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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原則
面對全球暖化、極端氣候、環保節能、安全衛生及保育意識高漲，本公司參考國際金融穩定委員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發布之 TCFD（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揭露建議書，依其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揭露四項核心元素：「治理」、「策略」、「風險管
理」、「指標與目標」，建立風險架構，鑑別可能對營運造成的重大性風險與機會，且提出其相關應對策略。
並於 2021 年 2 月正式簽屬成為 TCFD	Supporters註。

註：TCFD	Supporter 名單查詢：https:	//www.fsb-tcfd.org/supporters/	。

本公司密切注意全球氣候變遷趨勢與國際應變方向，將氣候變遷納入企業永續發展的重大議題與關鍵性
重大風險項目之一，持續進行分析與管控，並致力於溫室氣體的調適與減緩工作。本公司自 2003 年起進行溫
室氣體之排放量盤查，並參與自願減量計畫、主動揭露溫室氣體管理資訊，提供給利害關係人參考。除將盤
查結果登錄於國家之溫室氣體登錄平台外，苗栗廠於2010年進行熱軋H型鋼及窄幅鋼板之產品碳足跡查證，
高雄廠於 2013 年進行熱軋 H型鋼及鋼筋混凝土用鋼筋之產品碳足跡查證，桃園廠於 2014 年及 2019 年進行
鋼筋混凝土用鋼筋之產品碳足跡查證。

指標和目標

風險管理

策略

治理
治理
該組織針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治理

策略
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對於組織的業務、策略和財務規劃的實
際和潛在衝擊

風險管理
組織鑑別、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的流程

指標和目標
用以評估和管理與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指標和目標

二、氣候變遷相關治理

●   董事會負責氣候變遷議題治理

本公司董事會負責審核和指導氣候變遷戰略、行動計畫及年度目標，並每年定期監控實施情形及檢討溫室
氣體減量目標與達成度。

本公司董事會設有公司治理委員會（功能性委員會），委員計三人，其中半數以上為獨立董事，由董事會
決議委任之，召集人（主席）為董事長，負責氣候變遷相關議題，包括環境永續制度及目標之訂定、監督及檢
討。公司治理委員會員會每年至少開會二次，並每年定期於董事會報告氣候變遷相關內容。本報告書中有關氣
候變遷風險管理、策略及目標設定於 2021 年 5月 11 日第 24 屆第 9次董事會通過。

針對氣候變遷相關議題，本公司委請外部講師舉辦相關教育訓練，受訓人員為董事會全體董事及高階主
管，教育訓練課程為企業氣候治理與 TCFD 揭露實務，總時數為 6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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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層級下氣候變遷議題代表

本公司董事會之公司治理委員會（功能性委員會）下設環境永續小組，並由各相關對應部門指派負責人員
組成，主席為執行副總經理，負責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及其策略與目標訂定。環境永續小組定期將
執行情形提報公司治理委員會。

●   氣候變遷議題獎勵機制

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第 10 條規定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結果應作為遴選或提名董事時之參考依據，並將
個別董事績效評估結果作為訂定其個別薪資報酬之參考依據。預計於 2021 年修訂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納入
與氣候變遷相關評核項目。

另本公司訂有提案改善辦法，受理事項包括氣候變遷相關對策、溫室氣體減量，節能提案，依審核結果與
專案效益頒發獎金。

三、氣候變遷相關風險與機會管理

●   氣候變遷相關風險與機會鑑別

東和鋼鐵公司治理委員會之環境永續小組為氣候變遷相關管理之專責單位。本公司已針對各種永續與氣候
變遷相關之國際倡議活動	/	組織之內容進行瞭解，將國際倡議活動所關切的重點以及評估準則，納入公司制定
環境及溫室氣體政策時的考量，以便符合國際發展趨勢，並增進公司因應氣候變遷之能力。

