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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P介紹及CDP數據運
用方式 
CDP Intro and How CDP 
data is being used 



CDP-全球最大的環境資訊揭露系統 
 CDP – the world’s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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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超過7000家公司向CDP報

告 –超過全球股票市值50% 

Companies disclosed 

environmental data to CDP 

in 2018 – over half the 

world’s market cap 

 >750 
城市、州及地區分享最佳實踐 

Cities, states an regions disclosing 

and measuring their environmental 

impact through CDP 

 

 

115 
全球供應鏈會員–年度採購

金額3.3兆美元 
CDP supply chain members – 

US$3.3 trillion in annual 

procurement 

 >650 
機構投資者通過CDP要求環境披

露 – 約全球投資資金三分之一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requesting 

information – a third of the world’s 

investable capital 

 

 

 75兆美元資產管理規模 

$75 trillion AUM 

 



 結合投資人及買方的力量 

Combine market power with 

investors and buyers 

 降低企業重複披露負擔 

Reduce burden on responders  

 維持機密性Maintain confidentiality 

一次回覆回應多個利益相關方 
 ONE RESPONSE. MULTIPLE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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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授權 
INVESTOR 

AUTHORITY 

650+ 
投資機構 investors 

 

客戶授權 
CUSTOMER  

AUTHORITY 

115 
供應鏈成員 members 

 

11,500 
供應商 suppliers 

一次回覆 
One Response 



國際氣候談判歷史及CDP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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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COP 15 

哥本哈根
氣候變遷
會議 

 

2014 
COP 20 

利馬 

 

2015 
COP21 

巴黎 

2017 
COP23 

波恩 

國際社會首次將環境
議題納入政治議程，
“永續發展”一詞出現 

碳定價
及歐盟
碳市場 

簽署《氣
候變遷框
架公約》 

高期待 

低成果 

 檢討流程/ 

成果有限 

CDP披露 

驅動環境社
會治理(ESG)

在投資及供
應鏈管理的
主流化 

2003 

巴黎協定 

各國提出
自主貢獻 

1972 
斯德哥爾
摩聯合國
人類環境
會議 

1992 
里約 

地球高
峰會 

1997 
京都議
定書 

 

2018 
舊金山氣
候行動大
會/ 

Cop 24 

卡托維茲 

 

巴黎協定規則書
Paris Rulebook 

美國承諾 

 

ESG從科學走向國
際政治 

ESG 成為主流投資人關注指標 

46年推動資本邁向低碳潮流 



CDP數據是投資市場中環境績效分析的基石 
 
 
CDP underpins the environmental data used by the market 

Pa

ge 

7   

CDP 

Corporate 
Knights 

Global 100 CRO’s 100 
Best 

Corporate 
Citizens 

DJSI 

FTSE4Good 
Index Series 

GS Sustain 
MSCI ESG 

Indices 

Oekom 
Corporate 
Rankings 

Sustainalytics 
Company 
Rankings 

Trucost 



投資人如何使用CDP數據 
Investor use of CDP data  

Pa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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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part of ESG analysis on portfolio holdings 
分析投資組合中的ESG風險機遇 

 Sector-wide research with CDP’s award winning sector research reports  

CDP產業報告示範了如何將ESG與主流產業分析相結合 

As a reason to engage. CDP問卷提供投資人與公司接觸溝通非財務資訊的管道  

The CDP disclosure questionnaire is a valuable hook that investors use to engage with companies 

Creating in-house products and strategies such as undertaking a carbon 

footprint of a portfolio or creating innovative indexes. 設計金融商品 

Source: Better information, Better investments. CDP Investor case studies 2016 



2018 CDP供應鏈 
 
 

115家企業聯合堆動供應商，通過回覆CDP問卷邁向永續低碳旅程 

 

   



供應商合作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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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供應商

向CDP報告 

 

計算及報

告排放 

設定減排目標 

減排活動 
 

與客戶合作

減少排放 

第一階段: 建立基礎 第二階段:  能力建设 第三階段: 提升表現 

減少排放，推

進低碳經濟 

 

 

 

