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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 永續風向前哨站 

強化企業應對全球風險的永續思維 

黃正忠︱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2021 年一月下旬，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發布了最新版的《2021 全球風險報

告》，不意外地，「傳染性疾病的傳播」躍升為具有最大衝擊的風險，且為全球最可能發生的前五大風

險；而極端氣候則蟬聯最可能發生的首要全球風險。2021 年二月，傳染性疾病以及極端氣候等全球重大

風險議題，驗證了全球風險報告的趨勢統計，在全球各角落持續造成重大衝擊。 

 

首先，新冠疫災迄今已造成全球超過 1.1 億人確診、逾 244 萬人死亡，並導致全球經濟嚴重衰退；儘管數

種新冠疫苗已經問世，但變種的新冠病毒以及其他潛在的傳染性疾病，仍是全球公衛領域專家密切關注的

重點項目。此外，傳染性疾病的傳播媒介也是不容忽視的關鍵議題，目前中國及美國已分別有數起新冠病

毒附著於冷凍食品包裝、汽車零件包裝、或飛機集裝箱等物體媒介，造成相關工作者因接觸而感染的零星

事件。 

 

其次，美國於二月遭逢全國性冬季風暴，73%國境接連下雪，且終年溫暖的德州正上演著猶如電影「明天

過後」的情節，400 萬人在零下 18°C 的酷寒中經歷大規模停電、停水、交通中斷等層出不窮的狀況，成

為最新的”氣候難民”。然而，導致德州大規模停電、停水的主因，正是因為”沒想到”的極低溫，造成了天

然氣管線輸氣效率降低、柴油機組系統、自來水管線與幫浦、以及風力發電系統等因凍結而故障。 

 

綜整上述風險衝擊案例，KPMG 建議國內企業應趁此時機，結合公司治理 3.0 對於提高企業風險管理的治

理層級，以及揭露氣候相關財務風險（TCFD）等要求，擴大並強化企業對全球風險的偵測範圍及敏感

度，整體檢視既有風險管理機制，包含風險治理層級、風險鑑別與排序、風險衝擊路徑評估甚至量化相關

衝擊等，才能在全球邁向低碳競爭的新氣候經濟中，提升台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專題報導 

《2021 年全球風險報告》重點觀察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於 2021 年 1 月 19 日連續第 16 年發佈全球風險報告，

一如往例地彙整世界各國專家及決策者的意見，分別從經濟、環境、社會、科技及地緣政治等面向，觀察

全球風險趨勢及後續展望。與 2020 年相比，最新的《2021 全球風險報告》指出，環境風險在衝擊程度和

發生可能性方面依舊居高不下，而歷經一整年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傳染性疾病的傳

播」躍升為具有最大衝擊的風險。 



 

展望未來十年，除了「傳染性疾病的傳播」外，最可能發生的風險包括「極端氣候」、「氣候行動失

敗」、「人為環境災害」、「生物多樣性損失」等環境相關風險，以及「數位權力集中」、「數位資訊不

對等」和「資安防護失敗」等科技相關風險；此外，年輕世代對未來的不安也是不容忽視的新興風險。 

 

KPMG 提出以下重點觀察，供各界參考： 

— 新冠疫災持續造成多重衝擊 

在 2006 年首度發佈的《全球風險報告》中，率先針對傳染性疾病和其他與健康相關的潛在風險發出

了警告，而 2020 年全球疫情大流行則由潛在風險轉變為現實，COVID-19 新冠疫災導致全球經濟呈

現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造成無數人失業，更多人陷入貧困。若將疫災造成的經濟衝

擊換算成工作時間，相當於在 2020 年第二季就有高達 4.95 億人失業，占世界總勞動力的 14%，且

預計到 2021 年底只有一半的工作能夠恢復，這也使得「傳染性疾病的傳播」和其相關的「民生危

機」等二項風險，被認為是最重大的短期風險。 

 

— 數位權力集中和資訊不對等 

COVID-19雖然造成經濟嚴重衰退，卻也同時加速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為了因應疫情帶來的限制，數