由環境永續小組成員召開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鑑別會議，根據 TCFD 建議之轉型風險、實體風險、機會列
表，並由各部門依據會議中鑑別出主要短、中、長期風險與機會項目進行對應策略與財務影響評估，同時考量
產品及服務、供應鏈、調適和減緩活動、研發投資及業務經營（包括業務類型和設施所在地）等對本公司業務
和策略的影響。其中氣候變遷相關轉型風險與實體風險的鑑別與評估，包含對公司營運衝擊度、發生可能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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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時的脆弱度，氣候變遷相關機會的鑑別與評估包含對公司營運影響度及發生可能性。鑑別後之矩陣分析，
經環境永續小組成員討論，最終鑑別出 5項氣候變遷風險與 2項氣候變遷機會，再由環境永續小組召開 TCFD
風險與機會因應策略討論會議，決定未來公司之氣候變遷相關對策。

以下分別為鑑別後之氣候變遷相關風險與機會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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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相關風險說明

本公司已鑑別氣候變遷相關風險，依風險類型及項目分類如下：

風險排序由高至低為平均雨量改變、總量管制	/	排放交易、提高溫室氣體排放定價、熱帶氣旋、再生能源
法規，以下針對各風險說明風險描述、財務影響、風險應對措施及成本： 

◎ 風險排序 1：平均雨量改變

指降雨模式變化導致平均雨量改變（如營運地點發生限水或停水的情形）。

財務衝擊類型

營收減少  

降雨變少導致水庫水源不足，致使分區域限水，產量減少。

直接成本增加、間接成本增加、資本支出增加

本公司苗栗廠與高雄廠有地下水權，桃園廠則受地方限水影響，導致產量減少，需購水方可滿足生

產需求。

潛在財務影響	/	財務影響說明 風險應對成本	/	風險應對措施

新台幣 3,253 萬元

本公司苗栗廠與高雄廠有地下水權，故水情吃緊對於苗栗廠與

高雄廠影響不大。桃園廠如以地區最高限制用水量 15%及每年

限水四個月估算，每日需減產近4%，合計年度損失3,253萬元。

新台幣 1,027 萬元至 1,541 萬元

限水措施達到最高限制量時，估計每日需補充用水量 107 噸，

以買水單價 800~1,200 元	/	噸，風險應對成本為 1,027 萬元至

1,541 萬

風險類型 /項目 已鑑別風險 時間範圍 發生
可能性程度

財務
影響程度

潛在
脆弱程度 風險排序

轉型風險
-政策和法規風險

總量管制 /排放交易 中期 (3-10 年 ) 普通 大 非常小 2

提高溫室氣體排放定價 短期 (0-3 年 ) 大 普通 非常小 3

再生能源法規 中期 (3-10 年 ) 小 普通 非常小

4實體風險 - 立即性 熱帶氣旋 短期 (0-3 年 ) 非常大 小 非常小

5

實體風險 - 長期性 平均雨量改變 短期 (0-3 年 ) 大 非常大 非常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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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排序 2：總量管制 / 排放交易

公司各廠排放總量限制定額排放，若排放超過排放額度排放量，且又無法在排放交易市場購買取得時，每
噸將被課以新台幣	3,000 元之罰款。

◎ 風險排序 3：提高溫室氣體排放定價

政府依照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對企業徵收總額排放碳費。

財務衝擊類型

直接成本增加

預計台灣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修法通過後，未來企業之溫室氣體排放每噸將課以新台幣 100元之

碳費，本公司將面臨營運直接成本增加。若每噸溫室氣體排放額度單價提高，則會增加成本更多。

潛在財務影響	/	財務影響說明 風險應對成本	/	風險應對措施

新台幣 8,128 萬元 / 年

假設以 201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812,764MtCO2e 為基準，預計

碳費為 8,128 萬元	/	年。

新台幣 1,830 萬元 / 年

1. 預計 2032 年起，東和鋼鐵企業將擁有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太陽

能 20MW 及風機	19.9MW	（含 2015 年設置之 11.5MW），

再生能源總發電量相當於總電力需求量之 6.3%，可減少

38,048MtCO2e（4.7%	），	可減少碳費支出 380萬元	/	年。

2.	新設風機8.4MW，需投資3.5億元，每年售電獲利2,100萬元，

扣除機會成本 375萬	/	年，實際獲利 1,724 萬元	/	年。

3.新設太陽能20MW，需投資9億元，目的為符合用電大戶條款，

每年支出增加 275萬元	/	年。

財務衝擊類型

直接成本增加	

台灣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通過修法後，未來企業超過總額之溫室氣體排放量若無法在排放交易市

