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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繼聯合國「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巴黎協定》相繼發布通過後，氣候變遷的調

適與減緩工作已成為全球經濟發展之關鍵要務。崇越科技為更加有效掌握氣候相關風險與

機會之資訊，制定更完善的相關風險機制與策略，自2021年12月起，依據國際金融穩定委

員會（FSB）發布之「氣候相關風險財務揭露」（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所建議之框架，展開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資料蒐集及分析，據此推動氣

候變遷調適與減緩工作，以持續降低企業營運風險，並帶動企業創造新的綠色商機。此外，

為響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並深化氣候變遷治理，於2022年4月通過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

(Science-Based Targets Initiatives, SBTi)承諾，後續將展開減碳相關規劃及執行工作。

崇越科技已完整盤點在政策法規、技術、市場、商譽等面向帶來的風險與機會並以此作為

因應對策，另外也透過四大面向積極作為，為公司低碳轉型和氣候調適打下基礎，未來亦將

逐年精進與強化氣候變遷之風險控制與管理，重點如下：

1由集團董事長召集成立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針對氣候變遷，提出願景與策略呈報董事

會。

2成立專責單位確實執行氣候因應策略，擬定並落實減緩和調適行動，積極發展清潔能

源，建構綠色電力平台。

3每年進行氣候風險鑑別、評估，並整合併入公司整體風險控管，針對氣候風險與機會所

造成的財務衝擊，除做出結構、定性的分析外，亦增加量化數據的收集、整理及分析。

4參考國際倡議，對應國內淨零排放趨勢，訂定績效指標與量化目標，每年審視並揭露。

崇越科技除認知到氣候變遷已成為企業所面

臨的潛在巨大外在壓力，而必須及早採取因應

措施外，亦體認到在追求企業成長的同時，應

盡可能減少對環境的衝擊。基於對環境永續

承諾的堅守，於2015年起採取全新的企業識

別，以對生態永續認同的「綠色」，宣告崇越

科技對於環境保護的決心。崇越科技持續精進

綠色管理，朝向綠色服務，開發與整合綠色能

源，並與供應商、價值鏈攜手邁向淨零排放。

崇越科技業務以產品代理銷售為主，並同時

提供各種專業知識技術服務，由於非屬工業製

造業，因此也無一般製造業產品生產過程中排

放廢水、廢氣的問題，但崇越科技仍秉持對環

境永續的責任，透過總部大樓持續進行節能減

碳行動，從節電、節水、節紙著手；此外更深

知整體環境的改善，除了自己一家企業的作為

外，未來也將從供應鏈角度，從產品來源的選

擇、包裝、物流、回收各階段，仔細考量供應

過程中，有那些環節對環境的可能衝擊進而擴

大降低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環境負荷。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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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越科技董事長 

崇越科技多年來深耕半導體、光電、太陽能等科技領域，提供客戶精良、準確、迅速的服務，

創造企業核心價值。除了持續深化半導領域的產品及服務，鑑於近年來極端氣候加劇，洪災、乾

旱、森林大火等天災頻仍，身為地球的一份子，崇越科技深切理解氣候變遷對環境永續與人類生

存的巨大衝擊和威脅。

崇越科技扛起集團母公司應有的擔當與責任，積極爬梳問題、整合集團資源，擬定集團永續策

略，並穩健推動落實，勇敢迎接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挑戰。

2016年崇越科技成立「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小組」，關注社會永續與環境氣候議題，2018年起

開始執行溫室氣體盤查，2021年由集團董事長召集成立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採用國際金融穩

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的「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推動全公司進行氣候相關風險及機會的鑑別與管理，全

面展開相關作業，並有效控管氣候風險的財務衝擊。

崇越科技由公司治理暨提名委員會，負責監督與檢討公司氣候變遷相關策略；風險管理委員

會，負責鑑別和監控公司主要風險與機會，並就減緩計劃提供建議，針對已識別出的風險加以管

理。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則為最高層級的氣候風險決策中心，負責訂定公司中長期氣候變遷管理

的策略方向。本次透過氣候風險暨其財務影響的辨識與分析，擬定出建立產品供需的動態分析與

掌握、以低碳商品取代既有產品/服務、發展綠色經濟、參與碳交易市場等四大因應策略。

崇越科技宣示以2050年積極推動淨零排放，依SBTi科學減量路徑，設定每年減排目標為

4.2%。我們的溫室氣體盤查從類別一、二，已逐漸延伸執行至類別三、四。計劃於2030年將公

經營者的話

務車輛全面汰換為電動載具，邁向綠色運輸。

再者，綠色投資配置逐年上升，2021年佔比

達總投資額的35%，其中包含整合環保事業、

碳資產管理產業、水資源的再循環與氟化鈣污

泥的再利用等循環經濟、漁電共生和太陽光電

的系統性發展等。

面對日益嚴峻的外部環境，崇越科技自內部

發起環境與氣候危機意識，以永續發展的企業

精神為核心，迎向挑戰，化危機為轉機。我們

竭忱歡迎有共同理念的價值鏈夥伴以及各領域

人士齊心協力，因應現今人類所面臨的最大威

脅，將氣候變遷視為企業轉型與升級的推力，

發揮企業家精神，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守護

永續環境，增進大眾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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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行動重要里程碑

▲

成立「企業社會責任推動

小組」，關注環境與氣候

議題。 

▲

要求主要供應商，取得ISO  

14001環境安全管理認證 ，

符合歐盟RoHS標準。 

▲

導入ISO 14064 溫室氣體排

放查證，擬定溫室氣體減 量

政策以促進企業永續經營。 

▲

成立「永續發展推動委員

會」，作為氣候風險最高

層級的管理決策中心。 

▲

首年執行溫室氣體盤查(ISO 

14064) 

▲

安永心食館榮獲「鑽石級

綠建築」 

▲

與供應商共同承諾「企業

社會責任共同宣言」，包

括永續環境、氣候風險減

緩與調適。

▲

簽署TCFD國際倡議；並編製獨立 

報告書。

▲

加入SBTi 倡議；承諾2050年達成

淨零排放。 

▲

執行產品碳足跡盤查(ISO 14067)。  

▲
協助環保署首家制訂「萃取液」

PCR準則。 

2022年2021年2020年2019年2018年2017年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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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理念一

