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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轉型路徑與挑戰:
企業建構淨零能耐的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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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趨勢概況



全球淨零路徑碳排變化

● 臺灣 10.77  (2019年)

●全球平均 4.39

淨零路徑下全球碳排放變化趨勢

淨零路徑下 全球碳排放變化趨勢圖

若全球要在2050年達成淨零目標，先

進經濟體要必須在2045年達到淨零，

並且在2050年為負排放，來抵銷其他

經濟體的排放

註: 
1. 國際能源署IEA, Net Zero by 2050 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2021)
2. 國際能源署IEA, Key World Energy Statistics (2021)

先進經濟體大約在2045年達成淨零目標，全球則預
估大約在2050達成；2040年時，先進經濟體與開發
中經濟體的人均碳排將會減至相同水準。

● 2045 關鍵年



邁向淨零-淨零情境時程模擬假設

註: 
1.國際能源署IEA，Net Zero by 2050 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2021)

停止化石燃料投資至淨零所需時間圖

能源投資計畫時程長，從佈建設施直到使用後除役，須花費數10年

的時間。即便在2021年禁止傳統燃煤開發，到2050年傳統能源依然

不會全部退場，達成淨零亦非各國可獨立完成的任務

既定政策情境和已宣布承諾情境下，不同來源的能源供應總量

在做出净零承諾的國家，随著對燃煤電廠進行再利用、改造或退役，燃煤發電量减

少。在先進經濟體中，無减排措施的燃煤電廠一般會在未来 10-15 年内被逐步淘汰

STEPS= The Stated Policies Scenario (既定政策情境)
APC= The Announced Pledges Case (已宣布承諾情境)



全國總發電量情形

註: 
1.經濟部能源局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110)
2.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17圖
3. 本研究整理

全國總發電量情形圖

傳統的發電來源主要仰賴於火

力發電(燃煤、燃氣)，國內綠電

資源稀缺；除綠電採購外，碳

排量密集產業夥伴可從自身轉

變著手，以因應綠能綠電稀缺

情況與氣候變遷衝擊

SDGs目標7 :確保所有人皆可取得負擔、
可靠的、永續的現代能源

臺灣目標2025
再生能源發電佔比

15.1%(經濟部能源局全國電力資
源供需報告,110年度)

慣常水力 35億度

廢棄物發電 36億度

風力發電 22億度

太陽光電 80億度

生質能發電2億度

1.2%

1.2%

0.8%

2.7%

0.1%



RE100 國內企業與國際企業成員

加入順序 企業 加入順序 企業

1 大江生醫 12 華碩

2 科毅 13 美律實業

3 歐萊德 14 台灣大哥大

4 葡萄王 15 友達光電

5 台積電 16 元太科技

6 菁華工業 17 國泰金控

7 台達電 18 致伸科技

8 佐研院 19 玉山金控

9 宏碁集團 20 台郡科技

10 聯華電子 21 富邦金控

11 金元福 22 環球晶圓

註: 
1.RE 100
2.本研究整理

RE100 臺灣企業 RE100 國際企業

RE100由氣候組織(The Climate
Group) 與碳揭露計畫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共同領
導的全球再生能源倡議，促進
綠電友善環境為宗旨；加入成
員須公開承諾100%使用綠電的
時程

350+成員
175+國際市場



國際標竿案例



聯合利華

RE100

EV100

脫煤者聯盟

碳定價領導
聯盟

自然氣候解
決方案聯盟

We Mean 
Business世界企業永

續發展委員
會(WBCSD)

世界經濟論
壇(WEF) 

淨零轉型
(Transform to 

Net Zero)

指數準則倡
議

(Exponential 
Roadmap 
Initiative)

1.5°C的企業
目標(Business 
Ambition for 

1.5°C)

聯合國全球
盟約Global 

Compact 
(UNGC)