位化互動、電子商務、線上教育和遠端工作等快速發展，這些轉變將長期改變社會，但也可能導致

不平等的風險加劇；隨著網路依賴度越來越高，不同國家之間、都市與鄉村甚至是不同企業之間的

數位化差距將更明顯。根據統計，高所得國家內使用網路的人口比例為 87%以上，而低所得國家僅

不到 17%的人使用，偏遠地區的學子可能因為網路不發達喪失受教的權利，企業可能因為數位化轉

型失敗而倒閉，而在自動化的加速發展下，未來五年內會有 8,500萬個工作機會被取代，這些問題亦

將更加削弱我們的社會凝聚力。企業和政府應尋求新的合作關係和方法，在不影響技術進步的情況

下推動數位融合。 

 

— 年輕世代的理想幻滅 

儘管數位化的加速以及產業轉型可為年輕世代創造就業機會，但更多年輕人面臨就業及疫情的雙重

挑戰。目前全球已經面臨著環境退化、金融危機、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和工業轉型的破壞等，而年輕

世代在教育、經濟前景和心理健康都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世界經濟論壇發起的全球傑出青年社群

（Global Shapers Community）除了將氣候相關風險列為最可能發生且衝擊最大的長期風險，更將

「年輕世代的理想幻滅（disillusionment）」視為全球最大的風險盲點；從《2021 全球風險報告》

的分析調查結果可知，年輕世代給予大部分風險的評分高於整體調查結果，意味著年輕人對於未來

更加憂慮，並對當下的經濟和政治機制失去信心。 

 

— 氣候問題仍然迫在眉睫 



「極端氣候」、「氣候行動失敗」連續三年被列為最嚴重的長期風險，儘管全球防疫限制措施導致

2020 年全球碳排放量下降，《科學界聯合報告（United in Science 2020）》估計在 2020 年 4 月上

旬的封城高峰期，全球每日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與 2019 年相比下降了 17％，但排放量仍僅

與 2006 年的排放水準相當，這是人類過去 15 年碳排放的急劇增加以及長期依賴化石能源的結果。

此外，限制公共生活所帶來的「氣候福利」只是短期效應，預計 2021 年下半年可能的經濟快速復甦

和限制令的取消可能會導致碳排放量反彈。回顧 2008-2009 年的金融海嘯可以發現，在經濟衰退帶

來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之後，隨著經濟景氣重新恢復，會立刻產生更高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因

此，復甦計劃必須以永續發展為重。臺灣於 2015 年施行的「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也正因應全球暖

化及氣候變遷趨勢進行修正，研擬更名為「氣候變遷行動法」，並考量納入 2050 年達到「淨零碳

排」的具體期程、新增碳費徵收機制與氣候變遷調適專章等，希望能提升臺灣的氣候韌性。 

 

《2021 全球風險報告》揭示全球正面臨疫災、環境、科技及社會面的各種險峻考驗，然而我們可以從這

次傳染性疾病大流行及潛在風險分析中吸取教訓，不論在疫情的控制、氣候變遷的因應及資訊科技管理

上，全球都需要緊密連結，社會凝聚力及夥伴關係比以往更為重要。為了從風險困境中記取教訓、加強應

對和應變能力，決策者需要掌握四項風險治理原則以增強國家、企業和國際社會的整體風險應變能力： 

1. 制定風險分析框架：制定對風險影響採取整體和基於系統觀點的分析框架，將有助於在適當時機發現

潛在的風險關聯性、衝擊程度、脆弱度以及盲點，整體分析可以做為壓力測試的基礎，藉此鑑別並比

較不同的減緩措施，並檢查針對新興風險的反應能力。 

2. 設置「風險專責人員（Risk champions）」：設置風險專責人員，以召集相關利害關係人，共同促

進風險分析、融資和應對能力的創新，並改善科學專家和政策領導者之間的關係，藉此增強風險應變

能力。 

3. 改善風險溝通：大多數風險都需要社會全體共同回應，而錯誤信息將會破壞公私部門、社群及居家之

間的信任與責任分擔，因此需要提高風險溝通的清晰度和一致性 

4. 強化公私部門夥伴關係：在風險預防上，公私部門需要強化在技術、物流和製造領域的合作方式，例

如政府採取適當的治理措施，協助企業分擔風險並提供融資補助，由私人企業創新研發 COVID-19 疫

苗應對新冠疫災等。  

 

 

資料來源：The Global Risk Report 2021、United in Science 2020、DW 

 

 

相關動態 



新冠疫災帶來的商業與人權議題 

人權與商業研究所（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 and Business, IHRB）於 2020 年底發布「2021 年十大商

業與人權議題」研究報告，提出十項 2021 年亟須關注的關鍵商業與人權議題，並指出新冠疫情於其中五

個關鍵領域正造成前所未有的人權衝擊，此五個領域包括： 

 