再生能源

消費 

報告上游排放和

供應商參與 



• 供應商已經感受到來自客戶和行業的強烈信號，即：
設定SBT不僅僅是HPE自上而下的減排要求，而是為了
説明供應商更好地應對未來外部利益相關者的壓力。 

•  

目標制定起因和動機 

HPE一直是全球IT企業中供應商參與和能力建設的領導者。 在
過去的6-7年中，HPE與RBA和CDP供應鏈等合作，收集供應
商的範疇1和2排放資料，建立供應鏈透明度。 

但近年來，HPE開始注意到其供應商對於氣候目標的自滿情緒。 

許多供應商只有1年的減排目標。 當時，大約93％的HPE支出
用於僅有一個氣候目標的供應商。 

HPE意識到需要推動更透明、更有雄心的氣候行動， 並看向了
SBTi作為可靠的協力廠商標準。 幸運的是，供應商中對SBT

的興趣已然明顯。 當HPE初次開展供應鏈計畫時，已經有70

％的支出用於未來兩年內設定或打算設定SBT的供應商。 

 

案例：HPE帶動同行推動供應商行動 
 
 
 2017年，HPE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個以供應鏈為核心的科學碳目標(Science-based Targets, SBT)。 

HPE承諾，以2015年為基準年至2025年，其80%的生產相關的採購支出將用於設定了科學碳目標

的供應商，供應鏈的絕對排放減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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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收集和長期監測 

為了監測實現2025年目標的進展，HPE收集了供應商營
收、預計收入增長以及HPE有直接合同關係的供應商的範
疇1+2排放資料。 HPE還使用LCA建模來全面瞭解其購買
的商品和服務全生命週期排放，以補充直接從供應商收集
的資料。 

来自：“Value change in value chain”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wp-
content/uploads/2018/12/SBT_Value_Chain_Report-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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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P 2019年問卷變動 
Changes to CDP 
questionnaires for 2019  
 



回顧 2018年CDP變動 
Review CDP changes in 2018 

Pa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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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問卷 

 修改指南 

 修改評分方法學 

 新的問卷線上預覽 

 新的線上指引報告 

 新的披露平台 

 增加回覆語言選項 

行業 

農業 

能源  

材料 

交通 

 

融合 

氣候相關財務披

露工作組建議 

 

進化 

前瞻性 

跨主題結合 

 



2019: 超過9成的題目不變 
Over 90% of the questionnaires remain the same 

採納企業意見 Informed by feedback 

無重大變化 No significant change 

確保跨年比較可行性，「複製去年回覆」功能
上線 Allow consistency, trend analysis and 'copy 

from last year' feature 

超過九成題目屬於「無變化」或「細微變化」
Over 90% 'no change' and 'minor change‘ 

水問卷及森林問卷各增加1個新題目 Only one 

new question for Forests and Water questionnaires 

只有森林問卷增加了「煤炭、金屬及礦業」產
業別題目 Only Coal, Metals & Mining sectors in the 

Forests questionnaire will receive a new set of 

unscored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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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questionnaire changes from 2019 

No change Minor Modified New question

Forests questionnaire changes from 2019 

No change Minor Modified New question

Climate questionnaire changes from 2019 

No change Minor Modified



金融產業別問卷延至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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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questionnaire has been postponed until 2020 

諮詢結論 Conclusions from the consultation 

 

對於金融部門在氣候變遷報告的重點從「營運帶來的影響」轉向「投融資帶來的影響」
表示歡迎, 但該部門在應對水安全和森林議題方面的準備程度尚未充足 
Shifting focus from operational to financed impacts is welcomed for climate change reporting, 

but the sector is not yet at the same level of preparedness to respond to water security and 

forests issues.  

 

需要更漸進地導入，以期在2020年更順利地展開部署 
A more gradual introduction is required, leading to a smoother and more 

successful deployment in 2020.   

 

2019年, 將提供金融產業別的問卷指南。 
In 2019, Financial Services specific guidance will be provided. 