   以崇越科技為標竿引導集團走向低碳經濟 
▌ 董事會的督導及推動

ㄧ、綠色轉型的氣候治理

自1990年創辦人張永然先生創立「崇越科技」，始終秉持「勤信為本、專業

為用、成果共享」的經營理念，投入前瞻性的科技領域，並積極引進最新製程與

技術，以高效益的企劃和執行，全球運籌的管理模式，提供顧客最高規格的整合

服務。

崇越技為半導體製程材料通路商，主要代理半導體材料為主、還包括LCD、

LED等產業所需之精密材料、製程設備與零組件，提供系統規劃整合服務。崇越

科技堅持以穩定的品質、準確的交期、迅速的服務，以滿足客戶需求。並通過

ISO9001國際品質驗證、榮獲中華民國成就金炬獎等獎項，成為供應商、客戶的

最佳合作夥伴。

崇越科技於2000年公開上櫃、2003年公開上市以來，持續深化業務、拓展營

運範疇，成為提供高科技產業最佳解決方案的供應商。逐年向上攀升的營收與獲

利表現，驗證了我們的專業整合實力已深得全球客戶的青睞及肯定。

崇越科技董事會堅信，實現永續增長不僅僅是崇越一家公司，崇越科技作為集

團母公司應在氣候變遷議題上發揮更重要的影響作用，並充分參與集團開展業務

的每個事業體。具體而言，崇越科技認識到氣候變遷是這個時代最緊迫的問題，

崇越科技將引領集團內各事業體加速往綠色生態、循環經濟及低碳轉型邁進。

崇越科技的氣候變遷治理與管理架構是由董事會直接監

督。董事會下設置有公司治理暨提名委員會：負責監督與

檢討公司氣候變遷相關策略，一年至少召開兩次會議。風

險管理委員會：負責鑑別和監控公司主要風險與機會，針

對已識別出的風險加以管理，並就減緩計劃提供建議，一

年至少召開兩次會議。審計委員會：負責監督公司財務運

作，每季至少召開一次。薪酬委員會：負責制定並提出與

公司策略目標一致的薪酬政策變更。各委員會主席亦定期

向董事會報告其督導情形與建議事項。

為有效推動氣候風險因應，崇越科技成立永續發展推

動委員會，由集團董事長擔任召集人，作為公司最高層

級的氣候變遷管理決策中心，並附設諮詢委員會，聘請

外部專家作 諮詢對象。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負責訂定公

司中長期氣候變遷管理的策略方向，至少每季召開會議

一次，並得視需要時另行召開會議，一年兩次向公司治

理暨提名委員會報告因應氣候變遷相關之決策與執行績

效。亦不定期向董事會呈報執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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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越科技2021~2022年氣候風險與機會管理重要事項

1

董事會通過投資 4.4億元取得離岸風電環評業
務領導廠商光宇工程顧問 78.6%股權，跨足潔
淨能源、環境評估、監測等環境工程顧問領域，

將持續整合集團環境工程、太陽能事業，拓展

再生能源及循環經濟版圖，落實環境永續及企

業社會責任，為集團挹注新成長動能。

2
擬定因應氣候變遷集團四大策略，含短中長期

指標與目標及行動方案

3 正式宣示於 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

4
邁向綠色運輸，2030年公務車全面汰換為電
動車

5 參與 SBTi 倡議

崇越科技持續提升計畫

▍2022年10月
完成 TCFD 
報告書編製

▍10月中旬報告書
進行揭露品質(第
三方)查證

▍2023年建立並提
交「科學基礎減
量」(SBTi)目標

▍規劃參與國際碳
揭露計畫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問卷評鑑

崇越氣候變遷治理與管理架構

管理氣候變遷實體/轉型
風險與機會行動

1.氣候變遷與節能成效
2.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
3.職涯發展與訓練
4.人才招募與留才

1.品牌管理
2.社會參與

1.董事會職能強化
2.ESG資訊揭露強化
3.誠信經營
4.供應鏈永續管理
5.客戶服務與管理
6.TCFD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負責辦識及執行氣候變遷控制方案)

綠能循環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

召集人：集團董事長

友善環境小組 共好社會小組 公司治理小組 永續創新小組

永續辧公室

諮詢委員會

董事會

審計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 風險管理委員會公司治理暨
提名委員會

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每年不定期向公
司治理暨提名委員會報告(全年約2次)

監督公司財務運作
制定與公司策略
一致的薪酬政策

指導與核准氣候
變遷控管

鑑別及執行氣候變遷
風險控制方案

協助企劃統籌與推動

負責綠色和循環經濟規
劃與執行方案

督導

執行

管理

監督與檢討氣候
變遷相關策略

最高層級的氣候變
遷管理決策中心

促進公司低碳轉型的
社會參與

負責氣候變遷節能
成效

ESG執行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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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與整合的執行小組團隊

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下設永續辦公室，作為氣候變遷跨部門溝通平台，綜理協調因應氣候變遷相關的資源調度與方案執行進展。永續發展推

動委員會轄有四個策略小組，規劃和執行相關方案，包括：公司治理小組，負責鑑別及執行氣候變遷風險控制方案；永續創新小組，負責綠色

和循環經濟規劃與執行方案；友善環境小組，負責氣候變遷相關節能成效；共好社會小組，專注品牌管理和社會參與，促進公司低碳轉型過程

的社會參與，提升公司邁向綠色企業的社會形象與商譽。各小組召集人均由集團高階經理人擔任，以利推展。

管理氣候變遷實體/轉型
風險與機會行動

1.氣候變遷與節能成效
2.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
3.職涯發展與訓練
4.人才招募與留才

1.品牌管理
2.社會參與

1.董事會職能強化
2.ESG資訊揭露強化
3.誠信經營
4.供應鏈永續管理
5.客戶服務與管理
6.TCFD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負責辦識及執行氣候變遷控制方案)

綠能循環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

召集人：集團董事長

友善環境小組 共好社會小組 公司治理小組 永續創新小組

永續辧公室

諮詢委員會

董事會

審計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 風險管理委員會公司治理暨
提名委員會

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每年不定期向公
司治理暨提名委員會報告(全年約2次)

監督公司財務運作
制定與公司策略
一致的薪酬政策

指導與核准氣候
變遷控管

鑑別及執行氣候變遷
風險控制方案

協助企劃統籌與推動

負責綠色和循環經濟規
劃與執行方案

督導

執行

管理

監督與檢討氣候
變遷相關策略

最高層級的氣候變
遷管理決策中心

促進公司低碳轉型的
社會參與

負責氣候變遷節能
成效

ESG執行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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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轉型氣候治理      積極回應綜觀策略      高效整合風險管理      明確落實指標與目標      邁向永續綠色未來      附錄

策 略 行動方案 2020 2021 2022

友善

環境
• 氣候變遷與節能成效

• 取得 ISO 14064 範疇一、二
盤查驗證

• 安永心食館榮獲 內政部  頒發
「綠建築示範基地」獎章

• 取得 ISO 14064 類別 1~4 盤
查驗證

• 規劃子公司取得 ISO 14064 
盤查

• 加入 SBTi 倡議、提出 SBTi 
減碳路徑 (目標 )

• 申請加入 RE10x10 倡議，
2030 年使用 100% 再生能源

• 申請加入 <綠食宣言 >打造
綠色員工餐廳

• 執行鱸魚精、防汙材料產品
碳足跡盤查 ISO 14067

共好

社會

• 品牌管理
• 社會參與

• 與供應商簽立崇越「企業社
會責任宣言」，包含永續環

境、氣候減緩與調適

• 推動建教合作：海洋大學
MOU-智慧養殖技術建立與
研發人才培育合作

• 規劃安永 SDGs 概念館設計
• 建造漁電共生實驗室 -高雄及
宜蘭

公司

治理

• ESG資訊揭露強化
• 供應鏈永續管理
• TCFD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 三 大 供 應 商 皆 取 得“ISO 
14001＂ 認 證， 符 合 歐 盟
RoHS標準 (危害性物質限制
指令 )

