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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
活動 

溫室
氣體 氣候

變遷 
 

 

建全國家調適能力 

降低社會脆弱度 

建立整合性運作機制 

IPCC&MIT EPPA指出人類
活動是造成氣候變遷原因 

經濟發展、開發行為 

海水增溫、海平面上升、
海水酸化、降雨驟變 

衝擊自然、生態系統、水、
土地、糧食等資源 

工業化 

產業、運輸發展等需求 

需石化燃料與轉變土地利用 

溫室氣體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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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掀起七、八公尺高的巨浪，
並打到內陸再捲回來，威力相當
驚人。 

 

一般暴風半徑為二百五十公里，
海燕卻高達八百、九百公里，至
少是一般颱風兩倍大，強風範圍
廣，吞噬沿海市鎮，至少造成1

萬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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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0 

菜價不斷往上飆， 

高麗菜一顆破百元， 

比一份便當還要貴!  

2009莫拉克(八八風災)  金帥飯店倒塌 

2012天秤  浪災重創蘭嶼  

2012蘇拉 

2001納莉 台北捷運站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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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俄、澳洲及80%的美國本土面積都已發生旱災，乾旱造成主
要農作物損失，美國玉米的收成創下1995年以來的新低點。7

月份，黃小玉齊漲：玉米及小麥上張25%，黃豆上揚17%。 

Ref：“氣候極端糧食歉收 2013是全球危機年“，台灣醒報。(2012.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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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因應氣候變遷的方式有減緩(mitigation)與調適
(adaptation)兩大類別： 

    1.減緩：減少人造溫室氣體排放至氣候循環中，包括 

                  溫室氣體的源頭減緩與加強溫室氣體的吸存。 

                  (個別減碳、共同得益) 

    2.調適：調整自然界或人類系統來因應氣候變遷的影 

                  響，減少損害，或開發有益的機會。       

                  (個別調適、個別得利) 

 

各界關注重點已由「減緩」逐漸移至「調適」，以提 

   早因應愈來愈嚴苛的氣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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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人類影響 

暴露 

初始衝擊(影響) 

自發性的調適 

剩餘(凈)衝擊 

減緩(Mitigation) 

以溫室氣體減量 

與匯存達成減緩 

調適(Adaptation) 

對衝擊與脆弱度 

作有計畫的調適 

政策回應 

脆
弱
度
衝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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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變化趨勢與影響 

全球未來氣候變化趨勢 

現象和變化趨势 
未來變化趨
勢的可能性 

大部分陸地地區,冷晝/冷夜偏暖/偏少；熱晝/
熱夜偏暖/偏多 

幾乎確定 

暖期/熱浪：大部分陸地地區的發生頻率增加 很可能 

強降水事件：大部分地區的發生頻率增加 很可能 

受乾旱影響的地區增加 可能 

強熱帶氣旋活動增強 可能 

由極端高海平面所引發的事件增多(不含海嘯) 可能 

Ref：IPCC, AR4(2007). 

http://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publications_ipcc_fourth_assessment_report_s

ynthesis_report.htm 

氣溫持續升高、極端氣候事件更頻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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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逐年平均溫度之變化趨勢 

溫度 

 過去100年（1911至2009年）平地溫
度上升1.4°C，增溫速率相當於每10

年上升0.14℃。 

 估計到世紀末（2075至2099年），
區域季節平均增溫程度約2.5°C至2.7 

°C；其中北台灣較南臺灣增溫幅度
略高。 

 夏季地面日最高溫度的變化，以高
山地區暖化最為顯著。 

 極端高溫（ 7-8月） 

的頻率，內陸地區 

最明顯。 

 

 2011年台灣氣候變遷評估報告指出： 

台灣溫度季節性變化趨勢 

二、 氣候變化趨勢與影響 

台灣氣候變遷現況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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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變化趨勢與影響 

台灣年總降雨日數 

降雨量與強度 

 近100年降雨日數普遍呈現減少的
趨勢，相對的乾旱日數增加。 

 估計到世紀末（2075至2099年） ，
中、南、東各區域之夏季平均雨量
約增加2%至26%，冬季平均雨量約
減少3%至22%。 

海平面上升 

 1993年至2003年間平均海平面上升
速率為每年5.7 mm，上升速率是過
去50年的2倍 。 

 上升的原因並非完全是氣候變遷。 

 

台灣氣候變遷現況與未來 



二、 氣候變化趨勢與影響 

19 

台灣未來面臨氣候變遷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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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於氣候變遷下所面對的課題 

