碳中和的目標，但實際上國

際社會減碳進度仍不如預期，因此「氣候變遷」的議題日益獲得重視。 

全球經濟體不分區域及經濟規模，都共同面臨極端氣候威脅，也因此物

種存續及天災疾病等風險課題一躍成為全球最受矚目的潛在風險，更

對地球村居民日常生活造成劇烈影響與衝擊。本公司身為材料通路非屬

製造業，雖然並非碳排量大戶，且溫室氣體排放管制法規或協定都未納

入通路業，但由於氣候變遷對於人類及企業的衝擊越來越劇烈，因此崇

越電通落實氣候變遷風險管理，依據 TCFD 架構之治理、策略、風險管

理、指標和目標四大構面，揭露氣候治理相關資訊，以提高資訊透明度、

促進永續經營，由內而外結合各界力量共同響應化解「氣候緊急狀態」

的崩潰危機。

氣候變遷相關財務揭露 (TCFD) 架構的企業因應之道

6.1.1 治理

  ● 董事會作為風險管理最高監督單位，因此將氣候變遷帶來之可能

衝擊列入公司重大風險之一，透過風險管理機制，管理氣候變遷

風險與機會相關議題。

  ● 董事會轄下設立永續發展委員會，並成立跨部門的 TCFD風險與機

會管理小組，財務長擔任 TCFD風險與機會管理小組召集人，負責

執行與推廣 TCFD風險與機會相關計畫，定期向董事會報告環境相

關計畫執行績效。

  ● 公司 TCFD風險與機會管理小組應每年向董事會呈報與氣候相關

之經營績效，定期檢視 ESG影響、績效及策略目標；遵循危機管理

作業流程，即時降低偶發氣候事件造成之經營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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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策略
  ● 定義管理期程： 

一般短期訂為 1~5年、中期訂為 5~10年、長期訂為 10~30年

  ● 定義管理期程：短期為2023~2028年、中期為2029~2032年、
長期為 2033年後。

  ● 剖析氣候相關風險對財務與非財務面衝擊，探索企業經營
機會並研議對策及因應作為。

分析 NDCs國家自主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及

RCP8.5暖化推估情境，代表性濃度途徑(The Representative Con-

centration Pathways, RCPs)兩種氣候情境的實體風險與轉型風險。

  ● 剖析氣候相關風險對財務與非財務面衝擊，探索企業經營機
會並研議對策及因應作為。

  ● 分析 NDCs及 RCP8.5 兩種氣候情境的實體風險與轉型風險。

情境一 
「NDCs」 

在此情境假設的時間範圍是 2030 年參照國家自主

減量情境 (NDC 2015- 較 2005 年排放量減少 20%)，
預計將使每度電用電成本增加，約佔整體營收 0.03%，

對公司經營衝擊並不顯著。

情境二 
「RCP8.5」 

在此情境假設的時間範圍是 2021-2040 年，所面臨的

環境是年平均溫度增加 0.9°C、年雨量增加 125 毫米

/ 天，推估將增加 5.4% 電力使用量。預計將使用電成

本增加，約佔整體營收 0.032%，對公司經營衝擊並不

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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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分重大風險 /機會
①短期實體風險：颱風、水災

②政策法規：國家減碳目標與政策 

10-14分中度風險 /機會
③市場反應 : 原物料成本上漲 
④市場反應：能源價格上漲 
⑤影響商譽的可能性：產品提高售價 
⑥長期實體風險：平均氣溫上升

 
1-9 分低度風險 /機會
⑦政策法規、市場反應：碳費 ( 碳稅 ) 
⑧推動植樹計畫 : 綠建材使用 
⑨更有效率之使用資源：使用再生 
能源 ( 如購買綠電 )、提高代理循環 
經濟材料之比重

⑩採購高效能用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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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機會類型 風險描述 衝擊程度 對 TCFD 之影響 因應對策 /現行措施

風險

風險 1 因颱風、暴雨造成倉庫、設備損失 高度 影響出貨、營收及財損
加強緊急應變訓練及應變設施 (防水閘門設施、窗
戶增設防水條設施 )

風險 2
配合國家目標與政策，增加相關節能之
措施

高度 增加營運成本

1. 公務車更換油電複合動力車輛
2. 公務車更換為電動車輛
3. 推動植樹減碳計畫
4. 推動碳中和計畫

風險 3
因能源、疫情等因素影響供應商原料(包
含原物料運輸成本 )漲價

中度 增加營運成本
與客戶協商有關原物料成本上漲相關問題 (國際物
料及運輸成本調漲 )、穩定長期配合運輸廠商控管
運輸成本上漲影響

風險 4
1. 因實體風險等因素影響能源漲價
2. 電力公司為了達到降低排碳增加購買

綠電及提高使用天然氣發電比率
中度 增加能源成本

1. 2011 年起所有據點全面裝置 LED 燈，節省能源
使用

2. 2021 年起使用低耗能空調系統全面更新，降低
能源使用

風險 5
因實體風險及轉型風險成本增加過高，
提高售價

中度 客戶轉單 , 影響營收
與客戶協商有關產品售價上漲相關問題 (國際物料
及運輸成本調漲 )