場購買取得，每噸將被課以新台幣	3,000 元之罰款，本公司將面臨營運直接成本增加。

潛在財務影響	/	財務影響說明 風險應對成本	/	風險應對措施

新台幣 2,848 萬元 / 年

假設總量管制於 2030 年開始實施，且以國家自定預期貢獻情境

（NDC）目標作為核配量，依照本公司目前之溫室氣體排放目

標設定，2030 年排放量將較國家自定預期貢獻情境（NDC）目

標（減量 20%）多出 9,495MtCO2e，預計罰款為 2,848 萬元。

新台幣 1,830 萬元 / 年

1. 預計 2032 年起，東和鋼鐵企業將擁有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太

陽能 20MW及風機 19.9MW（含 2015 年設置之 11.5MW），

再生能源總發電量相當於總電力需求量之 6.3%，可減少

38,048MtCO2e（4.7%），可減少碳費支出380萬元	/	年。

2.新設風機8.4MW，需投資3.5億元，每年售電獲利2,100萬元，

扣除機會成本375萬	/	年，實際獲利1,724萬元	/	年。

3.新設太陽能20MW，需投資9億元，目的為符合用電大戶條款，

每年支出增加275萬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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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排序 4：熱帶氣旋

當海水溫度越高，颱風等熱帶性氣旋挾帶更豐沛雨量，使得威力增大。

◎ 風險排序 5：再生能源法規

再生能源條例用電大戶條款，以契約容量 10%替代率計算。

● 氣候變遷相關機會說明

本公司已鑑別氣候變遷相關機會，依機會類型及項目分類如下：

財務衝擊類型

營收減少

颱風造成廠房及機具受損，影響生產。

直接成本增加

颱風導致產量減少，成本增加。

間接成本增加	

颱風導致廠房及設備受損，需增加保險支出。

資本支出增加

颱風造成廠房受損，需支付修繕費用。

潛在財務影響	/	財務影響說明 風險應對成本	/	風險應對措施

新台幣 4,472 萬元

歷年來以 2015 年蘇迪勒颱風對三廠所造成之損失最大，廠房修

繕金額合計 4,472 萬元，以金額估算財務影響。

新台幣 2,851 萬元

投保產險以轉嫁風險，承保範圍包含火災、爆炸引起之火災、

閃電雷擊、爆炸險、地震險、颱風及洪水險等），2020 年度全

公司總保險費約為	2,851 萬元。

財務衝擊類型
直接成本增加、資本支出增加

設置太陽能自發自用，發電成本較台電等效電價高，故支出增加。

潛在財務影響	/	財務影響說明 風險應對成本	/	風險應對措施

0 元

新設太陽能 20MW且於 2023 年底以前設置完成，即可符合用

電大戶條款早鳥優惠之義務裝置容量規定。

新台幣 275 萬元

1. 設置太陽能	20MW，預估需投資	9 億元，預計年發電量為

25,000,000kWh。

2. 發電成本約	2.64元	/	kWh，台電等效電價為2.53元	/	kWh，兩

者差異為0.11元	/	kWh，故須多支出275萬元。

機會類型	/	項目 已鑑別機會 時間範圍 發生可能性程度 財務影響程度 機會排序

資源效率 使用更高效率的生產 短期（0-3 年） 非常大 大 1

能源來源 使用低碳能源 短期（0-3 年） 非常大 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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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包含使用更高效率的生產及使用低碳能源，以下針對各機會說明機會描述、財務影響、機會應對措施
及成本：