課題 案例 

淹水 2012年612水災導致桃園縣大園、龜山、中壢等工業區受創嚴重。 

供水中斷 
2012年6月洪水沖毀集集攔河堰南幹渠，威脅六輕面臨斷水、停爐
問題，也牽動化纖原料、紡織與印刷電路板等產業的原料供給。 

供電不穩定 
美國2012年夏季創紀錄的高溫與乾旱，造成中西部一座火力發電
廠因為抽不到冷卻水而暫停營運。 

供應鏈中斷 

2011年11月泰國水災，沖垮全球硬碟供應鏈及造成汽車零件停止
供應，導致全球供應鏈中斷，亦造成我國筆電產業面臨硬碟價格
翻倍上升而於市場大量掃貨。 

原物料成本上升 

2012年夏天，美國遭受嚴重的熱浪與旱災，使得小麥、玉米、大
豆等作物產量受影響，除了導致國際糧價上漲，亦造成台灣飼料
廠與畜牧業者成本壓力。 

市場購買力下降 
2011年1月歐洲大雪造成聖誕節買氣下降，造成台灣製造之電腦銷
售不如預期而影響營收。 



23 

二、 氣候變化趨勢與影響 

一般零售連鎖企業對台灣現在及未來的氣候變遷情形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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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氣候變化趨勢與影響 

氣候變遷對經濟的真正影響 

     更多間接的 “隱藏” 成本 

 生產力下降 

 緊急避難安置 

 更複雜的管理程序 

 疾病擴散 

 生態系統破壞 

Ref：“Adapting for a Green Economy: Companies, Commun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UNEP, 

Oxfam, WRI.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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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的風險與商機 

氣候變遷帶來
的企業風險 

市場風險 
政治風險 

信譽風險 

外在環境和 

經營的風險 監督管理和 

法律風險 

融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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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的風險與商機 

自然資源及原物料短缺 

缺水 

能源安全 

外在環境和經營的風險： 

 氣溫和降水模式改變，
導致關鍵原物料供應減
少與價格上漲。 

 水和能源的供應不確定
性。 

 極端氣候導致交通或建
築物毀損、供應鏈問題、
生產力下降、或保險費
用提高。 

 百分比(%) 

Ref：“Adapting for a Green Economy: Companies, Commun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UNEP, 

Oxfam, WRI.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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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的風險與商機 

 監督管理和法律風險：國家為適應氣候變化，建立一系列管制
工具，以利更有效地管理自然資源及降低災害風險。例如新的
土地規劃方式、建築法規等。 

 融資風險：對無法有效分析氣候風險或採取積極行動的企業，
投資者的信心下降。 

 市場風險：隨著氣候變化或消費者對氣候變遷意識的提升，對
某項物品的需求減少，導致市場縮小。 

 政治風險：發展中國家對抗自然資源、糧食安全問題及健康和
經濟挑戰時，面對更多的國內政局衝突，進而影響市場穩定。 

 信譽風險：未加入減緩氣候變遷行列的企業，被消費者視為是
氣候變化的加害者，而影響企業信譽。 

Ref：“Adapting for a Green Economy: Companies, Commun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UNEP, 

Oxfam, WRI.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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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的風險與商機 

一般零售連鎖企業受氣候災害影響比例與商機 一般零售連鎖企業對氣候災害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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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的風險與商機 

國際企業看氣候變遷 

 調查對象：知名企業如可口可樂、
杜邦、瑞士再保險和中海油等幾
十家承諾要應對氣候變化的企業/

公司。 

 根據受調查的72家企業中，有
86%企業相信氣候變遷會帶來商
機，而其中36%表示 “高度重視”
相關應對產生的機會。 為因應不可避免的氣候變

遷衝擊，及早準備以降低
損失成本，並同時開展商
機！ 

調適 = 減災+開創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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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的風險與商機 