• 導入 TCFD管理，並編製獨
立報告書

• 營運持續管理 (BCM)，強化
應變風險 (包括氣候風險 )的
韌性

• 導入綠色化學品供應鏈

永續

創新
• 綠能循環永續發展

• 廢溶劑回收技術
• 汙泥清運技術

• 廢水處理技術 -「文青水資源
回收中心」啟用

• 漁電共生技術研發
• 取得太陽能電業執照
• 沼氣發電技術研發

崇越科技各工作小組氣候變遷相關重要行動及具體工作項目

• 董事會 8次
• 股東大會 1次
• 法人說明會 2場
• 營收公告 14次
• 發布重大訊息 21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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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轉型氣候治理      積極回應綜觀策略      高效整合風險管理      明確落實指標與目標      邁向永續綠色未來      附錄

▌鑑別短中長期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崇越科技參考 TCFD 工作小組所提供的氣候相關風險/機會及財務影響實例列表，並根據自身業態特色，包括通過對監管、技術和市場需求變化

的橫向掃描來識別潛在風險。一共鑑別出八項轉型風險，七項實體風險，十項轉型機會，共計二十五項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1.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碳稅、碳費

3.以低碳商品替代現有產品和服務

5.原料成本上漲

2.淨零排放趨勢

4.新節能減碳技術發展之不確定性

6.產能下降(如停產、供應鏈中斷)

7.ESG 投資轉型風險

政策
法規

8.企業聲譽衝擊 聲譽

技術

市場

1.水災(自身營運)

3.旱災(自身營運)

5.熱帶氣旋(颱風)

2.水災(供應鏈)

4.旱災(供應鏈)

6.天災保險費增加

7.氣溫上升

立即性

長期性

1.推動綠色低碳生產

3.參與再生能源計畫

5.參與碳交易市場

2.興建綠建築

4.碳排放抵減合作以取得公部門獎勵

6.開發低碳產品服務/提升客戶產品能效

資源
效率

產品
服務

7.進入新市場 市場

8.提高金融資產的多元化(如綠色債卷和
基礎設施)

韌性
9.提升天災抵禦能力

10.提昇企業聲譽

能源

轉型風險 實體風險 轉型機會

二、積極回應的綜觀策略

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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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轉型氣候治理      積極回應綜觀策略      高效整合風險管理      明確落實指標與目標      邁向永續綠色未來      附錄

▌提出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矩陣圖 
崇越科技依據TCFD指引，並在高階主管支持下，針對上述鑑別出的氣候變遷相關的轉型風險、實體風險以及轉型機會，藉由時間(短中長期)、財

務影響、發生可能性和組織因應能力四個判別標準，透過相關人員的問卷調查回收與分析評估出風險與機會排序，並以財務影響和發生可能性兩個構

面，界定出風險熱區、機會熱區。

左圖縱軸為財務影響力，橫軸為時間軸，可清楚看出短中長期的氣候風險與機會，財務衝擊較大的項目，例如原料成本上漲、產能下降分別是短期

和長期風險裡財務衝擊最大的項目。右圖縱軸為發生可能性，橫軸為時間軸，原料成本上漲依然是最可能發生的風險，而參與再生能源計畫和參與碳

交易市場，則是最有可能的轉型機會項目。

1.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碳稅、碳費 1.水災(自身營運) 1.推動綠色低碳生產
2.淨零排放趨勢 2.水災(供應鏈) 2.興建綠建築
3.以低碳商品替代現有產品和服務 3.旱災(自身營運) 3.參與再生能源計畫
4.新節能減碳技術發展之不確定性 4.旱災(供應鏈) 4.碳排放抵減合作以取得公部門獎勵
5.原料成本上漲 5.熱帶氣旋(颱風) 5.參與碳交易市場
6.產能下降(如停產、供應鏈中斷) 6.天災保險費增加 6.開發低碳產品服務/提升客戶產品能效
7.ESG 投資轉型風險 7.氣溫上升 7.進入新市場
8.企業聲譽衝擊 8.提高金融資產的多元化(如綠色債卷和基礎設施)

9.提升天災抵禦能力
10.提昇企業聲譽

1.推動綠色低碳生產 6.開發低碳產品服務/提升客戶產品能效
2.興建綠建築 7.進入新市場
3.參與再生能源計畫 8.提高金融資產的多元化(如綠色債卷和基礎設施)
4.碳排放抵減合作以取得公部門獎勵 9.提升天災抵禦能力
5.參與碳交易市場 10.提昇企業聲譽

轉型

風險

實體

風險

轉型

機會

短期1-3年 中期3-5年 長期5-10年

財
務
影
響
力

短期1-3年 中期3-5年 長期5-10年

發
生
可
能
性

1

23

4

5 6

7
8

1245

6

7

1

2

3

4

5

6

7

8

高

低

高

低

109

財
務
影
響

1

2 3

4

56

78

1 2 4 5

6

7 1

2

34
5

6

78

高

低

9

10

低 發生可能性 高

10

轉型

機會

3

3

財
務
影
響

2

1

4

56

78

1 2 4 5

6

7

高

低

低 發生可能性 高

3

10

財
務
影
響 1

2

34
5

6

78

高

低

9

低 發生可能性 高

10

3

轉型

風險

實體

風險

轉型

機會

短期1-3年 中期3-5年 長期5-10年

財
務
影
響
力

短期1-3年 中期3-5年 長期5-10年

發
生
可
能
性

1

23

4

5 6

7
8

1245

6

7
1

2

3 4

5

6

7 8

1
2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8

3

4

5

6

7

8

高

低

高

低

9

10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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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轉型氣候治理      積極回應綜觀策略      高效整合風險管理      明確落實指標與目標      邁向永續綠色未來      附錄

1.推動綠色低碳生產 6.開發低碳產品服務/提升客戶產品能效
2.興建綠建築 7.進入新市場
3.參與再生能源計畫 8.提高金融資產的多元化(如綠色債卷和基礎設施)
4.碳排放抵減合作以取得公部門獎勵 9.提升天災抵禦能力
5.參與碳交易市場 10.提昇企業聲譽

轉型

機會

財
務
影
響 1

2

34
5

6

78

高

低

9

低 發生可能性 高

10

8.企業聲譽衝擊

10

1.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碳稅、碳費 1.水災(自身營運)
2.淨零排放趨勢 2.水災(供應鏈)
3.以低碳商品替代現有產品和服務 3.旱災(自身營運)
4.新節能減碳技術發展之不確定性 4.旱災(供應鏈)
5.原料成本上漲 5.熱帶氣旋(颱風) 
6.產能下降(如停產、供應鏈中斷) 6.天災保險費增加
7.ESG 投資轉型風險 7.氣溫上升