◎ 機會排序 1：使用更高效率的生產

使用更高效率的生產（例如更節電、改善製程效率）。

◎ 機會排序 2：使用低碳能源

公司未來將採用風力及太陽能等低碳能源。

財務衝擊類型
營收增加、資本支出增加

設置新風機，販售綠電憑證獲利。

潛在財務影響	/	財務影響說明 風險應對成本	/	風險應對措施

新台幣 2,100 萬元 / 年

新設風機	8.4MW，預計年發電量為 2,100 萬 kWh，發電成本約

2.0元	/	kWh，較綠電憑證市場價格3.0元	/	kWh以上，價差為1.0

元	/	kWh，故販售綠電憑證獲利為 2,100 萬元。

新台幣 376 萬元 / 年

新設風機	8.4MW，需投資	3.5 億元，以年利率 1%，15 年期為

基準，計算機會成本（複利）為5,634萬元，平均每年376萬元。

財務衝擊類型

直接成本減少、間接成本減少

設備改善後將有效提升生產效率，單位能耗降低、設備妥善率提升、回收率提高而降低生產成本。

資本支出增加

需購置新設備。

潛在財務影響	/	財務影響說明 風險應對成本	/	風險應對措施

新台幣 2,368 萬元

使用高效率設備將有效提升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每年預

計可減少 1%電費支出，如以全公司 2019 年用電量估算，以每

度 2元計算，約可節省 2,368 萬元。

新台幣 1,320 萬元

1. 桃園廠投資增購高效率變頻空壓機及水處理增購替換變頻馬達

共720萬元，預估年節電185萬度。苗栗廠更換高效率變頻空

壓機約	600萬元，預計年節能70餘萬度。

2.參加世界鋼鐵協會的	Set	Up	Program，WSA	將提供免費輔導。

通過使用現有的成熟技術和實踐，使本公司達到鋼鐵行業的排

放和能源強度性能的前15％	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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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氣候變遷相關策略

●   氣候相關情境分析

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影響本公司的策略和財務規劃，本公司使用定量與定性之氣候相關情境分析以便採取
對應策略。本公司參考 2℃情境（2DS）、1.5℃情境、國家自定預期貢獻情境（NDC）、代表濃度途徑情境
（RCP）等情境於會議中進行討論，並使用NCDR（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及TCCI（氣候變遷整合服務平台）
所提供之工具作為氣候變遷實體風險情境之評估參考依據，最終擇定採用 2DS	/	RCP2.6 情境作為本公司氣候
變遷實體風險情境，並依據此情境中對於實體風險、法規等轉型風險，進行氣候變遷風險、機會之主題描述。

●   氣候變遷相關策略

本公司針對鑑別出之主要風險與機會項目，依據公司「風險管理政策與作業程序」中之風險因應措施（削
除風險、降低風險、分散風險、轉嫁風險）思考並訂定對應措施。

隨著極端氣候的現象不斷地增加，氣候變遷問題益形嚴重，社會大眾對於減緩氣候變遷問題的意識以及倡
議越來越高漲，這是擴大我們這種低碳與回收型電爐鋼材的絕佳機會。當所有鋼鐵業都根據排放量繳納公平的
碳費，電爐鋼材的	CO2	排放量僅高爐鋼材四分之一，將更具成本競爭力。

東和鋼鐵除推動節約能源，也積極開發能資源，如投資東鋼風力發電，目前有五座風機，自 2016 年起已
取得電業執照，並開始躉售電能。2019 年投資設立東糖能源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生質能處理中心，藉由
厭氧醱酵生產沼氣發電，產生之沼渣以有機質肥料原料出售，藉以改善現行生質廢棄物處理方式，達成兼具資
源化及能源化等雙重效益，更符合循環經濟政策及永續經營之策略目標，預計 2022 年第三季開始發電，年發
電量 4,238 千度電。此外，將積極規劃利用本公司的可利用土地及廠房屋頂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以提高再
生能源使用比例。我們努力做到全世界電爐業界的領先者，也能以更低的碳排放強度保持領先電爐同業。

