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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議程

 CDP簡介及氣候政策趨勢

理解倡議與企業參與現狀

加入倡議的技術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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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P簡介及氣候政
策趨勢

3



CDP-全球環境資訊揭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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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
公司向CDP報告 –約占全球股票市值

的64%

1,100
城市、州及區域分享最佳實踐

200+
全球供應鏈會員，代表5.5

兆美元採購金額

590
投資機構通過CDP要求環境揭露–約占

全球投資資金1/3

110兆美元資産

CDP協助投資人、公司及城市測量、理解並管理他們的環境影響



CDP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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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P 提供數據給資本市場及公民社會，以匯聚行動力量來應對環境挑戰

投資者

品牌方

商業銀行



2021 CDP 連署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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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CDP 供應鏈合作夥伴



CDP資料應用

ESG資料提供方

金融產品開發與服務 投資者倡議國際氣候倡議

報導框架及評級機構 供應商環境績效管理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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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企業參與CDP揭露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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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1年受投資者邀請的台灣企業(上市公司) 回覆情況 2018-2021年受客戶邀請的台灣企業(供應商)回覆情況



台灣氣候政策速覽

未來動向

綠電

強制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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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公司治理3.0

2023年起要求公告申報永續報告書之上市櫃
公司參考TCFD建議揭露氣候財務相關資訊

經濟部: 2021年起規範契約容量
5,000kW以上用戶，必須在5年內
設置契約容量10%的再生能源 台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圖

碳費
永續金融分類
…



具備國際公信力，已廣泛應用於投資機構倡議、採購機構標準及綠色金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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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學為基礎，當企業營運區域出現更嚴格法規時，能夠消除中長期風險

鼓勵公司先從營運及價值鏈減排著手，避免被鎖定最耗費成本的中和

具備一系列現成工具及方法學，以及相應解決方案提供方

提供可追蹤、可衡量的方法，比較同行減排進展

通過國際框架「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設定減排目標
預備更趨嚴格的國際供應鏈及政策要求



CDP 三大主題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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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問卷 水問卷氣候問卷

重點關注:

 管理現狀

 流程

 治理與策略

 風險機會

 執行與關聯

 認證與挑戰

森林風險商品:

 木材、棕櫚油、牛肉和牛製品、大豆、
橡膠

 供應鏈模組

認證商品、供應鏈合作、森林保護行動

重點關注:

 情境

 商業影響

 流程

 風險機會

 設備用水量化評估

 治理與策略

 目標與關聯

 供應鏈模組

設備水風險、產品用水強度、供應鏈合作

重點關注:

 企業治理

 風險機會

 商業策略

 減排目標

 減排行動

 氣候指標

 碳定價

 供應鏈模組

碳排放分配、供應鏈減排合作、商品減排



理解科學基礎減量目標
倡議與企業參與現狀

13 Name|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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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協定

《巴黎協定》設定的共同目標是將全球平均升溫限制在
遠低於2℃，努力將升溫限制在1.5℃。

SDG目標

全球應對氣候變遷行動

氣候相關倡議行業標準政策法規

碳交易市場
企業環境資
訊揭露 RE100 SBTi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Science-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如果按照最新的氣候科學，公司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達到實現《巴黎協議》目標

（即將全球平均升溫限制在遠低於工業化前2℃，並努力將升溫限制在工業化前

1.5℃）所需的水準，即被視為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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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

發起方 合作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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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氣候變遷與其對人類的影響
氣候科學：不同的溫升情境會有什麼影響？

影響示例 1.5°C情境 2℃情境

全球人口至少每5年曝
露於酷熱環境中一次

14% 37%

夏季北極無冰的數量 每100年至少一次 每10年至少一次

熱帶地區玉米收成減少 3% 7%

珊瑚礁進一步減少 70-90% > 99%

海洋漁業的下降 150萬噸 300萬噸

Source: WRI Infographic of IPCC Special Report on 1.5 Degrees, 2018

https://pbs.twimg.com/media/DpeJcU8XUAAJ1kh.jpg:large
http://ipcc.ch/report/sr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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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基礎減量目標」的「科學」如何理解？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設定基礎》解釋了SBTi如何利用