氣候變遷下的產品、服務、技術及市場 

類型 趨勢與案例 

材料 
新路面鋪料：新北市未來將推動以讓雨水能融入土地，避免水患。 

新建築材料：墨西哥一家水泥公司正進行減少能耗以及能因應氣候變遷
的水泥的研發。 

建築結構 
水世界房屋：若海平面大幅上升，低窪地區可利用浮動建築成為人類生
活區。 

地下城市：若極端天氣衝擊地面社區，可以考量避居地下。 

糧食生產 

植物工廠：運用LED燈等光電科技，建造由人工控制照明、溫度、濕度
的植物工廠。 

耐候農作：為協助農作物調適快速變化的氣候，係透過基因改造方式加
速動物、植物的演化過程。 

資訊服務 
氣候資訊應用程式：水利署「行動水情App」，讓民眾可即時收到即時資
訊。 

顧問諮詢服務：提供客戶氣候變遷風險管理策略。 

市場 食品市場需求：2003歐洲熱浪造成飲料冰品銷售增加。 

金融 
巨災債券發行量增加：匯豐銀行在2009年發行農作物債券給巴西農民，
使農作物受到天災影響時能降低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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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的風險與商機 

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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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的風險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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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的風險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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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業的調適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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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業的調適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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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全 

提高 

認知 

相互 

合作 

評估與管
理風險和

機會 

建立企業對
氣候變遷的

回復力 

四、企業的調適行動 

實施調適措施和能力建設 

1.了解氣候變化可能會

影響範圍 

2.提升企業內部對於氣

候變遷之認知 

3.蒐集商業調適案例 

1.確定商業風險和機

會 

2.優先風險和機會的

管理 

3.執行和監測 

1.高層的責任分配 

2.修訂企業既有管理
流程 

3.主動向投資者揭露
企業面臨之氣候變遷
風險 

1.分享經驗 

2.實施調適措施和能

力建設 

3.倡導必要的政策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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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業的調適行動 

2.行動原則 

更加了解企業面對氣候變遷的脆弱度。 

可將資源與關注放在最急迫的風險改善上。 

提早行動，減少成本與損失。 

將氣候變遷納入策略規劃與主要投資的決策考量。 

促進企業參與公共倡議，展現產業領導能力。 

促進與氣候變遷專家的合作夥伴關係。 

在企業範圍內預先建立評估系統。 

加強企業營運以及與供應鏈之間的回復能力。 

探索新市場和開發新產品。 

與社區、消費者、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建立良好關係並進行溝通。 

1.了解調適規劃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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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業的調適行動 

Ref：“Adapting for a Green Economy: Companies, Commun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UNEP, 

Oxfam, WRI. (2011) 

企業內部經營 

企業與產業、市場的互動 

企業與社會、政府決策者的關係 



41 

四、企業的調適行動 

企業內部經營 

 高層主管和經理：建立公司的調適策略。 

 經營單位、中階主管及子公司：運用目標與關鍵績效指標，
相互溝通例行工作中最相關的調適風險與機會。  

企業與產業、市場的互動 

 投資者：改善資訊揭露程序，使投資者積極參與氣候調適相關
的進展和訊息。 

 產業集團為最佳實踐網絡：同產業的企業，在建立氣候適應能
力時，可共同創造有助公司調適的工具與案例研究。 

 供應商：可充分利用技術援助或共同合作的方式。 

 客戶：了解關鍵客戶的利益與衝擊，提供其購買需求的產品及
服務。 



四、企業的調適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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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內部應充分運用行業間的影響力： 

不論是部門內直接利益相關者、投資者或是供應商甚至是
競爭對手，都可能成為公司應對氣候適應戰略時的夥伴。 

企業與社會、政府決策者的關係 

 政府決策者：企業應告知並鼓勵政府決策者(1)建立具韌性
的地方市場政策。(2)強調公共政策如何能改善資訊落差。 

 社區：識別企業氣候調適策略對公眾社會的影響。 

 民間社會：與研究機構建立良好關係，相互交流技術與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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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估工具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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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 

檢視 

調適能
力調查 

過去氣
候衝擊
評估 

未來氣
候衝擊
評估 

調適措
施規劃 

機會 

評估 

調適 

行動 

你可以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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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估工具與案例 

英國－產業調適評估考量面 

氣
候
變
遷 

衝擊影響： 
 

1.建物 

2.製程 

3.市場 

4.人員 

5.物流 

6.財務 

(1)商譽風險 

(2)環境風險 

(3)營運風險 

(4)財務風險 

(5)健康及安全風險 

(6)策略風險 

(7)新產品契機 

(8)新市場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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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估工具與案例 

4. 識別、評估及
實施調適選項 

5. 監控與檢視 

1.  準備開始 

2. 評估對現在氣
候的脆弱度 

3. 評估對未來氣
候的脆弱度 



五、評估工具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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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我檢視(Check list) 

了解過去事件 

建立未來情境 

識別風險 

分析風險 

評估風險 

處理風險 

識別機會 

掌握機會 

檢控與檢討 

持續調適 

你是否了解過去你遭遇的氣候災害及損失？ 

你是否了解你所轄地區未來氣候變化？ 

你是否已識別氣候變遷風險，並考量哪些可能會衝擊企業？ 

你是否已分析氣候變遷風險？ 

你是否已評估氣候變遷風險？ 

你是否已提出調適行動來因應高氣候風險？ 

你是否已識別氣候變遷商機？ 

你是否已擬定營運策略來掌握氣候變遷商機？ 

你是否持續監控並檢視調適行動及營運策略？ 

你是否持續評估及修正調適行動及營運策略？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STEP5. 