1. 重塑疫情大流行下的供應鏈 

當買家向供應商取消或推遲訂單、要求減價和回扣，受最大衝擊的往往是供應鏈中的員工。已有無數

的報告提及諸如失業、由國家支持但卻未兌現的遣散費、滯留的移工、未給付的逾期工資，以及以新

冠疫情為由而被阻止的工會活動等問題。2020 年全球疫情帶來的教訓是供應鏈若處於危機中，則供

應鏈員工也同樣面臨危機。展望 2021 年，應優先思考將員工置於供應鏈轉型計畫的中心。 

 

2. 防止新冠疫情相關科技的濫用 

維持社交距離、隔離曾接觸病毒者、檢測、追查、追蹤和治療病患都是應對疫情時合法且優先的工

作。然而，保護健康的同時亦會與隱私權和公眾參與權產生衝突，並且提升其他公民自由的風險，例

如言論自由、人身保障、不受限制的自由等權利。企業須與隱私權專家及人權律師合作，確保在打造

健康社會的同時不會建立一個處處受監視的社會。 

 

3. 解決海上工作者人道主義危機 

由於新冠疫情於全球蔓延，運輸與物流成為重要且受關注的產業，因為它們可確保食物、醫療補給、

燃料和其他必需品的持續供應；其中，90%的物資經由海上運輸，故海上工作者代表全球經濟的命

脈。然而，隨著封鎖和旅遊限制，海上工作者卻因具有傳播新冠病毒風險而無法上岸，如同醫護人員

在疫情期間因其專業而受尊重一樣，持續維持供應鏈運轉的海上工作者也必須獲得充分的保護。 

 

4. 保障移工權益 

在新冠疫情前，移工已是世界上最容易遭受各種形式剝削的群體之一，苛扣和偷竊工資即是其中最常

見的剝削形式，而新冠疫情卻加劇移工的工資困境。儘管部分品牌和零售商承諾全額支付已完成或接

近完成的訂單，但仍有供應商以取消訂單或減價方式因應疫情危機，這都對供應商及其勞工的財務狀

況產生嚴重衝擊。2020 年已有報告指出工人被迫失業並遠離家園、被雇主強迫休無薪假或降低工

資、受限於惡劣的生活條件中，以及對於是否與何時得以遣返並無選擇權。由移工權力組織所提出的

司法機制（Justice Mechanism）將是重要的解決方法。 

 

5. 打造新的工作場所 



新冠疫情已改變我們的工作方式。企業可能會量測員工體溫和監控員工移動，升高對資料存取和隱私

的挑戰，又或者企業可能決定投資侵入式的監視技術以監控員工如何在家工作，此舉也引發顯著的隱

私問題。因此重新設計工作空間時，應考量以人及其人權為本。 

 

聯合國於 2011 年發布《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The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UNGPs）》，呼籲企業應辨識、預防、減緩和補救確切存在或潛在的人權侵犯。2020 年新冠疫情

確實衝擊企業現在與未來的營運，除評估並保護自身員工的健康風險外，企業也應從價值鏈的角度，評估

供應鏈、營運據點，以及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是否存在人權風險，而此風險將不限於職場健康與衛生，還

包括勞動條件保障、隱私、集會結社、人身自由等人權議題。 

 

資料來源：Top 10 Business & Human Rights Issues for 2021 

 

 

採行適切的循環策略可減少 39%全球碳排放 

2021 年 1 月，總部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循環經濟推動組織 Circle Economy，連續第四年在世界經濟論

壇期間發布《循環差距報告（Circularity Gap Report）》。該報告指出，目前全球只有 8.6％的材料

（material）進入循環體系，相較 2018 年版首次報告中的 9.1%，呈現逐漸減低的狀況。若要使地球維持

可持續發展，除了減緩氣候變遷的相關努力外，至少須將材料循環比例翻倍至 17％以上。而透過適切的循

環經濟策略，預期將可減少 228億公噸（Gt）碳排放量（約佔 2019年全球碳排放量 39％），並將全球暖

化保持在 2°C 以內。 

 

根據該報告研究，全球將近 70%的碳排放來自於材料的處理與使用，以滿足人類七項社會需求（societal 

needs）中的前三大需求：住房（housing）、運輸（mobility）及營養（nutrition），其餘四項分別

是 ： 通 訊 （ communication ） 、 服 務 （ service ） 、 健 康 （ healthcare ） 、 以 及 民 生 消 費

（consumables）。針對前三大社會需求，該報告亦列舉數項循環策略，期能減少特定領域之循環差距： 

 