最新可用的科學將其方法與1.5°C和遠低於2°C的路徑

相一致。

它反映了與SBTi科學諮詢小組的深入磋商，該小組由

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國際應用系統

分析研究所（IIASA）和國際能源署（IEA）等國際機

構的頂尖科學家，以及領先的學術機構和國家氣候機

構組成。

設定與巴黎協議一致的氣候力度：理解科學基礎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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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減排目標（5-15年，或5-10年）
Near-term Target

遠期淨零目標（2050年前）
Net-Zero Target



淨零目標
淨零排放標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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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深度、快速的舉措

設定近期和遠期科學基礎減量目標（2030年前削減一半的排放量，

2050年之前，90-95%的深度脫碳，並中和殘餘的排放量）

遠期目標達成後才能被認可為實現了「淨零排放」

建議在進一步投資價值鏈外其他領域的氣候行動

以上內容更新於2022年3月，最新資訊請參見SBTi官網：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



國際與大中華區企業參與概況

加入倡議

完成目標審核

126

42

21 對標1.5℃溫升路徑

2601

1213

1290

全球 大中華地區
截止到2022年3月8日20



國際與國內企業參與概況
企業實際減排量

參與科學基礎減量目標的企業正在採取與巴黎
協議一致的氣候力度，實現著大幅的溫室氣體
減排

► 自2015年以來，參與了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的

公司，其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減少了25%，而同期

全球能源和工業生產的溫室氣體總排放量增加了

3.4%；

► 參與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的公司平均來看，正

在以6.4%的線性比率降低直接（範疇1和範疇2）

排放，超過了SBTi標準要求的速率，以滿足

1.5°C的氣候變暖情境（4.2%）。
Source: SBTi Progress Repor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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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files/SBTiProgressReport2020.pdf


臺灣加入該倡議的企業
全行業37家 (2022/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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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業
• Fubon Financial Holdings

• Yuanta Financial Holding Co Ltd

• Taishin Financial Holdings

• E.SUN Financial Holding Co., Ltd.

• CTBC Financial Holding Co., Ltd.

• Cathay Financial Holding Co., Ltd

生物醫藥
• TCI Co., Ltd.

房地產行業
• Sinyi Realty Inc.

半導體和半導體設備
• United Microelectronics Corporation

• Nanya Technology Corporation

• ASE Technology Holding, Co., Ltd.

通訊服務
• Chunghwa Telecom Co. Ltd.

• Far EasTone Telecommunications 

Co., Ltd.

• Taiwan Mobile Co., Ltd

建築材料
• 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

• Asia Cement Corporation

消費品
• Hwa Meei Optical Co., Ltd

• Sunny Wheel Industrial Co., Ltd.

電氣設備和機械
• Cheng Uei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Foxlink)

技術硬體和設備
• Celxpert Energy Corporation

• Delta Electronics

• FSP Technology Inc.

• Innolux Corporation

• AU Optronics Corporation

• AcBel Polytech Inc.

• Advantech Co., Ltd.

• GoodWay Technology Co.,Ltd.

• Chicony Power Technology Co., Ltd.

• Chicony Electronics Co. Ltd.

• LITE-ON technology corp.

• Simplo Technology Co., Ltd.

• E Ink Holdings Inc.

• Pegatron Corporation

• Phihong Technology Co., Ltd.

• TPV Technology Limited

• Hon Hai Precision Inc. Co., Ltd.