STEP6. 

STEP7. 

STEP8. 

STEP9. 

STE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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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調適能力調查 
面向 盤查項目 狀態 判斷依據 

1.資產 

(1) 廠區之建築結構與建材能對抗氣候衝擊(熱浪、強風、暴雨、鹽害、洪
旱災) 

□是□否 

(2) 廠區內管線、輸送帶及軌道之分布位置安全且不受氣候衝擊(熱浪、強
風、暴雨、鹽害、洪旱災)影響 

□是□否 

2.製程 

(1) 生產場所安全且不受氣候衝擊(熱浪、強風、暴雨、鹽害、洪旱災)影
響。 

□是□否 

(2) 製程非屬高耗水製程(用水量大於1,000噸/日)。 □是□否 

3.人員 

(管理) 

(1) 已備妥工安事故緊急應變計畫。 □是□否 

(2) 已備有緊急事故之相關人員或機關聯絡方式。 □是□否 

4.物流 
(1) 具有多條聯外運輸路線，不易受災害造成之交通中斷影響。 □是□否 

(2) 廠區已設有備用水容量，可有效因應短期供水中斷。 □是□否 

5.市場 
(1) 已針對氣候災害造成之市場影響進行調查。 □是□否 

(2) 已針對氣候變遷下之產品需求進行市場調查。 □是□否 

6.財務 
(1) 尚無因氣候衝擊(熱浪、強風、暴雨、鹽害、洪旱災)造成之債務。 □是□否 

(2) 已建立歷史災害事件(熱浪、強風、暴雨、鹽害、洪旱災)造成之損害
紀錄。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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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過去氣候衝擊評估 
檢視過去受氣候衝擊的類型、影響程度、及因應成效，做為未來評估調適策略的參考。 

建議回溯西元2000~2012年期間相關氣候災害。 

考量面向 涵括範圍 

資產 硬體設備資產，包含如建物、設備機台、設施、運輸工具等。 

製程 產品製造與服務提供，包含其操作程序、控制因子、生產特性、承載限制等。 

人員 

(管理) 
軟體資產，包含勞動力、管理制度、人力成本、工作方式、操作環境、教育訓練等。 

物流 具上下游及供應關係，包含供應鏈廠商、公用事業(水/電/油氣)、交通設施等。 

市場 產品及服務販售處。 

財務 資金面向事務，包含投資、保險、債務等。 

(a)時間 (b)特殊事件 (c)影響 (d)敘述 (e)面向 (f)衝擊 (g)後果 (h)因應方式 (i)損失 

(示例) 

2004.8 

艾利颱風 原水濁度過

高造成廠區

供水中斷。 

停一供二 製程 生產中斷 出貨延遲 外購水源 

(水車20台) 

數百萬元 

(購水成本

+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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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來氣候衝擊評估 

(a)趨

勢 

(b)現

象 

(c)影

響 

(d)影響敘述 (e)

危害

度 

(f)面向 

(受體) 

(g)

威脅 

(h)風險

類別 

(i)

後

果 

(j)後果敘述 (k)脆

弱度 

(l)風險度 

(e)×(k) 

(示例

) 降

雨量

改變 

強降雨、

颱風強

度增加 

供水

中斷 

1.2004年艾利颱風曾

造成用水供一停二 

2.未來依政策決議供

水及調配 

5 製程 製程

中斷 

營運風

險 

生

產

中

斷 

1.屬高耗水製程，無足夠

備用水源 

2.以生產中斷7天計算，

將造成億元以上成本損失 

5 25 

風險度＝危害度 × 脆弱度 
危害度：顯著衝擊的可能性，即發生機率。 

脆弱度：受衝擊的後果，考量敏感度(受影響幅度)、曝露度 

      (受影響範圍或數量)、調適能力(受影響後回復力)。  

危害度矩陣(示例)  脆弱度矩陣(示例) 