(C1.1a) 識別負責氣候相關議題的人員在董事會中的職位 (不包括
任何姓名)  

Identify the position(s) (do not include any names) of the 
individual(s) on the board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climate-related 
issues 

(W6.2a) ... for water-related issues 
(F4.2a) .. for forest-related issues 
 
在董事會職位----“董事會委員會”----中增加了新的下拉選項, 因為
董事會監督可能由一個委員會, 而不是個人進行  

New drop down option added to list of board positions - "Board-
level committee" - as oversight may lie with a committee rather 
than an individual 

 

董事會監督 

 
 

 

Board over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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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人員責任 

Management level responsibility 
 

(C1.2) 提供負責氣候相關議題的最高管理層職位或委員會 。 

Provide the highest management-level position(s) or committee(s)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climate-
related issues.  
 

(W6.3) .. for water-related issues 

 
(F4.3a) ..for forest-related issues 

 

問題文本編輯-"董事會級別以下" 改為 "管理級別", 以緩解對此問題和董事會監督問題之間差異的混淆。 

Question text edit – ‘Below board-level’ replaced with ‘Management-level’ to ease confusion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question and the board oversight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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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的財務影響 Potential Financial impact  
 
 C2.3a, C2.4a, W4.2a, W4.3a, F3.1b, F3.2a  
 

• 要求風險和機會可能產生的財務影響的修改格式 (回應公司回饋) 
Modified format for requesting the potential financial impact of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in response to company feedback) 

• 報告最小/大值範圍或單一數值 New option to report a min/max range OR a single 
figure 



C8 能源 Energy 
 

在所有要求指定熱值的問題中, 我們
增加了一個新的下拉選項: "無法確認
熱值"  

In all questions asking to specify the 
type of heating value used we have 
added a new drop-down option: 
“Unable to confirm heating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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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2f) 請詳細說明在 C6.3 中報告的基於市場-範疇2數值中, 適用於低碳排放係數
計算的電力、熱量、蒸汽和冷卻量。 

Provide details on the electricity, heat, 
steam, and/or cooling amounts that 
were accounted for at a low-carbon 
emission factor in the market-based 
Scope 2 figure reported in C6.3. 

 

增加新欄 New column added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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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設施 Defining ‘facilities’ in  
W4.1.b, W4.1c, W5.1-W5.1c 
 
 
 
 

  沒有面臨風險的設施總數  

Total no of facilities at risk 

  每個流域中面臨風險的設施數量  

No of facilities at risk per basin 

  設施別水核算  

Facility level water accounting data  

為了易於報告，對設施分組進行更明確的
指導。例如相同的河流流域, 相同的司法管
轄區。報告的 W5 設施應反映 W4 設施
Clearer guidance on grouping of facilities 

for the purposes of reporting. E.g. same 

river basin, same jurisdiction. W5 facilities 

reported should mirror W4 facilities  

 

 

適用於 Applies to:  



(SC1.1) 根據您在此報告期內
銷售的商品或服務, 將您的排
放分配給下面列出的客戶。
Allocate your emissions to 
your customers listed 
below according to the 
goods or services you have 
sold them in this reporting 
period. 
 
應供應鏈成員組織的要求增加
新欄目, 以便更詳細地瞭解分
配水準 
New columns added at the 
request of supply chain member 
organisations to allow for more 
details on the level of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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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Tips for responders 



建議 
 Tips 
 

 對於每個問題, 請閱讀指南的相關部分和評分方法。這將協助您充分回答這個問題。For each question, 
read the relevant part of the guidance document and scoring methodology. This will help you to answer 
the question fully. 

 避免將問題留空。空白答案會顯著降低分數，因為在部分給分的情形下，空白只會拿到零。Avoid leaving 
questions blank. Blank answers reduce a score significantly as they are scored zero out of the maximum 
available points 

 組建內部工作組，累積「具體公司描述」案例 Form internal taskforce to accumulate “company-
specific” cases 

 留意具有「跨問題聯繫」 的評分方法- C4.3b, C7.1-6, C8.2 Pay attention to scoring criteria with 
“cross-question linkage” 

 

 

Pa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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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風險和機遇 

題號 風險管理流程 

C2.1 請描述貴組織對短期、中期和長期範圍的定義 

C2.2  請選擇最符合貴組織識別、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議題的流程如何
整合至您整體風險管理體系的選項。 