以上內容更新於2022年3月，最新資訊請參見SBTi官網：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



行業層面：紡織行業
全球158家企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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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迪達（1.5℃）
範疇1,2,3：以2017年為基準年，到目標年2030年減少排放總量30%；
範疇1&2：以2017年為基準年，到目標年2025年減少排放總量90%。

彪馬（2℃）
範疇1&2：以2017年為基準年，到2030年減少排放總量35%；
範疇3：以2017年為基準年，在上游採購的商品和服務方面，每百萬
歐元採購金額所產生的的排放量降低60%

香奈兒 (1.5℃）
範疇1&2：以2018年為基準年，到2030年減少排放總量50%；
範疇3: 以2018年為基準年，到2030年減少排放總量10%，且每件售
出產品降低40%的排放量

94%

1.47% 4%

1.5℃ 2℃ WB2℃

氣候溫升情境選擇
（60家通過目標審核）

以上內容更新於2022年3月，最新資訊請參見SBTi官網：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



行業層面：電子科技與設備
全球共74家企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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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3%

12.82%

17.95%

1.5℃ 2℃ WB2℃

氣候溫升情境選擇
（60家通過目標審核）

夏普公司（遠低於2℃）
範疇1&2：以2018年為基準年，到2031年排放總量減少33%

範疇3：以2018年為基準年，到2031年排放總量減少33%

光寶科技（2℃）
範疇1&2：以2014年為基準年，到2025年每百萬新臺幣收入產生的排放總量
減少39%;

範疇3：以2016年為基準年，到2023年，每單位售出產品的排放量減少29%

聯想（1.5℃）
範疇1&2: 以2018/2019為基準年 ，到2029/2030年排放量下降50%;

範疇3: 以2018/2019為基準年 ，到2029/2030年，每件售出產品的排放量
下降25%，購買產品及服務的排放強度下降25%，上游運輸及配送的排放
強度下降25%。

以上內容更新於2022年3月，最新資訊請參見SBTi官網：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



100%

1.5℃ 2℃ WB2℃

行業層面：金融行業
全球共148家機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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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銀行（1.5℃）
範疇1&2: 以2020年為基準年，到2030年将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42%，
到2030年實現100%採用可再生電力。
範疇3投融資組合目標覆蓋投資和貸款業務的11%，完整目標見：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files/Target-language-and-summary_E.SUN.docx.pdf

倫敦證券交易所
範疇1&2：以2019年為基準年，到2030年，將範疇1和2的溫室氣體
排放量減少50%

範疇3：以2019年為基準年，到2030年，將燃料和能源相關活動、商
務旅行和員工通勤產生的絕對範疇3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50%。到
2026年，其67%的供應商（按購買的商品和服務的排放量計算）將制
定科學基礎減量目標。

Intermediate Capital Group (1.5℃）
ICG承諾，以2021年為基準年，到目标年2026年，其投資组合中的
50%將設定科學基礎減量目標，2030年前實現100%設定科學基礎減
量目標。完整目標見：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files/ICG_final.pdf

以上內容更新於2022年3月，最新資訊請參見SBTi官網：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



加入科學基礎減量目標
倡議的技術要點

26 Name| @Twitter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設定流程

承諾

企業提交願意設定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

的承諾書

• 線上註冊
/Register online

準備目標

企業根據SBTi手冊
(criteria 4.2/ criteria 

5) 準備減排目標

提交

企業向科學基礎減量目標
倡議組織提交目標等待審

核認證
（從承諾到提交目標審核

最長2年時間）

• 近期減排目標提交表
• 淨零目標提交表
• 金融機構目標提交表

溝通

企業公開其科學基
礎減量目標內容並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揭露

每年根據目標報告
公司範疇內的排放
量和進展情況

500人以上標準企業的五步路徑

以上內容更新於2022年3月，最新資訊請參見SBTi官網：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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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ib_cuqxfiixppglIOCIG-N6Hxq-FUQzJRUVOrobFD-lkPYA/viewform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files/SBTi-Target-Submission-Form.docx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files/SBTi-Net-Zero-Submission-Form-Part-I.docx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files/SBTi-Target-Submission-Form-FI.docx