風險 6
指非正常、嚴重、季節性，或超出歷史
平均數值的天氣

中度
極端氣候可能造成自然災害， 
增加企業經營風險及成本。

1. 全面裝置 LED 燈，節省能源使用
2. 空調系統全面更新為符合節能標章，降低能源

使用

風險 7
1. 政府要求繳碳費
2. 輸出產品過邊境要繳碳稅

低度 增加碳相關費用
隨時注意相關之法令及政策更新，蒐集碳費、碳稅
及碳交易平台相關資訊

機會

機會 1 制定實施植樹計畫 低度
透過植樹計畫取得碳權， 
減少碳費

固定與機關團體合作執行植樹計畫

機會 2
向再生能源售電業購買白天發電的太陽
能當綠電來源做為辦公室使用

低度
符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減少碳費

未來規劃購買綠電

機會 3 購買低排碳或低耗電量之新設備 低度 提高設備能源使用效率 將高效能用電設備納入採購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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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風險管理
  ● 因應在營運過程之各種氣候相關實體風險、轉型風險及機會，

每年利用組織環境議題及風險與機會管理對策表重新評估氣候

相關風險之衝擊與影響，檢視企業經營機會並研議相應對策及

因應作為，採系統性方法納入年度計畫執行作業。

  ● 董事會為風險管理最高監督單位，負責審查年度風險管理報、

執行報告及稽核報告，以確保氣候相關風險管理制度有效推

行。

  ● 本公司已依據所鑑別重大風險 / 機會議題擬定短、中及長期指

標及目標，以因應氣候變遷所造成本公司財務面衝擊影響。

圖 1. 氣候相關風險管理流程圖

1. 實體風險議題
2. 轉型風險議題
3. 氣候相關機會議題

風險 /機會

1. 財務衝擊
2. 風險類型(物理 /轉型 )
3. 衝擊時間(短 ,中,長 )
4. 財務風險 /機會衝擊度
5. 風險 /機會可能性

重大風險 /機會

衝擊金額達1,000 萬以上

解決方案 /設定指標

監督與追蹤

現行管制措施

非重大風險 /機會

衝擊金額達<1,000 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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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指標和目標

因應「氣候緊急狀態」下氣候變遷挑戰所衍生轉型契機，崇越電通期許與供應商及客戶共同合作邁

向低碳綠色經濟轉型，以減緩氣候衝擊。為具體實踐並暢行永續之路，崇越電通積極推動相關事務，

訂定減碳管理策略目標、展開各項專案並執行減碳管理與成效評估，透過外部查證檢視績效成果，

落實保護地球環境之目的。

目標                 2023              2030         2050            

溫室氣體管理

實體倉儲物流風險管理

碳排放量 ( 類別 1+2)
減少 50%，每年可減碳
量達 114 噸
備註 : 油電複合動力車輛
每公里 92 公克二氧化碳排
放量 (歐盟規範 )

定期每年實施緊急應變訓
練至少 1次 /年

碳排放量 ( 類別 1+2)
減少 70%

增設應變設施及持續推
動緊急應變訓練

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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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行動方案規畫執行

為強化崇越電通面對「氣候緊急狀態」挑戰與衝擊的調適韌性，崇越電

通擬定氣候變遷預應措施，制定永續原則與策略，設定管理目標，藉以

展開各項行動方案並研議執行期程，盼善盡企業的地球公民責任，守護

地球生態 :

1.加強應變設施 ( 倉庫設置防水閘門設施 )。

2.公務車更換為油電複合動力車輛。

3.公務車更換為電動車輛。

4. 推動植樹減碳計畫。

5. 推動碳中和計畫。

6. 綠建材採購與使用。

7. 持續向客戶推廣循環經濟材料。

8. 每年進行溫室氣體組織行盤查外部查證。

9. 規劃向民營電力公司購買綠電 ( 太陽能發電 )。

6.2 溫室氣體管理

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 (IPCC) 於 1990 年之報告指出，溫室氣體

排放會造成全球氣候暖化，是導致全球氣候變遷的主要原因，為預防氣

候風險影響到經濟發展，世界各國開始限制自身的排碳放量，各個產業

也逐步加強節能減碳作為。本公司亦長期關注環保議題並積極響應落實

節能減碳行動，同時重視營運活動中對生態及環境的保護，期望運用專

業核心能力，透過具體行動之努力，減少對環境可能產生之負面衝擊，

善盡全球企業公民的責任。

即便本公司並非製造業，溫室氣體排放量極低並未對環境污染造成直

接之衝擊，但為落實節能減碳之行動，確實掌握與追蹤溫室氣體排放

狀況，本公司自 2016 年起每年推動 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並取得

第三方獨立查證，然因應 ISO 組織改版，自 2021年起盤查係採用 ISO 

14064-1:2018 版本，以報告邊界取代原先的營運邊界的範疇概念 ( 範

疇 1~3) 將溫室氣體盤查類別分為 6 類如下 :

類別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和移除

類別 2: 輸入能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imported energy）

類別 3: 運輸中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類別 4: 使用產品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products used）

類別 5: 與使用產品有關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use of products）

類別 6: 其他來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other sour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