國際標竿企業(1)聯合利華淨零實踐-氣候參與

註:
1. Unilever Official Website
2.本研究整理

聯合利華為跨國民生消費品公司，擁有許多家喻戶曉的品
牌，如:康寶、麗仕、多芬、熊寶貝、凡士林...等等，並且
積極參與淨零減碳行動

品牌遍及
190個國家

每日有
25億人口使用旗
下品牌產品

擁有
2500萬個全球銷
售通路

81% 的品牌
位居市場排名前二

全球100%
使用再生能源發電

67% 農業原料
符合永續標準



聯合利華氣候變遷因應指南

擴大社會影響力

品牌

價值鏈

營運管理

公司治理

擴大社會影響力
即便整體的價值鏈碳排大多不在可以直接管理的範
圍，聯合利華仍十分重視實踐巴黎協定的內容，因
此藉由此計畫在社會上擴大影響力為整體計畫之核
心

品牌
以創新改善方式產品設計，以達到減碳目標，例如
開發低碳原料的替代品、產品壓縮減容等

價值鏈
鼓勵供應商設定減碳目標，並且與物流運輸夥伴合
作，轉向低碳合作的運輸方案

聯合利華於集團內達成誠信透明的公司治理，例如:
揭露每件產品的碳足跡以及積極地向消費者溝通

註: 
1. Unilever Climate Transition Action Plan (2021)
2. 本研究整理



聯合利華彩虹碳-以「碳」減「碳」策略
註:
1. Unilever to eliminate fossil fuels 
in cleaning products by 2030
2. 本研究整理

紫碳

藍碳

綠碳

灰碳

彩虹碳
不可再生的石化燃料(彩虹碳中被標記
為黑碳)將被以下分類所取代:
●捕捉的二氧化碳(紫碳)、●海藻(藍碳)
●自然萃取物(綠碳)、 ●廢棄物(灰碳)

2020年，聯合利華與南印度合作二
氧化碳捕捉技術，製作以洗衣粉中
的碳酸鈉成分，以及德國化學品公
司贏創工業(Evonik Industries) 共同
研發可再生、可被生物分解的活性
劑；目前於智利與越南市場中上市-
日光Sunlight洗碗精

生產 消費者使用 丟棄

生物降解化學性
回收塑
膠

碳加工成有
用的物質

從製造過程中
捕捉到的碳

彩虹碳實踐例子
●紫碳(碳捕捉技術製造的蘇打粉)
●綠碳(陸地生物質-鼠李糖脂界面活性劑)
●灰碳(塑廢料的介面活性劑)

奠基於潔淨未來計畫的永續實踐
• 2039年，所有產品從研發至上市

實現淨零碳排
• 2030年，產品生命週期之溫室氣

體下降50%
• 2030年，生產過程實現零溫室氣

體排放
• 2023年，實現打造零毀林的供應

鏈
• 2025年，所有的塑膠包裝皆是可

重複利用、可分解、可回收，並且
使用至少25%的再生塑膠材料

聯合利華為RE100成員之一，潔淨未來
計畫為聯合利華達成2039淨零碳排的
關鍵策略，目的將石化燃料轉向使用
可替代的新原料，減少產品碳足跡

循環碳



國際標竿企業(2)戴爾環境永續實踐-獲獎榮譽

註:
1. Dell Technologies’ ESG Report (2022) 
2. 本研究整理

戴爾自2007年起已回收
超過25億公斤的電子產
品，以及多項環境友善
材料減少對於環境的損
害，並且將回收的電子
產品，重複再利用。

戴爾

2022年已連續10次獲選為
「最具商業道德的公司」

2021年達成 ISS之ESG永續
發展成效要求，獲得「一
流」(Prime) 評價

2021年，戴爾於CDP供應
鏈議合評價的公司中，為
排名前8%的領導廠商

2021 年獲得 EcoVadis 白金獎，並
在經四大主題評選的公司中排名
前 1%：環境、勞工與人權、道德
及永續採購

2022年獲選為全球前25大供應鏈，重視
穩定地自給自足與數位轉型優先的供應
鏈發展。



戴爾電腦-概念筆電加速循環經濟實踐

Concept Luna 筆電設計-減少碳足跡與電子廢棄物

減少產品碳足跡 材料重覆再利用

縮小總主機板面積(主機板為最耗能元件) 減少組裝設計中的螺絲釘數量，降低筆電
維修拆解所需要的時間(大約縮減1.5小時)

新內部元件佈局，與底座電池分離，使其有
較佳的散熱效果

使用更容易拆換的鍵盤，使其共容易清潔，
回收再利用

降低整體用電量，使用符合日常需求深循環
電池(deep-cycle cells)