我們將藉由與產官學界研討會或與政府機關溝通，積極宣導電爐鋼材的低碳特性。並積極參與國際相關倡
議活動，例如	EPD、CDP、TCFD，依照 TCFD 建議和其他國際認可的框架，使氣候風險和機會作充分的披露
與良好實踐，一方面與國際接軌，一方面深度思考公司未來的減碳目標與政策，並化作具體行動，積極回應所
有利益相關者的期望，確保公司的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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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氣候變遷相關指標與目標

●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BT）

本公司使用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BT）作為東和鋼鐵氣候變遷相關指標與目標評估之基礎，並於每月召開
之目標會議，由總經理針對「各廠溫室氣體排放強度實績與目標差異」進行追蹤檢討及擬定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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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室氣體排放目標

本公司訂定絕對減量目標，該目標參照 Science	Based	Target	Initiative（科學目標倡議組織）所提供的
工具 SBTi-Tool	（部門脫碳法	SDA 之 SDA_Tool_v1.2.1）做為科學基礎，試算減量目標。以 2005 年做為基準
年，訂定 2023 年及 2030 年等短中期目標之減排百分比，與台灣NDC溫室氣體減量路徑（即我國環保署設定
202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基準年 2005 年減量 2%、2025 年較基準年減量 10%、2030 較基準年減量 20%為
努力方向）差異不大。

註：排碳量範疇為範疇一與範疇二，選定範疇內基準年覆蓋排放量在基準年總排放量的百分比為 100%。

●   其他氣候相關目標說明
設定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之短、中期目標，並以 2019 年為基準年。

年份 溫室氣體排放（	MtCO2e	） 減排百分比（	%	）

2005（基準年） 831,012 -

2020（報告年度數據） 810,993 2.41	%

2023（短期目標 0-3 年） 776,736 6.50	%

2030（中期目標 3-10 年） 674,304 18.90	%

年份 使用再生
能源百分比 狀態

2019（基準年） 0% -

2020
（報告年度數據） 0%

正在進行方案研擬，盤點全公司可執行之可再生能源設置方案，並綜整政府能源政策之趨勢
研判、風電	/	太陽能技術發展趨勢、自用	/	租用之長期效益比較，以決定各方案執行之優先
順序與投入時間點之預估。

短期目標
2023 ～ 2024 2.1%

符合用電大戶條款要求，於 2023 年底前設置再生能源（太陽能）20MW，相當於電力總契
約容量 250MW之 8%，發電量相當於總電力需求量之 2.1%，可減少 CO2 排放量	1.6%	（相
較基準年 2019 年）。

中期目標
2025 ～ 2031 3.9%

2024 年底以前設置新風機	8.4MW，總發電量相當於總電力需求量之 3.9%，可減少 CO2 排
放量 2.9%	（相較基準年 2019 年）。將視碳費與總量管制之實施狀況，決定自發自用、躉
售給台電或有綠電需求之客戶。

長期目標
2032 以後 6.3%

2031 年底，既設風機 11.5MW與台電之躉售合約結束，再生能源總發電量相當於總電力需
求量之 6.3%，可減少 CO2 排放量	4.7%	（相較基準年 2019 年）。將視碳費與總量管制之實
施狀況，決定自發自用、躉售給台電或有綠電需求之客戶。

溫室氣體排放目標（M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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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減排行動
本公司苗栗廠 2021 年起調整電弧爐生產流程，避免單班生產時啟鑄爐次電爐的溫度過低，並減少部分升

溫送電時間，增加單位時間產量，可降低電弧爐耗用電力4.0kWh	/	T，預估2021年可減少1,547.360MtCO2e，
並達節能目的。本公司於 2020 年度有 13 個進行中的減排行動，如下所述：