各範疇的目標制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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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容更新於2022年3月，最新資訊請參見SBTi官網：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

您希望如
何選擇範
圍1和2
的目標？

範圍3目
標的要求？

範圍1+2 減排目標 範圍1+範圍2可再生能源目標

對照絕對減排法或行業脫碳法
（SDA）制定目標

範圍1對照絕對減排法或行業脫碳法（SDA）制定目標；
範圍2制定符合1.5℃路徑的可再生能源採購目標

在做溫室氣體排放統計和目標制定時，企業最多可排除5%難以統計或減排的範圍1+2的排放量。

範圍3低於排放總量的40% 範圍3高於排放總量的40%

範圍3目標非必需，但建議制定

絕對
目標

強度
目標

供應商/客戶
參與目標 組合目標

發電和交通行業，請參照行業特別說明

依據GHG Protocol Corporate Value Chain (Scope 3）企業設定的範圍3目標需要覆蓋
範圍三排放量的67%以上。範圍三目標必須對標遠低於2℃或更高要求。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設定流程
500人以下中小型企業的快速路徑 (SME Route)

以上內容更新於2022年3月，最新資訊請參見SBTi官網：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

 中小型企業（SME) 定義：為員工少於
500人的非子公司、獨立公司。

 快速路徑：線上註冊、填寫資訊並選擇
您的目標：註冊表鏈接

 通過填寫表格並簽署條款和條件，貴公
司承諾：

- 根據《溫室氣體議定書》的規定，在規
定的時間範疇內實現選定的目標。

- 按照溫室氣體議定書價值鏈（範疇3）會
計和報告標準，測量並減少範疇3的排放
量。

- 每年公開報告公司範疇1&2溫室氣體排
放清單以及相對於公佈目標的進展情況。

請選擇：

 對標1.5℃路徑：以2018年為基準年，到2030年，範
疇1和範疇2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50%，並測量和減
少其範疇3的排放量

 對標1.5℃路徑：以2019為基準年，到2030年，範疇
1和範疇2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46%，並測量和減少
範疇3的排放量

 對標1.5℃路徑：以2020為基準年，到2030年，範疇
1和範疇2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42%，並測量和減少其
範疇3的排放量

 對標WB2℃路徑：以2018為基準年，到2030年，範
疇1和範疇2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30%，並測量和減
少範疇3的排放量

 對標WB2℃路徑：以2019為基準年，到2030年，範
疇1和範疇2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28%，並測量和減
少範疇3的排放量

 對標WB2℃路徑：以2020為基準年，到2030年，範
疇1和範疇2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25%，並測量和減
少範疇3的排放量。

29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T5t3df23LPbtgQyYpNh6L8-Uzmrl1L7p_pb3kL6-p67IhVg/viewform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根據溫室氣體核算體系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範疇1，2，3是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報告標準(GHG Protocol 

corporate reporting standard)中規定的用來劃分溫室氣體排放來源的方法。

範疇1 公司直接擁有的設備和生產過程中由於化學或者物理過程產生的

溫室氣體，也叫直接排放

範疇2 公司購買的電力，熱力，蒸汽和冷卻所產生的溫室氣體，叫做間

接排放；

範疇3 其他所有來源的碳排放，即營運中上下游中的排放，包括購買和

運輸生產原料、雇員的商旅、生產產品的全生命週期排放等共15個類別。

https://ghgprotocol.org/corporate-standard

https://ghgprotocol.org/standards/scope-3-standard

https://ghgprotocol.org/scope-3-evalu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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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hgprotocol.org/corporate-standard
https://ghgprotocol.org/standards/scope-3-standard
https://ghgprotocol.org/scope-3-evaluator


申請過程中需要付費嗎？
目標審核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實行費用免收政策

*該過程對總部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實行費用免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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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容更新於2022年3月，最新資訊請參見SBTi官網：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

