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電信 TCFD 揭露資訊 

中華電信已依據 TCFD 所建議之框架，進行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分析工作，並

有初步成果，以下按 TCFD 的四大核心要素，「治理」、「策略」、「風險管理」、

「指標與目標」，分別說明中華電信的執行成果。 

核心

要素 

項目 

治理 a） 描述董事會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監督情況。 

b） 描述管理階層在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角色。 

策略 a） 描述組織所鑑別的短、中、長期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b） 描述組織在業務、策略和財務規劃上與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的衝擊。 

c） 描述組織在策略上的韌性，並考慮不同氣候相關情境（包括 2˚C 或更嚴

苛的情境）。 

風險

管理 

a） 描述組織在氣候相關風險的鑑別和評估流程。 

b） 描述組織在氣候相關風險的管理流程。 

c） 描述氣候相關風險的鑑別、評估和管理流程如何整合在組織的整體風險

管理制度。 

指標

和目

標 

a） 揭露組織依循策略和風險管理流程進行評估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所使用

的指標。 

b） 揭露範疇 1、範疇 2 和範疇 3 （如適用）溫室氣體排放和相關風險。 

c） 描述組織在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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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2021年氣候變遷專案的分析結果，實體風險主要的影響是強颱發生頻率與

嚴重性增加，以致設施/設備受損；轉型風險則是台灣能源結構變化，以致電費上漲。 

備註：短期定義為現今至2025年；中期為2026-2030年；長期為2031-2050年 

風險

類別 
實體風險 轉型風險 

氣候

情境 

基準情境：RCP 8.5氣候情境 

2°C情境：RCP 2.6氣候情境 

基準情境：IEA STEPs氣候情境 

2°C情境：IEA SDS氣候情境 

風險

因子 

強颱發生頻率與嚴重性增加，以致設

施/設備受損 
台灣能源結構變化，以致電費上漲 

說明 
若強颱發生頻率與嚴重性增加，中華

電信營運據點，甚至是機房與基地台

產業屬性關係，中華電信對用電量需

求高，因此電費調漲對中華電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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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面臨受損風險，這將導致中華電信

須對受損設備進行維修，以致本公司

的營運成本上升，若機房基地台無法

正常運作，這會影響本公司的通訊服

務品質，以致客戶滿意度下降導致營

收下降。 

甚大。台灣政府已宣布2050淨零排放

承諾，同時也提出能源轉型規劃，若

台灣政府為實現2050淨零排放，積極

使用再生能源，將使電費上漲，這將

導致中華電信營運成本上升。 

財務

衝擊 

根據 IPCC 的報告指出，於 1.5～2°C

情境下，熱帶氣旋（颱風）發生次數

預計會減少，但最強烈的第 4 類和

第 5 類氣旋（強颱）預計將更頻繁

地發生；而這種預估情況與更高程度

溫升（即大於 2°C 的情境）大致上是

相同的。 

根據評估結果，在RCP 8.5和RCP 2.6

氣候情境下，強颱每年對本公司的潛

在財務影響金額至少為1.49億。 

在IEA STEPs情境下，台灣政府維持

現有政策，故電費將維持不變，對中

華電信無財務影響； 

在IEA SDS情境下，台灣為實現2050

淨零排放目標，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

量佔比至少20%，因此台灣加速使用

再生能源與電費上漲將成為未來趨

勢，經濟部預估未來電價至2025年累

積上漲30%，預估中華電信營運將成

本上升11.0億元。 

因應

策略 

中華電信針對全台各地機房與基地台

為範疇，引用聯合國WRI工具進行評

估，除了基準年的綜合水風險設定之

外，同時也依據兩種不同年份(2030

與2040年)作為未來的評估年度，搭

配悲觀情境、中等與樂觀三種情境進

行綜合水壓力的風險分析，其分析結

果均為LOW-MEDIUM區間，因此中

華電信的基地台、營運據點與機房位

置在2040年之前均為安全地段。 

 