1. 住房（housing） 

— 建造更少（但設計更周到）的新房屋，以及可多人居住的房屋，以減少總體建築面積並優化資

源效率。 

— 優先考慮延長既有房屋的使用壽命。 

— 鼓勵共同居住，強化裝修，翻新和模組化設計，以減緩物質流（material flows）。 

— 重新使用未充分利用及已閒置的建築物，以滿足住房需求。 

— 使用天然或可再生建築材料（例如木材，稻草和麻類植物），以促進及再生物質流。 



— 運用綠屋頂和植生牆等再生效益。 

 

2. 營養（nutrition） 

— 支持未加工食品，同時減少所有肉類，魚類和奶製品的消費量。 

— 以永續思維生產食物；選擇新鮮、區域性、在地和季節性的蔬菜，可減少對溫室培育蔬菜的採

購需求，並可減少運輸距離。 

— 鼓勵採用如城市、有機和精準農業模式（precision farming models）等新方法，以汰除合成肥

料。 

 

3. 運輸（mobility） 

— 採用一系列工作解決方案和措施以減少差旅，包括共享和虛擬辦公室、遠程辦公和在家工作。 

— 改善車輛設計，確保輕型和小型車輛使用較少的燃料、鋼材和鋁材。 

— 鼓勵共享旅行措施，例如汽車俱樂部、共乘、大眾運輸和停車換乘，這些選擇有助於減少燃油

消耗並可減少對個人擁有車輛的需求。 

 

為達到此一目的，未來將成立一個多元包容的倡議行動聯盟，預計將企業、政府、非營利處之與學界聚集

在一起，以致力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並在全球內收集、探索、共享循環經濟知識，並將其中的關鍵

見解落實於 NDCs 之中，協助各國更好的修訂目標，並創造有利環境，以促進循環經濟轉型。 

 

註：關於 2021 年《循環差距報告》完整報告，可參考 CGRi 網站以了解更多資訊。 

 

資料來源：CGRi、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食品產業的循環經濟商機 

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The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OA）的預估，2050 年全球

人口將達到 97 億人，對於食品產業來說，未來對於食品的需求量將至少成長 25%到 70%，但同時也須儘

量減少對環境和人類健康的負面影響，這無疑地是一項巨大的挑戰；因此，既有食品的生產價值鏈必須系

統性轉型，才足以因應全球未來的需求。 

 

永續評比公司 Sustainalytics 於 2021 年 1 月份發布《2021 年 10 個解方：投資循環食品經濟（10 For 

2021: Investing in the circular food economy）》報告，探討食品產業價值鏈於「農用化學品及防腐



劑」、「農業與水產養殖」及「食品消費」等面向之發展趨勢，並列舉包含 Yara, DSM, Novozymes, 

Olam International, ADM, Leroy Seafoods, Bakkafrost, Danone, Tesco 及 Starbucks 等 10 家食品公司

應用循環經濟如減少浪費和污染、延長產品使用和生態系統再生等原則之相關案例，預期協助投資人評估

食品產業的 ESG 相關風險及商機。 

 

1. 農用化學品及防腐劑 

— 天然農藥市場預計顯著增長，預期可由 2018 年的 28 億美元提升到 2025 年的 71 億美 

— 食品巨頭已紛紛投入精準農業（precision agriculture），藉由精細控管土地肥力以提升銷售

量，預計市場規模將由 2018 年的 39 億美元提升到 2025 年的 90 億美元 

— 天然防腐劑的市場將可望於 2028 年達到 10.6 億美元 

— Yara, DSM, Novozymes 已採取強而有力的管理方法，減少碳密集度、廢水和廢物排放、以及產

品和服務對環境和社會的負面影響 

 

2. 農業與水產養殖 

— 集約農業（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將持續盛行以因應未來 30 年糧食生產需求提升 25%到

70% 

— 全球有機市場規模至 2018 年已成長至 1,100 億美元 

— Olam International 及 ADM 已開始採用自然農法及創新技術，減低來自生產和供應鏈的 ESG

（環境、社會和治理）風險 

— Leroy Seafoods 及 Bakkafrost 也已發展永續水產養殖技術，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和用水效率 

 