深循環電池(deep-cycle cells)可長時間充電，
延長電池永用壽命，可翻新再利用
*深循環電池唯一般筆電電池壽命的2倍

鋁機殼的製程採用水力發電，減少額外廢料 新型可分解的電路板，採用亞麻纖維和水
溶性膠水製成，取代傳統塑膠板，有利於
筆電回收

註: 
1. Dell Technologies’ ESG Report (2022) 
2.本研究整理

戴爾於2022年提出Concept Luna概念筆電，使用環境友善、可循環利用
的材料，減少電子廢棄物

循環材料

創新設計

回收利用

循環經濟

Concept Luna概念筆電



供應鏈創新

• 2022年，產品中使用56萬公斤的可再生材料
• 2022年，持續擴大產品中再生材料的普及度，如再生碳纖維、生物可分解塑膠

水資源保育

• 2022年，90.2%的產品組合使用可回收包裝以及再生材料
• 2025年使用海洋廢棄物使用量為現今的10倍，與原先預定的減塑計畫相比提前4年

再生能源

• 2022年，超過55%的全球電力設施使用再生能源
•太陽能板與2020相比增加82%

產品回收

•產品回收2022與2021年相比穩健成長26%
•與消費者以及企業夥伴合作，回收電子產品

戴爾電腦-攜手消費者與供應鏈夥伴淨零

戴爾創新體驗研發團隊，旨在開創革命性的產
品設計與打造良好的用戶體驗，並且與消費者
以及客戶共同努力，減少碳排對於環境的衝擊

註: 
1. Dell Technologies Our purpose in action(2022)
2.本研究整理



台灣標竿企業實踐
● 中鋼、台新、台灣大哥大、李長榮、宏遠（依首字筆畫排列）



臺灣企業實踐個案-五間企業高階主管與管理團隊實地訪談

訪談企業 訪談重點

李長榮化學 ● 化工業循環經濟實踐
● 永續人才培育
● 淨零碳排策略

宏遠興業 ● 淨零碳排策略
● 國際供應鏈永續趨勢
● 紡織業永續實踐

台新金控 ● 淨零碳排策略
● 金融風險投資趨勢
● 永續實踐專案

中國鋼鐵 ● 鋼鐵業循環經濟實踐
● 永續人才培育
● 淨零碳排策略

台灣大哥大 ● 淨零碳排策略
● 永續人才培育
● 電信業永續實踐

註:本研究整理



訪談內涵

企業執行淨零碳排之
基本概況、流程與步驟

企業自我評估與未來願景

淨零相關之
人力資源培育及管理

一般員工對淨零議題
的理解與作為

● 企業需要怎麼樣的永續人才?
● 適合的永續人才哪裡找?
● 永續人才如何培育?
● 如何留住有能力的永續人才?

臺灣企業實踐個案-訪談內涵

註:本研究整理



碳排盤查淨零趨勢 制定目標 定期追蹤策略選定 執行改善 前瞻技術研發 加速價值鏈合作

推動淨零策略部署 訂定減碳策略及投資項目 打造淨零實踐競爭力

1. 成立減碳專職小組
2. 探討全球淨零趨勢
3. 檢視國際標準與行業動向
4. 啟動企業碳排健檢
5. 直接與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清算

(Scope 1+2)
6. 訂定短、中、長期減碳目標
7. 納入管理人員擔任策略領袖

1. 減碳目標擬定與組織策略選定
2. 公開承諾減碳目標與未來里程
3. 相關資源調度與人力部署
4. 確認各策略項目負責人
5. 高階主管授權專案執行
6. 定期驗證與檢討減碳成效
7. 取得第三方查證及登錄碳排量
8. 分析缺口與提出改善方針

1. 將同業、投資人及供應鏈夥伴作為納
入承諾範疇與目標參考(Scope 3)