中華電信亦擬定短中長期的氣候變遷

調適計畫，分別為短期1-3年；中期

3-8年；長期8年以上，其調適計畫

100% 覆蓋全台現有和新建之營運據

點與通信設備。中華電信氣候變遷調

適計畫計有3個子項目，均是短中長

期核心工作，分別為： 

1.電信機房電信設備及建築物設施防

本公司因應TCFD、IEA WEO與WTP

報告及SBT ICT標準，進行氣候變遷

戰略規劃，提出淨零排放目標與2030

年較2020年減碳50%目標，並進行系

列綠能轉型專案，以期降低中華電信

對外購電力的依賴。 

中華電信參考IEA出版的WEO和ETP

報告，清楚瞭解能減碳最有效的方法

是(1)提升能源效率、(2)使用再生能

源，本公司提出的減碳計畫包括但不

限於：IDC數據中心機房設備提升能

源效率、汰换老舊設備、維修優化既

有設備設施、再生能源案場建置與購

買、純綠電採購、再生能源憑證、儲

能設備開發等專案計畫。 

同時中華電信率先台灣電信業提出

「永續供應鏈倡議」，以及加入「國

際碳揭露CDP供應鏈專案」，以提升

供應商碳管理能力。此外中華電信啟



汛、防災之行動計畫 

2.線路設施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

案 

3.行通基地台網路因應氣候變遷調適

行動方案。 

中華電信未來將會持續進行綜合水壓

力的風險評估，以及滾動式優化短中

長期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同時也會針

對重點區域進行調適計畫的演練與強

化工作。 

2022年會朝向供應鏈做相關的宣導與

專案的範疇擴展。 

動「永續夥伴認證」，對供應商進行

稽核與評級，對不合格者要求限期改

善，而表現優異者則可在招標時加

分。 

2022年會朝向供應鏈做相關的宣導與

專案的範疇擴展。 

根據2021年氣候變遷專案的分析結果,主要氣候機會包話「5G、IoT、數位新興科

技普及,帶動產業轉型」 

機會

因子 
5G、IoT、數位新興科技普及,帶動產業轉型 

說明 

國際電信聯盟(ITU)指出，為達成巴黎協定的氣候目標，ICT產業將能利用自身

的技術優勢與能力，為全球節能減碳做出貢獻。因此在在低碳經濟轉型及新

冠疫情影響,帶動ICT商機，台灣為加速產業轉型，提出5+2產業創新計畫，其

包括構建物聯網創新生態系，而這正是中華電信的核心業務之一。 

財務

衝擊 

中華電信為企業提供低碳解決方案,包括利用5G、物聯網、數據創新ICT技術,

進行智慧城市/工廠/建築物的節能改造,以協助邁向低碳經濟。 

根據評估結果，此類氣候機會未來3年累計收入可達472.3億。 

因應

策略 

中華電信每年積極投入資源於創新研發，同時已規劃長期業務發展計畫，分別

如下： 

(1)積極拓展新興業務，善用研發資源、策略夥伴能量，建構產業生態系，拓展

國內和海外市場。 

(2)透過智慧化、數位化及網路虛擬化、軟體定義網路等相關技術，提升資源的

產出 / 投入比，有效優化投資建設成本。 

 

  



中華電信針對鑑別出來的氣候相關風險，其政策和法規 、技術、市場、商譽、立

即性與長期性等因素的管控措施如下： 

風險類型 說明 

政策和法

規  

中華電信密切關注國內外法規動態，並積極與利害關係人互動。如 2021

年 4 月台灣政府已提出 2050 年淨零排放政策、規劃《氣候變遷因應法》

的修法，以及《再生能源發展條列》要求契約容量大於 5000KW 的用電

大戶須使用再生能源，因此中華電信必須減碳與使用再生能源。  

中華電信提出淨零排放目標與 2030 年較 2020 年減碳 50%目標，並進行

系列綠能轉型專案，包括 IDC 設備提升能源效率、再生能源案場建置與

綠電採購等等，以利降低自身碳排放量，符合我國淨零排放政策。 

技術  國際電信聯盟(ITU)指出，為達成巴黎協定的氣候目標，ICT產業將能利

用自身的技術優勢與能力，為全球節能減碳做出貢獻。在各國宣布

2050淨零排放目標下，各國政府與企業將關注ICT產業低碳技術，若中

華電信未能掌握低碳市場與新興科技先機，則綠色產品營收下降。 

為掌握低碳相關技術，中華電信近年注入相當的資源於5G、AI、大數

據分析、物聯網等新興技術的研發，以掌握資通訊產業關鍵技術，提

升核心業務產品競爭力。 

市場  在全球政府與企業紛紛設定淨零排放目標之下，講求低碳經濟轉型，而

台灣政府為加速產業轉型, 提出 5+2 產業創新計畫，其包括構建物聯網

創新生態系，而這正是中華電信的核心業務之一。若中華電信不採取任

何措施，而客戶行為改變，轉變需求，將影響市佔率與營收。 

中華電信積極掌握氣候變遷帶來的商機，並且為配合推動國家政策（5+2

產業創新計畫），近年注入相當的資源於 5G、AI、大數據分析、物聯網

等新興技術的研發，以掌握資通訊產業關鍵技術，提升核心業務產品競

爭力，協助台灣企業邁向低碳轉型。 

商譽  根據聯合國環境署(UNEP)最新報告指出，2020 年與氣候變遷相關的訴

訟案件高達 1,550 件，相較 2017 年的 884 件增加了 75%。中華電信為台

灣電信產業龍頭，屬各利害關係人首要關注對象，若中華電信不重視氣

候變遷議題，則可能面臨訴訟風險，以致影響商譽。 

中華電信業於 2021 年 9 月正式宣誓淨零排放目標，進行系列綠能轉型

專案，加入「國際碳揭露 CDP 供應鏈專案」，以提升供應商碳管理能力，

同時運用自身專業能力，如 5G、AI、大數據分析等新興技術，積極協助

整體價值鏈進行零碳工作。  

立即性  因產業屬性關係，中華電信將容易受到氣候變遷極端事件的影響，可



能會導致資產設備受損，若機房與基地台營運中斷，甚至會影響下游

客戶。 

中華電信針對全台各地機房與基地台為範疇，引用聯合國WRI工具進行

綜合水壓力的風險分析，其分析結果均為LOW-MEDIUM區間，因此

中華電信的基地台、營運據點與機房位置在2040年之前均為安全地

段。 

同時中華電信擬定短中長期的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其調適計畫100% 

覆蓋全台現有和新建之營運據點與通信設備。 

長期性  因產業屬性關係，中華電信的用電量需求高，若平均溫度持續上升，中

華電信仰賴空調系統，以維持機房運作，因此在全台溫度上升的情況下，

將導致中華電信營運成本上升。 

中華電信提出綠能轉型專案，包括 IDC 設備提升能源效率、汰换老舊設

備、維修優化既有設備設施、再生能源案場建置與綠電採購等等，以利

降低自身碳排放量，以及減少對外購電力的依賴。 

環境分組針對氣候變遷風險進行風險評估，擬定必要的緩解措施，依風險矩陣判

定風險等級，風險管理委員會根據各機構評估分析結果進行整體風險評估與覆核，追

蹤監控，並適時向董事會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