轉型

風險

實體

風險

10

財
務
影
響

2

1

4

56

78

1 2 4 5

6

7

高

低

低 發生可能性 高

3

3

以下篩選財務影響大、發生可能性高的氣候風險和機會，它們位於熱區圖右上角的區域，即風險熱區、機會熱區。

風險熱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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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轉型氣候治理      積極回應綜觀策略      高效整合風險管理      明確落實指標與目標      邁向永續綠色未來      附錄

1.推動綠色低碳生產 6.開發低碳產品服務/提升客戶產品能效
2.興建綠建築 7.進入新市場
3.參與再生能源計畫 8.提高金融資產的多元化(如綠色債卷和基礎設施)
4.碳排放抵減合作以取得公部門獎勵 9.提升天災抵禦能力
5.參與碳交易市場 10.提昇企業聲譽

轉型

機會

財
務
影
響 1

2

34
5

6

78

高

低

9

低 發生可能性 高

10

8.企業聲譽衝擊

10

1.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碳稅、碳費 1.水災(自身營運)
2.淨零排放趨勢 2.水災(供應鏈)
3.以低碳商品替代現有產品和服務 3.旱災(自身營運)
4.新節能減碳技術發展之不確定性 4.旱災(供應鏈)
5.原料成本上漲 5.熱帶氣旋(颱風) 
6.產能下降(如停產、供應鏈中斷) 6.天災保險費增加
7.ESG 投資轉型風險 7.氣溫上升

轉型

風險

實體

風險

10

財
務
影
響

2

1

4

56

78

1 2 4 5

6

7

高

低

低 發生可能性 高

3

3

機會熱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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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轉型氣候治理      積極回應綜觀策略      高效整合風險管理      明確落實指標與目標      邁向永續綠色未來      附錄

▌提出氣候風險與機會排序

依上述風險和機會熱區圖篩選得出重大氣候風險與機會排序並加入組織因應能力評分，

表列如下：

 ▲ 組織因應能力，十分為滿分，分數越高代表組織因應能力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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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轉型氣候治理      積極回應綜觀策略      高效整合風險管理      明確落實指標與目標      邁向永續綠色未來      附錄

風險 潛在財務影響 關鍵因應策略

• 原料成本上漲
• 新節能減碳技術發展之
不確定性  

– 原料供應商減碳增加成本，造成進價上漲
– 成本上漲趨勢不易掌握，影響預先佈局訂單
– 供應商節能減碳路徑成效不彰，遭致違規罰款，造成進價
上漲

• 密切掌握供應商減碳執行成效，以及相關法規政策。
• 積極執行上下游訂單需求與供應產能檢視，以利產業
供應鏈能及早溝通、規劃 (包含成本 )。

• 定期和客戶聯繫了解產線狀況與材料需求，迅速確實
地回應客戶需求並反映材料成本。

• 以低碳商品取代現有產
品 /服務

– 低碳原物料品質與供給穩定性堪虞，導致產品與服務需求
量下降

– 尋覓低碳原物料廠，增加佈局採購的不確定性，因貨源之
不確定性，收入組合和來源恐受影響

– 低碳原物料，利潤空間有不確定性

• 擴大低碳商品來源
• 加強與供應商低碳轉型的溝通
• 加強採購人員低碳教育訓練，利其尋覓篩選低碳商品
• 加強與客戶的溝通，提早掌握客戶對低碳商品的確切
需求 (品項、數量、預算等 )

• 淨零排放趨勢
•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碳
稅、碳費  

– 各國碳關稅政策不明，存有實務操作疑慮之壓力，增加營
運成本 (如合規、罰款和判決導致的成本增加 )

– 政策變化衝擊現有資產
– 購買綠電、碳權導致的成本增加

• 持續執行溫室氣體減量行動
• 資產朝向低碳風險配置
• 規劃碳權的長期佈局
• 投資綠電、發展綠電平台

• ESG 投資轉型 – 綠色投資標的企業創新技術不成熟，導致營收欠佳，減損
投資效益

• 針對技術創新團隊給予更仔細的評估
• 整合集團資源加大對新創團隊的挹注與輔導

• 企業聲譽衝擊 – 進口原料碳排量高，對企業形象造成負面影響
• 加大低碳商品占比
• 集團持續發展綠色經濟

• 產能下降

– 供應商遭受極端氣候衝擊，如強風、洪水、乾旱、熱浪襲
擊等，以致產能下降，無法正常供貨，造成供需失調，我

司面對下游客戶恐有違約罰款之虞，增加營運成本。

–提高庫存量，會增加現金流的壓力。

• 加強掌握供應商氣候調適措施與應變能量
• 庫存量適度增加
• 資金合度調配，緩解現金流壓力

風險的財務影響與因應策略

▌氣候變遷財務影響與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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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轉型氣候治理      積極回應綜觀策略      高效整合風險管理      明確落實指標與目標      邁向永續綠色未來      附錄

機會 潛在財務影響  - / + 關鍵因應策略

• 參與碳交易市場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風險
+結合環評專業、綠能平台，整合進入碳交易市場，
擴大運營能量，提高收入 

• 為碳交易企業提供專業的碳核算、碳配額和
CCER交易、碳資產管理、碳減排方法學開發等
服務，促進提升碳管理能力。 

• 參與再生能源計畫
+由畜牧廢水煉取沼氣發電、建構太陽能電站、投
資太陽能產業，發展低碳技術的回報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風險，因此降低對碳交易價格
變化的敏感度 

• 利用漁電共生、智能養殖等技術導入再生能源，
推動綠色經濟及環境永續。

• 提升企業聲譽 

+積極參與國際性氣候行動，力行低碳策略，成為
大廠首選合作的優質供應商，商品 /服務需求量增
加

+有利勞動力管理和規劃 (如員工的招募 和留任 )

+增加融資便利性 /資本增加

• 投入循環再利用技術、綠色創新，提升企業綠色
形象。

• 開發低碳產品 /提升客戶產品效
能

+開發低碳原物料供應來源，透過低碳產品和服務
的需求提高收入

+改善競爭地位以反映消費者偏好的轉變，提高收
入

+研發再循環、再利用技術，協助價值鏈執行低碳
策略，改善競爭地位，提高收入 

• 提升再循環技術，協助企業執行循環再利用的價
值：水資源回收、智能養殖、沼氣發電、氟化鈣

污泥回收再利用、太陽能電站、漁電共生

機會的財務影響與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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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轉型氣候治理      積極回應綜觀策略      高效整合風險管理      明確落實指標與目標      邁向永續綠色未來      附錄

