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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聯化學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對照表 

 

TCFD 架構 揭露項目 

治理 
(1).  董事會 對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的 監督情況 

(2).  管理層 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的 責任 

策略 

(3).  辨視出之短期、中期及長期 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 

(4).  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對業務、策略和財務規劃的影響 

(5).  不同氣候情境 對營運 (業務)、策略和財務規劃的潛在影響 

風險管理 

(6).  鑑別 和評估氣候相關風險的流程 

(7).  管理 氣候相關風險的 流程 

(8).  鑑別、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的流程，如何與 企業風險管理機制融合 

指標和目標 

(9).  評估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時使用的 指標 

(10). 溫室氣體排放（範疇 1、範疇 2 和範疇 3）  

(11). 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之 管理目標 及 實現情況（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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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理 

 (一)、董事會 對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的 監督情況 

(1). 東聯化學董事會主要負責審查及指導東聯化學的氣候策略，並不定期針對東聯化學之氣候行動計畫進行審閱。 

(2). 上述氣候行動計畫，如涉及重大投資，則相關計畫，則由董事會監督，針對相關目標的執行進度，亦將根據董事會的指示，每年進行

更新及修訂。 

 

 (二)、管理層 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的 責任 

(1). 東聯關注及回應全球永續發展議題（UN SDGs），期望在兼顧企業營運發展的同時，亦能透過各項降低環境衝擊作為，及社會關懷機

制，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2). 東聯化學「永續發展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如果當年度有發生特定 ESG 議題，則不定期舉行會議，確保 ESG 議題能夠即時予以討論

及回應 

(3). 東聯化學「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 ESG、永續相關法令（包括氣候相關法規）、客戶規範及特定產業議題策略及行動方案成果，並協

調各主責部門，進行特定永續議題績效之執行 

(4). 2022 年，東聯化學正式導入「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對內，我們組成跨單位「TCFD 討論小組」，按 TCFD 揭露四大框架，進

行氣候治理、策略、風險管理，及指標目標之探討，並將氣候相關議題納入風險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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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 

 (一)、辨視出之短期、中期及長期 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 

在「氣候實體風險」部份，東聯部門代表共識度最高前 3 大實體風險，及其衝擊標的，如下表所示： 

編號 風險因子 時間範疇 衝擊標的 

1 立即性（地震） 短期 保費增加 

2 立即性（颱風、洪水等極端天氣事件嚴重程度） 長期 營運成本提高 

3 長期性（降雨模式變化和氣候模式的極端變化） 長期 營運成本提高 

 

在「氣候轉型風險」部份，東聯部門代表共識度最高之轉型風險，如下表所示： 

編號 風險因子 時間範疇 衝擊標的 

1 政策法規（碳稅／費增加） 短期 增加營運成本 

2 市場（原物料成本上漲） 長期 能資源成本增加 

3 技術（低碳商品與服務） 長期 低碳技術研發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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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對業務、策略和財務規劃的影響 

受影響的財務因子 影響說明 

◉ 資本支出  
• 為達成年度節電量達總用電量 1%之要求，廠區須提升設備能源效率，並導入設備之節能管理計畫 

• 上述設備／流程改善須購入或修繕工廠設備之作為，將增加本公司之資本支出  

◉ 收益   • 在研發團隊的技術創新及努力下，東聯跨入高技術門檻、高價值之特用化學品領域，可因應客戶於永續／綠色產品

之需求，增加更多高附加價值之產品選擇，有助提升企業獲利能力 

◉ 直接成本  

• 以一條龍式的整合性服務，提供不同產業、客戶，專案型特化團隊，並建置線上資訊整合管理平臺，提供全球客戶

完整的技術服務，有效降低營運成本 

• 以綠色循環生產思維，持續改善製程、投資設備，並推動創新循環經濟方案，有效降低營運生產成本 

• 因應全球 2050 淨零排放趨勢，政府要求用電大戶使用 10%再生能源，爰此，東聯化學須積極尋求再生能源方案，

購買綠電或建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會提升本公司直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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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同氣候情境 對營運 (業務)、策略和財務規劃的潛在影響 

(1). 東聯化學使用 IIASA 共享社會經濟路徑(SSP2- 中間路線路徑)，及 RCP2.6 氣候情境等公開數據，配合不同時間範疇，應用「臺灣氣候變遷推

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TCCIP) 資料庫，篩選及評估與氣候有關之長期風險。 

情境名稱 經濟與生活型態 政策／公司 科技／技術 環境／自然資源 

SSP2 中間路線路徑 • 半全球化經濟體 

• 物質密集消費 

• 中等肉食消費 

• 氣候政策實施中等 

• 稍微關注永續議題 

• 區域不平等，政策成效不

明顯 

• 些許投資再生能源，但持

續依賴化石燃料 

• 碳排放中等 

• 能源密集度不平均 

• 無法使用替代燃料 

• 環境狀況持續惡化 

(2). 類別：轉型風險-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 氣候情境。 

(3). 台灣政府於 2015 年向國際社會提交了我國 NDCs(國家自主貢獻)，目標為「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BAU 減量 50%」，即相當於較基準年

2005 年排放量再減 20%。 

(4). 有鑑於電力為東聯化學廠區生產及主要溫室氣體排放源，為有效評估電力成本上漲或下降對能源成本之變化，東聯已啟動未來電價變化風險

評估機制，及汽電共生等再生能源發展計畫，針對不同情境之用電量與電價之變化，進行各種情境之估算，作為未來廠區能源使用之評估及

決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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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風險管理 