C2.2a 請選擇最符合貴組織識別和評估氣候相關風險的頻率和時間範圍。 

C2.2b 請進一步說明貴組織識別和評估氣候相關(財務)風險流程。 

C2.2c 貴組織在進行氣候相關風險評估中考慮以下哪項風險類型？ 

C2.2d 請描述您管理氣候相關風險和機遇的流程。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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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風險和機遇 

題號 風險/機遇披露 

C2.3/2.4  您是否已識別出任何可能對您的業務造成實質性財務或戰
略影響的氣候風險/機遇？ 

C2.3a/2.4a 請進一步說明已識別的任何可能會對您的業務造成實質性
財務或戰略影響的氣候風險/機遇。 

Pa

ge 

26   



C2 風險和機遇 

題號 商業影響及財務規劃評估 

C2.5  請描述已識別的風險和機遇在哪些面向以及如何影響您的業務。 

影響區域：產品及服務，供應鏈，調適及適應，研發投資，運營，其
他；影響程度；具體公司描述 

C2.6 請描述已識別的風險和機遇位於哪些面向以及如何納入您的財務規劃
流程。 

面向：營收，運營成本，資本支出，並購及分拆，融資，資產，負債；
影響程度；具體公司描述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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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力級別標準：對於獲得完全的管理評分的每一行，將頒發1領導力點，最高3分 

具體公司敘述：C2.3a 評分標準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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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級別標準 

 在C2.2, C2.2a, C2.2b, C2.2c中須達到完整的認知評分，才會進行管理評分。 管理級別獎勵最多三個完整
行。 完整行必須包含： 

 「具體公司敘述」—1分 

 在「財務影響類型」中選擇的風險因子，須與 「潛在財務影響」和「對財務影響的解釋」有清晰的
邏輯依據—1分 

 「對財務影響的解釋」解釋了財務影響的計算方式，並清楚地描述了潛在影響—1分 

 「管理方法」描述正在採取的措施—1分 

 管理方法包含一個例子或案例研究—1分 



風險及機遇的回答方法 
 

具備風險/機遇 

對於我司而言，可能會衍生的變化 

風險/機遇造成的財務影響：例如沒有實際進行風險/機遇管理原則時，可能造成的財務影響 

為了減緩風險或最大化機遇時所實施的管理原則 

不具備風險/機遇 

經評估不具備重大影響的風險/機遇 

評估過程以及影響層面 

認為該影響不重大的理由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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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及機遇類型 
 政策及法規，如碳稅、碳交易、碳排放披露義務等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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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範例：碳交易 

中國七大試點碳排放交易啟動後，公司共有2家工廠納入碳排放交易對象。 假設碳

排放交易價格為30-40元/噸，則我司須負擔約X元的碳交易支出。 為了減少這方面

支出，我司各部門進行減排對策，例如X部門的減排對策增加OO研發費用。 

具體風險敘述 

 
風險財務影響 

 

風險管理方式 

 
風險管理費用 

 



風險及機遇類型 
  政策及法規，如碳稅、碳交易、碳排放披露義務等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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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範例：碳交易 

中國七大試點碳排放交易啟動後，公

司共有2家工廠納入碳排放交易對象。 

假設碳排放交易價格為30-40元/噸，則

我司須負擔約X元的碳交易支出。 為

了減少這方面支出，我司各部門進行

減排對策，例如X部門的減排對策增加

OO研發費用。 

機遇範例：碳稅 

對於實施碳稅的目標市場，我司產品

較其他公司能源效率高，對於希望降

低碳稅風險的客戶而言較具吸引力。 

為了進一步強化我司產品能效優勢，

我司投入X技術研發。 

 



風險及機遇類型 
  物理風險/機遇，如降水量增加、平均氣溫增加、洪水、乾旱、強烈颱風、海平面上升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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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範例：暴雨損害 