▌四大因應策略

1近年半導體原料成本多所上漲，鑑於產業特性

以及產品之稀缺性，客戶均能接受上漲幅度，

崇越科技至今對進貨上漲之轉嫁能力堪稱良好。

2崇越科技持續調查下游產品訂單需求變動，定

期和客戶聯繫了解產線狀況與材料需求，並

積極與供應商產能溝通，以利供應鏈規劃(包含成

本)，迅速確實地回應客戶需求並反映材料成本。

3崇越科技持續與主要產品供應商維持長期合作

關係外，並擴大產品線及服務型態，投入多項

有成長潛力的產品市場，以有效分散風險。

4積極尋找合適的策略聯盟及合作夥伴，擴大代

理權，並與供應商、客戶簽署長期合約，穩定

供需。 

5就需求端方面，崇越科技也強化在地化發展。

除了在美國設立服務據點、拓展日本服務據

點，就近回應客戶需求，也將持續拓展新加坡、越

南、馬來西亞等地市場，擴大市佔。

1為呼應全球電子產業的綠色化風潮，崇越科技與默克公司合作，引進綠色化學替代產

品。默克長期致力於綠色化學替代產品的研發，至今推出1400種綠色永續產品，符合

綠色化學12道原則、永續設計理念或降低環境足跡等，產品研發的初衷是取代產業普遍使

用且對環境和人體有害的有機溶劑，幫助電子產業綠色製程轉型帶來新契機。

2崇越科技依照客戶節能減碳的需求，開發相關供應商，提供節能氣懸浮鼓風機、IoT節

能盤查系統等低碳商品。

3為分散單一地區產品供應的風險，降低跨國運輸成本，達到節能低碳的目的，崇越科

技與供應商合作在台設立生產據點，與日本信越石英株式會社在台合資設立崇越石英

製造廠股份有限公司，擁有最佳無塵室專業加工廠房，成為國內石英器具最主要供應商，

在半導體產業石英材料市場處於領導地位。1995 年更與信越集團合資成立信越光電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信越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供應國內半導體及光電產業的原材料，提供優

質穩定的產品，協助客戶提升製程良率，並與客戶研發團隊緊密合作，共同開發最佳化產

品，提升生產效能，延伸價值鏈的減碳效應。

4此外亦協助供應商推動在台生產據點，日本信越化學株式會社在台設立光阻液生產公

司，崇越科技提供建廠參考資訊（包括土地、廠房、來台投資法規等），協助進行客

戶材料驗證及工廠稽核作業、倉儲物流規劃的建議等。

5每年透過參與半導體展、各種商展和電子展，積極對外展示及溝通低碳商品的品項、來

源、特色、發展性等，促進相關廠商和客戶對低碳商品的認知，擴大低碳商品的需求。

建立產品供應與需求的動態分析與掌握 以低碳商品取代既有產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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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轉型氣候治理      積極回應綜觀策略      高效整合風險管理      明確落實指標與目標      邁向永續綠色未來      附錄

1研發再循環、再利用技術，協助價值鏈執行低碳策略，改善競爭地位，提高營收。子

公司建越科技發展水處理技術，承攬打造「文青水資源回收中心」，為全台首座全區

採用低衝擊開發、智慧、低碳設計理念的水資源回收中心。文青水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處

理量可達每日4000噸，區內透水、保水能力下雨時可貯存1,593立方米的雨水，減少地表逕

流，並讓水資中心成為旱季期間的小水庫。

2子公司台螢實業擁有將半導體、面板、記憶體製程產出的氟化鈣污泥，轉廢為能再製

成人工螢石的綠色技術。2020年處理氟化鈣污泥900噸，製成人造螢石540噸，2021年

處理氟化鈣污泥1800噸，製成人造螢石1080噸。年成長率達100%。人造螢石充分提供國

內外鋼鐵產業作為助熔劑使用，可有效降低煉鋼過程對於能源的需求，改善煉鋼品質，以

及減少廢棄物之處理成本，落實循環經濟及提升企業社會形象。

3子公司安永生物科技是集團因應食安問題所投資的，透過與地方優質的業者與青年養

殖戶契作，從生產、飼料、養殖全程品質控管，利用生物科技程序萃取魚肉、魚骨和

魚鱗的營養精華，規劃將萃取後之魚肉骨渣材再製成肥料、飼料利用，減少廢棄物，產生

綠色經濟價值。

4為響應國家再生能源政策，著眼低碳布局，促進養殖轉型、協助升級發展，崇越科技

和海洋科大、澎湖科大及高雄科大簽署 MOU，培育未來所需人才。目前已著手規劃於

宜蘭和高雄建構2座大型實驗室，預計投入30至60億元，整合集團太陽能電站及環保工程業

務，發展「漁電共生」，也期望後續將成功經驗複製至更大的場域。

發展綠色經濟

5子公司嘉益能源具有建構各種規格電站的

專業能力，提供綠色能源需求者最適解決

方案。目前已經累積超過40MW、共逾百座國內

外太陽能電站的建造實績。未來策略朝提供多元

化的綠能系統整合服務發展，集結四個面向：

一、完善EPC工程(工程設計、規劃、評估、管

理，供應鏈管理)；二、電站運轉與維護(開發電

站、增加發電量體、維持發電效率)；三、進軍

儲能市場(E-dReg+光儲能，削峰填谷)；四、取

得電業執照(電站三轉一、綠電交易平台、綠電

憑證)。

6另外尚有智能養殖、沼氣發電這兩方面的

規畫案。

7.綠色投資：綠色投資佔總投資比例近三年

逐年顯著成長，從2019年的20% 成長到

2021年的 35%。未來崇越科技仍將持續加重對

綠色產業的投資，並朝多元整合的方向培養符合

低環境衝擊又具發展潛力的綠色獨角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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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轉型氣候治理      積極回應綜觀策略      高效整合風險管理      明確落實指標與目標      邁向永續綠色未來      附錄

1崇越集團跨足潔淨能源、環境評估、監測等環境工程顧問領域，

將持續整合集團環境工程、太陽能事業，拓展再生能源及循環經

濟業務，提供全方位淨零排放規劃服務，為集團挹注新成長動能。

2協助企業以PDCA的架構，持續改善企業在環境面的管理，透過

嚴謹的審核程序，為碳交易企業提供專業的碳核算、碳配額、碳

資產管理及碳減排方法學開發等服務，促進提升碳管理能力。

3與玉山銀行簽訂永續指標連結貸款，依永續指標之高低連結貸款

利息。

1導入ISO 14064-1 溫室氣體排放盤查與查證，擬定溫室氣體減量

政策。溫室氣體總排放量2021年為1075公噸CO2e/年，較2020

年減少約8.6%。2022年起，每年減排 4.2% 的溫室氣體。

22022年度設定節能目標：平均每人用電量較2021年減少4%；

2022年用紙量較2021年度節省5%；2022年總用水量較2021年減

少5%。於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減少電梯機組啟用，減少電力消耗。

參與碳交易市場 

▌持續落實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方針

溫室氣體減量

3辦公區域室溫控管於26 °C，降低冰水主機負載，減少電力消

耗。

4逐年更換燃油交通工具為油電車或電動車，降低燃料溫室氣體

產生量。2030年公務車全面汰換為電動車。

5推動節能減碳活動及員工教育訓練，降低電力使用。

6空調冷藏設備定期保養，有助於提升設備運作效率，降低能源

耗損。

7資產設備朝向低碳風險配置，由行政支援處主導，採用高效能

電器設備、建築隔熱設備。

8積極參與國際性氣候行動，2022年4月通過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

議(SBTi)。

9力行低碳策略，導入太陽能綠電朝向能源轉型：2024年導入

使用至 10%、2025年導入使用至 25%、2030年導入使用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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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情境是指控制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在 450ppm 以內，讓本世紀末