廠區 節能減碳措施 推估節能量（GJ） 推估減碳量（MtCO2e）

桃園廠

軋二軋機馬達、變頻器冷卻系統用量管制，以降低用電量 5.52	 0.78	

集塵風車降轉至適當速度，減少能耗 1,003.87	 141.94	

連鑄水泵浦節能 -新增定時啟動，避免能源浪費 160.04	 22.63	

導入高效率空壓變頻控制系統設備 - 使用 600hp 變頻螺旋式
空壓機取代原有 1250HP 離心式空壓機 5,832.06	 824.59	

軋二供水泵浦增設變頻器 155.52	 21.99	

配合台電夏月期間實施計畫性減少用電措施 - 日減 6時型與
非夏月需量競價措施 175,627.00 24,831.70

苗栗廠

連鑄 BB鋼胚升速，減低鋼液爐後精煉時間 10,920.00 1,616.80

冷卻床冷卻風扇更新為高效率軸流風扇節電方案 1,485.60 220.00

成品倉庫 1、2號倉庫舊高壓鈉光燈汰換 LED燈 941.90 139.40

淘汰效率差的散熱水塔五座，馬達全數更新 IE3高效率馬達，
風扇葉片安裝節能 FRP材質 78.40 11.60

加裝新需量監控設備，誤差率由 3%降為 1%以內，減少無
謂送電損失 97.20 14.40

高雄廠
台電需量競標節電 912,395 度 3,284.62 464.40

電腦室更換新變頻冷氣節電 5,702.4 度。 20.53 2.90

全公司總計 186,089.20 28,3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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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低碳產品
本公司產品屬低碳產品，用於區分產品為低碳類型的方法為排放強度，報告年內來自低碳產品的收益占比

為 100%。我們的產品是通過電爐煉鋼法將廢鋼熔融而生產的，相比高爐 - 轉爐煉鋼法生產，由於我們產品的
低碳特性，可確保比高爐產品具有環境競爭優勢。

電爐鋼材是一種低碳、循環再利用的材料，主要原料廢鋼是一種寶貴的回收資源，稱之為「城市礦山」，
利用回收體系將台灣各角落所產生的大量廢鋼蒐集後重新熔煉製成鋼材，與高爐原料所生產的鋼材相比，每噸
粗鋼產量可以減少約 1.5 噸的 CO2 排放量。為了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除了全力推動並擴大低碳回收型鋼材對
於社會的貢獻外，也將持續引進最新可行技術，大幅削減	CO2 排放量，努力做到全世界電爐業界的領先者。

目前絕大多數的鋼筋廠，需要將鋼胚重新加熱軋延成型。本公司自 2006 年開始投入大量資源進行製程改
造研發，桃園廠於 2010 年設立成為全台第一家使用新製程電爐之鋼鐵廠，並配置現代化連結煉軋鋼一貫化作
業，採用無加熱爐之直接軋延生產製程，成為全國第一座沒有加熱爐的鋼筋廠。

沒有加熱爐即無需使用重油、天然氣等燃料燃燒加熱，相較傳統製程能大量減少能源耗用及空污。桃園廠
低能耗、幾乎無污染的製程表現，是鋼鐵業中的一大創舉，省略加熱爐直接軋延的創新，也受到國內外多家鋼
鐵廠紛紛效仿與導入。

註：上表計算數據引用桃園廠與八德廠 (	舊桃園廠 )	實績值比較，以年產 80	萬噸鋼筋計算。

省略加熱爐（直接軋延）相較傳統軋延製程效益

能源消耗 減少 85% 粒狀汙染物 減少 100%

碳排放 減少 60% NOx，SOx 減少 100%

沒有加熱爐的直接軋延製程約可較單軋廠之製程節省 29.8
（	公升 -	重油	/		噸 -	鋼筋）之能源耗用，每年可減少重油2,384	
萬公升重油耗用，約當於 22,495	輛汽車之年能源耗用（	以每
輛車年行駛 15,000	公里，平均油耗每公升 12	公里計算）。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統計，大安森林公園每年 CO2	吸收量 =389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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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SI 查證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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