評估結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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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調適措施規劃 

措施規劃分別由管理面、技術面、策略面三部分規劃。 

(1)管理面：如彈性上班時間，在家工作。 

(2)技術面：如建築改善、加強防洪設施(加強既有設施)。 

(3)策略面：如於未來建築規劃加入具氣候韌性的設計。  

衝擊 面向 調適作法 

(示例) 

強降雨、颱風強度增加 

供水中斷 

生產中斷成本損失 

管理面  宣導節約用水 

技術面 

 提升製程用水效率至
80%以上，降低水資
源缺乏時之需求量 

 提升備用水容量 

策略面 

 建立多元備用水源 

 掌握政府緊急應變方
案及用水調配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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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機會評估 

以開放性表單填寫方式，綜合考量氣候趨勢與產業趨勢(含市場、

科技、社會)，思考相關影響、機會、及營運策略。 

(a)趨勢 (b)現象 (c)影響 (d)面向 (e)機會 

(示例) 

降雨量改變 

台灣強降雨增
加，或颱風強
度增加且次數
增多 

供電中斷 製程 
 高用電效率

製程具優勢 

其他 
因能資源短缺，
造成政策介入。

電價上漲 

製程 
 高用電效率

製程具優勢 

市場 

 省電面板具
競爭力 

 太陽能系統
製造服務需
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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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估工具與案例 

案例：歐洲最大DIY居家修繕產品零售集團翠豐
(Kingfisher Plc.)  

 零售業，共900家分店，員工80,000人。 

 基於商店往往是波紋鋼製成的大型倉庫，公司必頇負責
設計、維護、和修理，因此將加強硬體之改良，包含： 

• 舒適設計：保持涼爽和保暖 

• 建設：建築結構的穩定性，防水、細節和材料 

• 水管理：節約用水，排水，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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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估工具與案例 

1.1 氣候變遷調適的動機為何? 

「節省成本」為減少氣候脆弱度的主要驅動力 

需要特別注意火災風險 

股東和客戶也期許他們能預備未來氣候所帶來的影響 

1.2 誰需要參與進來? 

內部： 

-B&Q社會責任經理 

-集團風險融資經理 

-各國物業管理人員 

-國際資產集團主管 

外部： 

-UKCIP 

-Deloitte Sustainability (顧問公司) 

案例：歐洲最大DIY居家修繕產品零售集團翠豐
(Kingfisher 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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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估工具與案例 

1.3 要達成的目標為何?  

探究現在對氣候的脆弱度 

考量變化的氣候會如何影響天氣，並為各分店造成何種氣候風險 

分享各國主管應對極端氣候的經驗 

規劃降低脆弱度的調適計畫 

※以何判定一個成功的結果? 

各物業主管的調適意識提升 

對下一步工作程序達到共識並且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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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估工具與案例 

※哪些會是評估過程可能遭遇的困難?如何克服?  

限制： 

-商店經理的短期回報使其難以規劃長期後果 

-前期成本和競爭優先性 

-涉及商店關閉的措施導致營運中斷 

-缺乏證據(尤其是短期風險) 

-不明確該從哪裡開始 

-建築法規和標準並未納入氣候考量 

-處理包含公司內外部的多重議題挑戰  

克服： 

-技術改善 

-國際經驗 

-董事支持 

-以現階段保險成本作為證據 

-能源成本上升促使加強建築的密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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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估工具與案例 

2.1 過去氣候事件如何影響組織？ 

氣候事件 衝擊 後果 

高溫/熱浪 莫斯科火災及其煙霧 空調無法應對 
健康影響 
影響交通導致員工/顧客減少 
銷售減少 

暴風 兩年內在法國的3次暴風
導致100家以上分店受損 

維修成本 
營運中斷 

冷/冰/雪 清理屋頂積雪導致對其表
面的傷害，導致鏽蝕 

波蘭法律規定必頇清除積雪，人力成本增加 
增加維修與翻新成本 
購買除雪機械的成本 
於屋頂清雪的健康安全風險 

由屋頂清除下來的積雪在
建物附近堆積 

2010英國的低溫事件導致
基礎設施故障 

嚴重營運中斷與成本損失 

2.2 如何應對過去的事件? 

俄羅斯：熱浪期間提供免費飲品及健康安全設備 
西班牙：在停車場提供遮蔽 
英國：採透水性鋪裝，避免淹水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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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估工具與案例 

3.1 在所轄區域內氣候將如何變化? 