氣溫上升幅度不超過工業革命前平均溫度的 2℃以內。 

**參考IPCC第五次科學評估報告中RCP8.5情境，意指在無任何減量

作為下，大氣幅射力增大到8.5W/M²，在本世紀末全球最大增溫近4℃。

集團為落實每年減碳4.2%的目標，強化內部各單位權責之核

實，於 2022/10/17 通過內部碳定價方案，準則如下： 

1減量目標設定：依SBTi年度線性減少量為4.2%，進行每年

執行積效檢視。針對未達減排目標的數額，計算碳成本，

作為碳風險管理及評估之參考。

2內部碳價制定：採用「影子價格法」(Shadow Pricing)-不涉

及任何內部資金的實際交換，只視為是一種風險評估工具。

3碳費收入用途：資金投入低碳選項之研究發展、碳管理相

關之教育訓練。

4內部碳價價格：250美元/每公噸CO2e。

1針對缺電風險的應變措施：總部備有發電機，支撐八小時

的停電。發電機每年維持成本約5萬 (年度保養、更換柴

油、零組件)。

2針對缺水風險的應變措施：總部備有儲水系統，斷水時具

有30噸的能量。儲水設備每年維持成本約20萬(洗水塔、更

換泵浦、馬達等零配件)。

內部碳定價

強化氣候韌性

▌ 建立情境韌性分析

情境韌性分析架構

 ▲ 組情境韌性分析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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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情境：IEA WEO 450 

IEA WEO 
450情情境境

2°C，可能性約為 50%

溫度影響範圍和百
分比可能性

IEA 特別報告：能源與氣
候變化和WEO 2014

來源和數據可視化

IEA 世界能源
模型 (WEM)

模型

世界人口將以每年 0.9% 的速度增
長，從 2012 年年中的 70 億增加

到 2040 年的 90 億

基本假設:人口

2012-2040
詳詳細細訊訊息息：：時時間間範範圍圍

高效能相關政策
行動

能源
效率

- 2020 年後，經合組織
(OECD)國家採用二氧化碳價
格。
- 化石燃料補貼取消到
2035 年，除中東以外的所
有地區。大多數經合組織市
場的二氧化碳價格在 2040 
年達到 140 美元/噸，高於
2020 年的約 20 美元/噸

二氧化碳
價格

- 全球能源需求平均每年僅增
長 0.6%； 2040 年的需求比

2012 年增長 17%。

能源
需求

- 到 2040 年，電動汽車的銷量將超
過全球乘用車總銷量的 40%。
–先進的生物燃料和電動汽車在
2040 年將石油消耗量每天減少 13.8 
mboe

電動車
部署

–到 2025 年，80 GW 配備碳
捕捉的油氣產能將投入運營。
2030 年至 2040 年間，580 
GW 的燃煤發電裝備了碳捕捉。
–到 2040 年，80% 的燃煤發電
裝機配備碳捕捉，而新政策情境
中這一比例為 4%。

碳捕捉
部署

世界 GDP 假設在 2012-2040 
年間以 3.4% 的速度增長）

基本假設：經濟

到 2040 年，燃料組合將更
加多樣化，生物燃料佔世界

運輸需求的 17%生質
能源

可變的再生能源從 2015 年佔
全球發電量的 3% 增加到
2040 年的 20% 以上。

再生能源
百分比

到 2040 年，全球核電容
量增加一倍以上，達到

862 GW，比新政策情境
高出 38%

發展取決於 2014-2040 年
每年約 810 億美元的新核

電廠投資

核能

與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2020 年前達到峰值 33Gt，然後
在 2030 年回落至 25.4 Gt，到
2040 年回落至 19.3 Gt

二氧化碳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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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特徵：

● 負面衝擊：

1 崇越科技以2020年碳費NT$600/噸、2050年碳費NT$6000/噸

為2℃情境下的碳費成長趨勢，計算並繪出崇越科技邁向淨零排

放，所負擔的成本佔營收的百分比趨勢圖如下：  

實際碳費成本，2021年營業額  239億元，碳排(類別ㄧ、二)為

1075.50噸，以碳費 NT$780/噸計算，該年碳費成本佔該年營業額

0.004%；2050年以碳費 NT$6000/噸計算，該年碳費成本佔該年營業

額0.027%。

2碳價上漲，碳抵換費用增加，導致進貨成本上漲。目前尚無法精

確評估因碳價上漲所導致的進貨價上漲比例，未來數年將持續密

切觀察碳價上漲和進貨價上漲的連動關係，以作為中長期評估依據。

3低碳商品需求將成為主流，品質、價格、碳排量、供應穩定度、

供應量等都須考慮，增加採購作業複雜度，與客戶的溝通亦得更

加密切。隨著法規的變動，採購標準亦得調整。

● 因應對策：

1在此2℃情境，崇越科技因非屬製造業，碳費所帶來的成本增加極

為有限。至於碳價上升所導致的進貨成本增加，確為隱憂，不過

此類進口原料主要為半導體製造所需之化學品，在半導體全球供應鏈

裡屬於不可或缺的一重要環節，崇越科技之日本供應商在此環節又為

主導企業，市佔率高，其產品具有高度不可替代性。崇越科技作為代

理商，又具備支援先進製程全方位需求、設備整合服務工程經驗，深

獲國內廠商信賴。因此，面對下游客戶能保有高議價能力，中短期的

衝擊發生可能性低。放眼未來中長期市場，崇越科技仍將審慎注意半

導體化學原料業態，尤其在低碳技術的突破上，以及時因應，取得更

具市場競爭力的產品代理權。

碳稅導入

碳抵換要求以實現零碳排放

2050年碳費 NT$6000/噸

再生能源使用的強制導入

能源費及化石燃料費的徵收

邁向淨零排放路徑之財務衝擊評估

西元2021年

碳費NT$600/ton
西元2025年 西元2030年 西元2050年

碳費

NT$6000/ton

西元2035年 西元2040年 西元2045年

0.02%

0.04%

0.06%

0.08%

0.10%

單位:佔營收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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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基礎減量 SBTi 1.5°C 情境 