2. 組織產業減碳生態系及聯盟
3. 投入氣候解決方案合作(如

產學研技術研發)
4. 加速產業減碳之達成、為未來永續路

徑提前佈局

人才培訓
主軸

● 國內外淨零碳排趨勢
● 碳足跡計算與執行程序
● 相關軟體與資料庫應用
● 碳交易與碳稅知識

● 員工減碳共識與永續素養
● 產品碳足跡認證階段與程序
● 碳排活動數據分析實務
● 產業實務案例學習

● 能源管理系統建置
● 節能技術應用
● 前瞻減碳技術研發
● 淨零綠商機與關鍵技術

持續培育碳足跡排查與減碳推動之基層/管理層/技術人才、建立關係人之減碳共識與永續素養

設立相關
減碳人才職位

規劃招募與
選才流程

啟動人才
發展培訓計畫

開發淨零目標
獎酬制度

提供職涯發展
藍圖與升遷管道

發展員工關
係管理策略

註:本研究整理

臺灣企業實踐個案-成果總覽



雇主品牌形塑 ● 鼓勵內部永續提案
● 設定永續KPI

● 拋磚引玉、號召同業
● 吸引志趣相投的夥伴

● 舉辦Workshop經驗傳承
● ESG啟發

(契機、過程、挑戰)

永續
人才庫

雇主永續品牌形塑

註:本研究整理

永續
實績
分享

訂定
年度
計劃

具有渲染
力的故事



Scope 3Scope 2

● 建構永續供應鏈, 與上下游廠商/合
作夥伴達到循環經濟原物料交換

● 重視區域整合, 在地連結

●著重於設備汰換更新, 能
源效能最佳化, 能源轉型
和循環經濟實踐

Scope 1

● 確立淨零碳排目標, 分成短中長期
階段目標

● 著重於業務範圍內節能減碳

碳排盤查淨零趨勢 制定目標 定期追蹤策略選定 執行改善 前瞻技術研發 加速價值鏈合作

推動淨零策略部署 訂定減碳策略及投資項目 打造淨零實踐競爭力

掌握國內外淨
零趨勢

● 追蹤特定產業的國際標竿
(SASB, TCFD)

● 了解國際碳交易與碳稅規範
以及對產業衝擊

● 分析產業永續轉型的潛在商機

碳足跡計算
與評估

● 碳足跡盤點, 資訊蒐集軟體與資
料庫應用IT人才, 進行資料庫管
理與大數據分析

提升減碳共識
與永續素養

● 永續企業文化的形塑
● 企業內部的永續轉型
● 永續KPI
● 人資升遷獎勵與永續綁定
● 員工教育, 員工提案平台

前瞻減碳技術與
能源轉型

● 鋼化聯產, 固碳, 減碳, 氫氣煉鐵, 
氫氣電能, 廢熱轉電能, 綠能開
發等技術

● 製造業循環經濟技術, 包含石化
廢棄物/金屬廢棄物的回收,解
離再利用技術, 生質原料研發

區域整合與
永續合作

● 能夠串連上下游廠商/合作夥伴
進行循環經濟原物料交換,打造
永續供應鏈

● 尋求多方合作機會(政府,社會企
業, 當地產業等), 創造永續綜效

註:本研究整理

範疇1、2、3與相關的永續人力培育(續)



打造上下齊心的企業永續力

高階策略人才

中階主管

研發人員

基層人員

需要接受外部培訓，了解國際與產
業趨勢，規劃企業淨零與永續策略

淨零與永續指標納入部門KPI，如何從技術面結合永續
與碳排指標，需要具體的技術或管理相關的培訓與指導

研發技術的過程不僅僅是針對技術的革新，過程中還需
要考慮碳排放等永續指標，才能更好的規劃技術的提升

通過培訓，提升員工永續意識，最重要的是公司內部
領導者的示範，讓員工認識到企業永續是玩真的，可
以通過員工提案（台新，李長榮），鼓勵員工創新

人資部門
● 永續人才的培訓招募
● 鼓勵員工參與, 協助建立永

續企業文化
● 獎勵升遷機制與永續結合

註:本研究整理

Top-down strategy delivery
如何幫助高階主管自上而下訂定未來

策略方向與實施？

Bottom-up knowledge sharing
如何自下而上打造企業
永續文化與實戰能力？

1.

2.



TALENT for Net Zero 

Leader

Accelerator 

Teamworker

Economist 

Negotiator 

Talker

每位員工都是企業永續之
路上的最堅實的合作夥伴

領導者的永續意識及
行動力培養至關重要

對於跨部門、供應鏈、合作
企業及政府等的應對及談判

培育知識趨勢、技術掌
握、策略規劃專業人才
以加速永續路徑之佈局

減碳 ≠ 長期虧損
財務健全方能永續發展

好的故事在對內溝通、對外
表現都比硬道理更有影響力

註:本研究整理