XX工廠位於低窪地區，暴雨造成道

路積水，可能中斷運輸，甚至斷電。 

由於備用發電機僅能負擔辦公室用

電，無法負擔生產線用電。 一旦斷

電，每日損失利潤達XX元。 為此，

我司已投入XX元加強備用發電機配

置及其防積水策略。 

機遇範例：氣溫上升 

我司產品中的原材料XX，適於較溫暖

區域栽種。 氣溫上升的背景下，該作

物的種植區域增加或種植成本下降，

可能有助於降低調度成本。 目前我司

在XX地區進行試驗栽培，預計試驗成

功後將有助於降低調度成本xx%。 

 



風險及機遇類型 
  其他風險/機遇，如聲譽、消費者偏好變化、人口及文化環境變化等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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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範例：聲譽 

我司所屬高耗能產業，在國際及國內氣

候變化相關政策相繼推出的背景下，我

司推出相應減排及能效提升活動，有助

於在政府及民間取得較佳的聲音，對於

爭取政策補助或客戶認同上較具優勢。 

機遇範例：消費者偏好 

我司XX產品，具備氣溫越高的夏季販

售量越高的趨勢。 在平均氣溫增加的

背景下，消費者對於我司產品的需求

量可望持續上升。 

 



2019年時程 

 
 

CDP Supply Chain | @C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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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dp.net/en/companies-discloser/disclosure-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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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建議 

謝謝！ 



水安全問卷 

Water Security 
Questionnaire 

39 Name|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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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新的部門問卷 No new sector questionnaires 

1個新的核心問題–W6 治理: 1 x new core question – W6 Governance:  
 
 

無重大變化 No major changes 
 



需要注意的5個修訂包括: 
 5 revisions to note include: 

 W4 風險和機會 Risks & Opportunities (also CC and F questionnaires) –修改風險和機遇潛在財務

影響的格式 modified format for requesting the potential financial impact of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W4 風險 Risks和 W5 設施級別水核算 Facility level accounting –為了更易報告，修訂對設施群

組的指南 modified guidance on the grouping of facilities for the purposes of reporting 

  W6 治理 Governance (also CC and F questionnaires) – 董事會監督的新下拉選項, 以及管理階層

責任的文本編輯new drop down for board oversight, and question text edit for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MM only) W0 簡介 Introduction, W1 目前狀態 Current state & W3 過程Procedures – 修訂的回應

選項和問題依賴關係 revised response options, and question dependencies  

  Minimum version 最小版本 W6 治理 Governance – 添加了缺少 “無路徑” 問題 missing ‘no-route’ 

question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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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的金屬和採礦問題 
Revised Metals & Mining questions 
 
 • W- MM0.1a: 更正回應選項-從 “選擇所有應用” 到 “從”，以方便地分析回應 corrected 

the response option - from “select all that apply” to “select from” to ease analysis of 
responses  

 
 

• W-MM1.2j (recycling回收利用), W-MM3.2, W-MM3.2a (tailings dams 尾礦壩): 經修訂
的問題連結，只關聯 W-MM0.1a 中指出的 "採礦" 活動的公司 (僅不包括有 "加工活動" 
的公司) question linkage revised so presented only to companies with “mining” 
activities indicated in W-MM0.1a (excludes companies with “processing activities” 
only) 

• W-MM3.2a: 修訂的下拉式功能表, 以更好地與 ICMM 保持一致 revised drop downs to 
better align with ICMM  

 (W-MM3.2a) 為了管理與您控制的尾礦壩相關的對人類健康或水生態系統的潛在影響, 您的
所有水壩都有哪些流程？To manage the potential impacts to human health or water 
ecosystems associated with the tailings dams in your control, what procedures are in place 
for all of your dams? 

(W-MM0.1a) 貴組織在金屬和採礦部門從事哪些活動？Which activities in the metals and 
mining sector does your organization engag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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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版本調查表 
Minimum version questionnaire 
 
 
 

• 包括其他 “無路線” 問題----2018年遺漏了Ｗ6.2c   
Additional “no-route” question included  – W6.2c was missing in 2018  

(W6.2c) 為什麼沒有董事會在水相關議題進行監督, 你今後有什麼計畫改變這種狀況？ 
Why is there no board-level oversight of water-related issues and what are your 
plans to change this in the f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