2低碳商品需求日殷，隨著碳盤查法規的強制性要求，商

品碳排放量之宣告將逐漸透明和完備，找尋低碳商品的

困難度應可逐漸降低。崇越科技未來將持續蒐集相關資料並

追蹤比對，加大低碳商品的佈局能量。

●機會：

依政府2050年淨零碳排路徑圖，台灣再生能源比例 2050

年將佔六成以上，成長空間至少有四成。而崇越集團清潔能

源於2021年太陽能板之裝置量，年發電量可達 6.4GWh，至

今國內外電站的建造實績已逾百座，在清潔能源的未來發展

上，崇越集團業已擬定系統整合發展策略，把握國家發展綠

能的政策方向。

科學基礎減量更積極的 1.5℃ 情境，即在 2100 年時，將地

球年均溫控制在上升 1.5℃，為此，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每年

需以 4.2% 線性減少，並於 2050 年以前達到淨零排放。

崇越科技因應 SBTi 1.5℃情境，擬定對策(基準年為2021

年)：

●對策一：

2030年範疇一及範疇二排放對於2021基準年減少95%，2030年實現100%使用

再生電力。

配套行動方案：

(1) 2030年公務車汰換為電動車。

(2) 綠電導入計畫，將於2024年使用至10%、2025 年使用至25%、2030年使用至
100%。

(3)不足之處採取購買綠電憑證。

(4) 2050年執行碳中和達淨零。

與2021年比較，2030年公務車全汰換為電動車，所需投入建置成本為 1600

萬，經常性成本(含能耗)增加 1.34 %；電力全改為採購再生電力(太陽光電)，所需

成本為 3175萬元/年，電力成本增加415%。

●對策二：

2035年，範疇三「上游交通運輸」排放相對於2021基準年減少63%。 

配套行動方案：

(1)鼓勵上游供應商就近設立工廠，以減少運輸距離。

(2)集中採購，以降低運輸次數。

(3)減少庫存，盡量直接供貨。

(4)陸上運輸逐漸改用電動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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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情境：IPCC RCP 8.5
● 主要特徵：

● 負面衝擊：

夏季南北極冰山幾乎全融

海平面上升50 到 100 厘米

更多的海洋酸化

二氧化碳濃度高於前工業化時期三到四倍

極端氣候包括洪水、旱災、颶風、熱浪等

1倉庫遭受洪水淹沒，庫存產品損壞：

崇越科技唯一倉庫位於竹南鎮大埔里，依據國家防救中

心災害潛勢分析，無直接位於淹水潛勢區，但臨近500公

尺範圍有。假設洪水過大超越歷史紀錄，倉庫遭到淹沒，

全數產品報廢，財損估計為3200萬元。

2極端氣候如洪水、旱災、颶風衝擊上游供應商生產，

導致供貨中斷或短缺，因應此風險必須提高庫存量，

囤貨將造成現金流壓力。

3颶風、洪水導致交通受阻，影響員工通勤，甚至威脅

員工生命安全，對公司營運產生負面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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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熱浪、極度高溫造成人員不適，並可能導致傳染病發生

率大幅提高，影響員工健康，業務中斷可能性增加。

5乾旱缺水影響下游客戶生產運作，導致產能下降，客戶

需求量減少，使得公司營收不如預期。

6極端氣候造成公司未能如期交貨，影響公司商譽。

1加強倉庫防洪工事與措施，投保洪水險。加強客戶溝

通，針對產品交期未能履約，係因不可抗力之洪水天災

所致，議定延長履約寬限期。

2加強與供應商、客戶交流極端氣候因應的預防措施，密

切注意供應商所在地颶風、豪雨及旱災發生的可能性，

強化相關情報的蒐集與判讀能力。

3簽訂長約，針對供貨穩定度增列強制條款包括罰則，以

有效預防上游供應商突如其來的供貨不及。

4提高資金調配靈活度，以因應極端氣候造成的各種突發

情況導致的營運中斷。

5分散上游供貨來源，尋找極端氣候衝擊較少或防護措施

較佳的區域供應商。

6關注員工健康，推動員工健康檢查，建置員工健康風險

地圖，針對季節性傳染病加強宣導預防與衛教。

●因應對策：

▌氣候風險的鑑別與評估

崇越科技恪守企業永續精神，為強化員工危機意識與風險觀念，及早採取預

防與應變措施，以維持集團及所屬事業正常經營；為強化公司治理，降低營運

可能面臨之風險，制定「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以確保集團業務和整體經營能

持續穩定發展，達永續經營之目標。

依據「風險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程」由董事會為公司風險管理之最高決策單位，

核定風險管理政策與架構，監督風險管理機制之整體有效性。

針對特定危機事件如：地震、颱風、水災等天然災害，流行性傳染疾病、政

治或軍事、恐怖攻擊、市場環境及法律規章變更等突發事件之緊急應變及復原

計畫持續改善並每年進行主題式演練以持續精進應變程序及復原策略。

針對氣候相關風險，永續辦公室每年向公司治理暨提名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

員會報告氣候相關議題及執行績效。

ESG工作小組每年進行氣候變遷與能源之風險與機會的資訊蒐集，召開氣候

變遷與機會鑑別檢討會議，鑑別出氣候風險/機會，包括通過對監管、技術和市

場需求變化的橫向掃描來識別潛在風險。並以風險矩陣評估風險，評估範圍包

含價值鏈上下游，組織邊界除崇越科技外，並涵蓋工程類及其他關係企業。以

財務衝擊程度(1-10分)、風險/機會發生機率(1-10分)、組織因應能力，產出風

險/機會熱區圖，以及風險排序表，來判定風險與機會影響程度。

三、高效整合的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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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風險評估程序

1 氣候情境
資料搜集

• 依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専門委員會」所發表的第五次氣候
變遷評估報告 (IPCC AR5) 以及 TCFD 技術手冊 The Use of
Scenario Analysis in Disclosure of Climate-related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2 評估方法
之建立

• ETCFD 2016~2021 發表之指引；CDP & CDSB 指引
「The Building Blocks」；CDSB & SASB 指引「TCFD
Implementation Guide 」；CDSB & WE MEAN
BUSINESS COALITION 指引「TCFD GOOD PRACTICE
HANDBOOK 」；CDSB & SASB 指引「TCFD GOOD
PRACTICE HANDBOOK 」；UN 指引「氣候風險概覽」

3 執行風險
評估

• ESG 工作小組每年進行氣候變遷與能源之風險與機會的資訊
蒐集，每年召開氣候變遷與機會鑑別檢討會議，鑑別出氣候
風險 / 機會，包括通過對監管、技術和市場需求變化的橫向
掃描來識別潛在風險。並以風險矩陣評估風險。

4 揭露評估
結果

• 評估結果交付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始對公司內
外公布。

5 持續監控
追蹤

• 風險管理委員會轄下之工作小組研擬相關因應方案，呈報永
續發展推動委員會審核後，再由該委員會轄下四個工作小組
分別執行氣候風險控管方案。

• 永續辦公室定期向公司治理暨提名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
報告氣候風險控管執行情形。風險管理委員會轄下之工作小
組亦定期向風險管理委員會匯報整體風險因應成效。

• 風險管理委員會定期協調及促進跨組織之風險管控案。每年
定期向董事會報告風險管理執行情形，提出必要改善措施。

▌氣候風險的管理

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綜理公司整體之風險管理，包括營運、

財務、資安、自然災害等風險。近年亦將氣候相關風險管理納

入，建立氣候相關議題的管理流程。永續辦公室作為氣候相關

風險的企劃統籌與推動中心，辦公室之ESG工作小組每年進行

氣候變遷與能源之風險與機會的資訊蒐集。永續辦公室每年召

開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鑑別檢討會議，在高階主管的支持下，

進行營運和財務衝擊分析，產出風險矩陣圖、氣候風險/機會

排序表以及氣候風險/機會財務衝擊分析表，體現氣候風險因

子作為公司營運風險、財務風險以及策略層面上的驅動力。

永續辦公室根據上述鑑別與評估結果，統籌永續發展推動委

員會轄下四個策略工作小組，研擬氣候相關風險/機會相關之

控管方案，呈報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審核通過後，落實方案之

執行與績效追蹤。

永續辦公室定期向公司治理暨提名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

報告其識別、分析和評估的重大氣候風險，以及氣候風險控管

執行情形。風險管理委員會轄下之工作小組亦定期向風險管理

委員會匯報整體風險因應成效。

公司治理暨提名委員會負責公司監督與檢討氣候變遷相關策

略。風險管理委員會定期協調及促進跨組織之風險管控案。每

年定期向董事會報告風險管理執行情形，提出必要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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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工作小組