 (一)、鑑別 和評估氣候相關風險的流程 

(1). 東聯化學長期觀察石化產業永續發展趨勢，透過多元溝通管道，搜集全球碳管理趨勢、政府法規，及客戶潛在要求／需求，並根據上述需

求，藉由內部資訊平台，快速反應予各單位，針對可能影響營運之因素，擬定因應策略及行動方案。 

(2). 2022 年，東聯以氣候風險問卷，按 TCFD 指引中載明之氣候風險／機會因子，作為氣候風險／機會之鑑別及評估工具 

 

 (二)、管理 氣候相關風險的 流程 

價值鏈涵蓋範圍 風險管理流程 評估頻率 涵蓋的時間尺度 

◉ 直接營運   ◉ 整合至多部門的全公司風險管理流程  ◉ 每年一次  ◉ 長期  

 

 (三)、鑑別、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的流程，如何與 企業風險管理機制融合 

(1). 東聯化學定期啟動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評估，透過跨單位的討論及交流，辨視、分析及追蹤氣候變遷相關計畫／行動之執行狀況，

TCFD 專案針對「氣候風險」評估之結果，亦定期匯報予永續發展委員會，視氣候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及衝擊程度，適度採取相關減緩及調適措

施。 

(2). 「永續發展委員會」將根據各單位於 TCFD 專案之評估結果，將重大氣候風險與機會，納入永續發展委員會會議議程，確保具重大性之氣候

相關風險／機制，均被妥適評估及掌握，並送交「永續發展委員會」最高代表總經理覆核，確保氣候變遷相關風險有效融入東聯化學企業風

險管理流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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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標和目標 

 (一)、評估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時使用的 指標 

項目 絕對目標 

目標  未設定目標 

是否為科學碳目標（SBT）  否 

範疇  範疇 1 和範疇 2(合計)  

範疇類別排放量／總排放量比例  100 ％  

基準年  2015 年  

基準年的絕對碳排放量  - 

強度指標  -  

與基準年相較之減排比例  10 ％  

目標達成年度  2023 年  

目標完成比例（相較於基準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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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溫室氣體排放（範疇 1、範疇 2 和範疇 3）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Scope 1） 2019 2020 2021 

總排放量  
56,487.33 t-CO₂e  39,790.22 t-CO₂e  40,762.39 t-CO₂e  

資料涵蓋範圍 (營收、營業據點）  100 ％  100 ％  100 ％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Scope 2） 2019 2020 2021 

總排放量  
281,344.20 t-CO₂e  296,290.51 t-CO₂e  312,448.93 t-CO₂e  

資料涵蓋範圍 (營收、營業據點）  100 %  100 %  100 %  

 

 (三)、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之 管理目標 及 實現情況（績效） 

專案／計畫類別 專案／計畫說明 預估年度減碳量 範疇別 碳減量效益時效 

半導體 CO2屋頂太

陽能及電機程控配

電工程 

建置太陽光電系統預估裝置容量約 87KW 50 t-CO₂e  範疇二(基於地理)  6-10 年  

員工交通車共乘計

畫 

持續推廣交通車共乘計畫，作為未來減少員工旅運碳

排放 
331.31 t-CO₂e  範疇一(基於地理)  

15 年車齡限制 
合約及管理機制限制運輸車輛車齡不超過 15 年，以

強迫汰換舊車頭改換新式車頭 
738.24 t-CO₂e  範疇一(基於地理) 6-10 年  

汽電共生專案 
規劃建置裝置容量 80MW 之天然氣複循環汽電共生

系統 
120,000 t-CO₂e  範疇二(基於地理)  

氣體二場主空壓機

更換入口濾網案 

氣體二場更換主空壓機入口濾網，差壓下降，節省電

耗，年節電約 266.8 萬度 
1,340 t-CO₂e  範疇二(基於地理)  

新增 LiBr 吸收式冰

機取代既有傳統空

規劃以 370 USRT LiBr 冷凍機組取代既有傳統空調系

統螺旋式冰水主機，節省電耗，年節電約 207 萬度 
1,040 t-CO₂e  範疇二(基於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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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系統 

EOG 工場 PP-202A

購置高效率馬達 

EOG 工場 PP-202A 購置高效率馬達，年節電約 20.3

萬度 
102 t-CO₂e  範疇二(基於地理)  

EA/EB 工場蒸汽單

耗改善案 

EA-I/II 工場工場原使用高壓蒸汽(23 kg/cm2-g)，

2019 年 EA-I 工場改造為 EB 工場,EA-II 及 EB 工場皆

改用中壓蒸汽(16.5 kg/cm2-g)，蒸汽單耗下降，年

節省蒸汽約 3,515 公噸 

766 t-CO₂e  範疇二(基於地理)  

EOG 工場熱媒加熱

爐及蓄熱式焚化爐

(RTO-I/II)改用天然

氣燃料 

EOG 工場熱媒加熱爐及蓄熱式焚化爐(RTO-I/II)改用

天然氣燃料:熱媒加熱爐天然氣燃燒器改造及蓄熱式焚

化爐改用天然氣燃料，停用柴油泵。柴油泵停用後年

節省柴油消耗約 600 公秉 

526 t-CO₂e  範疇二(基於地理)  

EOG 工場 PP-

1311A/S 改造(永磁

節能案) 

預估年節電約 24 萬度 120 t-CO₂e  範疇二(基於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