3. 食品消費 

— 至 2030 年可能將每年浪費 21 億噸糧食，關於食品廢棄物處理之相關投資將成長 

— 30%~40%的食物浪費是在進入市場前發生的，主要是由於商品使用、倉儲不當所產生 

— 歐盟將禁止一次性塑膠，英國將對使用少於 30%再生材料的塑膠課徵包裝稅 

— Danone, Tesco 及 Starbucks 已開始針對食品和包裝廢物帶來的環境和社會問題，擬定相關管理

計畫，並將循環經濟原則納入其價值鏈管理體系。 

 

食品產業在循環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面對未來人口成長之壓力，食品產業可預期將持續成長。為達到更

循環的世界，新技術的研發、資金、與新穎的商業模式將至關重要，面臨未來越來越具挑戰的環境，獲利

與永續必須兩全，而循環經濟將能夠協助最大程度的減少浪費與污染，並延長產品使用週期以及加速生態

系統再生，以面對未來環境之挑戰，亦同步帶來廣大商機。 

 

資料來源：Sustainalytics  



 

 

全球淨零碳排需要更積極的碳定價及目標設定 

瑞士碳融資諮詢公司 South Pole 於 2021 年 1 月 20 日發布的研究報告中指出，目前許多國家與企業已提

出淨零碳排（net zero emission）的承諾，但其所採行的行動與實現淨零碳排之目標，仍存在顯著的差

距。若要實現 2050 年淨零碳排，全球於 2030 年前須減少 300 億噸二氧化碳，且各國政府需要提出更積

極的碳價格。依據 Refinitiv《碳市場年度回顧（Carbon Market Year in Review）》相關統計，全球碳市

場交易於 2020 年達 2,290 億歐元，較 2019 年增加了 20%，但《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0》的報告則指出，目前設定碳價格的國家中，50%以上碳價格低於每公噸 10 美元，而全球整體平均

碳價格僅約為每公噸 2 美元，若要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則必須在 2020 年將碳價提高至每公噸

40~80 美元，並在 2030 年達到每公噸 50~100 美元。South Pole 指出，較低的碳價格將導致企業推動減

碳的動力不足，目前多數的自願性氣候行動是由設定淨零碳排及重視企業永續發展的企業所提出，但仍不

足以達到《巴黎協定》1.5°C 的氣候目標。 

 

在 2020 年疫情的影響下，許多企業仍積極地推動減碳行動。South Pole 針對製造業、消費品和服務、金

融、房地產和建築等關鍵領域的 120位永續發展領導人進行調查，其中 50%企業設定淨零碳排目標，33%

企業正在研議設定淨零碳排目標，但只有 11%的受訪企業依據科學基礎訂定減碳目標（SBT），這顯示企

業並未積極落實淨零碳排的承諾。國際氣候和永續發展公司 EcoAct 表示，SBT 可協助企業更有效實現淨

零碳排的目標，為達成淨零碳排基本要求，企業應依循 SBT 方法學訂定符合 1.5°C 路徑的減碳目標；除此

之外，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組織（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亦表示企業應將其價值鏈

（包含供應商及客戶）納入淨零碳排目標之範疇，且提出可減緩氣候變遷下轉型風險的長期策略及投資方

案，以達到淨零碳排的承諾。 

 

2020 年，歐盟、日本、韓國皆宣布將於 2050 年達成淨零碳排，中國也提出於 2060 年淨零碳排的承諾；

同時，許多企業也加快實現淨零碳排之目標，目前全球共有 762 家 B 型企業承諾於 2030 年達到淨零碳

排，並有 31 家企業加入氣候承諾，宣誓在 2040 年實現淨零碳（net zero carbon）。機構投資人

Schroders 表示，若要在 2050 年達到淨零碳排放，每年需投入 2 兆美元，在此淨零碳排的趨勢下，將為

投資人帶來大量的投資機會，並可帶動能源轉型與節能減碳相關之產業，促進全球綠色經濟之發展。 

 

資料來源：S&P Global、 World Bank、South Pole、SBTi  
 

  

 

訂定 SBT 的企業已減少 25％碳排放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組織（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以下簡稱 SBTi）針對已設定科學基礎減

量目標（Science-Based Targets，以下簡稱 SBT）的 338 家企業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已設定 SBT 以因應

氣候變遷的企業，其減少碳排放的速度逐漸超越《巴黎協定》的期待。 

 