在這個階段並沒有進行詳細的影響評估工作。然而從UKCP09氣候變化的
預測和IPCC氣候預測等訊息，作為在西班牙，俄羅斯，波蘭和法國的未
來氣候預測。  

3.6 哪些是需要調適的優先風險? 

(歐洲各地的物業組合包括623家門店，加上數據中心和辦事處。商店往往
是波紋鋼製成的大型倉庫，公司必頇負責設計，維護和修理。) 

舒適設計：保持涼爽和保暖 

建設：建築結構的穩定性，防水、細節和材料 

水管理：節約用水，排水，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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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估工具與案例 

下一步 

主管將獲得進一步的國家氣候推估資料、調查調適成本，並與設計團
隊的合作，考量氣候條件來新建商店。 

繼續通過物業網絡，共享經驗與最佳作法。 

公司正探究其參加TSB(零售銀行)比賽的潛力，可為氣候變化設計提供
研究經費。 

可供參考的經驗 

保險為氣候變化調適的強烈驅動力，因其提供氣候相關的損失證據。 

跨國公司可從不同的國家氣候中，進行共享學習中受益。 

企業調適作法需尊重組織文化。 

調適能匯集風險和企業營運發展的環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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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未來數十年都難免於氣候變遷的衝擊，所以生活上要調
適可能出現更糟的乾旱、更大的洪水、更高的海平面： 

http://www.waterstudio.nl/ 

http://www.1818long.com/b

bs/redirect.php?tid=16109

&goto=lastpost 

五、評估工具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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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估工具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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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商旭硝子公司開發出新的「節能玻璃」，具有遮熱阻熱的功
能，裝在辦公大樓的窗戶內側，可達到節省能源的效果。窗戶
玻璃和環保玻璃間，留了厚達1公分的空氣層，使得室外溫度不
易傳導至室內，在夏天時隔絕外部熱量進入，冬天時則可防止
室內熱量的外逸，預估冷暖氣的年使用量將可因此省下3成。 

節能玻璃 

大鋒公司在工研院奈米中心協助下，首度以滾塑成型技術開發出
全世界第一個 ”聚乙烯奈米銀抑菌桶槽”，奈米銀不僅在抗菌
效果表現優異外，針對雨水回收後延長水質酸化時間及抑制異味
效果亦相當顯著。 

雨水再生利用 

清華大學校園內的人行道採用透水磚，停車場也鋪設植草透水磚，
因清大校園內的坡度較多，有少數區域過去很容易淹水，使用透水
磚後，淹水情形減少。 

透水性道路 

五、評估工具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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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綿城市 

五、評估工具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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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估工具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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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一、前言 

二、氣候變化趨勢與影響 

三、企業的風險與商機 

四、企業的調適行動 

五、評估工具與案例 

六、結語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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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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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調適行動(1/2) 

(1)做好防洪、防土石流準備  
(2)提高建物的防護能力 
(3)選擇新廠址時，確認該區位之氣候災害風險 

資產 

(1)確保製程的操作條件可應付極端氣候 
(2)確保氣候災害發生時能持續生產營運 製程 

(1)視氣候變化，改善工作環境與調整工作型態 
(2)人事管理規畫時，將氣候變遷影響納入考量 
(3)確認資料儲存安全 
(4)強化面對氣候災害之緊急應變能力 
(5)確保企業營運符合國內外趨勢、法規與標準 

人員 

六、結語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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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與建議 

可能的調適行動(2/2) 

(1)供應商、配送和物流頇備有替代方案或應變
策略 
(2)確保水電氣供應無虞 

物流 

(1)調適氣候變遷時，同時思考如何維持競爭力
並掌握商業機會 市場 

(1)在財務上預作準備，以應對未來極端氣候所
可能造成的損失 
(2)作投資決策時，將氣候變遷因素納入考量 
(3)在變動的氣候下，鞏固股東信心 

財務 



69 

六、結語與建議 

結語 

 隨著貿易活動全球化，氣候的不確定性將造成全球經濟損失
連動化。因此企業應及早將調適的概念加入及應用到各自的
供應鏈上。 

建議 

 使高階管理階層人員介入「調適」經濟議題。 

 評估氣候影響所造成的潛在風險，包括直接(風災、水災)及
間接風險(供應鏈損失、保險成本)。 

 對市場保持高度的關注。 

 藉助相關機構研發最適合之風險評估系統。 

 制定可行之調適策略及措施，並設立短期及長期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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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