風險管理委員會

永續辦公室
ESG工作小組

氣候風險鑑別與評估
營運和財務衝擊分析

永續發展
推動委員會

督導、管控

因應策略

工作小組

落實執行方案

公司治理暨提名委員會

督導、管控

▲ 整體風險管理流程

四、明確落實的指標與目標

▌溫室氣體的科學基礎減量

崇越科技雖非屬碳排量大的製造業，仍一秉朝向綠色企業的方向努

力，自2019年起開始針對組織進行溫室氣體盤查，2021年更將盤查範

圍擴大至類別三、四。隨著盤查，並力行各項減碳措施，2020年減碳

達5.4%，2021年減碳更達8.6%。

類別 排放量 
( 公噸 CO2e)

占比
(%)

第一類：直接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 334.2366 9.12

1.1固定式排放 1.4736 0.04

1.2移動式排放 296.3224 8.09

1.3製程排放 - -

1.4逸散性排放 36.4406 0.99

1.5土地使用變更之直接排放與移除 - -

第 2類：輸入能源產生之間接溫室
氣體排放

741.2594 20.23

2.1外購電力 741.2594 20.23

2.2外購能源 - -

第 3類：運輸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
排放

2362.2033 64.45

3.1上游運輸 2222.1633 60.63

3.2下游運輸 49.5898 1.35

3.3員工通勤 90.4502 2.47

3.4客戶和訪客運輸 - -

3.5商務旅行 - -

第 4類：組織使用產品之間接溫室
氣體排放

227.2711 6.2

4.1購買商品之上游排放 220.5857 6.02

4.2資本財之上游排放 - -

4.3廢棄物處置 6.6854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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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公噸 CO2e

2019 2020 2021
類別一 413 386 334

類別二 831 792 741

總計 1244 1178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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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二

總計

崇越科技2022年起依SBTi科學減量，訂定每年減排 4.2% 的溫
室氣體，作為未來邁向淨零排放目標的減排路徑。

減碳目標(基準年為2021年)：
設定一：承諾到2030年範疇一及範疇二排放對於2021基準年減少

95%，2050年達淨零碳排。

設定二：承諾到2035年範疇三「上游交通運輸」排放相對於2021
基準年減少63%。

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表

基準年 2021 年 2030 年 2035 年 2050 年

範疇一 -95% -100%

範疇二 -95% -100%

範疇三 (上游運輸排放 ) -63% -100%

▌其他指標與目標

崇越科技減碳路徑規劃圖(雄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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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度) 用水(10公斤) 用油(公升) 用紙(張)

2019 1509361 951800 149288 650000
2020 1462246 610400 144871 725000
2021 1416277 526800 125782 69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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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電，2022年節電要達到 4% 的目標。綠電導入計畫將於
2024年使用至10%、2025 年使用至25%、2030年實現100%
使用再生電力。

● 用水，2022年節水亦要達到 5% 的目標。 

● 用紙，2022年減量要達到 5% 的目標。

● 用油，崇越科技已擬定綠色運輸政策，宣示 2030年全面汰換
公務車為電動車。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崇越總投資金額(仟) 5278945 5929239 6929475
綠色投資總額 1082169 1758831 24033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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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越總投資金額(仟)

綠色投資總額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崇越總投資金額

( 新台幣仟元 )
5,278,945 5,929,239 6,929,475

綠色投資總額

( 新台幣仟元 )
1,082,169 1,758,831 2,403,323

佔比 20% 30% 35%

綠色投資：占投資總金額持續攀升，2021年已達 35%，未來依據綠色
經濟發展策略，仍將繼續擴展投資力度。

TCFD REPORT 2022

28

目錄



綠色轉型氣候治理      積極回應綜觀策略      高效整合風險管理      明確落實指標與目標      邁向永續綠色未來      附錄

五、邁向永續的綠色未來

崇越科技作為知識密集的高技術服務業，鑲嵌於全球半導體的價值

鏈，鏈接國外化學品、半導體製程所需原料與國內半導體製造業，在

這次針對氣候變遷對企業因應轉型所面臨的風險分析中，深刻意識到

大自然的反撲和變化所帶來的衝擊既深且廣，對半導體整體價值鏈

的撼動更是全面而連動。崇越科技作為集團母公司，將持續加重綠色

投資比例，積極發展綠色經濟，以集團的資源與力量整合旗下綠色企

業，把握轉型契機。而在本業所在的半導體價值鏈中，崇越科技鑑

別出上游原料的量價波動以及產品的低碳與否是最主要的氣候相關風

險。在未來持續的風險評估與管理過程中，上游供應鏈的開發、管理

將是一大重點，崇越科技在此方向已從自身技術與服務的提升、產品

組合的全面性、上下游長約的簽訂、綠色化學品的引進等著力多年，

成效顯著。然而，全球企業面臨低碳轉型的壓力與日俱增，未來的挑

戰只會更多更大，在這充滿不確定的未來，崇越科技仍將秉持一貫追

求永續發展的企業精神，持續精進氣候風險的分析與管理，積極參

與國際相關倡議，攜手供應鏈低碳轉型，以合作來加大共同避險的契

機，展望永續的綠色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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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層級 一般揭露建議 對應頁數 / 章節

治理

a. 描述董事會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監督情況 p.5~6/Ch.1

b. 描述管理階層在評估與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
會角色

p.7~8/Ch.1

策略

a. 描述組織鑑別的短期、中期和長期氣候相關風
險和機會

p.9~13/Ch.2

b. 描述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對組織的業務、策略
和財務規劃的影響

p.14~19/Ch.2

c. 描述組織的策略韌性，並考慮不同氣候相關情
境包括 2C 或更嚴苛的情境 )

p.20~24/Ch.2

風險

管理

a. 描述組織在氣候相關風險的鑑別和評估流程 p.24~25/Ch.3

b. 描述組織在氣候相關風險的管理流程 p.25~26/Ch.3

c. 描述組織在氣候相關風險的鑑別、評估和管理
流程如何整合

p.25~26/Ch.3

指標

與

目標

a. 揭露組織依循策略和風險進行評估氣候相關風
險與機會所使用的指標

p.26~28/Ch.4

b. 揭露範疇一、範疇二和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和
相關風險

p.26~28/Ch.4

c. 描述組織在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所使用的目
標，以及落實該目標的表現

p.26~28/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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