SBTi 由聯合國全球盟約（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碳揭露專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與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於 2015 年共同推出，該計畫邀請企業公開揭露涵蓋其營運和供應鏈的中長期排放目標，然後獨

立評估企業是否足以符合《巴黎協定》的要求。 

 

根據 SBTi 最新年報顯示，自 2015 年以來，已訂定科學基礎減量目標的企業已減少 25％碳排放量，節省

約 3.02 億公噸的二氧化碳當量，相當於 78 家燃煤電廠的年排放量。這些企業急遽減少的排放量，與同時

期能源產業和工業增加 3.4％的全球總排放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SBTi 表示，實施 SBT 的企業已大幅削減其範疇 1 和範疇 2 的排放，平均每年減量 6.4％，超過 SBTi 在全

球升溫限制 1.5°C 下要求達成的 4.2％。同時，越來越多的企業正在採用 SBT，與 2015 至 2019 年相比，

2020 年採用 SBT 的企業比例呈現翻倍成長。 

 

據統計，超過一千家企業（佔全球市值的 20％）已設定或致力於設定 SBT。光是 2020 年，全球就有 370

家企業加入了 SBTi，其中包括 Amazon，Facebook 和 Ford。此外，越來越多企業以升溫 1.5°C、而非 2

°C 或其他不具野心的情境設定減碳目標，相關資料顯示，所有設定 SBT 的企業中，有 41％具有與 1.5°C

一致的減碳目標。然而，這項全球分析亦強調某些地區的承諾依舊落後，例如在歐洲，對氣候具有最大衝

擊的企業中，只有超過三分之一已經導入或致力於設定 SBT，而在北美，這一比例下降為 16％，在亞洲則

僅為 12％。 

 

本研究亦建議已設定 SBT 的企業，在未來十年內推動 259億美元的新投資計畫用於減緩氣候變遷。此外，

值得關注的是，已開發經濟體的進步尤其明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 16 個國家中，有 20％的高碳排企業已設定 SBT；此外，2020 年也

有六個新產業其企業設定 SBT 的比例超過 20%，包括造紙業、房地產業、零售業、服務業、交通器材產

業，以及高碳排的水泥和混凝土產業。目前 SBTi 正優先考慮招攬更多來自建築和汽車產業的企業。 

 

資料來源： GreenBiz 
 

 

 



通用汽車承諾 2040 年實現碳中和 

美國最大的汽車製造商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承諾 2040 年實現碳中和，這一宏偉計畫的期限比許

多全球汽車製造商提前了十年。在這之前，通用汽車的目標是到 2050 年成為「零排放汽車製造商」。 

 

其他汽車製造商亦作出碳中和的承諾，如福特汽車（Ford）及大眾汽車（Volkswagen）承諾到 2050 年

實現碳中和，而戴姆勒（Daimler）在內的幾家歐洲汽車製造商亦作出類似承諾；其中，戴姆勒

（Daimler）於 2019 年提出 2039 年實現所製造的汽車達成碳中和。 

 

通用汽車曾與川普政府同聲阻止加州制定比聯邦政府更嚴格的燃油效率。然而，在美國總統拜登當選之後

的 2020 年 11 月，通用汽車推翻這項作法，不再支持川普政府為鬆綁汽車排放標準的作為，並積極應對新

政府提高電動車使用率的政策。一個多世紀以來，化石燃料為推動汽車產業發展的關鍵，通用汽車的雄心

彰顯全球汽車製造商正在更積極地布局化石燃料的轉型，它們多數將電池視為新一代燃料，並優先考慮以

電動化作為未來驅動汽車的關鍵技術。 

 

通用汽車的碳中和承諾涵蓋範疇 3 的排放，包括佔總碳排放量 75%的尾氣排放，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是

將該公司的車輛轉變為電動車。通用汽車的中期目標是 2025 年 40％的汽車為零排放汽車，到 2035 年停

止生產燃油車；該公司計畫於未來 5 年投入 270 億美元實現此一目標，並與環境防衛基金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共同合作達成全電動未來的願景。 

 

通用汽車的其他排放源來自日常營運及供應商的排放，其計畫在 2030 年前在美國實現 100％可再生能源

供電，至 2035 年拓展至全球，此計畫將使該公司 2020 年承諾的清潔能源目標提前五年達成。通用汽車

亦表示，如有其餘的排放無法被消除，將購買碳信用額度抵減其造成的碳排放。 

 

資料來源： GreenB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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