近期目標驗證，包括第二次提交未被接受且在六個月內重新提交的驗證：$9500

對於希望將其目標與我們新的最低目標水準1.5°C保持一致，或更新或編輯之前批准的
目標的公司，目標更新：4750美元

中小型企業（SME）近期目標提交：1000美元

淨零目標提交：9500美元

近期目標更新+淨零目標提交-套餐價格：12750美元

近期目標提交+淨零目標提交-套餐價格：14500美元中小企業提交的淨零目標：1000美
元

金融機構目標提交：14500美元



氣候力度: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將標準提高到1.5°C

● 2021年7月15日，SBTi公佈了其新策略，將企業目標設

定的最低力度從遠低於工業化前遠低於2°C水準提高到

1.5°C（範疇一和二）。

● 新的標準是為了應對氣候行動的與日俱增的緊迫性以及

迄今為止基科學基礎減量目標的成功。.

● 從2022年7月15日起提交目標的所有公司都需要符合新

標準。

● 鼓勵之前已經完成目標審核的企業，對標最新標準更新

目標。

To read the full announcement on the new SBTi strategy, click here.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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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news/sbti-raises-the-bar-to-1-5-c


具備特別要求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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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裝和鞋類

工業部門包括：
• 鋼鐵水泥
• 紙漿和紙張

• 發電
• 交通（原始設備製造商/汽車製
造商和航空）

• 服務/商業樓宇
• 金融機構
• 資訊和通信技術提供商（ICT）

已有行業脫碳法或行業特別說明 開發中

規劃中

• 交通（海事）
• 森林、土地和農業（FLAG）
• 鋼鐵水泥

• 鋁業
• 化學製品

以下行業都具備各自的行業說明（Guidance)、目標設計工具（Target Setting Tool)

以上內容更新於2022年3月，最新資訊請參見SBTi官網：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



金融行業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

34 Name|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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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提交給SBTi的檔將包括符合SBTi標準的範疇1、2目標

和範疇3投融資組合減排目標。此外，指南還提供了關於最佳做

法的建議。

1. 溫室氣體排放清單和目標邊界
2. 範疇1和2目標時間框架
3. 範疇1和2目標力度
4. 範疇2細項選擇
5. 範疇3 –投融資組合目標設定要求
6. 報導
7. 重新計算和目標有效性

準則5和6是專門為金融機構的投資和貸款活動設定減排目標、跟

蹤進度和報告行動和實踐而設計的。

標準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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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金融機構的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

投融資組合共同設
定SBT法

(SBT Portfolio 

Coverage Approach)

產業去碳化法
(Sectoral 

Decarbonization 

Approach, SDA)

氣溫評級法
(Temperature Rating 

Approach)

當前，SBTi支持金融機構用三種方法設定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BTi並制定了針對這三種方法的相
關標準。



快速定位學習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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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與加入流程

• SBTi How-To 
Guide

• Net-Zero 
Getting Started 
Guide

目標制定要求

• SBTi Criteria 
and 
Recommendati
ons

• Net-Zero 
Standard 
Criteria

目標設定工具

• Target 
Validation 
Protocol

• target setting 
tool

• target setting 
tool for well-
below 2°C 
targets

• net-zero tool

行業特別要求

• sector-specific 
guidance and 
requirements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files/SBTi-How-To-Guide.pdf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files/Net-Zero-Getting-Started-Guide.pdf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files/SBTi-criteria.pdf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files/Net-Zero-Standard-Criteria.pdf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files/Target-Validation-Protocol.pdf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files/SBTi-target-setting-tool.xlsx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files/SBT-Tool-v1.2.1.xlsx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files/Net-Zero-tool.xlsx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sectors


今日議程

 CDP簡介及氣候政策趨勢

理解倡議與企業參與現狀

加入倡議的技術要點

41



感謝聆聽!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
周逸敏 yimin.zhou@cdp.net

臺灣CDP團隊
宋婉瑜 wanyu.sung@cdp.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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